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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报系统 

操作指南（商协会版） 

 

一、用户注册 

申请主体应首先注册成为系统用户，在注册页选择主体类

型“商协会”，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手机号，点击“获取

验证码”后,查看手机接收到的短信，在系统中正确填写验证

码，点击注册，系统显示用户注册成功。如因通信或网络信号

差，导致未及时收到短信，可尝试重新操作。如因浏览器兼容

性问题影响申报，推荐使用 IE10 及以上或基于 Chrome 内核的

浏览器（选择极速模式）。 

 

 

 

主体类型：商协会用户选择“商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和其他组织共 18 位全国统一信用

代码。如：91110102330293707N。 

手机号码：登录身份标识（用户 ID），也用于接收系统发

送的消息。 

验证码：5分钟内有效，超过有效期后需重新获取。 

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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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二、用户登录 

用户填写注册的手机号，点击“获取验证码”后，查看手

机接收到的短信，在系统中正确填写验证码，点击登录后进入

系统。如因通信或网络信号差，导致未及时收到短信，可尝试

重新操作。 

验证码：5 分钟内有效，超过有效期后需重新获取。 

如图 2-1 所示：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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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户填写商协会基本信息 

首次登录需填写商协会基本信息，才可以进行商品排除申

报。申请主体应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经核查发现填报虚

假信息的，对相关申请主体所填报排除申请将不予考虑。商协

会应完整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扫描

版，方可进行商品排除申报。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需与商协会填写信息一致。 

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四、维护申报企业信息 

申报商品排除前，请在此维护参与商品排除申报的企业信

息。申请主体应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经核查发现填报虚

假信息的，对相关申请主体所填报排除申请将不予考虑。点击

左侧菜单“维护申报企业”后，点击“增加企业”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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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完成后，可对申报企业进行修改、查看。修改申报企业信

息，将影响该企业所有排除申请。 

 如图 4-1、图 4-2 所示： 

图 4-1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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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户申报排除商品 

用户点击左侧菜单“排除商品申报”，列表页右上角点击

“排除商品信息申报”后填报。 

填报信息共 4 个部分：1.商品信息；2.企业申报信息；3.

排除理由；4.法律声明。填报过程中用户可点击左下角“保

存”按钮进行保存。下次登录时，在列表页找到相应商品，点

击“继续填报/修改”可继续填写信息。 

如图 5-1： 

图 5-1 

（一）商品信息。 

一个 8 位税则号列（以下称税号）的商品只能申报一次，

商协会需要把各企业填报的信息综合概括后填写。 

（1）申请排除的商品：请描述申请排除的商品。如：带有

指纹功能的保险柜。不同企业对同一税号存在不同描述，商协

会应综合考虑后概括性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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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属税号：可按商品名称和税号进行模糊搜索。 

其中，是否排除所申请税号下全部商品，可选择排除本税

号下全部商品，或选择排除本税号下部分商品。如仅排除某税

号下部分商品，可按照 10 位编码选择一项或多项，或填写形态

及理化等指标明确、海关能现场辨别的商品。 

（3）商品用途：指进口货物的用途。 

商协会可综合所有企业填报的商品用途，进行多项选择：

外贸自营内销、特区内销、其他内销、企业自用、加工返销、

借用、保证金、免费提供、作价提供等。 

如图 5-2 所示： 

图 5-2 

（二）企业申报信息。 

商协会可在此填写多个企业申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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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信息。 

用户可选择或新增企业。如图 5-3 所示： 

 

 

 

 

 

 

 

 

 

图 5-3 

2.2017 年企业进口情况。 

填写 2017 年的进口情况以及上传 PDF 报关单进行说明。如

某年从某地区无进口，请填写 0。进口金额需统一折算为美

元，如不是使用美元结算，可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每月公布的

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进行折算。汇率查询网址如下： 

https://www.safe.gov.cn/safe/gzhbdmyzslb/index.html 

（4）填写 2017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5）填写 2017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6）填写 2017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该商品的数量、

金额：可填写进口金额前 5 位的国家、地区。如无，请在国

家、地区列表中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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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请上传 2017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本年度

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传：请先输入报关时间、数

量、报关口岸，上传 PDF 格式报关单。文件上传成功后，点击

“保存报关单”完成一份报关单的填写。填写的报关时间、数

量、报关口岸要与上传的报关单文件一致，如不一致，预审不

通过。如本年度报关单不足 5份，按实际单数上传。 

如图 5-4 所示： 

图 5-4 

3.2018 年企业进口情况。 

用户填写 2018 年进口情况，需按照加征关税前、加征关税

后分别填写。如当年无进口，请填写 0。进口金额需统一折算

为美元，如不是使用美元结算，可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每月公

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进行折算。汇率查询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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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fe.gov.cn/safe/gzhbdmyzslb/index.html 

（8）2018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9）2018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0）2018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

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1）请上传 2018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本年

度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传。 

如图 5-5 所示： 

图 5-5 

4.2019 年企业进口情况。 

填写 2019 年第一季度进口情况。如第一季度无进口，请填

写 0。进口金额需统一折算为美元，如不是使用美元结算，可

参考国家外汇管理局每月公布的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进行折

算。汇率查询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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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fe.gov.cn/safe/gzhbdmyzslb/index.html 

（12）2019 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 

（13）2019 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4）2019 年从其他国家、地区（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

进口该商品的数量、金额。 

（15）请上传 2019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如本年

度报关单不足 5 份，按实际单数上传。 

如图 5-6 所示： 

图 5-6 

5.企业影响。 

加征关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填写完成后，点击“完

成该企业信息录入”按钮。 

（16）至 2019-03-31 已缴纳的加征关税税额。 

（17）填写加征关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如实填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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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产值或销售额、就业人数、月均人均工资、月均税前利润、

月均生产成本（后三项为选填项）。 

（18）企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选填。根据实际掌握情

况，描述企业在全国或某区域内市场占有率、销售排名等情

况，并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如图 5-7、图 5-8 所示： 

图 5-7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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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除理由。 

一个 8 位税号的商品只能申报一次，商协会需要把各企业

填报的信息综合概括后填写。 

（19）申请排除商品的可替代性。 

是否可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获得。如果选择

“是”，可列举最多 5个国外典型生产企业。 

是否可从国内生产企业获得，如果选择“是”，可列举最

多 5 个国内典型生产企业。 

（20）以事实和数据说明申请排除理由。 

该商品无法从美国以外国家或地区进口或由我国内来源替

代。问题回答选择“是”或“否”，都应填写理由。商协会应

概括填写所有申报企业提供的排除理由，如涉及 10 位编码，应

列明针对该 10位编码的排除理由。 

对该税目商品加征关税是否会对申请主体造成严重经济损

害，以及该损害在行业内是否普遍存在。问题回答选择“是”

或“否”，都应填写理由。商协会应概括填写所有申报企业提

供的理由，如涉及 10 位编码，应列明针对该 10 位编码的排除

理由。 

对该商品加征关税对相关行业造成重大负面结构性影响

（包括对行业发展、技术进步、就业、环保等方面的影响）或

带来严重社会后果。问题回答选择“是”或“否”，都应填写

理由。商协会应概括填写所有申报企业提供的理由，如涉及 10

位编码，应列明针对该 10位编码的排除理由。如图 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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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四）上传法律声明，完成填报。 

下载法律声明模板,确认声明中内容无误后，打印、签字、

加盖公章后扫描成 PNG（或 JPG、JPEG）格式。在系统左侧菜单

中点击“排除商品申报”找到相应商品后点击右侧“上传法律

声明并提交”。系统弹出文件上传对话框，此时请上传加盖公

章后的法律声明扫描件完成排除申请提交工作。法律声明未加

盖公章，预审不通过。提交后信息不可修改。 

如图 5-10、图 5-11 所示： 

 

 

 

 

 

图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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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填报说明及操作指南将根据需要做必要更新，不再另行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