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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持续下调，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
消费者的购物车。元旦期间，海口各大免税店推
出多种优惠促销活动。1月1日，海口日月广场免
税店内，前来选购免税商品的顾客络绎不绝。

王程龙摄（人民视觉）

◀随着 RCEP 生效实施，中国外贸迎来新机
遇。图为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的山东港口青岛港
全自动化码头，自动导引车正在往来穿梭。

张进刚摄（人民视觉）

关税调整促进高水平开放
崔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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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优惠力度大覆盖面广

1 月 1 日零时，5.6 吨原产自日本的反射
膜经深圳海关关员查验放行后，将用于生产
手机、数码相机等背光源产品。这是深圳皇
岗口岸迎来RCEP正式生效后全国首票进口
货物。

随着2022年零点钟声响起，RCEP协定
正式生效。零关税，是协议生效后的一个重
要变化。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
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均超过65%，与韩国相
互之间立即零关税比例为 39%和 50%，中国
与日本是新建立自贸关系，相互立即零关税
比例分别达到 25%和 57%。在此基础上，
RCEP 成员将通过 10 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
90％的产品享受零关税。

与此同时，1月1日起，中国对954项商
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具
体来看——

为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不断提升人民健
康福祉，中国对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
施零关税，降低颅内取栓支架、人造关节等
部分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

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
级趋势，营造浓厚北京冬奥会氛围，降低部分
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包括鲑鱼、鳕鱼等优质水
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等；

为适应文化消费需求，对超过 100 年的
油画等艺术品实施零关税；

为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对可提高车辆燃油效率、减少尾气排放
的汽油机颗粒捕集器、汽车用电子节气门及
可用于土壤修复的泥煤，降低进口关税；

为助力制造业优化升级，降低高纯石墨
配件、高速动车使用的高压电缆、燃料电池
用膜电极组件和双极板等关键零部件的进口
关税，降低可可豆、植物精油、动物毛皮等
食品加工、日化、皮革制造行业所需原材料
的进口关税。此外，还降低了国内短缺的黄
铁矿、纯氯化钾等资源产品的进口关税。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对本报记
者表示：“2022年关税调整呈现出关税优惠力
度更大和协定税率降幅更大两个特点。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关税总水平从入世前的
15.3%降低到7.4%，远低于入世承诺。在这样
的情况下，中国持续降低部分商品进出口关
税，中国进口商品税率的优惠力度进一步加
大。随着RCEP协定生效，适用协定税率的相
关商品进出口关税税率大幅下降至零关税。”

降低进口成本，带动优
势产品出口

1 月 1 日，莱芜泰丰食品有限公司首张
自主打印的 RCEP 项下出口日本的原产地

证书交到了员工手中。企业办理 RCEP 原
产地证书后，进口即可享受 10.9%的低税
率，以后进口税率每年都会降低，直到实
现零关税。

对企业来说，关税持续降低使进口成本
降低、出口机遇增多。赵萍表示，RCEP协
定生效后，进口矿产品、化工品、机械产品
等直接或逐步降为零关税，大大降低了进口

关税负担，有利于企业对冲大宗商品和原材
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

农产品出口迎来机遇。中日首次达成
农产品关税减让安排，RCEP签订前，日本
仅对从中国进口的税目数 20%的农产品给
予零关税待遇。RCEP生效后，日方承诺对
约 60%的农产品给予中国零关税待遇。中
韩、中国与东盟也对部分农产品实现了零

关税。“农产品进出口关税负担减轻，使得
相关企业在产业链布局中的优势更加明
显，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赵萍
表示。

助 推 汽 车 产 业 链 和 供 应 链 融 合 。 在
RCEP 协定中，中国对约 65%的汽车零部件
作出了零关税承诺，这将极大整合东亚地区
汽车供应链产业链，帮助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降低生产成本。

对消费者来说，关税降低，购买进口
商品更优质、更实惠、更便捷。中国从东
盟进口的椰子汁、纸制品和从日本进口的
电磁炉、电烤箱等都将逐步实现零关税，
更多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将出现在中国消
费者的购物车里。同时，RCEP高水平的贸
易便利化措施，将帮助消费者更加快捷地
收到进口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RCEP协定第一
年实施降税，更是中国与日本首次实施关税
减让安排。1月1日起，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部
分鱼类、香料等商品立即实施零关税，冷冻
蔬菜、坚果等商品将逐步实现零关税。赵萍
分析：“通过关税减让，优质商品得以进口到
中国，满足中国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

此外，“原产地累积规则”是RCEP达成
的一项重要成果。根据该规则，只要产品在
加工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部分属于 15 个成员
国，且累计增值超过40%即可享受相应关税
优惠。“这一规则将有力推动区域内生产成本
最小化和贸易效率最优化，有利于加强区域
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说。

抓住机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RCEP 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
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除了首次与
日本实施关税减让安排，中国与其他成员国
在此前已有双边关税减让安排的基础上，新
增部分降税产品。

RCEP 将为区域带来新的市场机遇。成
员国之间实施关税减让有助于促进区域内贸
易投资增长，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促
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同
时，有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
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构建面向全球的高
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

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杨正伟表示，RCEP
生效实施有利于企业扩市场、固链条、享
服务。“扩市场”，即 RCEP 生效标志区域
统一大市场正式开始运转，贸易投资的自
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
空间将显著扩大。“固链条”，即原产地区
域累积规则以及服务贸易和投资双向开
放，将增强区域产业合作，加强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保障企业经营活动更顺畅。“享
服务”，即 RCEP 将打造更加完善的营商环
境和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给企业带来
更好的支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
《RCEP 对区域经济影响评估报告》 模拟结
果显示，到2035年，RCEP将使中国出口和
进口累计增量达 3154 亿美元和 3068 亿美
元，经济福利累计增加996 亿美元，带动区
域出口和进口累计增量规模达 8571 亿美元
和 9837 亿美元，区域经济福利累计增加
1628亿美元，为本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
强大动力。

如何抓住机遇？杨正伟建议，广大企业
应积极深入研究熟悉 RCEP 协定内容，吃
透、用好协定中的优惠政策和便利化规则，
熟练掌握原产地证书申领等具体操作程序。
用好RCEP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深度参与
产业链供应链动态调整，争取更大商机。积
极对标国际先进产业水平，持续提升产品质
量，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竞争意识，
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本领，同时也要妥
善应对挑战，运用合理合规的方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各地方应抓住RCEP生效实施带来的机
遇，结合本地优势和特点，做好与协定的对
接，找准市场机会，积极帮助和指导企业用
好协定。同时完善营商环境，扩大与RCEP
成员国经贸合作和交流，吸引内外资企业落
地生根。”杨正伟说。

1月1日起，RCEP协定生效，中国同时对954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关税迎来大调整！
本报记者 徐佩玉

进入2022年，关税“大
礼包”又来了！不仅覆盖产
品更多，优惠力度也更大。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日前宣布对 954 项商品实施
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
税率。同时，随着《区域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 于 1 月 1 日起生效，
RCEP成员将通过10年左右时
间基本实现90％的产品享受
零关税。

专家指出，RCEP 协定生
效，标志着区域统一大市场正
式开始运转。关税下调，不仅
降低了企业进口成本，也为优
势产品出口带来新机遇。

2021 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2022年关税调整方
案的通知，随后发布了2022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中国每年都会调整关税，2022 年的
关税调整有一些新特点。首先，今年对
954 项商品实施了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
口暂定税率，通过暂定税率降税的范围
比往年更宽。相比而言，2021年暂定税率商品有883项，
2020年是859项，2019年是706项。其次，今年是2022年
版协调制度实施的第一年。协调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发
布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制度，一般每5年调整一次，各国关
税税目设置会随之调整。在中国今年新的税则中，8位数
税目调整为8930个，税目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第三，也是
最为重要的，今年1月1日《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特别
是RCEP协定关税的实施，带动了许多产品进口关税
的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关税水平不断下降。到
2010年，中国平均关税降到9.8%，全面履行了加入世贸

组织的关税减让承诺。此后，一方面为了履行新达成
的信息技术产品扩围协议的降税承诺，另一方面出于
扩大进口而自主单边降税，到目前为止，中国平均关
税水平进一步降到了7.4%。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一个
偏低的关税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与中国
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

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除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成
员就信息技术产品达成扩围降税协议外，再没有像之
前的关贸总协定那样达成全面的回合式降税协议。因
此，近年来全球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其有限。在这种背
景下，中国的自主降税尤为可贵。7.4%的平均关税水
平指的是最惠国税率的平均水平。在很多情况下，中

国进口实施税率是低于最惠国税率的。通过协定税率
和特惠税率来降低实施关税水平也是中国扩大开放的
重要手段。

2022年，中国实施生效的19个自贸协定或者优惠
贸易安排涵盖了中国与29个贸易伙伴的贸易。中国与
自贸伙伴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近一半。特
别是今年开始实施的 RCEP，最终将使中国与其他
RCEP 伙伴之间实现 90%以上的产品零关税。“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旨在
面向全球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愿意与周
边国家以及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建立自贸区，愿意与所有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一起建设亚太自贸区，愿意与欧盟在签
署与落实中欧投资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就中欧自贸协定展开谈判。在互惠基础
上与更多的贸易伙伴达成自由贸易安
排，是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要方式。

除了基于互惠原则达成的这些自由
贸易协定之外，中国对原产于与中国建交

的44个最不发达国家的95%或97%的产品给予了零关
税特惠待遇。这一特惠关税的范围将在中国与相关国家
完成换文之后进一步扩大到98%的产品。对最不发达国
家的零关税特惠待遇既反映了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扩
大开放使其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愿望，也展现了中国维
护自由贸易和推动
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的决心和诚意。

（作者为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对外开放研究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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