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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518073.htm 一、单选题: 1、 报关单位向海

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海关有权进行行政处罚。下列处罚正确

的是： A、由海关责令改正，暂停其6个月以内从事报关业务

B、由海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罚款，暂停其6个月以内从事

报关业务 C、由海关撤消其报关注册登记，并处10万元以下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注册登记

为报关企业 D、由海关撤消其报关注册登记，并处30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注册

登记为报关企业 标准答案：c 2、 关于对外贸易救济措施，下

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针对的是价

格歧视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针对的则是进口产品

激增的情况 B、临时反倾销措施或临时反补贴措施决定公告

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4个月，其中临时性反补贴措施可以

在特殊情况下延长至9个月 C、临时性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

自临时保障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得超过200天，

并且次期限计入保障措施总期限 D、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

包括临时性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4年，该措施的全部实

施期限也可以相应延长，但不得超过10年 标准答案：b 解 析

：B应为“其中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延长至9

个月”。 3、 海关行使下列哪些权力时需经直属海关关长或

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 A、对违反《海关法》或者

其他法律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以及与之有

关的其他资料进行扣留 B、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



边规定地区，对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进行扣

留的 C、对超期未报货物征收滞报金 D、在海关监管区和海

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进出境运输工

具 标准答案：b 解 析：A违反《海关法》，不需要经直属海

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但如果是扣留“有

走私嫌疑”的则需要经直属海关关长批准。 4、 下列企业、

单位中不属报关单位的是： A、经海关批准在海关临时注册

登记的某科研院所 B、在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进出境快件业

务的某快递公司 C、在海关注册登记的某外商投资企业 D、

在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业务的企业 标准答

案：d 5、 《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 ），原则

上实行“一批一证”制度，对不实行一批一证的商品，发证

机关在签发进口许可证时必须在备注栏中注明：“非一批一

证”字样，该证在有效期内可使用最多不超过（ ）次。 A、6

个月；6次 B、1年；12次 C、6个月；12次 D、1年；无次数限

制 标准答案：c 解 析：A选项是《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有效

期和次数。B选项是《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和次数。 6、 关

于我国对外贸易管制措施说法正确的是（ ）。 A、海关对进

口原油、成品油、化肥、钢材四种大宗货物的散装货物的溢

短装数量在总量正负5%以内予以免证验放 B、国家规定对有

数量限制的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件管理 C、进口黄金及其

制品，进口企业应事先向中国人民银行申领《黄金及其制品

进出口准许证》 D、进口列入《中国禁止或严格限制的有毒

化学品名录》的药品，不论用于何种用途，均须申领有毒化

学品环境管理放行通知单,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 标

准答案：c 解 析：A、原油、成品油、化肥、钢材四种大宗货



物的散装货物的溢短装数量在总量正负3%以内予以免证验放

。 B、国家规定对有数量限制的出口货物，实行配额管理；

其他限制的出口货物，实行许可证件管理。 D、由环境保护

部签发。 7、 下列关于海关对进出境货物监管期限的表述正

确的是： A、转运货物必须在3个月内办理海关有关手续并转

运出境，超出规定期限3个月仍未转运出境或办理其他海关手

续的，海关将依法变卖处理 B、进境修理货物，货物进口后

，在境内维修的期限为进口之日起6个月，可申请延长，延长

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 C、过境货物的过境期限为3个月，

但经海关批准后可以延期，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D

、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使用的机器、设备运往境内区外进行维

修、测试，应自运出之日起60天内运回加工区。因特殊情况

不能如期运回的，区内企业应于期限届满前10天内向海关申

请延期，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天 标准答案：a 解 析：B、进境

修理货物，货物进口后在境内维修的期限为进口之日起6个月

，可申请延长，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C、过境货物的

过境期限为6个月，但经海关批准后可以延期，延长的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3个月。 D、区内企业应于期限届满前7天内向海

关申请延期。 8、 对于应征税的进口货样广告品，报关时应

提交的报关单是（ ）。 A、进出境快件KJ1报关单 B、进出境

快件KJ2报关单 C、进出境快件KJ3报关单 D、个人物品报关

单 标准答案：c 解 析：A、进出境快件KJ1报关单（文件类）

B、进出境快件KJ2报关单（免税的货样广告品） C、进出境

快件KJ3报关单（应税的货样广告品） D、个人物品报关单（

个人物品类） 9、 关于税率适用时间，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A、保税仓储货物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应当适用海关批准



之日实施的税率征税 B、进口货物到达前，经海关核准先行

申报的，应当适用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实施的

税率 C、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需要追征税款的，应当适用

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之日实施的税率 D、租赁进口货物分期

缴纳税款的，应当适用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纳税手续之日实施

的税率 标准答案：a 解 析：A应当适用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纳

税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 10、 关于海关征收的税款，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纳税义务人发现多缴纳税款的，自缴

纳税款之日起1年内，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

款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B、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

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手续 C、

纳税人应当自收到海关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有关退税手续

。 D、纳税人应当自收到海关通知之日起1年内办理有关退税

手续 标准答案：a 解 析：B、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

起30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手续 C、纳税人应当自

收到海关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有关退税手续。 11、 关于

登记证书的发证机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收发货人

登记证书由所在地海关核发 B. 报关企业登记证书由所在地海

关核发 C、保税物流中心（A型）注册登记证书由直属海关核

发 D、保税物流中心（B型）企业注册登记证书直属海关核发

标准答案：c 12、 海关补征进出口货物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征

税时，应向纳税人填发( ). A、收入退还书 B、海关专用缴款

书 C、海关行政事业收费专用票据 D、征免税证明 标准答案

：b 13、 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保税物流中心（B型）中心

内企业需变更有关事项的，由主管海关审批 B、物流中心（B

型）经营企业可以在本中心内直接从事保税仓储物流的经营



活动 C、保税物流中心实行集中申报的进出口货物，应当适

用每次货物进出口时海关接受申报之日实施的税率、汇率 D

、物流中心（B型）内货物不可以在中心内企业之间进行转让

、转移 标准答案：c 14、 采用纸制手册管理的保税加工货物

，开展加工贸易的货物不需要领取许可证，不需要开设台帐

。在办理合同备案阶段步骤正确的是（ ）。 A、合同内容预

录入海关审核审批合同领取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B、审批合同

合同内容预录入海关审核领取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C、审批合

同海关审核合同内容预录入领取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D、领取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合同内容预录入海关审核审批合同 标准答

案：b 15、 对进口汽车，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在

办理完毕提取进口货物手续后，下列属于向海关申请签发的

证明是： A、进口货物报关单（收汇证明联） B、进口货物

报关单（外汇核销单） C、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货物证明

联） D、进口货物证明书 标准答案：d 16、 申报日期是指（ 

）。 A、向海关提交电子数据报关单的日期 B、向海关提交

纸质报关单的日期 C、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期 D、海关

放行日期 标准答案：c 17、 关于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与申

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两者之间的关系，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A、只有办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权利人才有权申请扣

留侵权嫌疑货物 B、海关发现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嫌疑货物

，即使权利人未提供担保，海关也予以扣留 C、总担保适用

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因接到海关发现侵权嫌疑货

物通知，根据《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的规定，多次向海

关提出扣留涉嫌侵犯其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知识产权的进出口

货物申请的情事 D、没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权利人



，按规定申请扣留嫌疑货物的，只要提供担保，海关应当扣

留侵权嫌疑货物 标准答案：d 18、 关于行政复议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海关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

日内提出复议申请 B、自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

理决定 C、申请人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申请行政

复议 D、申请复议时，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海关申请

复议 标准答案：c 19、 关于原产地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框架协议》规则的原产地证明书应当自东盟国家

有关机构签发之日起6个月向我国境内申报地海关提交，经过

第三方转运的，提交期限延长为8个月 B、中国巴基斯坦自由

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原产地证明书应当自东盟国家有关机构

签发之日起4个月向我国境内申报地海关提交，如果经过第三

方转运的，提交期限延长为6个月 C、原产于东盟国家的进口

货物，如果产品的FOB价不超过200美元，无须要求我国的纳

税义务人提交原产地证书，但是要提交出口人对有关产品原

产于该出口成员方的声明 D、《亚太贸易协定》规则的原产

地证明书，一个原产地证书可多次使用，适用于多批进口货

物 标准答案：c 解 析：A、东盟国家签发之日起4个月向我国

境内申报地海关提交，经过第三方转运的，提交期限延长为6

个月。 B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原产地证明

书，原产地证书应当自东盟国家有关机构签发之日起6个月向

我国境内申报地海关提交，如果经过第三方转运的，提交期

限延长为8个月。D错，一个原产地证书只能够适用于一批进

口货物，不可多次使用。 20、 出口加工区企业进口免税的机

器设备等应填制（ ）。 A、出口加工区出境备案清单 B、出



口加工区进境备案清单 C、进口货物报关单 D、出口货物报

关单 标准答案：b 解 析：出口加工区企业进口免税的机器设

备等应填制“出口加工区进境备案清单”。保税区企业进口

免税的机器设备应填制“进口货物报关单”。 21、 某出口加

工区企业从香港购进台湾产的薄型尼龙布一批，加工成女式

服装后，经批准运往区外内销，该批服装向海关申报出区时

，其原产国应申报为（ ）。 A、香港 B、台湾 C、中国 D、

国别不详 标准答案：c 解 析：尼龙布至女式服装已经改变税

号的4位数品目，因此，该服装的产地应为出口加工区，即“

中国”。 22、 下列关于报关单位的表述错误的是（ ）。 A、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经海关注册登记后，只能为本企业（单

位）进出口货物报关 B、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在

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后只能在注册地海关办理报关业务 C、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后，可以在我国关境

内各个口岸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的地点办理本单位的报关

业务 D、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可以委托在海关准予注册登记

的报关企业代为办理报关业务 标准答案：b 23、 下列船舶中

不需要征收船舶吨税的有（ ）。 A、新加坡商人租用中国籍

船舶，租期为1年 B、中外合营企业租用的外国籍船舶 C、在

上海港口行驶的韩国货轮 D、马来西亚商人以程租方式租用

的中国籍船舶 标准答案：d 24、 下列哪些贸易术语只适用于

水上运输方式（ ）。 A. EXW B. CPT C. CIF D.CIP 标准答案

：c 解 析：贸易术语适用运输方式归纳如下： （1）FAS 

、FOB、CFR、CIF、DES、DEQ适用于江海运输 （2）EXW

、FCA、CPT、CIP、DDU、DDP适用于任何方式的运输。 

（3）DAF可用于任何方式的运输，但主要是公路和铁路运输



。 25、 某企业申报进境的保税加工料件，经海关批准在放行

前全部退运出境。企业在填制出口货物报关单时，“贸易方

式”栏应填报： A．来料料件退换 B．进料料件退换 C．直接

退运 D．一般退运货物 标准答案：c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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