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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过境、转运、通运货物 学习重点：有关三类货物含

义的比较及报关程序 （一）过境货物 1．概述 （1）含义 指

从境外启运，在我国境内不论是否换装运输工具，通过陆路

运输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 （2）范围 准予过境 A．与我国

签有过境货物协定国家的过境货物，或在同我国签有铁路联

运协定的国家收、发货的过境货物； B．未与我国签有过境

货物协定但经国家经贸、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入境地海

关 备案后准予过境的货物。 禁止过境 A．来自或运往我国停

止或禁止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货物； B．各种武器、弹药、

爆炸品及军需品（通过军事途径运输的除外）； C．各种烈

性毒药、麻醉品和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 D

．我国法律、法规禁止过境的其他货物物品。 （3）管理 监

管的目的为了防止过境货物在我国境内运输过程中滞留在国

内，或将我国货物混入过境货物随运出境；防止禁止过境货

物从我国过境。 对过境货物经营人的要求 A．过境货物经营

人应当持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向 海关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B．装载

过境货物的运输工具，应当具有海关认可的加封条件或装置

。海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过境货物及其装载装置进行加封

； C．运输部门和过境货物经营人应当负责保护海关封志的

完整，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或损毁。 其他规定 A．民用爆炸

品、医用麻醉品等应经海关总署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过境；



B．有伪报货物和国别等违反海关法规情事的，可依法扣留；

C．海关可查验货物，经营人或承运人应当配合查验； D．在

境内发生损毁、灭失（除不可抗力），应当向出境地海关补

办进口纳税手续。 2．报关程序 （1）进出境报关 进境报关：

提交海关规定单证→ 进境地海关审核后→制作“关封”→“

关封”提运单等由经营人或承运人交给出境地海关 出境报关

：申报并递交“关封”和其他单证→ 审核并放行 →监管下出

境 （2）过境货物的期限 6个月，经申请可延期3个月 超过规

定期限3个月仍未过境，海关可提取变卖 （3）过境货物在境

内暂存和运输 A．进境后因换装运输工具等原因需卸下储存

时，应当经海关批准并在海关监管下存入海关指定或同意的

仓库或场所。 B．过境货物在进境以后、出境以前，应当按

照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路线运输。 C．海关可根据情况需要

派员押运过境货物运输。 （二）转运货物 1、概述 （1）含义

指由境外启运，通过我国境内设立海关的地点换装运输工具

，不通过境内陆路运输，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 （2）转运

的条件 （1）持有转运或联运提单的； （2）进口载货清单上

的注名是转运货物的； （3）持有普通提货单，但在卸货前

向海关声明转运的； （4）误卸下的进口货物，经运输工具

经理人提供确实证件的； （5）因特殊原因申请转运，获海

关批准的。 （3）监管要点 监管目的在于防止货物在口岸换

装过程中误进口或误出口 期限3个月之内办理手续并转运出

境，超过规定期限3个月，海关可以变卖 查验海关对转运的

外国货物有权进行查验 外国转运货物在中国口岸存放期间不

得开拆、改换包装或进行加工。 （4）报关程序 （1）载有转

运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境后，承运人应当在“进口载货清单”



上列明转运货物的名称、数量、起运地和到达地，并向主管

海关申报进境； （2）申报经海关同意后，在海关指定地地

点换装运输工具； （3）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出境。 （三）通

运货物 1．概述 （1）含义 从境外启运，不通过我国境内陆路

运输，运进境后由原运输工具载运出境的货物 （2）报关程

序 A、 运输工具进境时，运输工具的负责人应凭注明通运货

物名称和数量的“船舶进口报告书”或国际民航机使用的“

进口载货舱单”向进境地海关申报； B、进境地海关在接受

申报后，在运输工具抵、离境时对申报的货物予以核查，并

监管货物实际离境。运输工具因装卸货物需搬运或倒装货物

时，应向海关申请并在海关的监管下进行 三类货物含义比较

：类型 运输形式 是否在我国境内换装运输工具 启运地 目的

地 过境货物 通过我国境内陆路运输 不论是否换装 我国境外 

我国境外 转运货物 不通过我国境内陆路运输 换装 通运货物 

有原转载航空器、船舶载运进出境，不通过境内陆路运输 不

换装 三类货物报关程序比较： 货物类别 条 件 期 限 报 关 程 

序 过境货物 ①经营人需经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认可，

承运人经国家运输主管部门批准； ②两者都经海关注册； ③

运输工具具有海关认可的加封条件或装置； ④海关封志不得

擅自开启或损毁。 一般6个月出境，可申请延长3个月 ①经营

人或其代理人向进境地海关递交“过境货物报关单”及其他

相关单证②海关审核，在提运单上加盖“海关监管货物”戳

记，并将《国境货物报关单》和过境货物清单制作关封后加

盖“海关监管货物”专用章，连同提运单交还经营人或其代

理人③出境时将关封及单证完整地交出境地海关验核，海关

加盖放行章，在海关监管下出境 转运货物 ①持有转运或联运



提货单； ②进口载货清单上注明是转运货物； ③持有普通提

货单，但在起卸前向海关声明转运的； ④误卸的进口货物，

经运输工具经理人提供确实证件的； ⑤因特殊原因申请转运

，经海关批准的。 3个月内转运出境，超出规定期限３个月

未出境将提取变卖 ①载有转运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境后，承运

人在《进口载或清单》上列明货物的名称、数量、启运地和

到达地。并向主管海关申报进境； ②申报经海关同意后，在

海关指定的地点换装运输工具； ③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出境。 

通运货物 运输工具因装卸货物需搬运货倒装货物时，应向海

关申请并在海关的监管下进行。 同转运货物 ①进境时，运输

工具的负责人凭注明通运货物名称和数量的《船舶进口报告

书》或国际民航机使用的《进口载货舱单》向进境地海关申

报； ②进境地海关接受申报后，在运输工具抵、离境时对申

报的货物予以核查，并监管货物实际离境。 二、进出境快件

----掌握进出境快件的报关程序（时间、方式、期限）； 进

出境快件的申报单证 （一）概述 1．含义 指进出境快件运营

人，以向客户承诺的快速商业运作方式承揽、承运的进出境

的货物、物品。 进出境快件运营人 即营运人，是指依法注册

并在海关登记备案的从事进出境快件运营业务的国际货物代

理企业。 2．分类 （1）文件类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税且无

商业价值的文件、单证、单据及资料； （2）个人物品类自

用、合理数量范围内的进出境的旅客分离运输行李、亲友间

相互馈赠物品和其他个人物品； （3）货物类指上述两种以

外的进出境快件。 （二）报关程序 1．申报 （1）应当在海关

正常办公时间内通关，否则需征得海关同意 （2）采用纸质

或电子数据形式报关 （3）申报期限 进境：运输工具申报进



境之日起14内 出境：运输工具离境3小时前 （4）申报单证 2

、进出境快件的查验 A运营人应配合海关查验 B海关对进出

境快件中的个人物品，实施开拆查验，运营人应通知收件人

或发件人到场或运营人应向海关提交委托书，代理收、发货

人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C海关可径行开验、复验或提

取货样 三、货样、广告品 ------掌握货样、广告的报关程序

（许可证件管理、税收管理） （一）概述 1、含义 货样是指

专供定货参考的进出口货物样品；广告品是指用以宣传有关

商品的进出口广告宣传品。 2、分类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

价购或售出货样、广告品为货样广告品A；没有进出口经营

权企业（单位）进出口以及免费提供进出口的货样、广告品

为货样广告品Ｂ。（即有A；无B） （二）报关程序 进出口

货样、广告品的报关程序除暂准进出境的货样、广告品外只

有进出口报关阶段的４个环节，即申报、配合查验、缴纳税

费、提取或装运货物。 1、 证件管理进口 非许可证管理：货

样Ａ---凭经营权申报； 货样B 数量合理且小于1000元人民

币---主管司局级以上证明申报； 数量不合理且大于1000元人

民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申报； 许可证管理：无论是货

样A或者是货样B，凭许可证申报； 自动许可管理：机电产品

、一般商品无论货样A或货样B每批次小于5000元---免证 旧机

电产品，需要审批并按有关规定申报； 出口 每批次小于3万

元以下的---免证；两用物项和技术---两用物项技术出口许可

证申报 欧盟、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纺织品，或以下情况可

以免领纺织品临时出口许可证：每批数量不超过50件（套、

双、千克或其他计量单位，不包括打、吨等计量单位）出口

样品； 出口美国，属美国进口商自用的非零售（无论价值多



少）以及做了适当标注的金额少于800美元的样品； 其他 列

入《法检目录》的，无论进出口，无论是A或B，都凭出入境

货物通关单申报 2、税收管理 进出口货样、广告品经海关审

核数量合理且每次总值在人民币400元及以下的，免税。每次

总值在人民币400元以上的，征收超出部分的关税和进口环节

海关代征税。 四、租赁货物 ------掌握租赁货物的报关程序 

（一）概述 1．含义: 是指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一种借贷关

系，即由资产所有者（出租人）按契约规定，将租赁 货物租

给使用人（承租人），使用人在规定期限内支付租金并享有

对租赁物件使用权的一种经济行为。跨越国（地区）境的租

赁就是国际租赁。而以国际租赁方式进出境的货物，即为租

赁进出口货物。主要介绍租赁进口货物。 2．范围: （1）金融

租赁进出口货物带融资性质，不复运出境，租期满转证承租

人，租金分期支付， 租金总金额＞ 货价。 （2）经营租赁进

出口货物服务性质，要复运出境，一般是暂时性质，按规定

支付租金， 租金总金额＜货价。 （二）报关程序 由纳税义务

人对纳税完税价格的选择来决定 以租金为完税价格 a.一次性

纳税 以货物的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以租金总额作为完税价格 b.

分期纳税每期租金作为每期完税价格 1．金融租赁进口货物

的报关程序 租金＞货价，故一般均选择一次性按货价纳税或

按租金分期纳税 （1）按货价作为完税价格纳税：提供必要

的单证，缴纳关税、进口环节税，放行后不再监管 （2）按

租金分期纳税： A．以第一期租金和货物实际价格分别填报

关单； B．提交其他必要单证； C．以第一期租金作为完税

价格征税，放行后继续监管； D．后期每次支付租金后的15

日内（含第15日）报关、纳税； E．在租期满之日起30内办理



结关，退运出境，如“残值”转让，按转让价为完税价格征

税。 2．经营租赁货物报关程序 租金＜货价，故只会按租金

纳税 申报时将第一期租金或租金总额，以及货价分别填报关

单，分期缴纳税款与上述（2）相同， 租期届满之日起３０

日内办理结关，将货物复运出境或者办理留购、续租的申报

纳税手续。 五、无代价抵偿货物----掌握概念及报关程序 （

一）含义 指进出口货物在海关放行后，因残损、短少、品质

不良或规格不符，由进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公

司免费补偿或更换的与原货物相同或与合同规定相符的货物

。 范围无代价抵偿与退运出境或退运进境的原货物 “税则号

列”一致，按无代价抵偿货物办理 “税则号列”不一致，按

一般进出口货物办理 （二）海关监管特征 1．免交验进出口

许可证 2． a.无代价抵偿货物与原货物完全相符：免征税 b.无

代价抵偿货物与原货物不完全相符，要计征税差 高于原货价

：征收超出部分税款 低于原货价： 若补偿货款的，海关退回

补偿部分税款； 不补偿货款的，海关不退回 3．现场放行，

不再监管 （三）报关程序 1．程序 2．办理期限在合同规定的

索赔期内，而且不超过原货物进出口之日起3年。 3．报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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