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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货代物流企业百强名单出炉！ 

来源：维运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海运榜                              空运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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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综合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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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国际商报社共同主办的 2018 年度中国货代物流

企业百强排名活动数据整理工作已经完毕,现对各榜单排名情况进行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 

 

 

紧急通知！非洲贝宁正式实施 ECTN 新政！违者货物将被拒

绝放行！ 

来源：运去哪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有出口到非洲贝宁的外贸、货代小伙伴注意啦！ 

自 2019 年 9 月 1 号（开船日）起，贝宁当局已正式开始实施新的 ECTN

（ELECTRIC CARGO TRACKING NUMBER，电子货物跟踪单）规则！目前，船公司赫

伯罗特、CMA、MSC 等纷纷发出紧急通知！ 

请各位发货人、订舱代理必须在提单样本上提供 ECTN 号码，ECTN 号码必须

显示在提单上，由发货人/订舱代理申请 CTN 号码！如号码错误、遗漏或偏差，

将可能产生货物在目的港被拒绝放行的情况，所产生的责任、风险和费用均由发

货人或订舱代理承担。 

▼船公司赫伯罗特官方通知文件 

 

贝宁主要港口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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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BENIN）位于西非的中南部，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盛产棕榈油。贝

宁濒邻几内亚湾，并与尼日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多哥等国相邻。海岸线

全长约为 125 公里。 

贝宁港口主要包括：科托努（COTONOU）、波多诺伏（PORTO NOVO）、帕拉

库（PARAKOU）等。   

科托努濒临贝宁湾的北侧，是贝宁的最大海港。该港始建于 1964 年，为首

都波多诺伏的外港，相距约 35km，现为全国经济及对外贸易的中心，是贝宁的

海上门户。铁路北通帕拉库，公路可直达尼日尔。该港还是尼日尔、马里及布基

纳法索的进出口物资转运港。 

波多诺伏是贝宁首都，贝宁第二大城市，历史上曾是波多诺伏王国首邑。现

与科托努同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西南距外港科托努 35 公里。 

帕拉库是贝宁中部城市，棉花、咖啡、花生、木棉等集散和加工中心。有纺

织和轧棉工业，南北铁路干线终点，公路北通尼日尔，拥有航空站。 

贝宁 ECTN 需要提交的资料 

贝宁 ECTN(BESC)需要提交的资料 

1：ECTN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格 

2：草本海运提单(DRAFT B/L COPY) 

3：商业发票（Commercial Invoice）  

贝宁 ECTN 申请流程 

一，申请人提供申请资料； 

二，第三方机构收到上述材料后出正式的付款单； 

三，申请人安排汇款； 

四，第三方机构收到汇款后出号码和证书草稿； 

五，申请人确认草稿，并补齐提单正本和其他材料； 

六，第三方机构出具证书正本。 

注意：正本 ECTN 必须于船离港后 5 个日内签发，否则可能产生罚金；一旦

放号，柜子数量和柜型不可更改。 

如何使用 ECTN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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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N 证书正本是电子版本，会发到申请人的邮箱。 

For the document which you print 此文件（一式五联）分配如下： 

The copy 1 is for your files 由贵司存档  

The copy 2 must be forwarded to the final consignee/receiver 交给

卸港收货人 

The copy 3 is for the Carrier 交给货代或船公司  

The copy 4 is for the Carrier 交给货代或船公司 

The copy 5 is for the CNCB at destination (forward to the consignee) 

交给贝宁 CNCB 有关代表及单位（交给卸港收货人转交） 

▼贝宁港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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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荣 海 运 ：关 于 与 无 船 承 运 业 务 经 营 者 业 务 往 来 的

公 告  

来源：今日海运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关于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业务往来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通知，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不得接受未在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备案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提供的货物或者集装箱。 

敬请与长荣海运有业务往来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遵守有关法规，按照长荣

海运指定船代的要求配合提供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的记录，并自行加强对订

舱、提单资料的审查，避免提单发货人显示为未完成备案手续的无船承运业务经

营者、或货代企业的情况。一旦发现违法情形，长荣海运有权拒绝相关业者订立

运价协议、订舱的要求，及拒绝相关已订舱货柜装船。 

附参考消息： 

1.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国际船舶运输及内地与港澳间海上运输业

务相关审批备案事项的通知（交办水函〔2019〕681 号）》，无船承运人业务审

批已取消，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的企业应当在相关经营活动开始后 15 日内，向注

册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企业基本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地、法

人代表、联系方式等）。无船承运企业为境外注册企业的，可任选一个经营业务

实际发生口岸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相关备案手续。 

2.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 

号）》，取消无船承运人业务审批后,交通运输部将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 

1） 建立无船承运人的备案和信用管理制度，及时向全社会公开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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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机制； 

2） 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方式，加强对无船承运市场的监管； 

3） 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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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丨香港银行开始大规模账户清理，有香港离岸账户的外

贸货代企业需留意！ 

来源：搜航网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重磅消息！各位持有香港银行账户的外贸货代朋友要注意了，香港银行开始

清理账户了！近日有网友反馈说，离岸账户用不了，国外客户打钱到香港的离岸

账户，但是被银行退回了，影响了正常收款！原因是，离岸账户已被清理！ 

据悉，香港银行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账户清理，批量关闭“僵尸户”和异

常账户。近期有大量网友反馈，已经收到香港银行发出的调查信和关户通知书。 

 

据获悉，今年以来，香港各大银行开启了史无前例的高压监管模式。对新开

账户的审核变得十分严格，银行内部还不断开始清理离岸账户和“僵尸账户”；

往后香港银行开户将会越来越困难。 

 

据了解，香港银行在开户难的同时，也对大量因操作不规范的账户进行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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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销。去年，恒生银行清理关停账户就超过 1万个了。 

如何应对香港银行账户清理？ 

第一，查询名下香港银行所绑定的电子邮箱，查看是都有收到相关通知信件。

倘若邮箱中有香港银行邮件，立即确认信件类型。 

 

尽职调查信：香港银行常规调查信，理论上所有客户都有可能收到，只需按

照要求填写，及时回复银行即可。（需注意的是，如果在限期内，银行未收到您

的回信，且其它联系方式也无效，银行有权关停您的账户。） 

冻结通知信：此类邮件，说明您的账户有可能涉嫌非法交易，遭警方调查并

冻结；或者因税务问题，被税局要求冻结。（此类情况，如银行允许，可先将账

户内资金取出，并配合调查。） 

关户告知书：被银行确认有触犯到关户条例的行为，违法违规、高风险、不

配合调查、存款过低，长期不交易，都可以是造成账户关闭的原因。（银行会要

求客户在限期内取出资金，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超出期限仍未取出资金，该笔资金

会被划至有关部门，再要取出，操作将非常繁琐且成本高昂。） 

未收到银行的信件，请勿放松警惕，随时注意自己的行为会否触发银行风控

系统。 

如您是企业账户，还未做审计报告的，建议提早安排，银行随时会要求客户

提供。如条件许可，建议客户开多一个备用账户，以免因银行关闭账户，新账户

不能及时到位，期间公司无法收付款，错失商机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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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最新通知：新版 Form E 将正式启用！ 

来源：运去哪 

（注：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 

海关正式通知，东盟证书将在 8月 19 日晚进行升级，8月 20 日开始签发新

版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Form E），原产地证签证系统 8月 19 日同步升级，升

级后申报端和签证系统都会升级为新版证书底图。 

▼通知文件 

 

对于东盟 Form E 旧版的还能不能使用的问题，目前海关也给出了答复，表

示 8月 31 日前所有东盟国家都支持旧版证书。 

据了解，中国-东盟产地证 FORM E 新版变化的地方： 

一、特定原产地规则清单扩大 

二、证书填制新规 

1、白色底 

2、不再限定只能填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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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是生产商申请证书，第七栏显示实际出口商 

4、全程运输单证可以满足直接简化直运规则要求的，无需中转地海关证明

文件 

5、电子化提交单证 

6、HS 编码填 6位 

7、FOB 价仅在百分比标准时必须填写 

8、原产地标准“WO”“PE”“CTH”“PSR”“百分比” 

三、原产地标准怎么填 

1、完全原产的，填写“WO” 

2、H.S.编码 190410 小三角含泰国产原材料填写“PE” 

3、H.S.编码 170490、190410、190590 下的各类产品含进口成分时可选“PSR”,

也可用百分比 

4、220290 饮品，只适用百分比 

要点总结 

第二条第 3项：可以是生产商申请证书，第七栏显示实际出口商。 

说明东盟产地证 FORM E 可以由第三方申请，FORM E 的抬头和提单抬头可以

不一致，只要在 FORM E 的第七栏显示实际出口商信息，目的港就可以正常清关

和减免关税。 

FORM E 证书中文全称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证明书，简称东盟

证书，英文名称为《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PREFERENTIAL TARIFF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M E》。FORM E 证书的签发，限于已公布的《货物

贸易协定》项下给予关税优惠的产品，这些产品必须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原产地规则》，证书内容以英文填写。 

目前，签证国家有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 

FORM E 证书是进出口国出具货物的证明，也是进行国际贸易的一项重要证

明文件。归纳起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确定产品关税待遇，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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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产品内在品质或结汇的依据； 

进行贸易统计的依据； 

货物进口国实行有差别的数量控制，进行贸易管理的工具 

▼详细改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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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127 号（关于开展“两步申报”改

革试点的公告） 

来源：海关总署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

利化，海关总署决定在部分海关开展进口货物“两步申报”改革试点。现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两步申报”内容 

在“两步申报”通关模式下，第一步，企业概要申报后经海关同意即可提离

货物；第二步，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整申报。 

（一）对应税货物，企业需提前向注册地直属海关关税职能部门提交税收担

保备案申请；担保额度可根据企业税款缴纳情况循环使用。 

（二）第一步概要申报。企业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是否属于禁限管制、是否

依法需要检验或检疫（是否属法检目录内商品及法律法规规定需检验或检疫的商

品）、是否需要缴纳税款。 

不属于禁限管制且不属于依法需检验或检疫的，申报 9个项目，并确认涉及

物流的 2个项目，应税的须选择符合要求的担保备案编号；属于禁限管制的需增

加申报 2个项目；依法需检验或检疫的需增加申报 5个项目（详见附件 1）。 

（三）第二步完整申报。企业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内完成完整

申报，办理缴纳税款等其他通关手续。税款缴库后，企业担保额度自动恢复。如

概要申报时选择不需要缴纳税款，完整申报时经确认为需要缴纳税款的，企业应

当按照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撤销的相关规定办理。 

（四）加工贸易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以及保税监管场所的货物申报在

使用金关二期系统开展“两步申报”时，第一步概要申报环节不使用保税核注清

单，第二步完整申报环节报关单按原有模式，由保税核注清单生成。 

（五）报关单申报项目填制要求按照《海关总署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18 号）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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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启动“两步申报”试点同时保留现有申报模式，企业可自行选择上述

二种模式之一进行申报。 

二、试点海关范围 

（一）满洲里海关隶属十八里海关； 

（二）杭州海关隶属钱江海关驻下沙办事处、舟山海关； 

（三）宁波海关隶属梅山海关； 

（四）青岛海关隶属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驻机场办事处； 

（五）深圳海关隶属深圳湾海关、蛇口海关； 

（六）黄埔海关隶属新港海关、穗东海关。 

三、“两步申报”试点条件 

试点期间，适用“两步申报”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境内收发货人信用等级是一般信用及以上的； 

（二）经由试点海关实际进境货物的； 

（三）涉及的监管证件已实现联网核查的（见附件 2）。 

转关业务暂不适用“两步申报”模式。 

本公告自 2019 年 8 月 24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 年 7 月 31 日 

 

 

 

 

 

 
发：所属会员单位及政府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