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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海关总署公布中国东盟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布中国东盟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布中国东盟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布中国东盟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第海关总署第海关总署第海关总署第 199199199199 号令号令号令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已于 2010 年 11 月 15 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3 年 12 月 30 日海关总署令第 108 号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项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同时废止。 

                                       署 长 盛光祖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正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促进我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

原产地条例》、《协议》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管

理。 

    第三条  从东盟成员国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原产国为东盟

成员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中的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一）完全在一个东盟成员国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但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以及

第八条规定的。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所述“完全在一个东盟成员国获得或者生产”的货

物是指： 

    （一）在该东盟成员国收获、采摘或者收集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二）在该东盟成员国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三）在该东盟成员国从上述第（二）项活动物中获得的产品； 

    （四）在该东盟成员国狩猎、诱捕、捕捞、水生养殖、采集或者捕获所得的产品； 

    （五）在该东盟成员国领土、领水、海床或者海床底土开采或者提取的除上述第（一）

项至第（四）项产品以外的矿物质或者其他天然生成的物质； 

    （六）在该东盟成员国领水以外的水域、海床或者海床底土获得的产品，只要按照国际

法规定该国有权开发上述水域、海床及海床底土； 

    （七）在该东盟成员国注册或者悬挂该成员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捕捞获得的鱼类及其他

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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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在该东盟成员国注册或者悬挂该成员国国旗的加工船上加工、制造上述第（七）

项产品获得的产品； 

    （九）在该东盟成员国收集的既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能恢复或者修理，仅适于废弃或

者原材料回收，或者仅适于再生用途的废旧物品； 

    （十）在该东盟成员国完全采用上述第（一）项至第（九）项产品获得或者生产的产品。 

    第五条  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非原产于中

国—东盟自贸区的材料、零件或者产品的总价格不超过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的

60％，并且最后生产工序在东盟成员国境内完成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境内。 

    第六条  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产于任一

东盟成员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分不低于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40%的，应当

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境内。 

    本条第一款中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分应当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其中，非中国—东盟自贸区材料价格，是指非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

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费和保险费（CIF）；不明原产地材料价格是指在生产或者

加工货物的该成员国境内最早可以确定的为不明原产地材料所支付的价格。 

    第七条  除另有规定外，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东盟成员国

原产货物在其他东盟成员国境内被用作制造、加工其他制成品，最终制成品的中国—东

盟自贸区成分累积值不低于 40％的，该货物应当视为原产于制造或者加工该最终制成品

的东盟成员国境内。 

    第八条  在东盟成员国制造、加工的产品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

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规定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制造、加工该产

品的东盟成员国为其原产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是本办法的组成部分，

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告。 

    第九条  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者贮存期间保持良好状态而进行的加工或者处理； 

    （二）为便于货物装运而进行的加工或者处理； 

    （三）为货物销售而进行的包装、展示等加工或者处理。 

    第十条  与货物一起申报进出口的包装、包装材料、容器以及附件、备件、工具、介

绍说明性材料，在《税则》中与该货物一并归类的，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第十一条 除另有规定外，下列材料或者物品的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在货物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动力及燃料、厂房及设备、机器及工具； 

    （二）未物化在货物内的材料； 

    （三）未构成货物组成部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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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直接运输”是指《协议》项下的进口货物从东盟成员

国直接运输至我国境内，途中没有经过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以下简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不论在运输中是否转换

运输工具或者作临时储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视为“直接运输”： 

    （一）该货物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仅是由于地理原因或者运输需要； 

    （二）未进入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贸易或者消费； 

    （三）该货物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时，未做除装卸或者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必需

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 

    第十三条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

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申明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并

同时提交下列单证： 

    （一）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有效流动证明正本（见附件

1）。 

    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免于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情况除外。 

    （二）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装箱单及其相关运输单证。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的，应当提交在出口国境内签发的联运提

单、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以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货

物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文件。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提交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的有效

原产地证书正本或者有效流动证明正本，也未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

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其申报进口的货物不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海关

应当依法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计征关税及进口环节海

关代征税，并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货物放行

后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已征税款不予调整。 

    本条规定的商业发票正本是否在东盟成员国境内签发，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但进

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将第三方发票复印件随同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一

并提交申报地海关。 

    第十四条 原产地申报为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申报进口时未

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应当在办结海关手续前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东盟成

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见附件 2）。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就进口货物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

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海关可以根据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的申请，收取相

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 

    第十五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自收取保证金之日

起 3 个月内，向海关申请退还保证金： 

    （一）进口时已就进口货物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申明适用中

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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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或者有效流动证明正本以及海关要求提供的与货物进口

相关的其他文件。 

    自收取保证金之日起 3 个月内或者经海关批准延长的期限内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

人未提出退还保证金申请的，海关应当立即办理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海关统计数

据同时作相应修改。 

    第十六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货物，每批船上交货价格（FOB）不超过 200 美元的，

免予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同时按照《协议》的要求就进

口货物具备原产资格进行书面声明。 

    为规避本办法规定，一次或者多次进口货物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进口货物不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一）进口货物的原产地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的； 

    （二）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没有向海关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

正本或者流动证明正本，也未就进口货物具备原产资格进行补充申报的； 

    （三）东盟成员国未将相关签证机构的名称、使用的印章样本、签证人员签名样本或者

上述信息的任何变化通知中国海关的； 

    （四）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所用的签发印章、签证人员签名与海关备案资料不一致

的； 

    （五）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所列内容与实际进口货物不符的； 

    （六）自提出原产地核查请求之日起，海关没有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收到东盟成员

国相关机构的核查反馈结果，或者反馈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真实

性或者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的； 

    （七）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存在其他不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的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应当同时

符合下列条件： 

    （一）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 

    （二）符合本办法附件 1 所列格式，以英文填制并由出口商署名和盖章； 

    （三）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的签证机构印章、签证人员签名与东盟成员国通知中国海

关的签证机构印章、签证人员签名样本相符； 

    （四）所列的一项或者多项货物为同一批次的进口货物； 

    （五）仅有一份正本，并且具有不重复的原产地证书编号； 

    （六）注明确定货物具有原产资格的依据。 

    《协议》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证书应当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在货物装运前或者装运时

签发；因不可抗力未能在货物装运前或者装运时签发的，可以在货物装运后 3 天内签发。 

    第十九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经过我国关境运往中国—东盟自贸区其他成员国，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海关申请签发流动证明： 

    （一）该货物始终处于海关监管之下，除了装卸、搬运外，未作其他加工或者处理； 

    （二）申报该货物进入我国关境的收货人同时是申报该货物离开我国关境的发货人； 

    （三）申报该货物离开我国关境的发货人向海关提出书面签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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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申请签发流动证明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如下单证：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流动证明申请书； 

    （二）原产国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 

    （三）过境货物的商业发票、合同、提单等证明文件； 

    （四）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流动证明签发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公告。 

    第二十条 进口货物原产证书自签发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进口货物流动证明的有效期与其据以签发的原产地证书的有效期相同。 

    第二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在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签发原产地证书

的，可以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在货物装运之日起 12 个月内补发。 

    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当注明“补发”字样。 

    第二十二条 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者损毁，并且未经使用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

其代理人可以要求进口货物的出口商或者制造商向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书面申请在原

证书正本的有效期内签发注明“经核准的真实副本”字样的原产地证书副本。 

    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向海关提交后，原产地证书正本失效。 

    原产地证书正本已经使用的，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无效。 

    第二十三条  海关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相关进口货物

是否原产于东盟成员国，或者是否符合本办法其他规定产生怀疑的，可以按照《协议》

规定向出口该货物的东盟成员国提出后续核查请求或者到该成员国进行核查访问。 

    海关对《协议》项下进口货物所附流动证明的真实性、流动证明涵盖的进口货物是否原

产于东盟成员国或者是否符合本办法其他规定产生怀疑时，可以按照《协议》规定向签

发流动证明的东盟成员国和出口该货物的东盟成员国同时提出核查请求。 

    在等待核查结果期间，依照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请，海关可以依法选择按照

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收取相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

放行货物，并且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核查完毕后，海关应当根据核

查结果，立即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或者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海关统计数据应当作

相应修改。 

    进口货物属于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口货物，或者存在瞒骗嫌疑的，海关在原产地证书或

者流动证明核实完毕前不得放行货物。 

    第二十四条  进口货物在向海关申报之后、放行之前，目的地发生变化需要运往其他

国家的，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 

    经审查确认的，海关应当在原产地证书正本加以签注并留存证书正本，同时将证书复印

件提供给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第二十五条 出口货物申报时，出口货物发货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并向海关提交《协议》项下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

的电子数据，或者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正本的复印件。 

    第二十六条 《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及其包装上标有原产地标记的，其原产地标记应

当与依照本办法确定的货物原产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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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在其他东盟成员国或者我国境内展览并于展

览期间或者展览结束后销售至我国境内，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中国－东盟自

贸区协定税率： 

    （一）该货物已经以送展时的状态在展览期间或者展览后立即发运至中国； 

    （二）该货物送展后，除用于展览会展示外，未作他用； 

    （三）该货物在展览期间处于展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关监管之下。 

    上述展览货物申报进口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该货物的东盟成员

国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展览举办国有关政府机构签发的注明展览会名称及

地址的证明书，以及证明货物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八条 海关对依照本办法规定获得的商业秘密依法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进出口货

物收发货人同意，海关不得泄露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

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

法》行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

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东盟成员国，是指与中国共同签订《协议》的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

寨王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

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材料，包括组成部分、零件、部件、半组装件、已实际上构成另一产品组成部分或者已

用于另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产品； 

    生产，是指获得产品的方法，包括产品的种植、开采、收获、饲养、繁殖、提取、收集、

采集、捕获、捕捞、诱捕、狩猎、制造、生产、加工或者装配； 

    展览会，包括任何以销售外国产品为目的、展览期间货物处于海关监管之下的交易会、

农业或者手工业展览会、展销会或者在商店或者商业场所举办的类似展览或者展示。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3 年 12 月 30 日海关总署令第 108

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项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    1.原产地证书（格式） 

                                 (略) 

 2.原产资格申明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gov.cn/gzdt/2010-12/01/content_175756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