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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在中国进一步拓展

外资企业向中国出口范围扩大

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可以利用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试点计划。该试点计划最近仅在
2020年就扩大了两次，覆盖了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并有望进一步扩展到中国更多的区域和
城市。

截至2019年1月1日，跨境电子商务试点仅在包括北京在内的37个城市实施。

此后，该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该试点计划。

国务院于2020年1月17日第一次批准扩大跨境电商试点范围，于2020年4月27日又第二次扩大
范围，将为石家庄、海南、雄安等全国105个城市和地区带来新的机遇。

在计划实施的一年内，各个政府部门都从政策层面支持该计划，以解决与流程标准化，质
量控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问题。

据去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16.9％，总计129.5亿美
元。 

从经济角度看，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国内产品供应的丰富、新业务的发展、更多的消
费以及满足人口需求等方面。

新加入的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区，积极促进跨境电商消费和提供区域发
展支持。

此外，国务院于2020年4月7日完善了试点方案，规定对所有试点区的零售出口商品免征增值
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 

今年的扩展以及对试点计划的更多的激励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并推动将试点
扩大到86个其他城市这一建议的实现。

该试点计划适用于谁？

跨境电子商务试点为希望将产品或服务引入中国市场并寻求全球扩张的外国企业提供了绝
佳的机会，而且不必在中国设立总部。

另外，对于因经济状况可能难以在中国维持运营的外国企业，该试点计划可以确保他们仍
然可以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

但是，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企业主和决策者必须进行尽职调查并事先采取一切预先措
施。

中国采用先申请而不是先使用的系统，只有精心选择合作伙伴和在线平台，同时注册其产
品、商标和知识产权，才能在中国庞大且充满商机的市场中取得成功。注册的商标应包括
公司名称和公司的所有品牌（即使有些品牌最初不会在中国销售），以减少恶意归档和商
标抢注的风险。



最后，进入市场之前要采取的另一个关键步骤是为企业要推广的特定产品、服务或目标市
场制定切合实际的市场策略。应该事先进行详尽的市场研究，以了解与外国和本地企业的
竞争以及目标市场在中国广阔市场中的位置。适当的研究和进入市场可以带来成功，但提
前做足功课至关重要。

进驻跨境电子商务试点

以一个假设的英国公司为例，该公司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注册其商标或知识产权并进行
了尽职调查，以在中国寻找可信赖的代理商，企业可以了解进驻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所需的
流程。

第一步将是达成一项协议，授权一家中国公司在中国销售该英国公司产品的代理权。

这里说的中国公司不一定必须是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而只要是活跃于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
中国公司即可。

协议签署后，代理商公司将在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注册英国公司。典型的注册包括公司、货
物、税收担保和账簿注册。

此后，必须考虑到入境货物申报、仓储、电子平台服务、包裹申报、税收和任何其他地
区、城市和地方政府可能需要的其他规定，才能达成交易。

总体而言，所需的标准文件包括：代理协议、代理商进出口的海关申报注册证书、与中国
电子商务平台的协议、附属平台的ICP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
可证）、货物信息以及当地政府要求的其他文件。

整个过程通常需要二到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程序；但是，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
同地区或城市的要求和处理时间。

更进一步，假设英国公司在中国设有外商独资子公司，那么他们仍然需要找到一家中国公
司作为代理商来与电子商务平台签约销售产品或服务，原因是中国不允许外商独资企业申
请ICP许可证，而这是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所必需的。虽然有一个新的负面清单目前在审核阶
段，但不幸的是，外资企业目前在申请ICP许可证上受限，希望这一点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
改变。

雷博国际会计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对于有兴趣利用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的企业，雷博可以在考虑到可能面临的任何需求和障碍
的基础上，全程协助公司完成整个过程，确保采取所有预先措施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如果您有任何不确定的或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随时将您的询问发送至enquiries@lehman-
bro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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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审计与鉴证服务
外部审计
中国法定审计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审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

香港法定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舞弊调查

法务会计

专用审计
外汇审计

版权审计

资本验证审计

估价服务
企业估价
损失评估

知识产权估价

资产估价

特殊目的估价

企业融资
债务重组

企业并购、处置与融资

收购兼并
交易咨询服务

企业并购剥离

企业并购整合

财务尽职调查

 

商务服务

企业注册与变更
企业现金流管理 

印章保管服务 

市场进入咨询

企业证照变更

企业年审和年报

企业秘书服务

企业股权转让 / 并购与重组

背景 / 信用调查

企业注销与破产

人力资源服务
外籍人员及其家属的中国签证服务

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财务外包服务
 

会计与记账
预算

编制财务报告

总部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外包

财务管理

首席财务官

资金管理
开立银行账户

薪资处理
建立薪酬管理体系

外籍员工

本地员工

员工短期外派服务
 

税务服务

个人所得税
移民税务和投资

美国、海外个人所得税规划和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支付 

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

外籍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申报

本地员工个人所得税申报

公司税务
税务咨询
企业税务筹划

业务重组咨询

价值链分析

境内外投资咨询

转移定价

税务申报
税务尽职调查

税务注销

税务罚款谈判

退税申请

代表企业应对税务审计

增值税和关税咨询

申请完税证明

增值税相关申请

增值税与营业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申报 

 

特殊风险与会计管理服务

内部控制
系统

风险评估

萨班斯法案 第 404 条款

会计准则、美国联交所和国际会计准则
遵循服务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适用美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美国会计准则的转换

其他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转换

上市公司合规性

财务报告的编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账务梳理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合规性

证监会
美国联交所上市公司合规性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劳动法律咨询
缩减劳动力咨询服务

劳动法庭援助与咨询服务

劳动法规的审核

制定并审核劳动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尽职调查

企业重组咨询

制订和审核公司章程

制订并审核合资合同

拟定并审核派遣协议

其他法律服务
争端调解与咨询

商标与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债务回收协助

诉讼支持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we can add value and support your individual or business needs, please contact us. 

如需为个人或企业获取更多的增值服务及业务协助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Beijing  北京 
6/F, Dongwai Diplomatic Building, 23 Dongzhimenwai Dajie, 
Beijing 100600, China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东外外交办公大楼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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