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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和商品进口/出口
要点概述
瑞士是一个对外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国家。 2019年，瑞士出口盈余达370亿瑞士法郎，商品及
服务出口已成为瑞士经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瑞士与欧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签订了大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为顺利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保障。 此外,简单透明
的法律框架体系和现代化的海关程序也积极促进了瑞士对外贸易的发展。 通过优化的供
应链管理体系,瑞士企业比其他国际同行更具竞争优势。

瑞士产品代表着质量、精密、安全和可靠。为此,国外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购买价格。 得
益于互认协议(MRA),瑞士产品得到了许多贸易伙伴,其中包括欧盟 – 世界上最大的销售市
场的正式认可,从而在产品的合格评定和质量检查等方面完全符合进口市场的特殊要求。 
瑞士公司可以由此节约高昂的进出口贸易成本,相对其他没有签订类似协议的国家有明显
的竞争优势。

54 %
出口欧盟部分 

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海关总署，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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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最重要的10个贸易伙伴
 进口和  出口，2019年（单位：十亿瑞士法郎）

资料来源：瑞士联邦海关总署，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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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竞争优势
自由贸易协定和技术性贸易壁垒
瑞士除 EFTA 公约和与欧盟 (EU) 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之外，目前
已经与 40 个贸易伙伴国签订了共 30 份自贸协议。 瑞士是欧洲境
内最早 (2009 年) 与日本签订双边自贸协议的国家。 而早在 2014 
年，瑞士与中国的双边自贸协议便已正式生效。 

自贸协议不仅可以大幅提高贸易流量，还能从很大程度上为瑞士
的出口经济减免关税。 例如，在 2014 年，瑞士企业与 EU/EFTA 之
外的自贸伙伴，在贸易往来中所减免的关税额约为 4 亿瑞士法郎。

如何使用自由贸易协定？
企业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才能享受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关税优惠
政策。 这对于需要进口国外原料来实现生产目的的公司尤其重要:

• 自由贸易伙伴相互受惠, 但不包括第三国在内。 为确保这一点,自
由贸易协定包含了所谓的原产地规则。 它对可在何种程度上通
过第三国获取、制造、加工或处理产品做出了详细规定。

• 如某一瑞士公司希望享受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优惠关税,则必须出
具出口商品的原产地证明。 

如果想知道某一产品在出口至自由贸易伙伴市场时,是否能免除
关税,并且如此是否值的,应逐步完成以下步骤:

1. 明确出口产品海关税则号。 一旦明确了海关税则号,即可根据自
由贸易协定知道该产品是否享受优惠关税。 

2. 如果能享受优惠关税,且与普通税率(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关
税税率)差别很大,下一步即应检查产品相关的原产地规则。

3. 如果出口产品符合原产地规则,可以办理需要的原产地证明文件
并准备出口产品。

豁免规定-“累积原则”
为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最大利益,企业可以优化其供应链,使自己
的产品符合原产地规则。 这包括正确选择原料和来源国。

这些都可能形成所谓的“累积”。 公司要在其自由贸易伙伴处采购
产品原材料。 采购不受原产地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生产
中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

比如日本-瑞士自贸区就是指,瑞士产品出口到日本时,只需产品原
材料从日本购买,而无须满足最低瑞士附加价值的条件。

该原则也适用于与多个国家如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原料来
自意大利的瑞士产品,在出口德国时无须遵守原产地规则。

产品原产地的确定和证明有时比较复杂,且难度较高,需要专家的帮
助。 作为一个出口国,瑞士在这方面拥有丰厚的知识和专业的咨询
服务经验,从而能够在原产地规则和自由贸易协定等领域为企业提
供有力支持。 

瑞士和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计算示例
瑞士洗衣机（海关编码8422.1900）出口商相对欧盟竞争对手（未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所具备的竞
争优势。

贸易伙伴 商品价值 关税 销售价格
瑞士出口商 10万瑞士法郎 0% 10万瑞士法郎
欧盟出口商 10万瑞士法郎 14% 11.4万瑞士法郎

累积原则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以瑞士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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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出口时企业须注意,货物不仅必须符合原产地规则,还要符合出口市
场的产品条例。 相应的保障措施通常会导致成本显著增加。 

得益于产品法规的进一步统一,以及瑞士与欧盟签订的互认协议
(MRA),让全球最大销售市场上涉及众多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得
以消除。 每年由此节约的成本高达约2.5至5亿瑞士法郎。 自 1999 
年起，瑞士和加拿大之间的 MRA（相互认可协议）也已正式生效。

基于瑞士与欧盟之间的互认协议,瑞士公司可以给产品贴上出口
欧盟必需的CE标签。 附有CE标志的产品无需其他检查即可直接
进入欧盟市场。

对于从EU/EFTA进口产品到瑞士,MRA没有制定相应规定,从2010
年起适用所谓的“卡斯德第戎(Cassis de Dijon)”原则。 从而在欧盟
或欧洲经济区内合法流通的产品原则上无需通过检查也可在瑞士
境内自由流通。

整个瑞士设有许多授权的合格评定机构(KBS),专门负责检查出口
商品是否符合进口国的产品法规。 由于瑞士与欧盟和EFTA/EEA
国家相互统一了大部分的产品法规,因此双方的产品法规被视为等
效。 从而很多产品只需根据瑞士的技术要求做一次合格鉴定。 瑞
士KBS机构的合格评定流程非常快速而且高效。

瑞士的产品责任法规与欧盟类似。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法定责任后
果可能互不相同,出口商品时必须注意进口国有关产品责任的规
定。 比如对于受害方自己承担的部分,欧盟的定义比瑞士更低。此
外,有些国家对损失总额有上限规定。

瑞士海关制度的优势
加工贸易的关税免除
瑞士海关对暂时进入瑞士进行加工处理的货物实行进料加工程序, 
用以代替正常的进口程序。 用于加工的货物可以免除关税,或暂时
按正常进口处理然后再退税。 某些情况下,进口增值税(进口税)也
可免除。 

对于暂时在出口国外进行加工处理的货物,也有类似的适用程序(
外发加工程序)。该程序允许在重新进口时免除或减免货物关税。

主动/被动处理包括: a) 加工(例如:装瓶、包装、装配、组装或安装)
和 b) 商品的处理和修补(修复、修整等)。 两种情况均需获得海关部
门的批准。 

通过从量关税节约成本
瑞士是少数几个对贸易商品使用从量关税(如依据数量、长度、重量
等) 的国家之一。 大多数贸易商品根据总重量计算应缴税额。 这对
品质高、重量小的商品进口非常有利。 

比如以生产高品质商品为主的奢侈品行业可以大获其利。 该类公
司可以利用适当的材料,如优惠进口黄金和宝石以及相关配饰(手
表、首饰等),然后借助优惠关税政策,向其他跟瑞士签订了自由贸易
协定的国家出口。 

经认证的经营者 
能够证明自己国际供应链安全性的瑞士公司,则有可能获得经认证
的经营者(AEO)的特权。 这样就可以在与安全相关的海关检查中获
得便利条件。 

对于交易量较大的公司,如此一来就可以显著降低贸易成本。 与瑞
士签订了相应协议的国家（目前是欧盟）也认可AEO资格。 瑞士还
将与其他国家也达成此类协议（挪威、日本、美国、中国和其他国
家）。



S-GE 资源 
ExportHelp
www.s-ge.com/exporthelp

Information on the Swiss free trade 
agreements
www.s-ge.com/fta

Customs Database (worldwide 
customs tariffs)
www.s-ge.com/customstariffs

Trade4Free application
http://trade4free.s-ge.com

Guidelines for customs and
cross-border trade
www.s-ge.com

Swissness legislation
www.s-ge.com/swissness

Handbook for Investors
www.s-ge.com/
handbookforinvestors  

More fact sheets on 
Switzerland as a business location
www.s-ge.com/factsheets

主管部门
瑞士联邦政府经济事务秘书处
State Secretariat for the Economy 
SECO
www.seco.admin.ch
>  Lis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of 
Switzerland
>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 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s 
(MRA)
>“Cassis de Dijon prinicple”
> Conformity Assessment -  
Accreditation
> Portal of Swiss technical regula-
tions
> REACH Helpdesk

瑞士联邦海关总署
www.ezv.admin.ch
> Customs tariffs/tariff numbers
> Overview of Rules of Origin
> Exemptions, reliefs, preferential 
tariffs and export contributions
> Authorised Economic Operator 
(AEO)
> Taxes and fees 

European Commission
www.ec.europa.eu/trade

协会
www.igaircargo.ch
www.s-ge.com
www.snv.ch
www.spedlogswiss.com
www.swiss-export.com
www.swiss-shippers.ch

增值税和其他税费
与其他国家一样, 瑞士也针对特定商品征收进口税。 其中就包括
7.7 %的增值税(MwSt),这一税率在国际上而言是非常低的(欧盟增
值税: 15 – 25 %）。 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品、书籍和药物的增值税税
率仅为2.5 %。 

其他税种包括:
• 二氧化碳激励税
• 重型车辆税(LSVA和PSVA)
• 专卖费和啤酒税(含酒精饮料) 
• 烟草税
• 汽车税
• 石油税

为保护环境,含特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产品,如油漆、清漆等,
需缴纳环境税。 

最新动态
• 瑞士目前正在与下列贸易伙伴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俄罗斯-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阿尔及利亚、印度、越南、泰国
和南方共同市场。

• “瑞士制造”代表着高品质、精确度和耐用性。 这一标签可在国外
获得更高的支付意愿。 瑞士生产商就可以使用这一受保护的瑞
士特性标签。 自2017年1月1日起，一项新的“瑞士共性”法规将生
效。

• 如果瑞士企业向欧盟出口化学品，则需满足欧盟化学品管理法
规 (REACH) 的相关要求。 自 2015 年起，瑞士化学品管理条例的
完整修订版正式生效，新版管理条例包括根据 REACH 法规所做
的特定技术调整。 而如果需要引进 REACH 法规的核心元素（化
学品的注册和审批），则需要瑞士对相应法律进行修改。 至于瑞
士是否会以及从多大程度上引进 REACH 法规的基本要求，目前
尚无定论。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T +41 44 365 51 51 | invest@s-ge.com | s-ge.com/invest

我们愿为您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您是否想在欧洲开拓市场，并期望将瑞士作为企业的驻地？ 我们不仅为您免费提供
咨询服务，还能在整个落户过程中为您提供全程支持： 我们为您和瑞士各州的经济
促进部门牵线搭桥，并帮助您与税务、不动产等领域的专家取得联系。 

请通过以下网站联系我们： www.s-ge.com/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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