
中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的最新發展

中國於2018年11月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真誠向世界開放中國龐大

的市場，以持續釋放內地市場的消費潛力，其中包括加快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跨境電商近年發展蓬

勃，2018年中國跨境電商的零售進口額為785.8億元人民幣 [1]，比2017年增長39.8% [2]，有研究報告

更指出超過1億中國消費者通過跨境電商購物 [3]。為完善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行業的監管及促進行業

發展，中國於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發布一系列新政策。本文旨在探討中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最

新政策，供有興趣拓展內地零售市場的企業作為參考。

調整市場監管及檢疫機構

2018年3月，中國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及國家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合併成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以下簡稱「總局」)。前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

局原本負責的出入境檢驗檢疫管理工作，現已歸由海關總署(以下簡稱「海關」)負責。換言之，現時跨

境電商商品進入中國境內所需的備案、納稅、監管、檢疫等工作，由各地海關負責執行。

增設22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

2018年7月，國務院同意在北京等22個城市設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綜合試驗區」)，其中

包括北京、珠海、東莞及義烏等城市。國務院發布的文件指出，綜合試驗區須突出本地特色及優勢，為

推動全國跨境電商健康發展探索新經驗及新做法，具體實施方案由各地省級政府制訂。增設22個綜合試

驗區後，現時全國共有35個綜合試驗區，其中廣東省有4個，即廣州、深圳、珠海及東莞。

綜合試驗區的實施方案不單覆蓋當地的跨境電商進口政策，更為當地制訂完整的跨境電商行業政策。

以廣東省的4個綜合試驗區為例，廣州會引導傳統外貿企業借助跨境電子商務推進轉型升級，成為跨境

電商創新發展先行區。深圳會以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為龍頭，打造深港一體的跨境

電商綜合服務生態圈。珠海會憑藉與澳門相鄰的優勢，建設中國與葡語系及拉美地區國家跨境電商合作

平台。東莞作為廣東省製造業中心，將會通過跨境電子商務促進製造業轉型升級，目標是成為粵港澳大

灣區的跨境電商進出口基地。

現時35個綜合試驗區所在的城市均是經濟實力較強、商貿配套較完善的城市。在這些城市開設綜合試驗

區，不僅可以利用當地較完善的供應鏈服務這些城市的周邊區域，也可以通過鼓勵企業參與跨境電商，

令當地產業更能適應全球互聯網經濟。由此可見，現時內地政府發展跨境電商貿易模式，不單為滿足消

費者需求，更希望藉此改善內地產業發展，為企業在當地發展進出口業務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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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跨境電商主體的各方責任

2018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

法」)，並已於2019年1月1日起實施。《電子商務法》除了以法律形式表明中國政府支持跨境電商發展

外，也為以後各政府部門監管跨境電商提供法律框架。其中，《電子商務法》第9-11條規定，電子商務

經營者的定義為「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從事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組織」，電子商務經營者須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以及依法履行納稅義務。這些條文對跨境電商經營

者，包括俗稱「代購」的C2C跨境電商經營者，定下了行業規範，規定相關人士須向政府登記及從收益

所得繳交稅款。《電子商務法》也對電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的經營手法作出規範。

隨後於2018年11月，多個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監管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

表明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各方責任。下表列出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參與主體的應負責任：

中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政策的最新發展

2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dzswf/deptReport/201811/20181102808398.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wzl/201811/20181102812004.shtml


跨境電商各參與主體應負責任

參與主

體

定義 應負責任

跨境電

商企業

自境外向境內消費者銷售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

的境外註冊企業，為商品的貨權所有人

• 承擔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責任

• 履行提醒消費者的義務

• 建立商品品質安全風險防控機制及進口商品品質追溯體系

• 向海關實時傳輸施加電子簽名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交易電

子數據

跨境電

商平台

在境內為交易雙方提供網頁空間、交易規則、資

訊發布等服務，以及設立供交易雙方開展交易活

動的平台經營者

• 向海關註冊和在境內辦理工商登記

• 向海關實時傳輸施加電子簽名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交易電

子數據，並審核交易及消費者身份的真實性

• 明顯標識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和非跨境商品

• 建立處理消費糾紛和消費維權制度

• 建立商品品質安全風險防控機制

• 防止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虛假交易及二次銷售

境內服

務商

接受跨境電商企業委託為其提供申報、支付、物

流、倉儲等服務，並接受海關等部門監管的經營

主體

• 向海關註冊、在境內辦理工商登記、及向相關監管部門取

得許可證明。如：物流企業應取得國家郵政局頒發的《快遞

業務經營許可證》

• 向海關實時傳輸施加電子簽名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交易電

子數據

• 如發現國內實際派送與通關環節所申報物流資料不一致，

應終止相關派送業務，並向海關報告

消費者 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的境內購買人 • 為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繳交稅款

• 購買前認真及詳細閱讀電商網站上的風險告知書內容，結

合自身風險承擔能力做出判斷

• 不得再次銷售已購買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

資料來源：《關於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監管有關工作的通知》(商財發 [2018] 486號)

 

海關作為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監管機構，於2018年12月發布《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出口商品有關監

管事宜的公告》[4]，在企業管理、通關管理、徵稅、監管場所管理及退貨管理等多個範疇列出最新監

管方法，取代海關總署公告2016年第26號。其中，因海關現時已負責出入境檢驗檢疫管理工作，海關將

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進行質量安全監測的工作。海關也會視商品風險情況發布風險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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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政府已經多次更新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監管方式，可見內地重視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市場的發

展。相信以上修訂能夠更有效規管市場內的各種不良經營行為，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讓跨境電商零售進

口行業更健康發展。

擴大可供購買的商品種類及購物額

2018年11月，財政部聯同多個部門發出《關於調整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的公告》，發布《跨境

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2018年版)》(以下簡稱「正面清單」)，由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正面清

單共有1,321個商品項目，比上一版正面清單多超過60項。同時，財政部、海關及稅務總局於2018年

11月發布《關於完善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將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的單次交易限

值由2,000元提高至5,000元，也將年度交易限值由20,000元提高至26,000元，新措施同樣由2019年1月1

日起實施。

按照現時規定，跨境電商交易平台須與海關聯網，實時向海關申報訂單、支付及物流訊息。中國境內消

費者通過跨境電商平台購買正面清單內的商品，在單次交易限值及年度交易限值的範圍內，可以享有0%

關稅，以及70%進口環節增值稅及70%消費稅的徵稅方式(簡稱「跨境電商綜合稅」)。如果超過單次限值

及年度交易限值，消費者須按照一般貿易方式全額繳交稅款。換言之，中央政府擴大可供購買的商品種

類及購物額，將會令內地居民有更多選擇，也會有更大空間購買更多境外商品。

降低增值稅及行郵稅

2019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强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會深化增值稅改革，隨後財政部、海關

及稅務總局發布《關於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其中，將原適用16%稅率的進口貨物的增

值稅率調整至13%，措施由2019年4月1日起生效。中國境內消費者通過跨境電商平台購買正面清單內

的商品，按進口增值稅的70%計算，實際須繳付的增值稅率由11.2%下降至9.1%。在這次減稅中，中央

政府並沒有下調消費稅，所以，內地消費者通過跨境電商平台購買進口化妝品及珠寶，仍須繳交相關

的消費稅。現時進口高檔化妝品消費稅為15%，進口珠寶的消費稅則為5%或10%，詳情可參閱《中華人民

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及《關於調整化妝品消費稅政策的通知》。

2019年4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進境物品進口稅有關問題的通知》，下調俗

稱為「行郵稅」的進境物品進口稅，食品、藥品等商品的稅率由15%下降至13%；紡織品、電器等由25%

下降至20%。行郵稅下調將惠及以「海淘」方式進口的商品。內地消費者從海外電商網站購物，現時可

以繳交更少的稅款。有關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的計稅方式，可參考本文「附錄」。

結語

2018年7月，中央政府發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商務部等部門關於擴大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意見

的通知》，其中提及，中國將會擴大進口以提升居民生活質素及內地製造業的競爭力，同時促進對外貿

易平衡發展。由此可見，擴大進口已經成為現時中央政府主要的經濟政策之一。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

年上半年，中央政府通過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制訂更完善的法規、擴大跨境電商購物額等措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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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持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發展。隨著內地居民收入持續上升，他們對境外優質商品可望有更大需求，尤

其是正面清單上列出的各項快速消費品。企業可考慮善用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開拓中國市場，將世界各地

的各種優質產品介紹給內地的消費者。

 

附錄：商品以跨境電商方式進口應繳稅項的模擬情況

現時海外商品除了可循一般貿易渠道進入中國境內之外，還可以通過跨境電商方式進口，最主要的渠道

包括：1) 經內地跨境電商平台，以「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方式進口；2) 通過把商品放在海

外電商網站上售賣，以「個人郵遞物品」方式進口。兩種進口方式均由海關監管。

 

以「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方式進口

「網購保稅進口」是指把正面清單內的外國商品，整批存放在中國境內海關的特殊監管區域或保稅監管

場所內，待消費者通過與海關聯網的跨境電商平台下單後，電商平台根據訂單訊息、支付訊息、物流訊

息實時向海關申報，並按照消費者訂單上的每件商品辦理通關手續，經海關查驗後，商品從保稅區直接

清關發出給消費者。

「直購進口」是指消費者通過與海關聯網的跨境電商平台下單，購買正面清單內的外國商品後，電商平

台一方面把訂單訊息、支付訊息、物流訊息等實時傳送給海關；另一方面商品直接在海外倉庫發貨，通

過國際物流配送，把商品運到中國內地海關的跨境電子商務監管場所，完成清關、檢驗檢疫等手續後便

發貨給消費者。

海關對以「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方式進口的商品，以0%關稅，以及70%進口環節增值稅及70%

消費稅的方式(簡稱「跨境電商綜合稅」)徵稅。跨境電商綜合稅率的計算公式如下：

[ (消費稅率 + 增值稅率) / (1-消費稅率) ] x 70%

下表顯示2019年4月下調增值稅後，採用「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形式進口商品應繳稅項的模

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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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網購保稅進口」或「直購進口」形式進口商品應繳稅項

  不須繳納消費稅的商品

(如：食品)

須繳納消費稅的商品

(如：高檔化妝品，消費稅為15%)

假設商品價格為200

元

200元 x  

[(0% 消費稅 + 13%增值稅) / (1- 0% 消費

稅)] x 70%

= 18.2元 (商品應納稅額為18.2元)

200元 x

[(15% 消費稅 + 13%增值稅) / (1- 15% 消費

稅)] x 70%

= 46.1元 (商品應納稅額為46.1元)

資料來源：《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財關稅 [2016] 18號)、《關於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

告》(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公告2019年第3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539

號) 、《關於調整化妝品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6] 103號)

 

以「個人郵遞物品」方式進口

企業也可以選擇不用內地跨境電商平台，而是把商品放在中國境外的網站售賣，讓中國境內消費者以

「海淘」方式購買。商品會採用個人郵遞物品方式進入中國境內，海關將會對商品徵收俗稱為「行郵

稅」的進境物品進口稅。

行郵稅的徵收方式與跨境電商綜合稅不同之處在於，跨境電商綜合稅以商品的購買單價計算，但行郵

稅以完稅價格計算。完稅價格以海關審定的成交價格為基礎，包括貨價、包裝費、運費、保險費等費

用。海關會按《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物品完稅價格表》中各種商品的完稅價格及稅率向商品徵收行郵

稅。換言之，完稅價格與商品的實際價格可能有差異。

下表顯示在政府於2019年4月下調行郵稅後，商品以郵遞方式進口商品應納稅額的模擬情況。不過，

須注意的是，根據《關於調整進出境個人郵遞物品管理措施有關事宜》[5]，由港澳台地區寄出的商品

限值為每次800元，由其他國家或地區寄出的商品限值為每次1,000元。超出限值的商品須辦理退運手續

或者按照規定辦理通關手續。另一方面，如果應徵進口稅稅額在50元或以下的，海關予以免徵。

以郵遞方式進口商品應繳稅項

行郵稅率為13%的商品

(如：1件完稅價格為200元的食品)

行郵稅率為20%的商品

(如：1件完稅價格為200元的電器)

行郵稅率為50%的商品

(如：1件完稅價格為200元的高檔化妝

品)

200元 x 1件 x

(13% 行郵稅)

= 26元 (因應徵稅額少於50元，海關予

以免徵。所以商品應納稅額為0元)

200元 x 1件 x

(20% 行郵稅)

= 40元 (因應徵稅額少於50元，海關

予以免徵。所以商品應納稅額為0元)

200元 x 1件 x

(50% 行郵稅)

= 100元 (商品應納稅額為100元)

資料來源：《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進境物品進口稅有關問題的通知》(稅委會 [2019] 17號)、《關於調整進出

境個人郵遞物品管理措施有關事宜》(海關總署公告2010年第43號)、《關於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物品歸類表》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進境物品完稅價格表》的公告》(海關總署公告2019年第6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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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商品進口時應納稅額的高低取決於商品的價格、商品種類是否須繳納消費稅、商品數量，以

及商品的完稅價格及行郵稅率。不過，在實際運作上，不同的跨境電商平台、於跨境電商平台展示商品

的費用、包裝及運輸費用、海關抽檢等都會影響商品的最終價格。

[1] 除另有說明外，本文所用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

[2]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

[3] 資料來源：艾媒諮詢《2018-2019中國跨境電商市場研究報告》，2019年3月

[4] 海關總署公告2018年第194號

[5] 海關總署公告2010年第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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