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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商品銷往中國大陸，以一般貿易

方式採取「大三通」為主要管道，有些企業則

採用「小三通」管道將產品銷到大陸。但採取

小三通方式，若無法取得合法的憑證，恐無法

在實體店上架或在電商及網店銷售。

通過跨境電商管道正成為台灣產品進入大

陸市場的新管道。2018年大陸跨境電商步入高
速發展期，據大陸海關統計，2018年大陸跨境
電商零售進出口總額達到 1,347億元人民幣，
較 2017年同比成長 50%，特別是廣受大陸消
費者喜愛的台灣婦幼產品、美妝、醫藥保健品

及食品等，正借助跨境電商管道將更多台灣名

品及精品拓展至大陸市場。

2019年 1月 1日，大陸《電商法》正式實
施，除加強對代購和微商的管控之外，特別提

供跨境電商更多的便利和支持。其中提到，「促

進跨境電商發展，將建立健全適應跨境電商特

點的海關、稅收、進出境檢驗檢疫、支付結算

等管理制度。」大陸為何要支持跨境電商？跨

境電商和一般貿易孰優孰劣？又跨境電商如何

操作呢？

一般貿易進口、跨境電商進口、海外代

購及海淘四者的區別

大陸進口商品每年有上兆人民幣的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面臨四個購買管道選擇：

海外代購、海淘、跨境電商進口及一般貿易進

口。這四者之間有什麼區別，該如何根據自身

情況去選擇購物管道？

（一）海外代購

代購主體有個人或私人機構，是消費者為

了節省時間成本，請人幫忙購買送貨上門。這

種入境而不進行申報或繳稅的行為，其實是一

種違法行為，一旦被查處，後果嚴重。大陸《電

商法》實施後，不僅電商平台，包括在微信、

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進行交易的海外代購，也適

用《電商法》的規定，亦即電子商務經營者要

申請登記為個體工商戶，要正規交稅，今後，

代購攜帶和寄海外商品進入大陸境內將面臨法

律風險和稅務風險。

（二）海淘

海淘即海外 /境外購物，就是通過網路搜
索海外商品資訊，並通過電子訂購單發出購物

請求，然後填上私人信用卡號碼，由海外購物

網站通過國際快遞發貨，或是由轉運公司代收

貨物再轉寄回大陸。這類購物平台很多，例如：

亞馬遜、天貓國際、wish、eBay等。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也以公告形式要求各電

商平台直接向海關開放跨境電商原始資料，包

括訂單號、商品名稱、交易金額、幣制、收款

人相關資訊、商品展示連結位址、支付交易流

水號、驗核機構、交易成功時間，以及海關認

為必要的其他資料。

（三）跨境電商進口

跨境電商為正規進口，且相比一般貿易進

口稅率低，有一定的價格優勢。通過跨境電商

方式進口的商品，均為國外原產地售賣的原裝

外文標籤產品，而非中文版。跨境電商與一般

貿易的本質區別就是跨境電商以消費者需求為

導向，產品更強調滿足消費者的及時性、個性

化的需求特點，銷售模式是批量多和小規模化。

2018年 11月 30日，大陸財政部公布新
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該清單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實施，只有在跨境電商零售進口

進入大陸市場實務

台灣產品以一般貿易

及跨境電商

(上篇 )
◆ 文／袁明仁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華信統領企管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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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清單 (2018版 )的稅目商品，才可透過跨境
電商方式進口。2018年調整後的跨境電商進口
商品清單共 1,321個稅目。已經購買的跨境電
商零售進口商品不得進入大陸國內市場再次銷

售，也就是透過跨境電商管道購買的商品只能

自用。進口跨境電商根據進口商品進境清關及

發貨方式可以分為三種：一般貿易進口、保稅

備貨、海外直郵。

（四）一般貿易進口

一般貿易是一種傳統進口方式，在辦理海

關手續後，進口商可直接將貨物提回自己的倉

庫。一般貿易進口需繳納關稅、增值稅及消費

稅（部分商品）。關稅依不同商品稅率不等，

增值稅稅率為 13%，有些商品還需繳納消費稅。

一般貿易往往透過貿易商進口，再透過批發商 /
代理商將商品賣到零售渠道，消費者買到的價

格通常會比較高，相比跨境電商進口價格高出

約 30%以上。

進口跨境電商之一般貿易進口、保稅備

貨、海外直郵的區別

進口跨境電商根據進口商品進境清關及發

貨方式，可以分為：一般貿易進口、保稅備貨、

海外直郵等三種方式。保稅備貨、海外直郵兩

種模式，都需要預先進行企業備案、商品備案

方可開展。一般貿易進口、保稅備貨、海外直

郵的區別如下：

一般貿易進口 保稅備貨 海外直郵

發貨地點 大陸境內關內倉庫 大陸境內關外保稅倉 海外倉

銷售模式 線上 B2C/B2C+線下批發 B2C，線下門店展示，線上下單

運作方式

貿易商進口，透過代理

商、經銷商，尋找批發

商，再透過零售商銷售給

終端消費者。

先備貨後接單，境外商品入

境後暫存保稅區內，消費者

購買後以個人物品出區，包

裹通過大陸國內物流的方式

送達境內消費者。

先下單後發貨，消費者購

買境外商品，境外商品通

過國際運輸的方式發送商

品，直接送達大陸境內消

費者。

商品價格

一般構成

FOB合同價 +運費 +保
險費 +進口貨物到大陸
總費用 +關稅 +消費稅
+增值稅。

商品標價+跨境電商綜合稅。 商品標價 +物流費用 +行
郵稅 
（行郵稅率 2019年 4月 9日
更新）

銷售對象 企業 /  個人 個人 個人

稅率 關稅 +增值稅 +消費稅 (增值稅 +消費稅 ) *70%
關稅暫免

按行郵稅率表

稅額≤ 50元免徵

稅收基數 FOB價 完稅價 =
(零售價 +保險費 +運費 )

完稅價 =
(零售價 +保險費 +運費 )

特徵 按現行進口規定
「三單」對碰。訂單、支付

單、運單。
身份證 /運單 /購物小票

單次交易限值 無
≤ 5,000人民幣，
超出按一般貿

≤ 1,000
人民幣 

個人年度交易限值 無
≤ 26,000人民幣，
超出按一般貿易

表 1：進口跨境電商三種方式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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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貿易進口稅、跨境電商綜合稅及行

郵稅比較

（一）一般貿易進口繳納「一般貿易進口稅」

一般貿易渠道進口到大陸的商品稅費計算

方式：進口到大陸總成本＋進口到大陸總費用。

其中，進口總成本 =FOB合同價 +運費 +保險
費 +進口貨物到大陸總費用 +關稅 +消費稅 +
增值稅。進口到大陸總費用包括 :1.卸貨費、駁
船費、碼頭建設費、碼頭倉租費等費用；2.進
口商品的檢驗費和其他公證費用；3.銀行費用，
如開證費及其他手續費；4.報關費；5.國內運費、
倉租費；6.從開信用狀付款至收回貨款之間所
發生的利息支出；7.清關費用。
（二）跨境電商進口繳納「跨境電商綜合稅」

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的單次交易限

值為人民幣 5000元，個人年度交易限值為人民
幣 26000元。在限值以內進口的跨境電子商務
零售進口商品，關稅稅率暫設為 0%。如果一年
購買清單內的進口商品超過 26000元後，不能
再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另一種情況，即便交易額在年度上限內，

也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即單次交易限值超

過 5000元人民幣，且訂單下僅一件商品時。這
種情況可自跨境電商零售渠道進口，但按照貨

物稅率全額征收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

稅，交易額計入年度交易總額。

如果在跨境電商平台上購買跨境電商零售

進口清單內的商品，在 2.6萬元人民幣限額內
要不要交稅？答案是，要交稅！跨境電商零售

進口清單內商品實行限額內零關稅，免的是關

稅，增值稅和消費稅依然要交，只是清單內商

品按照法定應納稅額的 70%徵收。
舉例，某跨境電商平台顯示「台灣進口保

健品售價 218元人民幣，平台顯示進口稅預計
19.84元人民幣，這是怎麼算出來的？

218元（商品價格）*13%（一般貿易增值
稅稅率）*70%=19.84元。（備註：目前很多商
品消費稅為 0）。
（三）海外直郵繳納進境物品進口稅（行郵稅）

海外直郵是入關時申報為個人物品，根據

物品種類不同，對應不同的進境物品進口稅（行

郵稅）稅率。個人直郵需要繳納行郵稅，根據

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經大陸國務

院批准，自 2019年 4月 9日起調整進境物品進
口稅（行郵稅）。行郵稅是對個人攜帶、郵遞

進境的物品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合

併徵收的進口稅。為維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行郵稅各稅目稅率應與歸入該稅目商品的同類

進口貨物綜合稅率大體一致。目前（截至 2019
年 8月）行郵稅稅率分別為 13%、20%、50%。
大陸自 2019年 4月 9日起，食品、藥品等

商品的行郵稅稅率由 15%降至 13%;紡織品、
電器等商品則由 25%降為 20%，降幅分別達 2
個百分點以及 5個百分點。大陸近半年來，行
郵稅稅率進行第二次調降，上次調降在 2018年
11月 1日。經行郵郵政渠道的物品，稅率適用
行郵稅稅率表。完稅價格依據係 2019年 4月 9
日更新：海關總署公告 2019年第 63號〈關於
調整《進境物品歸類表》和《進境物品完稅價

格表》的公告〉。

（四）跨境電商綜合稅稅率與行郵稅稅率比較表

由表 2，2019年跨境電商稅率與行郵稅
稅率比較表（部分商品），可以得知行郵稅

稅率普遍比跨境電商綜合稅稅率高出 3.9%至
32.1%。因此，台灣企業採取跨境電商方式拓展
大陸市場較具競爭力。

（下篇待續：介紹進入跨境電商的方法）

 為爭取時效，天貓國際在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區，組建
跨境物流園區。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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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
值稅率

（%）
消費稅

率（%）
跨境電商綜

合稅（%）
行郵稅

（%）

嬰兒奶粉 13 0 9.1 13

成人奶粉 13 0 9.1 13

保健品 13 0 9.1 20

麥片、薯片、膨化食品 13 0 9.1 13

水果乾 13 0 9.1 13

果汁飲料 13 0 9.1 13

葡萄酒 13 10 17.9 50

面膜（片裝）<15元 /片 13 0 9.1 20

面膜（片裝）>=15元 /片 13 15 23.1 50

護膚品（非片裝面膜）

<10元 /g或 <10元 /ml 13 0 9.1 20

護膚品（非片裝面膜）

>=10元 /g或 >=10元 /ml 13 15 23.1 50

化妝品 /彩妝（片裝）
<15元 /片 13 0 9.1 20

化妝品 /彩妝（片裝）
>=15元 /片 13 15 23.1 50

化妝品 /彩妝（非片裝）
<10元 /g或 <10元 /ml 13 0 9.1 20

化妝品 /彩妝（非片裝）
>=10元 /g或 >=10元 /ml 13 15 23.1 50

香水 <10元 /ml 13 0 9.1 20

香水 >=10元 /ml 13 15 23.1 50

洗髮水 13 0 9.1 20

沐浴露 13 0 9.1 20

牙膏 13 0 9.1 20

表 2：2019年跨境電商稅率與行郵稅稅率比較表（部分商品）

化
妝
品

個
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