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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 Services on Amazon 

1. 什么是 VAT Services on Amazon?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是一种增值税合规解决方案，让您可以通过卖家平台在线管理自己的

增值税注册和申报义务。它使您能够更轻松、更高效地处理增值税合规事宜，从而留出更多

时间来拓展欧洲业务。 

2. 谁能从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中受益？ 

所有在欧洲商城注册销售的亚马逊销售伙伴都有资格注册 VAT Services on Amazon，无任何限

制条件。 

3. 我可以在哪些国家/地区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根据您的企业成立地所在国家/地区，您可以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中选择服务国家/地区：
1  

 如果您的企业成立地在欧盟国家/地区以外，您可以在英国、德国和捷克共和国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如果您的企业是在欧盟国家/地区成立的，您可以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

捷克共和国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注意：VAT Services on Amazon 目前不支持英国统一税率方案(Flat Rate Scheme) 

4. 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优势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是一种方便且划算的解决方案，让您可以直接在卖家平台中处理增值

税注册、申报和提交事宜：  

 系统将逐步引导您完成增值税注册流程，以获得所选国家/地区的增值税税号，或是完成

您的税代转移流程以使用申报服务。  

 收到增值税税号后，您可以在税务代理提交增值税申报文件之前，通过卖家平台查看您的

定期（每月或每季度，以适用者为准）增值税申报报告。  

 您的亚马逊交易（销售、退货、跨境库存流转）的卖家平台报告已整合到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中，并且会连同您的非亚马逊数据（您在卖家平台内上传的那部分数据，包括进

口数据）自动与税务代理共享，以便计算您的增值税应缴净额。 

 

                                                           
1.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在贵公司成立的国家/地区不提供增值税注册或申报支持。例如，如果贵公司是在德国成立的，您将无法在德国

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进行增值税注册或申报。 

https://www.gov.uk/vat-flat-rate-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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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马逊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中的角色是什么？ 

亚马逊负责维护和管理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在卖家平台的界面。通过卖家平台，亚马逊卖

家能够：  

 上传税务代理办理增值税注册所需文件的电子副本  

 查看亚马逊整合的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  

 提供非亚马逊销售和采购报告（如适用）  

 查看税务代理准备的增值税申报报告  

亚马逊仅提供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界面，并促进您与税务代理之间的数据传输。亚马逊

不提供税务咨询或合规服务，例如增值税注册或申报。 

6. 税务代理是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当您注册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时，系统将提示您聘用税务代理并直接与其签订合同，以协

助您完成增值税注册和申报2。我们目前与 Avalara Europe Ltd. 和 KPMG3这两家税务合规服务

提供商合作。  

 如果您需要进行增值税注册，您的税务代理将负责：  

1) 确定您需要向相关机构提交哪些文档，并验证所需文档是否完整  

2) 准备税务申请表并提交给相关机构  

3) 在出现问题时，代表您与这些机构联络。  

税务代理将代表您获得增值税税号并将其提供给您。根据国家/地区的不同，相关机构也可能

直接将增值税税号发送给您。  

 对于定期增值税合规性报告申报，您的税务代理将负责：  

1) 申报窗口期关闭后，根据您的交易数据（经您审查和提供的亚马逊和非亚马逊数据）准备

增值税申报报告  

2) 代表您将最终增值税报告提交给相关机构  

3) 计算您每月/每季度应缴的增值税税额，并提供每个国家/地区的付款详细信息，以便您有效

地发起付款。  

 

 

 

 

                                                           
2 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中，税务代理提供增值税合规服务，但不提供税务咨询服务。如有需要，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以获得税务建议。 

3 KPMG 是负责提交德国增值税申报的税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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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申报介绍 

1. 什么是增值税申报？ 

增值税申报是准备和向税务机关提交报告的过程，以向他们提供您在一段时间内的交易信息，

并告知其您应缴的增值税金额。  

2. 增值税申报的类型 

通常，您能够通过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申报以下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报告： 

 增值税申报： 增值税申报包括如下方面的信息：该期间向买家征收的增值税、该期间向

供应商支付的增值税、跨境销售、跨境采购以及进出口。税务机构将使用此类信息计算您

在该期间应缴纳的增值税。  

 EC 销售/采购清单 (ECL) ： EC 销售/采购清单申报供欧盟成员国用来确保欧盟跨境 B2B 商

品销售和采购的正确计算。如果您为其他欧盟国家/地区中注册增值税的买家提供商品或

服务，您必须在 ECL 中申报这些供应品。卖家在亚马逊运营中心之间的库存移动也需要包

括在这些报告中。 

 Intrastat： Intrastat 申报用于收集在欧盟 (EU) 各国之间发生的商品贸易的相关信息并生成

统计数据。只有当卖家的销售额超过某个阈值时，才需要提交这些报告。销售阈值因国家

而异。 

除了以上三种报告，某些国家有其他特殊申报: 一些国家会要求增值税登记企业提交附加的申

报报告。这些报告通常为了进一步收集有关业务交易的统计信息。例如波兰的 SAF-T和捷克共

和国的管控清单。 

增值税申报通常是按月、按季度或按年报告，具体取决于国家和报告类型。 

 使用申报服务之前，您需要： 

1. 如果您选择申报的国家没有增值税号码：您需要先通过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注册该国

税号。 

2. 如果您选择申报的国家已经有增值税号码：从其他税务代理转移到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并使用申报服务。 

以上两种情况，请点击链接参阅注册手册，了解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注册或转税代流

程。 

https://m.media-amazon.com/images/G/02/VISA/VATServicesonAmazon_OnboardingGuide_CN._CB1198675309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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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步骤指导 

1. 一次性设置 

一旦您通过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完成了增值税注册或转税代，点击【报告】-- 【提交您

的增值税】，点击【下载】以审阅您的商品税务文件4，并点击【完成设置】开启申报之旅。 

  

2.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申报的流程和时间表 

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申报税务简单分为 5 个步骤： 

 流程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审查商品税务文件 / 中欧时间每月 7 号 23:59 

2 审查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 中欧时间每月 4 号 10:00 中欧时间每月 7 号 23:59 

3 审查附加增值税报告并添加非亚马逊交易 中欧时间每月 4 号 10:00 中欧时间每月 7 号 23:59 

4 审查申报文件 / 中欧时间每月 7 号 23:59 

5 付款（必须） 一旦生成付款信息 付款截止日期 

3. 步骤 1：审查商品税务文件 –用于准备增值税交易报告的信息 

 什么是商品税务文件？ 

商品税务文件是一个模板，其中已经预先填写您为了在欧盟站点发布商品而向我们提供的信

息，这些信息是用于完成您的增值税申报所必要的。该文件尤其还包含了您在欧盟内的商品

的流转。 

 

 

 

                                                           
4 关于商品税务文件的更多信息请见以下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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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税务文件包含哪些内容？ 

商品税务文件包含您过去 3 个月内在亚马逊网站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国家站点上，

有过销售、退款或退货记录的所有产品的详细信息。 

商品税务文件中的信息已经由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根据您之前提供的信息进行了预填充，

因此您只需要查看这些信息，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新。您有责任确保预填充的信息是正确的。

本文件中每个产品都需要填写以下信息: 

 ASIN, 卖家 SKU 和商品名称 

 成本价格，亚马逊上发布的商品价格 

 制造地 

 用于进出口货物分类的商品编码 

 其他必要信息 

 为什么商品税务文件没有包含我全部的商品? 

为了使您的产品税务文件尽可能简单，VAT Services on Amazon 将只生成您过去 3 个月内在订

阅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国家站点上有过销售、退款或退货记录的所有产品的详细信息。

这是为了确保您只须审查您的税务申报国在当前申报阶段所需要的产品信息。 

 多久审查一次商品税务文件？ 

在您的税务代理准备每个月的增值税申报之前，您应该都检查一下您的商品税务文件，因为

在最近一个月内可能有新产品在您的某个增值税申报国销售、退款或退货。 

 如何更改商品税务文件？ 

1. 从卖家平台的商品税务文件页面中下载预填写的商品税务文件（如下图）。 

2. 查看商品税务文件，如果需要更改，请及时更新最新信息。 

3. 将商品税务文件保存为“Unicode text file”文件。 

4. 点击【上传】完成更新商品税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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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 2：下载并查看您的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 

 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包含什么内容? 

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中包含在订阅了亚马逊增值税服务的国家/地区中发生的交易的增值税

相关信息。其中包含如亚马逊配送网络 (AFN/FBA) 和卖家自行配送 (MFN) 渠道中的买家发货、

买家退货、买家退款、亚马逊运营中心转运和入库库存转运等详细信息。 

您将看到在 AFN 和 MFN 渠道上进行以下类型交易的相关信息： 

1. 销售：买家向您购买商品的所有交易。（仅在您激活了增值税计算服务 VCS 情况下，亚马

逊增值税交易报告才会包含您的销售交易，详情见下文） 

2. 退货：买家向您退回商品并且发生商品流转的所有交易。 

3. 退款：您向买家发起退款并且未发生商品流转的所有交易。（仅在您激活了增值税计算服

务 VCS 情况下，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才会包含您的销售交易，详情见下文） 

4. 亚马逊运营中心转运：库存在亚马逊运营中心之间的所有流转。  

5. 入库：库存进入亚马逊运营中心的所有流转。  

注1. 如果卖家发出退款并将货物实际退回到亚马逊物流中心，所有相关交易将自动在您的

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中进行报告。你没有必要单独报告这些。 

注2. 多渠道配送(MCF)交易不包括在本报告中，必须作为非亚马逊交易添加到您的附加增值

税报告中。 

 增值税计算服务（VCS）是什么？我怎样能够激活该服务？ 

亚马逊企业采购商城买家称，如果能够收到增值税发票凭证，他们将更有可能购买商品。借

助增值税计算服务，您将能够向亚马逊企业采购商城买家显示他们希望看到的不含增值税的

定价和增值税发票。通过向我们提供您的增值税信息和其他税务配置偏好设置，我们的服务

将可以为通过亚马逊欧洲商城收到的所有订单计算适用的增值税，并开具电子版增值税发票。

您还可以获取详细的增值税报告，以便您履行申报义务。 

请查看帮助页面激活增值税计算服务。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uk/gp/help/201606000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help/help.html?ie=UTF8&itemID=202084570&languag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tax/consolidatedRegistrations?context=enrollment&ref=hp_b2b_vcs_2021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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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同意报告中的数据怎么办? 

此报告是系统使用商品税务文件和其他相关交易中提供的数据自动生成的。如果您对亚马逊

增值税交易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 

请注意，如果您的亚马逊销售或退款已经出现在您的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那么您无法更

改增值税的计算。这是因为亚马逊已经为这些销售和退款提供了增值税发票，您增值税文件

上申报的增值税必须与您发票上申报的增值税相匹配。 

但是，您可以通过更新您的商品税务文件来更改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中的商品成本价格和

一些统计数据的信息（比如：产品重量，商品编码等）。详情请参阅商品税务文件。 

 

 

 

5. 步骤 3：下载并查看附加增值税报告（包含非亚马逊交易&进

口增值税） 

 附加增值税报告包含什么内容？  

附加增值税报告包含您的非亚马逊销售，退款，退货，贷记，货物在欧盟的跨境移动，采购

或进口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激活亚马逊增值税计算服务（VCS）它还可能包含您未被计算的亚

马逊销售和退款交易。此外，在某些交易中，亚马逊增值税计算服务可能没有计算增值税，

而卖家也需要为这些交易提供遗漏的信息。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uk/gp/help/202104830?ref=ag_202104830_cont_202098630&languag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tax/consolidatedRegistrations?context=enrollment&ref=hp_b2b_vcs_2021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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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如何计算附加增值税报告中的交易所应缴纳的增值税？ 

您的附加增值税报告已填充有您的亚马逊销售和退款交易详情，原因是这些交易的增值税信

息（包括增值税率和增值税金额）是由 VAT Services on Amazon 的增值税计算工具计算得出

的。 

请务必查看这些交易的详情，以确保增值税信息准确无误，并与您为这些交易开具的增值税

发票和贷记单一致。 

 如果我使用增值税计算服务，为什么我仍然在这个报告中看到销售和退款交易? 

如果您使用亚马逊的增值税计算服务，附加增值税报告可能包含缺少某些信息的部分亚马逊

交易的相关信息，以确保您的增值税申报的准确性。 

您应查看这些亚马逊交易的详情以确保它们准确无误，同时还应使用此报告提供所有非亚马

逊交易的详情，包括销售、退款、退货、款项、欧盟跨境库存流转和采购。 

 如何更改此报告的内容？ 

1. 点击蓝色【附加增值税报告】下载附加增值税报告。用上月的交易信息更新该报告。  

2. 如需填写进口增值税，模板请参考表格下方的“示例”或“example”工作表。 

3. 任何对此表格的修改完成后请点击【Validate Template】按钮审查是否格式正确，并点击

【Save as Unicode Text File】保存后上传。 

4. 您需要在当月 7 号之前进行更改，请点击【上传】将更新后的报告上传至亚马逊卖家平

台，在您修复错误或点击【排除错误交易】按钮之后，亚马逊将不会提报包含错误的交

易。  

5. 请注意，每月 7 号之后将不能修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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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在申报准备时段内提供数据怎么办？ 

在申报准备窗口期间，您可以通过修改或添加您的附加增值税报告的交易来更改您的增值税

申报。一旦错过申报窗口开放的最后期限，您就无法通过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对您的增值

税申报进行任何更改。 

如果你忘记在申报窗口开放的最后期限前提供数据，请联系卖家支持团队可选择进一步的操

作。 

6. 步骤 4：查看生成的申报文件 

 如何查看申报文件？ 

一旦您审查了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和附加增值税报告，你应该点击【查看申报】来查看他

们生成的申报文件。在这个页面上，您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增值税税金概要，以及每个申报

的状态和截止日期。 

你也可以通过点击【下载所有申报】来查看完整的申报文件。这将下载一个压缩文件，其中

包含您的所有申报文件的 PDF 或 tx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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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点击【过去的申报文件】查看过去的申报并缴纳过去申报的应缴税金：  

 

7. 步骤 5：缴纳增值税税金 

 付款流程和截止日期 

在申报文件生成后，您可以通过点击【查看付款说明】来查看付款说明。您可以通过 VAT 

Services on Amazon 页面查看各个相应国家/地区应缴增值税金额和付款截止日期。请务必 

 对于要向税务机构缴纳的所有增值税，您必须按付款说明中的要求，在转账过程中提供正

确的增值税付款参考码。 

 保证税务机构在截止日期前收到您缴纳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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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每个国家的增值税付款的截止日期。请注意，这些截止日期可能每个月都有变化，

为了支付增值税，请务必遵循税务代理为您准备的付款期限和付款说明，这些说明可以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服务页面中找到。 

国家 付款截止日期 

德国 增值税申报期结束后的次月 10 号 

英国 增值税申报期结束后的次月 31 号 

捷克共和国 增值税申报期结束后的次月 25 号 

 

 对增值税延时付款的处罚 

下表详细列出了税务机关对增值税滞纳金的处罚范围。违法行为的处罚是复杂而主观的法律

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适用更高的处罚。 

国家 处罚原因 罚金 

英国 推迟支付税金 罚金一般在增值税税金的 0%到 15%之间。 

德国 推迟支付税金 罚金一般为每个月未付增值税税金的 1%。 

捷克共和国 推迟支付税金 罚金一般为应付增值税税金的利息。 

 

注：以上资料仅供参考。税务机关将根据具体情况对处罚作出评估。本页所载资料并不构成

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亦不得用作此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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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追溯力的增值税申报  

1. 什么是有追溯力的增值税申报（历史税费申报） 

当某个国家最终给您签发增值税税号时，在您获得税号或在首次申报之前，您可能就会有一

些已到期的增值税申报表。通常有两个原因: 

1. 在提交某国增值税登记申请之前，您在该国就有注册增值税的义务，例如：因为您一直

在该国存储库存，即有义务注册税号并提交申报。 

2. 从您提交增值税登记申请到您从税务机关收到您的增值税登记号码并提交您的第一次纳

税申报表之间可能有一段时间。 

在这两种情况下，您将被要求提交追溯增值税申报表，从较早的日期，直到您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上提交了您的第一个增值税申报表。 

1. 如何申报有追溯力的增值税? 

如果您有可追溯的增值税申报，您将在查看报告时看到一个不同的页面，会显示您当前的申

报月份以及所有追溯申报已到期的历史月份。 

你也可以点击“有追溯力的申报”进入专门的追溯申报页面，页面会显示所有追溯申报的概览，

并且所有可追溯的申报已在之前的申报期提交。 

您需要分别点击有追溯力增值税申报的月份，并像往常一样审查相应的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

告和附加增值税报告。 

2. 我没有看到可以申报有追溯里增值税的选项，我该怎么设置?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尚未对所有卖家开放有追溯力的增值税申报设置的功能。如果你需要

申报历史追溯期的税务，请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 

 帮助链接：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卖家平台增值税注册和申报的解决方案。 

VAT Services on Amazon 帮助页面：位于卖家平台的详细帮助信息。 

增值税资源网站： 整合了增值税相关参考信息的主要对外网站。 

增值税计算服务： 允许您将增值税号上传到卖家平台中的服务。 

如果在使用 VAT Services on Amazon 时需要帮助请联系亚马逊卖家支持。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cu/contact-us?categoryId=30052&typeId=30119&languag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rvices.amazon.co.uk/services/vat-services-on-amazon-cn.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help/help.html/ref=ag_202098490_bred_202098500?ie=UTF8&itemID=202098490
https://gs.amazon.cn/vat.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tax/consolidatedRegistrations?context=enrollment&ref=hp_b2b_vcs_202116810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cu/contact-us?categoryId=30052&typeId=30119&language=zh_CN&languageSwitche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