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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20周年

  20岁是人生的金色年华。本书从1997年第一版出版至今已20载,进入了最美好的年

华。为了感谢读者的长期支持和厚爱,20周年之际,作者将为读者献上一份精心的礼物—《海
关报关实务》全新第六版。本版与时俱进,尽可能地纳入与报关有关的最近几年来的政策变化

和操作变化,是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希望将最新的政策与做法呈现给读者,能为读者的学习

和工作带来助益。本次改版修订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改版后,全书共计十章。将第五版第一、第二章合并,删除最后第十二章“各国口岸通

关实务”,因为国外口岸通关通常是贸易伙伴的事,我方贸易商稍作了解便可,这样处理使得本

书更显紧凑、精炼、实用。

2.重写了海关对报关单位和报关员管理的大部分内容。随着海关总署公告2013年第54
号《关于改革报关员资格管理制度》公告的颁布,以及海关总署令第221号2014年2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发布,海关对报关单位和报关员的管理

有了全新的变化,本版如实呈现了这种变化,并将章后的所有单证附件做了更换。

3.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以及自动进口许可证管

理的货物做了调整与更换。

4.重写了进出口货物外汇管理这一节内容。为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改进货物贸

易外汇服务和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在

全国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并相应调整出口报关流程,优化升级出口收汇与出口退

税信息共享机制。本版清晰梳理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和做法。

5.增加了新一代海关电子政务信息系统H2010版本的介绍。

6.对出口退税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2年第1号规定,企
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并相应调整了出口报关流程,出口报关以及出口退税都不再需

要出口收汇核销单,本版据实作了反映。

7.重写了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随着中国进一步加大开

放步伐,近几年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发展迅速,本版将这些新内容纳入进来,以更全面地反

映中国的开放局面。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国内进一步开放的体现,但本版未将其纳入。
因为它们是作为国家战略设立的,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主要是以制度

创新为着力点,重在提升软实力。它们的功能更复杂,肩负的历史任务更重,远远不是货物的

进出更便利化所能涵盖的。

8.重写了进口货物原产地的申报要求以及申报常见错误。海关总署于2016年颁布了

《关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第51号公告,对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的

随附单据栏的填制要求有了新的规定,本版及时对该内容进行了调整。

9.重写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填制这一章内容。海关总署于2016年颁布了关于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对报关单填制栏目做出了较大的

调整,本版据此做了相应修改。

10.每章最后增加了关键词和思考与问答,以启发读者思考并掌握各章的要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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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改版保留了第五版每章的引导案例、小经验、小测验、答疑解惑、小案例或综合案例等

受读者欢迎的内容。改版得到姚建新、张亮、许瑶佳、蓝国华、吴军剑、洪璇、谢琪、黄建国、谢
飞、黄雨静等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2017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海关对报关单位和报关员的管理 (1)……………………………………………………

第一节 海关与报关制度简介 (1)……………………………………………………………

第二节 海关对报关单位的管理 (12)………………………………………………………

第三节 海关对报关员的管理 (21)…………………………………………………………

第四节 海关其他报关管理规定 (24)………………………………………………………

第二章 报关与进出口国家管制 (40)……………………………………………………………

第一节 进出口的国家管制 (40)……………………………………………………………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者管理制度 (41)……………………………………………………

第三节 进出口许可管理制度 (43)…………………………………………………………

第四节 进出境商品检验和检疫制度 (51)…………………………………………………

第五节 进出口货物外汇管制 (56)…………………………………………………………

第六节 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60)……………………………………………………………

第七节 其他特殊货物进出口国家管制 (64)………………………………………………

第三章 一般进出口货物报关程序 (81)…………………………………………………………

第一节 海关监管货物概述 (81)……………………………………………………………

第二节 一般进出口货物的申报 (85)………………………………………………………

第三节 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查验 (91)………………………………………………………

第四节 一般进出口货物的征税 (94)………………………………………………………

第五节 一般进出口货物的放行 (106)………………………………………………………

第四章 保税加工货物的报关程序 (111)…………………………………………………………

第一节 保税制度和保税货物 (111)…………………………………………………………

第二节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 (113)……………………………………

第三节 保税加工货物的报关 (117)…………………………………………………………

第五章 保税物流货物的报关程序 (135)…………………………………………………………

第一节 保税物流货物概述 (135)……………………………………………………………

第二节 保税仓库及其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 (138)…………………………………………

第三节 出口监管仓库及其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 (141)……………………………………

第四节 保税物流中心及其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 (143)……………………………………

第五节 保税物流园区及其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 (146)……………………………………

第六节 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进出货物的报关程序 (149)………………………

第六章 其他特殊货物的报关程序 (156)…………………………………………………………

第一节 特定减免税货物的报关程序 (156)…………………………………………………

第二节 暂准进出境货物的报关程序 (160)…………………………………………………

第三节 其他进出境货物的报关程序 (168)…………………………………………………

第七章 进出口商品税则归类 (182)………………………………………………………………

第一节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182)……………………………………………………

第二节 我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简介 (184)…………………………………………………

第三节 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的海关管理 (186)……………………………………………



2    海|关|报|关|实|务|(第六版)|

第四节 《协调制度》归类总规则 (189)………………………………………………………

第五节 商品归类的简易方法 (196)…………………………………………………………

第八章 关税及其他税费的计算 (204)……………………………………………………………

第一节 关税的计征标准 (204)………………………………………………………………

第二节 完税价格的审定及计算 (207)………………………………………………………

第三节 进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与税率适用 (218)…………………………………………

第四节 关税及其他税费的计算 (224)………………………………………………………

第九章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及有关单证的填制 (230)……………………………………………

第一节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概述 (230)………………………………………………………

第二节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表头各栏目的填报 (235)………………………………………

第三节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表体各栏目的填报 (256)………………………………………

第四节 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实例 (264)…………………………………………………

第五节 进出口主要商业单据的填制 (280)…………………………………………………

第十章 与报关有关的海关法律制度 (305)………………………………………………………

第一节 海关统计制度 (305)…………………………………………………………………

第二节 海关稽查制度 (308)…………………………………………………………………

第三节 海关事务担保制度 (310)……………………………………………………………

第四节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314)………………………………………………………

第五节 海关行政处罚制度 (317)……………………………………………………………

附录一 全国各地海关机构设置情况 (322)………………………………………………………

附录二 中国海关实行的企业分类管理措施目录 (325)…………………………………………

附录三 海关总署令第2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329)……



第一章

海关对报关单位和报关员的管理






















































 



引导案例
某年4月12日,某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航联报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

关申报出口至阿联酋60辆摩托车。4月13日,经吴淞海关查验发现,该公司出口的60
辆摩托车发动机及车座上外部商标显示“HONLING”字样,撕去外部商标显示“YAMA-
HA”商标。经联系权利人,“YAMAHA”商标权利人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确认摩托车

为侵权货物。经海关调查发现,该批摩托车价值15600美元,折合人民币129480元。
该公司行为已构成出口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货物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上海海关对该公司作出了没收侵权摩托车60辆的行政处

罚决定。
海关监管的范围和对象是什么? 海关的任务又是什么? 一般在什么地方设立海关

机构?
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之前委托报关行报关。最近该公司招了一名报关员,请问是

否意味着该公司可以自行报关不用委托报关行了? 另一公司在南京注册,有进出口经营

权,并已办理海关注册登记。现需在天津口岸进口电子零配件,是否还需要到天津海关办

理异地海关备案手续?
学完本章后,你将得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第一节 海关与报关制度简介

一、 我国海关的起源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是从西周开始设关的。西周建立于公元前11世纪,当时奴隶制经

济已经成熟,商品交换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与周围各民族的交往日渐增多,国家机构和

政治制度日趋完备。西周建国后,即开始建立管理陆路进出境事务的关卡机构,在古籍中即有

“关执禁以讥”“讥异服,识异言”的记载(讥,查问之意)。尤其注意那些说外地语言、穿外地服

装、形迹可疑的人,其目的在于防止奴隶外逃和奸细潜入,带有军事色彩。
西周以后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关卡增多,并开始征收关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达和专业商贾的兴起,
各诸侯国之间以及他们与境外各国之间交往的频繁,斗争的加剧,加上内外长城的建成,城市

的发展,以及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完善等多种原因,关卡日渐增多,并开始征收关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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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当时古籍中就出现了许多关于“关”“关市之征”的记录。这可以说是我

国海关的萌芽。
在中国海关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正式使用海关这一名词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年),当时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
新中国建立初期,设立在沿海口岸的海关机构称为“海关”,设立在陆路边境以及内陆的海

关机构称为“关”。“海关”或“关”下设分关、支关。1985年2月18日,海关总署下达《关于统

一海关机构名称和调整隶属关系的通知》,将原来的海关(关)、分关、支关统一改称为海关,并
将全国121个海关机构(包括3所海关院校)的级别分为局、副局、处、科级。其中局级海关、部
分副局级及处级海关由海关总署直接领导,称为直属海关,其余海关分别隶属于这些直属

海关。

二、 海关监管的范围和对象

(一)海关监管的范围

海关是对进出境货物、运输工具、行李物品、货币、金银等执行监督管理和稽征关税的国家

行政机关。海关监管是在进出境这一特定环节上实施的,因此,海关监管的范围应该是与进出

境有关的场所和地点。依据《海关法》,海关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三方面。
● 设有海关机构的港口、国界孔道、航空港、车站、国际邮件交换局(交换站)和内地海关业

务比较集中的地方;
● 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进出境的未设立海关的地方;
● 其他有海关业务的场所。
(二)海关监管的对象

海关监管的对象是: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以及上述货

物和物品有关的仓库、场所和国内运输工具。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 进出关境的运输工具以及承运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国内运输工具。如:经营国际运输

的船舶、列车、航空器(飞机、飞艇等)、汽车和驮运牲畜等。
● 进出口货物和物品。进口货物包括:进口货物、转口输入货物、暂时进口货物、保税货物

等;出口货物包括:出口货物、转口输出货物、暂时出口货物等;进出口物品包括:展览品、广告

品等以及运输工具需用的燃料、物料等。
● 过境、转运、通运货物。
● 进出境人员携带、托运的自用和家用物品、馈赠物品和职业所需物品,以及进出境运输

工具、服务人员携带的自用物品,以及因公经常进出国境的邮政、运输机构工作人员、其他有权

经常进出国境人员携带的自用物品。
● 进出境的国际邮递物品以及非贸易性印刷品。
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关管理中,货物和物品是有很大区别的。货物的进出境一般具有明显

的盈利目的,而物品则没有;货物一般签有贸易合同、协议,或虽无贸易目的但有特定的使用目

的(如暂准进出境货物),而物品则不存在签订货物合同或协议的问题;此外,货物一般数量较

大,而物品通常量不大,允许在自用合理数量以内(参见案例1 1)。本教程主要关注前者,报
关员考试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进出境货物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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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以来,奶粉、乳制品的进口政策成了热门的话题。根据深圳海关网站消息,针对近段时间

境外奶粉大量通过行邮渠道入境,海关在执法中采取了相应的从宽把握措施。可以说,如果是年轻妈妈,这几天通

过深圳口岸入境携带三箱(6罐或12罐装)奶粉的话,当属自用合理范围,应该是可以顺利过关的。但对于“水客”
(经常地、多次地携带应税物品入境谋利的旅客),海关会从严掌握验放标准。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律师网。

三、 海关的任务和权力

(一)海关的任务

依据《海关法》,海关的基本任务有四项,即监督管理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
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编制海关统计。

1.海关监管

海关监管是由海关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通过报关登记、审核单证、查验放行、后续管理、
查处违法行为等环节,对进出关境的各类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它是海

关四项基本任务的基础。海关监管可分为两个部分。
● 货物和运输工具的监管。包括监管以各种贸易方式,通过各种运输渠道,出入我国关境

的货物,以及所有进出我国关境的海、陆、空运输工具。
● 行李、邮递物品的监管。包括各类进出境人员携带的行李物品及通过国际邮递渠道进

出关境的各类物品。
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物品及运输工具实施监管的目的及意义比较广泛。在经济方面,通过

实施进出口管理制度,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和自然资源,改善进出口贸易条件,促进对外经济

贸易的健康发展;在政治方面,严格管制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货物、物品,如武器、弹药、爆炸

品、无线电通信器材及国家机密的出入境;在公众健康卫生方面,制止非法贩运的麻醉品以及

国外病疫虫害等有害公众健康的其他物品入境;在文化道德方面,制止各类反动宣传品及淫

秽、迷信物品的入境,以及防止国家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流失等。

2.海关征税

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税则》,以及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海关

必须对进出口货物及进口物品征收关税。除此之外,海关还依法代政府其他部门在货物进出

口环节征收多种国内税、费,以及依法收取规费、监管手续费、滞报金、滞纳金。

3.海关缉私

查缉走私是世界各国海关普遍承担的一项职责,也是海关的一项基本任务。海关缉私的

目标是:制止和打击一切非法进出口货物、物品的行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保障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海关依法在各个监管场所和设关地附近的沿海沿边规定地区执行缉

私任务。由于我国国土辽阔,边境及海岸线漫长,走私活动无孔不入,因此,各有关执法部门应

配合海关缉私,同走私活动进行有效的斗争。

4.编制海关统计

海关统计是国家统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数字形式反映实际进出口的情况。国务

院确定,海关统计是国家正式对外公布的进出口统计。列入我国海关统计的货物范围有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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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实际出入境的对外贸易货物和直接影响我国物资储备增减的进出境物品。海关统计的主要

作用是:为国家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方针、政策和计划提供依据;及时反映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方

针、政策和计划的实际贯彻执行情况;为系统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提供资

料;通过审核海关统计,对货运监管、征税等业务环节的工作质量起最后把关的辅助作用,以改

进和严密海关的监督管理。海关统计数据直接来源于各口岸报关员填制的报关单,报关单填制

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报关员应严肃认真对待。
除了这四项基本任务以外,近几年国家通过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赋予了海关一些新的职

责,比如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海关对反倾销及反补贴的调查等,这些新的职责也是海关的任务。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海关新的职责将还会出现。

(二)海关的权力

海关权力是指国家通过《海关法》赋予海关在监督管理活动中的支配、管理、指挥的权力。
为了规范这些权力的使用,海关总署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使各级海关执政有法可依。

1.行政许可权

包括对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以及从事海关监管仓库的仓储、转关运输货物的境内运输、
加工贸易备案、变更和核销业务的许可,对报关员的报关从业许可等权力。该权力对应的法律

制度是海关行政许可制度。

2.税费征收权

包括代表国家依法对进出口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

规定,依法对特定的进出口货物、物品减征或免征关税;以及对经海关放行后的有关进出口货

物、物品,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依法补征、追征税款的权力。

3.行政监督检查权

海关保证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履行的基本权力,主要包括检查权、查验权、查阅复制

权、查问权、查询权、稽查权等(参见表1 1)。该权力对应的法律制度是海关稽查制度。

表1 1 行政检查权列表

类别 对象范围 备注

(1)检查权
进出境运输工具、有藏匿走私嫌疑

货物、物品的场所、走私嫌疑人
在货物通关过程中行使

(2)查验权 进出境货物、物品 必要时,可径行提取货样

(3)施加封志权
所有未办结海关手续,处于海关监

管状态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

(4)查阅、复制 进出境人员证件、文件、资料等

(5)查问 违法嫌疑人 调查违法行为

(6)查询权
涉嫌单位、人员在金融机构、邮政

企业的存款或汇款

调查走私案件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

隶属海关关长的批准

(7)稽查权
与进出口货物直接相关的人、物、

资料

进出口货物放行之后3年,对保税货物、减免税

进口货物,海关监管期限内及其后3年

  4.行政强制权

该权力是《海关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得以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包括扣留权、滞报金

及滞纳金征收权、提取货样施加封志权、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卖权、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

权、税收保全、抵缴变价抵缴罚款权、连续追缉权和其他特殊行政强制权等(参见表1 2)。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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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应的法律制度是海关事务担保制度、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

表1 2 行政强制权列表

类别 内容

(1)扣留权 违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及相关单证资料

(2)滞报、滞纳金征收权 滞报金、滞纳金

(3)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卖权
超过期限3个月未申报货物,进口货物收货人或所有人声明放弃货物,

海关有权提取变卖处理;经批准可扣留并提前变卖不宜长期保存货物

(4)强制扣缴,变卖抵缴关税权
纳税义务人、担保人超过规定期限未缴纳税款,经批准可以强制扣缴或

变价抵缴

(5)税收保全
需进出口货物纳税义务人提供纳税担保而不能提供担保的,经批准可

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6)抵缴、变价抵缴罚款权 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起诉的

(7)其他,处罚担保 有违法嫌疑,但不便扣留的,应提供处罚金额等值担保

(8)其他,税收担保 在规定纳税期内转移财产等迹象,应提供应纳税款等值担保

  5.佩带和使用武器权

海关总署、公安部联合发布《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对海关使用武器的种

类、范围、对象及条件作了具体规定。

6.行政处罚权

海关有权对尚未构成走私罪的违法当事人处以行政处罚。包括对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

所得处以没收;对有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当事人处以罚款;对有违法情事的报

关单位和报关员处以警告以及处以暂停或取消报关资格的处罚等。该权力对应的法律制度是

海关行政处罚制度。

7.其他行政处理权

包括行政裁定权、行政奖励权、行政立法权、行政复议权及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

权实施保护等。该权力对应的法律制度是海关行政裁定制度、海关行政复议制度。

四、 海关的三级法律体系

海关法一词在使用时,一般有两种表达意思:加书名号的和不加书名号的。两者的意义不

同:加书名号的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不加书名号的含义是规定国家对进出境活动实

行监督管理制度,用以调整海关与进出关境活动当事人之间、海关与其他国家机构之间以及海

关机构之间在监督管理活动中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具体地,海关的法律体系可以分为三级,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海关法》,国务院颁发的《关税条例》《稽查条

例》等行政法规以及海关总署依据上一级法律、法规制定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通常以海关

总署令或海关公告形式发布(参见图1 1)。

图1 1 海关的三级法律体系

 



6    海|关|报|关|实|务|(第六版)|

五、 海关的管理体制与设关原则

目前,我国海关的管理体制为三级垂直领导体制,即海关总署(部级)、直属海关(局级或副局

级)、隶属海关三级。直属海关由海关总署领导,向海关总署负责;隶属海关由直属海关领导,向
直属海关负责。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地方海关的工作不受地方政府、人大的

管辖。海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总署负责,海关总署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参见图1 2)。

图1 2 海关垂直管理体系结构图

 
海关总署是海关系统的最高领导部门,下设广东分署,在上海、天津设立特派员办事处,协

助总署管理区域内的海关。直属海关负责管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海关业务,就本关区内的海

关事务独立行使职责,向海关总署负责。直属海关承担着在关区内组织开展海关各项业务和

关区集中审单作业、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海关各项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作业规范的重

要职责,在海关三级业务职能管理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隶属海关负责办理具体海关业

务,是海关进出境监督管理职能的基本执行单位,一般都设在口岸和海关业务集中的地点,根
据海关业务情况设立若干业务科室。

在报关实务中,报关单位及所属报关员工作中直接接触机会最多的是隶属海关,有时也需

要和直属海关打交道(如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少数情况下还可能需要直接和海关总署有

关部门打交道(如知识产权备案等)。对于报关员来说,搞清楚应去哪一级海关部门办理相关

事务,是开展报关工作的前提。
过去,我国海关机构一般设在沿海城市和一些边境口岸。随着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

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许多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和内陆省市也相继设立了海关机构,如西宁海

关、兰州海关、银川海关、贵阳海关等,目前,全国共设有41个直属海关。
如前所述,海关的隶属关系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即可以考虑在现有行政区划之外安排海

关的上下级关系和海关的相互关系,如大连海关、沈阳海关,都在辽宁省境内,但大连海关不归

属沈阳海关管辖,两者行政级别相同,都是直属海关,此外,广州海关、深圳海关、拱北海关和汕

头海关都是平级单位、直属海关。更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济南海关是隶属海关,受青岛海关(直
属海关)的管辖(参见附录一)。还有,有些境内地点(如各地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进出

口业务频繁、转关运输监管、保税加工监管等海关监管业务相对较集中,海关总署在这些相关

区域也设置了直属海关或隶属海关,方便监管。这说明,我国海关机构的设置是“按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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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
因此,我国设立海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设

立海关。具体地,依据《海关法》,我国在下列地方设立海关机构:(1)对外开放口岸和进出口

业务集中的地点;(2)边境火车站、汽车站及主要国际联运火车站;(3)边境地区陆路和江河

上准许货物、人员进出的地点;(4)国际航空港;(5)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6)其他需要

设立海关的地点。海关机构的设立、撤销,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海关总署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澎金马地区不在海关总署管辖范围之内,属于单独

关税区,各自实行独立的海关管理制度和单独的关税政策。

六、 报关制度的形成

从报关制度的历史发展看,报关制度的初步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新中国建立初期—1979年

新中国建立初期,海关曾延续实行过旧中国的报关行制度,但随着国营进出口公司在对外

贸易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海关作业制度的简化,开始了外贸公司的自行报关,尤其是自1953
年开始实行《进出口贸易许可证办法》后,海关凭经贸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出口许可证进行监管,
原有部分专业报关行因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2.1979—1985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贸易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逐

渐呈现多元化趋势。1980年起,我国海关应用了新格式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和“出口货物报

关单”。当时,我国对外贸易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对外贸易基本上都由国家

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分公司或省一级政府批准

的外贸公司统一经营。这些公司获得了对外贸易进出口经营权,即意味着自动取得了进出口

报关资格。因此,自1980年到1985年上半年间,海关对报关单位的确认,主要通过审查其是

否具有经国家经贸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出口经营权。由于进出口贸易都是根据国家下达的计划

任务来执行的,走私和违反海关规章的行为极少发生,因此海关对报关单位及报关人员在法律

责任上没有特别的规定和要求。

3.1985年前后

1985年前后,我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参与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经营成分和贸易方

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贸、农贸、商贸、军贸、技贸等公司或企业异军突起,原由外贸专业公司

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被打破。随着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政策的进一

步推行,“三来一补”“外商投资”等灵活而又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贸易方式开展得很活

跃,大批的非外贸专业公司、企业的报关人员加入到进出口报关业务的行列,使我国形成一支

多经营成分、多贸易方式企业组合的庞大报关大军。面对众多的初涉报关业务的企业及报关

人员,为摆脱穷于应付的困扰和避免严重影响报关质量和效率,有不少海关通过实践开始认识

到培训报关员和加强对报关单位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频频试办报关员培训班,对报

关员上岗前实行培训、考核和发证等管理办法。为适应当时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形势,海关总

署对各地海关的实践经验及时加以总结,于1985年7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

单位实施注册登记制度的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自此以后,我国海关有了一个较

为完善的全国统一的报关制度的法律规定。这个规定明确,报关单位是直接向海关办理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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