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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 一、报检 由于正昌贸易有限公司出口

的商品属于法定检验的商品范围（属于《目录表》商品范畴

），在商品报关时，必须有商检机构签发的通关单方可办理

通关手续，因此，正昌贸易有限公司向产地检验检疫局湖州

检验检疫局申请出口商品检验，随附发票、箱单、合同和信

用证复印件、厂检单、包装性能结果单，需要的是出境货物

换证凭单，以便去口岸检验检疫局上海检验检疫局换取通关

单。 （一）、入境货物报检单填制说明 1、报检单位应加盖

公章。所列项目必须填制完整、准确、清晰。 2、受货人和

发货人：按合同、国外发票所列填制。 3、货物名称、规格

：按合同、国外发票所列填制。 4、H.S.编码：按《商品分类

及编码协调制度》中所列货物的编码填制。 5、报检数/重量

：按申请检验检疫的数/重量，注明计量单位，重量须注明毛

重、净重。 6、货物总值：按合同或国外发票所列币种、单

价及总值填制。 7、标记及号码：按合同、国外发票或提（

运）单上列明的标记号码填制。 8、运输：填启运国家（地

区）、启运口岸、经停口岸、入境口岸、目的地。 9、到货

日期：按入境货物到货通知单所列进口日期填写。 10、卸毕

日期：按入境货物到货通知单所列卸毕日期填写。 11、贸易

国别（地区）：填入境货物购自国或地区。 12、索赔有效期



：按合同规定的索赔期限填制，应特别注明截止日期。 13、

许可证/审批号：指须经审批方可入境货物的批件号。 14、报

检单其他栏目内容也应如实填制或做出选择。 二、出境货物

报检单填制说明 1、报检单位应加盖公章,准确填制报检员证

号。所列项目必须填制完整、准确、清晰，不得涂改。 2、

发货人：按合同、信用证中所列卖方名称填制。 3、受货人

：按合同、信用证中所列卖方名称填制。 4、货物名称、规

格：按合同、信用证上所列名称及规格填制。 5、H.S.编码：

按《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中所列货物的编码填制。 6

、报检数/重量：按实际申请检验检疫的数/重量填制，注明

计量单位，重量须注明毛重、净重。 7、包装种类：填外包

装材料的种类。 8、产地：填省、市、县名。 9、许可证/审

批号：填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卫生注册证书号或质量许可证

号。 10、标记及号码：按实际货物运输包装上的标记（唛头

）填制；裸装、散装货物应填‘N/M’，并注明‘裸装’、

‘散装’。 11、货物总值：按合同或国外发票所列货物总值

填制；要求同时填人民币的收购值和美元的出口值。 12、输

往国家（地区）：填同境货物的最终销售国（地区）。 13、

如合同、信用证对检验检疫条款有特殊要求的，应详尽填出

。 14、货物存放地点：填市、县名和具体地点。 15、报检单

其他栏目内容也应如实填制或做出选择。 三、出境货物运输

包装检验申请单填制说明 1、申请人：填报检单位，并加盖

公章。 2、联系人：填报检员名及报检员证号。 3、包装容器

生产厂：填包装容器生产单位全称。 4、包装容器名称及规

格：填详细名称，注明规格尺寸。 5、包装容器标记及批号

：包装容器上压印的标记及检验批次。 6、生产日期：填该



批包装容器生产的起止日期。 7、数量：按实际报检的数量

填制。 8、拟装货物名称及形态、密度：填包装容器所要盛

装货物的名称、形态（气、固、液）和比重或密度。 9、原

材料名称及产地：填生产包装容器的原材料名称及产地。 10

、拟装货物单件毛重、净重：填包装容器内所装货物的单件

重量，注明重量单位。 11、包装使用人：填使用该批包装单

位的名称。 12、危险性检验结果单号：填该批包装性能检验

结果单的编号。 13、包装质量许可证号：填检验检疫机构签

发的包装质量许可证号。 14、合同、信用证对包装的特殊要

求：如合同、信用证对包装有特殊要求的，应详尽填出。 15

、申请单其他栏目，如申请项目、提供单据、包装容器编号

、联合国编号等，也应如实填制或做出选择。 四、更改申请

单填制说明 1、申请人：填报检单位，并加盖公章。 2、联系

人：填报检员名及报检员证号。 3、原发证单：填明原发证

单种类、编号及交还的证单正、副本数量。 4、货物品名及

数量：按原发证单上所列货物名称和数量填制。 5、更改原

因：详细注明需要改证原因。 6、更改内容：详细列出更改

前和更改后的证书内容。 7、申请单其他栏目，也应如实填

制。 五、填制报检单注意事项 1、报检单应由持有报检员证

的人员如实填制，并加盖单位公章；代理报检的应加盖代理

报检机构在检验检疫机构备案的印章。 2、原则上一批货物

填制一份报检单。入境货物一批指：同一合同、发票、提单

；出境货物一批指：同一品名、运输工具、运往同一地点、

同一收货人。 3、报检单填制应完整、真实、准确、不得涂

改。栏目内容确实无法填制的，应注明‘无’或‘/’。采用

打印或钢笔填制，字迹要清晰。 4、任何人不得涂改已受理



报检的单据。 5、发货人/受货人：应按对外贸易合同的发货

人或信用受益人填制；HS编码：按《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

度》中所列货物的编码。报检数量：填申请检验检疫的数量

，并注明货物计量单位的名称；报检重量：填申请检验检疫

的重量，并注明净重/毛重和计量单位；货物总值：按合同、

发票所列货物值填制，注明币种；检验检疫项目：对法检项

目或合同约定项目逐条填制完整；申请检验检疫单证：准确

注明所需检验检疫证书的种类。 6、必须在报检人声明栏内

签上报检员姓名。 六、 实例分析 1. Preshipment inspection for

quantity,quality,description,classification and pri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Cotecna Inspection SA for issuance of a Clean Report Of

Findings (CRF). The final invoice and packing list shall be endorsed

by Cotecna Inspection SA with number and date of issuance of the

CRF which must accompany shipping documents. 由Cotecna公司

对货物数量、质量、货描、类别和价格实施装船前检验并签

发清洁报单一份，所提交的发票和装箱单应显示清洁报单的

签发日期和份数并 由Cotecna公司背书，一并随装运单据向银

行提交。 2. Engineer S.K.Biswas or any of his nominated technical

person will do a quality inspection of the products,so the exporter

should inform the importer 15 days piror to the completion of

production. An inspection certificate isued by the above named

person,or his nominee must accompany the original documents.为

了使工程师S.K.Biswas或其指定技术人员进行产品质量检测，

出口商应在产品完成前15天通知进口商，由上述人员或其指

定人 出具的检验证应随正本单据向银行提交。 3. Clean

inspection certificate issued,stamped and signed by the authorised



signatures of DC applicant(Whose signatures and any seal or chop

required by the issuing banks mandate must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cord held in DC issuing banks file and will only be verified by

the office of the DC issuing bank at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of

documents) certifying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inspected and

accepted and showing the ‘total number of inspection. 这是软条

款，是说由申请人出具清洁验货报并签章（该签章须与在开

证行预留的签章一致并在交单时经开证行证实其真实性），

验货报证明货物业已验收且标明验货的次数。对这样的规定

应予以修改或拒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