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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實施跨境電商新稅制

據數位時代、中新網及人民網等網站4月8日報導，大陸跨境電商

新稅制8日正式上路。中國大陸政府在上月底公布新的跨境電子商務零

售進口稅收政策，也在7日晚間發布跨境電商進口貨物清單，正式開始

規範經由跨境電商進口大陸的貨物品項的稅制，勢必會對台灣目前跨境

大陸的電商業者造成影響。

過去兩年間，大陸為了促進跨境電商發展，跨境電商買賣免關稅，

只徵收行郵稅，但這次的新政策中，跨境電商的進口商品將做出區隔處

理，在清單中名列的貨物才能依照新的跨境電商稅制徵稅。

大陸財政部發布的通知中指出，往後單次交易的限額為2,000元人

民幣，個人年度交易限值為20,000元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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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進口環節增值稅、消

費稅則取消免徵稅額，將暫時按法定應納稅額的70％徵收。超過單次

限值的交易，或是累加後超過個人年度限值的單次交易，以及完稅價格

超過2,000元人民幣限值的單個不可分割商品，都將按照一般貿易方式

全額徵稅。

據中新網報導，若以進口奶粉為例，按照原來的稅制，只要交易額

低於500元人民幣即可免稅，超過500元人民幣則徵收10％行郵稅。但

若依照新制，則要徵收11.9％的增值稅。

大陸政府在7日發布的「跨境電商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上列出 

1,142項商品。未來僅有這份清單上的商品能依照新稅制徵稅，其餘商

品都將無法採用跨境電商模式進口到大陸，必須要循一般貿易進口管

道，清單中商品多為大陸有需求的民生消費品。

清單中的商品，主要是大陸有一定消費需求，且客觀上能夠以快

件、郵件等方式進境的生活消費品，其中包括部分食品飲料、服裝鞋

帽、家用電器以及部分化妝品、紙尿褲、兒童玩具、保溫杯等。清單內

的商品將免於向海關提交許可證件，檢驗檢疫監督管理按照大陸相關法

律法規的規定執行；直購商品免於驗核通關單，網購保稅商品「一線」

進區時需按貨物驗核通關單、「二線」出區時免於驗核通關單。

大陸財政部的通知中也指出，制定跨境電商新稅制是為了「營造公

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列出商品清單是為了「避免工業原料等商品透

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的管道」進入大陸市場。此外對於，新制中商

品訂購人和付款人須一致，也會影響到大陸的代購市場。

大陸媒體澎湃新聞網也報導，新制更會影響到採用「保稅倉」模式

進口到大陸的商品。因為新制的清單有列明，直郵商品免驗通關單，但

透過「保稅倉」模式進口大陸的商品，則必須按照貨物進行檢驗或檢

疫，就和一般貿易的模式幾乎一樣，代表以「保稅倉」模式經營的跨境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整
理
／
陳
偉
鴻



292016年5月號／293期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電商進口大陸的業者如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國際可能

受到大幅影響。

兩部門：養老險單位繳費可降至19%
據北京晨報4月22日報導指出，大陸人社部、財

政部聯合發布通知，自5月1日起，暫按2年期限，階

段性降低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費率。生育保險和基本

醫療保險合併實施，將待大陸國務院制定公布相關規

定後統一組織實施。

4月21日，大陸財政部公布了《關於階段性降低

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

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區、市），將單位繳費比

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去（2015）年

底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可支付月數高

9個月的省（區、市），可以階段性將單位繳費比例

降低至19%。

去年大陸失業保險總費率已經降低1個百分點。

此次兩部委發布的通知指出，從今（2016）年5月1

日起，失業保險總費率在該基礎上可以階段性降至

1%∼1.5%，其中個人費率不超過0.5%。

此外，《通知》還指出，各地要繼續落實大陸國

務院去年關於降低工傷保險平均費率0.25個百分點和

生育保險費率0.5個百分點的決定和有關政策規定。

對於此次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人社部副部長張

義珍日前表示，全大陸大多數省份符合降低企業養老

保險費率的條件，初步測算，符合條件地區如果降

費政策全部落實，預計每年可降低企業成本386億元

人民幣（下同）。失業保險按各地總費率降低0.5到1

個百分點來測算，每年可降低企業成本約300億元到

600億元。如果再加上2015年先後降低失業保險、工

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費率的有關政策，每年總計可降低

企業成本1,200億元以上。

2015年大陸企業赴美投資超過150億美元
據新華網4月13日報導，「美中關係全國委員

會」和榮鼎集團12日聯合發布報告說，2015年大陸

企業赴美直接投資創歷史新高，超過150億美元。

報告顯示，2015年大陸企業赴美直接投資金額

超過15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30%，交易數量達到

171筆，同比增長13%；其中併購交易佔大陸企業赴

美投資主導地位，交易數量超過100筆，總金額達到

135億美元，綠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又稱

為「創建投資」）則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交易金額達

到18億美元，同比增長34%。

報告說，2015年，紐約州成為吸引大陸企業投

資最多的州，加州和德州依然是大陸企業赴美投資的

熱土，而路易斯安那州吸引到首筆來自大陸的投資。

目前，大陸企業在美國附屬公司數量已超過1,900

家，在美國42個州開辦有業務，總雇員人數達到9萬

人，3年增長了3倍。

報告認為，美國的創新集群、對知識產權的大力

保護和人才庫資源是吸引大陸企業赴美投資的主要動

力。報告預計，2016年大陸企業赴美投資將繼續保

持快速增長態勢，可能達到300億美元。

報告還指出，美國的政治和監管環境是大陸企業

考量赴美投資的重要因素，2016年是美國大選年，

美國政府和國會應當警惕美國國內可能出現的針對大

陸投資的過激言論和政治化傾向，以避免對大陸企業

赴美投資造成不必要影響。 

大陸國務院召集14個部委　
進行互聯網金融監管

據國際金融報4月25日報導，大陸國務院14日

召集14個部委召開會議，將在大陸啟動為期一年的

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本次整治共設7個分項整治方

案，由相關監管主體根據業務屬性發布細分領域整治

細則，公安機關也將介入其中。

日前，由大陸央行聯合多部委，結合地方政府及

相關金融監管部門組成的專項整治小組正式成立，並

制定了接下來一年的具體時間表，將具體分為3個階

段：第一階段，從現在起到7月底，各省級政府制定

本行政區域內清理整頓方案，同時各部門、各地區分

別對各自牽頭區域開展清查；第二階段，從今年8月

到11月底，將實施清理整頓，同時工作小組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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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別組織自查；第三階段，從今年12月底到2017年

3月份進行驗收，形成報告並由央行會同有關部門完

成總體報告，並形成互聯網金融監管長效機制建議。

此外，在整治期間，大陸各省市將暫停登記註冊

在名稱、經營範圍中含有金融相關字樣的企業。具體

而言，註冊名稱或經營範圍出現跟「金融」有關字

樣的機構，包括交易所、金融、資產管理、理財、

基金、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財富管理、股權投資

基金、網貸、網路借貸、P2P、股權眾籌、互聯網保

險、支付等，均將暫停註冊。

4月21日，大陸央行也聯合14部委發布了《非銀

行支付機構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下稱「整

治方案」）。整治方案稱，將嚴格支付機構市場准入

和監管，加大違規處罰。按照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

高品質、有序發展的原則，一般不再受理新機構設立

申請，重點做好已獲牌機構的監管引導和整改規範。

另外，證監會對股權眾籌業務的監管也已經明

確。據媒體報導，股權眾籌整治將重點查處七類問

題，包括違規以股權眾籌名義從事股權融資業務行

為；違規以股權眾籌名義募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平

台未經批准擅自公開或者變相公開發行股票；平台通

過虛構、誇大平台實體股東的專案資訊等形式進行虛

假宣傳，誤導投資者；平台上的融資者欺詐發行股票

等金融產品；平台及其工作人員挪用或佔用投資者資

金；平台和有關企業以股權眾籌名義從事非法融資活

動等。

大陸同意取消七大行業出口補貼

據騰訊財經4月15日報導，英國《金融時報》指

出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申訴後，中國

大陸已同意取消對七大行業的出口補貼。

美國在2015年2月向大陸發難，針對大陸在7個

行業出口企業提供的激勵。這些行業是：紡織、服裝

和鞋類；先進材料和金屬；輕工業；特種化學品；醫

療產品；五金建材；以及農業。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 e t e r s o 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貿易專家加里 

赫夫鮑爾（Gary Hufbauer）表示，該協議將無助於

重塑貿易流動。IMF總裁拉加德則表示，取消出口補

貼是一個積極的跡象，顯示了中國大陸政策制定者改

革和遵守國際貿易規則的決心。

商務部調研3,000家外貿企業
據證券時報4月8日報導，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

表示，今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商務部組織17個調

研組赴大陸廣東、江蘇等約占全大陸進出口額97%

的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實地調研。這次大

規模調研主要以出口額占全大陸70%的家電、汽車

等20大出口行業展開，一方面「一對一」訪談了200

家典型企業；另一方面對3,000家企業開展了問卷調

查，瞭解企業主要困難和訴求。

從地方調研情況看，地方普遍認為，今年外貿形

勢更加複雜嚴峻，下行壓力加大，但大陸出口結構調

整趨勢向好的勢頭沒有改變，大陸國際市場份額的態

勢沒有改變，外貿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從企業調研情況看，企業普遍表示，大陸外貿主

要靠拼規模、拼成本支撐高速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

必須由要素驅動向要素驅動和創新驅動結合轉變，堅

持持續創新、大力推進結構調整、促進轉型升級是外

貿發展的必由之路。

從企業問卷調查看，企業判斷，今年出口形勢更

加複雜嚴峻，國際市場需求不足、出口成本上漲快、

人民幣匯率不穩定、融資難融資貴是當前影響出口的

主要因素。

沈丹陽指出，目前，商務部正在深入總結分析各

地方的好做法和好政策，以推動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

相互學習借鑒，進一步提高工作的創造性、針對性和

有效性，切實為企業減負助力。同時，正在進一步總

結梳理200家典型企業的好經驗將透過多種形式和管

道宣傳推廣。

2015年大陸海外消費千億美元
據香港商報4月5日報導，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

（WTTC）數據統計，2015年出國旅遊的中國大陸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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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比2014年增加53%。這些遊客同年在海外的消

費總額，高達2,150億美元。美國之音報導指出，最

近5年出國旅遊的大陸遊客總人數多達1.2億人次。也

就是說，5年來全球每10個出國旅遊者中，就有1人

來自大陸。一方面，人民幣走強，降低了境外旅遊成

本；另一方面，由於大陸進口稅收較高，許多進口商

品尤其是奢侈品售價比國外高出很多，大陸人民傾向

於出國購物。報導同時指出，大陸也吸引著其他國

家的觀光客。2015年前往大陸旅遊的外國遊客直逼

5,700萬人次，但僅比2014年增加2.2%。而這些外

國遊客同年在大陸的消費總額，則超過570億美元。

上述統計顯示，大陸經濟向消費型經濟轉變，因此推

動全球的旅遊業。相對地，旅遊產業也帶動了境內的

就業機會。截至2015年底，大陸旅遊業共提供6,500

萬個就業機會，佔GDP的7.9%。

上市鋼企業績慘淡　多數呈現虧損  
據中國經濟週刊4月12日報導，截至3月31日，

共有15家上市鋼企公布2015年業績或快報。資料顯

示，在持續的行業產能過剩背景下，鋼企的經營業績

慘淡，大部分上市鋼企多數徘徊於虧損和大幅虧損之

間。

以淨利潤額度看，2015年寶鋼股份以盈利10.13

億元人民幣（下同）暫列第一。然而，這一數字同

比大幅下降82.51%，創18年來新低。在虧損的企業

中，重慶鋼鐵因對存貨進行全面清理，計提減值，以

虧損59.87億元為最高。

年報資料顯示，有5家上市鋼企淨利潤虧損都超

過20億元，它們分別是：重慶鋼鐵、馬鋼股份、鞍

鋼股份、華菱鋼鐵、ST八鋼，這5家公司實現淨利

潤分別為：-59.87億元、-48.04億元、-45.93億

元、-29.59億元、-25.08億元。

據中鋼協統計，2015年101家大中型鋼企實現利

潤-645.3億元，同比上年減利871.2億元，全年虧損

率50.5%，虧損企業同比增加34戶，虧損額817.2億

元，同比增虧615.2億元。

寶鋼在年報中表示，2015年，雖然鐵礦石價格

大幅下跌，但鋼價下跌對銷售收入的影響遠超同期原

服務好大陸客

戶，已經成為國

際奢侈品牌重要

的市場策略。圖

為大陸旅客在巴

黎春天百貨香奈

兒專櫃外排隊等

候入場購物。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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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價格下跌對成本的影響，鋼鐵企業虧損嚴重。

而除了鋼價持續低迷之外，匯兌損失亦令鋼企

業績「雪上加霜」。大陸央行去年8月11日宣布完善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之後，人民幣貶值。

2015年，寶鋼股份由於人民幣貶值造成匯兌損失

16.9億元，華菱鋼鐵匯兌損失同比增加6.19億元，鞍

鋼股份匯兌損失達1.79億元。

大陸江蘇省等5地實施境外旅客購物離境
退稅政策

據人民網4月1日報導，大陸江蘇省、青島市、

深圳市、陝西省和雲南省自4月1日起實施境外旅客

購物離境退稅政策。

據瞭解，離境退稅政策，是指境外旅客在離境口

岸離境時，對其在退稅商店購買的退稅物品退還增值

稅的政策，體現了增值稅消費地徵稅原則，是國際上

徵收增值稅國家和地區的通行作法。

根據此前財政部等部門發布能享受退稅優惠的境

外旅客，是指在大陸境內連續居住不超過183天的外

籍人士，在退稅商店購買的退稅物品，按規定退還增

值稅的政策。享受離境退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是同

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稅商店購買的退稅物品

金額達到或超過500元人民幣；二是退稅物品尚未啟

用或消費；三是離境日距退稅物品購買日不超過90

天；四是所購退稅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隨身攜帶或隨

行托運出境。

分析人士指出，大陸進一步擴大離境退稅政策範

圍，有助於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促進入境旅遊業健

康發展，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

兩部委發布新規　津滬閩粵試點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

據21世紀經濟報導4月13日指出，大陸發改委

和商務部4月11日聯合印發《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草案

（試點版）》（以下簡稱《草案》）。

所謂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是指大陸國務院以

清單方式明確列出在大陸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

行業、領域、業務等，各級政府依法採取相應管理措

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

業、領域、業務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

入。

兩部門提出《草案》將先行在天津、上海、福

建、廣東四個省、直轄市進行試點，試點到2017年

12月31日。 根據去年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

准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制度。

《草案》列明在大陸境內禁止和限制投資經營的

行業、領域、業務等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事項，共328

項，包括禁止准入類96項和限制准入類232項。其

中，值得關注的是，《草案》提出在金融業領域禁止

准入類事項有2項：禁止商業銀行從事信託投資和證

券經營等業務，禁止個人和未依《保險法》等相關法

律法規設立的保險組織經營保險業務。

金融行業的限制准入類事項共有16項，包括：

未獲得許可或資質條件，不得設立金融機構；未獲得

許可，境內市場主體不得在境外投資經營證券、期貨

業務；未獲得許可，不得發行債券或從事債券業務；

未獲得許可或資質條件，不得從事特定金融業務；未

獲得許可或資質條件，非金融機構不得從事證券期貨

服務及支付業務；未獲得許可，不得發行股票；未獲

得許可，不得從事特定的上市公司並購重組行為；未

獲得資質條件，不得從事人民幣印刷業務；未獲得許

可或資質條件，不得經營流通人民幣、裝幀流通人民

幣等。

發改委強調，對市場上出現的新技術、新產品、

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等，本著降低創新創業門檻的原

則，不急於納入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管理。

《草案》將先行在天津、上海、福建、廣東四省

市進行試點。 發改委特別強調，對4個自貿區的外商

投資企業來講，既要遵守《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

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的122項要求，也

要按照國民待遇原則，遵守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的328

項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