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認書編號：

致海關關長：

來源地

目的地

□ 空運 □ 空運

□ 陸運 ( )* □ 陸運 ( )*
□ 海運 □ 海運

抵港船隻/車

輛/ 航班

編號：

提單/空運提單

/(首程運輸工具)

號碼：

預計抵港時

間/日期：

離港船隻/車

輛/ 航班

編號：

提單/空運提單

/(尾程運輸工具)

號碼：

預計離港時

間/日期：

□ 轉運申報單編號：

貨物名稱：

□ 散貨

□ 非散貨

貨櫃號碼/載具號碼/貨櫃呎數/封條號碼/海關貨物編號：

是否需要在澳門存倉 / 開櫃處理 ： □ 是*（請填寫第三部分） □ 否

（　　　頁） □ 裝箱單 (如適用) （　　　頁）

（　　　頁） □ 貨主授權書 (如適用) （　　　頁）

□ 經濟局發出的「對外貿易經營人卡」 （　　　頁） □ 存倉記錄 (如適用) （　　　頁）

編號：

（　　　頁） □ 轉運准照 （　　　頁）

編號： 編號：

□ 轉運申報單 （　　　頁） □ 其他 （　　　頁）

編號： 請註明

性質 貨物處理地點 (請提供倉庫 /碼頭的名稱及地址) 預約時間/日期

□ 裝貨/卸貨

□ 重新包裝

□ 儲存

□ 保持貨物原本狀態

文件查閱： 協定代碼： 原產地：

自由貿易協定中轉貨物便利計劃「中轉易」服務申請表格

澳門海關

轉運准照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運申報單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進出口運輸工具的提單/空運提單

□ 內地海關及澳門海關陸路進/出境載貨清單

□ 原產地證明書

件數/重量：

□ 往中國內地

□ 往其他地區

貨物總值/貨

幣：

第二部分 有關證明文件副本提交

*請註明澳門陸路邊境口岸、空運貨站、海運碼頭、中流作業裝卸地點名稱

轉運准照編號：□

(請註明口岸/港口名稱及國家)

       本人欲就貨物停留澳門期間申請《中轉確認書》，以便在目的地提交有關「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優惠的申請。就申請事宜，本人明

白此申請乃屬自願性質。本人現向澳門海關提供有關貨物資料詳情。

第一部分  貨物詳情

(請註明口岸/港口名稱及國家)

至澳門運送方式 從

第三部分 貨物在澳門處理詳情

原產地證明書編號：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   )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姓名：

公司名稱 ：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   )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申請人: 負責人 或　其代表 

＊資料披露: 申請人同意將申請表上的資料轉移入口地海關以作核實之用；本申請表格申請人資料，應與「中轉易」首次登記表格之資料一致。

□ 電郵(應選) □ 傳真* 親臨澳門海關總部*□

海關關員簽署

關員編號 處理日期

澳門海關查詢電話：(853)89894370 傳真號碼：28371136

對外貿易經營人卡編號：

澳門海關「中轉易」電郵：dgr@customs.gov.mo

*僅電郵不能操作情況下才使用

第六部分 領取中轉確認書地點

第七部分 澳門海關專用

第四部分 目的地貨主資料

第五部分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簽署 公司印鑑

sa080041
打字機文字
- (                                   )

sa080041
打字機文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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