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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第一部分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

是全国性的专业资格考试，主要测试从事报检工作必备的知

识水平和能力，考试合格的人员获得《报检员资格证》。 二

、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包括报检业务基础、基础英语和检验检

疫有关法律法规。 （一）报检业务基础 测试应试者从事报检

工作所应具备的报检业务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以及运用知

识和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基础英语 测试应试者从事

报检工作应具备的英语知识水平。 （三）检验检疫有关法律

法规 测试应试者对检验检疫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程度

。 三、考试形式 （一）答题方式 考试以闭卷笔试答题方式进

行，试题全部为客观选择性试题，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和判断正误题。考生应试时用2B铅笔将选定的答案

按要求填涂在答题卡上，未按规定填涂答题卡产生的后果由

考生本人负责。 （二）答题时间 答题时间为120分钟。 （三

）试卷总分 试卷总分为120分。报检业务基础约占试卷总分值

的75％，基础英语约占试卷总分值的10％，检验检疫有关法

律法规约占试卷总分值的15％。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与基本要

求一、报检业务基础 （一）出入境检验检疫 基本要求： 熟悉

出入境检验检疫的工作内容。 了解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产生与

发展，法律地位和作用。 考试内容： 1.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产

生与发展 2.出入境检验检疫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3.出入境检验



检疫的工作内容 （二）报检单位与报检员 基本要求： 掌握报

检单位与报检员管理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考试内容： 1.自理

报检单位 （1）范围 （2）登记备案 （3）异地备案。 （4）

权利和义务 2.代理报检单位 （1）含义 （2）注册登记 （3）

权利和义务 （4）法律责任 3.报检员 （1）资格 （2）变更 （3

）管理 （4）权利和义务 （三）入境货物报检 基本要求： 掌

握入境货物报检的一般规定。 掌握入境动植物及动植物产品

、木质包装、废物、机电产品、汽车、食品、化妆的报检规

定。 熟悉入境特殊物品、石材、涂料、鉴定业务的报检规定

。 了解入境玩具、展览物品的报检规定。 考试内容： 1.入境

货物报检的一般规定 （1）报检范围 （2）工作程序 （3）报

检方式 （4）地点和时限 （5）提供的单据 （6）报检单填制

2.入境动物及动物产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

报检地点 （4）提供的单据 3.入境植物及植物产品 （1）报检

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据 4.入境木质包装 （1）

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据 13.鉴定业务 （1）

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 （2）残损鉴定 （3）提供的单据 14.

入境展览物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

据 （四）出境货物报检 基本要求： 掌握出境货物报检的一般

规定。 掌握出境动物及其产品、木质包装、机电产品、食品

、玩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报检规定。 掌握出境货物预报

检、重新报检的规定。 熟悉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化妆品、烟

花爆竹、打火机、点火枪类商品、小型气体容器包装、普通

货物运输包装容器、纺织品标识的报检规定。 了解市场采购

出口货物及援外物资的报检规定。 考试内容： 1.出境货物报

检的一般规定 （1）报检范围 （2）工作程序 （3）时限和地



点 （4）提供的单据 （5）报检单填制 2.出境动物及其产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时间和地点 （4）提供的

单据 3.出境植物及其产品 （1）报检范围 （2）提供的单据 4.

出境木质包装 （1）报检范围 （2）报检要求与程序 （3）提

供的单据 5.出口机电产品 （1）电池 （2）小家电产品 6.出口

食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据 7.出口

化妆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据 8.出

口玩具 （1）报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提供的单据 9.

出境烟花爆竹 （1）报检范围 （2）报检要求 （3）提供的单

据 10.出口打火机、点火枪类商品 （1）报检范围 （2）报检

程序 （3）提供的单据 11.出口小型气体容器的包装 （1）报

检范围 （2）报检程序 （3）《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

果单》的使用 12.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 （1）出口危险货物

包装容器性能检验 （2）《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

单》的使用 （3）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定 （4）《出

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的使用 （5）注意事

项 13.出境普通货物运输包装容器 （1）报检范围 （2）《出

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的使用 14.出口纺织品标识 

（1）报检范围 （2）提供的单据 （3）报检时间 （4）查验放

行 15.市场采购出口货物及援外物资 （1）报检范围 （2）提

供的单据 （3）特殊规定和要求 16.出境货物预报检 （1）预

报检范围 （2）申请程序 （3）注意事项 17.重新报检 （1）重

新报检范围 （2）要求 （五）进出境集装箱、交通运输工具

报检 基本要求： 掌握进出境集装箱报检的规定及要求。 了解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检疫的有关知识。 考试内容： 1.进出境

集装箱 （1）报检范围 （2）地点和时限 （3）工作程序 （4



）提供的单据 （5）新造集装箱 2.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卫生检

疫 （1）出入境船舶 （2）出入境航空器 （3）出入境列车、

其他车辆 3.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动植物检疫 （1）入境交通运

输工具 （2）出境交通运输工具 （3）过境动物的交通运输工

具 （六）出入境人员健康检查及出入境健康申报 基本要求： 

了解出入境人员健康检查及出入境健康 申报的有关内容。 考

试内容： 1.入境旅客健康申报 2.出入境人员健康体检 3.国际

预防接种和预防接种禁忌证明 4.国境口岸及交通工具食品从

业人员体检 （七）出入境旅客携带物、伴侣动物、邮寄物、

快件报检 基本要求： 熟悉出入境快件检验检疫申报的基本内

容及要求。 了解旅客携带物、伴侣动物、邮寄物检验检疫申

报有关内容。 考试内容： 1.旅客携带物 2.携带伴侣动物 3.邮

寄物 4.出入境快件 （1）报检范围 （2）报检要求 （3）提供

的单据 （八）出入境检验检疫签证通关与放行 基本要求： 掌

握检验检疫签证、检验检疫通关与放行、检验检疫证单更改

、补充与重发的基本 内容及要求。 熟悉出入境检验检疫证单

的法律效用的基本内容。 了解检验检疫证单的签发程序。 考

试内容： 1.检验检疫证单的法律效用 2.检验检疫证单的签发

程序 3.检验检疫证单的更改、补充与重发 4.检验检疫证草签

证的文本、签证日期和有效期 5.通关与放行 （九）出入境货

物检验检疫注册登记审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