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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267417.htm 报关员与海关记分考核管理办

法 第一条 为维护报关秩序，提高报关质量，规范报关员报关

行为，保证通关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取得报关从业资格，并按照规定程序在海关注册登记，持有

报关员证件的报关员。 第三条 海关对出现报关单填制不规范

、报关行为不规范，以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或者有走私行为

未被海关暂停执业、撤销报关从业资格的报关员予以记分、

考核。 第四条 海关对报关员实施记分考核应当遵循责任明确

原则，对差错及差错责任界定不清的不予记分。 第五条 海关

企业管理部门负责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的职能指导、日常监督

管理以及相关协调工作。 海关通关业务现场及相关业务职能

部门负责具体执行记分工作。 记分的行政行为应当以各级海

关名义作出。 第六条 海关对报关员的记分考核，依据其报关

单填制不规范、报关行为不规范的程度和行为性质，一次记

分的分值分为1分、2分、5分、10分、20分、30分。 第七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记1分： （一）电子数据报关单的有关项

目填写不规范，海关退回责令更正的； （二）在海关签印放

行前，因为报关员原因造成申报差错，报关单位向海关要求

修改申报单证及其内容，经海关同意修改，但未对国家贸易

管制政策的实施、税费征收及海关统计指标等造成危害的； 

（三）未按照规定在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上加盖报关专用

章及其他印章或者使用印章不规范的； （四）未按照规定在



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上签名盖章或者由其他人代表签名盖

章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记2分： （一）在海关签

印放行前，因为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单位向海关

申请撤销申报单证及其内容，经海关同意撤销，但未对国家

贸易管制政策的实施、税费征收及海关统计指标等造成危害

的； （二）海关人员审核电子数据报关单时，要求报关员向

海关解释、说明情况、补充材料或者要求提交货物样品等有

关内容的，海关告知后报关员拒不解释、说明、补充材料或

者拒不提供货物样品等有关内容，导致海关退回报关单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记5分： （一）报关员自接到海

关“现场交单”或者“放行交单”通知之日起10日内，没有

正当理由，未按照规定持打印出的纸质报关单，备齐规定的

随附单证，到货物所在地海关递交书面单证并办理相关海关

手续，导致海关撤销报关单的； （二）在海关签印放行后，

因为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单位向海关申请修改或

者撤销报关单（因出口更换舱单除外），经海关同意且不属

于走私、偷逃税等违法违规性质的； （三）在海关签印放行

后，海关发现因为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单币值或

者价格填报与实际不符，且两者差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下；

数量与实际不符，且有四位数以下差值，经海关确认不属伪

报的，但影响海关统计的。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记10

分： （一）出借本人报关员证件、借用他人报关员证件或者

涂改报关员证件内容的； （二）在海关签印放行后，海关发

现因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单币值或者价格填报与

实际不符，且两者差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数量与实际不

符，且有四位数以上差值，经海关确认不属伪报的。 第十一



条 因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被海关予以行政处罚，但未被

暂停执业、取消报关从业资格的，记20分。 第十二条 因为走

私行为被海关予以行政处罚，但未被暂停执业、取消报关从

业资格的，记30分。 第十三条 报关员因为向海关工作人员行

贿或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走私行为等其他违法行为，被海

关暂停执业、取消报关从业资格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等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记分周期

从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报关员在海关注册登记之日起

至当年12月31日不足1年的，按一个记分周期计算。 一个记分

周期期满后，记分分值累加未达到30分的，该周期内的记分

分值予以消除，不转入下一个记分周期。 但报关员在一个记

分周期内办理变更注册登记报关单位或者注销手续的，已记

分值在该记分周期内不予以消除。 第十五条 报关员报关时在

同一次报为行为的不同通关环节，或者在非同一次报关行为

中出现多次需要记分情况的，应当分别计算，并累加分值。

但对于同一通关环节一次性出现多个填制不规范项目的，只

按照1次记分，不累加分值。 第十六条 报关员被海关行政处

罚需要记分的，处罚决定生效后予以记分。 第十七条 海关人

员在记分时，应当将记分原因和记分分值以电子或者纸质告

知单的形式告知报关员。 海关应当向社会公布报关员记分情

况的查询方式。 报关员应当主动查询自己的记分情况。 第十

八条 报关员对记分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电子或

纸质告知单之日起7 日内向作出该记分行政行为的海关部门

提出书面申辩；海关应当在接到申辩申请7 日内作出答复，

对记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报关员对答复不服的，可

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第十九条 

记分达到30分的报关员，海关中止其报关员证效力，不再接

受其办理报关手续。报关员应当参加注册登记地海关的报关

业务岗位考核，经岗位考核合格之后，方可重新上岗。 第二

十条 岗位考核由直属海关或者直属海关委托的单位负责组织

。 第二十一条 各海关应当结合本关实际，适时或者定期举办

岗位考核。每次岗位考核间隔最长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二

条 对需要参加岗位考核的报关员，海关应当提前通知岗位考

核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 第二十三条 记分已达30分的报

关员应当按照海关通知的时间、地点参加岗位考核。 报关员

记分已达30分，拒不参加考核的，直属海关可以将报关员的

姓名及所在单位等情况对外公告。 第二十四条 岗位考核内容

为海关法律、行政法规、报关单填制规范及相关业务知识和

技能。 第二十五条 报关员经岗位考核合格的, 可以向注册登

记地海关申请将原记分分值予以消除。岗位考核不合格的，

应当继续参加下一次考核。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记分

项目均在《报关员记分对照表》（见附件）中列明，《报关

员记分对照表》由海关总署统一制定，并对外发布。 第二十

七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5

年 1月 1日起施行。报关员记分对照表 顺序号 记分描述 备注 

一、下列项目退单记1分，结关前改单记1分，结关后改单记5

分，结关前删单记2分，结关后删单记5分： 01 进出口标志错

误 02 进出口岸标志错误 03 装货港或目的港标志错误 04 运输

工具及代码标志错误 05 提单或运单号标志错误 06 运输方式

错误 07 企业性质错误 08 经营单位编号错误 09 收发货人地区

错误 10 申报单位名称标志错误 11 合同号错误 12 征税比错误



13 起运地错误 14 贸易方式错误 15 集装箱个数标志错误 16 统

计逻辑检查标志错误 17 征税逻辑检查标志错误 18 征免税性

质标志错误 19 成交方式错误 20 结汇方式错误 21 运费错误 22 

杂费错误 23 保险费错误 24 件数数量错误 25 毛重数量错误 26 

净重数量错误 27 包装种类标志错误 28 许可证编号错误 29 海

关监管的其他证件代码错误 30 合同手册备案号错误 31 减免

税表备案号错误 32 许可证备案号错误 33 批文号错误 34 进出

口日期错误 35 申报日期错误 36 商品项数错误 37 电子帐册成

品版本号错误 38 抵押金错误 39 商品序号错误 40 商品编号错

误 41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错误 42 原产地与消费地错误 43 商

品项目序号错误 44 申报数量错误 45 申报计量单位错误 46 申

报数量与法定数量关系错误 47 法定数量错误 48 第二数量错

误 49 申报单价审核标志错误 50 成交币制错误 51 成交总价错

误 52 用途标志错误 53 征减免税方式错误 54 税费标记错误 55 

电子帐册标记错误 56 报关单与电子监管证件不符 二、下列项

目按次记分： 57 未加盖报关专用章及其他印章，或者使用印

章不规范的，记 1分 58 未按规定在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上

签名盖章或由其他人代表签名盖章的，记 1分 59 拒不解释、

说明或补充材料，导致海关退单的记 2分 60 自报关单接到海

关 “现场交单”或“放行交单”通知之日起10日内，不递交

书面单证并办理相关海关手续的，记5分 61 在海关签印放行

后，海关发现因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单币值或者

价格填报与实际不符，且两者差额在 100万元人民币以下；数

量与实际不符，且有四位数以上差值，经海关确认不属伪报

，但影响海关统计的，记5分 62 将报关员证件出借使用或借

用他人报关员证件或涂改报关员证件内容的，记 10分 63 在海



关签印放行后，海关发现因报关员填制报关单不规范，报关

单币值或者价格填报与实际不符，且两者差额在 100万元人民

币以上；数量与实际不符，且有四位数以上差值，经海关确

认不属伪报，但影响海关统计的，记10分 64 因为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行为被海关予以行政处罚，但未被海关暂停执业、取

消报关从业资格的，记 20分 65 因为走私行为被海关予以行政

处罚，但未被海关暂停执业、取消报关从业资格的，记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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