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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双方对超过 90%的产

品实行零关税。关税水平的大幅降低有力推动了双

边贸易快速增长，2010 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37.5%，高出我国外贸总体增幅 2.8 个百分点。

享受减免关税优惠待遇的首要条件是及时申领

原产地证书。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或由于不了解相关

规定，或由于不懂如何申领原产地证书，导致零关

税优惠政策的利用率较低，2010 年中国企业出口东

盟所获关税优惠仅为应受惠货值的 10%。

为帮助企业顺利申领原产地证书，我办特编印

本指南，希望对广大企业充分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区

优惠有所帮助。

商务部驻南宁特派员办事处

二〇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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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证书申领有关概念原产地证书申领有关概念原产地证书申领有关概念原产地证书申领有关概念

1111．．．．原产地与原产品原产地与原产品原产地与原产品原产地与原产品。。。。原产地指货物的生产地或

制造地。中国—东盟自贸区（以下简称“自贸区”）

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品分为完全获得产品和非完

全获得产品两大类。

完全获得产品。完全获得产品。完全获得产品。完全获得产品。是指产品的全部成分均来自于

自贸区内部，各缔约方应给其自贸区优惠关税待遇。

完全获得标准操作起来相对简单，基本上在获得产

品的时候即可判定其是否属于原产品，如动物的出

生、鱼的捕获、剪下的羊毛等。工业品因制作过程

复杂，往往无法应用完全获得标准。

非完全获得产品。非完全获得产品。非完全获得产品。非完全获得产品。是指产品价值中一部分来自

自贸区内部，另一部分则来自自贸区外部。非完全

获得标准通过计算来自自贸区内部的价值占产品总

价值的比例来判定。这一比例不少于 40%（这部分

价值被称为“自贸区成分”）时，可以享受自贸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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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关税待遇。此外，非完全获得产品的最终生产

工序应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缔约方的境内完成。

“自贸区成分”可以在自贸区内部进行累计，

即如果某产品中原产于自贸区内某个国家的价值不

足 40%，但其原材料来自自贸区内另一国家，则原

材料的价值也可计为自贸区成分，如果这两部分价

值之和超过总价值的 40%，即可被视为自贸区的原

产品。

2222．．．．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证书和签证机构。签证机构。签证机构。签证机构。中国-东盟自贸区

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FORM-E，以下简称原产地证

书）是由出口成员方的政府机构签发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官方证明文件。原产地证书包含一份正本及两

份副本，其中正本提交给进口国海关，第二副本由

签证机构留存，第三副本由出口商留存。原产地证

书自出口方签证机构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必

须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进口方海关。

我国的签证机构为国家质检总局所属各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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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机构。

3333．．．．规则适用规则适用规则适用规则适用。。。。原产地证书的申领与签发须符合

《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和《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签证操作程序修订案》（以下

简称《修订案》）。目前，《修订案》暂不适用于印度

尼西亚和柬埔寨，待其完成国内程序后适用。

对于企业而言，要想在向东盟十国出口中享受

自贸区关税优惠，均需向签证机构申领原产地证书。

4444．．．．申领申领申领申领条件条件条件条件。。。。出口货物符合下列条件的，均可

申领原产地证书：

（1）出口到东盟成员国；

（2）在目的国可享受关税减让；

（3）符合自贸区原产地规则要求和签证核查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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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证书申领流程原产地证书申领流程原产地证书申领流程原产地证书申领流程

登录 http://ocr.eciq.cn，进行企业注册申请

接收网上回执并处理

携带相关文件前往所属检验检疫机构领取

产地证注册证及申报软件

安装原产地证电子申报软件

用 A4纸打印原产地证书

出口商品前，使用原产地证电子申报软件在

网上申请原产地证书

收到正确回执

收到“审核退回，

待修改”回执

按回执

要求修

改后再

次提交

与检验检

疫机构确

认实地调

查事宜

收到“下厂预约

通知单”回执

持打印的原产地证书和有关文件到签证机构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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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相关说明

1.1.1.1.申领原产地证申领原产地证申领原产地证申领原产地证注册注册注册注册证证证证

企业申领原产地证书前，应预先向所在地检验

检疫机构(以下称签证机构)办理注册手续。领取产

地证注册证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原产地证申报企业注册/备案申请书》；

（2）营业执照有效复印件并同时交验原件；

（3）《对外贸易经营者登记表》或者其他对外

贸易资格证书的有效复印件并同时交验原件；外商

投资企业应当同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有效复印件并同时交验原件；台港

澳投资企业应当同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

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有效复印件并同时交验原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复印件并同时交

验原件；

（5）签证机构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6）《原产地证电子签证申请表》和《申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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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证电子签证保证书》。

2.2.2.2.申领原产地证书申领原产地证书申领原产地证书申领原产地证书

申请人应于货物出运前向签证机构申请办理原

产地证书，并提交以下资料：

（1）原产地证书申请书；

（2）填制正确的原产地证书；

（3）出口货物商业发票副本；

（4）对含有非原产成份或签证机构认为需核实

原产地真实性的货物，申请人还应提交《产品成本

明细单》；

（5）签证机构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文件。

为方便申请人，签证机构在系统中开设了异地

申领原产地证书的功能，申请人可以在注册地以外

的签证点申领原产地证书。

3333．特殊情况下的申领．特殊情况下的申领．特殊情况下的申领．特殊情况下的申领

（（（（1111））））补发证书的申领补发证书的申领补发证书的申领补发证书的申领。。。。原则上，原产地证书应

当在产品装运前或装运时签发。因特殊情况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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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装运时或装运后 3 天内签发原产地证书的，企

业可自产品装运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补发证书，

申请时在提交正常申请原产地证书所需文件的基础

上，另外提交报关单、提单或运单。

（（（（2222））））更改证书的申领更改证书的申领更改证书的申领更改证书的申领。。。。原产地证书内容需要更

改时，企业不需要在产地证系统中申请更改证书，

应持原证书到原签证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3333））））重发证书的申领重发证书的申领重发证书的申领重发证书的申领。。。。如果已签发的原产地证

书遗失或毁坏，企业可以在原始证书签发之日起一

年内书面向签证机构申请签发该原产地证书正本及

第三副本的经核准真实副本。企业须提供原始原产

地证书的第三副本或者签发原始原产地证书的有关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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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证书样式、填原产地证书样式、填原产地证书样式、填原产地证书样式、填写写写写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及注意事项要求及注意事项

原产地证书样式原产地证书样式原产地证书样式原产地证书样式

正本正本正本正本((((第二副本第二副本第二副本第二副本////第三副本第三副本第三副本第三副本))))

1.产品运自(出口商名称、地

址、国家)：

编号：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

优惠关税优惠关税优惠关税优惠关税

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

（申报与证书合一）

表格 E

签发

（国家）

见背页说明

2.产品运至（收货商名称、

地址、国家）：

3.运输工具及路线（已知）：

离港日期：

船舶名称/飞机等：

卸货口岸：

4.官方使用

给予优惠待遇；

不给予优惠待遇（请注明原因）

进口成员方有权签字人签字



11

5.

项

目

编

号

6. 包

装 唛

头 及

编号

7.包装件数及

种类；产品名称

（包括相应数

量及进口成员

方HS编码）

8.原产地标

准（见背页

说明）

9.毛重或其

他数量及价

格（FOB）

10. 发

票 编

号 及

日期

11.出口商声明

下列签字人声明上述资料及

申报正确无讹，所有产品产

自

（国家）

且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原产地规则所规定的原产

地要求,该产品出口至

（进口国）

地点和日期，有权签字人的签字

12.证明

根据所实施的监管，兹证明出口商所

做申报正确无讹。

地点和日期，签字和发证机构印章

13.

补发 展览

流动证明 第三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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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填填填写写写写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向东盟不同成员国出口，对原产地证书的填写

有不同的要求，以下详细说明。

1.1.1.1.向泰国等八国出口的填写要求向泰国等八国出口的填写要求向泰国等八国出口的填写要求向泰国等八国出口的填写要求

向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越南、老

挝、菲律宾和缅甸的出口，请按照要求填写各栏内

容，特别要注意有关栏目的以下填写要求。

第第第第 4444 栏栏栏栏：：：：此栏为进口成员方官方填写。不论是

否给予优惠待遇，进口方海关必须在作出相应的标

注（√）。

第第第第 5555 栏：栏：栏：栏：本栏中填写的每一项商品都必须符合

规定。应注意一批货物中的所有产品都必须各自符

合规定，尤其是不同规格的类似商品或备件。

第第第第 7777 栏：栏：栏：栏：产品名称必须详细，以使验货的海关

官员可以识别；协调制度编码应为进口方的编码。

第第第第8888 栏：栏：栏：栏：分为以下四种情况填写：

（1）出口国完全生产的产品，填写“完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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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出口方加工但并非完全获得的产品，加

工过程中未使用自贸区其他国家原产品时，填写单

一国家成分的百分比，例如“40%”；

（3）在出口方加工但并非完全获得的产品，但

加工过程中使用自贸区其他国家原产品时，填写中

国-东盟累计成分的百分比，例如“40%”；

（4）符合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的产品 ，填写

“PSR”。

第第第第 11111111栏栏栏栏：：：：“出口商”可包括制造商或生产商。

作为流动证明时，“出口商”也包括中间方的出口商。

第第第第13131313栏：栏：栏：栏：

（1）补发：在特殊情况下，由于非主观故意的

差错、疏忽或者其他合理原因，可补发原产地证书

以“√”标注在“补发”处。

（2）展览：当产品由出口方运至另一方展览并

在展览期间或展览后销售给一方时，以“√”标注在

“展览”处。展览的名称及地址应在第 2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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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动证明：作为流动证明时，以“√”标

注在“流动证明”处。成员方的原始签证机构名称、

签发日期以及原始原产地证书的编号也应在第 13

栏中注明。

（4）第三方发票：当发票是由第三国开具时，

以“√”标注在“第三方发票”处。该发票号码应在

第 10 栏中注明。开具发票的公司名称及所在国家等

信息应在第 7栏中注明。

2.2.2.2.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出口的填写要求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出口的填写要求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出口的填写要求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出口的填写要求

向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的出口，请按照以下要

求填写各栏内容。

标题栏标题栏标题栏标题栏（右上角）：填签证机构编定的证书号，

例如：E06333334850001

第第第第 1111 栏：栏：栏：栏：填写在中国境内的出口商名称、地址

和国名；不得出现香港、台湾等中间商名称。

第第第第 2222 栏：栏：栏：栏：填写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最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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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人名称(即信用证上规定的提单通知人或特别声

明的收货商)、地址和国名；不得出现香港、台湾等

中间商的名称。

第第第第3333 栏栏栏栏：：：：填写离港日期、运输工具及卸货口岸。

第第第第 4444 栏：栏：栏：栏：此栏由进口成员方海关标注产品享受

关税优惠情况。

第第第第 5555 栏：栏：栏：栏：项目编号。如同批出口货物有不同品

种，则按不同品种分列“1”、“2”、“3”……，以此

类推。单项商品，此栏填“1”。

第第第第 6666 栏：栏：栏：栏：此栏的唛头应与实际货物外包装上的

唛头及发票上的唛头一致，填打完整的图案文字标

记及包装号；唛头不得出现中国以外的地区或国家

制造的字样，也不能出现香港、澳门、台湾原产地

字样；此栏不得留空。如货物无唛头时，应填打“无

唛头”(N/M 或 NO MARK)；如唛头过多，此栏不够填，

可填在第 7、8、9、10 栏结束符以下的空白处。

第第第第 7777 栏：栏：栏：栏：包装件数必须用英文数字描述后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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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加上阿拉伯数字同时表示；应具体填明货物的

包装种类（如 CASE，ARTON，BAG 等），不能只填

“PACKAGE”。如果无包装，应填明货物出运时的状

态，如“NUDE CARGO”（裸装货）、“IN BULK”（散装

货）、“HANGING GARMENTS”（挂装）等；产品名称应

填写具体，详细到可以准确判定该商品的 HS 品目

号；每类商品名称后面要求填写对应的国际上协调

统一的四位 HS 编码；商品的商标、牌名（BRAND）

及货号（ARTICLE NUMBER）一般可以不填；商品名

称等项列完后，应在末行加上截止线，以防止加填

伪造内容；国外信用证有时要求填写合同、信用证

号码等，可加在此栏截止线下方，并以“REMARKS”

作为开头。

第第第第8888 栏：栏：栏：栏：分以下情况填写：

（1）货物系出口国完全生产的，不含任何非原

产成份，填“X”;

（2）货物在出口成员国加工但并非完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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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原产地累计规则判断原产地标准的，填该成

员国成分的百分比，例如 40％；

（3）货物在出口成员国加工但并非完全生产

的，使用了原产地累计规则判断原产地标准的，填

中国－东盟累计成分的百分比，例如 40％；

（4）货物符合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填

“PSR”(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

第第第第 9999 栏：栏：栏：栏：此栏应以商品的正常计量单位填，如

“只”、“件”、“双”、“台”、“打”等。例：1000DOZ.

或 625KG。以重量计算的则填毛重，只有净重的，

填净重亦可，但要标上 N.W.（NETWEIGHT）。价格为

正式出口商业发票上的价值，以 FOB 价计，单位是

美元。

第第第第 10101010栏栏栏栏：：：：发票日期不能迟于出货日期和申报日

期。

第第第第 11111111栏栏栏栏：：：：申报单位的申报员在此栏手签，并加

盖申报单位已在签证机构注册的中英文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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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国必须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国，

且必须与第三栏目的港的国别一致。

(2)申报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不迟于出运日

期（后发证书除外）。

第第第第 12121212栏栏栏栏：：：：此栏填打签证机构的签证地点和签证

日期，签证机构授权签证人员经审核后在此栏手签，

并加盖签证局印章。

(1)签证日期不得早于发票日期和申报日期，不

迟于货物的出运日期（后发证书除外）。

(2)如系后发证书，此栏需加打“ISSUED

RETROACTIVELY”。

(3)如系重发证书，此栏需加打“CERTIFIED

TRUE COPY”。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111．．．．原产地证书涂改原产地证书涂改原产地证书涂改原产地证书涂改。。。。原产地证书不得涂改及叠

印。任何更正必须先将错误项目划去，然后做必要

的修改。所作更正应当由有权签注原产地证书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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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认可，并加盖签证机构印章或更正章予以证明。

所有未填空白之处应予划去，以防事后填写。

2222．．．．小额出口小额出口小额出口小额出口。。。。出口方的原产产品，其船上交货

价（FOB）不超过 200 美元的，无需交验原产地证书

（Form E），仅需出口商就有关产品原产于出口方作

简要声明即可。船上交货价（FOB）不超过 200 美元

的邮递物品应当照此办理。

3333．．．．每份证书的产品项数每份证书的产品项数每份证书的产品项数每份证书的产品项数。。。。一份原产地证书涵盖

的产品项数不得超过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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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驻南宁特派员办事处商务部驻南宁特派员办事处商务部驻南宁特派员办事处商务部驻南宁特派员办事处

主要职能主要职能主要职能主要职能

1.加强商务部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联系，促进

国家商务事业和广西地方经济发展。负责广西地方

商务工作的协调和沟通，促进商务部与广西的合作

关系。

2.贯彻执行商务发展政策规划和制度法规，协

助做好商务政策的前期调研及后评估工作。

3.推动、协助和监督各项商务重点工作在广西

的开展和落实，协助推动和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建设，

参与组织承办部分商务部在广西主办或联合主办的

会展活动。

4.研究广西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做

好商务基础调研和信息报送工作。

5.负责部分进出口商品许可证的发放和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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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配合商务部机关和

广西商务主管部门做好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相关工作，促进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开展经贸合作。

7.提供商务政策和业务咨询以及公共商务信息

服务。

8.代表商务部出席、参加广西的有关商务活动。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南宁市园湖南路 17 号

邮邮邮邮 编：编：编：编：530022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办公室 0771-5867858

综合处 0771-5850672

贸管处 0771-5853786，5859822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0771-5867740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nntb@mofcom.gov.cn

网网网网 址：址：址：址：http://nntb.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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