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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员课程免费试听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报关员论坛 

欢迎免费体验：百考试题报关员在线考试中心 一、单项选择

题。请在下列各题的答案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在答

题卡上将与该题相对应答案的英文字母标号框中涂黑。(每

题1分，共25分) 第 1 题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类、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仅是为

了方便查找有关商品而设立的 B.对商品进行税则归类，应按

税目条文和有关类注和章注确定 C.当税目条文、类注和章注

没有专门规定，而商品归类不能确定时，按归类总规则的其

他规定归类 D.当税目条文、类注和章注没有专门规定，而商

品归类不能确定时，按与该商品最相类似的商品归类 【正确

答案】： A 【参考解析】： 商品归类总规则中有如下规定： 

规则一：类、章及分章的标题，仅为查找方便而设.具有法律

效力的归类，应按品目条文和有关类注或章注确定，如品目

、类注或章注无其他规定，按以下规则确定。 规则二：(一)

品目所列货品，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

，只要在进口或出口时该项不完整品或未制成品具有完整品

或制成品的基本特征.还应视为包括该项货品的完整品或制成

品(或按本款可作为完整品或制成品归类的货品)在进口或出

口时的未组装件或拆散件。 (二)品目中所列材料或物质，应

视为包括该种材料或物质与其他材料或物质混合或组合的物

品。品目所列某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应视为包括全部



或部分由该种材料或物质构成的货品。由一种以上材料或物

质构成的货品，应按规则三归类。 规则三：当货品按规则二(

二)或由于其他原因看起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时，应

按以下规则归类： (一)列名比较具体的品目，优先于列名一

般的品目。但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都仅述及混合或

组合货品所含的某部分材料或物质，或零售的成套货品中的

某些货品，即使其中某个品目对该货品描述得更为全面、详

细，这些货品在有关品目的列名应视为同样具体。 (二)混合

物、不同材料构成的组合物以及零售的成套货品，如果不能

按照规则三(一)归类时，在本款可适用的条件下，应按构成

货品基本特征的材料或部件归类。 (三)货品不能按照规则三(

一)或(二)归类时，应按号列顺序归入其可归入的最末一个税

目。只有选项I)不符合上述规定，故选D。 百考试题－全国最

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提示】商品归类中品

目归类时解题程序的误区： 其一，抓不准待归类商品的特征 

通常协调制度分类时对原料性商品按商品的自然属性设章.制

成品按所具有的原理、功能及用途设章.对难以按常用的分类

标志进行分类的进出口商品，则以杂项制品为名专列类、章

。 所以首先应判断的是，待归类商品究竟是按原料、材料上

的特征设章，还是按原理、功能及用途上的特征设章，或是

应列入杂项制品。下面仅就品目归类时与明确“待归类商品

特征”这一环节有关的程序进行说明。 此外，商品归类试题

中有时还会给出一些与归类无关的条件，如产地、品牌等，

应注意避免这些因素对归类思路的影响和干扰。 其二，误将

标题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依据 在商品归类中，类、章及

分章的标题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仅为查找方便而设。归类



时章标题不具有法律效果，正确的归类方法是按照条文和注

释的规定归类。 其三，忽视运用注释解决归类 注释是为限定

协调制度中各类、章、品目和子目所属货品的准确范围，简

化品目和子目条文文字，杜绝商品分类的交叉，保证商品归

类的唯一性而设立的，是非常重要的归类依据。在货品看起

来可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品目的情况，尤其要想到运用注释

确定归类。特别应关注涉及归类优先级、划分多个编码的界

限、归类原则以及排他性的注释规定。 其四，错误运用归类

总规则 归类总规则是商品归类时必须遵循的总原则，其应用

条件是在品目条文和注释不能解决归类的情况下才能应用。 

其五，错误运用子目归类 第一，误将子目归类先于品目归类

。 第二，非同级子目进行比较。 第 2 题 根据国际商会《跟单

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如果信用证上未注明“不可撤销"

字样，该信用证应视为( )。 A.由开证人决定可撤销或不可撤

销 B.远期信用证 C.可撤销信用证 D.不可撤销信用证 【正确答

案】： D 第 3 题 下列有关进出境物品的监管表述错误的是( )

。 A.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应以自用、合理数量为

限，并接受海关监督 B.个人携带超过自用合理数量并侵犯受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进出境行李物品，视s

为侵权物品，由海关依法查处 C.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

进出境，在海关进行人身检查前主动申报，海关将免于处罚

D.携带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物品进出境，不如实向海关申报的

，可责令补税或将有关物品退运，可并处物品等值以下罚款 

【正确答案】： C 【参考解析】： 根据《海关法》第46条规

定，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应当

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选项A说法正确



。如果个人携带超过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如果个人携带超过自用、合理数量并侵犯受我国法律、行

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进出境行李物品，视为侵权物品，

选项B说法正确。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进出境，在海关

进行人身检查前主动申报的，也应视情节轻重程度作出相应

处罚，选项C说法错误。进出境人员携带自用、合理数量物

品进出境，不如实向海关申报的，可责令补税或将有关物品

退运，可并处物品等值以下罚款。选项D说法正确。因此，

本题正确答案为C。 第 4 题 某意大利商人从北京购买一批瓷

器，陆运至香港，再空运经泰国到巴黎，其“运抵国(地区)

”应为( )。 来源：www.examda.com A.泰国 B.香港 C.意大利

D.法国 【正确答案】： D 【参考解析】： “运抵国”指出口

货物直接运抵的国家(地区)。对于发生了运输中转的货物，

如在中转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则起

运http://www.100test.com/运抵国(地区)不变.如中转地发生商

业性交易，则以中转地作为起运http://www.100test.com/运抵

国(地区)填报。从本题看出在泰国未发生商业性交易，所以

“运抵国”应为“法国”。 【链接】装货港指进口货物在运

抵我国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境外装运港。对于发生运输中转的

情况，中转港即为装货港，与是否发生商业性交易无关。 第

5 题 根据有关规定，海关可以对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

业：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资

料和进出口货物实施稽查。海关稽查的时限为自进出口货物

放行之日起( )年内。 A.3 B.4 C.5 D.6 【正确答案】： A 【参考

解析】： 海关的稽查时限为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3年内

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货物的海关监管期限及其后的3年内



。 第 6 题 下列关于报关员在办理报关业务时的说法错误的

是( )。 A.报关员不得同时兼任两个或两个以上报关单位的报

关工作 B.报关员有权拒绝所属单位交办的单证不真实、手续

不齐全的报关业务 C.报关员应按规定参加海关对报关员的记

分考核 D.报关员对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只能由所属

报关单位向海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正确答案】

： D 【参考解析】： 根据《海关法》规定，报关员对海关的

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由本人向海关申请复议或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选项D说法错误。本题是选择说法错误的

选项，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D。 【链接】海关行政复议程序

共有申请、受理、审理、决定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包含不

同的要求。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为： (1)申请人应当是认为海

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3)有具体的复议请求. (4)属于海关行政

复议的范围. (5)属于受理海关复议机关的管辖. (6)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 7 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纳税义务人应

当在规定的时限内缴纳税款，逾期由海关征收滞纳金，这一

规定的时限是( )。 A.海关填发税款缴纳书之日起7日内(法定

节假日除外) B.海关填发税款缴纳书次日起7日内(法定节假日

除外) C.海关填发税款缴纳书之日起15日内(法定节假日除外)

D.海关填发税款缴纳书次日起15日内(法定节假日除外) 【正

确答案】： C 【参考解析】：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

款缴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纳税义务人未

按期缴纳税款的，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 【链接】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自运输工



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出口货物的发货人除海关特准的

外应当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24小时以前，向海关

申报。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超过前款规定期限向海关申报的，

由海关征收滞报金。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第 8 题 报关

单位向海关申报进口实施进口管理的黄金及制品，应提交( )

，海关凭此验放。 A.《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书》 B.《黄金产品

进口准许证》 C.《黄金产品进口许可证》 D.《黄金产品通关

单》 【正确答案】： A 第 9 题 在货物实际进出口的45日前，

申请人可向( )申请就其拟进出口的货物预先进行商品归类。

A.隶属海关 B.直属海关 C.海关总署 D.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 【正确答案】： B 【参考解析】： 根据规定，在海关

注册登记的进出口货物经营单位，可以在货物实际进出口

的45日前，向直属海关申请就其拟进出口的货物预先进行商

品归类。故本题正确答案为B。 第 10 题 某公司与美国一家公

司以CFR Ex Ship’s Hold的条件成交了一笔生意，按照国际惯

例，这批货物在目的港的卸货费用应当由( )。 A.买方承担 B.

卖方承担 C.船方承担 D.港务部门承担 【正确答案】： A 【参

考解析】： CFR Ex Ship’s Hold(CFR舱底交货)是指货物运到

目的港后，由买方自行启舱，并负担货物从舱底卸到码头的

费用。 【链接】FOB术 语 变 形 FOB Liner TermsFOB班轮条件

有关装船费用按班轮条件办理，卖方不负担有关装船费用

FOB Under TackleFOB吊钩下交货 卖方仅负责把货物交到买方

指定船只的吊钩所及之处，从货物起吊开始所发生的装船费

用由买方负担 FoB StowedFOB包括理舱 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

船舱，并且支付包括理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 FOB

TrimmedFOB包括平舱 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且支付



平舱费在内的装船费用 FOB Stowed and TrimmedFOB包括理舱

、平舱 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支付包括理舱费和平舱

费在内的装船费用 CIF术 语 变 形 CIF Liner TermsCIF班轮条件

卸货费用按班轮条件办理，即买方不负担卸货费 CIF Ex Ships

HoldCIF舱底交货 货物运抵目的港以后，货物从船舱的底部

起吊一直到卸到码头的卸货费用都由买方负担 CIF EX

TackleCIF吊钩交货 卖方负责将货物从船舱底部起吊卸到船边

、卸离吊钩为止的费用 CIF LandedCIF卸到岸上 卖方须负担卸

货费，如船只不能直接靠岸，还包括驳船费、码头费 上面

的CIF变形同样也适用于CFR变形。 第 11 题 《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中规定，我国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管理实行(

)。 A.备案登记制 B.自由准入制 C.审批制 D.授权制 【正确答

案】： A 【参考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

九条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者，

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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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