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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1710/20171002657823.shtml） 

 

附錄 

 

商务部公告 2017 年第 63 号 公布《2018 年度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条件及申报程序》 

 

  为保护生态环境，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促进铁合金行业可

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

关规定，现公布 2018 年度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条件及申报程序： 

  一、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条件 

  根据管理要求和产品特性，将经营铁合金产品的企业分为两类（见附件 1）：A 类企业是指

经营税号 7202 项下全部产品的企业；B 类企业是指经营税号 7202 项下除硅铁（72022100）、锰

铁（72021100、72021900）及硅锰铁（72023000）之外的其他产品的企业。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可以申报 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 

  （一）生产企业。 

  1．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相应商品出口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A 类企业须符合《铁合金行业准入条件》（以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企业

名单为准）。 

  3．A 类企业 2016 年锰铁、硅铁、硅锰铁合计出口数量（含出口供货量）达到 3000 吨。 

  4．B 类企业生产的海关编码归在硅铁、锰铁和硅锰铁税号下的产品，若经国家产业主管部

门认定其为新工艺、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可赋予相应税号下的产品出口资质。 

  5．取得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6．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环保治理设施，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地方有关污染物排放

标准。 

  7．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

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8．2014-2016 年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流通企业。 

  1．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登记，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相应商品出口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A 类企业 2016 年锰铁、硅铁、硅锰铁合计出口数量达到 3000 吨，或出口供货量达 3000

吨，或国内销售数量达到 10000 吨。 

  3．A 类企业产品须从符合第（一）条 1、2、5、6、7、8 款规定的生产企业购买，并提供

其货源企业符合标准的有关材料、货源企业证明以及双方的购销发票。 

  4．B 类企业产品须从符合第（一）条 1、5、6、7、8 款规定的生产企业购买，并提供其货

源企业符合标准的有关材料、货源企业证明以及双方的购销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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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取得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6．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

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7．2014-2016 年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境外投资企业。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有关规定，确需向其境外投资项目

定向供应铁合金产品的"走出去"企业，2014-2016 年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可申请定

向出口相应类别的铁合金出口许可。 

  （四）符合第（一）、（二）条规定的 A 类企业不足 5 家的西部地区，可由当地省级人民政

府推荐有铁合金经营实力的企业进行递补，但企业总数不超过 5 家。推荐的企业如为生产企业，

须符合以上第（一）条 1、2、5、6、7、8 款规定；推荐的企业如为流通企业，须符合以上第

（二）条 1、3、5、6、7 款规定。 

  （五）2014-2016 年有边境贸易铁合金出口实绩的边境省（区）可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推荐

不超过 2 家有经营实力的 A 类企业。推荐的企业若为生产企业，须符合以上第（一）条 1、2、

5、6、7、8 款规定；推荐的企业若为流通企业，须符合以上第（二）条 1、3、5、6、7 款规定。 

  （六）规范铁合金出口，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凡在当年贸易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包括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流通企业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 3 款或第 4 款的，一

经核实，将立即停止其铁合金出口许可，并在今后两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申请。 

  二、申报及审核程序 

  各地符合本规定申报条件的企业须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对本地区申

请企业进行汇总，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将申请企业材料（纸质版和电子光盘各 1 份）及

2018 年申报铁合金出口许可企业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2）寄送商务部。中央管理企业直接将申

请及有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光盘各 1 份）报送商务部。报送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商务

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 13 号窗口李宇奇；联系电话：010-65197853；邮政编码：100731。封装申

请材料的信封或者物流纸箱的表面需注明"事项编号：18008-001"字样。 

  商务部对申报企业进行审定，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对外公告。 

  三、相关报送材料 

  符合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条件的新申请企业提交下列材料，且须经申请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确认并加盖企业公章： 

  （一）申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申请企业海关编码和企业代码、加盖备案登记

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如申请企

业为外商投资企业，则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依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取得的备案回执）。 

  （二）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铁合金准入企业名单（复印件）。 

  （三）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四）A 类企业中的生产企业须提供 2016 年的相关出口（出口供货）凭证或单据。由出口

企业收购出口的，须提供由国税局监制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出口报关单（复印件）；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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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理出口的，须提供出口专用发票原件、出口报关单（复印件）和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原

件）。 

  （五）A 类企业中的流通企业须提供 2016 年出口（或国内销售）相关凭证或单据，包括从

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购货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国税局监制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和出口

报关单（复印件）。 

  （六）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已经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等各

项社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 

  （七）境外投资企业需提供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相关文件及需出口铁合金的相

关证明材料。 

  对于已获得 2017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的企业，仅需提交《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申请年审

报告》（见附件 3）。 

  附件：1. 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企业分类 

     2. 2018 年申报铁合金出口许可企业情况汇总表 

     3. 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申请年度审核报告 

 

 

商  务  部    

2017 年 10 月 23 日 

 

 

 

 

 

 

 

 

 

 

 

 

 

 

 

 

 

 

 

 

http://images.mofcom.gov.cn/wms/201710/20171024151951198.xlsx
http://images.mofcom.gov.cn/wms/201710/20171024152018852.xls
http://images.mofcom.gov.cn/wms/201710/2017102415204153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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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企业分类 

企业分类 HS 编码 经营产品名称 

A 类 7202 铁合金 

B 类 

72022900 其他硅铁 

72024100 铬铁,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4%以上 

72024900 其他铬铁 

72025000 硅铬铁 

72026000 镍铁 

72027000 钼铁 

72028010 钨铁 

72028020 硅钨铁 

72029100 钛铁及硅钛铁 

72029210 钒铁,按重量计含钒量在 75%及以上 

72029290 其他钒铁 

72029300 铌铁 

72029911 钕铁硼合金速凝永磁片 

72029912 钕铁硼合金磁粉 

72029919 其他钕铁硼合金 

72029991 稀土铁合金 

72029999 其他铁合金 

注：如国家 2018 年海关进出口税则涉及上述产品税则号增列或拆分的，则以

新增列或新拆分的海关税则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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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申报铁合金出口许可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

号 

省

份 
企业名称 

企业

类型 

申报

类别 

报送

性质 

注册资

本  

（万

元） 

ISO 

保险 
2016 年

内贸 

2016 年

供货 

2016 年

出口 

2016 年出

口与供货 
生产企业是

否为准入公

告名单企业 

是否 2017 年

铁合金出口

资质企业 

备注 
养

老 

医

疗 

工

伤 

失

业 

生

育 
数量/吨 数量/吨 数量/吨 数量/吨 

                                        

                                        

                                        

                                        

                                        

                                        

                                        

                                        

                                        

                                        

                                        

                                        

                                        

注：1、企业名称：以企业营业执照上企业全称为准；2、企业类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生产或者流通；3、申报类别：根据实际申报情况，

填写 A、B 类；4、报送性质：分一般贸易，边贸推荐及西部推荐；5、出口量以海关统计为准；6、注册资本按企业营业执照填写；7、其它内容，

根据企业实际提供材料情况，以“√”“×”形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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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申请年度审核报告 

 

我司                      （公司名称）属于    （A

类/B 类）铁合金    （生产/流通）企业，是发展改革委或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告铁合金行业    (准入/非准入)企业（仅供 A 类

生产企业填写），并列入商务部公告的符合 2017 年铁合金出口

许可条件企业名单。 

我司注册资本      万元，    (有/无)已通过 2017 年年检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有/无)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仅外商投资企业需提供），    

（取得、未取得）有效期内的 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认证，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依法    （参加/未参加）    

市 2017 年 1-10 月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各项社会保险

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并从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的铁合金行业准入企业处购货（仅针对 A 类流通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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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海关代码：              （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上获得） 

组织机构代码：              （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

织机构代码证获得）          

进出口企业代码：            （可于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获得） 

我司提供的 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符

合公告要求的申报条件，特此申请 2018 年铁合金出口许可，材

料中如有任何不实，我司将按照有关行业处罚办法规定自愿接

受处理。 

报  送  人：     电话：                     

单位负责人：          电话：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