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件

电子口岸端税款滞纳金减免无纸化作业

模块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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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系统介绍

第一章系统简介

实现企业税款滞纳金减免申请、修改、查询管理。

第二章用户类别

序号｜用户类别｜用户说明 职责说明

1 l 持卡企业｜有电子口岸 IC 卡的企业｜录入、暂存、修改、删除、申援王查询

第三章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h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4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 window 2000 server 

》诀 window 2003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windows Vista sp 1 及以上

网络环境

> 能够连接电子口岸专网；

> 能够以各种宽带方式登录 internet, 256k 以上的网络带宽；

> 支持代理、拨号等多种上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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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操作说明

第一章系统登录

在浏览器中输入中国电子口岸主运行执法系统网址 wwwl. chinaport. gov. en, 

调出登录界面p 如图 1. 1 所示。

或进入中国电子口岸首页，点击左侧中国电子口岸执法系统，调出登录界面，

如图 1. 1 所示。

~阻您谊商 mπ.chinaport.go,·.cn中国电手口岸，

中国电子口岸是国务院有关部盎将分别掌管的进出口业务信息流、资金器、货物流等电子j高帐数据集中存段到口岸公共

擞据中l~＼ J 均每仔政管理部门提供障部门、黠告业的任政执；去数据联同核查，并先企业及中介ij＠＿，善机构提供网上办理进出

1-1~铃服势的数据义事关平台．

语撞λIC卡普蜀：

常见问题解答

谙煌按照以下步骤进告：
1、请先插入rq卡．
2、在输λ握中输λIf卡在自企

E噩豆3二撞修复工具介绍
：题翠理；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器合服务网 1 吟c ! 

快理λ口；

学企业留在报关单理单系统

啃遐共无纸化网上签约

3、语点击系主危芷页［u!览室盘王道血，取回盟的：C卡a 道关无纸化代理报关蚕扭

热蜡服务电话： 010-95193

热蜡』＠.络传真：白白，651947但

010-6519565吉

绘制R务部辖： t"fru.n军ζk阳portgov.m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b 障权所有东方口岸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丰:lb里1号搭唐国际中心且应15层即辑： 100020 电话 010-95198或010－白：95656
京：CP备05号0452

图 1. 1 

将 IC 卡插入 IC 卡读卡器中或将 Ikey 卡插入 USB 接口，输入登录密码，点击

回按钮，进入企业首页， 如图 1.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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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2

用户点击“海关事务联系系统＂，进入任海关事务联系系统”首页，如图 1. 3 

所示。

京迎咀ngxuiraiU注入海关事;I}联系系统釜盔纽工退出去

~ 础遥望提,;i :i司i 盟

COl)'/T驾ht© 中国电子口岸}:it织所有

图 1. 3 

用户点击“其他海关事务联系＂，进入“其他海关事务联系”首页，如图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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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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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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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操作介绍

2.1 程款滞纳金减免申请

2.1.1 新增滞纳金减免申请

说明：持卡企业，进行税款滞纳金减免申请

操作2 在点击界面左侧菜单’选择“税款滞纳金减免申请＂…“新增税款滞纳金减免”

进入“新增税款滞纳金减兔＂界面，如图 2. 1 所示。

图 2. 1 

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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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海关注册编码、企业名称宇段由系统自动反填当前企业操作员卡的信息：

录入报关单号、滞纳金缴款书编号、减免理由、减免原因描述，关区名称由系统根据滞

纳金缴款书编号自动填写。

输入框提示

录入的字段不满足录入条件时F 会在对应的输入框旁边用罐提示用户，鼠标放在普I 1 

可显示提示信息。

附件上传

点击“浏览”按钮F 选择要上传的附件F 点击“打开”按钮，再通过下金霆选择附件类

型，

点击“上传”按钮，系统反馈附件上传状态F 弹出提示框提示上传成功F 并在附件上传

列表中显示：

注z 附件必须为odf文件类型，单个附件大小不能超过锁。

暂存

数据录入完毕F 可点击暂存按钮，对当前录入的内容进行保存，界面弹出捷示框F 提示

“暂存成功气如图 2.2 所示。

提醒 ~1 

叫
E

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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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申报

数据录入完毕，可点击申报按钮，对当前录入的内容进行申报，界面弹出提示框，提示

“申报成功气如图 2.3 所示。

提醒 ~ 

申报成功？

[_~ 

图 2.3

2.1.2 修改滞纳金减免

说明：对于“暂存”、“海关退单，补充资料”、“海关入库失败”的税款滞结金减免申请，

可进行修改操作。

对于“暂存”的税款滞纳金减免申请，可进行删除操作。

操作：点击界面左侧菜单，选择“税款滞纳金减免申请”一“修改该税款滞纳金减免飞

进入“修改该税款滞纳金减免”界面，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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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三兰经每运到

政迦民明予法λ辑｛告到提审击民在运团主里边且呈主

i~ i豆豆靶

脚 ! 鼓i阶础－！西哥 亡3茸岳 [ 刷刷 雨雨三二王出t瑞：四百7到竖一阳｛惆 i 刷刷岗 !i 

一一一二 上
C,,py向htt> 申医电子口岸版税m离

图 2.4

录入

查询条件为：数据中心统一编号、数据状态、审批单号、企业海关注册编码、企业社会

信用代码、申报时间F 其中数据状态为必填，其他查询条件为非必填。

查询并修改数据

录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F 查询结果显示符合查询条件虽湾纳金接免申请F

对于需要修改的数据，点击对应操作栏的“修改”按钮，进入税款滞纳金减免明细界面F

如图 2.5 所示。录入需要修改的字段，然后点击暂存或申报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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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签丰｛斗争妥善 除鸭
ifJ育汽ii笃主区1号

电重整盘号 基萃摄：兰主－过主运用文码 摩离露剧毒

率逼恳if;g主E 段路交实主意霆辛兰鸪 军在旦鲤

同蜡毒 • 豆豆摩主窒过

事；军人是陈 平最 事手气写重

;iJ1远远：

图 2.5

删除

在查询结果列表p 对于“暂存”的数据，点击对应操作栏的“删除”按钮，系统弹出提

示框，如图 2.6 所示，点击“确定”按钮，该数据被删除；点击“取消”按钮p 取消剧

除操作。

提醒 ~ 

?1 确定要删除此票单据吗

! 确定 I l_ ~!!J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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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查询统计

2.2.1 企业申请单查询

说明：持卡企业F 查询企业申请数据

操作：点击界面左侧菜单，选择“查询统计”一“企业申请单查询飞进入“企业申请

单查询＂界面，如图 2. 7 所示。

验些感司的阪翠J.；茸核算事夹郁金§勘J在

包；

图 2. 7 

录入

查询条件为：单据类型、数据状态、数据中心统一编号、审批单号、企业海关注册编码、

企业社会信用代码、申报时间，其中单据类型为必填，其他查询条件为非必填。

查询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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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结果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企业申请单，

在查询结果列表，点击某条记录操作栏的“查看”按钮，可查看滞纳金减免申请明细，

如图 2.8 所示。

图 2.8

修改

在查询结案到表罗对于需要修改的数据F 点击对应操作栏的“修改”按钮F 进入税款滞

纳金减免费细界面p 录入需要修改的字段，然后点击暂存或申报按钮。

删除

在查询结果列表，对于需要删除的数据，点击对应操作栏的“删除”按钮，系统弹出提

示框，如图 2.9 所示，点击“确定”按钮，该数据被删除；点击“取消＂按钮9 取消删

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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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确定要删除此票单据吗

厂一一：：：：：－·丁
L一年一i

图 2.9

2.2.2 税款滞纳金减免协议打印

说明：持卡企业，打印税款滞纳金减免协议

~ 

操作z 点击界面左侧菜单，选择“歪理统计？一“企业申请单查询飞进入“企业申请

单查询＂界面，如图 2.10 所示。

lE:.l旦险幽i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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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据类型选择嗣滞纳金减免申请，如图 2. 11 所示

i旦且也！

1豆豆苛ilk正面！
! 睡！I>出 ; 制脚号→→ i 企业跟捆鸭；她址主拮用1,in 刷刷

苦纳主革主电Ell琦 nco201回4民导曲。iJOO.l 3215目1116 '2016-10-271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了一一一一一→

衰草坠区是市前 33自但m时归ocooooro 3zrs9111t6 1饥的问51芷

白血骂美 i 二 阴册。1 32l594l116 2016-目。g l, 
E跑 Q. 陆:a, J ..一－ .. 
R是：引

以τ舟豆豆豆ii'.i苦果
G•rndumln葛川口nalelecJ丘巳 l State;ower 

<
也「乍幢：，.专飞空白罩在雪后要扭＃？

由阿币与冉tip牟自电子口陈露想跟苦苦

图 2.11

点击序号 l 这票“查看”按钮，可以看到状态为“己同意”，如图 2.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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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巳豆院经尝过

由•D'fl坦崎号中s电子口岸瓢但所商

图 2. 12 

点击序号 l 这票吁印＂按钮，打印税款滞纳金减免协议，组堕~ 1_a所示

〈因目前电子口岸端硝款滞纳金减免协议的盯印功能存在异常冒已提交上报系统优化

任务书p 待系统完善后再予补充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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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待办

说明：持卡企业，可查看本企业的所有待办业务。

操作：用户可点击首页的右上角一〉待办及待办数量的链接p 如图 2~ 10 

'fll电子Cl）军联校篇有

图 2. 14 

2.4 退出系统

点击海关事务联系系统各界面右上角的｜退出登录｜，即可退出己登录的用户，返回

登录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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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常见问题解答

1、附件上传时无反应p 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将海关事务联系系统设置为“受信任站点气并将 ACTIVE X控件设置设为“启

用飞附件即能上传成功。

设置

。提示 叫｜
ActiveX 控件和插件 ! 

ActiveX 控件自动提示
。禁用
启用

对据记为可安全执行剧本的 ActiveX 控件执仔脚本＊
。禁用
启用

。提示
对来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 ActiveX 控件梧胎化并＃

。禁用
启用

。提示
二进制和脚本仔为

ill[ 

＊重新启动 Internet Explorer 之后生组

－童置自主义设置

童置问〕： l主融认〕 vJ i 重量毡） ... l 

i；二萌辜百叫j [ 取j自 | 

图 3.1

2、为什么一直是成功发往海关状态？

答：附件在传输过程中，会有传输失败等情况，请在页面查询到数据后，点查看按钮，

在附件上传列表里面关注附件传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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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不让传输图片文件？

答：目前对上传附件的格式要求为“. PDF＂格式，不允许上传其他格式的附件。

附件最大支持 4M，如果超过侧，建议拆分多个附件分别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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