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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迅速发展，特
许权使用费应税问题的重要性也愈见凸
显。有不少企业在接受海关稽查、核查
时，在关于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计入进
口货物完税价格的问题上与海关发生分
歧。海关要求企业支付的某些特许权使
用费应该计入进口货物完税价格，补征
相应关税。

2016年3月24日，海关总署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填制规范》（海关总署2016年第20号公
告）（以下简称“20号公告”）。值得

特许权使用费对外支付涉及的
关税问题

注意的是，《20号公告》新增了“特殊
关系确认”、“价格影响确认”以及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等项目的
填制规范。其中，“特殊关系确认”与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对国内企业
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安排
有较大的影响。

特殊关系确认

本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
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海关总署令
第213号，以下简称“审价办法”）第
十六条，填报确认进出口行为中买卖双
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为买卖双方存在特殊关系，
在本栏目应填报“是”，反之则填报
“否”：
• 买卖双方为同一家族成员的；
• 买卖双方互为商业上的高级职员或

者董事的；
• 一方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另一方控制

的；
• 买卖双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第三

方控制的；
• 买卖双方共同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

第三方的；

• 一方直接或者间接地拥有、控制或
者持有对方5%以上（含5%）公开
发行的有表决权的股票或者股份
的；

• 一方是另一方的雇员、高级职员或
者董事的；

• 买卖双方是同一合伙的成员的。

此外，买卖双方在经营上相互有联系，
一方是另一方的独家代理、独家经销或
者独家受让人，如果符合前款的规定，
也应当视为存在特殊关系。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

根据《20号公告》，如果进出口行为中
买方存在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
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在本栏目应填
报“是”，反之则填报“否”。

上述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海关在审定货物
的完税价格时，可根据这些信息加强监
管力度，凡涉及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的交
易均会格外引起海关的重视。

因此，对于进出口企业，了解特许权使
用费对外支付所涉及的关税问题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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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本文将通过多个案例介绍特许
权使用费在海关征税方面常见的风险
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以帮助企业
更好地理解和遵守相关规定，事前进行
合理有效的关务筹划。

何种特许权使用费应计入货物完
税价格

《审价办法》将特许权使用费定义为
“进口货物的买方为取得知识产权权利
人及权利人有效授权人关于专利权、
商标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分销权
或者销售权的许可或者转让而支付的费
用”。
根据《审价办法》的规定，买方需向卖
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的特许
权使用费，未包括在进口货物实付、应
付价格中的，应当计入完税价格，但是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 特许权使用费与该货物无关；
•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不构成该货物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
件。

特许权使用费与该货物无关

《审价办法》第十三条对特许权使用费
与货物“有关”做了如下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特许权使用费，应
当视为与进口货物有关：
• 特许权使用费是用于支付专利权或

者专有技术使用权，且进口货物属
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含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
 － 用专利方法或者专有技术生产
的；

 － 为实施专利或者专有技术而专门
设计或者制造的。

• 特许权使用费是用于支付商标权，
且进口货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附有商标的；
 － 进口后附上商标直接可以销售
的；

 － 进口时已含有商标权，经过轻度
加工后附上商标即可以销售的。

• 特许权使用费是用于支付著作权，
且进口货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含有软件、文字、乐曲、图片、
图像或者其他类似内容的进口货
物，包括磁带、磁盘、光盘或者
其他类似载体的形式的；

 － 含有其他享有著作权内容的进口
货物。

• 特许权使用费是用于支付分销权、
销售权或者其他类似权利，且进口
货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 进口后可以直接销售的；
 － 经过轻度加工即可以销售的。

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不构成该货物向我
国境内销售的条件

所谓“条件”，应当理解为支付特许权
使用费是卖方把货物出售给买方的前提
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买方不支付特许
权使用费，则不能购得进口货物，或者
该货物不能以合同议定的条件成交。

从以上两点条件可知，对特许权使用费
是否应计入货物完税价格，《审价办
法》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果买
方在货物实付、应付价格之外支付了特
许权使用费，既不能证明该费用与进口
货物无关，也不能证明该费用的支付不
构成进口货物向我国境内销售的条件，
则该特许权使用费将被作为完税价格的
一部分，计征关税。

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企业在支付特许
权使用费时可能面临的关税问题，并提
出相关建议。

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所涉关税问题
及建议

交易实质的重要性

在判定特许权使用费与进口货物是否有
关时，必须要明确交易实质。

以商标特许权使用费为例，仅凭“商标
在哪个阶段附着在货物上”并不能构成
特许权使用费与进口货物有关的标准。
具体而言，即使进口货物的商标已显性
呈现（例如商标在进口环节已附在货物
上），或仅仅是隐性呈现（例如货物在
进口后附在商品上或轻加工后可附上商
标），只要“货物在进口时已含有商标
权”的这一性质在相关协议中有所规定
或实质上符合，则有理由认为特许权使
用费与进口货物有关。

案例：食品进口商与品牌所有者就货物
和商标使用权分别签订两份协议。货物
运抵至境内后，进口商将其简单包装附

上商标后即可销售，并需支付相应的商
标使用费。我们可以将货物价格的形式
拆分成货物本身的价格和商标使用权的
价格两部分。虽然在形式上看似两笔交
易，但实质上合并在一起才算一笔完整
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若不支付
商标使用费，则不能销售附有商标的货
物，双方也不能以合同约定的条件成交
货物，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构成了该货
物向境内销售的条件。

在上述案例中，海关有理由要求食品进
口商将其支付的商标使用费计入进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缴纳相应关税。

计征关税的特许权使用费基础的确定

企业进口的货物类型多种多样，可能同
时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有些
经过简单包装即可直接销售；还有一些
进口货物本身需经过复杂的加工后才可
销售。因此，即便特许权使用费应包含
在进口货物完税价格中，企业也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拆分特许权使用费，仅将需
要计入完税价格的部分缴纳关税。

案例：电工机械企业A从境外同时进口
整件和零配件，并根据终端销售收入支
付技术使用费。
• 整件：A公司进口整件后，将其包

装贴标后直接在市场上销售。针对
这部分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所对应
的技术使用费应当计入整件产品的
进口完税价格中，计征关税；

• 零配件：A公司进口零配件后，根
据境外关联方提供的技术进行后续
生产，并将最终产品销售给终端客
户。针对这部分产品实现的销售收
入所对应的技术使用费，无需计征
关税。

如果进口商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只有部
分权利的费用符合将其计入货物完税价
格的条件，或者进口商支付的应当计入
货物完税价格的特许权使用费只涉及部
分进口货物的，应根据客观可量化的标
准进行合理分摊，仅将需要计入进口货
物完税价格部分的特许权使用费作为调
整基础，补征关税。

合理安排关联交易以提高税收有效性

通常，企业在对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时，已向税务部门缴纳过非贸项目下所
对应的增值税和预提所得税，如果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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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认定其应纳入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计征进口环节税，此时企业还需要补缴
相应的关税。

案例：M公司是某国际品牌服饰的进口
代理商，向位于境外的非关联企业J公
司进口附有J公司商标的成衣在中国市
场销售。除了支付进口货款外，M公司
须向J公司支付商标使用费。M公司完
成了对外支付，并缴纳了相应的增值税
和预提所得税。事后海关判定M公司支
付的商标使用费应计入进口货物的完税
价格，对企业追征相应关税。

在上述案例中，M公司不仅缴纳了商标
使用费在支付环节的增值税和预提所得
税，还缴纳了商标使用费计入进口货物
完税价格所对应的关税。我们建议企业
在整体规划集团关联交易安排时，综合
考虑交易实质，及其可能对集团带来的
整体税负影响。

若集团的关联交易安排和定价政策仅支
持在货物价格外收取商标使用费，则境
内企业在缴纳了增值税和预提所得税
后，很有可能需要将商标使用费计入进
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缴纳相应关税。具
体情况取决于《审价办法》的规定和海
关方面的最终判别。然而，如果集团的
关联交易实质可以支持境外关联方仅通
过货价得到足额补偿，而不另行收取商

标使用费，则该项交易仅涉及关税，不
会涉及由对外支付而产生的增值税和预
提所得税。

总结

如上所述，为了很好地规避特许权使用
费对外支付涉及的关税风险，企业应重
点关注以下问题，未雨绸缪。
• 企业应重点关注什么

 － 认清交易的实质；
 － 需计征关税的特许权使用费基础
范围；

 － 商品的价格中是否应包含特许权
使用费；

 － 加工程序对货物的价值贡献。

• 企业该如何做好筹划

 － 明确交易各方在无形资产的开
发、提升、维护和保护过程中承
担的主要功能；合理分摊收入总
额，确定应税基础；

 － 事先评估货物价格组成要素以及
相应的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模式带
来的间接税影响，避免重复纳
税；

 － 妥善保管进出口交易单证、合同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以应对海关
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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