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
TO:征订通知

各会员企业：

为了满足各企业对报关辅助工具的需求，广东深圳报关协会联系了相关单位，以团购的方式争

取到了比较优惠的价格，请有需求的企业尽快预订。

◆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申报指南 中英文对照 定价:360 元

第一部分包括。10 位商品编码、商品中英文名称及备注、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暂定税率、出口退税率、计量单位、

监管条件、以及各种最新区域和双边协定税率、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检验检疫类别，中国对美国商品征税清单、进出

口反倾销反补贴税清单，关检融合后最新代码表！

第二部分相关部委最新颁布的有关外贸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并包含 2021 年申报目录的内容。

◆2021 年《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 定价：400 元 中国海关出版社

《报关手册》主要内容：10 位商品编码、商品名称及备注、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暂定税率、出口退税率、计量单位、

监管条件、以及各种最新区域和双边协定税率、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商品英文名称、检验检疫类别，中国对美国商品

征税清单、进出口反倾销反补贴税清单，关检融合后最新代码表！

◆2017 年《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定价：600 元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 2017-01

《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2017 年版）（套装上下册）》是一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也是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 200 多个国家、地区或经济联盟（《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缔约方）编制其进出口税则

和统计目录的基础目录。全球贸易总量 98%以上的货物都是以《协调制度》目录进行商品分类和统计的。2017 年版《协调

制度注释》是根据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第四审议循环历次会议的决定，在对 20012 年版《协调制度注释》进行修订

维护的基础上，依据世界海关组织发布的《协调制度注释》修订本的内容修订而成的。

◆2019 年《AEO 认证实用手册》 新版定价：400 元 经济日报出版社 郑俊田 熊斌 编

主要介绍AEO制度的渊源、定义、实施条件等，并梳理中国实施 AEO制度，、中国具体实施项目、依据及要求等。二

是中国海关AEO认证管理体系，具体解析《企业信用暂行办法》，介绍中国海关企业认证标准，从微观层面详细解读AEO

认证的政策关键点。三是涉外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构建和AEO认证案例，以大量的真实案例示范，指导企业做好AEO认证各

项准备。四是具体的AEO认证操作实务。

◆2021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及实例》 定价：360 元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及释义》 定价：360 元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为了规范进出口企业申报行为，提高通关数据质量，加快通关速度，促进贸易便化，适应贸易发展及海关监管需要，中

国海关出版社组织相关业务专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要求，

根据 2021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以下简称«税则» ) 的变化情况，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

申报目录、释义及实例» (以下简称«目录»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填报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栏目时，应当按照本目录中所列商品申报要素的内容填报，并列举实例帮助企业填写。



◆2021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20》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定价：480 元 中英文对照

主编于强：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CHINA）前银行委员会委员

本书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20 每一条条款都详细的解读、Incoterms2020 与 2010 的区别、Incoterms2020 在外

贸实务中的应用、Incoterms2020 与货物运输保险、Incoterms2020 与货物进出口涉检、Incoterms2020 与进出口货物报

关、Incoterms2020 与外贸合同的履行、Incoterms2020 与国际结算、Incoterms2020 与外贸单证实务、Incoterms 典型

案例分析。Incoterms2020 主要变化

1、对 FCA规则增加签发装船提单选项

2、费用划分条款的调整

3、CIP 保险条款调整为必须符合《协会货物保险条款》条款(A)的承保范围

4、FCA、DAP、DPU及 DDP 允许卖方/买方使用自己的运输工具

5、DAT 更改为 DPU

6、在运输责任及费用划分条款中增加安保要求
7、升级“使用说明”为“用户注释”

有需要的可以向广东深圳报关协会预订
↓订购联系↓

如有任何疑问，可直接联系协会工作人员：

陈兆相 13684982201（微信同号）

李志伟 13723738764（微信同号）

邮箱：gscba_org@163.com

温馨提示：

1、2021 年版本的书籍为预售阶段，协会将在 2021 年 1月初左右为大家统一寄送；

2、本次征订的所有书籍均不包邮，直接采用顺丰到付的方式，请知悉；

3、书籍价格将分为会员价和非会员价，请大家根据实际情况订购;

4、所有书籍均有随书的定额发票，如企业需要电子发票，我们将统一联系出版社为大家开取电子发票。



订购日期： 年 月 日 订 单 回 执（代合同） 此回执单传真复印有效

单位名称 税号 联系人

单位地址 手 机

QQ/微信 电子发票接收邮箱 电 话

书 籍 名 称 出版社 定价 数量 金额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中英文版 经济日报出版社 360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申报指南》 中英文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360

2021 年《中国海关报关实用手册》 中英文版 中国海关出版社 400

2021 年《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 中英文版 中国海关出版社 360

2017 年《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海关总署关税司 中国海关出版社 600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及实例》 中国商务出版社 360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及释义》 中国海关出版社 360

2021 年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Incoterms 2020 深度解读与案例分析》 中国商务出版社 480

2021 年《单一窗口操作指南及疑难问题解答》 中国商务出版社 480

2019 年《AEO 认证实用手册》 中国商务出版社 400

2021 年《进出境货物涉检工作手册》 团结出版社 360

2019 年《图解简明商品归类方法》 中国海关出版社 400

2020 年《中国海关疫情防控法规汇编》 中国海关出版社 220 新增

2020 年《海关检验检疫业务指导手册》 共四本 中国海关出版社 720 新增

2020 年《中国海关保税实务大全》 中国海关出版社 280 新增

2020 年《医疗器械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240

2020 年《水产品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120

2020 年《轿车零部件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240

2020 年《重难点商品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

2020 年《药品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

2020 年《化学品归类指南》 中国海关出版社 160

2020 年《关务相关法规速查手册》（上中下 3 册） 中国海关出版社 280

《进出口企业入网通关及疑难问题解答》 2015 年 海关关务研究中心编 团结出版社 460

《进口货物“两步申报”实用手册》2020 年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

《金关工程二期加工贸易系统业务解析及疑难解答》 2019 中国商务出版社 300

《最新信用证案例解析与操作实务》 16 开精装 于强 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68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汇编》(2021 年) 立信会计 39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会计法律法规汇编》(2021 年) 立信会计 3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汇编》 2019 年 中国海关出版社 780

《中国海关通关业务指导》2019 年 中国海关出版社 280

《危险化学品归类指南》 2017 年（上、下） 中国海关出版社 360

《汽车行业特许权及相关费用解析》2018 年 中国海关出版社 480

哈佛商学院管理与 MBA 案例全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 690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会员 7.5 折，非会员 8 折，其它书籍会员 8 折，非会员 8.5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