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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從 2019年 1月 1日起，跨境電商零售
進口只能「網購保稅進口」（海關監管方式代

碼 1210）或「直購進口」（海關監管方式代碼
9610）兩種方式運遞進大陸境內。

以上兩種監管方式進口的跨境電商商品，

都按照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監管，不執行有關商

品首次進口許可批件、註冊或備案要求（特

殊情形除外）。也就是說化妝品不需辦理三

證，不需辦理批件或備案，保健食品不需辦理

註冊。這對台商將化妝品及保健食品銷售到大

陸，可以避免企業辦理批件、備案或註冊的時

間及成本。

目前適用「網購保稅進口」進口跨境電商

商品的城市有 37個城市。另外必須注意的是，
消費者（訂購人）對於已購買的跨境電子商務

零售進口商品不得再次銷售，也就是不能在大

陸從事二次銷售。

由台灣進入大陸跨境電商的「五大途徑」

（一）途徑一：由大陸跨境電商試點城市進入

截至 2019年 7月 4日，大陸設立跨境電商
綜合試驗區的城市，已基本覆蓋大陸主要一、

二線城市，共有跨境電商試點城市 15個。第一
批，5家是寧波、鄭州、上海、重慶、杭州，
後續又增加廣州和深圳 7家 /天津、福州、平
潭 /合肥、成都、大連、青島和蘇州共 15家獲
批跨境電子商務試點城市。

截至 2019年 8月，適用「網購保稅進口」
進口政策的城市共有：天津、上海、重慶、大

連、杭州、寧波、青島、廣州、深圳、成都、

蘇州、鄭州、南京、武漢、廈門、東莞等 37
個城市（地區）。

（二）途徑二：由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進入

截至 2019年 7月 4日，大陸共有 35個跨
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杭州第一個，青島等 12個
城市第二批，威海等 22個城市為第三批。
（三）途徑三：進駐大陸跨境電商平台的「全

球購」

例如：京東「全球購」平台上的開店商家，

業者只需要是境外法人即可，不需要在大陸註

冊公司或商標。廠商發貨通關採取跨境電商模

式，可依據訂單大小決定採用直郵，或者先將

商品寄存在保稅倉再發貨。

（四）途徑四：透過昆山海峽兩岸電子商務經

濟合作試驗區的政策進入

藉由昆山海峽兩岸電子商務經濟合作試

驗區及昆山電子商務綜合服務台，花橋經濟開

發區與網易嚴選合作打造「昆山花橋跨境貿易

小鎮」，設有零售展示區、物流配套區和產業

孵化區，能使跨境商品「輕鬆一站購」，打造

成台灣商品交易中心，並全力推動「台商走電

商」，進一步促進台商產品在大陸打開新的通

道，開拓更多市場。

（五）途徑五：在百貨公司或高鐵車站設立台

灣商品跨境電商 O2O 體驗店
在百貨公司或高鐵設立跨境電商「O2O」

線下體驗店，保稅品不能自提，必須通過物流

郵寄，最多兩天就可以收到貨，部分商品比通

過一般貿易途徑購買的價格最多便宜 40%左
右。所有訂單由海關全程監管，體驗店採取線

上銷售、線下展示模式，顧客不能現場提貨，

只能以身份證實名註冊，然後刷卡付錢，之後

由快遞送貨上門。

進入大陸市場實務

台灣產品以一般貿易

及跨境電商

(下篇 )
◆ 文／袁明仁

華信統領企管總經理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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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業者營運兩岸跨境電商須知的「六

件要事」

（一）確認哪些產品可以用跨境進口保稅模式

進口到大陸

2018年調整後的跨境電商進口商品清單共
1321個稅目，可參考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
單（2018版）的稅目商品。
（二）計算稅率確定採用行郵稅或跨境電商綜

合稅

跨境電商綜合稅為增值稅的 70%，也就是
13%×70%＝ 9.1%。行郵稅根據商品不同有三
個檔次，即 13%、20%、50%。
（三）跨境電商產品進口到大陸的通關方式

一般採取保稅進口模式，即 B2B2C。網購
保稅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1210）。採用的是備
貨模式，商家在境外大批量採購商品，運至保

稅區倉庫，在海關監管下存放。買家下單、支

付後，海關核對三單（訂單、運單、支付單）

後清關，商品再從保稅倉發貨出區送達消費者

手中。

（四）選擇跨境電商進入的試點城市

廣州企業只需要備案，不需要在當地註冊，

方便各地的企業進入。鄭州是大陸唯一的可以

接受大部分化妝品清關的試點城市，並且全部

跨境電商貿易中，八成的交易是圍繞化妝品進

行的。重慶在跨境電商上，其鐵路優勢是最大

的亮點，但重慶不適合直郵模式。在寧波要做

進口跨境電商的企業必須在寧波註冊公司，入

駐企業會被捆綁在保稅區中，無法輕易離開。

（五）如何評估選擇自營或代營運（委託公司）

剛開始從事跨境電商，建議以自營為佳，

找代運營公司還不如自己用心學習或參加跨境

電商學習班學習電商運營，一步一步做起來，

自己懂了之後才能找其他代運營公司來操作。

企業若要找代運營公司，需具備資金實力，否

則，既浪費了時間，又沒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般代運營公司都是簽訂三個月代運營合同，

收取一定的運營費用及銷售額提成，不保證利

潤率，操作大都是由剛畢業的大學生來操作，

每天做一些模式化的操作，同時操作很多店鋪，

一般代運營的店鋪效果並不好。

（六）跨境進口產品如何定價

進貨成本、跨境平台的成本、跨境物流成

本、銷後維護成本、其他綜合成本的加總成本。

平台的推廣成本：一般建議是（工廠進價 +物
流成本）x10%~35%。售後糾紛成本的計算：
比例一般是（進貨成本+物流成本+推廣成本）
x3%~18%。網上售價：成本 +利潤 +平台手續
費（5%）。網上售價：成本 +利潤 +平台手續
費（5%）+運費（包郵）。利潤至少估 30%。

跨境電商進口須知的三種海關監管方

式：「網購保稅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1210）、「直購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9610）與「網購保稅進口 A」（監管方
式代碼 1239）
跨境電商進口共有三種海關監管方式：直

購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9610）、適用「網購保
稅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1210）進口；適用「網
購保稅進口 A」（監管方式代碼 1239）進口。
（一）海關監管方式代碼「9610」，全稱是「跨

境貿易電子商務」，簡稱「電子商務」

或「直購進口」。適用於大陸境內個人

或者電子商務企業通過商務交易平台（網

站 /APP/小程式等）實現交易。
換句話說是消費者通過電子商務交

易平台網購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直

接從大陸境外發貨，以郵遞、快件方式

派送到消費者。

（二）海關監管方式代碼「1210」，全稱「保
稅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簡稱「保稅電

商」。適用於大陸境內個人或者電子商

務企業經過海關認可的電子商務平台實

現跨境交易，並且通過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或者保稅監管場所進出的電子商務零

售進出境商品。

採取「網購保稅進口」（海關監管

方式代碼 1210），簡單來說，就是大陸
境內消費者在跨境電子商務交易平台商

家購買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之後，所

購買的商品從經批准開展跨境貿易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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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服務試點城市（2019年 1月 1日起
擴大到 37個城市）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或保稅物流中心（B型）內（即跨境電商
已經運抵進境的保稅倉儲）完成打包和

發貨。

（三）「保稅跨境貿易電子商務 A」，海關監
管方式代碼「1239」

海關監管方式代碼「1239」，全稱
「保稅跨境貿易電子商務 A」，簡稱「保
稅電商 A」。適用於大陸境內電子商務
企業通過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或保稅物流

中心（B型）一線進境的跨境電子商務零
售進口商品。

適用「網購保稅進口 A」（監管方
式代碼 1239）進口政策的商品，按《跨
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2018
版）》章節附註中的監管要求執行。

從事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商品須知的海

關監管政策

根據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海關總署
2018年第 194號（關於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出
口商品有關監管事宜的公告）：

（一）從事跨境電商的跨境電商平台企業、物

流企業、支付企業需具備的資質

跨境電商企業、物流企業等參與跨境電子

商務零售出口業務的企業，應當向所在地海關

辦理資訊登記；如需辦理報關業務 , 向所在地海
關辦理註冊登記。

物流企業應獲得郵政管理部門頒發的「快

遞業務經營許可證」。直購進口模式下，物流

企業應為郵政企業或者已向海關辦理代理報關

登記手續的進出境快件運營人。

支付企業為銀行機構的，應具備銀保監會

或者原銀監會頒發的《金融許可證》；支付企

業為非銀行支付機構的，應具備中國人民銀行

頒發的《支付業務許可證》，支付業務範圍應

當包括「互聯網支付」。

（二）海關對跨境電商進出口通關管理的規定

1、對跨境電子商務直購進口商品及適用
「網購保稅進口」（監管方式代碼 1210）進口

政策的商品，按照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監管，不

執行有關商品首次進口許可批件、註冊或備案

要求。

2、適用「網購保稅進口 A」（監管方式代
碼 1239）進口政策的商品，按《跨境電子商務
零售進口商品清單（2018版）》章節附註中的
監管要求執行。新的清單於 2019年 1月 1日起
實施。

3、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申報前，跨
境電子商務平台企業或跨境電子商務企業境內

代理人、支付企業、物流企業應當分別通過國

際貿易「單一窗口」或跨境電子商務通關服務

平台向海關傳輸交易、支付、物流等電子資訊，

並對資料真實性承擔相應責任。

從事跨境電商零售進口須知的檢疫、查

驗政策

（一）網購保稅進口業務：一線入區時以報關

單方式進行申報，海關可以採取視頻監

控、聯網核查、實地巡查、庫存核對等方

式加強對網購保稅進口商品的實貨監管。

（二）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出口商品可採用「跨

境電商」模式進行轉關。其中，跨境電

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所在地海關可將轉關

商品品名以總運單形式錄入「跨境電子

商務商品一批」，並需隨附轉關商品詳

細電子清單。

從事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商品須知的稅

收征管政策

對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完稅價格

為實際交易價格，包括商品零售價格、運費和

保險費。

跨境電商稅費（保稅和直郵）的稅費構成：

通過跨境商全年購買個人累計不超過 26,000元
人民幣，超過後按照一般貿易全額徵稅；跨境

電商單次交易額最高 5,000元人民幣；不可拆
分超過 5,000元人民幣的訂單；免關稅，按照
貨值 x（增值稅＋消費稅）x70%收取稅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