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亚马逊物流（FBA）先机，
率先开拓欧洲市场！
欧洲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整体，在英国脱欧以后，由于英国以及欧盟之间建立了新的海关边境，所以您的
货物无法自由地在两边流通，需要您向两个地区同时发货入亚马逊物流仓库。我们建议您同时准备多国
的亚马逊物流（FBA）以及欧洲增值税税号来获取欧洲整个市场的流量。

（一） 抢占先机第一步：英国 VAT 注册时间太长？税务资料提前准备！
如果您打算使用亚马逊物流 (FBA) 在英国开展贸易，请您参考下方流程图，并提前准备以下文件并及时
提交给您的税代。

1. [HMRC 问卷调查]
2. [屏幕截图：英国亚马逊物流 (FBA) 发送的欢迎电子邮件]
3. [屏幕截图：已启用亚马逊物流 (FBA)]
4. [屏幕截图：亚马逊物流 (FBA) 发送货件页面]
5. [采购发票]
6. [配送/承运人合同]
7. [亚马逊销售数据报告]
8. [您在英国销售的商品的存放地址详细信息]
*关于以上资料的模板和具体获取方式，请向您的税代进行咨询或至您注册链接中的注册上线指导群的群文件中进行下载。

（二） 抢占先机第二步：欧洲 VAT 时效早知道，FBA 入仓快人一步！
如果您在任何欧洲国家/地区使用 FBA 服务销售商品，您需要注册当地国家的增值税税号 (VAT) 。建议
您在开启欧洲 FBA 业务前提前了解欧洲各国增值税税号（VAT）的申请时效，提前准备各国 VAT。我
们推荐您在欧盟境内率先入仓 VAT 时效快的站点，目前 VAT 时效最快的国家为意大利，建议您优先考
虑入仓意大利并同时加入“体验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使用远程销售配送商品至欧盟其他国家，
即刻享受本土配送费用销售至所有欧盟国家！税号申请时效参考：
税号申请时效参考
VAT
EORI
总计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11 周 12 周 12 周
1 周 12 周
1周 4周 1周
4周
2周
12 周 16 周 13 周
5 周 14 周

*注意：数据均来源于第三方税务服务商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提供的平均时效，不代表亚马逊观点。具体注册时效建议
您注册前咨询您的税代并在注册过程中和税代保持沟通。

【意大利远程配送至欧盟国家全指导】
符合条件的卖家注册“体验亚马逊物流欧洲整
合服务”限时促销计划，免收最高 3 个月跨境
配送费用的优惠！即享 Pan-EU 本地配送费用
标准，节省高达 53% 的配送费用*！
如何获得优惠？：
•

若要参与，必须注册该促销。

•

过去 6 个月内，欧洲站专业卖家均未同时
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捷克、
波兰所有这 6 个国家/地区存储相关商品的
亚马逊物流库存，将符合此促销的卖家条
件

•

该促销活动适用于亚马逊德国、法国、意
大利和西班牙商城的新增商品。以及过去
12 个月内，针对符合条件 ASIN 没有提供
在售亚马逊物流商品。

•

先注册加入此促销活动后再在德国、法
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商城，均创建 offer 并
且 FNSKU 保持一致，且确保商品状态为在
售。

•

此促销活动有效期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商品可以享受最多三个月
的费率优惠。

*将每种商品尺寸和重量的国内配送费用与欧洲配送网络费用相比较，计算得出可实现的最高节省费用。

（三） 抢占先机第三步：虎年 VAT 新春福利（免费总额高达€598*），意大利头程物
流限时促销等你来！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开始使用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即可享受
（仅针对 2022 年新入驻欧洲站的卖家）：
➢ 英国+欧盟任意一国 VAT+EORI
➢ 税号注册费（原€50/国）免费！
➢ 申报服务费（原€33/月/国）6 个月免费！
➢ 财税代表费（原€21/月/国） 6 个月免费！
如何开启福利：
1. 扫描上方二维码，登记您想开通的国家（默认包含英国）
2. 移步至卖家平台开启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数据报告-管理您的增值税）
*在欧洲，一些国家/地区要求非欧盟纳税人任命财税代表才能注册增值税。 这意味着，如果您是非欧盟卖家，则需要在某些欧盟国家/地区指定财税代表才能注册增值
税。如果您使用了亚马逊增值税整合服务, 则您的财税代表将是您的第三方税务服务提供商.中国卖家目前仅需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缴纳财税代表费用。

意大利航线物流促销（促销代码:IT 2022）海派/空派物流商
注意事项：
1.与下述服务商沟通时请务必使用统一促销代码“IT2022”来获得优惠。
2.部分服务内容请参考下述表格，如需获取各服务商提供的头程运输服务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详询服务商。
免责声明： 请注意，亚马逊仅作为信息资源提供这些列表。如果您选择保留服务提供商，您将直接与该提供商签约，该供应商
将向您提供您的方向的服务。亚马逊不认可任何服务提供商或其服务。 以上以换算货币显示的所有价格仅供参考，服务提供商
可能会以不同的货币或金额向您收取费用，外加任何适用税费。
海派头程物流供应商

服务亮点

联系人

大森林

1.时效好
2.合规咨询服务，发货前产品预审
核，减少潜在风险
Mark
3.购买到FBA上架险，对运输途中
的货损有保障

美设

1. 船期稳定，时效可控
2. 合规清关，安全保障
3. 全程追踪，在线查询

堡森三通

空运头程物流供应商
大森林

中外运

佳成国际
九方通逊

1. 合规荷兰VAT递延，拒接包税
2. 保柜保仓稳定快船
3. 自营海外仓增值服务
4. 查验低，清关快
5. DPD派送免预约

电话

13360531906

吴津杰 021-60162792
张薇薇 021-60162778

陈小姐 13530289527

服务亮点
直飞航班、价好时优、清关稳定、
管家式服务
依托于daily航班，为全球开店的卖
家提供全程可控的门到门一站式服
务，为FBA产品精心打造全程供应
链解决方案，致力于提供安全、高
效、便捷的物流服务，更专注于塑
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航班密度强，时效稳定，出口关务
自主报关行。华东揽收+1.5/KG，
华南揽收+2.5/KG
查验少

联系人

电话

Mark

13360531906

殷英

13738037027

余佳佳

15867146252

郑先生

18868781517

Abby

13434967201

（四） 常见问题解答
1. 在什么情况下卖家需要注册欧洲增值税？
答：您需要在欧洲注册增值税的一些最常见原因包括：1. 进口商品至欧盟/英国； 2. 使用亚马逊运营中
心或在欧盟和英国国家/地区存储您的库存； 3. 在不同国家的运营中心之间运输商品； 4. 向欧盟和英国
国家/地区的企业买家销售商品。
2. 什么是 EORI？
答：EORI 指 Economic Operator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经营者注册和识别号码（进口号）。
EORI 由相应欧盟国家的海关登记发给申请单位。在您的货物进口到任一欧盟海关时，需提供 EORI，
EORI 是全欧盟通用的（欧盟区内任意国家申请一个，即可在其他欧盟国家使用）。2021 年 1 月份英国
脱欧之后对于同时在英国站点和欧盟站点运营的卖家您将需要两个 EORI 码。
3. EORI 和 VAT 有什么区别？
答：EORI 是用于进口报关环节使用，全欧盟内有一个即可通用。而 VAT 则是增值税税号，在欧盟境内
经营环节使用，需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国家内进行注册。2021 年 1 月份英国脱欧之后对于同时在英国站
点和欧盟站点运营的卖家您将需要分开申请 VAT 和 EORI。
4. 从意大利远程派送至德国或其他欧盟国家，是否需要对应国家的 VAT？
答：从意大利远程派送至其他欧盟国家，因不涉及其他欧盟国家 FBA 仓储，只需要注册意大利 VAT，无
需其他站点 VAT。在“DE”开头的 VAT 税号未成功上传至卖家平台前，请不要启用德国库存仓储且不
要发货至德国仓库。若为获取仓储地址截图而创建德国站发货计划，请在获得截图后，立即移除创建货
件，并于 24 小时之内关闭德国仓库设置。如何检查及关闭已启用的库存仓储，请通过此路径: 后台-设置
-亚马逊物流-跨境物流设置(启用仓储库存) 。
5. 我是否可以从意大利远程派送至英国？
答：不能。英国脱欧后，英国与欧盟之间已设立海关边境，您需要单独发送货物至英国 FBA 仓库进行英
国站销售。
6. 能否在没有 VAT 的情况下发货至意大利 FBA 仓库？
答：建议卖家在发货至 FBA 仓库前先进行 VAT 合规，合规运营才能确保更长远的发展。
7. 体验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促销与 Pan-EU 有什么区别？

答：体验亚马逊物流欧洲整合服务为限时促销，免除了跨境配送费，仅收取本土配送费，但仍然以远程
销售来派送卖家商品，亚马逊不会调拨卖家的库存，且卖家只需要申请仓储国的 VAT。如卖家使用 PanEU，将默认同意亚马逊可调拨卖家的库存，在所有已存放仓储的国家都必须 VAT 合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