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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8477.htm 14.3.3.8 甘草出口3大口

岸（天津、上海、大连） 14.3.3.9 甘草制品出口两大口岸（天

津、上海） 14.3.3.10 蚕丝类：桑蚕丝、柞蚕丝、丝绸衣服、

绣片等出口11大口岸（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青

岛、天津、大连、昆明、梧州、杭州） 14.3.3.11 进口药品目

录进口18大口岸（北京、天津、上海、大连、青岛、成都、

武汉、重庆、厦门、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广州、深圳

、珠海、海口、西安） 14.3.3.12 进口生物制品药品目录以及

首次药品进境 3大口岸（北京、上海、广州） 14.3.4 报关人

14.3.4.1 自理 14.3.4.2 代理 14.3.4.2.1 专业代理 14.3.4.2.2 国际货

贷 14.3.5 报关形式 14.3.5.1 纸制 14.3.5.2 电子数据 14.3.5.2.1 883

系统 14.3.5.2.2 2000系统 14.3.6 报关规则 14.3.6.1 完整申报：如

品名、数量、原产地等 14.3.6.2 交验许可证件、有关单证原则

14.3.6.3 海关接受申报后一般不予修改，电子审单，一但打开

则示为接受申报 14.3.6.4 提取货样应该在申报前 14.3.6.5 超过

期限，则征收滞纳金、滞报金 起征点：50 按日每天加收完税

价格的0.5‰/天 滞纳金、滞报金期限，按照 04年“之次日起

”计算 举例 法上规定为1-14号，而实际则为2-15号计算，处

罚期为16号以后开始计算， 比如：19号报关，由于之次日起

计算，19号报关也就示为滞报了4天，分别是 16、17、18、19 

四天，简单的算法是：从第一天开始算起，为1--19号为19天

然后减去，14天法定，然后在减去1即为正确答案： 4×0.5‰

×CIF，而且，最后结果要大于50元人民币才可以征收，最后



一天是法定休息日的顺延 14.3.6.6 进口货物超过三个月没有缴

纳税款 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 14.3.6.7 误卸、溢卸货物，自

运输工具卸货之日（而并非运输工具进境之日起，三个月办

理手续（要么退运、要么进口）特殊可以延长 3个月 15 征税

15.1 时间：填发缴款书之日起15日内缴纳，过期缴纳的征收

滞纳金，但最后一天缴纳的仍然征收滞纳金（其实本来是14

天），但中间遇到法定节假日不扣除，只有最后一天则顺延

，进口环节的关税为：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吨位税，注

意：吨位税属于港杂费 15.2 地点： 15.2.1 在（04年采用银行

电子帐册的，进出地缴税）电子划款 15.2.2 在企业开户行缴

税，在那里开户就在哪里纳税 15.3 纳税人： 15.3.1 是进出口

货物的收发货人 15.3.2 进出境货物所有人 15.4 征税规则：

15.4.1 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估定确认原则 15.4.2 纳税减

免分为：法定减免、特定减免、临时减免 15.4.3 暂时进出境

货物交纳税款等值的保证金，则可以暂时不纳税 15.4.4 滞纳

处罚：之次日起计算15日内，最后一天顺延 滞纳金计算：关

税、增值税、船舶吨位税要分开计算，不足50免税，届满之

日 与顺延规定与申报之日一样 15.4.5 纳税强制规定：自海关

签发缴款书超过3个月，海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比如保证金

转税等 15.4.6 纳税保全：有明显转移藏匿货物，可采取税收

保证金措施 15.5 税款的补征：海关发现1年内补征，由于海关

自身技术等原因，纳税人无过错 15.6 追征 ：为3年内，纳税

义务人造成少、漏征，自放行之日起，三年内可以追征，不

见得同一天完成，而且从缴纳之日起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征

漏税滞纳金 15.7 税款的退还 15.7.1 海关多征，海关发现后立

即（24小时内）退还多征税款 15.7.2 海关多征，纳税义务人



一年内可以要求海关退还 （行政补偿，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

存款利息） 15.7.3 海关自接到申请之日起30日之起查明问题

（退税受理期限） 15.7.4 海关自接到退款申请之日3个月内办

理退税手续 15.8 纳税争议 ：（隐含先缴纳后复议）发生时应

该按照海关的要求办理 15.9 纳税复议（依法申请） 时间 具体

行为之日起60天 15.10 纳税诉讼：（对复议不服的 ，先复议后

诉讼。对纳税争议的规定，其技术性强 政策性强 最后走法院 

当然 最后法院还得回到海关总署细问，所以最后打不到法院

（先到北京海关 对不服气的在到 总署关税司 对不服的要拿出

证据来反过来 ，到法庭上要拿给别人看的） （现在有争议的

大部分都是归类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纳税问题） 16 查验： 16.1 

时间：（正常情况下）接受申报后， 当然，径行开验和复验

排除在外 理论上：申报--查验--征税--放行 实际上：申报--征

税--查验--放行 16.2 地点：海关监管区或经海关同意的货物存

放地 16.3 当事人：（查验时当事人必须到场）收发货人及其

代理人及其鉴证人（三个人） （泛指保税仓库经理人） 16.4 

查验规则： 16.4.1 当事人应当到场，但打私除外 16.4.2 当事人

负责开拆 16.4.3 必要时开验、复验（见证人必须到场） 复验

（海关总署批准的原则）查验结果 一式两份 密封 签字 16.4.4 

认真阅读签字查验记录单 海关进出境货物查验单的原则 （开

箱确认 、查验记录、注意 ：出问题要找你的） （比如开箱正

确，什么叫开箱正确，哪个箱子 都查什么了？数量是否正确 

实事求是原则，记录一定要看好后才能签字，要注意会因此

带来的法律问题，小心谨慎为好） 16.4.5 海关查验时，应当

赔偿实际损失，指查验过程中非主观故意，赔偿分为一个指

赔偿责任一个指赔偿实际损失，但是下列情况不赔偿 16.4.5.1 



易腐烂、易失效。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失效 16.4.5.2 海关正常工

作中不可避免的磨损 注意：这句话没有例子可举 摩擦都是可

以避免的 比如在 触摸 数码相机镜头时 应该带上手套 16.4.5.3 

由于不可抗力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地震、导弹等） 16.4.5.4 海

关查验前和查验后发生损坏的（1号9号箱子查验 但10号箱子

坏了 ，你说海关该赔偿吗？） 17 放行 17.1 时间：2种时态

17.1.1 纳税缴款 17.1.2 办离海关事务担保以后（注意：办理担

保手续后并非以为着结关 办结海关手续才意味着结关）可以

现场放行 17.2 形式：由海关签印放行，具体表现为2个 17.2.1 

纸制：进口货物提单上加盖海关放行章并签字 17.2.2 无纸：

（电子）计算机放行信息发送到收发货物，自行打印纸制提

单，凭此提货 17.3 放行规则：海关可以出具货物实际进出境

证明（10个） 17.3.1 进口货物报关单（付汇证明联） 进口付

汇报关单证明联 17.3.2 出口货物报关单（收汇证明联） 出口

收汇报关单证明联 17.3.3 出口退税货物 （黄联）证明联 出口

退税报关单证明联（黄联） 17.3.4 出口收汇核销单 注意 要有 

签字与印章 （注意：出口货物发货人凭“出口货物报关单收

汇证明联”和“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17.3.5 进口摩托车汽车，要开具进口货物证明书（国家交通管

理部门签发） 进口汽车、摩托车证明书 17.3.6 加工保税货物

核销进出口报关单 17.3.7 仓储保税核销用报关单 17.3.8 暂时进

出口销案报关单 17.3.9 进出境修理货物报关单 17.3.10 过境货

物出境验核用出境报关单，出境海关验核用、采用志封监管

17.4 声明放弃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 17.5 稽查、进出

口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期限内及其后

的三年内可以稽查 关税 1 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审定（审定，



包括运、保、杂及相关费用） 1.1 海关确定进出口完税价格的

六种方法 1.1.1 成交价格 应付实付的原则 1.1.2 相同成交价格

方法 1.1.3 类似货物成交价格方法 1.1.4 倒扣价格法 1.1.5 计算

价格方法 1.1.6 合理方法 注意：以上六种方法依次使用， 1.2 

特殊情况下：如果进口货物收货人提出要求并提供相关资料

，经海关同意可以颠倒，倒扣价格方法和计算价格方法的顺

序，收货人对海关审价办法无选择权 1.3 适用要素 1.3.1 成交

价格当中要素要单独列名（最关键） 培训费、调试费等单独

列名 1.3.2 成交必须有量化反应，有数字说明 1.4 成交条件（4

个，应理解为必须同时满足，才能成立 ） 1.4.1 买放对进口货

物的处置和使用不受限制，但国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

制、对货物转售地域的限制、对货物价格无实质影响的限制

除外 1.4.2 货物的价格不应受到导致该货物成交价格无法确定

的条件或因素的影响 1.4.3 卖方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买放获得因

转售、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而产生的任何收益 1.4.4 买卖双方

没有特殊关系 1.5 成交调整因素：单独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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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