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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答案，在答题卡上将该题相应答案的英文字母标号框涂满

。 （每题1分，共25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

条例》规定，当关税纳税义务人对海关进出口货物税额的征

税、减免税、补税或退税等持有异议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纳税义务人应于税款缴纳证

填发之日起 。 （A）三十日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根据复

议结果缴纳税款 （B）十五日内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根据

复议结果缴纳税款 （C）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根据法

院判决结果缴纳税款 （D）先按核定的税额纳税，然后在三

十日内向海关书面申请复议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

查条例》的规定，海关稽查的时限是：（1）尚在监管期内的

减免税进口货物（2）保税货物自进境之日起至海关核销结束

后三年内（3）一般进出口货物，应自海关放行之日起 。 （A

）一年内 （B）三年内 （C）五年内 （D）八年内 3.进出口货

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在 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税款。 （A

）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起14日内（星期六、日和法定节

假日除外） （B）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次日起14日内（星期

六、日和法定节假日除外） （C）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

起7日内（星期六、日和法定节假日除外） （D）海关填发税



款缴纳证次日起7日内（星期六、日和法定节假日除外） 4.准

确无误地填写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报关数据的预录入，陪同

海关查验，对货物进行税则归类，计算税费，缴纳税费，提

货，提供报关事宜咨询服务等项工作，是属于下列哪个单位

的基本业务范围？ （A）进出口企业 （B）海关 （C）专业报

关企业 （D）银行 5.为加强对机电产品的管理，国家对机电

产品分为：（1）特定机电产品；（2）重要工业品；（3）自

动登记机电产品等三个不同类别。请问，自动登记机电产品

进口通关时，除向海关交验具有共性的商检、无线电等管理

证明文件外，还需交验下述哪个单证？ （A）进口许可证和

进口配额证明 （B）机电产品进口登记表 （C）机电产品进

口证明 （D）重要工业品证明书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的规定，进出口的食品及原料、添加剂、容器、

包装材料、食用工具及设备，由国家指定的检疫机构进行卫

生监督检验。请问按规定出口食品应由下述哪个机构进行监

督检验： （A）口岸食品卫生检验所 （B）产地食品卫生检

验所 （C）商品检验局 （D）其它卫生检验所 7.郑州某企业

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成品，在郑州海关办理出口手续，经天

津海关复核放行后装船运往美国。此项加工成品复出口业务

，除了按规定办理出口手续外，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A

）境内转关运输手续 （B）货物过境手续 （C）货物登记备

案手续 （D）出口转关运输手续 8.享受特定减免税优惠进口

的钢材，必须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未经海关批准不得擅自出

售、转让、移作他用，按照现行规定，海关对其的监管年限

为： （A）8年 （B）6年 （C）5年 （D）3年 9.海关对某加工

贸易企业在其进行稽查时发现，该企业曾利用假手册骗取加



工贸易的税收优惠。根据海关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分类管理

的有关规定，该企业属于： （A）A类企业 （B）B类企业 

（C）C类企业 （D）D类企业 10.一批易腐进口货物通关时因

涉嫌走私被海关扣留，在被扣留期间货物发生变质。根据现

行规定，对此损失应以下述哪种方式处理： （A）因货物发

生变质与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涉嫌走私有关，故该损失由其承

担50%，海关赔偿50% （B）因其变质是与海关扣留货物有关

，故该损失应由海关赔偿 （C）因其变质是在海关正常工作

程序所需时间内发生，海关不予赔偿 （D）走私行为被确认

后损失应由收货人或其代理人自负，对未购成走私的，其损

失由海关负责赔偿 11.边境地区居民每人每日从边境口岸带进

的货物超过多少限额时，海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口税则》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并按进口货物的有关

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A）5000元 （B）3000元 （C）2000元 

（D）1000元 12.进出口货样、广告品（除另有规定者外），

经海关审核数量合理，每次价值在人民币多少限额以内，海

关予以免征进出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A）100元 （B）400

元 （C）800元 （D）1000元 13.根据现行海关规定，下列进口

货物不属于海关减免税优惠范围的是： （A）保税区内自用

的生产设备 （B）残疾人组织和单位进口的货物 （C）边民

互市和边境小额贸易进口货物、物品 （D）沿海经济开放地

区基建项目所需进口机构设备 14.某航空公司以租赁方式从美

国进口一架价值USD1,800,000的小型飞机，租期1年，年租金

为USD60,000，此情况经海关审查属实。在这种情况下，海关

审定该飞机的完税价格为： （A）USD1800000 （B

）USD60000 （C）USD1860000 （D）USD1740000 15.某批进



口货物到岸价格为20万元人民币，该货物法定税率为30%，经

批准的减税税率为15%，按照海关征收监管手续的规定，海

关征收的该批进口货物的监管手续费是： （A）300元 （B

）450元 （C）600元 （D）750元 16.某公司进口一批货物的货

价为FOB旧金山900美元，已知运费为100美元，当时保险费

为3‰，外汇牌价的买卖中间价为USD100=850元人民币，请

计算该批货物的关税完税价格是多少： （A）8500元人民币 

（B）8525.58元人民币 （C）8474.57元人民币 （D）7650元人

民币 17.某进出境运输工具是从一个设立海关的地点驶往另一

个设立海关的地点装卸货物，在尚未办结海关手续又未经海

关批准的情况下中途改驶境外，对这种情况海关可对其处以 

。 （A）人民币1万元以下的罚款 （B）人民币2万元以下的罚

款 （C）人民币3万元以下的罚款 （D）人民币5万元以下的

罚款 18.某公司进口涤纶样品一包，经海关审定其完税价格为

人民币1400元，涤纶的关税税率为15%，海关应征进口关税税

款是 。 （A）100元 （B）150元 （C）210元 （D）300元 19.某

外资企业出口一批男式全羊毛西服，该批西服分别用约85%

的进料加工料件和15%的国产原料加工而成。请问该企业在

向海关办理出口申报手续时应填写哪种报关单？ （A）进料

加工专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B）一般贸易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C）外商投资企业专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D）来料加工和补

偿贸易专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20.某外贸总公司（甲方）与日本

某公司（乙方）签定了一项合同。合同规定：由乙方卖给甲

方价值4000美元用于制作服装的辅料，甲方用该辅料和国产

主料加工成价值40万美元的西服返销给乙方。在填制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贸易方式栏时应填报： （A）进口、出口均为’



进料对口’ （B）进口为’进料对口’，出口为’一般贸易

’ （C）进口、出口均为’一般贸易’ （D）进口为’一般

贸?quot.，出口为’进料对口’ 21.根据《INCOTERMS1990》

的解释，如果我国某外贸公司的某批出口货物以CIF汉堡成交

，该公司对货物所承担的风险界限（风险责任）是： （A）

货物在装运港装船越过船舷以前 （B）货物在装运港卸下卖

方车辆以前 （C）货物在目的港卸货越过船舷以前 （D）货

物在目的港装上买方车辆以前 22.某进出口公司出口某种货

物100件，每件重250公斤，成交价为CFR香港50000元人民币

。已申报运费为每公吨350元，出口税率为15%，这样海关应

征收的出口税税额为： （A）6187元 （B）7500元 （C）5380

元 （D）4820元 23.根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的规定，如果信用证上未注明’不

可撤销’的字样，该信用证应视为： （A）可撤销信用证 

（B）不可撤销信用证 （C）远期信用证 （D）由受益人决定

可撤销或不可撤销 24.航行港澳小型船舶的经营企业在每年3

月31日前向原登记注册海关办理年审手续时，除应交验年审

报告书、注册证书外，还必须交验： （A）工商营业执照 

（B）船舶吨位证明 （C）海关监管簿 （D）载货清单 25.我

国政府已经部分加入了《ATA公约》和《货物暂准进口公约

》，目前ATA单证册在我国仅适用于部分货物，按照现行的

规定下列不属于ATA单证册适用范围的货物是： （A）昆明

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的进口展览品 （B）广州商品交易会上的

暂准进口货物 （C）财富论坛年会暂准进口的陈列品 （D）

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 （二）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题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最合适的答案，请



将其选出，在答题卡上将该题相对应答案选项的英文字母标

号框图满。 （每题1分，共20分。不选、选错、漏选、多选均

不得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已于1987年7月1日发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其适用范

围是： （A）不构成走私罪的走私行为 （B）构成走私罪但

依法免予起诉或免除刑罚的行为 （C）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

行为 （D）以暴力抗拒缉私的行为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

人在下列哪些情况下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一年内，凭原纳

税收据向海关书面申请退税： （A）因海关误征致使纳税人

多缴税款的 （B）缴税后第二天进出口关税税率或进出口完

税价格下调的 （C）海关核准免验进口的货物，在完税后发

现有短卸情况经海关审查属实的 （D）已征出口关税的货物

，因故未装运出口而申报退关，经海关查验属实的 3.企业如

果未经海关许可并且补交应缴税款，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

加工、来件装配的零件、制成品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的，

海关将对其处以 。 （A）偷逃应缴税款在50万元以上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款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B）偷逃应缴税款在15万

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

逃应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C）偷逃应缴税款在5万

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并处偷

逃应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D）没收货物，并处货

价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 4.报关员是代表一个企业向海关

办理报关事项的人员，他既要对本企业负责，同时也要认真

履行其职责，配合海关做好工作。按照规定，报关员在报关



活动中应履行下列哪些义务： （A）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海关规章 （B）配合海关对走私违规案件的调查 （C）

负责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缴纳所报进出口货物的各项税费手

续、海关罚款和销案手续 （D）协助本企业完整保存各种原

始报关单证、票据、函电等资料 5.我国对进口商品分为三类

管理，其中第一类为统一代理订货的商品，既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大宗敏感性的14种重要列名商品。在下列选项中不属于

第一类商品的是： （A）彩色电视机 （B）香烟 （C）电冰箱

（D）录像机 6.某粮油进出口公司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5万吨

，在向海关办理进口申报手续时，除向海关呈交进口货物报

关单及发票、提货单外，还需呈交： （A）植物检疫证明 

（B）商检证明 （C）进口许可证 （D）特定商品进口登记证

书 7.请指出下列选项中哪些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有关出口货物报关期限的规定： （A）在装货的24小

时以前报关 （B）在装货前的24小时内报关 （C）在货物运抵

口岸后的24小时内报关 （D）在装货完毕后的24小时内报关

8.请根据海关对报关企业和报关员的有关管理规定，指出下

列哪些报关行为不符合海关关于报关资格和报关范围的规定

： （A）自理报关企业代理其他企业（单位）报关 （B）自

理报关企业委托代理报关企业报关 （C）专业报关企业受外

商投资企业的委托报关 （D）专业报关企业为本企业进出口

的货物报关 9.天津某服装进出口公司与韩国某株式会社签定5

万件男上衣加工合同，合同规定外商无偿提供含涤35%、含

毛65%的混纺面料及全部辅料，中方按外方要求组织生产，

在最后一批原辅料运抵天津后6个月内交付成品，外商以信用

证方式支付中方加工费用，此合同在向海关办理登记备案时



企业需向海关递交的文件有： （A）加工单位或专业外贸公

司的营业执照和税务机关签发的税务登记证 （B）外经贸主

管部门签发的来料加工批准书和对外签订的正式来料加工合

同副本 （C）需申领进口许可证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件 （D）

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单证如保证函等 10.某公司进口一批圆钢

，成交价为CIF天津USD1000。已知当时的外汇牌价

为USD100=850人民币，关税税率为10%，增值税税率为17%

。海关于1998年9月1日（星期二）填发税款缴款书，某公司

于1998年9月11日缴款，根据海关对征收滞纳金的有关规定，

下列选项中错误的选项是： （A）应缴滞纳金9.76元 （B）应

缴滞纳金7.32元 （C）应缴滞纳金4.88元（按二天计） （D）

应缴滞纳金2.44元（按一天计） 11.根据海关对进出境礼品的

有关规定，请指出下列物品中哪些不属于礼品范围： （A）

美国国务卿送给我外交代表团的精美文具一套 （B）日本某

公司总裁送给我上海某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新款汽车一辆 （C

）德国某汽车公司送给我前往该厂参观的贸易代表团团长高

级轿车一辆 （D）新加坡华人送给我某名画家画笔及画料一

批 12.某公司进口一批货物，经海关审查后仍未能确定其成交

价格，决定用进口货物的类似货物在国内市场的批发价格来

计算关税完税价格，已知该货物的国内批发价为20000元人民

币，关税税率为20%，增值税税率为17%，则该货物的关税税

额和增值税税额是 。 （A）关税税额为2493.76元人民币 （B

）关税税额为2857.14元人民币 （C）增值税税额为2543.64元

人民币 （D）增值税税额为2914.29元人民币 13.《中华人民共

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规定，海关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是指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并享受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



知识产权，其中包括： （A）商标专用权 （B）专利权 （C）

名誉权 （D）著作权 14.某合资企业从韩国进口一批作为投资

的机器设备。该公司委托A进出口公司对外签定进口合同，

并代为办理进口手续。A进出口公司与外商订货后，随即委

托B公司具体办理货物运输事宜，同时委托上海C报关公司负

责办理进口报关手续。请选择下列出现在报关单有关栏目内

的单位哪些是填写错误的： （A）经营单位：A进出口公司 

（B）收货单位：某合资企业 （C）申报单位：B公司 （D）

收货单位：A进出口公司 15.甲批货物以CIP北京价格成交，从

悉尼空运至北京。乙批货物以FCA悉尼价格成交，搭乘同一

航班空运至北京。该航班经停广州并上下客货，海关在确定

甲乙两批货物的完税价格时，其运保费的计算是： （A）甲

批货物与乙批货物均计算至北京 （B）甲批货物与乙批货物

均计算至广州 （C）甲批货物计算至北京 （D）乙批货物计

算至广州 16.某公司分别以D/P at 90 days after sight和D/A at 90

days after sight两种支付条件对外出口了两批货物，这两笔业

务有以下哪些特点： （A）前者是进口人在到期日付清货款

才可取得货运单据，后者是进口人在见票时承兑后即可取得

货运单据 （B）前者没有遭进口人拒付的风险，而后者存在

这种风险 （C）前者的风险比后者大 （D）后者的风险比前

者大 17.广东某公司出口一批服装到A国，打算以CIF条件对外

报价，该公司在考虑运费时应考虑到的因素有： （A）运输

途中可能遭遇的海上风险 （B）从我国到A国的运输距离 （C

）从我国到A国是否需转船及可能发生的费用 （D）国际航运

市场价格变动的趋势 18.一般情况下，合理的转运是允许的，

请根据现行的国际航运惯例指出下述哪些情况可以申请办理



转运手续： （A）进出口口岸之间没有直达航线 （B）进出

口口岸之间直达班轮稀少 （C）合同要求集装箱运输，而出

口口岸缺少此方面设备 （D）卖方在转运港口有另一批货物

需运往同一目的港 19.我国保险公司把国际海洋运输货物的保

险险别分为平安险、水渍险和一切险三种基本风险。请指出

下列情况哪些是属于平安险的保险范围： （A）某载运国际

运输货物的船舶在驶往某国的途中触礁沉没，货物灭失 （B

）某国际航行船舶在驶往国外途中着火，部分货物灭失 （C

）某批进口货物在卸货过程中有两箱货物落入海中，造成货

物灭失 （D）某批出口货物在装卸过程中，吊车将货物包装

钩破，造成货物损失 2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

例》的规定，在下列进口商品中，哪些按从量定额的办法计

征消费税？ （A）粮食白酒 （B）薯类白酒 （C）黄酒 （D）

啤酒 （三）判断题 请对下列各题作出判断，在答题卡上将该

题相对应答案的选项框涂满。’√’表示正确，’×’表示

不正确。 （答对1题得1分；答错一题扣1分；不答不得分，也

不扣分） 1.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管理中要贯彻执行的主要进出

境管制制度有：进出口许可制度、机电产品和重要工业品的

管理制度、商品检验制度、动植物检疫制度、药品、药材检

验制度、食品卫生检验制度等。 2.进出口许可制度的基本内

容可概括为：（1）进出口经营权及经营范围的审批；（2）

限制性商品的配额及许可证管理；（3）进出口商品的分类管

理；（4）外贸国别政策等四项。 3.某经济特区内的一家外商

投资企业以企业自用的名义进口了一辆旅行车，进口后即无

偿捐赠给当地的一个社会福利院，半年后被海关发现，因该

企业从事公益活动，海关不得对此进行处罚 4.对于过境、转



运和通运货物，运输工具负责人应当向进境地海关如实申报

，并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运输出境。 5.某机械进出口公司从日

本进口’联合收割机’10台并同时进口部分附件，分装30箱

装运进口。在向海关申报时，进口货物报关单附有发票、装

箱单、海运提货单各一份，发票注明每台单价为CIF上

海USD22400，总价为USD224000，附件不另计价。据此，进

口货物报关单的有关栏目应分别填写为： （1）成交方式

：CIF （2）件数：30 （3）商品名称：联合收割机及其附件 

（4）原产地：日本116 （5）单价：22400 以上填写全部符合

《进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 6.根据海关对报关企业和报关

员的管理规定，报关员必须随所属企业同时进行年审。 7.我

外贸公司如遇买方不按时开出信用证的情况，可根据具体情

况采取对我出口公司有利的措施。如：可向对方要求损害赔

偿；可催促对方开证并规定期限；也可在催促开证的同时保

留有赔偿权。 8.石家庄某专业报关公司（无异地报关备案）

，经常受河北石家庄地区的进出口公司的委托，在石家庄及

其所属的秦皇岛、唐山等地海关为这些公司办理进出口货物

手续等事宜。 9.对于进出口大宗散货、危险品、鲜活商品、

落驳运输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可向海关申请结合装卸

环节在作业现场予以查验放行，但必须在申报时提供担保。

10.某新加坡旅游者在我境内购买盖有文物鉴定部门A字头火

漆印的文物一件，在深圳申报出境时交验文物局开具的《文

物出口证明》后，海关即予以验放。 11.北京煤炭进出口总公

司对巴基斯坦签约出口’水洗炼焦煤’10万吨，由唐山煤炭

分公司执行合同，组织货源，并安排进出口。在这一情况下

报关单’经营单位’栏目应填报为’北京煤炭进出口总公司



’11091XXXXX（北京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的编号）。 12.某公

司与美国客商签定进口5,000台分体空调成套散件进料加工合

同，欲在国内组装成成品后出口。此批散件进口时海关

按95%予以保税，5%不能出口部分予以征税。企业为减少资

金占用，先把海关征税部分组装成成品内销，这样做是符合

规定的。 13.外商与我国内某加工企业签定来料加工装配合同

后，委托该加工企业在我国境内购买供加工成品的部分原材

料。这种情况，凡属出口货物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均应申领出

口许可证。 14.某保税仓库进口仓库管理用计算机、堆放货物

的货架及搬运货物的叉车。按照规定，进口这些物资可予以

免税。 15.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从日本松下公司购得分属三个

合同的六种不同规格精密仪器同船一并运达。由于这些货物

品种单一且数量不大，申报时可以用一份进口货物报关单准

确、真实、齐全、清楚地填报。 16.对于经批准以加工贸易方

式保税进口的原材料转为内销时，在向海关办理纳税手续时

，其税率应适用向海关申报转为内销之日的税则税率。 17.某

进出口公司因缴纳进口货物税款问题与海关发生争议，在向

海关缴纳税款后，该公司即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18.某巴拿

马籍船舶在上海港停靠期间，因船上有自用的数十箱烟酒，

海关根据规定对存放烟酒的库房施加封志，并要求船舶负责

人保护海关封志完整，离境时报海关核准后启封。 19.某企业

经海关批准从保税仓库内提取一批货物内销到国内市场，由

于该批货物原进入保税仓库时为空运进口，故在报关单运输

方式栏应填报’航空运输’。 20.某制衣有限公司向某海关办

理进料加工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在领取到的加工贸易手册

上有三项商品，第一项为尼龙面料，第二项为衬里棉布，第



三项为拉链。1998年4月10日该公司先进口了一部分衬里棉布

和一部分拉链，这样，填写报关单商品项号和名称时应按进

口商品的排列序号第一项为衬里棉布，第二项为拉链。 21.卖

方甲地A公司与买方乙地B公司以CIF条件成交一批货物，该

货物从甲地到乙地（甲、乙两地分为装运港与目的港）运输

途中的风险由B公司承担。 22.对1995年1月1日后批准的利用

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进口的货物，一律免

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23.在对外贸易交易磋商中，经常是以

询盘、发盘、还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某公司接到国外公司

一封函电：ORDER 50M/T DRIED YEAST POWDER

CONTENT ABOUT 30 PERCENT， PACKING 80KG

GLASSFIBRE PACKAGES AUG/SEPT SHIPMENT USD 500PER

M/T CIF NY IRRVOCABLE SIGHT L/C REPLY HERE 30/5 OUR

TIME。（订购50公吨干酵母粉，含量约30%，80公斤纤维包

装，八、九月份装船，每公吨500美元CIF纽约，不可撤销即

期信用证付款，5月30日我方时间复到有效）。在外贸业务中

，我们称这种函电为接受。 24.某公司出口的某种商品的现行

价格是CIF每公吨RMB￥1,650，并按此价格向国外不同客户

发盘。首先接到国外一客户来电，还价为USD150；随后又有

一客户还价为DM330；这种情况该公司应该接受后者的还盘

（设1美元=8.3元人民币，1美元=1.7马克）。 25.根据《跟单

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的规定，如果

信用证的议付到期地点不在我国而在国外，有关单据必须在

到期日前寄达开证银行或指定的付款银行，我国的外贸公司

要承担邮递迟延、邮件遗失等风险。 （四）实用报关英语 请

在下列各题的答案选项中，选出最合适的答案，在答题卡上



将该题相对应答案的选项的英文字母标号框涂满（每题1分，

共10分） 1.In the foreign trade business, the payment is always

made by L/C. In this sentence, L/C is the abbreviation for . A. Bill of

Lading B. Commercial Invoice C. Buying Contract D. Letter of

Credit 2.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ustoms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is to China’s economic, trade,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 supervise B. control C. promote

D. limit 3.We are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shipment is not the

standard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A. into B. up to C. according to

D. instead of 4.We usually accept payment by irrevocable L/C

payable shipping documents. A. among B. between C. against D.

about 5.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Law, the duty-paying value of an

import item should be its normal price which should approved by

the Customs. A. FOB B. CIF C. CFR D. FCA 6.We our pri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 adjust B. readjust C. accept

D. admit 7.The Customs shall reply in writing within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refund of the duty paid and notify

the applicant of its decision. A. one months B. two months C. three

month D. six months 8.The accurate declaration for the import

goods is made by the . A. consignee B. consignor C. Customs D. any

person 9.The loading, unloading, transshipment and transit of

inward and outward mail bags are subject to Customs control and a

way bill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Customs by the enterprise

providing postal service. A. cover B. covering C. covered D. having

covered 10.The description of currency of the Germany is . A.

Danish Krone B. Deutsche Mark C. Cuban Peso D. Dutch Florin



Guider （五）在下列各题括号内填写该商品在《进出商品名

称及编码》中的8位编码 （1-20题每题1分，21-30题每题2分，

共40分） 1.冷大马哈鱼（ ） 2.硬粒小麦（ ） 3.未经过化学改

性的精制豆油（ ） 4.氯化纳（符合化学定义）（ ） 5.石油原

油（ ） 6.元明粉（精制硫酸钠，分子式为Na2SO4）（ ） 7.酪

蛋白（ ） 8.初级形状的聚丙烯（ ） 9.褐色磨木浆（桦木）（ 

） 10.山羊绒（未梳）（ ） 11.纯棉漂白平纹机织物（织物重

为50g/m2；幅宽110cm）（ ） 12.合金生铁（初级形状）（ ）

13.船舶弦外发动机（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 14.

尼龙--66盐（ ） 15.已剪成手套形的针织经编纯绵布（ ） 16.

电子显微镜（ ） 17.银制茶叶罐（ ） 18.氯丁橡胶胶乳（ ）

19.白豆蔻（ ） 20.直流电动机（输出功率375千瓦）（ ） 21.

谷物干燥器（电热）（ ） 22.装有发动机的汽车起重机底盘（

） 23.绕在卷轴上的光导纤维（ ） 24.还原靛蓝（非零售包装

）（ ） 25.白厂丝（未加捻）（ ） 26.按重量计，含羊毛45%

，粘胶短纤30%，锦纶短纤25%，每平方米190克的色织平纹

精纺机织物（幅宽180cm）（ ） 27.截面为矩形的不锈钢材，

除轧制外未经进一步加工，钢材的宽度为50mm，厚度为5mm

，冷成形笔直状报验（ ） 28.氯乙烯一乙酸乙烯酯共聚物，按

重量计含乙酸乙烯酯单体单元为60%（非水分散体；初级形

状）（ ） 29.没药（ ） 30.磺胺嘧啶（磺胺类原药，通式

为NH2-C6H4-SO2NHR）（ ） （六）填制报关单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 预录入编号：587112114 海关编号

： 出口口岸 上海宝山海关 备案号 ****** 出口日期 1997.12.30 

申报日期1997.12.28 经营单位 厦门荣华贸易发展公

司(3502110278) 运输方式 江海 运输工具名称 SU YUE V.9801 



提运单号 CSLMJ18080 发货单位 厦门荣华贸易发展公司 贸易

方式 征免性质 结汇方式 许可证号 ********** 运抵国（地区） 

指运港 境内货源地 厦门特区 批准文号 成交方式 运费 保费

****** 杂费 ****** 合同协议号 件数 包装种类 毛重（公斤） 净

重（公斤） 集装箱号 随附单据 B.C 生产厂家 标记唛码及备注

项号 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及单位 最终目的国

（地区） 单价 总征免价 币制 *** 税费征收情况 此栏以下考生

不用填写 录入员 录入单位 兹声明以上申报无讹并承担法律责

任 *** **** 单位地址： 申报单位（签章）： **路**号 邮

编****** 电话******** 填制日期 97.12.28 海关审单批注及放行

日期（签章） 审单 审价 征税 统计 查验 放行 原始单证

RONGHUA TRADE DEVELOPMENT CO.LTD. 厦门荣华贸易

有发展公司 中国厦门 INVOICE L/C NO.212948 INVOICE NO.

SF732B1397/12 CONTRACT NO. SC732B0052 DATE： MESSRS:

J.Y.CONSULTANT CO..LTD. ADDRESS: 1-7-20 OTEMON

CHUO-KU FUKUOKA JAPAN PER S.S. SU YUE V.9801 DATE

OF DEPARTURE DEC.12TH. 1997 FROM SHANGHAI TO

MOJI MARK PACKAGE DESCRIPTION QUANTITY UNIT

PRICE AMOUNT 鲜冬笋 CNF N/M 900 CTNS FRESH

WINTERBAMBOOSHOOTS 9000KGS USD:1.40/KG

USD:12600.00 HS CODE 07099010 计量单位：千克 3592 CTNS

FRESH MUSHROOM HS CODE 07095190 计量单位：千克

17960KGS USD1.8/KG USD32328 鲜香茹 外汇核销单编号

：35/0591540 F:USD 2250 经营单位海关注册编号：3502110278 

发货单位与经营单位相同 预录入编号：587112114 随附：商检

，动植物检疫证 MANUFACTURER:XIAMEN RONGHUA



TRADE DEV.CO.LTD GW 29656Kgs NW 26960Kgs B/L NO

CSLMJ180180 CONTAINER NO.CCLU 100075(20’) CCLU

850114(40’) CCLU 850500(40’) 1997.12.28由上海航联报送公

司向上海宝山海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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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