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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AC_AC_c30_503481.htm 说明：本试卷所有题目均使用

“答题卡”答题，采用计算机自动阅读答题卡评分，请按要

求在答题卡上填涂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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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的英文字母标号框涂黑。(每题O.5分，共20分) 1.国际航行

船舶的船长，必须每隔()个月向检验检疫机构申请一次鼠患

检查。 A.3 B.6 C.1 D.2 2.以下()不是国家统一认证制度的内容

。 A.统一标志 B.统一目录 C.统一收费 D.统一认证机构 3.无进

出口经营权的出口货物生产企业，办理备案登记时，交验()

，并交付有效复印件。 A.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B.出境货物报检

单 C.对外贸易合同 D.A和C 4.进出口化妆品划分为肤用化妆

品,发用化妆品, ,香水类,口腔卫生用品,特殊功能化妆品六大类.

A,唇用化妆品 B,美容化妆品 C,美甲化妆品 D,防晒化妆品 5. 国

家质检总局对入境粮食和饲料实行检疫审批制度。货主或者

其代理人应在(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A.报检前 B.入境前 C.装

运前 D.签订贸易合同前 6. ( )对进境转基因动植物及其产品、

微生物及其产品和食品实行( )制度。 A.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登

记 B.国家质检总局 申报 C.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备案 D.国家质检

总局备案登记 7. 《出境货物报检单》中“启运地”一栏，应

填写( )。 A.货物原产地 B.签发《出境货物换证凭单》的检验

检疫机构 C.货物最后离境的口岸及所在地 D.货物出口离境所

在地 8. 《交通工具卫生证书》用于船舶的有效期为( )个月，

用于飞机、汽车的有效期为( )个月 9. 某公司从德国进口一批



瓶装葡萄酒，用大木箱包装，( )不是报检时应当提供的单据

。 A.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B.官方的植物检疫证书 C.进境动

植物检疫许可证 D.原产地证书 10.某公司从意大利进口一批货

物，其包装材料为非针叶木，报检时应提供( )。 A.欧盟官方

检疫部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 B.意大利出口商出具的“无木

质包装声明” c.欧盟官方检疫部门出具的“使用非针叶木质

包装声明” D.意大利农业部签发的热处理证书11.报检一批进

口燕麦，H.s编码为1004.0090，某报检员查阅《商品目录》，

检验检疫类别为P#8226.L/N)、纸箱包装。该物流公司的小王

负责办理本次报检手续。货物于2005年6月9日在上海口岸入

境。 31.货物在上海口岸入境后，小王应向( )检验检疫机构报

检，申请《入境货物通关单》。 A.上海 B.杭州 C.江苏 D.浙江

32.本批货物于2005年6月12 H上海海关放行，小王应最迟应在

上海海关放行之日起( )内，向杭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

检验。 A.7天 B.15天 C.20天 D.60天 33.2005年6月18 H，杭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该发动机部件进行检验后，检验合格，

开具了3000元人 民币的检验费的收费通知单，小王在2005年7

月15日去交纳检验费用，则该批货物的滞纳天数及需交纳的

滞纳金分别为( )。 A.10天，150元 B.12天，180元 C.7天，105

元 D.未滞纳，无需交纳滞纳金 34.该货物必须由杭州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实施( )。 A.强制性产品认证和卫生除害处理 B.进

境检验检疫，进口商品检验 C.进境动植物检疫和民用商品入

境验证 D.民用商品入境检证、进口商品检验 35.小王向上海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时，下列哪种单证不是必须递交的?( )

A.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 B.无木质包装声明 c.进口许可证 D.合

同、发票、装箱单等 36.以下叙述错误的是( )。 A.代理报检单



位未参加年审、国家质检总局可以取消其代理报检资格 B.报

检单位不能利用电子报检软件开展远程电子预录入 C.报检单

位出让其名义供他人代理报检业务的，将处以暂停3个月或6

个月的代理报检资格的处罚 D.报检单位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注

册登记不满1年的，本年度也要参加年审 37.对于法定检验检

疫的一般出境货物，外包装(如纸箱、木箱、麻袋等)报检时

应提供( )。 A.危险品包装容器性能检验结果单 B.出境货物运

输包装容器性能检验结果单 c.运输容器检验合格证 D.出口商

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明” 38.下列国家或地区不要求对来自

中国大陆货物木质包装进行检疫处理的是( )。 A.美国 B.欧盟

C.澳大利D.香港 39.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发现禁止入境物的，( )

。 A.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B.经处理后放行入境 C.予以没收 D.

作销毁处理 40.入境货物报检单上的“入境口岸”栏应填( )。

A.入境港口名称 B.首次停靠口岸名称 C.工厂所在地 D.报关所

在地 二、基础英语题 50.英译汉"Chinese Chamber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正确翻译为( )。 A.中国国

际检验认证协会 B.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C.中国国际认证

集团 D.中国国际质量认证中心 51.Any loss or damage noticed

when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at the time，

otherwise h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it. A.carrier B.consignee

C.shipper.D.consignor 52.A check of the( )revealed shortage of fifty

shirts. A.package B.content C.packages D.contents 53.Now that

every thing is made clear，we( )despatch next week by rail. A.would

B.should C.are arranging for D.will be for 54.We understand the

goods can be supplied( )stock. A.from B.out C.in D.for 55.In this

case。the buyer( )cancel the contract. A.could B.may have to C.has



the right to D.reserve the right to 56.As agreed upon in our

negotiations，payment( )L/C. A.by B.will be Cis to be made by D.is

by 57.( )our general agent，you would also hai,e to look after the

advertising. A.Being B.For C.As D.To be 5 8.Here is a list of our

signatures and branch offices( )your use. A.for B.to C.in D.of 5

9.This agreement is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in( )dire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both B.two C.either D.one 6 O.We got your name

from the UI Ltd of Belgium( )a reference. A.for B.as C.be D.with三

、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题的答案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

最合适的答案，请将其选出，并在答题卡上将该题相对应答

案的英文字母标号框涂黑。(每题2分。共60分，不选、错选

、少选、多选均不得分) 61.根据现行规定，参加报检员资格

考试的人员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 A.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B.具有良好的品行 C.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业学校

以上的学历 D.大专以上学历 62.某公司从法国进口一批葡萄在

报检时，除提供合同、发票、装箱单等贸易单证外，还应按

要求提供( )。 A.原产地证明 B.《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C.

《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D.法国官方检疫机构出具的植

物检疫证书 63.出境邮寄物有下列哪些情形的，寄件人须向检

验检疫机构报检，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现场和实验室检疫?( )

A.进口国有检疫要求的 B.出境邮寄物中有微生物、生物制品

、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 C.寄件人有检疫要求的 D.检验

检疫要求检疫的 64.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办理入境货物报

检，来自疫区或可能传播传染病的货物，未经检疫不得入境

B.对输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在收货地检

验检疫机构实施检疫 C.法定检验检疫的入境货物，在报关时



必须提供报关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 

单》，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入境货物通关单

》验放 D.进境“一般报检”，《入境货物通关单》的签发和

对货物的检验检疫都由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完成 65.经检验检疫

合格，须加贴检验检疫标志后才能销售的进口商品有( )。 A.

动物产品 B.植物产品 C.玩具 D.化妆品 66.进境邮寄物有下列

哪些情况的，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 A.证单不全的 B.经检疫不

合格又无有效处理方法的 C.在限期内未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

D.遭国内收货人拒收的 6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实施细则》规定，“国境口岸”特指( )。 A.北京站(中国

最大铁路枢纽) B.与世界120多个国家通航的上海虹口机场 C.

首都国际机场 D.广州港(目前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个港

口通航) 68.广州某外贸公司从韩国进口一批电子元件，木箱

包装。在珠海入境卸货时，包箱完好。货物运输到广州该公

司后，该公司验收后，发现有部分电子元件严重损坏。那么

，该公司应该( )。 A.停止验收，保持开箱现场，立刻与广州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联系，申请其派人到现场检验 B.对已经

拆下或取出的所有内外包装材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丢失并

拍好照片，以供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人员判断 C.立即与

公证机构联系，以便日后赔偿有证据 D.立即与国外出口商联

系，告知货损情况，并依此提出索赔 69.下列哪些国家的非木

质包装货物入境报检时须提供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

明》?( ) A.美国，德国 B.加拿大，巴西 C.韩国，比利时 D.澳

大利亚，日本 70.实施动植物检疫是为了防止“病虫害”传入

、传出国境，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促进

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其中“病虫害”是指( )。 A.动物传染



病 B.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 C.人类传染

病、寄生虫 D.动物寄生虫病 71.下列关于出口烟花爆竹的叙述

，正确的是( )。 A.出口烟花爆竹的生产企业应向所在地检验

检疫机构正式提交登记申请 B.检验检疫机构对异地出口烟花

爆竹采用产地检验、出I=1 1=1岸查验相结合的办法 C.对在产

地直接报关出口的烟花爆竹，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出境

货物通关单》 D.凡经检验合格的出口烟花爆竹，由检验检疫

机构在其运输包装明显部位加贴验讫标志 72.下列关于装载入

境动物的运输工具的检疫说法正确的是( )。 A.无论是否来自

动植物疫区，均需实施动植物检疫 B.装载动物的运输工具抵

达口岸时，未经口岸检验检疫机构防疫消毒和许可，任何人

不得上下运输 工具 C.动物和其他货物同运输工具抵达口岸时

，未经口岸检检疫机构防疫消毒和许可，任何人不得接触和 

移动动物 D.对饲喂入境动物的饲料、饲养用的铺垫材料以及

排泄物等作消毒、除害处理 73.北京某贸易公司从美国进口一

批“安利”牌钙片(保健品、预包装)，则这批货物入境报检

时须出示( )。 A.保健食品进口批件 B.《进出口食品标签审核

证书》 C.《进口安全质量许可证》 D.《品质检验证书》 74.

深圳市罗湖区某机械制造厂向香港出口两台梳棉机(属于《实

施出口质量许可制度商品目录》)，出口报 检时须提供的单据

为( )。 A.包装使用鉴定书 B.包装性能合格证 C.合同、发票、

装箱单 D.出口质量许可证 75.进出境邮寄物检疫的范围是( )。

A.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的国际邮寄物品 B.来自

疫区的被传染病病体污染的或可能成为传染病传播媒介的国

际邮寄物品 C.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

等特殊物品的国际邮寄物品 D.通过邮政渠道运递并需实施检



疫的其他国际邮寄物品 76.实施电子转单后，依据《口岸查验

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检验检疫机构( )。 A.免验放行 B.对一

般货物实行抽查 ， C.对活动物全部查验 D.所有货物都要全部

查验 77.快件运营人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登记备案

时，应提交哪些资料?( ) A.登记备案申请书 B.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C.海关核发的《出入境快件运营人登记备案证书》 D.检验

检疫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78.须办理《出口商品运输包装

质量许可证》的生产企业类别包括( )。 A.新鲜蔬菜运输包装

容器 B.普通货物运输包装容器 C.易碎物品运输包装容器 D.危

险货物运输包装容器 79.申请自理报检登记的某中德合资企

业(有进出口经营权)应当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提出申请

，提供 的材料包括( )。 A.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的正本及复印件

B.政府批文正本及复印件 C.申请单位的财务账薄、人员登记

表 D.自理报检单位的印章印模 80.山东某水产加工公司向日本

出口一批干制的海米，该批货物出境报检须向检验检疫机构

递交的单据包 括( )。 A.出境货物报检单 B.合同、信用证、发

票等 C.产地检疫证书 D.该公司的卫生注册登记号码 81.办理

栽培介质进境检疫审批手续必须符合的条件包括( )。 A.栽培

介质输出国或者地区无重大植物疫情发生 B.栽培介质必须是

新合成或加工的、未使用的，从工厂出口至运抵我国国境要

求不超过4个月 C.栽培介质中不得带有土壤 D.栽培介质总重

量不能超过100公斤 82.下列哪些情形应当撤销认证证书?( ) A.

监督结果证明产品出现严重缺陷的 B.获得认证的产品多次遭

到国外客户的拒收 C.获得认证的的产品因出现严重缺陷导致

重大质量事故的 D.在认证证书暂停使用的期限内，认证证书

的持有人未采取纠正措施的 83.报检人在哪些情况下需重新办



理报检?( ) A.已撤销报检的 B.改换包装或重新拼装的 C.超过检

验检疫有效期限的 D.变更输入国家或地区，并有不同检验检

疫要求的 84.过境转基因产品，货主或其代理人应当事先提出

过境许可申请，并提交的资料包括( )。 A.《转基因产品过境

转移许可证件申请表》 B.《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C.转基因产

品的用途说明 D.转基因产品拟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 85.下列表

述正确的是( )。 A.经审核符合要求的食品标签，由国家质检

总局颁发《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B.申请食品标签审核时

除提供申请书等有关证明文件外还须提供相应的检测样品 C.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经营者或其他代理人在进口食品前应当向

指定的检验检疫机构提出食品标签审 核申请 D.进口食品的报

检人在办理报检手续时，必须提供《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

》或《标签审核受理证明》 86.下列哪些情形将由备案机关吊

销《进口涂料备案书》，并且在半年内停止其备案申请资

格?( ) A.涂改、伪造《进口涂料备案书》 B.经检验检疫机构抽

查检验，累计三次不合格 c.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累计二次

发现报检商品与备案商品严重不符 D.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累计五次不合格 87.下列哪些集装箱需进行卫生检疫?( ) A.携

带有病媒昆虫和医学动物的集装箱 B.载有易腐烂变质货物、

食品的集装箱 C.载有废旧物品，有碍公共卫生物品的集装箱

D.装有冻虾的集装箱 88.检验检疫机构把生产企业分为三类，

对于二类企业采取抽查检验，则批次抽检率可以为( )。

A.15% B.30% C.45% D.100% 89.下列哪些进口商品的检验鉴定

必须在卸货口岸进行?( ) A.散装的化肥 B.矿砂 C.美国大豆 D.

彩电 90.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进口商在签订进口动物、动

物产品的外贸合同时，在签订外贸合同前应到检验检疫机构



办理检疫审 批手续，取得准许入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

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后再签外贸合同 B.进口商签订进口动物

、动物产品的外贸合同时，在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中国法定

的检疫要求，并订明 必须附有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

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 C.输入动物产品进行加工的货主或

者代理人需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查

考核 其用于生产、加工、存放的场地，符合规定防疫条件的

发给注册登记证 D.输入动物、动物产品，经检验检疫机构实

施现场检疫合格的，允许卸离运输工具，对运输工具、货物

外包装、污染场地进行消毒处理并签发《入境货物通关单》

，将货物运往指定存放地点四、判断题 请对下述各题做出判

断。在答题卡上将该题相对应答案的选项涂黑.“√”，表示

正确，“×”表示不正确。(每题0.5分。共30分。答错1题

扣0.5分，不答不得分也不扣分) 91.非贸易性质的报检行为，

报检人凭有效证件可直接办理报检手续。( ) 92.输入动物经检

疫不合格的，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检疫处理不合格

通知单))n ( ) 93.所有的进出口的样品、礼品、非销售的展品

，可以免予检验。 ( ) 94.各类、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供查阅方便

而设，无法律效力，按品目条文和有关的类、章注释归类，

才具有法 律效力。 ( ) 95.昼间悬挂“Q”字信号旗表示本船有

染疫或者有染疫嫌疑，请即刻实施检疫。 ( ) 96.经产地检验检

疫机构出具换证凭单的出口食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查验时

，如发现换证凭单已过了有效 期，或货证不符时，必须重新

报检和检验。 ( ) 97.凡属《需经商检机构进行查验的出口纺织

品目录》的出口纺织品都必须经过标识查验。 ( ) 98.商检机构

对法定检验以外的出口商品，可以在生产、经营单位检验的



基础上定期或者不定期地抽查检验。 ( ) 99.按国家有关规定，

列入小家电目录管理的出口产品，报检时必须提供国家质检

总局指定的实验室出具的“产品型式试验确认书”。 ( ) 100.

检验检疫机构对预报检的出境货物实施检验检疫，合格的签

发《出境货物通关单》。 ( ) 101.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证单一

般以验讫日期作为签发日期。 ( ) 102.报检员有义务配合检验

检疫机构为实施检验检疫而进行的现场验(查)货、抽(采)样及

检验检疫处理等事宜.并负责传达和落实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的

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和其他有关要求。 ( ) 103.经检验检疫合格

的出境货物，应当在《出境货物通关单》规定的期限内报关

出口，超过期限的，应重新报检。 ( ) 104.经评审不合格的出

口食品厂、库，自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可以重新提出卫生注

册申请。 ( ) 105.检验检疫证书须经公证机构公证，方可作为

仲裁或诉讼时有效的证明文件。 ( ) 1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所称“运输设备”指货物集装箱

。 ( ) 107.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当在入

境前7天报检。 ( ) 108.直接人口的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者使用

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 ( ) 109.商检机构可以接受对外贸易

关系人的申请，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签发普惠制

原产地证、一般原产地证。 ( ) 110.享有外交、领事特权与豁

免权的外国机构和人员公用或者自用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

和其他检疫物进境，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不予实施动植

物检疫。 ( ) 111.异地施检报检是指已在口岸完成进境流向报

检，货物到达目的后，该批进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人在规

定的时间内，向目的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进行检验检疫的报

检。异地施检报检时应提供口岸局签发的《入境货物调离通



知单》。 ( ) 112.出境人员体检合格者发给《国际旅行健康检

查证明书》。 ( ) 113.加拿大政府无偿赠送给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100吨的钨钢废碎料，这批货物入境报检时无须提供

《进口废物批准证书》正本。 ( ) 114.在本地报关的出境货物

，经检验检疫合格后，签发三联《出境货物通关单》。 ( )

115.《入境货物报检单》的索赔有效期，应填对外贸易合同中

约定的索赔期限。 ( ) 116.国家质检总局对向我国输出贸易性

栽培介质的国外生产、加工、存放单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 (

) 117，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的船舱和集装箱，承运人

必须在出运前申请检验。 ( ) 118.港务部门凭检验检疫机构出

具的《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安排出口危

险货物的装运,并严格检查包装是否与检验结果单相符，有无

破损渗漏、污染和严重锈蚀等情况，对包装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入库和装船。 ( ) 119.出境的交通工具和人员，必须在最

后离开的国境口岸接受检疫。 ( ) 120.国家对进口玩具实行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未经检验检疫合格的，不得进口。 ( )

121.自理报检单位需在异地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向报检地的检

验检疫机构办理异地备案手续。 ( ) 122.进口食品经营企业在

批发、零售进口食品时应持有当地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进口

食品卫生证书。 ( ) 123.我国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烟花爆竹的

企业实施登记管理制度。 ( ) 124.出口家电产品进行型式试验

收费依据成本测算的原则。 ( ) 125.《出口食用动物饲料生产

企业登记备案证》有效期为3年，饲料生产企业应在有效期满

前3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 ) 126.申请残损鉴定的，应提供理货

残损单、铁路商务记录、空运事故记录或海事报告等证明货

损情况的有关证单 127.“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是由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 ( ) 128.船舶到达时，船舶上啮齿动物

有反常死亡，并且死因不明的，为染有鼠疫。 129.出口普通

货物的运输包装容器，无须申请检验检疫机构检验。 ( ) 130.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质量保证能力

及检验检疫机构年平均检验合格率等情况，将出口商品生产

企业分为三类，对于需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出口商品，不得

以分类管理等方式进行检验。 ( ) 131请根据所提供的单据，

完成相关的判断题第131～150题。 BILL oF LADING 134.该集

装箱为非标准箱。 ( ) 135.船名为"SEA"。 ( ) 136.该批货物的净

重为10622KGS。 ( ) 137.该批货物的装货港为大阪。 ( ) 138.该

批货物的唛码应为“N/M”。 ( ) 139.本批货物的卸货港为厦

门。 ( ) 140.该提单正本仅有一份。 ( ) 141.该批货物入境报检

时无须提供日本政府出具的检疫证书正本。 ( ) 142.该批货物

入境放行应向郑州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实施检疫。 ( )

143.报检时须提供出口商出具的无木质包装声明。 ( ) 144.报检

时须提供日本出口商出具的食品卫生证书。 ( ) 145.报检时须

提供原产地证。 ( ) 146.载运这批货物入境的船舶须经检疫合

格后，由厦门检验检疫机构签发《运输工具检疫证书》。 ( )

147.进口这批货物前必须向国家质检总局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 ) 148.如果收货人临时设在上海港入境，则收货人不须重新

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 ) 149.如果进口货物入境后，经查验货

物有一部分为水果，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处3000～30000元

以下的罚款。 ( ) 150.该批货物入境后，收货人因故撤销检验

检疫，而检验检疫机构未实施检验检疫的，按照现行规定，

收货人应按收费标准的50%交纳检验检疫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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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