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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536752.htm 一、单选题: 1、 加工贸易企业

将保税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个海关关区内的加工贸易企

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A、跨关区异地加工 B

、跨关区深加工结转 C、跨关区委托加工 D、跨关区外发加

工 标准答案：b 2、 上海加工贸易企业A进口料件生产半成品

后转给苏州加工贸易企业B继续深加工，最终产品由B企业出

口。A、B企业都采用纸质手册管理，A、B企业都需要向海关

提交加工贸易保税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办理计划备案。下列

哪项办理计划备案的手续是正确的（ ）。 A、先由A企业向

转出地海关申请备案，后由B企业向转入地海关备案 B、先

由A企业向转入地海关申请备案，后由B企向转入地海关申请

备案 C、先由B企业向转入地海关申请备案，后由A企业向转

出地海关申请备案 D、先由B企业向转出地海关申请备案，后

由A企业向转入地海关申请备案 标准答案：a 解 析：深加工

结转，在计划备案这个环节中，先是转出企业办理，后是转

入企业办理。A是转出企业，B是转入企业。步骤就应该先

由A企业向转出地海关申请备案，后由B企业向转入地海关备

案，因此答案是A。 3、 加工贸易保税货物，经批准正常的转

内销征税，关于征税的税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适用海关邮苌瓯ò炖砟伤笆中帐凳┑乃奥?nbsp. B、适用企业

申请办理内销时的税率 C、适用原料件进口时的税率 D、一

律按15%征税 标准答案：a 4、 加工贸易剩余料件结转至另一

个加工贸易合同出口时，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列选项中



不属于这些条件的是： A．同一经营单位 B．同一加工厂 C．

同样的进口料件 D．同样的产品 标准答案：d 5、 对于受灾保

税加工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应在灾后（ ）向主管海关书面报

告。 A、7日内 B、30日内 C、10日内 D、15日内 标准答案：a

6、 某进出口公司与外商签定加工贸易合同，该公司已在规

定的期限内将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该合同于五月二十日执

行完毕。该企业办理该合同的海关和银行保证金台帐核销手

续的时间是（ ）。 A.六月二十日以前 B.六月二十日以前 C.七

月五日以前 D.七月二十日以前 标准答案：b 解 析：经营企业

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合同，并自加工贸易手册项下最后一

批成品出口或者加工贸易手册到期之日起30日内向海关申请

报核。因故提前终止的合同，自合同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海

关报核。 7、 对于履行加工贸易合同中产生的剩余料件、边

角料、残次品、副产品等，在海关规定的下列处理方式中不

需要填制报关单向海关申报的是（ ）。 A、销毁 B、结转 C

、退运 D、放弃 A B C D 标准答案：a 二、多选题: 8、 采用纸

质手册管理的保税加工货物，对保税加工货物的进出境报关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报关时所提供的有关单证内

容必须与备案时的数据一致 B、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进出境申

报，可以是加工经营企业，也可以是其代理人 C、报关时须

提供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D、生产成品出口时，全部使用进口

料件生产，不征收关税 标准答案：a, b, c, d 9、 上海加工贸易

企业A进口料件生产半成品后转给南京加工贸易企业B继续深

加工，最终产品由B企业出口（A、B企业都采用纸质书册管

理），在结转报关环节，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B企

业凭有关单证向南京海关办理结转进口报关手续，并在结转



进口报关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内将报关情况通知A企业 B、A企

业自接到B企业通知之日起10日内，凭有关的单证向上海海关

办理结转出口报关手续 C、结转进口、出口报关的申报价格

为结转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D、一份结转进口报关单对应一

份结转出口报关单，两份报关单之间对应的申报序号、商品

编号、数量、价格和手册号应当一致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深加工结转报关环节：转入企业先报关，转出企业后报

关，因此A、B选项是正确的，另外，时间也要掌握记忆。 10

、 对于履行加工贸易合同中产生的剩余料件、边角料、残次

品、副产品等，企业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处理完毕，处理的

方式有（ ）。 A、销毁 B、结转 C、退运 D、放弃 标准答案

：a, b, c, d 解 析：处理方式有内销、结转、退运、放弃、销毁

。 11、 保税加工货物内销征税，关于征税的数量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剩余料件和边角料内销，直接按申报数量

计征进口税 B、制成品和残次品根据单耗关系折算出料件耗

用数量计征税款 C、副产品按根据单耗关系折算出料件耗用

数量计征税款 D、副产品按报验状态的数量计征进口税 标准

答案：a, b, d 解 析：参见教材96 12、 保税加工货物内销征税

，关于征税的完税价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进料加

工的进口料件内销时，根据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为基础确

定完税价格 B、加工企业内销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以

内销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C、加工企业内销加工过程中产生的

边角料，以内销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D、用进口料件加工而得

的制成品、残次品内销时，根据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为基

础确定完税价格 标准答案：a, b, c, d 解 析：参见教材96 13、 

保税加工货物内销征税，下列哪些选项需要征收缓税利息（ 



）。 A、剩余料件 B、制成品 C、残次品、副产品 D、边角料

标准答案：a, b, c 解 析：边角料内销免交缓税利息，参见教

材96。 14、 一般情况下，加工贸易企业应持下列哪些单证向

海关报核（ ）。 A、企业合同核销申请表、核销核算表 B、

加工贸易登记手册 C、进出口报关单 D、海关缉私部门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标准答案：a, b, c 解 析：参见教材98

。D、海关缉私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遗失登

记手册，报核的时候要提交的单证。 15、 对于遗失加工贸易

登记手册的合同，加工贸易企业应持下列哪些单证向海关报

核： A、经营企业关于加工贸易手册遗失的书面报告 B、经

营企业申请核销的书面材料 C、加工贸易货物进出口报关单

D、海关缉私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标准答案：a, b,

c, d 16、 对于受灾保税加工货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不可抗力受灾保税加工货物灭失或失去使用价值，可由

海关审定，免税 B、需销毁的受灾货物，同其他保税货物销

毁处理一样 C、可再利用的，按照海关审定的保税货物价格

，按照对应的税率交纳进口税和缓税利息 D、对非不可抗力

因素造成的受灾保税加工货物，海关按照原进口货物成交价

格审定完税价格，照章征税 标准答案：a, b, c, d 17、 免领登

记手册的5千美元及以下的78种列名服装辅料合同的报核，企

业持（ ）报核。 A、进出口报关单 B、合同 C、审批件 D、

核销核算表报核 标准答案：a, b, d 18、 加工企业申请办理剩

余料件结转时，需向海关提出申请，海关对于符合规定的应

当做出准予结转剩余料件的决定，对准予结转企业将剩余料

件结转到另一加工厂的情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海关向企业签发加工贸易剩余料件结转联系单 B、企业在转



出手册的主管海关办理出口报关手续 C、企业在转入手册的

主管海关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D、无需办理报关手续 标准答案

：a, b, c 三、判断题: 19、 加工贸易项下应税商品，如果部分

使用进口料件，部分使用国产料件加工的产品，则按海关核

定的比例征收关税。 标准答案：正确 20、 加工贸易出口未锻

铝无需计征出口关税。 标准答案：错误 解 析：加工贸易出口

未锻按一般贸易出口货物从价计征出口关税。 21、 生产成品

出口时，全部使用进口料件生产，不征收关税。 标准答案：

正确 22、 我国A企业与法国外商签定进口进料加工合同，加

工成成品后复运出口。由于国外市场不看好，A企业为可自

行将该批成品全部转内销。 标准答案：错误 解 析：加工贸易

保税货物因故需转内销的，应经商务主管部门审批。经批准

转内销的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属许可正管理的，补交许可证件

。 23、 加工贸易企业申请放弃的保税加工货物属于国家禁止

或限制进口的，海关将做出不予放弃的决定。 标准答案：正

确 四、案例分析题: 24、 综合实务题 ： 大连新世纪进出口有

限公司（A类管理企业，采用纸质手册管理）向大连机场海

关申报进口已鞣未缝制500张羊皮（单价为18美元/张），以履

行羊皮大衣的出口合同。货物进口后，交由南京伟达服饰有

限公司（B类管理企业，采用纸质手册管理）加工。合同执行

期间，因加工企业生产规模有限，经与境外订货商协商后更

改出口合同，故羊皮耗用数量减为300张。经批准，剩余

的200张羊皮中的185张结转至另一加工贸易合同项下；15张

售予沈阳华亿服装有限公司（C类管理企业）用以生产内销

产品。（外汇牌价：1美元=8元人民币） 1、该批货物进口后

，交由南京伟达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在海关管理中，称为（ 



）。 A、跨关区异地加工 B、跨关区深加工结转 C、跨关区委

托加工 D、跨关区外发加工 2、根据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

制度的规定，500张进口羊狐皮应（ ）。 A、不转；领登记手

册 B、不转；免领登记手册 C、半实转；领登记手册 D、空转

；领登记手册 3、185张羊皮结转至另一加工贸易合同项下，

须符合下列规定（ ）。 A、 必须由同一经营单位经营 B、 必

须由同一加工企业加工 C、 必须是同一贸易方式 D、 必须生

产同一产品 4、15羊皮转为内销，须符合下列规定（ ）。 A

、 应经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批准 B、 如属进口许可证件管理的

，应按规定向海关补交进口许可证件 C、 除应缴纳进口税外

，还须交付缓税利息 D、 应由国内购买单位办理内销料件的

正式进口手续 5、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交由海关处理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 B、

内销，以内销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C、内销的税率适用向海关

申报内销手续时实施的税率 D、内销时，除应征税款外，还

应加征缓税利息 标准答案：A,A,ABC,C,AB 解 析：1、A，解

释：属于异地加工的情况。 2、A，解释：根据备案的要求，

金额在1万美元以下的零星料件，适用A、B类管理的加工贸

易企业可以不设台帐（即不转）。 在本题中，进口料件的金

额为500*18=9000美元，加工贸易企业是大连新世纪进出口有

限公司（A类管理企业）和大连伟达服饰有限公司（B类管理

企业）。有A类、B类企业，根据规定，应按其中低类别进行

管理。因此按B类管理企业，商品属于零星料件的情形来管理

，因此应为“不转/领册”。参见教材89页表格。要掌握记忆

。 3、ABC，解释：参见教材P96。 4、C，解释：一般情况下

，剩余料件转内销应经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批准；如属进口许



可证件管理的，应按规定向海关补交进口许可证件（参见教

材P106）。但是要注意看后面的特殊情况：如申请内销的剩

余料件，如果金额占该加工贸易合同项下实际进口料件总

额3%及以下且总值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含1万元），免予审

批，免交许可证。 本题内销15张羊皮，每张羊皮的单价为18

美元，因此申请内销的金额为15*18=270美元（合人民币2160

元）。 本题中，申请内销的剩余的金额占该加工贸易合同项

下实际进口料件总额的3%（270/9000=3%）。 因此属于申请

内销的剩余料件，金额占该加工贸易合同项下实际进口料件

总额3%及以下且总值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含1万元）的情形

，因此免审批，免交许可证。 因此A、B不正确。D不正确，

内销料件的正式进口手续，应由加工贸易经营企业办理。参

见教材95。 5、AB，解释：C错，适用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纳税

手续之日实施的税率。D错，边角料不加征缓税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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