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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是什么

原产地：货物的生产

地，“经济”国籍

“完全获得该货物的

国家；或如果该货物

的生产涉及一个以上

的国家，则为进行最

后实质性改变的国

家。”



原产地规则是什么

⚫ 原产地规则：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决，包括优

惠性原产地规则和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 自贸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
1. 基本属性：判断货物是否具备原产地资格，符合对应章节的相关规定，协定的一方应当给予对应的

优惠。

2. 实际功能：避免非成员方货物通过各种手段实现“搭便车”，规避实际税率。



为什么要确定货物的原产地

普通
税率

最惠
国税
率

韩国 亚太 东盟 智利
澳大
利亚

聚乙烯
3901.10

45 6.5 5.9 6 / 0 0

自攻螺钉
7318.15

80 8 4.8 4 0 0 0

冻去骨牛肉
0202.30

70 12 7.2
/

0 0 4.8



主要规则：原产地标准

完全获得（WO）

⚫ 指一种产品完全在成员一

方境内获得或制造

⚫ 主要包括动植物初级产品、

远洋捕捞、矿物



主要规则：原产地标准

实质性改变标准

（非完全获得）

⚫ ◆税则归类改变标准

⚫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

⚫ ◆加工工序标准

⚫ ◆混合标准

⚫ ◆选择性标准



税则改变标准（CTC）

在某一国家（地区）对非该国（地区）原产材料

进行制造加工后，所得产物在《商品名称及编码

协调制度》中某一级的税目归类发生改变

○ 章改变CC

○ 品目（4位税号）改变CTH

○ 子目（6位税号）改变CTSH



区域价值成分标准（RVC）

⚫ 间接计算法
○ 区域价值成分=（货物FOB价格-非原产材料材料价格）÷货物FOB价格*100%

⚫ 直接计算法
○ 区域价值成分=（原料价值+组合零件价值+劳工价值+产品开发支出价值）

○ ÷出口制成品的船上交货价格FOB*100%



非原产材料价值百分比标准（VNM）

⚫ 非原产材料价值成分=
非原产材料价格÷产品出厂价格*100%

● 可以扣除的费用：

• 部分运输费用

• 未减免或返还的费用

• 减去价值的废品等

• 重点是：证据完整

中国-瑞士FTA



其他标准

制造或加工工序标准（SP）

赋予加工后所得货物基本特征的主要工序

混合标准：

⚫ CTC+RVC；CTC+SP；

⚫ RVC+SP。



其他标准

选择性标准
○ CTC or RVC；

○ 供应商自主选择，根据生

产实际和满足条件自主选

择需要的标准

RECP：如一货物适用选择性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只

要该货物满足选择性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中的一项，则

认为符合该规则。

对于出口国官方签证部门的约束性规定也体现了上述选

择自由：“如一项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是包含 RVC 标

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特定制造或加工工序、上述标

准的任意组合的选择性规则，每一缔约方应当允许货物

的出口商决定在确定货物原产资格时适用的具体规则。”



累积规则（Accumulation）

来自一方领土的原产材料在另一方领土内用于货物的生产时，应视为原产于后一方的领土内

微小加工（Minimal Operations or Processes）

对货物进行的微小加工不赋予货物原产资格：包装、通风、分级、切割、装罐等

微小含量（De Minimais Rule）

非原产材料不满足CTC且不超过货物出口价格的一定百分比时，不影响原产地认定

辅助规则



直接运输规则（Dircet 
Consignment/Transshipment）

一国的原产产品一般必须从出口受惠国

直接运至进口给惠国

● 基于地理原因或转运贸易的需要，

货物从出口方运往进口方途中运经

第三方。在一定条件下，仍可视为

直接运输。

● 基本作用：防止出口受惠国的产品

在途经第三国时可能发生的再加工

或换包，确保优惠的受益范围限于

成员国，防止第三方“搭便车”。

辅助规则



RCEP与现行协
定的差异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 中国东盟自由贸协定

⚫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减让差异

降税模式 日本 韩国 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 25% 38.60% 67.90% 65.80% 66.10%

过渡期降为零

10年降为
零

46.50% 41% 12.70% 14.20% 13.90%

15年降为
零

11.50% 3.10% 3% 0 0

20年降为
零

3% 3.20% 6.90% 10% 10%

最终零关税比例 86% 86% 90.50% 90% 90%

现行双方FTA零关税比例 90.70% 94% 96.80% 97.20%

部分降税商品比例 0.40% 1% 5.40% 5.50% 5.60%

现行双方FTA降税商品比例 1.5%% >1% 0.00% 0.00%

例外产品 13.60% 13% 4.10% 4.50% 4.40%



RCEP的关税减让



RCEP的关税减让



RCEP的关税减让



原产地规则差异

规则内容 韩国 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RCEP

完全获得原产地规则 √ √ √ √ √

实质性改变标准（非
完全获得）

CTC √ √ √ √ √

RVC >60 >40 >30-50 >30-50 >40

计算方式 间接 间接 间接 间接 直接或间接

累积规则 2国 11国 2国 2国 15国

直接运输规则 直运证明
流动性证明+
直运证明

直运证明 直运证明
背对背证明+
直运证明

微小加工与处理 19 3 6 9 11

原产地证据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声

明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声明



加工工序标准：化学反应标准。

“化学反应”是指化学反应规则。根据“RCEP特定原产地规则”，适用化学反应规则
的货物，如果在一缔约方发生了化学反应，应当视为原产货物。“化学反应”（包括生
物化学反应）是指通过分子键断裂并形成新的分子键，或者通过改变分子中原子的空间
排列 而形成新结构分子的过程。就本定义而言，以下不视为化学反应：1. 溶于水或其
他溶剂；2.去除溶剂，包括作为溶剂的水；或者 3.添加或去除结晶水。

举例来说，根据“RCEP特定原产地规则”，品目29.02的产品“环烃”，该产品即便以
非原产于RCEP成员国的材料生产，但是在RCEP成员国经过加工实现“化学反应”、成
为此产品“环烃”的，即视为原产。

原产地规则差异：加工工序标准



原产地规则差异：累计规则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



协定进口商品差异

日本 韩国 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现行FTA（除日本）下
主要进口商品

机电产品 塑料制品 矿物燃料 矿物燃料 肉类

机械产品 机电产品 塑料制品 谷物 乳制品

汽车及其零部件 矿物燃料 有机化学品 肉类 有机化学品

光学产品 有机化学品 橡胶制品 生皮及皮革 水产品

美容品 无机化学品 水果 酒类 水果

精炼铜 钢铁 棉花 乳制品 婴幼儿奶粉

超出现行FTA（日本为
MFN）降税安排的产品

太阳能热水器、其他专门技术用纺织产品及其制品、
不规则的盘卷的不锈钢热轧条杆、起酥油、鱼翅制品、
输出功率不超过750瓦的直流电动机或发电机、其他
未列明机动车辆用离合器及其零件

胶粘纸、纸质标签、车用照明、
音响信号装置、未磨胡椒、菠
萝罐头、菠萝汁、椰子汁、壬
烯、初级其他丁苯橡胶、高输
出功率的车用柴油发动机、机
动车用视觉信号装置、车窗玻
璃升降器

鲨鱼翅、鱼翅、椰子油、
部分中密度纤维板、未
使用的邮票、转印贴花
纸

例外产品

固态乳及奶油、婴儿食品、部分有机化工原料、化妆
品、塑料、棉线棉布、化纤纺织原料、部分鞋靴制品、
贵金属首饰、部分钢铁制品、部分车船用发动机、挖
掘机、洗衣机、机床、电动机、原电池、船舶、光导
纤维、部分测量仪器

小麦、玉米、稻谷及其粗细粉、大豆、植物油脂、糖、
烟草、部分化肥、感光胶片、天然橡胶、部分木制品、
纸及纸制品、羊毛、监视器、车辆及其零部件



如何在未来用好RCEP

用好缔约方对我国出口

货物的优惠关税待遇：

○ 原材料与累计规则

○ 合规成本与关税优惠

择优适用优惠贸易协定安排，充分享受进口关税

优惠：

○ 锂镍钴锰，零关税

○ RCEP、中韩自贸协定、亚太贸易协定

○ 选择性标准

○ 原产地证书、原产地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