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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518074.htm 一、单选题: 1、 因报关企业对

委托人所提供的情况的真实性未进行合理审查，或者因工作

疏忽影响海关统计准确性的，海关可对报关企业处以（） A

、予以警告或者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B、处货物价值10%

以下罚款，暂停其六个月以内的从事报关业务 C、撤消其注

册登记，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D、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标准答案：b 2、 张某供职于某报关

行，2006年参加了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但是没有通过

考试。张某于今年8月份即开始借用该单位其他报关员王某的

报关员证的向海关报关。根据海关现行规定，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A、对于王某出借其报关员证件的行为，海关对

其一次记的分值为5分 B、对于王某出借其报关员证件的行为

，海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C、对于张某取缔其非法报关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10万元以下罚款 D、由于张某不是报关员，海关无权对其

进行处罚 标准答案：c 解 析：A、对于王某，出借其报关员

证件的，海关对其一次记的分值为10分。B、对于王某出借其

报关员证件的行为，属于报关执业禁止（其他执业禁止包括

哪些要掌握参见教材35），海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

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3、 下列关于报关企业和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关行为规则的表述，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后，可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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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报关企业应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

担法律责任 C．报关企业如需要在注册登记许可区域内从事

报关服务的，应当依法在关区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在

开展报关服务前，按规定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备案 D．报关企

业如需要在注册登记许可区域以外从事报关服务的，应当按

规定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备案 标准答案：d 解 析：参见教材26

。报关企业如需要在注册登记许可区域以外从事报关服务的

，应当依法在关区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向拟注册地海

关申请报关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 4、 下列关于证书

有效期描述正确的是（ ） A、收发货人登记证书有效期为3年

，登记证书有效期届满30日前到注册地海关办理换证手续 B

、报关企业登记证书有效期限为2年，应当在办理注册登记许

可延期的同时办理换证手续 C、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存

储期限为1年 D、保税物流中心（A型）保税存储期限为2年 

标准答案：b 解 析：A、收发货人登记证书有效期为3年，登

记证书有效期届满前30日到注册地海关办理换证手续。B、正

确，参见教材24 C、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存储期限为2

年 D、保税物流中心（A型）保税存储期限为1年 5、 海关行

使下列哪些权力时不需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

关关长批准（ ）。 A、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

定地区，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 B、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

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外，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进出境运输工具

C. 将应税货物依法变卖，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D. 书面通知纳

税义务人开户银行暂停支付纳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

款 标准答案：a 解 析：A选项，对走私嫌疑人身体的检查，

只能在两区内，而且不需要经关长批准。 6、 下列关于进出



口许可证件的期限，说法正确的是（ ）。 A、出口许可证的

有效期为1年，跨年度使用的不得超过次年2月底 B、进口许

可证的有效期为6个月，跨年度使用的不得超过次年3月31日

C、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跨年度使用的不得超过

次年3月31日 D、纺织品出口临时出口许可证有效期6个月，

不能跨年度使用 标准答案：d 解 析：A错，出口许可证有效

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且有效截止时间不得超过当年12月31日

B错，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1年，当年有效跨年度使用，最长

不超过次年3月31日。 C错，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6个月

，不能跨年度使用。 7、 关于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在有效期内每证只能在一个海关报关使

用，且只能使用一次 B、在有效期内每证只能在一个海关报

关使用，每证最多可使用12次 C、在有效期内每证可在多个

海关报关使用，每证最多可使用12次 D、有效期为1年，逾期

作废 标准答案：a 解 析：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实行“一批

一证”、“一关一证”，有效期为6个月.输欧盟纺织品出口

许可证有效期为45天。 8、 关于申报日期，下列表述错误的

选项是： A、申报日期是指报关单位向海关传输电子数据报

关单及呈验随附单证的日期 B、电子数据报关单经过海关计

算机检查被退回重新申报的，申报日期为海关接受重新申报

的日期 C、先采用电子数据报关申报，后提交纸质报关单申

报的情况，海关接受申报的时间以接受电子数据报关单申报

的日期为准 D、直接使用纸质报关单的，海关工作人员在报

关单上做登记处理的日期为海关接受申报日期 标准答案：a 9

、 A公司进口电信设备零件一批，海关于2007年4月6日（星

期五）填发税款缴款通知书，A公司于2007年4月23日缴纳税



费，请问这种情况海关（）滞纳金。 A、不征收 B、应征收

一天 C、应征收两大 D、应征收三天 标准答案：a 解 析：本

题中于2007年4月6日（星期五）填发税款缴款通知书，该公

司最迟应当于4月21日（周六）缴纳税费，由于最后缴款期限

为周六，因此缴款期限要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最后的缴款期限为23日。如果该公司是24号缴纳的税款，则

滞纳一天。 10、 海关关员在查验货物的过程中，下列选项属

于海关赔偿范围的是（ ）。 A、海关正常查验时所产生的不

可避免的磨损 B、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货物的损坏、损

失 C、在实施查验过程中，由于海关关员的责任造成被查验

货物损坏的直接经济损失 D、海关查验时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或其代理人对货物是否受损坏未提出异议，事后发现货物

有损坏的 标准答案：c 11、 关于保税物流货物，海关监管的

时间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保税仓库存放保税物流货

物的时间为1年，可申请延长，延长的最长时间为1年 B、出

口监管仓库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为1年，可申请延长，延

长的最长时间为1年 C、保税物流中心A型存放保税物流货物

的时间为1年，可申请延长，延长的最长时间为1年 D、保税

物流中心B型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为2年，可申请延长，

延长的最长时间为1年 标准答案：b 解 析：出口监管仓库存放

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为6个月，可申请延长，延长的期限最长

不超过6个月。 12、 下列关于注册资本表述错误的是（ ） A

、报关企业注册的最低限额为150万元人民币 B、保税仓库的

设立最低限额为300万元人民币 C、保税物流中心A型设立的

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 D、出口监管仓库的设立

，最低注册资本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上 标准答案：c 解 析：保



税物流中心A型设立的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

13、 根据我国海关现行的规定,下列哪类货物可适用ATA单证

册制度: A 暂时进口的集装箱 B 暂时进口的文艺演出用服装 C 

暂时进口学术交流用教学用具 D 在展览会中供陈列用的展品 

标准答案：d 14、 某工厂从美国某企业购买了一批机械设备

，成交条件为CIF广州，该批货物的发票列示如下：机器设

备USD100000，运保费USD500，卖方佣金USD1500，买方佣

金USD1000，设备调试费USD700，特许权使用费1000。该批

货物海关申报的总价应是（ ）。 A.USD104000 B.USD103000

C.USD104700 D.USD101500 标准答案：b 解 析：哪些是计入

因素，哪些是扣减因素。是重要的考点。根据以上则，本题

所列进口机械设备中，到岸价格应包括机器设备USD100000

，运保费USD500，卖方佣金USD1500，特许权使用费1000；

不包括买方佣金和设备调试费。 15、 “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进口货物规则的原产地证书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 ）。 A

、90天 B、4个月 C、6个月 D、180天 标准答案：d 16、 2005

年7月10日海关对某企业进行稽查时，查实该企业因申报不实

造成海关少征税款3万元。该批货物于2004年4月10日申报进

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海关按2005年7月10日实施

的税率进行追征 B、海关按2004年4月10日实施的税率进行追

征 C、海关在追征税款时，按日加征收1‰的滞纳金 D、已经

超过了1年，海关不能征收税款 标准答案：b 17、 某公司将一

批货物运往境外加工，该批货物在出境时与该批货物相同货

物的进境价格是CIF 1800美元，该批货物在规定期限复运进境

，进境时进的价格是CIF2300美元，则这批出境加工货物的完

税价格是（）。 A、1800美元 B、2300美元 C、4100美元 D



、500美元 标准答案：d 18、 租赁进口货物，分期支付租金的

，纳税义务人应当在每次支付租金后的（ ）内向海关申报，

逾期办理申报手续的，海关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 ）的滞纳

金 A、15日；0.5‰ B．20日；0.5‰ C、30日；1‰ D、15日；1

‰ 标准答案：a 19、 在进行商品税则分类时，对看起来可归

入两个或以上税号的商品，在税目条文和注释均无规定时，

其归类次序为（ ）。 A、基本特征、最相类似、具体列名、

从后归类 B、具体列名、基本特征、从后归类、最相类似 C

、最相类似、具体列名、基本特征、从后归类 D、具体列名

、最相类似、基本特征、从后归类 标准答案：b 解 析：根据

归类总规则三和规则四的规定，当货品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

以上税目时，应按规则三的具体列名、基本特征、从后归类

的原则进行归类。当上述归类没办法解决时，则按规则四的

最相类似归类原则进行归类。 20、 A企业要出口一批货物，

海关已放行，因故未能装上运输工具，A企业应在不再出口

之日起（ ），向海关申请退关。 A、3天内 B、7天内 C、14天

内 D、15天内 标准答案：a 解 析：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及其代

理人应当在得知出口货物未装上运输工具，并决定不再出口

之日起3天内，向海关申请退关。参见教材187页。 21、 被稽

查人应当自收到海关稽查报告之日起（ ）将其书面意见送交

海关。海关在自收到稽查报告之日起（ ）作出海关稽查结论

并送达被稽查人。 A、7日内；60日内 B、10日内；30日内 C

、10日内；60日内 D、7日内；30日内 标准答案：d 22、 经批

准北京某企业（110195xxxx）进出口货样广告品，企业在填制

出口货物报关单时，“贸易方式”栏应填报（ ），其代码为

（ ）。 A．货样广告品A；3010 B．货样广告品B；3039 C．



无代价抵偿货物；3100 D．其他进出口免费；3339 标准答案

：a 解 析：从企业的编码第6为5得知该公司为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集体企业，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进出口货样广告品，

监管方式代码为3010，简称货样广告品A。报关单贸易方式栏

填简称，因此答案为A。 23、 根据INCOTERM2000的解释，

以CIF汉堡成交，卖方对货物承担的风险责任是： A、货物在

装运港装船越过船弦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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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以前 D、货物在目的港 装

上买方车辆以前 标准答案：a 24、 下列关于商品包装的表述

错误的是： A．唛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运输包装标志 B

．定牌中性指在商品和包装上使用买方指定的商品、牌号，

但不注明生产国别 C、无牌中性指在商品和包装上均不使用

任何商标和牌号，也不注明生产国别 D、我方出口商品除非

买卖双方另有约定，否则采用定牌或无牌出口商品时，一般

都在包装上注明“中国制造”字样 标准答案：a 解 析：运输

包装标志按其用途可分为：运输标志、指示性标志和警告性

标志。唛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运输标志。 25、 根据《2000年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下列贸易术语中仅适用于水运运

输方式的是： A、CFR B、FCA C、CPT D、CIP 标准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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