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届亚太区

2017 年 4 月 20-21 日   上海世纪皇冠假日酒店

为 何参加本次会议？

2016 年，通关一体化改革在上海启动试点，新《海关稽查条例》经

国务院总理签署通过、正式公布并全面实施，海关总署 2016 年第 20 号公
告对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再次修订，海
关全年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案件 2633 起，中国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
税收政策并调整行邮税政策，2017 年版《协调制度》也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住
白宫，上台不到三周，
接连重磅出手 ：美国退
出 TPP（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威胁
要 退 出 NAFTA（ 北
美自贸区协议）；正式要求
墨西哥出钱在美墨边境修筑“川
普墙”；出台“禁穆令”……

2017 年中国外贸的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合规性
问题日益突出。当务之急，贸易合规经理们需要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与
视野，从而提高企业在进出口贸易政策解读及应用能力，帮助企业降低成
本、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风险。

由锋信环球主办的“第五届亚太区贸易合规峰会”将于 2017 年 4 月
20-21 日在上海举行。在前四届会议的基础上，本次会议将引入更多亚太
主题内容，帮助与会嘉宾了解更多亚太范围内的贸易合规知识与经验。会
议将邀请到众多来自中国及亚太其他国家的知名跨国公司、贸易管理咨询
机构及律师事务所专家组成演讲嘉宾团队就各个不同的经过精心选择的主
题进行精彩演讲与讨论。

热 点主题：

·海关企业自律管理的开展及实践分享
·海关监管方式转变与企业合规审计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及中国出口美国业务的潜在风险分析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及热点新政解析
·从关税争议热点看海关合规管理
·韩国海关稽查制度及中韩自贸协定应用中的海关稽查问题
·特许权使用费的海关估价及因此产生的海关稽查与应对
·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下影响中国的主要进出口政策及应对
·马来西亚与泰国的贸易政策及进出口业务实践中应注意

的重要事项
·印度尼西亚进出口限制及通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
·菲律宾的重要进出口贸易政策及与海关的有效沟通
·越南的进出口产品分类管理政策及贸易壁垒措施
·企业海关业务中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商品归类的有效管理——第7版《协调制度》与跨国公

司管理实践

主       办：

Event Code: TC20170403

请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http://e-biaoge.cn/biaoge/fill/4528758176086655228

填写并提交注册表，即可参加。

参会费用：6680.00/ 人（人民币：元）

费用包含：全程会议、会议期间商务午宴与上下午茶歇及会议资

料（印刷版及电子版）

Register Now (86)21-51036619       
regform@ficientglobal.com

Registration
注册参加

贸易合规峰会
The 5th APAC Trade Compliance Summit

铂金赞助：

SRENTRAPNEWIL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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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届亚太区贸易合规峰会
The 5th APAC Trade Compliance Summit

会议日程 Day One
8:30-9:00  签到及早茶

9:00-9:05  大会主席致开幕词

9:05-10:20    海关企业自律管理的开展及实践分享

◆企业自律管理如何在企业内部进行具体实施

◆企业自律重点审查内容讲解

◆关于“主动披露”的若干问题

◆如何就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与海关进行有效沟通

◆企业自律管理的实践分享与讨论

林健生 先生  亚太区贸易合规总监  TE Connectivity

唐    涛 先生  副总经理   Amber Road

10:20-10:40  早茶及自由联络

10:40-11:10   海关监管方式转变与企业合规审计

◆海关监管方式的新近发展——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73号

◆贸易合规审计的实施路径

◆有效的海关沟通策略

杨    杰 先生  合伙人   汇业律师事务所

11:10-12:20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及中国出口美国业务
的潜在风险分析

◆美国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介绍

-出口管制

-反倾销反补贴

-贸易救济

-“合规性”贸易壁垒

-其他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对企业贸易合规管理的影响与挑战

肖超文 先生  全球贸易总监   康德乐集团(Cardinal Group)

江    亦 先生  亚太区进出口合规经理   通用电气中国

12:00-13:30  午餐

13:30-14:30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及热点新政
解析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赋予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

◆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原产地管理系统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通关一体化

官员  上海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

14:30-15:00   从关税争议热点看海关合规管理

◆归类、估价争议热点

◆其他关税争议热点

◆企业关税管理的几种模式及评析

徐珊珊 女士  高级合伙人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15:00-15:20  下午茶及自由联络

15:20-16:00  韩国海关稽查制度及中韩自贸协定应用
中的海关稽查问题

◆韩国海关稽查制度简介

◆韩国海关稽查的种类及引起韩国海关稽查的原因

◆韩国海关对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原产地证及其他常见问题的稽

查及企业应对方案

◆与韩国海关的有效沟通---进口商及出口商该做哪些准备

◆应对韩国海关稽查中其他应注意的重要事项

Umesh Thapliyal 先生   Regional Trade Compliance Manager

Asia Pacific & Japan, Texas Instruments

16:00-17:00  特许权使用费的海关估价及因此产生的
海关稽查与应对

◆新版报关单填制中的特许权使用费问题——2016年第20号公告

◆特许权使用费的计征和分摊

◆特许权使用费计入完税价格的条件及案例分享

◆特许权使用费不需计入完税价格的情形

◆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的海关审价实操性问题总结

◆特许权使用费海关稽查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虞    亮 先生  贸易和海关事务高级经理 （税务）  毕马威KPMG

徐    骏 先生  国际贸易合规经理  ABB（中国）有限公司

张    阔 先生  亚太区贸易与海关合规总监 瓦里安医疗设备

17:00-17:30   最新实施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
协议》带来的影响及挑战

◆《贸易便利化协议》给进出口业务带来的影响

◆进出口贸易团队将面临哪些合规性挑战

◆企业如何把《贸易便利化协议》落实到实际工作

◆企业如何更好地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贸易合规工作

Douglas Mackay 先生  VAT & Customs Director Asia Pacific 

Lear Corporation

17:30   主席致词，第一天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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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05  大会主席致辞

9:05-10:05  马来西亚与泰国的贸易政策及进出口业务
实践中应注意的重要事项

◆马来西亚与泰国关税政策概述
◆两国对于不同商品的进出口限制及特殊要求
◆进出口申报通关文件填制规则、包装规定等特殊要求
◆所需的认证证书、许可证及注意事项
◆与马来西亚和泰国贸易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有效利用

冯晓青 女士   亚洲区贸易合规总监    伟创力(Flex)
Douglas Mackay 先生  VAT & Customs Director Asia Pacific 
Lear Corporation

10:05-10:25 早茶及自由联络

10:25-11:00  印度尼西亚进出口限制及通关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阻碍

◆印尼进出口政策介绍
-进口商识别号码（API）
-对进口商出口商的限制规则
-印尼进出口许可证的要求、业务流程及注意事项

◆印尼2017海关编码的重大调整（10位到8位）、影响及企业应对措施 
◆通关环节常见的问题及如何与印尼海关进行有效沟通 

朱静阁 女士   南亚贸易合规经理   颇尔过滤器(Pall Corporation)

11:00-11:35  菲律宾的重要进出口贸易政策及与海关
的有效沟通

◆ 菲律宾出口贸易政策
-出口鼓励政策
-出口商品管理

◆ 进口贸易政策
-进口商品管理
-配额和进口许可证
-强制性技术标准
-标签和标志

Umesh Thapliyal 先生   Regional Trade Compliance Manager
Asia Pacific & Japan, Texas Instruments
马    云 女士   亚太区高级贸易合规经理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

11:35-12:10  越南的进出口产品分类管理政策及贸易
壁垒措施

◆了解越南如何对进出口产品实施分类管理
-禁止进出口的产品
-贸易部按照许可证管理的进出口产品

-由专业机构管理的进出口产品
◆限制进口政策和出口禁令政策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赵栋权 先生  亚太区贸易合规经理     莱尔德科技

12:10-13:30  午餐

13:30-14:30  印度进出口申报的主要注意事项及所需
认证 

◆印度贸易分类 Indian Trade Classification ITC（HS）Code 及
ITC（HS）目录中限制性商品的进出口许可 
◆如何申请印度的进出口代码（INDIA IEC） 
◆进出口货物申报的单证和手续要求及易罚款情形 
◆印度海关的减免税设备监管 
◆如何申请和获得中国出口印度所需的认证 
◆需要向SPECIAL VALUATION BRANCH（SVB）注册的情形及手续 

Nishant Hasmukh Shah 先生   合伙人
Economic Laws Practice （India）

14:30-14:50  下午茶及自由联络

14:50-15:50  企业海关业务中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演讲及小组讨论）

◆海关法律风险的特征
◆海关法律风险分析与案例解读
◆企业不合规的后果 
◆不合规责任风险的教训
◆如何做到企业经营活动合乎海关法律

周和敏 先生  合伙人    昊理文律师事务所
林健生 先生  亚太区贸易合规总监    TE Connectivity
吴水平 先生  贸易合规总监，亚太及日本地区，全球贸易合规    戴尔

15:50-16:20  日本进出口贸易中的特殊法规、要求及
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讨论

◆日本进出口贸易中通关环节需要提供的信息、许可证及包装要求

◆对某些产品或部件的特殊要求

◆危险品相关法规及疑难问题

Lynn Parker 女士  Regional Manager, International Trade & 
Customs APAC, ASML(香港）
罗旦玥 女士  法务合规经理，亚太区零件和售后服务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16:20-16:50  商品归类的有效管理——第7版《协调制
度》与跨国公司管理实践

◆第7版《协调制度》在亚太区各国的应用情况

◆企业内部税则号的有效管理——实践及工具

◆跨国公司HS code的全球化管理

◆HS编码在跨国贸易中常见的归类问题及应对措施

Lynn Parker 女士  Regional Manager, International Trade & 
Customs APAC, ASML(香港）

16:50  主题致辞，会议结束

会议日程 Day Tw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