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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30_589232.htm 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工作程序

是：报检后先放行通关，后进行检验检疫。 出境货物的检验

检疫工作程序是：报检后先检验检疫，再放行通关。 一、入

境报检的分类： （一）、进境一般报检 进境一般报检是指：

法定检验检疫入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人，持有关单证向卸

货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取得《入境货物通关单》并对货物

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 进境一般报检，《入境货物通关单》

的签发和对货物的检验检疫都由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完成。 （

二）、进境“流向报检” 进境流向报检亦称口岸清关转异地

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指法定入境检验检疫货物的收货人或

其代理人持有关证单在卸货口岸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获取《入境货物通关单》并通关后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进行必要的检疫处理，货物调往目的地后再由目的地检验检

疫机构进行检验检疫监管。 “流向报检”与“一般报检”的

区别就在于，申请进境流向报检货物的通关地与目的地属于

不同辖区。 （三）、进境“异地施检报检” 1、异地施检报

检是指已在口岸完成进境流向报检，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该

批进境货物的货主或其代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目的地检验

检疫机构申请进行检验检疫的报检。 ★“进境流向报检”和

“进境异地施检报检”是属于一批货物进行报检时的两个环

节。 ★经过“进境流向报检”，就要有货物的“进境异地施

检报检”与其相对应。 2、因“进境流向报检”只在口岸对

装运货物的运输工具和外包装进行了必要的检疫处理，并未



对整批货物进行检验检疫。 3、只有当实施检验检疫的机构

对货物实施了具体的检验、检疫后，货主才能获得相应的准

许进口货物销售使用的合法凭证，也就是《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证明》，这样也就完成了进境货物的检验检疫工作，货物

可以自由买卖。 在异地施检报检时应提供口岸检验检疫机构

签发的《入境货物调离通知单》。 单选题： 1、新疆某外贸

公司从韩国进口一批聚乙烯，拟从青岛口岸入境通关后运至

陕西使用。该公司或其代理人应向（ ）的检验检疫机构申请

领取《入境货物通关单》。 A．青岛 B．釜山 C．新疆 D．陕

西 答案：A 2、贵州一饮料生产厂从英国进口一批设备零配件

（检验检疫类别为R/），在上海入境通关后运至贵州。该公

司或其代理人应向（ ）的检验检疫机构申请领取《入境货物

通关单》。 A、贵州 B、上海 C、英国 D、北京 答案：B 二、

报检的时限和地点 （一）报检的时限（重要考点） 1、输入

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或种畜、禽及

其精液、胚胎、受精卵的应当在入境前30天报检； 2、输入其

他动物的，应在入境前15天报检； 3、输入植物、种子、种苗

、及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在入境前7天报检。 4、入境货物需

对外索赔出证的，应在索赔有效期前不少于20天内向到货口

岸或货物到达地的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二）、报检的地点

（重要考点） 1、政府有关审批、许可证等批文中已规定检

验检疫地点的，在规定的地点报检； 2、大宗散装商品、易

腐烂变质商品、废旧物品、卸货时发现包装破损、数量短缺

的商品，必须在卸货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单选题 贵州一

饮料生产厂从英国进口一批设备零配件（检验检疫类别为R/

），在上海入境，在上海口岸卸货时发现部分包装破损，该



饮料厂应向（ ）检验检疫机构报检，申请残损鉴定 。 A．上

海 B．贵州 C．上海和贵州 D．上海或贵州 答案：A 多选题 

以下进口商品，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实施条例》规定，应在卸货口岸或国家质检总局指定地点检

验的有( )。 A．大宗散装商品 B．易腐烂变质商品 C．废旧物

品 D．已发生残损、短缺的商品 答案：ABCD 3、需结合安装

调试进行检验的成套设备、机电仪产品以及在口岸开件后难

以恢复包装的商品，应在收货人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并

检验； 4、其他入境货物，应在入境前或入境时向报关地检

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手续； 5、入境的运输工具及人员应在

入境前或入境时向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申报 三、入境货物

报检时应提供的单据 1、入境报检时，应填写《入境货物报

检单》，并提供外贸合同、发票、提(运)单装箱单等有关单

证。 2、按检验检疫的要求，提供相关其他特殊单证的情况

。 四、《入境货物报检单》填制要求 1．编号：由检验检疫

机构报检受理人员填写，前6位为检验检疫局机关代码，第7

位为报检类代码，第8、9位为年代码，第10至15位为流水号

。 判断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的编号由报检员填写。 答案：错

2．报检单位：填写报检单位的全称。 3、报检单位登记号：

报检单位在检验检疫机构备案或注册登记的代码。 4．联系

人：报检人员姓名。电话：报检人员的联系电话。 5．报检

日期：检验检疫机构实际受理报检的日期，由检验检疫机构

报检受理人员填写。 判断题： 1、报检日期是指报检员申请

报检的日期。 答案：错 2、入境货物报检单上的报检日期由

报检员填写。 答案：错 单选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的“报

检日期”一栏应填写( )。 A．出境货物检验检疫完毕的日期 B



．检验检疫机构实际受理报检的日期 C、出境货物的发货日

期 D．报检单的填制日期 答案：B 6．收货人：外贸合同中的

收货人。 7. 发货人：外贸合同中的发货人。 8. 货物名称(中/

外文)：进口货物的品名，应与进口合同、发票名称一致。如

为废旧货物应注明。 判断题： 《出境货物报检单》的“货物

名称”一栏应填写货物H．S编码对应的商品名称。 答案：错

选择题： 某公司进口一批已使用过的制衣设备，合同的品名

是电动缝纫机，入境货物报检单的“货物名称”一栏应填写

（ ）。 A、电动缝纫机 B、制衣设备 C、电动缝纫机（旧）

D、制衣设备（旧） 答案：C 9. H．S编码：进口货物的商品

编码。 10. 原产国(地区)：填写本批货物生产/加工的国家或

地区。 11、数／重量：以商品编码分类中标准数重量为准，

并应注明数/重量单位。 12、货物总值：入境货物的总值及币

种，应与合同、发票或报关单上所列的货物总值一致。 判断

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的“货物总值”一栏应填写换算成

美元后的货值。 ( ) 答案：错 13、包装种类及数量：货物实际

运输包装的种类及数量，如是木质包装还应注明材质及尺寸

。 14．运输工具名称号码：运输工具的名称和号码。 15．合

同号：对外贸易合同、订单或形式发票的号码。 16．贸易方

式：该批货物进口的贸易方式。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

“来料加工”、 “进料加工”、“合资合作设备” 等 单选题

： 1．在填制《入境货物报检单》时，不能在“贸易方式”

一栏中填写的是（ ）。 A.来料加工 B.无偿援助 C.观赏或演艺

D.外商投资 答案：C 2、某企业向国外某公司购买一批原料，

加工为成品后全部返销国外，在办理出口报检手续时，《出

境货物报检单》的“贸易方式”一栏应填写( )。 A．一般贸



易 B．外商投资 C．进料加工 D、来料加工 答案：C 17．贸

易国别(地区)：进口货物的贸易国别。 18．提单／运单号：

货物海运提单号或空运单号，有二程提单的应同时填写。 19

．到货日期：进口货物到达口岸的日期。 20．启运国家(地

区)：货物的启运国家或地区 判断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

的“贸易国别(地区)”必须与“启运国家(地区)”是一致的。

答案：错 21．许可证／审批号：需办理进境许可证或审批的

货物应填写有关许可证号或审批号。 22．卸毕日期：货物在

口岸的卸毕日期。 23．启运口岸：货物的启运口岸。 24．入

境口岸：货物的入境口岸。 25．索赔有效期至：对外贸易合

同中约定的索赔期限。 判断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的“索

赔有效期至’’栏只有在货物出现残损、短少等情况时才需

填写。答案：错 26．经停口岸：货物在运输中曾经停靠的外

国口岸。 27．目的地：货物的境内目的地。 单选题： 某公司

与美国某公司签订外贸合同，进口一台原产于日本的炼焦炉

（检验检疫类别为M/），货物自美国运至青岛口岸后再运至

郑州使用。报检时，《入境货物报检单》中的贸易国别、原

产国、启运国家和目的地应分别填写（ ） A．美国、日本、

美国、郑州 B．日本、美国、美国、郑州 C．日本、美国、

日本、青岛 D．美国、日本、日本、青岛 答案：A 28．集装

箱规格、数量及号码：货物若以集装箱运输应填写集装箱的

规格，数量及号码。 29．合同订立的特殊条款以及其他要求

：在合同中订立的有关检验检疫的特殊条款及其他要求应填

入此栏。 30．货物存放地点：货物存放的地点。 31．用途：

本批货物的用途。 (1)种用或繁殖 (2)食用 (3)奶用 (4)观赏或

演艺 (5)伴侣动物 (6)试验 (7)药用 (8)饲用 (9)其他 32．随附单



据：按实际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的单据，在随附单据的种类

前划“√”或补填。 判断题： 《入境货物报检单》的“随附

单据”一栏由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根据报检人提供的单据

种类填写。 答案：错 33．标记及号码：货物的标记号码，应

与合同、发票等有关外贸单据保持一致。若没有标记号码则

填“N／M”。 判断题： 填写报检单时，报检单位应加盖单

位公章，所列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清晰、不得涂改。“

标记及号码”一栏应填写实际货物运输包装上的标记，如果

无标记，应填写N／M。( ) 34．外商投资财产：由检验检疫

机构报检受理人员填写。 35．签名：由持有《报检员证》的

报检人员手签。 单选题： 报检单上的“报检人郑重声明”一

栏应由（ ）签名。 A、报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B、打印报检

单的人员 C、收用货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D、办理报检手续的

报检 答案：D 36．检验检疫费：由检验检疫机构计费人员核

定费用后填写。 37．领取证单：报检人在领取检验检疫机构

出具的有关检验检疫证单时填写领证日期及领证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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