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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201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

同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实施办法》

2019年海关总署发布161号公告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主动披露需要向海关提交哪些资料？

❖主动披露报告表（涉税违规）或 主动披露报告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主动披露需要向海关提交哪些资料？

❖披露事项的情况说明

❖能充分证明披露事项的证据材料

❖企业营业执照等基本信息

❖授权委托书及相应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 申报不实

▪ 价格方面

▪ 归类方面

▪ 数量

❖ 程序性违规

▪ 外发加工

▪ 保税内销

能充分证明披露事项的证据材料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提交材料要注明出处、页数、复制时间以及“本
件与原件一致，核对无误”字样，并逐页由被稽
查人代表签章。

❖电子材料的证据要求：存储至移动存储设备或者
刻录至光盘中，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
作人、数据内容以及原始载体存放处，由制作人
签名和其代表签章。



一、海关主动披露政策

不接受主动披露的情况

❖报告前海关已经掌握违法线索的

❖报告前海关已经通知被稽查人实施稽查的

❖报告内容严重失实或者隐瞒其他违法行为的

❖ 披露内容并非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

❖ 申报地属地均不符合的

❖ 证据材料无法证明披露内容的（补充完善证据资料）



二、特许权使用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2019年海关总署发布58号公告



I. 对特许权使用费的理解

II. 对特许权使用费的认定

III.特许权使用费的计算方法

IV. 2019年58号公告的影响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一）特许权使用费的定义。

（二）我国海关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法律规定。

I.特许权使用费的理解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特许权使用费是指进口货物买方为取得知识

产权权利人及权利人有效授权人关于专利权和专有

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分销权或销售权的许可或

转让而支付的费用。

（一）海关法律法规中的特许权使用费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WTO估价协定》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规定

作为被估货物的销售条件，买方必须直接或间接支

付与被估货物有关的特许权利费，只要此特许权利费用未包

括在实付或应付价格中，应计入完税价格。

——第八条第一款C项

(c)royalties and licence fees related to the goods being valued that the buyer must pa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 a condition of sale of the goods being valued,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royalties and fe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price actually paid or payable.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二）我国海关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主要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国务院令第392号）

第18/19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第

213号令）

第11/13/14条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为基础审查确定。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方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该货物时买方为

进口该货物向卖方实付、应付的，并

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

调整后的价款总额，包括直接支付的

价款和间接支付的价款。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第十九条 进口货物的下列费用应

当计入完税价格：

（五）作为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销售的条件，买方必须支付的、

与该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



第十一条 以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未包括在该货物

实付、应付价格中的下列费用或者价值应当计入完税价格：

（三）买方需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但是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特许权使用费与该货物无关；

2．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不构成该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二、特许权使用费的认定

➢ 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是否构成货物进口销售的条件？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II.特许权使用费的认定



➢ 特许权使用费对外支付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专利权或者专有技术使用权

1.含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2.用专利方法或者专有技术生产的。

3.为实施专利或者专有技术而专门设计

或者制造的。

——商标权

1.附有商标的。

2.进口后附上商标直接可以销售的。

3.进口时已含有商标权，经过轻度加

工后附上商标即可以销售的。

——著作权

1.含有软件、文字、乐曲、图片、图像或

者其他类似内容的进口货物，包括磁带、

磁盘、光盘或者其他类似介质的形式。

2.含有其他享有著作权内容的进口货物。

——分销权、销售权或者其
他类似权利

（1）进口后可以直接销售的。

（2）经过轻度加工即可以销售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1.含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2.用专利方法或者专有技术生产的。

3.为实施专利或者专有技术而专门设计或者制造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技术费



• 专利 依法授予的对发明创造成果独占、使用、处分

的权利。

• 专有技术 是指以图纸、模型、技术资料和规范等形

式体现的尚未公开的工艺流程、配方、产品设计、质

量控制、检测以及营销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方

法和诀窍等。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1.含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进口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2.用专利方法或者专有技术生产的

生产



【举例】 进口商A与德国S公司签订轧钢设备进口协议，由S专门生

产一台轧钢设备，用于组装国内某钢铁公司生产线的轧钢工序。由

于S同时是该轧钢工序的专利拥有人，A在设备价款之外，另行向S支

付了技术许可费100万欧元，以获得该项专利工序的使用权。该笔技

术许可费是否与进口轧钢设备有关？

进口机器、
设备

3.为实施专利或者专有技术而专门设计或者制造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商标权

1.附有商标的。

2.进口后附上商标直接可以销售的。

3.进口时已含有商标权，经过轻度加工后附上商标

即可以销售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商标费



1.附有商标的。

即进口货物的外观上已经贴有商标的。

【举例】某进口商A与美国对勾公司签订购买协议，进口“对勾”牌运

动鞋（进口时鞋上已有商标）并在国内销售。美国对勾公司是该品牌

商标持有人，为此A除了向对勾公司正常支付货款外，每年需要另行

支付运动鞋销售额的5%商标权费。该笔商标费是否与进口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2.进口后附上商标直接可以销售的。

【举例】德国三道杠公司拥有“三道杠”品牌运动服装的商标权。越

南B工厂属于德国三道杠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门生产运动服装。

进口商A从B处购买未附有任何商标的运动服。同时进口商A与德国

三道杠公司签订商标许可协议，每年支付运动服装销售额的5%为商

标费，以获得在国内使用“三道杠”商标的权利。A公司自行在国

内加工“三道杠”商标，并附在进口的运动服装上后在国内销售。

该笔商标费是否与进口服装有关？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3.进口时已含有商标权，经过轻度加工后附上商

标即可以销售的。

什么是轻度加工？

指稀释、混合、分类、简单装配、再包装或其他类似加工。比如只是使货物

状态从运输状态转变为可销售形式，从桶装变为小包装，从浓缩饮料变为罐

装等。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举例】进口商A与法国B公司签订协议，获准在国内使用B持有的著名葡

萄酒商标，为此A按照该红酒在国内净销售额的3%向B支付商标费。A与B的

进口红酒分为两个贸易模式。

第一种模式A从B处购买以橡木桶包装的葡萄酒，进口后A再分装至750ml的

玻璃瓶中，并附上B持有的葡萄酒商标进行销售。

第二种模式A从B处进口葡萄原汁，在B的技术指导下进行发酵、调配、贮

存、包装等加工工艺后，在国内销售附有B的商标的葡萄酒。

进口商A支付的商标费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著作权

1.含有软件、文字、乐曲、图片、图像或者其他类似内容的进
口货物，包括磁带、磁盘、光盘或者其他类似介质的形式。

2.含有其他享有著作权内容的进口货物。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举例】国内A航空公司与美国M娱乐公司签订协议，

规定A定期从M提供的清单中选择需要购买的电影和音

乐，M将其分别翻录制作成磁带、磁盘、光盘或其他

类似载体，进而销售给A在飞机上播放，为此N需要按

照播放次数向M支付版权费。

该笔版权费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分销权、销售权或者其他类似权利

1.进口后可以直接销售的。

2.经过轻度加工即可以销售的。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举例】德国G公司是M型数控机床的领先制造商。

进口商A与G签订分销协议，G授予A在其国内独家销

售M型数控机床的权利，为此A需要5年内至少进口

200台M型数控机床，并每年向G支付50万欧元的特

许权使用费。

该批特许权使用费是否与进口机床有关？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是否构成货物进口销售的条件？

——不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则不能购得进口货物。

——不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则该货物不能以合同议定的条件

成交。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在考虑特许权费是否作为被估价货物销售条件

时，应根据贸易事实具体判断，而不应仅依据合

同条款的规定。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贸易实际中的“二元”到“多元”

货物流

权利流

资金流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贸易实际中的“二元”到“多元”

货物流

权利流

资金流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III.特许权使用费的计算方法

客观量化原则

❖原则上不需要分摊 贸易件

❖特殊情况下采用混合分摊公式

如果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涉及进口的原材料，同时又与用该

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生产制成品的加工工艺等要素有关，则

需根据客观量化进行分摊。分摊比例可依据特许权使用费所涉

及进口原材料的税后成本占特许权利所涉制成品的总成本的比

例计算。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IV.2019年第58号公告的影响

1、明确了特许权使用费涉及货物申报时的填制
要求

2、明确了货物申报进口时未支付应税特许权使
用费，向海关申报的时间要求：支付后的30日内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58号（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公告〔2019〕58 号

为做好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工作，现就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13号公布，以

下简称《审价办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特许权使用费；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是指按照《审价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
十四条规定，应计入完税价格的特许权使用费。

二、纳税义务人在填制报关单时，应当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填报确认是否存在应税特许权使用费。出口货物、
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货物（内销保税货物除外）免予填报。

对于存在需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无论是否已包含在进口货物实付、
应付价格中，都应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填报“是”。

对于不存在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
目填报“否”。

三、纳税义务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已支付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已支付的金额应填报在报关单“杂费”栏目，无需填报在
“总价”栏目。海关按照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日适用的税率、计征汇率，对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税款。

四、纳税义务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未支付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应在每次支付后的30日内向海关办理申报纳税手续，并填
写《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见附件）。报关单“监管方式”栏目填报“特许权使用费后续征税”（代码9500），“商品
名称”栏目填报原进口货物名称，“商品编码”栏目填报原进口货物编码，“法定数量”栏目填报“0.1”，“总价”栏目填
报每次支付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毛重”和“净重”栏目填报“1”。

海关按照接受纳税义务人办理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之日货物适用的税率、计征汇率，对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税款。
五、因纳税义务人未按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填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造成少征或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缴纳

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反规定行为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纳税义务人按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填报，但未按照本公告第四条规定期限向海关办理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造成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其应办理申报纳税手续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办理申报纳税手续之日或海关发现违反规定行为之日止，
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对于税款滞纳金减免有关事宜，按照海关总署2015年第27号公告和海关总署2017年第32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本公告自2019年5月1日起实施。海关总署2019年第18号公告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

第四十六条“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的规定同时停止执行，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二、特许权使用费概述

思考：自查发现有特许权使用费与进口货物相
关的情况，主动披露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注意：特许权使用费确认与进口货物相关后，
根据58号公告要求，务必在相应货物的进口报
关单特许权使用费相关一栏上打勾

✓ 《主动披露报告表》
✓ 披露事项情况说明（包括时间范围，支付计提特许权使用费金额，与

哪些货物相关，经过计算需要补税的金额等）
✓ 证明披露事项的证据材料（特许权合同、计提支付特许权金额凭证、

期间报关单清单明细、计算过程中所用数据明细的原始来源）
✓ 授权委托书及相应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
✓ 企业基本信息资料



三、互联网+海关

互联网+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

单一窗口---- 报关单数据查询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Step1: 企业插入法人卡登录“互联网+海关”网页
http://online.customs.gov.cn/，点击 “企业管理和稽查”
模块，下拉菜单中选择“企业稽核查”：

互联网+海关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Step2: 首先需点击页面左侧“稽核查功能开通”模块，
签署《企业稽核查业务网上办 理同意书》：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Step3: 进入“稽核查事项”模块，点击“稽核查事项录
入”，从“申请项目”下拉菜单中选 择对应的项目后进
行相关资料提交：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申请项目”选择“3-提交主动披露报告”时，“作

业编号”栏位不可填；选择其他项目时，“作业编号”
栏位可填：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注意“申请海关”栏位选择正确的海关代码录入：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Step1: 企业插入操作员卡登录“单一窗口”网页，
https://www.singlewindow.cn/，点 击“标准版应用”模块，
随后选择“货物申报”模块下的“货物申报”子模块并登录

单一窗口查询报关单



Step2: 点击左侧“数据查询/统计”模块，选择“报关数据查询”，
可输入报关单号或统一编号 进行单个查询，也可选择操作时间进
行批量查询：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Step3: 批量查询结果可以通过点击“详情导出”进行导出：

三、稽查互联网+介绍



mailto:zhouyichen@custom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