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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6_8A_A5_E

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8481.htm 常用报关术语 1 直属海

关 直接由海关总署领导的海关。 2 进出境运输工具 用于装载

进出境人员、货物、物品的各种船舶、车辆、航空器以及驮

畜 3 过境货物 由境外启运，通过我国境内陆路运输，继续运

往国外的货物。 4 转运货物 有境外启运，在我国境内设立海

关的地点换装运输工具，不采用境内陆路运输，继续运往国

外的货物 5 通运货物 利用船舶、航空器由境外启运进境，并

利用原运输工具继续运往国外的货物 6 海关监管货物 进、出

境货物及过境、转运、通运货物。 7 保税货物 经海关批准为

办理纳税手续进境，在境内储存、加工、装配后复运处境的

货物 8 公民 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包括未成年人及被剥夺了政

治权利的人。 9 法人 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

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10 自然人 生活在本国的公

民、外国人及无国籍人。 11 关境 执行统一海关法令的领土

12 关税 海关根据国家制定公布的海关税则对进出其关境的货

物、物品所征收的税 13 关税税则 国家制定公布的对进出其关

境的货物所征收关税的条例和税类方法分类表 14 关税壁垒 用

极高的进口关税以组织或限制外国商品输入的措施 15 关税减

让 国与国之间相互削减关税，促进国际贸易的措施 16 国民待

遇 一国赋予在本国境内的外国人享有和本国人同等的民事权

利和待遇 17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关于国际贸易合同中所使

用的主要术语的解释规则。附《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通则》 

分类 略语 术语 E组发运 EXW 工厂交货 F组 主运费未付 FCA 



货交承运人 FAS 船边交货 FOB 船上交货 C组 主运费已付

CFR/CNF/C&amp.F 成本加运费 CIF 成本加运费加保险费 CPT

运费付至 CIP 运费保险费付至 D组 DAF 边境交货 到达术语

DES 目的港船上交货 DEQ 目的港码头交货 DDU 未完税交货

DDP 完税交货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告之，有偿、有限保护）

今年对条例修改 1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依据和范围， 1.1 依

据（3个） 1.1.1 著作权 1.1.2 专利权 1.1.3 商标权 1.2 范围：对

与进出境货物的三权问题进行保护 2 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备案（4个） 2.1 备案地点：申请知识产权权利人向海关总署

知识产权处提出申请 方式：网上都有 2.2 备案费：每一

份RMB：800元 2.3 备案受理时间：海关总署受到全部申请文

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做出决定，予以备案 颁发“海关知识产

权备案书”不予备案的要书面说明原因 2.4 备案有效期：知识

产权自海关准予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届满前6个

月向海关总署申请续盏备案，每次有效期10年（不另行收备

案费） 3 申请采取保护措施的即：侵权货物即将出境，你要

海关采取哪些措施 3.1 权利人对即将出境的货物采取保护 措

施的，应该向货物出境地或起运地海关提出（而非海关总署

） 3.2 04新增加的 （可以想海关补办备案，事先没有备案的

要补办备案）注意：此条已经取消 （这个我不确定）单位无

备案的，可向海关总署补备案 3.3 担保与反担保，权利人请求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向海关提供不超过等值以下的

担保 3.4 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发货人，认为没有侵权的（

专利权）可以向海关提供货物等制的担保，请求海关放行的

货物（等值） 为了赔偿权利人 报关与报关人 1 报关的范围：

物品、工具、运输货物 2 报关人 分为自理报关和代理报关 代



理又分专业的和国际货代 3 代理报关的形式 3.1 直接：委托人

以被委托人身份办理报关手续『直接：作用于委托人，没有

这样的，委托报关行报关，直接代理报关需要企业的章。出

事了，责任方都在企业（没有这样的）』 3.2 间接：以自己的

名义，起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情况在实际中最为

常见（注意：谁要是改发票谁负法律责任） 4 报关单位行为

规则 4.1 自理： 4.1.1 只能办理本单位的 4.1.2 经海关批准后可

以办理异地的，但报关员一般不能办理异地备案，但大型企

业可以，数量合理 4.2 专业的报关单位： 4.2.1 专业不能异地

备案、异地报关 4.2.2 经注册，海关同意，报海关总署批准可

以在异地备案 4.2.3 必须设有专职报关人员 4.2.4 委托人委托书

4.2.5 协助海关与委托人委托人 4.2.6 按照海关期限代委托人缴

纳水宽 4.2.7 保管记录 4.2.8 不可以出售其名义或借用其他人的

名义报关的 4.2.9 收费项目应对外公示 4.3 代理报关企业 4.3.1 

在正式经注册地海关批准，商议，可以办理异地备案，该企

业报关员也可以办理异地备案，但仍旧归原来的企业 比如：

有的企业组织形式是 一个总公司，下边好多分部 比如北京外

贷 总公司担保就可以了，但是其下属的都是独立法人 5 法律

责任（报关单位） 5.1 暂停报关权 （行为罚5种） 5.1.1 警告无

效的 5.1.2 年审不合格的 5.1.3 内部管理不健全的 5.1.4 其他

5.1.5 注意：并非取消报关资格 5.2 取消报关权（资格罚5种）

5.2.1 营业执照吊销、注销、企业解体 5.2.2 犯走私罪，而并非

走私行为的，只企业走私罪 5.2.3 想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而

不是行贿罪的） 5.2.4 违法法规、偷逃税款 情节严重的 5.2.5 

单位犯行贿罪的，是单位而非个人 5.3 报关单位违反《海关法

》 5.4 报关单位违反发生走私行为 5.5 报关单位违反违反刑法



5.6 报关单位犯行贿罪的 6 报关活动相关活动人（10种）最大

的特征是没有报关权 但又与报关有直接联系 需要在海关登记

的企业第六为8的 6.1 监管仓库经营人 6.2 监管区域经理人（经

营人管理人） 6.3 保税仓储经理人 6.4 出口监管仓库经理人 6.5

加工贸易的加工人 6.6 转关货物的境内承运人 6.7 保税区内企

业 6.8 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 6.9 特定减免税货物的使用人 6.10 

过境货物的经营人或者承运人 承运人有双重身份，对过境货

物可以报关 7 报关员 7.1 对报关员的管理规定 7.1.1 必须受雇

于一个报关企业，不能是自由职业者 7.1.2 禁止非法接受他人

委托从事报关业务 7.2 关于考试资格的认定 7.2.1 中国国籍

7.2.2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8周岁 7.2.3 遵纪守法 7.2.4 高中中等学

历以上 7.2.5 刑罚执行不满五年的不可以 7.2.6 被吊销报关员证

不满5年的不可以 7.2.7 犯有行贿罪的（终身都不可以） 7.2.8 

以欺骗手段取得报关员证书的 则取消证书 7.2.9 已经取得报关

证书的 冒名代考的 三年内考人代考人均不得参加报关考试

7.3 失效 7.3.1 取得资格证后三年未注册成为报关员的 7.3.2 连

续两年脱离保管岗位的 7.4 权利（5个） 7.4.1 报关权（代表所

属企业报关） 7.4.2 拒绝权（可以拒绝所属企业交办的单证不

真实手续不全的报关纳税等 7.4.3 有行政复议权 7.4.4 有检举、

揭发权 和控告权 7.4.5 举报权 7.5 义务(8个) 7.5.1 遵纪守法，熟

悉货物的基本情况 7.5.2 提供正确有效的单证 准确填写报关单

，报关权要进行合理的审查 若义务没有履行 在提货之前要仔

细核对 7.5.3 配合查验 开拆 重封 7.5.4 在规定时限内负责缴纳

报关各种税费 7.5.5 配合对企业的调查 7.5.6 协助本企业完整保

存各种原始单据 7.5.7 参加海关组织的培训 7.5.8 其他（承担海

关规定的报关员办理与海关相关的工作） 7.6 行为规范：丢



了15天（03年考）(8个) 7.6.1 不得在兼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报

关单位报关工作 7.6.2 只能办理本企业授权的 7.6.3 应持有效的

报关员证件（签字在海关备案04年教材还有） 7.6.4 报关员证

件不能转借、涂改 7.6.5 代理，应交验委托书 7.6.6 按期年审 

认真填报“报关员年审报告书” 7.6.7 调入调出企业从事报关

工作，应持有双方企业的证明文件，有效的报关员证书，并

在调入地企业所在海关办理重新注册登记 7.6.8 证件遗失，想

海关书面申明（只说是刚丢的）15日书面声明 同时登报“中

国海关杂志”3个月内补发 中间不可以报关 7.7 法律责任 7.7.1 

违反海关法及相关法律的 由海关给予相关的行事处罚构成犯

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7.7.2 未取得报关资格从事报关的人员

，由海关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光

有资格证没用 7.7.3 报关非法代理他人报关或超出其业务范围

报关的 有海关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暂停其执业 严重的取消其

报关资格 7.7.4 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取消其报关资格，并

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行事责任，并不得重新取得报

关从业资格。注意：并处以罚款如果改成 可以就错了并===

必须罚 7.7.5 报关员违反了并吊销了证件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只能重新考试（注意：三年失效 那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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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