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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快讯
第八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开放海关预录入系统客

户端软件以及业务数据交换接

口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16号）于2016年3月

17日发布生效

背景

为了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中国海关一直致力于推广基于
信息技术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2015年，中国海关在全国不断推进通关
无纸化改革，同时，通关无纸化也与区域通关一体化、关检一体化、内
外贸一体化等其他改革与创新正形成叠加效应。

2015年出台的海关总署进一步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也得到进一步
落实。海关总署刚发布2016年第16号公告（以下简称“16号公告”），
在全国范围正式放开电子口岸预录入系统的准入限制。这是中国海关为
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进一步提高企业通关效率的最新举措。

从操作层面来讲，16号公告也正式公布开放海关预录入系统客户端软件、
开放海关预录入系统业务数据交换接口， 并发布了《海关预录入系统客
户端功能清单》及《海关预录入系统业务数据交换接口清单》。

毕马威观察

为什么要用IT系统管理贸易合规和海关操作

当企业的进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的当务之急是摆脱传统的手工抄
录数据和填制单证的环节，提高操作流程的效率和控制操作环节的差错
率，把有限的资源投入物流和供应链流程优化以及贸易合规风险控制环
节。

中国海关出台针对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公告，打通各类海关业务申
报环节最后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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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把打通内部系统流程，消除信息孤岛作为目标，直至加强贸易数据
的透明度，充分利用数据分析优化关务管理，从而助推企业长足发展。
而这些管理流程的改进和优化，都是和IT系统解决方案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IT系统要与海关系统对接？

通关无纸化是全球贸易便利化大环境下的一个通用形式。世界各主要经
济体的海关大多允许企业或第三方直接向海关系统报送清关数据。

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主要的贸易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Global 
Trade Management Solution Provider)均已完成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为大量生产型和贸易型进出口企业提供完整的贸易合规和海关操作流程
管理软件和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中国本土的一些中小型系统方案解决商
也提供类似服务。

但在16号文件公布之前，无论企业应用什么样的关务系统，最后向海关
报送数据环节，一般需要由专业的报关公司（例如办理进出口申报业务
时）或某些特定类型的系统接口提供商（例如办理加工贸易电子账册时）
来完成。

因此，与海关系统对接，报送数据的环节被形象的描述为企业应用关务
系统的一个瓶颈，极大地限制有关系统解决方案的发挥作用，而随着16
号公告的发布，如今该瓶颈有望被全面打通。并且，毕马威认为从目前
公告的系统接口开放程度来看，如果将来全部获得测试通过，本次中国
海关在通关无纸化进程上的改革开放程度，甚至可以媲美美国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已试点多时的同类ACE平台项目(Automatic Commercial 
Environment, 自动化商业环境平台，基本可以类比中国的电子口岸平
台）。

尚待明确的技术细节有哪些？

从下载的16号公告附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海关预录入系统的业务功能模
块和大致的业务字段名，不过，如果需要开发相对应的数据对接端口的
话，还需要进一步和相关部门明确系统数据交换的细节，包括请求数据
和回执数据的格式，数据内容的载体(如xml)和数据交互的顺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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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会造成什么影响？

优秀的专业报关代理公司在系统化、自动化清关流程中投资和布局已久，
本次政策的实施并不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反而会提升其在市场竞争
中的地位。

各大国际国内的关务IT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则获得了新的竞争平台，可以
大显身手。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既熟悉企业内部关务操作流程，了解海
关和国际贸易合规，又熟悉IT系统解决方案技术要点的混合型人才，将获
得行业的青睐。同时，对从业人士的行业专业水准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
求。

毕马威协助

毕马威贸易和关务团队致力于协助客户调研、试点、实施和管理无纸化
通关进程及其相关衍生关务管理流程。我们的专业人士参与过包括从不
涉证不涉税到涉证涉税，各一体化通关流程中以及通关无纸化进程中下
的几乎所有试点工作。

同时，毕马威与国际国内各著名贸易合规和海关操作流程管理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保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主持或联合参与招投标，共同为客
户提供IT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其中，毕马威的服务主要侧重于系统开发以
外的企业业务模型分析和建立（当前业务的As-is流程和将来应用系统解
决方案后的To-be流程）、系统模型分析和建立、协助企业消除自身业务
模型和系统方案之间的认知偏差，执行系统方案实施和企业用户培训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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