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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发展前景

⚫ 疫情对跨境电商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危和机同生并存，随着疫情的发展，线上购物已成为世界湖

流，跨境电商行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 出口方面，海外疫情的持续蔓延将加快推动线上消费的蕾及，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要积极把握发展机遇，

持续优化供应链管理，加快推进品牌建设，依托海量消费数据开展产品研发设计，实施自有品牌战略，

提升产品定价权和品牌附加值，头部企业可探索自建海外销售平台，积极借助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数

字化平台开展品牌、平台的推广努力打造自身生态圈，提升行业影响力

⚫ 进口方面，受疫情影响，跨境出行受到较大限制，跨境线下消费难以满足，跨境线上消费需求得以释放，

进口跨境电商也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跨境进口企业应积极克服海外疫情影响，加强与海外品牌方的

合作，优化升级商品供应体系，保障货品供应，同时企业可借助国内直播电商发展红利，加大优质产品

宣传推广力度，有效提升市场份额。



中国交易规模迅速扩大

⚫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市

场规模达10.5万亿元，较2018年的9万亿元同比增长16.66%。

⚫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值继

续走高至1862.1亿元，较上年增长38.3%。

⚫ 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

1873.9亿元，同比增长52.8%



⚫ 近年来，跨境电商行业持续迎来政策性利好，电商

法及系列跨境电商新政的出台将规范跨境电商行业

的发展。

⚫ 此外提高个人跨境电商消费限额、新增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出台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所得税核定征收

办法，为跨境电商行业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

境。

⚫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不断提升，跨境电商

市场内需庞大，为跨境电商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行业处于红利期



行业处于红利期

灵活运用“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

监管”的相关政策支持企业在综

试区内设立全球集拼分拨中心，

实现保税与非保税货物同仓存储、

进口与出口同仓调拨、小额交易

(2C)与大宗贸易（2B）同仓交割、

内贸与外贸同仓一体。

打造“离港空运服务中心”，辐射香港、

深圳、广州三大机场，盐田，南沙等海

港，实现空运货物的集货、分拨、分流、

打板、运输等服务功能，企业可在园区

完成出口货物订舱、打板等全部业务流

程，送抵三大机场后可直接“登机”

支持综试区内供应链服务企业与区外实

体零售企业合作，开展“保税展示交易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活动。实现

跨境电商、社区实体店、物流到家的优

势互补以及叠加创新，进一步促进消费

升级。

打造“全球
分布式中心

仓”

建设“离港
物流服务中

心”

保税新零售



加大产业支持力度

二是持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一是出台产业发展促进政策。

利用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央

外经贸发展资金，对跨境电商综试

区服供应链协同、市场开拓等，鼓

励跨境电商应用与业态创新。

出台系列政策文件，营

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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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享受的通关便利

• 6月12日，海关总署对外发布2020年第75号公告，出台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

口监管措施，并于7月1日起在10个直属海关开展试点。

• 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9710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与境外企业达成交易后，通过跨境物流将货物直接出口至

境外企业

•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9810
境内企业先将货物通过跨境物流出口至海外仓，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交易

后再从海外仓送达境外购买者。



企业可享受的通关便利

• 报关全程信息化

低值申报清单无需汇总申报报关单

• 新增便捷申报通道

综试区简化申报无需出口退税的清单可申请按6位税号进行简化申报

• 物流和查验便利

既适用全国通关一体化，也可以采取“跨境电商模式进行转关；可优先安排查验



申报流程



如何申报

• 对于单票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元，或涉证、涉检、涉税的跨境电商

B2B出口货物，企业应当通过H2018通关管理系统办理通关手续

• 对于单票金额在人民币5000元（含）以内，且不涉证、不涉检、不

涉税的，企业可以通过H2018通关系统或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系统

办理通关手续。



监管方式对比

跨境电商B2B出口
（9710、9810）

一般贸易出口
（0110）

跨境电商B2C出口
（9610）

随附单证
9710：订单、物流单（低值）
9810：定仓单、物流单（低值）
（报关时委托书第一次提供即可）

委托书、合同、发票、提单、
装箱单等

订单、物流单、收款信息

通关系统
H2018系统通关；单票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且不涉证
不涉税不涉检的，可通过H2018系统或跨境电商出口统
一版通关

H2018系统 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系统

简化申报 在综试区所在地海关通过出口统一版申报，符合条件
的清单，可申请按6位HS编码简化申报

——
在综试区所在地海关通过出口统一版
申报，符合条件的清单，可申请按4位
HS编码简化申报

物流
可适用转关或直接口岸出口，通过H2018申报的可适用
全国通关一体化

直接口岸出口或全国通关一
体化

可适用转关或直接口岸出口

查验 可优先安排查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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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跨境电商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无票免税”

政策背景

⚫ 2019年7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委求落实“无票免税”政策，出台更加便利企业的所得税核定

征收办法。

⚫ 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尽快出台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所

得税核定征收办法。



期跨境电商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无票免税”

政策背景

⚫ 2018年9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

了《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8]103号）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

称“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以下简称

“跨境电商企业”）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凡符合规定

条件的，出口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即“无票免税”

⚫ 为配合落实“无票免税”政莱、明确跨境电商企业，如果无法

取得进货发票，企业所得税可以执行核定征收，解决跨境电商

企业所得税问题。



核定征收范围 核定征收条件 核定征收方式 核定征收程序

主要内容

优惠政策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6号）2019-10-26



跨境电商企业所得税核定

• 根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行业特点，综合考虑企业的地理位置、经营规模、

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等因素，核定应纳所得税额或者应税所得率。

区别

• 1、核定征收按收入或费用计算所得税。

• 2、查账征收按实际利润计算所得税。



对企业的要求

• 查账征收要求：帐薄、凭证、财务核算制度健全，能够据以如实核算反映

生产经营成果，正确计算应纳税款的纳税人。

• 核定征规定：纳税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取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薄的：

（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4)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

不全，难以查账的；

（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6）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综试区内跨境电商企业和税务机关均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核定征收相关业务。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

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

• 《征管操作规范》



方式

条件

优惠

条件、方式、优惠

1. 在综试区注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

口货物日期、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的；

2. 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子商务出口申报手续的；

3. 出口货物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其增值税、消费税享受免税政策的。



方式

条件

优惠

条件、方式、优惠

• 定额和定率

由于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准确核算收入，为简化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操作，综试区内核定征

收的跨境电商企业统一采用核定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中规

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核定，应税所得率为4%至15%。

跨境电商企业按最低应税所得率确定4%执行。



方式

条件

优惠

条件、方式、优惠

综试区内跨境电商企业

一是符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3号）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条件的，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上述规定如有变化，从其规定。

二是取得的收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免税收入

的，可享受相关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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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场景



主流平台一站式代运营服务

国外网站的一站式
代运营服务，生产
商和批发商只需要
在货源系统提供相
关的产品



出口跨境电商批发市场

国外网站的一站式代运
营服务，厂家只需要在
货源系统提供相关的产
品，各大卖家就可以在
各个国外平台进行销售



园区系统介绍 • 园区CallCenter

• 关、检、汇、税、

• 物流、金融、支付

• 保险、于一体



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https://www.xiaopiu.com/web/byId?type=project&id=5fb4c81367cadd4fd49a7fcc


企业管理



申报流程



出口申报



Payplatform(出口收款平台)



提现结汇

国际收支申报

个人结汇申报

跨境电商收款平台（一期功能）

资金分发



跨境收款只需三步

1

2

3

认证注册

添加/更换收款账户

快速提现

出口收汇



境内外一站式服务

1. 提现申请

2.将结汇资金划转

指定的收款账户结汇

子账户功能，境外收款

电商平台 银行



• 综合数据集成中心接口

• 数据处理分拨中心接口

• 集成物流、关务、订单等接口

• 对接直邮仓、保税仓

• 海量货源任意选择

• 适配各种跨境电商销售平台

• 线上完成订货，省去上架烦恼

• 配备小程序工具辅助使用

• 商家、仓库管理员、物流公司多角色平台

• 预报备货，助商家管理库存

• 提供转运海外仓

• 响应订单，及时发货

• 线上完成账单支付管理
• 对接122030收支代码
• 在线分账付汇

平台

产品端

服务端

控制中心

转运服务 关务服务金融服务

货源服务

微服务系统

跨境金融服务

跨境转运物流服务

跨境货源服务

跨境关务服务1

2

3

4



附录. 政策支持

• 1、仓库物流费用补贴（海外仓补贴）

• 2、贸易额度补贴

• 3、企业从业补贴（商品、销售等）

• 4、退税便利

• 5、人才补贴

• 6、银行供应链利息和税金担保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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