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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设备

物资进口清关管理与研究

晋 如 勇，　刘 世 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设备物资部，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斐济地处南太平洋，该国的设备物资进口清关都是参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要求。结合斐济南德瑞瓦

图可再生能源项目进口清关管理，介绍了国际工程项目现场进口清关的要求及注意事项，以及在现场进口清关过程中取得

的一些经验总结，可为其他国际工程项目设备物资进口清关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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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中国水利

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高端市场ＥＰＣ总承包项目
［１］，也是斐济

群岛共和国第二大水电站项目。项目位于斐济群

岛维提岛中部，为跨流域引水式电站，安装两台立

轴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４．５万ｋＷ，

设计年发电量１．０１亿ｋＷ·ｈ。该项目是集设计、

采购、施工于一体的 ＥＰＣ总承包项目，工程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５日开工建设，经过三年多时间的

建设，电站１号和２号机组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

日、１９日正式并网发电，并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４日

正式竣工投产。

在斐济这样的群岛国家承包工程施工，由于

其物资匮乏，工程所需的大部分物资需要从中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８

或者第三国采购，经长距离海上运输或航空运输

到达斐济的港口或机场，因此，设备物资进口清关

工作能否顺利有效进行，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项

目的物资保障，间接影响到项目的施工进度。如

何解决好设备物资清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做好物资保障，确保项目施工进度以获取更多的

经济效益，毫无疑问是国际高端市场ＥＰＣ总承包

项目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笔者介绍了国际工程

项目现场设备物资进口清关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以及笔者在现场设备物资进口清关过程中取得的

一些经验总结，可为其他岛国工程项目设备物资

进口清关管理提供参考。

斐济较大的国际港口为位于首都的苏瓦港和

位于西部的劳托卡港。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

源项目位于维提岛中部，距离最近的港口为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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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港。因此，项目的大部分设备物资都是通过斐

济劳托卡港进关，该港为斐济第二大港，港口设备

起吊能力偏弱，设备操作员水平较低，故许多大型

设备需从斐济苏瓦港进关。

根据斐济南德瑞瓦图项目总承包合同要求，

该项目的设备和材料分为三类，分别是：施工方用

工器具、材料，施工方用施工设备，组成永久工程

主体的设备及材料。总承包合同对于这三种材料

的税费缴纳有不同要求，清关税费缴纳的主体亦

不同。对于项目总承包部用施工设备，根据施工

总承包合同及其与斐济海关沟通后采取暂进复出

不缴纳关税的形式，采用关税保函对进口的设备

进行担保，项目完工且设备离开斐济后退还保

函［２］。

２　项目进口清关程序

２．１　进口清关代理的选择

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与国外其他

工程项目一样，采取进口清关代理的操作模式进

行进口清关，项目总承包部配合进口清关代理提

供清关资料，清关代理为项目总承包方的进口清

关服务商。因此，在项目开工前期需要对项目所

在地的进口清关代理进行考察和价格比选，主要

目的是为了选择一家清关实力强、内部操作规范、

价格合理的服务商，以便于为项目长达几年的施

工过程提供长期和稳定的进口清关服务［１］。

２．２　签订进口清关代理服务合同

签订进口清关代理合同非常重要，将牵涉到

项目实施过程中设备物资进口清关的服务质量和

成本。合同里主要规定进口清关过程中的服务细

节，项目总承包方与清关代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以及违约责任。最为重要的是后续提供服务的结

算单价，包括叉车叉运费、集装箱起吊费、集装箱

从港口转运至货物代理堆场的转运费、集装箱及

散货的存储费用等，这些服务单价是单价结算，单

项小但累积总量大，持续时间长，对项目的成本影

响大。

２．３　进口清关流程

（１）进口清单单据的准备。进口清关单据一

般需要以下文件：提单原件，形式发票原件，装箱

单原件，原产地证原件，保单原件，特殊货物进口

许可证原件（受斐济法律限制进口的货物）［３，４］。

斐济南德瑞瓦图项目进口清关的单据一般由

国内保障部门与项目总承包部进行确认后快递原

件至斐济。对于特殊货物的进口许可则由项目总

承包部进口清关人员联系斐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

办理。比如医疗药品的进口清关需要提前通过邮

件的形式将拟进口的清单报斐济卫生部门审批，

待审批通过后从卫生部门取得原件，然后将原件

交给清关代理，由清关代理将许可证及进口清关

单据原件一起提交海关。

（２）进口清关单据与清关代理确认及原件提

交。将进口清关单据提交清关代理并与清关代理

确认，主要目的是在将单据提交海关前与清关代

理确认相关货物名称的英文翻译是否与当地用语

习惯一致，相关单据是否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要

求等。

（３）清关代理将单据提交海关进行报关及海

关查验货物。清关代理将单据提交海关进行报关

后，海关一般会根据货物情况对货物进行抽检，主

要检查货物与报关单据清单是否一致，是否有违

禁物品等。查验地点分为港口开箱查验、清关代

理堆场开箱查验、项目现场开箱查验。

（４）货物转运。根据斐济港口规定，普通货物

在港口码头堆放的时间不能超过３ｄ，特殊货物堆

放的时间不能超过１ｄ。因此，在规定的堆放时间

截止前，需要进行货物转运工作。普通清关转运

一般分为从码头转运至清关代理堆场，并从货物

代理堆场运输至项目部；特殊货物需要雇佣有资

质的运输公司从港口直接转运至有资质的存放仓

库存放［５］。

３　项目在设备物资进口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中国水利

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斐济的第一个工程项

目，对当地的设备物资进口程序不熟悉，对当地的

法律法规和海关税则不熟悉，一切需要从零开始

进行学习、调查、尝试。项目进口的设备物资较多

（涵盖施工设备、材料、永久机电设备、试验设备、

试验材料、机电安装工器具等），费用成本亦是项

目的一大支出。项目总承包部超前考虑了设备物

资进口的时间并对货物物流过程进行了合理组

织，重视各个物流环节的费用成本支出，确保了项

目货物及时运抵现场，降低了物流环节的成本，项

晋如勇等：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设备物资进口清关管理与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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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采取了以下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

（１）超前规划、合理组织。斐济南德瑞瓦图项

目所需的大部分物资从中国或第三国采购。从中

国发运的物资批量大，品种多，发运方式分为集装

箱发运和散货发运。一般进口清关代理费都是按

次数或票计算。因此，采取集中发运节约了清关

次数和清关成本以及运输成本。比如，单次发运

尽量装满一个集装箱后再发运，散货发运尽量归

集到一定量之后再发运。

（２）合理分工，加强协调与配合。斐济南德瑞

瓦图项目进口清关需要国内的采购人员、北京的

保障部、项目总承包部现场人员的密切配合，密切

沟通与协调。比如，国内采购经办人员采购完一

批物资之后，需要将采购合同及相关内容告知北

京保障部和总承包部清关人员，保证发运数量的

清点并避免发生漏发而增加清关次数、导致清关

环节费用增加的问题。北京保障部对接经办人

员，每次发运后及时通知项目总承包部的清关人

员，并将清关单据提前或及时快递到项目总承包

部清关人员手中，从而避免了发生货物到港后单

据未到、无法进行现场进口清关而导致货物滞港

风险。

（３）提前办理相关手续，预防后续发生的

风险。一般从国内天津港发运集装箱至斐济劳

托卡港的时间为４０ｄ左右；而由国内发运散货从

上海港发运至斐济劳托卡港的时间为３０ｄ左右。

因此，在此时间之前，需要提前确认相关单据，并

在该时间之前将清关单据原件快递至总承包部清

关人员手中，并至少提前５ｄ时间将相关单据提

交给清关代理。对于特殊产品的进口则需要更多

的提前时间，以避免由于货物提前到港而单据未

到产生的滞港或者被销毁。比如特殊危险品，部

分特殊危险品的采购成本高且进口需要办理的手

续繁杂，牵涉到的政府审批部门很多，从国内港口

发运之后，提前到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除了

需要提前确认相关单据和接收正常的清关单据

外，还需要提前办理进口许可并联系有资质的

危险品运输公司进行有效衔接。办理进口许可

证需要斐济政府的几个部门层层审批，办理时

间至少７ｄ。如果货物到港前进口许可证未办

理到位，有资质的危险品运输公司也未衔接上，

则货物在港口存放一天后就会被当地有关部门

进行销毁，损失巨大。

（４）正确制作单据，避免后续清关麻烦。清关

单据制作的是否正确对于后续的进口清关影响很

大［６］。笔者对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清

关单据制作取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①根据主合同，理清收货人和通知人。根据

文中描述，本项目进口设备物资分为三类，应根据

这三类物资的分类情况进行分析，因为不同的设

备物资，收货人和通知人不同，缴纳税费的主体亦

不同。根据总承包合同规定，组成永久工程主体

的设备和材料由项目业主承担相关税费。因此，

这部分设备物资进口清关单据的收货人和联系人

要填写为业主方的收货人和联系人。对于其他两

项设备物资则均要填写为项目总承包部收货人和

联系人。如果填写错误很容易造成本该由业主缴

纳的税费由项目总承包部承担，进而造成项目总

承包部不必要的损失。

②清关单据数据一致性要求。提单、形式发

票、装箱单、原产地证、保险单、危险品或其他受限

产品进口许可证的名称、数量、方量、收货人、通知

人、承运人等信息要一一对应。单据上的英文名

称翻译要按照当地的习惯进行翻译，单据上的英

文名称在模棱两可且符合当地法规的情况下尽量

按关税税率低的名字填写。

③清关单据中的英文名称翻译要避免敏感词

汇［７］。清关单据上的英文名称要避免有活禽、肉

类、危险品类名称，否则会给后期的清关带来非常

大的麻烦。比如，Ｖａｌｖｅ一般有两层意思，阀或者

心脏，在填写关于与 Ｖａｌｖｅ有关的名字时要加上

修饰单词，比如ＩｎｌｅｔＶａｌｖｅ指进水阀。

④单据中的名称、数量要与实际发运货物数

量一致。清关单据上的名称、数量要与实际发运

的货物一一对应，不能出现少写、漏写和多写数

量。否则，被海关抽检出来之后项目总承包部将

会被当地海关列入黑名单，将会给项目带来非常

大的影响或面临停工的风险。比如轮胎一般有几

种情况：含内胎的轮胎英文名叫 Ｔｙ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不含内胎的轮胎英文名叫Ｔｙｒｅ；内胎叫Ｉｎ

ｎｅｒＴｕｂｅ。因此，在进行轮胎清关时，要根据实际

发运情况填写正确的名称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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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完整的清关资料必须存档。对清关资料

进行分类、有效的存档管理，使后续工作对前面清

关过程可追溯性有了很好的物证，并且为后续暂

进复出对结关单的查证提供了纸质依据。清关资

料存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发货、收货信息统计总

表，清关整套单据纸质版和电子版文件，清关报批

文件、过程记录资料，清关大事记记录文件，与清

关代理、海关来往的正式函件及邮件，海关结关单

文件，清关代理提供的发票文件，月结支付发票详

细清单等。

（６）加强与清关代理的沟通。斐济南德瑞瓦

图可再生能源项目进口清关过程中取得的非常成

功的经验就是加强了与清关代理的沟通，通过清

关代理了解斐济的国家海关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

化，并与其他清关代理保持联系，以便能及时、全

面掌握斐济当地海关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化，与

此同时，还与属地海关（劳托卡海关）保持了非常

良好的关系。

４　结　语

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经过三年多

时间的设备物资进口清关工作，保障了整个项目

对设备物资的需求，为项目顺利竣工做出了巨大

贡献。项目进口清关工作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

益于国内保障组、北京保障部以及项目总承包部

现场清关人员的通力合作，更是项目总承包部现

场进口清关人员的努力学习、工作和强有力的协

调，从而为项目的顺利竣工提供了物资保障。斐

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是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

际高端市场ＥＰＣ总承包项目，其取得的成功为公

司其他高端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

财富，为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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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增水电站首部闸坝右岸封顶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由中国水电七局·成都院联合体承建的固增水电站首部闸坝右岸封顶，这是继大坝一期截流后

的又一个节点目标，标志着该电站右岸土建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固增水电站系木里河干流（上通坝～阿布地河

段）水电规划“一库六级”中的第五个梯级水电站。采用引水式开发，安装４台单机容量为４３ＭＷ 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１７２ＭＷ，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顾下游减水河段生态环境用水要求，由水电七局一分局具体负责现场

履约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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