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19 年 第 144 号
为确保“两步申报”业务改革顺利推进，切实加强海关对水
运和空运进出境舱单的管理，规范数据申报，简化数据填制要求，
保证数据准确，有效实施安全准入和风险防控机制，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相关物流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172号公布，根据海关
总署令第235、240号修改）以及关于进出境舱单电子数据传输时
限相关公告的规定，向海关传输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
已具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经海关备案后使用统一社
— 1 —

会信用代码向海关传输舱单电子数据。
二、海关对舱单电子数据传输时限进行严格检查，对超过时
限传输舱单电子数据的物流企业，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部分水运、空运舱单数据项传输要求作如下调整：
（一）《原始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1、
附件 14、附件 15）。
1．
“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内第一个目的港代码”
“ 运输工具抵
达关境内第一个目的港的日期和时间”
“货物托运的地点或者国家
代码”“货物海关状态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的“必填项”，
“其他数据”的“--”项。
2．
“收货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
“ 通知
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讯方式类别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
的“条件项”。
3.“更改原因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变更原因代码”，
填制条件调整为“主要数据”和“其他数据”的“条件项”。
4．
“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
“发货人地址（街道、邮箱）
”
“通知人地址（街道、邮箱）
”的数据项名称分别调整为“收货人
地址”
“发货人地址”“通知人地址”。
5．
“国家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国家（地区）代码”。
6．删除“货物体积”、“托运货物价值”、“金额类型代码”、
“途经的国家代码”
、“前一海关单证类型代码”、“前一海关单证
号”
、“码头作业指令代码”、
“中间承运人标识”、“中间承运人联
系号码”、第 40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收货人代码”、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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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名称”
、第 45 项“省份代码”
、第 46 项“省份名称”
、第
47 项“邮政编码”、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名称”
、
“收货人具体联系
人联系号码”
、第 53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发货人代码”
、第
57 项“城市名称”、第 58 项“省份代码”、第 59 项“省份名称”、
第 60 项“邮政编码”、
“拆箱人代码”
、
“货物交付目的地地址（街
道，邮箱）
”、第 66 项“城市名称”
、第 67 项“省份代码”、第 68
项“省份名称”、第 69 项“邮政编码”、第 70 项“国家代码”、
“通
知人代码”、第 74 项“城市名称”、第 75 项“省份代码”、第 76
项“省份名称”
、第 77 项“邮政编码”
、
“货物描述补充信息”、
“海
关手续代码”
、“原产地代码”
、“唯一托运编号”等数据项。
（二）《预配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2、
附件 14、附件 15）。
1．
“货物托运的地点或者国家代码”
“货物海关状态代码”调
整为“主要数据”的“必填项”，“其他数据”的“--”项。
2．“发货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讯方式类别代码”调整为
“主要数据”的“必填项”
。
3.“更改原因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变更原因代码”，
填制条件调整为“主要数据”和“其他数据”的“条件项”。
4．
“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
“发货人地址（街道、邮箱）
”
“通知人地址（街道、邮箱）”的数据项名称分别调整为“收货人
地址”“发货人地址”“通知人地址”。
5．“国家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国家（地区）代码”。
6．删除“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外第一个停靠港代码”
、
“运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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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抵达关境外第一个停靠港的日期和时间”
、“运输工具启运日期
和时间”、“货物体积”、“托运货物价值”、
“金额类型代码”
、“到
达卸货地时间”
、“途经的国家代码”、“前一海关单证类型代码”、
“前一海关单证号”
、“码头作业指令代码”
、“中间承运人标识”、
“中间承运人联系号码”、第 40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收货
人代码”、第 44 项“城市名称”
、第 45 项“省份代码”
、第 46 项
“省份名称”、第 47 项“邮政编码”、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名称”
、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联系号码”
、第 53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
“发货人代码”
、第 57 项“城市名称”
、第 58 项“省份代码”、第
59 项“省份名称”
、第 60 项“邮政编码”
、
“拼箱人代码”
、
“货物
交付目的地地址（街道，邮箱）”、第 66 项“城市名称”、第 67
项“省份代码”
、第 68 项“省份名称”
、第 69 项“邮政编码”
、第
70 项“国家代码”、“通知人代码”、第 74 项“城市名称”、第 75
项“省份代码”
、第 76 项“省份名称”
、第 77 项“邮政编码”、
“货
物描述补充信息”
、“海关手续代码”、“原产地代码”、
“唯一托运
编号”等数据项。
（三）《装载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3、
附件 14、附件 15）。
删减“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志人”
“货物简要描述”等数
据项。
（四）《理货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据项》
（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4、附件 14、附件 15）。
删除“理货责任人名称”
、“理货责任人联系号码”、第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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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船长/大副名称”、
“船长/大副联系号码”、
第 14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船舶贝位”、“残损类型代码”、
“残损类型”
、“残损范围代码”、“残损范围”、“残损程度”、“货
物体积”等数据项。
（五）《运抵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据项》
（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5、附件 14、附件 15）
。
删除“货物描述补充信息”“唛头”等数据项。
（六）《分拨货物、物品申请数据项和疏港分流申请数据项》
（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6、附件 14、附件 15）
。
删除“分提运单号”“集装箱（器）编号”
“集装箱（器）尺
寸和类型”“重箱或者空箱标识代码”“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
志人”“特种箱标记代码”“设备交接单号”“进出场目的”“货物
体积”等数据项。
（七）《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
附件 9、附件 14、附件 15）。
删除“托运货物序号”
“货物包装种类”
“货物件数”
“货物简
要描述”“货物描述补充信息”“货物毛重”“危险品编号”“唛头”
“海关手续代码”
“海关税则 6 位编号”
“原产地代码”
“唯一托运
编号”等数据项。
（八）《装箱清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13、
附件 14、附件 15）。
1．
“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
”和“通知人地址（街道、邮
箱）
”的数据项名称分别调整为“收货人地址”和“通知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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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删除“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志人”、“收货人代码”、
第 20 项“城市名称”
、第 21 项“省份代码”
、第 22 项“省份名称”
、
第 23 项“邮政编码”
、第 24 项“国家代码”、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
名称”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联系号码”、第 29 项“通讯方式类别
代码”
、
“拼箱人代码”
、
“通知人代码”
、第 34 项“城市名称”
、第
35 项“省份代码”、第 36 项“省份名称”、第 37 项“邮政编码”、
第 38 项“国家代码”、
“货物描述补充信息”
、
“唯一托运编号”等
数据项。
四、《原始舱单数据项》《预配舱单数据项》中“货物简要描
述”数据项填报应当完整、准确，提（运）单下各项货物、物品
名称应当在“货物简要描述”数据项中逐一填写。海关对“货物
简要描述”的内容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见附件 16），不
符合海关相关要求的，作自动退单处理。
五、本公告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56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原始舱单数据项
2．预配舱单数据项
3．装载舱单数据项
4．理货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
据项
5．运抵报告数据项和分拨、分流运抵报告数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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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拨货物、物品申请数据项和疏港分流申请数
据项
7．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数据项
8．出口落装申请数据项
9．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数据项
10．国际转运准单数据项
11．进口改靠港申请数据项
12．空集装箱调运申请数据项
13．装箱清单数据项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船舶载运货物舱单
数据项填制规范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航空器载运货物舱
单数据项填制规范
16．负面清单

海关总署
201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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