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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如歌胜喜乐,元旦喜庆福满盈!值此

2018 年元旦来临之际，大连国际货运代理

协会衷心祝愿各会员单位同仁元旦快乐！

愿大家在温馨喜悦的节日中，享受和谐美

满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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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国家 7 个海外目的港发布新规，特别留意西哈努克港和

金边的限重新规！ 

来源：搜航网 

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说！西哈努克拖车至金边有限重，超额会罚款！而且没

发票！ 

柬埔寨 

SITC（海丰集运）通知，西哈努克拖车去金边有限重，超重会有罚金，罚金

由柬埔寨一方直接收取，并且不提供发票，请务必留意！提醒客户出货前向船公

司确认，以免出现问题。 

SITC: 关于柬埔寨货物限重 

关于超重货从国内进口到柬埔寨分为两段路如下： 

 1.all cargo weight must be under 30tons (all include cargo and ctns)

这个是西哈努克码头规定—— 货重不得超过 30 吨（包括货物与包装箱） 

2. or all contianer even 20'/40' is maximum weight only 22tons for 

CIF Phnom Penh cargo（这个从西哈努克港拖车到金边的路上）—— 去往金边

的 20'/40'货柜最大限重 22 吨 

有出口到尼日利亚的货代货主务必留意，尼日利亚的新规略奇葩，从外贸、

货代的角度来说，可能会使操作更烦琐或因重量、体积增加而使成本上升。 

尼日利亚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出口到尼日利亚的集装箱货物必须打托盘。 

尼日利亚当地海关认为，此举可以实现快速过海关扫描查验机，避免查验麻

烦。各船公司已出台通知，建议所有托运人与他们在尼日利亚的收货人保持紧密

联系，并按照收货人的指示装载货物。若有未进行货盘化的货物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后装船，托运人和收货人可能面临制裁，包括处罚或被要求把货物再出口。 

据悉，目前只有以下货物类别可豁免托盘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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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自行从集装箱内进出的机动车辆，以供检查。 

2. 具有特定方便进行检查拆箱安全处理程序的敏感或易碎的机械。(必须有

相关的通道以便海关人员进入集装箱进行检查)。 

3. 与内壁留有 2英尺的空间以便在集裝箱在内进行检查的货物。 

目前，联邦财政或尼日利亚海关服务部仍未公布完整而详细的关于允许放行

的非托盘化货物清单。 

美国 

长荣海运发布通知提醒，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规定： 

即日起，所有入境及过境美国的货载申报资料皆须提供 6位商品编码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S，即 HT Code） 

为了确保货物能正常抵运美国，再次提醒务必遵照美国海关规范执行。 

危险品进出口一直被世界各国严格管控。近期国外 7大港口先后发布关于危

险品出口的最新规定，请各位出口危险品的企业及货代多多注意。 

七大港口发布危险品出口新规，详情如下： 

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港 

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两港规定，所有进出这两个港口的危险货物的包装、

标志、危规编号等都必须符合《国际海运危规》的要求，货物外包装表面必须印

刷有危规规定的包装标记，如：1A1/Y 

泰国曼谷港 

泰国曼谷港规定，凡进入该港卸货的易燃、易爆的 270 种全危险品必须在船

边直接将货提走，其它上千种半危险品必须在船舶卸货后三天内将货提离港口。 

菲律宾马尼拉港 

菲律宾马尼拉港规定，下列危险货物必须在船边卸交收货人：冰醋酸、活性

炭、磷酸、双氧水、保险粉等。因此，上述货物的提单上必须列明收货人的详细

名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号。 

蒙巴萨、坦噶、达累斯萨拉姆 

蒙巴萨、坦噶、达累斯萨拉姆三港口当局均规定，所有危险货物收货人均需

在船边直接提货，同时在提单上加盖有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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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危险品出口到卡塔尔，不论种类，到港后货主需要立即前往港口提货。 

如果有危险品出口的相关企业，大家要多多留意目的港海关、码头、堆场等

部门的最新通知。否则可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罚款。 

 

 

全球基本港口及航线对照表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东北亚航线 

日本基本港:YOKOHAMA(横滨)  NAGOYA(名古屋)  OSAKA(大

阪)  KOBE(神户)  TOKYO(东京) 

韩国基本港:BUSAN(釜山)  INCHON(仁川)  SEOUL(汉城) 

东南亚航线:HONGKONG  (香港)SINGAPORE  (新加坡) 

台湾基本港:KEELUNG(基隆)  KAOHSIUNG(高雄)  TAICHUNG(台中) 



 

 
 

 4

印度尼西亚基本港:SURABAYA(泗水)  JAKARTA(雅加达)  BELAWAN(勿拉

湾)  SEMARANG(三宝垄) 

越南基本港:HOCHIMINH(胡志明)  HAIPONG(海防) 

马来西亚基本港:PORTKELANG(巴生)  PENANG(槟城) 

泰国基本港:BANGKOK(曼谷)  LAEMCHABANG(林查班) 

缅甸基本港:YANGON/RANGOON(仰光) 

菲律宾基本港:MANILA(马尼拉) 

美西航线 

美西基本港:LOSANGELES(洛杉矶)  LONGBEACH(长滩)  CHICAGO(芝加

哥)  OAKLAND(奥克兰)  SEATTLE(西雅图)  SANFRANCISCO(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美东航线 

美东基本港:NEWYORK(纽约)  BOSTON(波士顿)  BALTIMORE(巴尔的

摩)  PHILADELPHIA(费城)  MIAMI(迈阿密) 

加拿大航线 

加拿大基本港:VANCOUVER(温哥华)  MONTREAL(蒙特利尔)  TORONTO(多

伦多) 

澳洲航线 

澳大利亚基本港:SYDNEY(悉尼)MELBOURNE(墨尔本)BRISBANE(布里斯

班)ADELAIDE(阿德莱德) 

新西兰航线 

新西兰基本港:AUCKLAND(奥克兰)LYTTELTON(利特顿)WELLINGTON(惠灵顿) 

欧洲航线 

比利时基本港:ANTWERP(安特卫普) 

德国基本港:HAMBURG(汉堡)  BREMEN(不莱梅) 

荷兰基本港:ROTTERDAM(鹿特丹)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法国基本港:LEHAVRE(勒阿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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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基本港:FELIXSTOWE(费利克斯托)  SOUTHAMPTON(南安普

顿)  LONDON(伦敦)  MANCHESTER(曼彻斯特) 

奥地利基本港:VIENNA(维也纳) 

爱尔兰基本港:DUBLIN(都伯林) 

匈牙利基本港:BUDAPEST(布达佩斯) 

加拿大基本港:LIVERPOOL(利物浦) 

波兰基本港:WARSAW(华沙) 

捷克斯洛伐克基本港:PRAHA(PRAGUE)(布拉格) 

北欧航线 

丹麦基本港:AARHUS(奥尔胡斯)  COPENHAGEN(哥本哈根) 

瑞典基本港:GOTHENBURG(哥德堡)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挪威基本港:OSLO(奥斯陆) 

芬兰基本港:HELSINKI(赫尔辛基) 

葡萄牙航线 

葡萄牙基本港:LISBON(里斯本)  LEIZOES(莱肖埃斯)  OPORTO(波尔图) 

南非航线 

南非基本港:DURBAN(德班)  CAPETOWN(开普敦)  JOHANNESBURG(约翰内

斯堡) 

肯尼亚基本港:MOMBASA(蒙巴萨)  NAIROBI(内罗毕) 

西地中海航线 

意大利基本港:GENOVA(热那亚)  LASPEZIA(拉斯佩齐亚)  MILANO(米

兰)  LIVORNO(里窝那)  NAPLES(那不勒斯)  TRIESTE(的里雅斯

特)  VENICE(威尼斯)  TARANTO(塔兰托)  NOLA(娜拉)   

西班牙基本港:BARCELONA(巴塞罗那)  VALENCIA(巴伦西亚)  BILBAO(毕

尔巴鄂)  MADRID(巴德里) 

法国基本港:MARSEILLES(马赛)FOS 

摩洛哥基本港:CASABLANCA(卡萨布兰卡) 

突尼斯基本港:TUNIS(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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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地中海航线 

土耳其基本港:ISTANBUL(伊斯坦布尔)  MERSIN(梅尔辛)IZMIR(伊兹密尔) 

希腊基本港:PIPAEUS(比雷埃夫斯)  THESSALONIKI(塞萨洛尼基) 

塞浦路斯基本港:LIMASSOL(利马索尔) 

埃及基本港:ALEXANDRIA(亚力山大)  PORTSAID(赛德港)CAIRO(开罗) 

黎巴嫩基本港:BEIRUT(贝鲁特) 

叙利亚基本港:LATTAKIA(拉塔基亚) 

中东(以色列)航线 

以色列基本港:ASHDOD(阿什杜德)  HAIFA(海法)  TEL-AVIV(特拉维夫) 

中东航线 

阿联酋基本港:DUBAI(迪拜)  JEBELALI(阿里山) 

科威特基本港:KUWAIT(科威特) 

伊朗基本港:BANDARABBAS(阿巴斯港) 

沙特基本港:JEDDAH(吉达) 

约旦基本港:AQABA(亚喀巴) 

印度洋航线 

斯里兰卡基本港:COLOMBO(科伦坡) 

印度基本港:BOMBAY(MUMBAY)(孟买)  MADRAS(马德拉

斯)=CHENNACALCUTTA(加尔各答)  NEWDELHI(新德里) 

NHAVASHEVA(孟买新港/纳瓦叙瓦) 

巴基斯坦基本港:KARACHI(卡拉奇)  LAHORE(拉合尔) 

孟加拉国基本港:CHITTAGONG(吉大港)  DHAKA(达卡) 

南美西航线 

智利基本港:VALPARAISO(瓦尔帕莱索)  ARICA(阿里卡) 

巴拿马基本港:COLONFREEZONE(马拿马自由贸易港,科隆)  PANAMACITY(巴

拿马城) 

南美东航线 

阿根廷基本港:BUENOSAIRES(布宜诺斯艾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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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基本港:SANTOS(桑托斯)RIOGRANDE(里奥格兰德)  RIODEJANEIRO(里

约热内卢) 

乌拉圭基本港:MONTEVIDEO(蒙得维也的亚) 

巴拉圭基本港:ASUNCION(亚松森) 

中南美航线 

墨西哥基本港:MANZANILLO(曼萨尼略)  VERACRUZ(韦拉克鲁

斯)  MEXICOCITY(墨西哥城) 

委内瑞拉基本港:LAGUAIRA(拉瓜伊拉) 

危地马拉基本港:SANJOSE(圣何塞)  GUATEMALACITY(危地马拉城) 

厄瓜多尔基本港:GUAYAQUIL(瓜亚基尔) 

秘鲁基本港:CALLAO(卡亚俄) 

西非航线 

尼日利亚基本港:LAGOS(拉各斯) 

加纳基本港:TEMA(特马) 

贝宁基本港:COTONOU(科托努) 

多哥基本港:LOME(洛美) 

北非航线 

阿尔及利亚基本港:ALGIERS(阿尔及尔) 

黑海航线 

乌克兰基本港:ODESSA(敖德萨)  ILLICHIVSK(伊利阙斯克) 

罗马尼亚基本港:CONSTANZA(康斯坦萨) 

保加利亚基本港:VARNA(瓦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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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负债超 10 亿 

来源：港口圈 

11 月 29 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截止 2017 年 11 月 14 日，大连航运集团的资产总额

为 5.03 亿元，“账面资产多已不存在”，负债为 11.88 亿元，除了已核实的账

面债务以外，截至 2017 年 11 月 8 日，大连航运集团已接受债权人申报债权逾

10 亿元。法院裁定，大连航运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其资产已经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宣告破产符合法律规定。 

大连航运集团成立于 1996 年，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大连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持有大连航运集团 20%的股份，为其第二大股东。大连航运集团主营业

务涵盖国际远近洋货物、集装箱运输，沿海客运，客货滚装运输，港口装卸，国

际劳务等。 

事实上，大连航运的债务危机早有迹可循。大连航运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

—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自 2014 年以来已被 13 次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原因多为未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大连航运集团共涉及 9条欠税公告，涉

及税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等，总金额约 150.59

万元。大连航运集团曾试图通过质押股权的方式来融资，质押的股权数量超出总

股本的 70%。 

2016 年年报显示，大连航运集团第一大股东丛鸣持股 52.8%，出资额为 1056

万元。而早在 2013 年 1 月，丛鸣已将其持有的 1056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了大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大连航运集团第三大股东、持股 19%的大连新海航运有

限责任公司也将其持有的 380 万元股权质押给了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在 10 月 30 日的一起船员与新海航

运公司的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中，法院文书表明，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

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及财产报告令，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经查，被执行人，即大连航运集团

已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导致该次执

行程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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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各 大 船 公 司 年 末 停 航 或 改 航 计 划 ，外 贸 货 代 企

业 需 提 前 应 对 ！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据悉，近日多家船公司沿袭冬季传统做法，调整了航线，多条航线停航或更

改，外贸货代小伙伴需要多加留意，提前应对，快来看看有没有你要走的航线！ 

部分航线停航计划如下： 

Hapag-Llyod 

 

▲EC3 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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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ag-Lloyd 网站公告的部分停航航线 

 

MSC 

MSC LEANNE 于 12 月 10 日在釜山发生事故，由于结构性损坏而整船卸货，

同时 MSC 的 SILK 服务航线 FS749W 运营从亚洲转至北欧。事故 没有人员伤亡、

货物损坏或污染报告。 

MSC 正努力减少货物从船上卸货带来的不便，并提供替代方案以便尽快交付

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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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 网站公告 

华南中东近期停航计划 

一，12 月 23 号/24 号 MEX4/AMA/GAX/ME1(COSCO/CMA/APL/OOCL/EMC)， 

蛇口周六/周天截关，直航 KHOR FAKKAN/JEBEL ALI/ABU DHABI 的大船停航； 

二，12 月 29 号 MEX5/APG/GA2/ME4(COSCO/EMC/CMA/APL/OOCL)， 

蛇口周五截关，直航 JEBEL ALI/BANDAR ABBAS 的大船停航; 

三，1月 9号 MEX3/WAX/ME2(COSCO/CMA/APL/OOCL/EMC)， 

蛇口周二截关，直航 JEBEL ALI/HAMAD/DAMMAM/JUBAIL 的大船停航； 

四，1月 9号 AGX(HPL/MOL/NYK/KLINE/YM)， 

蛇口（妈湾）周二截关，直航 JEBEL ALI/DAMMAM/JUBAIL/ABU DHABI 停航； 

五，1月 9号 CGX(YM)， 

蛇口周二截关，直航 JEBEL ALI/HAMAD/UMM QASR 北港的大船停航； 

六，1月 12 号 WA3/MEX2/CEO/ME5/ME3(COSCO/CMA/APL/OOCL/EMC/PIL/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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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周五截关，直航 JEBEL ALI/BAHRAIN/DAMMAM/JUBAIL 的大船停航； 

七，1月 20 号/21 号 MEX4/AMA/GAX/ME1(COSCO/CMA/APL/OOCL/EMC)， 

蛇口周六/周天截关，直航。 

* 中东线 ESL/RCL 目前 PENDING，暂未确定是否停航。 

 

海运集装箱发送和交接流程 

来源：搜航网 

1、集装箱发放和交接的依据 

集装箱的发放和交接，应依据《进口提货单》、《出口订舱单》、《场站收

据》以及这些文件内列明的集装箱交付条款，实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制度。

从事集装箱业务的单位必须凭集装箱代理人签发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办理集

装箱的提箱(发箱)、交箱(还箱)、进场(港)、出场(港)等手续。 

2、交接责任的划分 

(1)船方与港方交接以船边为界。 

(2)港方与货方(或其代理人)、内陆(公路)承运人交接以港方检查桥为界。 

(3)堆场、中转站与货方(或其代理人)、内陆(公路)承运人交接以堆场、中

转站道口为界。 

(4)港方、堆场中转站与内陆(铁路、水路)承运人交接以车皮、船边为界。  

3、进口重箱提箱出场的交接 

进口重箱提离港区、堆场、中转站时，货方(或其代理人)、内陆(水路、公

路、铁路)承运人应持海关放行的《进口提货单》到集装箱代理人指定的现场办

理处办理集装箱发放手续。  

集装箱代理人依据《进口提货单》、集装箱交付条款和集装箱运输经营人有

关集装箱及其设备使用和租用的规定，向货方(或其代理人)、内陆承运人签发《出

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和《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货方、内陆承运人凭《出

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到指定地点提取重箱，并办理出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凭《进

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将拆空后的集装箱及时交到集装箱代理人指定的地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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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 

4、出口重箱交箱(收箱)、进场的交接 

出口货箱进入港区，货方、内陆承运人凭《集装箱出口装箱单》或《场站收

据》、《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到指定的港区交付重箱，并办理进场集装箱设

备交接。指定的港区依据《出口集装箱预配清单》、《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

《场站收据》收取重箱，并办理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 

5、空箱的发放和交接  

空箱提离港区、堆场、中转站时，提箱人(货方或其代理、内陆承运人)应向

集装箱代理人提出书面申请。集装箱代理人依据《出口订舱单》、《场站收据》

或《出口集装箱预配清单》向提箱人签发《出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或《进场集

装箱设备交接单》。提箱人凭《出场集装箱交接单》到指定地点提取空箱，办理

出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凭《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到指定地点交付集装箱，并

办理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  

6、收、发箱地点应履行的手续 

指定的收、发箱地点，凭集装箱代理人签发的《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受理集

装箱的收、发手续。凭《出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发放集装箱，并办理出场集装

箱设备交接手续；凭《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收取集装箱，并办理设备交接。 

出场集装箱设备交接的主要内容：  

(1)提箱(用箱人和运箱人)； 

(2)发往地点； 

(3)用途(出口载货、修理、进口重箱等)； 

(4)集装箱号、封号(铅封号、关封号)； 

(5)集装箱尺寸、类型； 

(6)集装箱所有人； 

(7)提离日期； 

(8)提箱运载工具牌号； 

(9)集装箱出场检查记录(完好或损坏)。 

进场集装箱设备交接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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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箱人； 

(2)送箱日期； 

(3)集装箱号、封号； 

(4)集装箱尺寸、类型； 

(5)集装箱所有人； 

(6)用途：①返还重箱；②出口集装箱，此时需登记该集装箱发往的时间、

地点(航次、时间)； 

(7)送箱运载工具牌号； 

(8)集装箱进场检查记录。 

集装箱交接地点应详细认真进行检查和录，并将进出场集装箱的情况及时反

馈给集装箱代理人，积极配合集装箱代理人的工作，使集装箱代理人能够及时、

准确地掌握集装箱的利用情况，及时安排集装箱的调运、修理，追缴集装箱延期

使用费，追缴集装箱的损坏、灭失费用等工作。 

 

国际货代防骗案例分析 

来源：搜航网 

近年来外贸市场持续低迷，货代行业举步维艰，给货代行业更大打击和伤害

的是一些不法贸易公司和不良的货代公司对广大合法经营的货代公司的欺诈行

为。下面小编为大家提供几个案例，供大家参考 以防上当。 

TYPE 1：餐费案 

不法人员以某地知名的企业给货代公司打电话，说有很大一批货物要出运，

要求我们货代公司报价（过程还是蛮像的讨价还价的，但你会发现他给出的价格

还是有钱赚的），然后说公司认可你们公司的报价，需要你们公司来人到他们当

地去签合同，如果你去了他们会找个理由说先吃饭转天在签合同，然后到了一个

很高档的饭店吃饭喝酒，最后趁机溜走，等服务员找你结账的时候，发现不但饭

菜贵，而且还要了很多高档香烟和白酒。。。再联系那个人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防骗指南：首先大企业有很多固定合作货代，不会轻易换新的陌生货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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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使要换货代也是他们来考察货代企业，而不是叫货代去考察他们。这个骗术

一般针对新的货代从业人员。 

TYPE 2：利用 QQ 诈骗 

由于我们货代企业很多都是用 QQ 来联系业务，就有不法人员注册一个号码

然后盗用企业老板的信息，以这个企业老总的名义给员工发号施令，要会计的联

系方式，然后说我在外地 你把公司的款打到某个老总那里 我着急，回头补手

续。。。 

防骗指南：牢记企业人员的 QQ 号，遇上陌生的号码要求汇款或财务联系方

式，要警惕，并且及时和老总财务联系确认，并通知合作客人不要向公司以外账

号汇款。 

TYPE 3：运费诈骗 

1）不法公司（贸易公司和货代都有）这类案件 这些不法公司上来先是正常

和我们货代公司合作，见款买单，而且压价不是很低 货量稳步增长，然后和货

代公司谈要求账期，而且一旦账期谈妥，货量会逐渐加大，但是付费会越来越慢，

直到有一天关门消失。 

2）不良运输公司低价揽陆运拖车的业务，一但接到某个订单后，到工厂装

完货以后，不去集港，而是消失，然后给货代公司打电话说 xx 原因需要几万甚

至几十万的费用才可以把货物去集港。。。。 

防骗指南：随时控制应收款项金额，有条件要经常到客户那里去拜访。同时

不要轻信低价格的陌生代理合作，最好实地考察。 

TYPE 4：货代低价揽货案 

1）这种案件主要是集中在不良的货代中，他们以低于市场的运费价格在市

场上揽货，见款买单等付完款以后消失 ，而不分给船东或者真正的订舱代理，

从而使配货的的货代（贸易公司）要付出双倍甚至更高的费用才可以拿到提单。 

2）不良货代采取低于市场的运费给海外的货运代理，引诱他们合作，但是

在运费确认书上最不明显的角落上注明开船之后 x天之内付款，超过一天会收取

高额的滞纳金，他们会在收到运费后，不付款拿提单，最后会造成海外代理或者

收货人迟迟不能提货，产生高额的目的港费用 ，使我们订舱代理受到来自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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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货人投诉和惩罚。（这类公司多以离岸公司为主） 

防骗指南：对新客人要严查三证，并在海关网上查询报关单是否和舱单信息

相符，必要时要看装箱照片。 

TYPE 5 最重点的假货案 

假货案从 2013 年左右就开始有了到现在手法不断翻新越来也越更不好防

范。1）前期主要是不法贸易公司利用低价吸引国外买家下订单，打预付款，最

后以少于订单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交货，等到收货人提货以后发现假货为时晚矣，

通过这种方案骗取收货人的全额货款。这种贸易诈骗对我们货代来讲损失还不是

很大（至少他们还是可以付海运费的。），主要是对收货人的损害比较大，但是

如果这种货遇上海关查验的话，这些发货人就不见了，货代企业和报关行就面临

承担滞箱费和查验的费用了。 

2）随着货代企业和收货人的警惕，不法贸易公司也在不断的使用新的方法

继续他们的行骗行为，冒用知名企业抬头进行操作，做一个知名企业的外文网站

吸引海外客户，对内订舱时买单出口，报关品名与订舱品名不一致，用提单扫描

件骗取海外的部分或者全额货款，并且不付海运费，不拿提单，以至于收货人在

付完货款觉察到被骗时 拒绝提货，致使货物到港后产生高额的滞箱费和港口费

用，而这些费用最终船公司将要追诉给起运港代理来承担，并且还要承担出口海

运费。 

3）由于船东加强防范，所有货物必须实行三单一致，杜绝了一部分贸易诈

骗，于是这些不法贸易公司又打起了货代单的主意，由于很多货代对自己的提单

管理不是很严格，不良公司采取船东提单和报关品名相符而找个理由用货代单改

品名，收货人购买的货与实际运送的货不符。出现这种情况货代公司不但面临承

担目的港所产生的费用，还有可能面临贸易赔付。。。 

总之，对和我们需求合作的新公司要认真的查清楚，不但要查公司信息的真

实度，还要查企业地址，联系人，还有电话，qq 等信息核实。要在企业信息网

查询，并百度是否有不良记录。要仔细检查企业三证是否和政府网公布的信息一

样。（曾经发现有的新企业更改注册日期，叫人以为这家企业是多年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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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58 号 

（关于推广减免税申请无纸化及取消减免税备案的公告） 

来源：海关总署 

 

为深入推进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海关总署决定，

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在全国海关推广减免税申请无纸化，同时取消减免税

备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除海关总署有明确规定外，减免税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简称“申

请人”）可通过中国电子口岸 QP 预录入客户端减免税申报系统（以下简称“QP

系统”）向海关提交减免税申请表及随附单证资料电子数据，无需以纸质形式提

交。 

（一）海关根据审核需要要求提供纸质单证资料的，申请人应予提供。 

（二）随附单证资料的电子扫描或转换文件格式标准，参照海关总署 2014

年第 69 号公告相关规定执行。 

（三）办理减免税申请无纸化操作的规范见附件。 

二、申请人可在首次办理进口货物减免税手续时一并向海关提交涉及主体资

格、项目资质、免税进口额度（数量）等信息（以下简称“政策项目信息”）相

关材料，无需提前单独向海关办理政策项目备案。 

（一）申请人登录 QP 系统向海关提交申请材料时，应通过“减免税申请”

功能模块提交。 

（二）申请人首次填报政策项目信息时，对征免性质为 789 的，应将《国家

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中编号填入申请表；

无《项目确认书》的，将海关提供的项目编号填入。 

其他征免性质的政策项目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三）申请人为同一政策或项目进口货物办理减免税手续时，应将该政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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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信息编号填入所有申请表中。 

特此公告。 

附件 

办理减免税申请无纸化操作的规范 

一、在满足海关减免税确认的前提下，申请人可简化上传随附单证： 

（一）随附单证中涉及申请人主体资格、免税额度（数量）以及进口商业发

票等，应全文上传。 

（二）进口合同页数较多的，含有买卖双方及进口代理人的基本信息，进口

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单价及总价、生产国别，合同随附的供货清

单，运输方式及付款条件，价格组成条款，双方签字等内容的页面应当上传。 

进口合同有电子文本的，可上传合同的 PDF 格式文件，同时上传纸质合同的

第一页和所有签章页。 

进口合同为外文的，应将以下条款翻译成中文，并将翻译文本签章扫描上传： 

1．合同或协议标题； 

2．买卖双方、进口代理人的名称及相互之间关系； 

3．买卖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4．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及技术参数、数量、单价、总价、生产国别或制

造商、包装等； 

5．与货物价格及运输相关的条款（如采购条款、定价及支付条款、运输交

付条款、保险条款等）； 

6．合同或协议授权事项（如经销协议的授权经销区域及授权范围、合同或

协议授予的权利及义务）； 

7．合同或协议的终止条款； 

8．与商品数量及其价格有关的合同附件（如各型号零部件等的数量及价格

清单等）； 

9．买卖双方、代理人的签字人及签字日期； 

10．其他与减免税审核确认有关的条款。 

（三）进口货物相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中，属于判定该货物能否享受优惠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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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应当上传。 

二、通过“无纸申报”方式办理减免税手续的，申请人应按以下要求妥善保

管纸质单证资料备海关核查： 

（一）有专用库房或者独立区域； 

（二）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 

（三）按照征免税证明编号单独成档，分年度保存； 

（四）建立索引，便于查找。 

有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保管期限，为自向海关申请之日起，至进口货物海关监

管年限结束再延长 3年；与政策项目信息有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保管期限，为自向

海关申请之日起，至该政策或项目最后一批进口货物海关监管年限结束再延长 3

年。 

三、申请人以“无纸申报”方式办理减免税手续，有遗失、伪造、变造相关

单证档案等情形的，暂停申请人“无纸申报”。 

   

 

海关总署 

  2017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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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7 年 第 64 号  

（ 关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格 鲁 吉 亚 政 府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 实 施 相 关 事 宜 ）  

来源：海关总署 

 

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

下简称《中格自贸协定》）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现将《中格自贸协定》

实施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中格自贸协定》的优惠贸易协定代码为“20”。《中格自贸协定》项

下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16 年第 51 号和

2017 年第 13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未实现电子联网”的“无原产地声明模式”

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进口报关单上享受协定税率商品的数量不得大于原产地证书上对应商品的

数量，且进口报关单上享受协定税率商品的成交计量单位应当与原产地证书上对

应商品的计量单位一致。 

同一原产地证书项下的出口货物应当在同一份出口报关单申报。 

二、《中格自贸协定》项下格鲁吉亚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机构为格鲁吉亚海关；

中国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机构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所属的各地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7 年 12 月 21 日 

 

 
发：所属会员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