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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帮助您处理可能遇到的因英国或德国税务机构增值税查账通知而出现的账号问题。通过本手册您将了

解账号被冻结的原因，恢复账号所需要的增值税合规的帮助资源和持续维持账号增值税合规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从而帮助您在亚马逊欧洲站点持续合规地开展您的业务。 

亚马逊英国站点账号被冻结 
 

1. 为什么我的亚马逊英国站点账号被冻结？ 

亚马逊收到英国税务机构（HMRC）的通知，表示您的账号未完成英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因此，根据适用法律

的要求，亚马逊必须暂停您在英国站点的销售权限。您可以通过卖家平台→【绩效】→【业绩通知】中标题为

“Account Block”的消息了解英国站点被冻结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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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恢复我的账号？ 

当您通过业绩通知了解英国站点被冻结的详细信息后，可以通过该消息中提供给您的问题参考编号（Case 

Reference number）邮件联系英国税务机构（英国税务机构的联系方式请以业绩通知为准），确认税务机构的

要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当亚马逊收到英国税务机构的官方通知，表明您的问题已解决且其已撤销通知，才能恢

复您的账号。 

 

若您需要税务代理商代表您与税务机构进行沟通，您可以点击联系亚马逊第三方服务商网络中的供应商。  

 

若您针对如何恢复账号有更多问题，请通过回复卖家平台→【帮助】→【问题日志】中标题为“【重要收到请回

复】您的账号未完成英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的消息与亚马逊卖家合规部门联系。同时可以加入 QQ 群：

156292220，了解更多有关欧洲增值税查账信息【进群请提供您的卖家记号】。 

 

 

 

 

 

如需了解有关英国税务机构通知的特定信息，可访问关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增值税通知的信息以及英国政府资源

网站。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spn/searchpage/Taxes?ref_=sc_gspn_talst_talst&sellFrom=CN&sellIn=UK&localeSelection=zh_CN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gp/help/help.html?ie=UTF8&itemID=G202163000&
https://www.gov.uk/guidance/vat-overseas-businesses-using-an-online-marketplace-to-sell-goods-in-the-uk#overseas-seller
https://www.gov.uk/guidance/vat-overseas-businesses-using-an-online-marketplace-to-sell-goods-in-the-uk#overseas-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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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1）在您收到英国税务机构的通知后，请及时通过卖家平台→【绩效】→【业绩通知】中标题为“Account Block”

的消息查看您是否被要求上传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如适用）站点的增值税税号, 您需要根据业绩通知在规定的日

期内上传有效的增值税税号，若超过截止日期未将其上传，亚马逊将会暂停您缺少有效增值税税号的相应站点的

销售权限。 

 

2) 请持续使用您的问题参考编号（Case Reference number）备注与英国税务机构沟通的邮件标题，进行申诉的

时候建议您客观罗列因素和理由。同时请您注意确认回复资料的格式（如税务机构告知使用 Dropbox 上传资料），

并严格遵守税务机构给出的最后确认与答复时间。 

 

3）在您配合英国税务机构（HMRC）的审查过程中，可能会被要求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审查： 

 亚马逊销售数据报告: 税务机构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的销售数据明细-包含您在亚马逊其他欧洲站点产生的

销售 

 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 税务机构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的增值税交易报告 

 亚马逊物流数据报告: 税务机构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的亚马逊物流数据报告 

 清关交易报告: 税务机构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的清关交易报告 

 在哪些欧洲国家已注册增值税税号 

 每个欧洲国家注册的增值税税号号码 

 采购货物清单凭证，即任何可以作为抵扣进口增值税证明的凭证，如 C79 的复印件，若您无法提供 C79

复印件且您正在使用低税率申报，您需要提供 C88 的复印件以及任何货物运输或采购发票明细 

 销售报告和进项发票 

 如是目的国计税原则，需要提供其他欧盟国家申报回执，以及欧盟调仓申报回执 

 中国的采购发票，以及中国自发货面单 

 

 

部分数据报告您可以通过亚马逊卖家平台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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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销售数据报告：登陆卖家平台，点击【数据报告】→【付款】，通过导航栏【日期范围报告】，

点击【生成报告】, 选择【汇总】并通过【自定义】勾选对应的报告日期范围，点击【确定】即可生成报

告，再点击【下载】即可获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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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登陆卖家平台，点击【数据报告】→【库存和销售报告】，通过左侧边栏【税

费】点击【亚马逊增值税交易报告】，通过【下载】按钮，选择对应的动作月份，点击【请求.csv 下

载】即可以通过下方导出您所需的数据报告。 

 

 

 

 

 

 
 

 

 亚马逊物流数据报告：登陆卖家平台，点击【数据报告】→【库存和销售报告】，通过左侧边栏【销售

额】点击【亚马逊配送货件】，通过下载【按钮】，选择对应的事件日期，点击【请求.csv 下载】即可

以通过下方导出您所需的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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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关交易数据报告：登陆卖家平台，点击【数据报告】→【付款】，通过导航栏【日期范围报告】，点

击【生成报告】，选择【交易】并通过【自定义】勾选对应的报告日期范围，点击【确定】即可生成报

告，再点击【下载】即可获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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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德国站点账号被冻结 
 

1. 为什么我的亚马逊德国站点账号被冻结？ 

亚马逊收到德国税务机构的通知，表示您的账号未完成德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因此，根据适用法律的要求，亚

马逊必须暂停您在德国站点销售权限。您可以通过卖家平台→【绩效】→【业绩通知】中标题为“Account 

Block”的消息了解德国站点被冻结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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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如何恢复我的账号？ 

当您通过业绩通知了解德国站点被冻结的详细信息后，可以通过该消息中提供给您的问题参考编号（Case 

Reference number）邮件联系德国税务机构（德国税务机构的联系方式请以业绩通知为准），确认税务机构的

要求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当亚马逊收到德国税务机构的纸质撤销通知，表明您的问题已解决且其已撤销，才能恢

复您的账号。 

 

若您需要税务代理商代表您与税务机构进行沟通，您可以点击联系亚马逊第三方服务商网络中的税务代理商。 

若您针对如何恢复账号有更多问题，请通过回复卖家平台→【帮助】→【问题日志】中标题为“【重要收到请回

复】您的账号未完成德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的消息与亚马逊卖家合规部门联系。同时可以加入 QQ 群：

156292220，了解更多有关欧洲增值税查账信息【进群请提供您的卖家记号】。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spn/searchpage/Taxes?ref_=sc_gspn_talst_talst&sellFrom=CN&sellIn=UK&localeSelection=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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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1）在您收到德国税务机构的通知后，请及时通过卖家平台→【绩效】→【业绩通知】中标题为“Account Block”

的消息查看您是否被要求上传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如适用）站点的增值税税号, 您需要根据业绩通知在规定的日

期内上传有效的增值税税号，若超过截止日期未将其上传，亚马逊将会暂停您缺少有效增值税税号的相应站点的

销售权限。 

 

2）请持续使用您的问题参考编号（Case Reference number）或您的德国本地税号（Steurnummer）标注与

德国税务机构沟通的邮件标题，建议使用德文联系沟通。同时请您注意确认邮件回复资料的格式及大小要求，若

您采用邮寄材料的方式，请注意将税务机构原始信件一并附上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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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账号被冻结 
 

1. 为什么我的亚马逊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账号被冻结？ 

亚马逊收到英国税务机构（HMRC）或德国税务机构的通知，显示您的账号未完成英国或德国的增值税合规要

求，在进一步审查您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如适用）后，发现您在这些站点卖家平台中缺少有效的增值税

税号，并且您未在截止日期前将其上传，因此为了加强卖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的增值税合规，亚马逊暂

停了您在相应站点的销售权限。 

 

2. 我如何恢复我的账号？ 

您需要尽快完成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如适用）的增值税注册，当您在卖家平台中上传相应站点的有效增值

税税号后，亚马逊将尽快为您恢复这些站点的销售权限。 

 

如何在卖家平台中添加增值税税号？ 

登陆卖家平台→点击【设置】→【账号信息】→【税务信息】→点击【公司设立信息】添加 VAT/GST 注册信

息。 

 

 

 

 

 

 

 

 

 

 

 

 

 

 

如果您需要增值税注册及申报方面的帮助，我们提供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来协助您解决您的税务需求： 

该服务可以帮助卖家线下注册欧洲 7 国的增值税；并在卖家平台进行自动化申报。您可点击链接了解更多详细信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vat-registration/v2/index.html#/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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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开始使用。 

 

如果您对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站点账号恢复有更多问题，请通过回复卖家平台→【帮助】→【问题日志】中标题

为“【重要收到请回复】您的账号未完成英国/德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的消息与亚马逊卖家合规部门联系。同时

您可以加入 QQ 群：156292220，了解更多有关欧洲增值税查账信息【进群请提供您的卖家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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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持续维持账号的增值税合规状态 
 

1. 及时上传有效的增值税税号 

亚马逊各站点的所有卖家都应满足法律规定的合规要求。每个欧洲国家/地区的增值税注册要求各不相同，您需

要在产生增值税义务的站点及时上传有效的增值税税号，并确保您上传的增值税税号与您的卖家平台的公司注册

名称一致。同时，请牢记您在英国税务机构（HMRC）网站上登记注册的账号及密码（如适用），以确保您后续

可以自行管理并及时查看相关税务材料。 

 

2. 及时申报并足额缴纳增值税（包含您在非亚马逊平台产生的销售） 

收到增值税税号后，您需要督促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定期（每月或每季度，以适用国家/地区为准）进行增值税

申报，并足额缴纳应缴净额。如果超过税务机构法定的截止申报日期，税务机构会记录您的违约行为，将会产生

滞纳金、罚金，利息，甚至引起税务机构关注并引发查账风险。 

 

3. 与亚马逊第三方服务网络中可信赖的服务商合作 

您可以聘用信誉良好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包括选择亚马逊第三方服务网络中的服务提供商以获取增值税注册及申

报服务。相关服务供应商联系信息，请点击链接查看。1 

 

4. 保留销售/采购清单及欧洲境内货物清关凭证 

请您保留好您在欧洲境内的货物采购及进口清关凭证，如 C88（进口增值税申报文件），当您收到此文件时，请

及时核对该文件上的 EORI 号与增值税税号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与您的公司注册名称是否一致，若存在差异，请及

时申请修改。同时，在您进行货物清关时，请使用您的公司注册名称的 EORI 号进行货物清关及增值税税号进行

进口增值税申报。 

 

5. 保持关注并及时回复税务机构向您或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发送的通知 

税务机构可能通过邮件或信件的形式向您或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发送通知，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您提供相应文件、

及时进行税务申报、及时缴纳或补缴税金等，请您及时关注并回复税务机构的通知。若税务机构通知未得到及时

回复或通知问题未及时解决，税务机构将可能要求亚马逊对您账户相应站点采取一定限制措施。 

 

                                                   
1 免责声明：请注意，亚马逊提供的这些信息仅作为信息资源。如果您选择以上税务服务提供商，可与该服务提供商直接签署合同，他们

将按照您的指示为您提供服务。亚马逊不会对任何服务提供商或其服务承担责任。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com/gspn/searchpage/Taxes?ref_=sc_gspn_talst_talst&sellFrom=CN&sellIn=UK&localeSelection=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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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保正确完成您的转换税务服务提供商流程 

如您确需转换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请确保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转换流程正确且完整。在您的新服务提供商正式

交接您的相关税务事宜前，请保持由原服务提供商按时完成税务申报。且因转换服务提供商需原服务提供商提供

对应资料或做相应的授权，建议您持续与原服务提供商积极保持沟通，直至转换流程完毕。 

  



15 

 

 

常见问题 
 

1. 我的账号低于该国家/地区的远程销售起征点，为什么会被冻结？ 

解答：无论您的销售量如何，在欧洲国家/地区有待售库存都会在该国家/地区产生注册相应国家的增值税的义

务。 

2. 我正在申请某个国家/地区的增值税税号，能否向亚马逊提供有关正在注册的证明，以便亚马逊恢复站点销售

权限？ 

解答：不能，根据账号冻结的原因，亚马逊只能在您将有效增值税税号上传到卖家平台或亚马逊收到相关税务机

构的撤销通知后才能恢复您的站点销售权限。 

3. 我已在卖家平台中上传英国/德国的增值税税号，为什么会被冻结？ 

解答：建议您查看业绩通知确定您的账号被冻结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请注意：如果您的账号冻结是由于税

务机构的通知，请您联系相应税务机构沟通确认，亚马逊无法知晓您未满足增值税合规要求的具体原因。税务机

构查账常见原因2： 

1）未注册对应增值税税号； 

2）未按时进行增值税申报； 

3）未按时足额缴纳税金； 

4）常年零申报； 

5）税务机构常规审查卖家税金缴纳情况； 

6）频繁修改已提交的申报回执； 

7）转换税务服务提供商引发的授权信息有误，导致增值税税号无代理、无地址引发税务冻结。 

4. 我已在某个欧洲国家/地区注册增值税，能否在欧洲其他国家/地区的亚马逊账号使用相同的增值税税号？ 

                                                   
2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请以税务机构实际信息为准，不构成任何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不得作为此类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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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欧洲国家/地区的增值税注册要求各不相同，您不能在多个不同国家/地区使用同一个增值税税号。例如，

拥有英国增值税税号不会满足德国增值税税号的要求。 

5. 如果我改变业务模式，不再使用亚马逊仓储物流服务(FBA)或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Pan-EU)，并从被冻

结的商城移除库存，是否仍需提供增值税税号？ 

解答：是的，不再使用亚马逊仓储物流服务(FBA)或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Pan-EU)并不会免除您过去存储库

存所产生的增值税义务。您必须为被冻结的站点提供增值税税号，才能继续进行销售。 

6. 通常税务机构的合规审查需要多久？ 

解答：税务机构的审查时间通常取决于您提交审查材料或缴纳增值税欠款的速度。如果您能够及时与税务机构取

得联系并向税务机构提供相关材料，将会帮助税务机构缩短您的审查时间。参考处理时长：英国税务机构增值税

查税处理完成周期约为 3-6 个月，德国税务机构增值税查税处理完成周期约为 1-2 个月。3 

7. 我已经收到税务机构邮件，告知我完成了税务机构的合规审查，何时会解封账户？ 

解答：亚马逊会在您完成增值税义务合规事宜，并收到税务机构寄出的撤销函后进入您账户的解封流程。需要注

意的是，英国税务机构的撤销函为电子版本，德国税务机构撤销函为纸质版本。纸质版撤销函邮寄需要一定的时

间（两周左右）。如您收到税务机构已寄出撤销函给到亚马逊的相关凭证，也请您及时将凭证回复到【问题日

志】中标题为“【重要收到请回复】您的账号未完成英国/德国的增值税合规要求”的 case 中，我们会积极为您

追踪您账户的解封进程。 

8. 如果我现在加入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进行增值税的注册及申报，我该如何操作？ 

解答：如果需要在欧洲注册和申报增值税，我们提供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帮您解决增值税需求：该服务支持

注册欧洲 7 国的增值税税号（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和捷克），以及卖家平台自动化增值税

申报。注册后，可自由选择亚马逊合作的税务代理为您提供服务。这项服务能让您更轻松、有效地处理欧洲增值

税，为您的欧洲站业务助力加速。点击链接了解更多。 

 

                                                   
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请以税务机构实际信息为准，不构成任何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不得作为此类建议使用。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vat-registration/v2/index.html/ref=vl_su#/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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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进入卖家后台，在导航栏中选择数据报告，点击“管理您的增值税”； 

第二步：进入欢迎页面，了解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并且点击“立即开始”； 

第三步：进入注册页面，选择您所需要服务的国家，审阅条款与条件。确认系统自动为您分配的税务服务提供商，

或更换其他适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 

第四步：进入问卷页面，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将在三个工作日之内联系您； 

第五步：与您的税务服务提供商开始合作，进行您的增值税注册/转移； 

第六步：开始您的增值税注册或申报。 

更多资源 

增值税资源网站：欧洲增值税常见问题。 

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帮助您解决欧洲 7 国的增值税注册或申报。  

https://gs.amazon.cn/vat.html
https://sellercentral-europe.amazon.com/vat-registration/v2/index.html/ref=vl_su#/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