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证员考试辅导：出口收汇核销业务操作问答单证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7/2021_2022__E5_8D_95_

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517277.htm 一、出口核销业务流

程？ 第一步：出口单位取得商务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的进出

口经营权； 第二步：出口单位到海关办理“中国电子口岸”

入网手续，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中国电子口岸”企业法人IC

卡和“中国电子口岸”企业操作员IC卡电子认证手续； 第三

步：出口单位持有关材料到注册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外

汇局审核无误后，为出口单位办理登记手续，建立出口单位

电子档案信息； 第四步：出口单位网上申领出口收汇核销单

； 第五步：出口单位凭操作员IC卡、核销员证、出口合同（

首次申领时提供）到注册所在地外汇局申领纸质出口收汇核

销单； 第六步：出口企业网上向报关地海关进行出口核销单

的报关前的备案； 第七步：出口单位出口报关； 第八步：出

口单位可以在报关出口后通过“中国电子口岸出口收汇系统

”将已用于出口报关的核销单向外汇局交单； 第九步：出口

单位在银行办理出口收汇后，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

续。 二、出口单位向外汇局申请办理出口收汇核销登记时需

提供哪些资料？ 1、单位介绍信、申请书； 2、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正本及复印件；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及复印件； 5、海关注册登记证明书

正本及复印件； 三、特殊贸易方式出口的如何办理出口收汇



核销手续？ 对于下列特殊贸易方式出口的，出口单位除提供

出口收汇核销单、银行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出口报

关单外，还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供证明材料。 1、以出境展

销、展览商品方式出口的，应当提供展品复入境报关单； 2

、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方式出口的，应当提供海关登记手

册、企业合同及经贸委批件，按照工缴费执销； 3、以实物

补偿方式出口的，应当提供外经贸部门的批准件、相关合同

、进口报关单。对超过合同规定的补偿款视同一般贸易办理

核销； 4、以易货方式出口的，应当提供易货合同及易进货

物的进口报关单； 5、以实物作为投资的出口，应当提供外

经贸部门及外汇局的批准件； 6、以进料加工方式出口的，

一般应当全额收汇，外商投资企业不能全额收汇的，应当事

先经外汇局批准。以收抵支的，应当提供合同、进口货物报

关单、海关登记手册； 7、境外承包工程项下所需机械设备

、工具以及工程人员的办公、生活物品出口的，应当提供书

面说明及劳务承包合同。 四、什么是"出口收汇系统"？ "出口

收汇系统"有什么作用？ "出口收汇系统"是"中国电子口岸"中

企业专用的一个子系统。该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国

家电信公网在公共数据中心建立出口收汇核销单（以下简称"

核销单"）的电子底帐，使海关和税务部门实现出口报关和出

口退税环节对核销单的联网数据核查，并使企业凭操作员IC

卡通过本系统在网上向外汇局申请需领用核销单份数，向出

口报关地海关进行核销单报关前备案，待出口报关后可以进

行网上交单，并可随时随地对核销单领取、使用等各项信息

进行综合查询，使出口报关、收汇核销及退税业务更加方便

快捷。 五、出口收汇系统如何进行身份认证？ 企业必须凭本



企业操作员IC卡才能进入出口收汇系统，完成相关业务操作

。系统根据IC卡信息进行操作员身份验证，操作员处理的数

据将自动进行电子签名、加密。 未申领IC卡的企业将无法开

展相关的出口、收汇核销业务。 六、如何申领出口收汇核销

单？ 企业在到外汇局领取新版纸质核销单之前，需上网向外

汇局申请所需领用核销单份数。 企业在网上申请后，不需等

待外汇局的网上审批，即可凭本企业操作员IC卡到外汇局领

取新版纸质核销单。外汇局根据企业网上申请的新版核销单

份数以及本地出口收汇核销系统确认的企业可领单数量，向

企业发放纸质新版核销单，同时将所发新版核销单电子底帐

数据联网存放到公共数据中心。 出口单位在核销单正式使用

前，应当加盖单位名称及组织机构代码条形章，在骑缝处加

盖单位公章。 七、出口核销单的有效期限是多少？ 空白新版

核销单无需填写有效期，视同长期有效。全国海关将对新版

纸质核销单进行电子底帐数据联网核查。 八、报关前是否需

进行核销单的备案？ 企业到海关报关出口前，必须上网向报

关地海关进行新版核销单使用的报关前备案。一张核销单只

能对应用于一张出口报关单。未进行报关前备案的新版核销

单不能用于出口报关。 九、企业已经进行口岸备案的核销单

，在出口口岸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已进行口岸备案

的出口收汇核销单，在核销单未被用于出口报关的情况下出

口口岸发生变化，可上网申请变更并重新设置出口口岸。 十

、出口后如何办理交单？ 企业在货物出口后不需再到外汇局

进行交单，可以上网将已用于出口报关的核销单向外汇局交

单。 十一、出口单位如何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报告手续？ 出口

单位出口货物后，应当在不迟于预计收汇日期起30天内，持



核销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及其它规定的核

销凭证集中或逐笔向外汇局进行出口收汇核销报告。实行自

动核销的出口单位，除特殊情况外，无须向外汇局进行核销

报告。 即期收汇项下应当在货物报关出口后180天内收汇。对

预计收汇日期超过报关日期180天以上(含180天)的，出口单位

应当在货物出口报关后60天内凭远期备案书面申请、远期收

汇出口合同或协议、核销单、报关单及其他相关材料向外汇

局办理远期收汇备案并应在远期备案的收汇期限内收汇。 十

二、出口单位进行出口收汇核销报告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提供核销凭证： 1、以“一般贸易”、“进料非对口”、“

有权军事装备”、“无权军事装备”、“对台贸易”方式出

口的，提供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 2、以

“易货贸易”方式出口的，提供易货合同、报告表、核销单

、报关单，属全额易货的，还应当提供易进货物的进口报关

单. 部分易货的，还应当提供核销专用联以及易进货物的进口

报关单。 3、以“来料加工”、“来料深加工”方式出口的

，提供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同一合同项

下的出口首次进行收汇核销报告时，还应当提供经商务主管

部门核准的加工合同，合同发生变更或终止执行时，还应当

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 4、以“补偿贸易”方式出口且合同

规定以实物形式补偿的，提供报告表、补偿贸易合同、核销

单、报关单以及相应的进口报关单，报关单金额大于进口报

关单金额时还应提供核销专用联。 5、以“进料对口”、“

进料深加工”、“三资进料加工”方式出口的，全额收汇的

，提供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 进料抵扣的，

需到外汇局进行进料抵扣登记，提供报告表、核销单、报关



单，差额部分的核销专用联以及相应的进口报关单。 同一合

同项下的出口首次进行抵扣核销报告时，还应当提供经商务

主管部门核准的加工合同. 合同发生变更或终止执行时，还应

当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 以“进料深加工”方式出口且转入

方以“进料深加工”方式进口的，提供经商务部门核准的加

工合同、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 以人民币计

价结算的，提供人民币入账凭证和进口报关单。 6、以“货

样广告品A”方式出口的，提供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

收汇核销的提供核销专用联，对单笔不收汇金额超过等值500

美元的，提供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7、以“对外承包出

口”方式出口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对外承包的核准件、承

包工程合同或协议、核销单、报关单及核销专用联。 8、以

“退运货物”方式出口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进口报关

单，对于已经办理付汇手续的退运货物还应当提供核销专用

联。 9、以“进料料件复出”、“进料边角料复出”方式出

口的，收汇核销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 不收汇

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注明“进料对口”或“进料深加工

”等方式的进口报关单。 10、以“进料料件退换”方式出口

的，有收汇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及核销专用联. 不收汇的提

供核销单、报关单及进料加工类的进口报关单。 11、以“对

台小额”方式出口的，以现汇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

及核销专用联. 以外币现钞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外

币现钞结汇水单和购货发票. 以人民币结算的，提供核销单、

报关单、人民币入账证明。 12、以“保税工厂”、 “出料加

工”方式出口的，收汇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及核销专用联. 

加工后货物运回且不收汇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及相应的



进口报关单。 13、以“租赁贸易”和“租赁不满一年”方式

出口的，提供租赁合同、核销单、报关单，如外商为承租方

的，还应当提供核销专用联，若收回的租金不足核销的，还

应当提供进口报关单. 如我方为承租方的，还应当提供进口报

关单电子底账打印件（加盖银行业务公章）。 14、以“寄售

代销”方式出口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及核销专用联，不

能全额收汇的，还应当提供寄售代销确认书。 15、以“边境

小额”出口的，以现汇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核销

专用联. 以外币现钞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外币现钞

结汇水单、购货发票. 以人民币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

、人民币入账证明（在境外贸易机构已开立人民币边境贸易

结算专用账户的地区，可以提供境内人民币资金划转证明）. 

以毗邻国家货币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经海关核验

的携带毗邻国家货币现钞入境申报单或汇入汇款证明. 以易货

方式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进口报关单. 通过境内居

民个人汇款收回外汇货款的，提供报关单、核销单、出口收

汇核销专用结汇水单。 16、以“ 旅游购物商品”及“一般贸

易”方式报关的包机贸易出口的，以现汇结算的，提供核销

单、报关单、核销专用联. 以外币现钞或个人汇款结算的，提

供核销单、报关单、购货发票及外币现钞结汇水单或个人汇

入汇款结汇水单. 以人民币结算的，提供核销单、报关单及人

民币入账证明。 17、以其他海关贸易监管方式出口的，按外

汇局及有关部门的规定提供相关凭证。 十三、外汇局根据业

务量和出口单位的具体情况，可采取哪几种出口收汇核销方

式？ 外汇局可以根据各地业务量和出口单位的具体情况，按

照下列规定分别采取逐笔核销、批次核销、自动核销的出口



收汇核销方式： 1、逐笔核销： 即由出口单位按核销单证一

一对应进行报告，外汇局按照一一对应的原则逐笔为出口单

位办理核销手续的核销方式。适用于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以

及差额核销和无法全额收汇的出口收汇数据。 2、批次核销

： 即由出口单位集中报告，外汇局按批次为出口单位办理核

销手续的核销方式，是按照核销单与核销专用联总量对应的

原则进行。适用于除出口收汇高风险企业外的所有出口单位

的全额收汇核销，以及来料加工项下和进料加工抵扣项下需

按合同核销的出口收汇数据。 3、自动核销： 即出口单位不

需向外汇局报告，外汇局根据从“中国电子口岸出口收汇系

统”采集的核销单信息和报关信息，以及从“国际收支统计

申报系统”采集的收汇信息，进行总量核销的核销方式。适

用于国际收支申报率高以及符合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出

口收汇荣誉企业的一般贸易项下及其他出口贸易项下全额收

汇的出口收汇数据。 十四、符合哪些条件的出口单位，外汇

局核定其自动核销资格？ 外汇局按年度核定出口单位自动核

销资格，对符合下列规定条件的出口单位，外汇局核定其自

动核销资格： 1、国际收支申报率为100%； 2、上年度出口收

汇核销考核等级为“出口收汇荣誉企业”； 3、近两年没有

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 4、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

汇局在审核出口单位自动核销资格时，应当填制《出口收汇

自动核销资格审核表》，并逐级上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

准后，外汇局应当及时向出口单位发出《自动核销资格确认

通知书》。 出口单位必须在《自动核销资格确认通知书》的

回执上签章确认，承诺履行规定义务并承担相关责任后，外

汇局方可对其实行自动核销管理。 十五、自动核销单位如何



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哪些情况下自动核销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办理核销报告手续？ 除以下情形外，自动核销单位无需

向外汇局进行核销报告，也无需到外汇局办理核销手续，但

应将用于核销的报关单进行网上交单，由外汇局按月通过“

出口收汇核报系统”对其出口报关数据和银行收汇数据按时

间顺序自动总量核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核销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办理核销报告手续： 1、不能按规定全额收汇的

出口业务； 2、需在货物报关出口后90天内办理出口退税或其

他相关手续且已收汇的； 3、以不收汇或部分收汇的贸易方

式出口的； 4、出口后收汇不需办理涉外收入申报的。 对第

二种情况，自动核销单位向外汇局报告后，外汇局应当在“

出口收汇核报系统”中相应调整出口应收汇日期。 十六、企

业收汇后如何办理核销？ 即期出口项下，企业应当在出口收

汇后凭报告表、核销单、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到外

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远期出口项下，企业应当在合

同规定收汇日收汇后持上述材料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

手续。企业可按月集中到外汇局办理核销。 十七、出口收汇

核销单遗失后应怎么办？ 1、未用于报关出口的空白核销单

遗失后，出口单位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电子口岸出

口收汇系统”进行挂失。如因未及时挂失造成经济损失或导

致违规行为的，责任由企业自负。 2、已用于报关出口未办

理核销手续的核销单遗失，出口单位应当凭核销单以外的其

他核销凭证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核销单退税专用联挂失及补

办申请。外汇局应当审核出口单位提供的核销凭证无误后，

通过“中国电子口岸出口收汇系统”对核销单退税专用联进

行挂失处理，并在为出口单位办理核销后，于三个工作日内



为其签发“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补办证明”。 3、已

办理核销手续后遗失核销单退税专用联的，出口单位应当凭

税务部门签发的退税情况证明向外汇局提出核销单退税专用

联挂失、补办申请。对税务部门证明未退税的，外汇局在“

出口收汇系统”进行挂失处理后，于三个工作日内为出口单

位签发“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补办证明” 。 十八、企

业如遇到新版出口核销单或报关单无电子底帐数据或纸质单

证与电子底帐数据出现差异等情况如何处理？ 由企业持新版

核销单或报关单到发放新版核销单或签发报关单的相关外汇

局或海关查询，接到查询要求的外汇局或海关应当在五日内

解决问题。如属纸质单证出具有误，外汇局或海关应当更改

纸质单证；如属电子数据有误，外汇局或海关应当更正或补

充电子数据。"#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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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