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增值税
改革
2021 年 7 月 1 日起

生效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欧盟的增值税 (VAT) 规定将有重大调整，将会对
进口至欧盟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货件产生影响。 虽然改革主要针对
B2C 电子商务类货件，但也会影响 B2B 货件。

此次欧盟的增值税新规定，可能需要电商的业务系统和流程做相应调整。

若您是在网上售卖商品给欧盟的消费者，我们建议您现在就可以开始为业
务做好相关准备。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此次增值税改革

是如何影响至欧盟进口货件的操作

2021 年 7 月 1 日前 VAT 的操作方式 2021 年 7 月 1 日起 VAT 的操作方式

1. 
进口至欧盟，所有货物本身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的货件可以免征增值税。

欧盟将取消 22 欧元的增值税免税标准，这意
味着进口至欧盟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的货件不
再享有免征增值税。

2.
直接向欧盟消费者销售货品的电商企
业，应根据在其销售地的欧盟国家当
地的法规，进行增值税缴纳登记。

直接向欧盟消费者销售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
货品的电商企业，可以通过新的 IOSS 平台在
欧盟进行与增值税有关的登记、申报和缴纳。

对于在整个欧盟地区的销售增值税缴纳，仅需
注册一次即可

3.

通过网上商城向欧盟消费者销售货品的
企业，若在销售环节收取增值税，企业
需要负责确定货品的本身价值、申报和
缴纳增值税。

网上商城将负责确定在其平台上售出货品的本
身价值，若货品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可在
销售环节按目的地国的税率，向消费者收取增
值税。

之后，由网上商城负责通过新的 IOSS 平台申
报和缴纳这些货品的增值税。

发生了哪些调整变化？

1.
对货物本身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至欧盟的进口
件，取消免征增值税。

2.
推出进口一站式服务平台
（Import One Stop 
Shop，简称 IOSS），
让 B2C 企业在欧盟可以
为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
的货物结算缴纳增值税。

3.
网上商城将负责，在其
平台上销售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货物的增值税
申报缴纳合规。



在增值税方面为欧盟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目前，进口至欧盟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的货物免征增值税。 由于在欧盟境内寄件的欧
盟企业没有这种免征增值税待遇，这使他们处于竞争劣势。 因此取消进口免征权，
有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跨境电商提供便利
通过 IOSS 平台，欧盟希望改进和简化针对电商企业的增值税合规操作，使其无需在
多个国家同时进行增值税登记。 通过取消在海关清关过程中的增值税缴纳，还可以
加快通关速度。

打击电商增值税欺诈行为
根据最新估计，欧盟每年因跨境增值税欺诈损失 500 亿欧元。 通过改革，欧盟希望
更容易追踪增值税的缴纳，并推动企业和网上商城对增值税缴纳负责。 取消低值货
件的增值税免征，还有助于欧盟成员国从蓬勃发展的电商销售中获利更多。

欧盟为何要做出这些调整？

欧盟增值税改革的三大主要目的：



对您的企业有何影响？
新的欧盟增值税改革是否和如何对您的企业产生影响，取决于您所销售的货物价值、您的销
售对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以及您是否通过网上商城销售。

对于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的托运货件

价值不超过 22 欧元的货件将不再享有免征增值税。 无论发货给消费者还是企业，所有涉及
货物进口至欧盟的企业都会受影响。 现在，低值货物将需要做正式清关并缴纳增值税。 请考
虑这些改变对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的影响。

对于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托运货件

电商企业直接向欧盟的消费者销售货品

对于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托运货件，向欧盟消费者直接销售货品的非欧盟电
商企业，可以从以下两种增值税缴纳方式中选择其一：

您可以通过 IOSS 平台为所销售的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货品缴纳欧盟增
值税，这是非强制性的。 欧盟和非欧盟企业均可在 IOSS 平台上注册。

若您已在欧盟设立了运营机构，可向您所选的欧盟成员国的税务机关做登
记。 若您没有在欧盟设立机构，将需要指定一个中间人（如财务代理）通
过 IOSS 平台结算缴纳增值税。

在注册 IOSS 后，您无需在所有作为您销售目的地的欧盟成员国，进行增值
税缴纳登记。 IOSS 平台还能让您为那些定期缴纳增值税的货品，申报和缴
纳增值税。 由于增值税将不会在进口环节征收，货件将能更快完成清关。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不注册 IOSS。 然而，这可能导致在进口环节缴纳增值
税。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遵循以下指南。

您仍然可以选择在进口时通过海关申报缴纳欧盟的增值税。 为此在发件给
收件人时，您可以在 UPS 账单选项中选择使用“发件人支付所有费用”。
在货件清关时，UPS 会为您的货件向相关海关机构缴纳增值税，并将此费
用记入您的常规 UPS 发票中。 对于每票缴纳增值税的的货件，UPS 将根
据 UPS 服务和费率指南收取服务费。

1.
在销售环节向消费者
征收增值税，并向欧
盟申报。

2.
UPS 在进口环节申报
增值税，并向您的企
业收取

https://www.upscontentcentre.com/html/uk


电商企业通过网上商城向欧盟消费者销售货品

欧盟增值税改革规定，就增值税而言在某些情况下，网上商城将被视为其平台
上销售货品的供应商。 欧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网上商城承担增值税的合
规责任。

这意味着，网上商城将负责确定其平台上出售货品的本身价值，若货值不超过 150 欧元，则
在销售环节按照目的地国家的税率向消费者征收增值税，并通过 IOSS 平台向欧盟申报。 网
上商城还将负责保存必要的记录。

作为一家通过网上商城向欧盟消费者销售货品的企业，您应该审查您与网上商城签订的合同
中有关增值税的条款，并与之讨论网上商城该如何实施欧盟的增值税改革。

 若您使用的网上商城在销售环节收取增值税，您需要确保运输文件中
含有相关商城的 IOSS 编号。

x 若您使用的网上商城没有收取增值税，您应该根据前文中有关“电商
企业直接向欧盟消费者销售货品” ，选择其中之一操作。

商城是否正在收取
增值税？

有关欧盟增值税改革对网上商城承担责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来源：

欧盟委员会网站

欧盟委员会关于新的增值税电子商务规定的说明

欧盟理事会实施条例文件

对于价值 150 欧元以上的托运货件

欧盟增值税改革仅影响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货物。 对于超出 150 欧元的货物，您可以按照当前的
方式继续收取、申报和缴纳欧盟增值税，即可以在进口环节通过海关申报缴纳增值税，或者让您的客
户承担缴纳增值税的责任。

对于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托运货件（续）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vat/online-electronic-interfaces_en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sites/taxation/files/vatecommerceexplanatory_28102020_en.pdf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0c25ab9-1662-11ea-8c1f-01aa75ed71a1:~:text=Skip%20to%20Content-,Council%20Implementing%20Regulation%20(EU)%202019%2F2026%20of%2021%20November,distance%20sales%20of%20goods%20and


您的企业该如何做好准备？

确定您的哪些业务领域会受到欧盟增值税新规定的影响

评估您对欧盟增值税的财快需求： 可能需要更新系统和主要数据，以便在多个管辖
区确定和应用适当的增值税税率

若您想要通过一次注册登记，实现在整个欧盟地区为不超过 150 欧元的 B2C 货件
缴纳增值税，您可以考虑注册 IOSS 平台

若您在欧盟没有设立机构，但需要注册 IOSS，请指定一个中介人代表您处理在欧盟
地区的税务合规问题

若您想通过单次 IOSS 注册（若适用）替换所有现行境外欧盟增值税注册，请审查
并在适用时取消这些境外注册

若不注册 IOSS 平台，请确保您有一个有效的 UPS 帐户来收取进口费用

若您正通过网上商城销售货品，请联系商城了解，由谁负责为您价值不超过 150 欧
元的 B2C 货件处理增值税事宜

如果您使用 UPS Worldship® 或 H2H 作为您的寄件系统，请确保在系统可更新时
进行必要更新。

UPS 会做哪些准备？

UPS 正与欧盟及各欧盟成员国协作，以确保 UPS 的
系统及各国海关的系统已经为这些调整做好准备。

UPS 作为一家可靠优质的服务供应商，已经服务于欧
洲市场近 50 年。UPS 在此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帮
助企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根据此次增值税改革实施
的推进，我们将会持续做更新，以提供最新的资讯。

想在发运前了解所有到岸成本?

UPS TradeAbility® 可以帮助您在处理货件钱，了解相关的国际贸易法规和到岸成本。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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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ps.com/gb/en/services/international-trade/tradeability.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