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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辞旧岁，万象始更新。值此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感谢会员单位对协会工作的大力支持和

积极配合。 

新开始，新起点，新征程，新跨越。我们期待

在 2019 年与大家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在此献上最诚挚的新春问候，恭祝大家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大连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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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联盟大型集装箱船被港口岸桥砸中，曾停靠上海宁波青

岛深圳港船期面临严重延误！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据获悉，1月 28 日上午 9点左右， 温哥华全球集装箱码头（Global 

Container Terminal）桥吊突然断裂坍塌，砸到了停靠在一旁的集装箱船 EVER 

SUMMIT，桥吊和船上的集装箱都有明显的损坏迹象。 

据悉，该船是长荣旗下一艘运力高达 7024TEU 的集装箱船，满载着中国多个

港口的货物于 1月 28 日抵达温哥华。 

 

该集装箱码头 Vanterm 与媒体表示，没有人受伤，工作人员已经向当局通报

了所发生的事情，并表示：“由于吊臂位于集装箱船后端的堆栈顶部，该船目前

正与拖船一起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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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不清楚导致事故的原因或清理现场需要多长时间，但码头结构工程师

John Zickmantel 表示，在保险结算之前，工作人员甚至可能无法开始工作，这

可能需要一周或两周，也可能需要几个月。 

Zickmantel 没有参与清理工作，但他说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船和桥吊稳

定以防止进一步损坏。 

据悉，事故中的 EVER SUMMIT 轮，目前服务于长荣的 TNP 航线，在抵达温哥

华前，该船曾挂国内的上海，宁波，青岛，深圳盐田和高雄港，满载着我国的货

物靠去往北美。 

根据资料显示，这起事故的集装箱船上共有 5家船公司共舱！除了长荣，共

舱的还有 COSCO、CMA、OOCL、APL 和 ANL 这几家船公司。 

鉴于船舶挂靠我国多个港口及共舱船东众多，预计此次影响面较大，货物损

失情况和原因尚不清楚！ 

对比原船期计划，由于事故刚刚发生，但是现场处理工作还有待些时日，后

边的航程不可避免将受到影响，在上海，宁波，青岛，深圳盐田和高雄等港口配

载有这艘集装箱船出口北美的或将将面临延误。 

配载有该船的外贸及货代企业需及时和相关船公司保持沟通，密切关注船期

延误和货损情况，以及共同海损的认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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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货代注意了！伊朗港口货物积压严重、全球多港口拒绝

伊朗船只入港停靠！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有做伊朗市场的外贸货代朋友们要注意了！伊朗港口货物积压严重，大量集

装箱货物被弃货在港口，目前伊朗海关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加快货物清关。 

 

伊朗海关采取紧急措施加快货物清关 

伊朗《金融论坛报》1 月 9日报道，根据伊朗海关新任关长米拉什拉菲的指

令，近期伊朗海关采取紧急措施，加快进口货物清关，减少港口货物积压量。 

海关称，在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的过去九个月中，海关积压的 4.2 万个

集装箱中 1.89 万个集装箱货物被弃货。海关官员表示，根据海关的紧急方案，

阿巴斯港被弃货的集装箱将在不超过一周内完成清关。 

进口商在与海关的会议上发出诸多抱怨，包括进口订单注册手续冗长、错过

截止日期、外汇分配、贸易卡到期等。去年 6月，伊朗政府颁布 1339 种商品进

口禁令，也导致相关货物无法清关。根据新规，现在政府允许将有关货物运至自

由贸易区、特别经济区。 



 

 
 

 4

 

全球多个港口拒绝伊朗旗船只入港和停靠 

1 月 11 日讯，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伊朗航运协会主席 Massoud Polmeh 表

示，全球许多港口都拒绝伊朗旗船只入港和停靠。 

Polmeh 指责美国重新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制裁导致了全球多个港口都

拒绝伊朗旗船只入港和停靠。Polmeh 透露，这其中的一些港口属于和伊朗建立

的友好和兄弟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等。 

物流和供应链专业人士 Polmeh 同时透露了，自美国退出联合综合行动计划

(JCPOA)和德黑兰与世界大国间的核协议以来，已有 20 家国际航运公司关闭了他

们在伊朗港口的办事处。他补充说，曾经对伊朗个人和法律实体的制裁已经恢复。 

此外，Polmeh 断言，美国的制裁与伊朗国家货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急

剧下降有密切联系，在伊斯兰共和国港口和航运相关服务中雇用的伊朗人中有

40％已失业。 

在此提醒有做进出口伊朗生意的外贸货代朋友们，请与客人保持联系，及时

了解最新情况。做好出货安排，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请大家务必重视，互相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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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主要船公司准班率榜单出炉，惨不忍睹！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航运咨询分析公司 Seaintelligence 称，根据对集装箱运输行业可靠性的持

续监测，2018 年集装箱班轮的准班率只有 70%的集装箱船准时到达。 

分析公司指出，去年的八个月里，准班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相对于 2017

年，2018 年可用性下降 3.7 个百分点至 70.8％，为 2012-2018 期间的最低水平。 

三家航运联盟中，主要的班轮公司只有一家的日程时间表可靠性有所改善，

万海是最能准时到达的。”其次是马士基和汉堡南美，可靠性分别为 75.6％和

74.6％。就马士基而言，与 2017 年相比，准时抵达能力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

联盟层面看，海洋联盟是最精确的。在主要贸易路线中，只有亚洲和北欧的情况

较去年有所改善。但从分析公司的角度看，0.3 个百分点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 

2018 年以来，集装箱行业的可靠性受到了几家船运公司客户的严厉批评。

早在第一季度之后，Kuehne+Nagel 就称：“目前的可靠性水平是一个问题，这

就是为什么许多客户来找我们并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供应链，而不是客

户在有问题的情况下与承运人打交道。”在此之前，集装箱运输公司今年第一季

度的可靠性记录为 66.4%。早在去年 9月，MSC 和马士基就宣布，对亚欧航线网

络进行几次升级，增加船只数量，减少停靠次数。另一家海洋联盟也做出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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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加 拉 信 用 证 重 大 风 险 提 示 ！出 口 孟 加 拉 国 外 贸 货

代 企 业 请 留 意 ！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据商务部消息称，去年以来，由于管理不善等因素，孟加拉国

The Farmers Bank Limited 银行出现较为频繁的信用证违约恶性事件，给中

国企业在孟国际贸易造成巨大损失。 

2019 年 1 月 20 日，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在官网上发布安

全风险提醒，正式将该银行列入黑名单。 

 

▲商务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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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该银行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风险，而非信用证欠款个案。中国驻孟

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现将该银行列入黑名单。 

请所有中资企业加强风险防控，在对孟贸易中避免接受该银行开具的信用

证，杜绝贸易风险。 

根据孟加拉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除特殊情况外，进出口的对外支付一般都

必须采用银行信用证的方式。 

由于孟加拉商业银行的信誉普遍较差，许多开证行违规操作，在中国公司对

孟加拉出口的业务中，经常遇到在没有不符点的即期信用证交单情况下，拖延付

款时间，或在客户没有办理付款手续的情况下放单，客户提货或看货后向出口商

提出质量索赔，迫使出口商降价导致经济损失。 

在孟信用证遭遇的主要问题有： 

1、进口商提货后，银行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拖延付款时间，即使议付

行多次催促也置之不理。 

2、银行放单给进口商后，不立即支付货款，允许进口商提货后向出口商提

出所谓的质量索赔，迫使出口商折扣降价，然后由议付行指示开证行从付款中扣

除折扣部分。 

3、进口商提货后，向当地法院上诉货物的质量问题，由法院通知银行停止

付款，银行借故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不能对外支付，从而拖延付款时间。 

4、客户接受不符点提货后，银行仍然不支付货款。 

如果文件出现不符点，当时的市场价格下跌，有些客户则退单拒付，或趁机

向出口商提出高额索赔，迫使出口商降价，从而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银行退单

后，货物的处理非常困难。 

货物的退回和转手必须经原客户的同意才能办理，手续繁琐，客户一般都不

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退运回去的情况很少，即使退运回去，损失也非常严重。 

按孟加拉海关规定，货物滞留在港口超过 3 个月（水果蔬菜类 45 天）不清

关，货物将由海关拍卖，拍卖收入上缴国库。 

在此提醒有做进出口孟加拉生意的外贸货代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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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有哪些改变？ 

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根据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18 号公告规定，为规范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申报

行为，统一进出口报关单填制要求，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开始执行。其中有哪些具体的修改

呢？ 

新增“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填制规范 

境内收发货人一栏，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填报免税品

经营单位名称。 

运输工具名称及航次号一栏，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运

输工具名称及航次号免予填报。 

消费使用单位/生产销售单位一栏，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

的，填报该免税品经营单位统一管理的免税店。 

监管方式一栏，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填报“其他”。 

征免性质一栏，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填报“其他法定”。 

许可证号、备案号与合同协议号，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

免予填报。 

运费、保费与杂费，免税品经营单位经营出口退税国产商品的，免予填报。 

修改或补充部分填报内容 

境外收发货人一栏，对于 AEO 互认国家（地区）企业的，填报样式确定为：

“国别（地区）代码+海关企业编码”。 

运输方式一栏，境内进出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方区域的货物，需填

报“边境特殊海关作业区”（代码 H）。 

随附单证及编号一栏，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随附单证编号”栏填报格式

修改为“<优惠贸易协定代码>XJE00000”。 

标记唛码及备注一栏，办理固体废物直接退运手续的，填报“固体废物，直

接退运表 XX 号/责令直接退运通知书 XX 号”。 

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一栏，进口货物收货人申报进口属于实施反倾销反补贴



 

 
 

 9

措施货物的，填报“原厂商中文名称”、“原厂商英文名称”、“反倾销税率”、

“反补贴税率”和“是否符合价格承诺”等计税必要信息。 

格式要求为：“|<><><><><>”。“|”、“<”和“>”均为英文半角符号。

第一个“|”为在规格型号栏目中已填报的最后一个申报要素后系统自动生成或

人工录入的分割符（若相关商品税号无规范申报填报要求，则需要手工录入“|”），

“|”后面 5个“<>”内容依次为“原厂商中文名称”、“原厂商英文名称（如

无原厂商英文名称，可填报以原厂商所在国或地区文字标注的名称，具体可参照

商务部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相关公告中对有关原厂商的外文名称写法）”、“反倾

销税率”、“反补贴税率”、“是否符合价格承诺”。其中，“反倾销税率”和

“反补贴税率”填写实际值，例如，税率为 30%，填写“0.3”。“是否符合价

格承诺”填写“1”或者“0”，“1”代表“是”，“0”代表“否”。填报时，

5个“<>”不可缺项，如第 3、4、5项“<>”中无申报事项，相应的“<>”中内

容可以为空，但“<>”需要保留。 

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一栏，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型）

与境外之间的进出境货物，填报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

对应的国内地区名称即可，代码不需填写。 

属于原检验检疫范畴下新增填制规范 

标记唛码及备注一栏，申报 HS 为 3006300000、3504009000、3507909010、

3507909090、3822001000、3822009000，不属于“特殊物品”的，填报“非特殊

物品”字样。“特殊物品”定义见《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0 号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 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第 240 号、第 243 号修改）。 

标记唛码及备注一栏，进出口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其他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的，填报“应检商品”

字样。 

商品编号一栏，11-13 位检验检疫附加编号不再填写。 

基于海关监管需要新增补充事项 

随附单证及编号一栏，明确加工贸易内销征税报关单如使用金关二期加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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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暂不适用该项规范。 

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一栏，品牌类型中新增：除“境外品牌（贴牌生产）”

仅用于出口外，其他类型均可用于进口和出口。 

细节完善 

第十五条“征免性质”中，删去“其他法定”备注代码。 

第二十二条“入境口岸/离境口岸”中，将“出境口岸”统一规范为“离境

口岸”。 

第三十二条“标记唛码及备注”第八项中，在“暂时进出货物”和“展览品”

代码前添加“代码”两字。 

第三十二条“标记唛码及备注”第二十五项中，将“HS”修改为“申报 HS”。 

第三十三条“项号”中，去掉“备案序号”两侧双引号。 

第三十五条“商品名称及规格型号”第九项中，在 “无品牌”、“境内自

主品牌”、“境内收购品牌”、“境外品牌（贴牌生产）”和“境外品牌（其他）”

后添加代码。 

第三十六条“数量及单位”第四项中，“按照液体部分的重量填报”改为“按

照液体/乳状/膏状/粉状部分的重量填报”。 

第四十二条“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中，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区划代码表》选择填报境内目的地对应的县级行政区名称及代码”范围明确为

“境内目的地”。 

 

 

正本提单遗失怎么办？ 

来源：搜航网 

正本提单指的是什么？ 

正本提单是指承运人出具的提单文件，在进出口业务中，有时候会根据业务

需要，对提单进行电放，就是发货人向承运人交回正本提单，并出具保函，申请

船公司电报通知目的港代理放货给指定收货人。正本提单上要注明有“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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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提单上有承运人正式签字盖章并注明签发日期。 

正本提单一般一式三份，也有一式二份、四份和五份的，以便托运人遗失其

中一份，可凭其他各份提单提货，其中一份完成提货手续后，其余各份自动失效。 

此提单在法律上商业上都是公正有效的单证。提单上要注明“正本”字样，

以示与副本提单有别。 

正本提单遗失怎么办？ 

纵使电放提单有万般好处, 有的客户就是要求正本提单。多了一笔快递费不

说, 还有风险。 啥风险, 就是正本提单被快递弄丢的风险。“不会吧, 这也能

丢？” 没错, 而且这事还常有, 本人身上就发生过。 

当时是一个法国客户走的一个 40 尺柜的礼品, 按照客户的要求我们就把正

本提单通过 DHL 快递给她。客户已经是第二次下单了, 我们就通过一个 DHL 的代

理（赞一下为公司省钱的我）把三份正本提单快递到他们公司。 

运单记录显示快递已经成功送达并签收, 所以多日后客户表示没收到快递

让我们很震惊。客户表示他们换了新地址, 运单记录上显示的签收人他们不认识, 

DHL 查询后表示一切正常。船已经开了, 我们先解决问题再同 DHL 掰扯吧。 

指定货代说正本提单丢失的解决办法是：出口商缴纳货物等值的保证金给货

代并抵押两年, 同时让我们去中国商报登一个正本提单遗失声明。 

登报声明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缴纳保证金并且抵押两年这个要求就太苛

刻了。 我们同货代交涉, 货代的意思是你们先登报, 登完报再说。联系报纸, 交

钱, 登报, 快递给货代, 一天也没敢耽误。 

货代收到报纸后没有再说押金的事情, 货物到港后客户也顺利提货了。 整

个事情处理得比较顺利, 后来我们分析客户款付清了, 我们也配合做个保函声

明, 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担心有其他问题产生。 

后续同快递公司交涉得不是很顺利。 因为是通过代理走的, 代理支支吾吾

半天才提供他们的公司名, DHL 坚持称他们所能查到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事情解

决了我们也就懒得再追究索赔了。 

建议：如果客户坚持要正本提单的话, 可以只发两份给客户, 自己保留一

份。这样万一有快递丢失这种意外发生, 还有办法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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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18 号（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 

来源：海关总署 

为规范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申报行为，统一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要求，

海关总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60 号公告）进行了修订。现将本次修订后的规范文本及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根据现行相关规定，对第三条第五项，第七条第四项，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项，第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五条

第二项、第四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第八项、第二十五

项、第二十七项、第二十八项、第二十九项，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

五条第九项、第十二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四十二条做了相应调整和修改。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企业向海关申报货物进出境、进出区，应填制《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境内（区外）

之间进出的货物，区外企业应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保税货物流转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比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要求填制。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见附件）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60 号公告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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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8 年 第 219 号（ 关 于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企 业 海 关 注 册 登 记 管 理 有 关 事 宜 的 公 告 ）  

来源：海关总署 

为进一步规范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监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市

场监管总局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财发

〔2018〕486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海关注册登记管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跨境电子商务支付企业、物流企业应当按照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194 号

公告的规定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并按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在办理海关注册登记

手续时提交相关资质证书。 

二、在本公告实施之日前，已办理海关注册登记或信息登记的跨境电子商务

物流企业、或仅办理海关信息登记的参与跨境电子商务进口业务的平台企业、支

付企业，应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注册登记或补充提交资质

证书等手续。逾期未按规定办理的，其海关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信息不再有效。 

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27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发：所属会员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