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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通过第六章的学习，要达到的目标是：学会准确、规范

的填写报关单 报关单填制和改错题考核的两个核心： 1、 考

核考生是否掌握39个栏目各个栏目的填写规范 ； 2、 考核考

生是否能通过给出的已知单据和信息，找到各栏目正确的填

写内容。 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紧紧围绕着这两个核心进行针对

性的学习。 达到准确规范的填写报关单的基本步骤： 1、掌

握所有栏目的填写规范（精讲阶段必须完成）； 2、理解题

目给出的文字资料说明，掌握基本报关英语( 08教材385页)，

看懂英文单据的基本内容；（精讲阶段必须完成） 3、建立

主要栏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冲刺阶段必须完成） 一、报关单

各栏目内容与主要商业、货运单据对应关系 主要的报关单据

有：发票、装箱单、提运单，下面将分别进行学习，同时同

学们可以结合教材第八章第九节的内容一起学习。 主要是指

商业发票，是卖方开具给买方的，对所装运货物作全面、详

细说明，并凭以向买方收取货款的价目总清单。 没有统一的

格式，基本上分首文、本文、结文三个部分。 首文：发票名

称、号码、出票日期、信用证或合同号码，收货人或抬头，

运输工具及运输线路；本文部分包括唛头、货物描述、单价

与总金额等。 结文部分包括许可证号、汇票出票条款、信用

证要求在发票上证明或声明的其他内容、发票制作人签章等

。 发票主要内容如下： 1． 出票人的名称与地址 （判断进口

货物中转时是否发生买卖关系）出票人即出口商，一般直径



印刷在明显位置。 进口货物 出票人地址=进口货物起运地→

中转时未发生买卖→起运国不变 出票人地址=进口货物中转

地→中转时发生买卖→起运国改变 2．起运及目的地，如货

物需转运，则注明转运地 3．抬头，即收货人。“To”，

“Sold to messers”等，注明名称和地址，通过From A To B

VIA C 或In Transit to A 出口货物 收货人地址=目的地→中转时

没有买卖→运抵国不变 收货人地址=中转地 → 中转时发生买

卖→运抵国改变 4．唛头及编号（Marks&amp.Nos.）：注明

包装的运输标记以及包装件数 →标记唛码及备注栏；原产国

件数、指运港栏目等。 5．品名和货物描述。“Description of

Goods”或者“Name and Commodity”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

；实际成交数量及单位； 6．数量、单价和总价。 数量------

实际装运数量→包装种类；件数 单价------计价货币、具体价

格数、计价单位、贸易术语→单价、币制 总价------大小写组

成→总价、币制 佣金（Commission）或折

扣(Rebate/Discount/Allowance)注明→杂费（注意判断应计入

或扣除） 7．运费 Freight →（运费：注意判断是否需要填写

） 保险费 Insurance →（保险费：注意判断是否需要填写） 

杂费 Extras → （杂费费：注意判断是否需要填写） 根据发票

可以填制的内容：经营单位、收/发货物单位、结汇方式（出

口）、成交方式、运费、保险费、杂费、商品名称、规格型

号、数量及单位、原产国（地区）/最终目的地、单价、总价

、币制、合同协议号、集装箱号等。 （二）、装箱

单(Packing List／Packing Specification) 装箱单也称包装单、花

色码单、码单，是用以说明货物包装细节的清单。卖方一般

都向买方提供装箱单作为发票的补充，以便在货物到达目的



港后，供海关验货和收货人核对货物。装箱单主要载明货物

装箱的详细情况，包括所装货物的名称、规格、数量、花色

搭配等。 装箱单内容 出口人制作的装箱单格式不尽相同，但

基本栏目内容相似。装箱单主要内容如下： 1、抬头。内容

同发票，也有不列抬头而注明“As per Inv．”或“To whom it

may concern”。-----（起运国、运抵国栏） 2、品名和规格。

内容同发票，另外也通常对货物包装情况和包装材料作简要

说明，如“拆散后装入木箱”(Packed in wooden case，C．K

．)。-----（商品名称与规格型号栏） 3、包装及数量(Packing

／Packed in)。注明每种货物的包装件数和合计数，以及每个

包装件的实际尺寸(Length／Width／Height)和体

积(Measurement)。-----（件数栏、包装种类栏） 4、毛

重(Gross Weight，G．w．)及净重(Net Weight，N. W．)。注

明总毛重和总净重，有的也列明货物的单件毛重、净重或皮

重(Tare)；不定量包装货物，通常要逐件列出单件重量。 -----

总毛重（毛重栏） -----总净重（净重栏） 5、唛头。唛头内

容一般与发票所列相同，有时仅在装箱单中列明。-----（标

记唛码与备注栏） 二、提单(Bill of Lading，B／L) 提单亦称海

运提单(Ocean Bill of Lading)，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受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

交付货物的单据。 提单的主要内容：-----（运输方式栏） 1

、承运人名称(Carrier)。提单是承运人签发的，因此承运人的

名称一般在提单上事先印制在显著位置。 2、提单号码(B／L

No．)，即提单的顺序号，该编号与装货单一致。-----（提运

单号栏） 3、托运人(Consigner／Shipper)、收货人(Consignee)

和被通知人(Notify Party)。 4、前段运输(Pre-carriage by)，指



正式装上海轮前可采用的运输工具，如“火车”(by train N0

．××)。 5、收货地点(PIace of Receipt)，指货物需转运时运

抵装运港前一段收货的地点。 如在石家庄收货，运至天津新

港装船，本栏应填写“SHI JIA ZHUANG”。若货物不需转运

，此栏空白不填。 6、船名及航次号(0cean Vessel／Voyage No

．)。根据该批货物所实际装运的船名和航次填写。 ------（

运输工具名称栏） 7、装运港(Port of Loading)，指直接装运货

物上船的港口。如果货物需转运，列明转运港口名称。 ------

（装货港栏） 8、卸货港(Ports 0f Discharge)，指货物最后卸货

的港口，若货物直达目的港，卸货港为最后目的港。 ------（

指运港栏） 9、交货地点(Place of Delivery)。填写最终目的地

名称。如果货物的目的地就是目的港，则这一栏可填写为目

的港或者空白。 10、唛头(Marks＆Nos．)。采用集装箱运输

时可以不列明唛头。无唛头时，列明“N／M”或者空白

。------（标记唛码与备注栏） 11、集装箱号(Container No．)

。如果采用集装箱运输，所使用的集装箱的号码、封号等列

明在此栏中。------（集装箱号栏，多个集装箱的，还涉及标

记唛码与备注栏） 12、件数、包装种类及货物描述(Number

and Kind of packages，Descriplion of Goods)。------(件数、包

装种类、商品名称与规格型号栏) 13、毛重(Gross Weight)和体

积(Measurement)。一般以公吨作为重量单位；以立方米作为

体积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三位。------（毛重栏、净重栏） 三

、加工贸易报关单填制各栏目对应关系 料件进口 成品出口 进

境 出境 贸易方式 来料加工 进料对口 来料加工 进料对口 进/

出口岸 指定范围内实际进出口岸海关 征免性质 来料加工 进

料加工 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 备案号 加工贸易手册编号 运输工



具名称 起运国/运抵国 备注 用途 加工返销 料件费、 工缴费 

项号 （第2行） 手册对应进口料件项号 原产国/最终目的国 征

免 全免 征免：一般为“全免”应征出口税的“照章征税” 四

、减免税进口设备报关单各栏目对应关系 见教材392 投资总

额内进口 投资总额外进口 减免税设备结转 合作合作企业 外

商独资企业 国内投资项目 形式进口 形式出口 进境 进境 进境 

进境 贸易方式 合资合作设备 外资设备物品 一般贸易 一般贸

易 征免性质 鼓励项目等 自有资金 备案号 征免税证明（首位

标记“Ｚ”）编号 经营单位 该合资合作企业 该外商独资企业

设备进口企业 收发货单位 运输方式 起运国／运抵国 备注 如

为委托进口，须注明代理进口的外贸企业名称 用途 企业自用 

原产国／最终目的国 征免 全免 五、加工贸易进口设备报关单

各栏目对应关系 见教材393 加工贸易征税进口设备 加工贸易

免税进口不作价设备 进境 进境 退运出境 内销 不作价设备结

转 形式进口 形式进口 形式进口 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设备 不作

价设备 加工设备退运 加工设备内销 征免性质 一般征税 加工

设备 备案号 加工贸易手册（首位标记“Ｄ”）编号 经营单位

收／发货单位 征免 照章征税 六、暂准进出境货物报关单部分

栏目对应关系 见教材393~394 进境展览品 其他暂准进境货物 

进境 复出境 进境 复出境 贸易方式 展览品 暂时进出货物 征免

性质 用途 保证金/其他 ---保证金/其他 ---备注 征免 保证金/保

函 全免 保证金/保函 全免 七、无代价抵偿、一般退运、直接

退运货物报关单部分栏目一般对应关系 见教材394 无代价抵

偿进口货物 一般退运货物 直接推运货物 退运出境 补偿进境 

进境 出境 先出口先报关 后进口报关 贸易方式 无代价抵偿 征

免性质 ★其他法定 备注 原进口报关单号 征免 全免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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