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度进口法检商品重量鉴定状况 

 

一、基本情况 

（一）各类鉴定的总量 

2013 年，全系统共完成各类进口法检商品重量鉴定 

289151 批次，与 2012 年相比同比增长 1.0%；鉴定货物重量

16.4 亿吨，同比增长 9.0%。其中衡器鉴重 248149 批，鉴定

重量 12870.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0.2%、减少 4.5%；水尺计

重 23881 批，鉴定重量 11575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0.0%、

15.3%；容量计重 16292 批，鉴定重量 30811.8 万吨，同比分

别减少 8.5%、增加 3.2%；流量计计重 829 批，鉴定重量 4774.4

万吨，同比分别增加 2.3%、8.5%，目前流量计计重业务主要

在黑龙江检验检疫局进口原油、新疆检验检疫局进口原油和

天然气、珠海检验检疫局进口液化天然气（丙烷）上开展。 

   



 

图 1：2013 年各类鉴定方式鉴定重量与 2012 年同期对比情况（单位：万吨） 

 

 

图 2：2013 年各类鉴定方式鉴定批次、重量所占比重情况 

 

（二）法检重量鉴定商品种类 

2013 年，全国进口法检商品的种类与上年度相比基本保

持不变，仍以资源性大宗散货为主。主要商品种类为矿产品

（包括铁矿、铬矿、锰矿、铜精矿、锌精矿和其他有色金属



矿等）、原油、煤炭、豆类、成品油、液体化工品等，其中

矿产品进口 89506.8 万吨，原油进口 26884.7 万吨，煤炭进

口 27845.2 万吨，豆类进口 5875.1 万吨，这四大类商品占进

口法检商品总量的九成以上。 

 

图 3：2013 年全国主要进口法检商品鉴定重量所占比重情况 

 

（三）业务分布情况 

在全国 35 个直属检验检疫局中，有 23 个局开展了进口

法检商品重量鉴定业务，数据统计如图 4、图 5： 

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沿海局通过海运进口矿产品、

煤炭、原油等大宗散货，批次相对较少，鉴定重量大，并且

水尺计重占了大部分，其次为容器计重。宁波局因大量进口

废物原料，鉴定批次较多。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内陆局

通边贸进口小额商品，鉴定批次多，重量少。 

 

 



 

 

   图 4：各直属局业务统计情况 



    

   

图 5：各直属局业务结构情况（按重量统计，单位：万吨） 

 

二、进口法检商品业务量变化情况 

2013 年，全球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主要

经济体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乏力，全球贸易增长下降，经

济复苏步履蹒跚。中国经济增长的脚步虽受此影响而有所放

缓，但对进口大宗资源性商品的整体需求仍然不减。呈现出

以下特征： 



（一）进口矿产品总量平稳增长 

2013 年共进口矿产品 89506.8 万吨，同比增长 12.5%，

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矿产品的权重商品是铁矿，钢铁产

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大部分钢铁企业为了保持一定

的市场份额，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部分钢厂宁愿亏

损也不愿意停产，并维持着较高的产能，对铁矿石等原材料

的需求依然较大。但就长远来看，今后在我国经济增速逐渐

放缓和中央下决心压缩钢铁产能的大背景下，同时综合考虑

钢铁产业的环保成本压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预计铁矿

石需求将受到影响，进口量会逐渐放缓。 

（二）进口原油总量相对平稳，有小幅增长 

2013 年共进口原油 26884.7 万吨，同比增 1.4%。随着国

内经济平稳增长，经济转型升级、汽柴油品质提升等影响，

原油需求量仍然保持高位，为进口原油提供了稳定的供不应

求的市场环境，但随着现在国内各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已

经显现，导致石油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近年来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在国内的广泛推广，对石油消耗形成部分替

代，也导致中国原油需求及原油进口开始进入温和增长。 

（三）进口煤炭总量快速增长 

2013 年共鉴定进口煤炭 27845.2 万吨，同比增长 26%，

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一是国内需求依然旺盛。我国能源

结构中，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多年来仍未改变。二是国



内外煤炭价格倒挂因素。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

国加大对页岩气的开发利用，对煤炭需求也大大降低，国际

煤炭市场供求形势宽松，相对国产煤有一定价格优势，刺激

了煤炭进口快速增长。三是进口褐煤自 2013 年 8 月 15 日起

被纳入法检目录，提升了检验鉴定总量。 

（四）进口豆类总量稳中有升 

2013 年进口豆类 5875.1 万吨，同比增长 9.6%。因国内

市场对豆油、豆粕的需求较为旺盛，进口转基因大豆相对于

国产大豆有一定价格优势，加工（压榨）企业利润空间较大，

进口积极性较高，同时国内一些大型粮油加工企业较多近年

来逐渐加大改造升级力度，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刺激了对进

口大豆的原料需求。 

 

三、进口法检商品短重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3 年,全系统共检出短重率超过 5‰的进口货物 12461

批次、短重重量 252.1 万吨、短重货值超过 6 亿美元。根据

短重重量进行统计，铁矿、煤炭、原油三类商品的短重量分

别占短重总重量的 77.7%、6.8%、5.4%。其余按降序分别为

原油、成品油、大豆、再生性废物原料等。 

（二）短重原因分析 

1. 国外发货商故意短装，实施贸易欺诈 



前国际大宗资源商品供求市场多处于卖方主导的局面，

大部分主动权掌握在国外供货商手里，部分稀缺商品贸易合

同被迫约定以国外重量鉴定结果结算，一些不法供货商与承

运方、当地检验鉴定机构串通一气，在数量重量上实施欺诈；

部分贸易商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尽量将货物短少数量控

制在国际贸易惯例允许的 5‰误差范围内，利用收货人索赔

困难的情况，实施“隐形欺诈”。 

2. 装货港重量鉴定结果错误 

（1）鉴定人员主观差错。重量鉴定工作技术性较强，

鉴定的准确性与装货港鉴定人员、船方人员的责任意识、工

作能力密不可分，经调查发现，部分商品短重系由于装货港

鉴定人员测量计算错误造成。 

（2）装货港条件限制。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

多数港口条件不良，因泊位水深有限，铁矿、煤炭等大宗散

货多采用锚地过驳的方式进行装货，锚地处于港外海域，一

般情况下风急浪高，观测水尺极易产生偏差造成短装。 

（3）装货港鉴重方式问题。巴西等国家出口转基因大

豆往往依据装船皮带计重数量出具提单，而皮带秤计量性能

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同时皮带秤必须经过定期校准和良好维

护才能保持相对较好的精度，否则必然导致计重不准，造成

装载货物重量不足。 

（4）承运船舶计量性能差。在国际航运中，有些船舶



船龄较长、状况较差、图表资料不规范、计量准确性较差，

造成船舱计量容量高于实际容量，会出现岸罐计量（或衡器

鉴重）结果与船舱计量结果相差较大的情况。 

3. 货物析出明水 

（1）铁矿砂明水问题。国外部分港口在对铁矿砂装船

时进行喷水处理，或者遇有大雨等恶劣天气时并不停止作

业，大量雨水会混入货物中。而该水分被当做货物计算在装

船重量之内。这些含水量较高的铁矿砂经过长时间的航行，

会渗出大量明水流入污水井，并被不断排放，从而导致在卸

货港湿态重量严重短少。 

（2）原油底水问题。由于原油在开采出来后一般会存

在一定量的悬浮水，原油输入货舱后，短时间内悬浮水无法

完全沉降，此时测量的底水数量低于实际值。原油经过长时

间运输，悬浮水最终沉降形成更多底水，在卸货港扣除实际

底水后会发现货物严重短少。 

4. 装/卸港计量标准差异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美国 ASTM 标准对燃料油进行计

量，而俄罗斯通常依据 GOST3900 标准实施计量，依照该标

准计算出来的重量要比依据 ASTM 标准计算出来的重量平

均高出 2.7‰。另外，俄罗斯燃料油装货港签发的提单重量

未扣除 1.1‰的空气浮力修正值重量，与实际重量存在差距。 

5. 水分含量、密度等理化指标检验差异 



（1）铁矿水分含量差异。进口铁矿一般以干态重量进

行结算。像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铁矿虽然湿态短重的不

多，但检验的水分含量常常低于卸货港实际检测值，导致干

态重量短少频繁而且严重。 

（2）液体货物密度差异。，各直属局多次查获进口原油、

成品油、植物油、液体化工品等液体货物因装货港检验报告

密度值虚高导致货物短重的案例。 

6. 货舱内残留货物无法清空 

部分地区生产的原油/燃料油品质较为粘稠，在卸货结束

时舱壁挂油和舱底剩油严重，且不易卸出，造成实际到罐量

短少。 

 7. 分装/分卸不均 

针对拼船铁矿砂（不同品质的铁矿分装在不同的货舱），

国外港口大多数情况下只做全船货物的水尺计重，船舶抵达

我国口岸实施中间水尺计重时，会发现拼船货物分别存在严

重的溢/短装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发货人故意溢装低价货物、

短装高价货物的欺诈嫌疑。 

四、进口法检商品重量鉴定工作措施 

2013 年，各直属检验检疫局鉴定部门紧紧围绕总局“抓

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的工作方针，在切实履行贸

易反欺诈职能、严把进口法检商品重量鉴定关、有效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服务意识、积极探索创新检



验监管模式、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全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一）严把重量鉴定关，切实履行反欺诈职能 

2013 年，全系统鉴定部门严格执法把关，确保检验鉴

定结果准确公正。针对进口法检商品短重频发的情况，各直

属局及时为国内进口企业出具证书并帮助索赔，一旦发现问

题及时查处。2013 年 8 月 11 日，烟台检验检疫局依法对在

卸货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货物短重 163 吨（货值 26.6 万

美元）的承运人处以 29280 元人民币罚款。2013 年 12 月

25 日，南通检验检疫局对在重量鉴定过程中，暗中调节压载

水重量，虚增进口铜精矿重量高达 375 吨的承运人，依法从

严处以 3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有力打击了贸易欺诈行为，切

实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 

（二）提高服务效能，探索创新检验监管模式 

一是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在严格执法把关的

同时，全系统鉴定部门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注重提高服务质

量，努力克服业务量繁重和人员不足的矛盾，坚持“全天候、

24 小时”值班制，做到“随时在岗、随时到港”，为外贸企业提

供了便捷服务条件，同时注重加强与港口部门的沟通，充分

考虑其业务诉求，坚持“宁肯人等船，不让船等人”，缓解了船

舶滞港的压力，保证了港口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满意度进

一步提高。 



二是加强调研，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山东、江苏、上海

等口岸局加强对船舶水尺计重条件的审核，针对部分船况较

差、资料不全、计量不准的“问题船舶”，建立了黑名单制度，

并要求更改为衡器鉴重方式，确保了鉴定结果的准确性，规

避了实际短重风险。 

三是探索创新检验监管模式，促进便利通关。上海局结

合问题船舶“黑名单”制度，以进口铜矿砂为试点，在国外装

船前对进口商提供的承运船舶资料进行预审核，对具备水尺

计重条件的允许装船，达到监管前置的目的；辽宁东港局针

对丹东港朝鲜进境散杂货船舶重返率高的特点实施分类管

理，对经过水尺、衡重鉴定结果对比，评判为船况优良、计

量准确性高、常数稳定的船舶实施备案登记，在其满载靠港

时仅做首次水尺计重，卸货完成后可以随时开航离港，促进

了对朝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推进质量管理，加强风险预警工作 

一是推进质量管理，规范业务规程。2013 年，各直属局

严格落实《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进出口商品数重量检

验鉴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推进质量管理，

狠抓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严格规范鉴定工作，确保了

工作质量安全。 

二是加强风险预警工作，有效防范重大业务风险。各直

属局严格按照《法定鉴定信息工作管理规定》的要求，认真



完成了对辖区内法定鉴定综合性、预警性、动态性鉴定信息

的收集、分析、上报、发布工作，质检总局检验司采用并发

布警示通报 32 次，督促买卖双方、口岸部门、船方等有关

单位关注，防止商业欺诈，规避贸易风险，切实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 

（四）加强业务培训学习，切实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各直属局高度重视培训工作，多次举办有关鉴定业务相

关标准和作业指导书的内部培训，并通过理论考试、现场操

作等方式进行考核，查找问题和不足，确保工作严谨规范。 

（五）落实科技兴检战略，加大科研力度 

各直属局鉴定部门针对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无论是在鉴定业务信息化建设

方面还是鉴定应用技术方面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有效的解

决了工作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