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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集运电子商务网站地址：https://ebusiness.sinolines.com.cn

为保证用户更好的使用网站的服务，建议先阅读操作手册，并建议使用以下环境和软件：

 Windows 7 操作系统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 以上版本

 Microsoft Office 2007 或 Microsoft Office 2003 与 2007 兼容版本

※如果您查看浏览器的版本：Internet Explorer  帮助  关于 Internet Explorer

※ 对于 Internet Explorer 10,11 的用户，请设置兼容性视图：

Internet Explorer  工具  兼容性视图设置“添加”网址：https://ebusiness.sinolines.com

※ 请把“https://ebusiness.sinolines.com.cn/”添加为受信任站点，并对收信任站点设置禁用“使用

弹出窗口禁止程序”，文件下载和文件下载自动提示设置成“启用”，这样才能正常预览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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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ernet Explorer 工具 Internet 选项安全模块下，点击 ，再点击“站点”

2）在受信任的站点内 加入“https://ebusiness.sinolines.com.cn/”

3）保存后退回勾选受信任图标，再点击“自定义级别”

4）找到以下选择， 选取“禁用”，即浏览器允许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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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件下载和文件下载自动提示设置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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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程序入口：https://ebusiness.sinolines.com.cn/snlebusiness
主页分成四大部分：网站公告、快速查询、快速登录、快捷菜单。

※版块功能

1）网站公告：有关电子商务有关的公告。

2）快速查询：提供货物跟踪、港到港船期、港口船期、船名船期快速查询。

3）快速登录：录入用户名和密码，便于客户直接登录。

4）快捷菜单：电子商务分模块的菜单一目了然。



9 / 112

注册

※程序入口：电子商务网站菜单的上部分

※注册流程：确认条款 — 输入信息 — 审核批准

1）网站的顶部点击“注册”，同意本司条款后方可继续。否则退出返回。

2）输入个人及其公司信息，主要有用户名、性别、姓名、电话、传真、电邮、公司名称、所在港口(含有

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公司地址、邮编、公司性质、最

近提单号、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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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后经当地口岸批准后，我们会通过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与您沟通。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司当地分公

司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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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登录：

1）主页右侧的快速登录板块（见图一）

2）Header 内【登录】按钮（见图二）

图一 图二

※忘记密码或者用户名

如果忘记密码，录入注册使用的用户名和电子邮箱提交申请取回密码；

如果忘记用户名请联系分公司或者总部。

※修改密码

登录成功后，主页快速登录状态下，点击“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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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追踪
用户可以查询货物的最新动态，提供 2 种查询方式：提单号跟踪、箱号跟踪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 货物追踪  货物追踪

2）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

方便。

※查询方式

①提单号 （游客方式还需要输入该票下任一箱号，注册用户登陆查询自订舱提单号无需录入箱号）

②箱号

※提单号查询

1）查询方式选择“提单号”，录入提单号和该票下任一箱号，点击“查询”，显示出提单号多程船名航次

2）如果有多程运输会显示多程的船名航次，以及提单号签单类型和时间、船期信息、货物箱信息、箱动

态信息以及提单动态。

3）新增显示提单的时间轴，包含订单创建、接受订舱、放箱、进场、装船、签单、卸船、换单、卸船、

还箱

4）新增船期挂港口岸联系方式点击 电话簿小图标。自有提单可查询到超期使用费申请审批进度。

5）船期信息有到港时间、靠泊时间、离泊时间、离港时间，如果有最新动态通过以下标识区分：(P)表示

长期船期 , (E)表示预计口岸预计船期，(A)表示实际船期。

6）查询箱动态，请点击货物箱信息下的具体箱号。

（提单动态，具体状态清单说明见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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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操作联系方式、船舶挂靠航线、港口、靠离泊的预计和实际时间）

（货物箱信息，注册用户和游客查看权限不同）

（超期使用减免申请进度，注册用户自有提单可见）

（箱动态明细）

※箱号查询

1）查询方式选择“箱号”，录入箱号，点击“查询”， 可查询此箱号的一系列箱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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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期查询
船期查询分为 3 种：船名船期、港口船期、港到港船期。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查询服务  船名船期、港口船期、港到港船期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船期查询” 二级菜单“船名船期”、“港口船期”、“港到港船期”

※船名船期

1）选择船名航次后，点击“查询”，可以查询到船舶的中英文船名、船舶呼号、船籍、IMO 号和航次的具

体船期。（P）代表计划船期，（E）代表预计船期，（A）代表实际船期。船期时间有变化，实际以港方或者

码头公布的信息为准。

2）“前一航次”和“后一航次”方便查询前后连贯航次信息。

3） 点击码头名称可以链接跳转到该码头官方网站。



15 / 112

4）点击右侧的 “Ship Tracking”,链接到船讯网的船舶跟踪页面。

※港口船期

1）录入港口名称(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选择预计

开航时间区间，点击“查询”，可以查询到所选港口预计开航时间在此时间段内的所有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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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 Vessel 列表的具体船名航次，可以查看详细船期

3）“前一航次”和“后一航次”方便查询前后连贯航次信息。

4） 点击码头名称可以链接跳转到该码头官方网站。

5）点击右侧的 “Ship Tracking”,链接到船讯网的船舶跟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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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到港船期

1）录入装港和卸港(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以装港

预计离泊时间的区间，点击“查询”，可以查询到挂靠装卸港的船名航次列表。

2）点击 Vessel 列表的具体船名航次，可以查看详细船期

3）“前一航次”和“后一航次”方便查询前后连贯航次信息。

4） 点击码头名称可以链接跳转到该码头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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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右侧的 “Ship Tracking”,链接到船讯网的船舶跟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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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规范
用户可以查询我司运营中船舶的情况描述。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查询服务  船舶规范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船期查询” 二级菜单“船舶规范”

※查询方法

1）从船名列表中选择其一，点击“查询”。

2）查询内容有英文船名、中文船名、船舶代码、船舶类型、国际海事组织编号、船舶呼号、船旗、

船级社、建造时间、载重容积、船速、载重量、总吨重、净吨重、总长、宽、深、MMSI 水上通信识别号

等。

3）点击右侧的 “Ship Tracking”,链接到船讯网的船舶跟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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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查询
用户通过收货地、目的地查询服务路径及港对。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查询服务  路径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货物跟踪” 二级菜单“路径查询”

※路径查询

1）录入装港、卸港(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点击“路

径查询”。

2）筛选出来的路径直接查询出其港对信息。

3）如果有多种路径选择，可从 service list 表中切换选择。

航行动态
用户通过港口查询当前口岸靠泊船舶的航行动态。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查询服务  航行动态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船期查询” 二级菜单“航行动态”

※查询方法

1）录入港口英文名称(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自动

模糊匹配的下拉表中选择所需港口，点击“查询”。

2）查询内容有船舶名称，目前状态，最新动态，预到港口和预到时间，更新时间。点击实时船位可以链

接到船讯网查询详细的船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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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规范
用户可以查询我司的集装箱的标准规范。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查询服务  集装箱规范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货物追踪” 二级菜单“集装箱规范查询”

※查询方法

1）Container NO. 的输入框填写具体箱号，如：SNBU8222066，点击“查询”。

2）查询内容有集装箱的内部长宽高、外部长宽高、箱内容积、空箱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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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费费率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到起运港到目的港，根据不同箱型收取的附加费的费率。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附加费费率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附加费费率”

※查询方法

1）录入装港、卸港(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装港的

开航时间，选择货类、箱尺寸箱型及付款方式，点击“查询”。

2）如果装港卸港有通过不同的中转方式，请筛选服务类型，费率会随之更新。

3）Payment Term 分为 P （预付）、C（到付）、W （PAID WITH OCEAN FREIGHT 随海运费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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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费用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到进口提单的到付人民币费用，还提供进口费用清单下载。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进口费用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进口费用查询”

※查询方法

1）录入提单号，点击“查询”。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到目的港的所在航次，以及装港离泊时间和卸港靠泊时间，提单签发类型和时间，

费用列显示“已确认”或“待确认”，换单列显示“已允许”或者“待确认”。

3）如果提单费用“已确认”，则下方会列出费用清单。

4）最下方有费用合计、海运费付款方式以及口岸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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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我司进口费用清单打印下载



25 / 112

箱管费用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到提单号滞期费费用、修箱费或押金等。如未还箱的，根据预计还箱时间计算出预计滞箱费

金额。还提供箱费费用清单下载。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箱管费用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箱管费用查询”

※查询方法

1）录入提单号，选择港口、进出口类型以及预计还箱时间，点击“查询”。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下箱信息的箱管费用列表：

备注列表示如果未归还，则费用为“估算”，截至结束时间以预计还箱时间的预估。

2017 年 1 月 13 日产生的修箱费用。

2017 年 1 月 9 日收到押金 52000 元，2017 年 1月 23 日退还押金。

3）最下方有费用合计以及注意事项，如需打印费用清单可点击 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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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押箱押金计算
用户可以查询到提单号预计押箱时间的计算出预估进口押箱押金金额。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进口” 二级菜单“进口押箱押金计算”

2）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网上营业厅 进口押箱押金计算

※查询方法

1）录入提单号，选择港口、进出口类型以及预计押箱时间，点击“查询”。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按照预计押箱时间计算的预估费用：

3）注意事项：

1.电 子 商 务 查 询 信 息 仅 供 参 考 ， 无 法 查 询 到 的 费 用 不 代 表 未 产 生 费 用 。

2.预 估 押 金 金 额 以 预 计 押 箱 时 间 作 为 预 估 ， 实 际 押 箱 金 额 以 当 日 办 理 押 箱 手 续 系 统 内 金 额 为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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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押箱保函
用户可以下载“进口押箱保函”电子版。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进口” 二级菜单“进口押箱保函”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青岛网上营业厅  进口押箱保函

※查询方法

1）所在港口，以及“IMPORT”进口类型，请先阅读下方的费用标准，如已阅读并且同意如下申明，可录

入提单号，并且勾选“已阅读”，点击“查询”。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到目的港的所在航次，以及装港离泊时间和卸港靠泊时间，提单签发类型。最后一

列是下载打印的 doc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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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电放证明
用户可以下载“进口电放证明”电子版。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网上营业厅  进口电放证明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进口” 二级菜单“进口电放证明”

※查询方法

1）所在港口，以及“IMPORT”进口类型，然后录入提单号，点击“查询”。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到目的港的所在航次，以及装港离泊时间和卸港靠泊时间，提单签发类型。最后一

列是下载打印的 pdf文件，请选择对应的海关类型下载对应的电放证明。

3）注意事项：

1.此 项 证 明 是 我 司 为 满 足 部 分 客 户 的 需 求 ， 可 直 接 下 载 的 电 子 版 电 放 证 明 （ 仅 限 电 放 货 物 ） 。

2.此 项 证 明 只 向 黄 岛 海 关 /大 港 海 关 证 明 货 物 的 签 单 方 式 ， 不 做 其 他 内 容 证 明 。

3.此 项 证 明 为 我 司 固 定 文 本 格 式 ， 请 勿 私 自 修 改 或 添 加 任 何 内 容 ， 违 者 需 承 担 法 律 后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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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和发票查询

多种查询方式，可输入发票号码/提单号/支付订单号，或者按照提交支付订单的时间段检索，可以查看所

有相关订单的支付状态和开票信息，还提供支付订单、分票清单和流水单下载。

如“待付款”状态，提供“网上支付”快速入口。

如果申请开具的是电子发票，发票生成后，可在开票状态”列点击【下载】获取电子发票。( 注意：浏览

器不要拦截来自平台的弹跳窗口 )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支付和发票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发票清单查询”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订单申请时间段

②发票号

③提单号

④支付订单号

※查询方法

1）选择您的查询方式，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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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查看到相应的发票号清单，标注订单 ID、金额、币种、支付状态、开票状态、发票号码、申请开

票单位、税号、开票日期及备注。

清单内有很多功能：

1、可点击“查看明细”了解最细分的清单。

2、如果电子发票有记录，会在开票状态列出现“电子发票下载”字样，点击即可生成发票 pdf 文件。

3、如有提单号查询，同一票提单号开多张发票，可以点击具体发票号查询清单明细。

4、如果是网上确认费用和发票信息，但是未付款。等到需要付款时，可在此处找到相应订单，点击“线

上支付”进入网银 B2B。 或者在未付款状态下可取消订单。

2）费用清单列出所有费用明细（船名航次、费用名称、费用代码、单价、数量、金额、币种等），最下方

有费用合计数。

3）提供支付订单、分票清单和流水单 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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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费用汇款确认

请输入提单号（支持多提单号逗号分隔），可查询进口人民币费用清单。如确认，请点击“提交订单”按

钮，并可打印汇款确认单。

线下汇款时，备注栏填写订单编号，并请按金额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后续通过电话、或者邮件和现场等

方式告知我司汇款订单编号以及付款人全称，我司进行收款确认操作。

线上支付时，贵司是操作人员和财务支付人员分别授权的情况下，可批量分多次确认费用，而财务人员一

次性支付多笔汇款确认订单（即支付单笔费用，生成单张发票）。

注：如您是注册用户，可向我司当地口岸人员申请开通【进口网上支付】功能的权限，并配置好您的结算

和开票单位。您要联系贵司的开户银行，申请开通 B2B 业务之后，即可在我司网厅进行在线网上支付。使

用 B2B 功能，可以实现不到现场，不分节假日，24 小时自主进行网厅费用查询、费用支付、发票查询等功

能。同时，免去了您的汇款手续费。

对于无需提前确认费用的客户，可直接进入 进口网上支付界面，从费用确认到在线支付都可按照步骤依

次完成。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进口” 二级菜单“进口费用汇款确认”

2）网站地图内进口板块

3）口岸网厅内有链接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查询方法

1）选择目的港，将您需要交费的提单号录入输入框内，可多票录入，点击“查询”。填写错误一次性清

空提单号，可点击“清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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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认提交的提单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订单”。

3）提交成功弹出提示框，请点击“确定”。

4）生成订单编号，在列表内背景色显示橙色，且订单编号可点击下载 PDF 文件。或者在提交订单按钮右

侧有下载按钮和委托书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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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下汇款的客户：汇款时备注栏请填写订单编号，并请按金额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请注意各口岸的

开户行和人民币账户、美元账号。参见网厅主页。以上操作完成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告知我司汇款订单编

号以及付款人全称，我司进行收款确认操作。

在网厅查询出来的费用，为即时查询数据。实际开票时，如果遇到费用更正，请补齐差价。

**********************************************************************************************

青岛：

电话方式：

财务收费电话：0532-83892024
邮件方式： 主题标注“进口缴费 + 订单编号”

邮箱： liuk@sinolines.com
现场方式：至我司业务大厅，直接提供订单编号

如遇费用不一致，以我司前台费用为准，我们会及时跟您联系！

天津：

电话方式：

022-62040867 / 62040868
邮件方式： 主题标注“进口缴费 + 汇款编号”

renxw@sinolines.com
lu_yixiang@sinolines.com
现场方式：至我司业务大厅，直接提供订单编号

如遇费用不一致，以我司前台费用为准，我们会及时跟您联系！

大连：

重要通知还请您注意：电汇时请备注“代付船名航次提单号运杂费”及第七步生成的“订单号”

例如: 代付 XINDE KEELUNG 1900N SNL9KECL300000 运杂费 000987
以上步骤操作完成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告知我司订单编号以及付款人全称，我司进行收款确认操作，如开

具电子发票可直接与财务确认即可。通过以下前两种方式提前付费并确认，可以在船到后直接来我司进口

直接换取提货单，而不需要先去财务签字确认放货。节省了您排队等候的时间。

电话方式：0411-82551749 高先生 0411-82551052 吴小姐

邮件方式：主题标注“进口缴费 + 汇款编码+公司名称”

gaol@sinolines.com
wutj@sinolines.com
现场方式：至我司业务大厅财务结算窗口，直接提供订单编号。

mailto:renxw@sinolines.com
mailto:lu_yixiang@sinolines.com
mailto:gaol@sinolines.com
mailto:wutj@sinoli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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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费用网上支付

输入提单号/汇款确认单号，（支持多个提单或者汇款确认单号查询，用逗号分隔），点击对应的检索按钮。

接下去勾选需要付款的提单号，进行费用确认 ,提交发票申请 ---> 支付订单生成，发送网上支付申

请 --->【中行在线 B2B 直付】网银付款。

线上支付时，财务人员可一次性支付多笔汇款确认订单或者多票提单号检索生成（即支付单笔费用，生成

单张发票）。如您在网上支付操作前，另外需要确认费用金额，可先至【进口费用汇款确认】进口费用确

认；如查询历史订单，请至【支付和发票查询】跳转查询界面。

注：如您是注册用户，可向我司当地口岸人员申请开通【进口网上支付】功能的权限，并配置好您的结算

和开票单位。您要联系贵司的开户银行，申请开通 B2B 业务之后，即可在我司网厅进行在线网上支付。使

用 B2B 功能，可以实现不到现场，不分节假日，24 小时自主进行网厅费用查询、费用支付、发票查询等功

能。同时，免去了您的汇款手续费。

如果未申请开通会在支付环节出现下图：

目前中国银行 B2B 支持的跨行支付的银行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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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进口” 二级菜单“进口费用网上支付”

2）网站地图内出口板块

3）口岸网厅内有链接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提单号，可多票录入

②汇款确认单号，可多个录入

填写错误一次性清空提单号，可点击“清屏”按钮。

※查询方法

6）登陆状态下默认锁定目的港，根据您的筛选方式，点击右侧相应的检索按钮。

如果检索没有记录，弹跳如下窗体。您可以到【支付和发票查询】按照提单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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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如输入提单号，点击提单号检索，下方呈现单票合计列表。

友情提示：无需对账的，在界面下，点击提单号即呈现费用清单，便于即时对账。当前待付款金额与原汇

款确认时记录不同时，会字体变色。

8）勾选您要支付的提单号，如果时全部勾选，可以直接点击 全选按钮。然后下方出现汇总金额，以及发

票申请信息。您如果都确认无误，并且认可不退费说明，然后勾选“我司已阅读且同意”之后，点击“生

成支付订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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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订单生成，如果现在就支付，可选择“确认支付”。

如果不立刻支付，可以点击“退出支付”。此个支付订单在“发票和支付查询”界面可以查询到。

注意，当天生成的支付订单如晚上 12 点前未完成支付，此支付订单后台自动作废。您重新进入网上支付

界面可再次查询到。

在查询界面可以查看支付状态和发票状态，以及发票下载和清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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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直接支付，将发送给中行网银请求，点击右侧银行列表中您开通了 B2B 支付的银行图片

登陆网上银行后，经办人对于该订单进行了费用认领。经过复核和授权，最终支付完成。

下图是中国银行的范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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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成功之后，支付状态可在“支付和发票查询”看到付款状态是“已付款”和开票状态是“开票中”，

如果发票开出后，状态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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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费用汇款确认

请输入提单号（支持多提单号逗号分隔），可查询出口美元和人民币费用清单。如确认，请点击“提交订

单”按钮，并可打印汇款确认单。

线下汇款时，备注栏填写订单编号，并请按金额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后续通过电话、或者邮件和现场等

方式告知我司汇款订单编号以及付款人全称，我司进行收款确认操作。

线上支付时，贵司是操作人员和财务支付人员分别授权的情况下，可批量分多次确认费用，而财务人员一

次性支付多笔汇款确认订单（即支付单笔费用，生成单张发票）。在网上支付界面也可以查看到所有已经

确认的费用但是未完成支付和开票的列表。

注：如您是注册用户，可向我司当地口岸人员申请开通【出口网上支付】功能的权限，并配置好您的结算

和开票单位。您要联系贵司的开户银行，申请开通 B2B 业务之后，即可在我司网厅进行在线网上支付。使

用 B2B 功能，可以实现不到现场，不分节假日，24 小时自主进行网厅费用查询、费用支付、发票查询等功

能。同时，免去了您的汇款手续费。

对于无需提前确认费用的客户，可直接进入 出口网上支付界面，从费用确认到在线支付都可按照步骤依

次完成。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出口费用汇款确认”

2）网站地图内出口板块

3）口岸网厅内有链接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船舶预计离泊时间/ 实际离泊时间

②单船名航次，如果航次列表无，请在港口后方的当天前，后 天数进行跳转，然后点击刷新按钮即可。

③提单号，可多票录入。填写错误一次性清空提单号，可点击“清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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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方法

9）选择起运港，根据您的筛选方式，点击右侧相应的检索按钮。

10）确认提交的提单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订单”。

11）提交成功弹出提示框，请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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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成订单编号，在列表内背景色显示橙色，且订单编号可点击下载 PDF 文件。或者在提交订单按钮右

侧有下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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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分多次确认后一次性付款的客户，方便在支付界面查询到所有已确认的记录，如下截图是支付界

面与汇款确认时的订单号做关联的例子。

13）线下汇款的客户：汇款时备注栏请填写订单编号，并请按金额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请注意各口岸的

开户行和人民币账户、美元账号。参见网厅主页。以上操作完成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告知我司汇款订单编

号以及付款人全称，我司进行收款确认操作。

在网厅查询出来的费用，为即时查询数据。实际开票时，如果遇到费用更正，请补齐差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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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费用网上支付

输入提单号/汇款确认单号，（支持多个提单或者汇款确认单号查询，用逗号分隔），点击对应的检索按钮。

接下去勾选需要付款的提单号，进行费用确认 ,提交发票申请 ---> 支付订单生成，发送网上支付申

请 --->【中行在线 B2B 直付】网银付款。

线上支付时，财务人员可一次性支付多笔汇款确认订单或者多票提单号检索生成（即支付单笔费用，生成

单张发票）。如您在网上支付操作前，另外需要确认费用金额，可先至【进口费用汇款确认】进口费用确

认；如查询历史订单，请至【支付和发票查询】跳转查询界面。

注：如您是注册用户，可向我司当地口岸人员申请开通【出口网上支付】功能的权限，并配置好您的结算

和开票单位。您要联系贵司的开户银行，申请开通 B2B 业务之后，即可在我司网厅进行在线网上支付。使

用 B2B 功能，可以实现不到现场，不分节假日，24 小时自主进行网厅费用查询、费用支付、发票查询等功

能。同时，免去了您的汇款手续费。

如果未申请开通会在支付环节出现下图：

目前中国银行 B2B 支持的跨行支付的银行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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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出口费用网上支付”

2）网站地图内出口板块

3）口岸网厅内有链接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船舶预计离泊时间段/船舶实际离泊时间段

②船名航次

③提单号，可多票录入，逗号分隔

④汇款确认单号，可多个录入，逗号分隔。也可以空白，可查询待付款的已经确认过的清单

填写错误一次性清空提单号，可点击“清屏”按钮。

※查询方法

14）登陆状态下默认锁定起运港，根据您的筛选方式，点击右侧相应的检索按钮。

如果检索没有记录，弹跳如下窗体。您可以到【支付和发票查询】按照提单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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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点击检索后下方呈现单票合计列表。上部分是人民币费用，下部分是美元费用。因目前不支持美元支

付，后续待开发。现在如需折算成人民币费用支付，按照汇率进行折算。

友情提示：无需对账的，在界面下，点击提单号即呈现费用清单，便于即时对账。当前待付款金额与原汇

款确认时记录不同时，会字体变色。

16）勾选您要支付的提单号，如果时全部勾选，可以直接点击 全选按钮。然后下方出现汇总金额，以及

发票申请信息。您如果都确认无误，点击“生成支付订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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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付订单生成，如果现在就支付，可选择“确认支付”。

如果不立刻支付，可以点击“退出支付”。此个支付订单在“发票和支付查询”界面可以查询到。

注意，当天生成的支付订单如晚上 12 点前未完成支付，此支付订单后台自动作废。您重新进入网上支付

界面可再次查询到。

在查询界面可以查看支付状态和发票状态，以及发票下载和清单查询。

如果您直接支付，将发送给中行网银请求，点击右侧银行列表中您开通了 B2B 支付的银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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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网上银行后，经办人对于该订单进行了费用认领。经过复核和授权，最终支付完成。

下图是中国银行的范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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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成功之后，支付状态可在“支付和发票查询”看到付款状态是“已付款”和开票状态是“开票中”，

如果发票开出后，状态会更新。

附加费默认付款方式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到起运港到目的港，出港时间的附加费默认付款方式。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附加费付款方式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附加费付款方式”

※查询方法

1）录入装港、卸港(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装港的

开航时间，点击“查询”。

2）如果装港卸港有通过不同的中转方式，请筛选服务类型，费率会随之更新。

3）Payment Term 分为 P （预付）、C（到付）、W （PAID WITH OCEAN FREIGHT 随 海 运 费 付 款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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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订舱、订舱编辑
用户可以进行出口货物的预订舱。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出口订舱、订舱编辑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出口订舱”、“订舱编辑”

※出口订舱与订舱编辑的区别：

出口订舱：选择单一卸货港的订单，如果首次“订单新建”必须从此菜单进入。

订舱编辑：选择船名航次，维护本航次下不同卸货港，目的港的所有订单。

※操作方法（以出口订舱为例）

1）装货港为用户注册时所在港口，不能修改。输入收货地、卸货港、目的地（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

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

订舱编辑选择船名航次如下：

2）如果装货港 =收货地，可直接点击“同装港”的选择框，则收货地自动赋值

如果卸货港=目的地，在卸货港录入后直接点击目的地“同卸港”的选择框，则目的地自动赋值

3）点击“检索”按钮，显示 30 天内的船期，选择要订舱的船名航次，点击“BOOKING”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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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本船名航次下已有历史订舱记录，则以列表形式显示，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订舱截止

时间、当前时间等。

5）在历史订舱列表中打开查看详细订舱信息，可点击“订舱号”下的具体订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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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舱信息包括 5 大板块

A）提单信息：订舱号、协议号、签单要求、运输条款、箱主、箱态、HOUSE BILL、装箱点、一级代理

、卸港码头、收货地描述、装货港描述、卸货港描述、交货地描述、备注

B）收发通：收货人/发货人/通知人的名称、地址、电话、传真、城市、省份、邮编、国家；

C）货物信息：分为三类为基础信息、冷冻信息、危险品信息。

基础信息指货类、海关代码、包装代码和名称、件重尺、英文品名、唛头、装箱要求

冷冻信息指温度、温度单位、通风度

危险品信息指 UNNO、CLASS、闪点、中文品名、危险品联系人名称、地址、电话、传真、EMAIL
D）预配箱：箱型、尺寸、数量、箱态

E）运费及附加费信息：订单的附加费的费用种类是由发货地到目的地我司维护的默认附加费种类。如

用户指定付款方式，可以从下拉表内选择；如果提单上需要打印显示费用种类，可以在选择框内打“√”。

FRT 用红色背景突出显示，并且 FRT 付款方式不能为空。附加费可以不指定付款方式，则按照我公司制定

的默认附加费收取。

※字段说明：

签单要求：正本提单、电放、海洋单

箱主：SNL、SOC、MAS
箱态：F、E、L，分别是重箱、空箱、拼箱

装箱点：部分分公司需要选择装箱点的名称

一级代理：如果是分代理，需要选择所属一级代理的名称

收货地描述：打印在提单上的格式。装货港描述、卸货港描述、交货地描述同收货地描述的性质。

货类：AK、DRY、RF、DG、FQ。
DRY/AK/FQ类输入基础信息；

DG 类输入基础信息+危险品信息+危险品联系人信息；

RF 类输入基础信息+冷冻信息。如果货类 RF 但是没有温度，则视为冷代干。

包装名称：可从包装代码下拉框中选择类型后，包装名称自动填充

装箱要求：非木制品包装、熏蒸、法检。没有装箱要求则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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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型：GP、RF、HC、OT、FR、TK、HS 等
箱尺寸：20、40、45。
预配箱箱态：F、E、L。如提单信息中箱态为 F，则预配箱箱态一定是 F。如提单信息中箱态为 E，则预配

箱箱态一定是 E。
费用代码：费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包含我司各航线收取的费用类别。

指定付款方式：海运费付款方式有多种：A、C、F、M、P、R。P 代表预付；C 代表到付；A 代表协议；F
代表免收；M 代表 R 代表。重置按钮是清空并获取最新航线默认附加费列表。如需提单打印显示则打“√”。

※允许编辑某订单的条件：订舱截止时间前+非电放+非 SWITCH BILL

※5 种新增方式： 单票新建、全单复制、复制新建、提单复制、航次复制。

A）单票新建：点击“单票新建”按钮，新建一个空白订舱，所有订舱信息为空。

B）全单复制：订舱列表中选中一票，点击“全单复制”按钮，新建的订舱以此为模版，订舱信息除了签

单要求、运费及附加费外，其他信息复制过来。

C）复制新建：订舱列表中选中一票，点击“复制新建”按钮，新建的订舱以此为模版，订舱信息除了签

单要求、预配箱、运费及附加费外，其他信息复制过来。

D）提单复制：录入一票历史提单号，点击“提单复制”按钮，新建的订舱以此为模版，订舱信息除了签

单要求、运费及附加费外，其他信息复制过来。

E）航次复制：打开订舱列表中的一票，进入编辑状态，点击“复制航次”按钮，录入一票历史提单号，

新建的订舱以此为模版，订舱信息除了签单要求、运费及附加费外，其他信息复制过来。

※其他操作：

A）新增：货物信息、预配箱信息、运费及附加费信息 ，点击“新增”按钮，最下方加一行。

B）删除：货物信息、预配箱信息、运费及附加费信息 ，选择打勾行，点击“删除”按钮

E）保存更新：整一票订单最终保存，点击“保存更新”。如想直接上报，点击“快速上报”。

F）订单提交：订单提交后销售人员才能审批。

G）订单作废：订单 Reject 状态可作废。

H）退出返回：退出编辑状态，返回提单列表。

I） 提单列表上方的 “提单状态”、“目的港”分类排序。方便用户查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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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并提单
【合并提单】请注意“合并提单”请选择勾选提单发送给“海关”还是“目的港代理”，录入并单号后点

击“确定";
【拆分提单】请选择具体提单号，再进行勾选类型，新增分单号；

【Excel 导入拆分】适用于一拆多，且提单号为我司确认和未进行过拆分合并等操作；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拆并提单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拆并提单”

※操作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订单类别，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订舱截止时间、当前时间等。

※多票合并成一票

1）选择合并的提单号，在提单号前方的选择框打“√”，新生成的提单如果是发送给中国海关的，请选择

“提交报关信息”；如果是发送目的港的，请选择“提单信息”；录入新增订单号点击“确定”。

2）比如两票“SNL4QDAT889805”“SNL4QDAT889803”合并成 SNLUNION0001 发送中国海关，点击“新增”

后生成下方关系图和件重尺的校对。绿色表示合计数一样，红色表示合计数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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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对提单号的货物信息和危险品联系人信息进行增删减，单票修改后点击“保存更新”

4）如果取消并单，可以点击“解除并单”，新单号删除，原始提单恢复。

※一票拆成多票

1）在提单列表中点击要拆分的提单号，例如“ SNL4QDTL199119”要拆成“ SNL4QDTL199119A”
“SNL4QDTL199119B”。

2）新生成的提单号要发送中国海关，则选择“提交报关信息”；如发送目的港，则选择“提交提单信息”。

接着录入新的提单号，点击“新增分单号”。如要加多个分单号，继续以上操作。下方生成关系图和件重

尺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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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要删除分单号，选取提单号前方的选择框打“√”，点击“删除分单号”

如要修改货物信息和危险品联系人信息，增删减后点击“保存更新”。不保存点击“退出返回”，则返回到

提单列表。

※Excel 导入拆分：

文件类型是 Excel，字段设置如下：

A）原提单号 B）拆成新的提单号 C）HSCODE D）件数 E）重量 F）尺寸 G）品名 H）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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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号编辑
用户可以给提单手工录入箱信息，或者批量导入。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箱号编辑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箱号编辑”

3）订舱编辑中进入某票编辑状态下有快捷按钮进入

※2 种箱号编辑方式：

单票箱号手工录入、单船名航次箱号 Excel 导入。

※单票箱号手工录入操作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订单类别，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订舱截止时间、当前时间等。

3）提单列表中 绿色表示此票已经有箱信息，红色表示无箱信息。选择某一票提单后进入编辑页

面，进行增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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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A）箱信息包含：集装箱号、箱型、尺寸、封箱号、箱状态、箱经营人、箱内件数、箱内货重、箱内货尺

寸，都必须录入。

B）“按预配数新增”是取自预配箱形和箱量，批量生成空白行。

C）“按 TEU 平分”是按照箱尺寸 20，40 ，45 的 TEU 总和平均分配件、重、尺。

D）“箱根刷新”是批量刷新箱号的箱信息。

E）如果箱号存在箱根库的情况下，箱型尺寸箱经营人都会自动刷新为本司数据，如果箱号不在箱根库内

则需要用户手工选择，但是最终都是按照用户确认录入的为准。

F）“拷贝箱信息”：填入提单号，抓取此票下所有箱号的基本信息，除件重尺。

G）“货物同步”：箱号列表汇总和复制给货物中的件重尺。

H）货物信息如有修改可在此页面同时修改，件重尺匹配和箱型匹配是为了验证信息录入的准确性，件重

尺要相等，如果不符则显示红色，符合则显示绿色。

※单船名航次箱号 Excel 导入操作方法

1）选择船名航次，点击“Excel 导入”（见图一）后，选择本机 excel 文件后，点击读取预览。

2）报文预览数据以列表格式显示，“上传”列显示“未知”，“备注”列显示为空。确认保存点击“上传保

存”

3）导入结果见图三，OK 表示导入成功， FAIL 表示未导入;箱态为空时默认为 F; 箱尺寸类型以箱根库为

准，如箱根库无则以 excel 中的尺寸类型为准，并且箱主设为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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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报文格式见《JP24 箱单导入格式测试》

Sheet 页名“LIST”，excel 分为 9 列：

A）提单号 BLNO B）箱号 CONTAINER C）铅封号 SEALNO D）箱尺寸 SIZE
E）箱类型 TYPE F）件数 QUANTITY G）重量 WEIGHT H）尺寸 MEASURE I）空重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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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M 编辑
用户可以手工录入 VGM 信息，或者 VGM 报文导入以及报文导出功能。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VGM 编辑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VGM 编辑”

※2 种箱号编辑方式：

单票手工录入、单船名航次 IFTVGM EDI 导入。

※单票手工录入操作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点击“检索”按钮；或者录入提单号，单提单维护；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提单列表，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VGM 截止时间、当前时间等。

3）提单列表中

绿色表示此票箱号已有 VGM 信息；

灰色表示无实装箱信息，请至“箱号编辑”新增箱号。

红色表示缺部分 VGM，须补充。

4）选择某一票提单后进入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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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A）VGM 信息包含：必输项— 集装箱号、称重方法、VGM 箱总重；

可选项— VGM 称重时间、签名

B）称重方法分为 2 种：整体称重法；累加计算法；

C）单箱号显示发送和接收回执

D）右侧有相关箱信息的录入信息，供参考

5）可以多箱批量处理：箱号前的选择框打勾，然后在下方录入相同信息后，点击“批量修改”

※ IFTVGM EDI 报文导入操作方法

1）点击“报文导入”按钮（见图一）后，选择本机 edi 文件后，点击“提交报文”。（暂未使用）

2）报文上传报告列出成功或者失败。如果失败会列出错误行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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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TVGM EDI 报文导出操作方法

在提单号列表前选择需要导出的提单号，表格最下方点击“IFTVGM 导出”，则产生 txt 文件。

※ VERMAS EDI 报文导出操作方法

待开发中

具体报文格式请见“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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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单要求
用户申请提单的签单类型，截止时间是截单后 30 天。用户可以自动生成“电放担保函”、“并单保函”、“提

单申领及签收证明”。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签单要求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签单要求”

※3 种签单申请

正本提单（B）、电放（T）、海运单（W）

※操作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订单类别，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订舱截止时间、当前时间等。

“申请要求”列显示用户申请的，相关部门审批后，提单的确认状态显示在“签单状态”列。

3）选择一票后方可修改保存。退出则点击“退出返回”。

4）如果申请提单类型是 T 电放，可以直接下载打印“电放保函”，保函格式为我司通用格式，保函中的数

据自动提取舱单内容。

5）如果此票是目的港的合票（提单类型显示为 COMBINE），可以直接下载打印“并单保函”，保函格式为

我司通用格式，保函中的数据自动提取舱单内容。

6）如果申请提单类型是 B 或者 W，可以直接下载打印“提单申领及签收证明”，保函格式为我司通用格

式，保函中的数据自动提取舱单内容。

便捷操作：

单票打印：点击“电放”或者“申领证明” “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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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票打印 ：选择提单号 的 选择框后 ，点击 左侧“电放保函下载”或“并单保函下载”“提单申领

及签收证明”按钮

自助电放
自助电放符合条件：

1、航次已锁船；

2、财务已缴费或者是月结客户；

3、非指示提单。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自助电放”

※查询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或者填写提单号，点击“检索”按钮；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列表及一些基本信息。勾选需要电放的提单号，可多选，在左侧的可选框打“√”，

点击按钮“自助电放”。

3）点击自助清单，可以生成自助电放清单，列明发货人。

4）注意事项：

1. 订舱代理需提供正本长期电放保函，保函加盖公司公章。

2. 发货人为非订舱代理的第三方公司，办理自助电放后需要提供单票的正本电放保函，保函加盖发货

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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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传

口岸订舱需要的文件集中上传。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附件上传”

※查询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或者填写提单号，点击“检索”按钮；

2）可以查看到提单号列表及一些基本信息。列表最右侧几列显示附件上传与否，有附件的标注黄色标签。

3）如上传，点击具体提单号，选择附件类别，从本机上选择文件，点击“附件上传”按钮保存。

下方有已上传成功的附件列表。

4）注意事项：

1. 各口岸附件类型有所不同，具体要求与当地分公司联系。

2. 上传附件仅供接载货物参考，如需提供正本以当地分公司或者代理要求为准。

3. 提单确认后，已有附件不能删除。

订舱特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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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类别

1）BAF/YAS/EBS 查询

用户查询订舱号 FRT /BAF/YAS/EBS 指定付款方式。

2）装港分单货物清单

用户查询装港海关分票报关的提单货物基本信息。

3）装港舱单货物清单

用户查询装港海关的提单货物基本信息。

4）卸港舱单货物清单

用户查询目的港的提单货物基本信息。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订舱特殊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订舱特殊查询”

※操作方法

例如：BAF/YAS/EBS 查询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类型下拉框选择“B/Y/E 查询”，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订单列表，最后 4 列 FRT /BAF/YAS/EBS 是客户订舱编辑中海运费和附加费指定付款

方式的选择的呈现。主要便于日本客户查询。还有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当前时间、航次通知等。

例如：装港分单货物清单 （同后 2种清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类型下拉框选择如下，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装港分单操作的货物基本信息，包含提单号，目的港，货物类型，包装，品名，件重

尺，箱号箱型等。

3）表格右下角有按钮，可以导出 EXCEL 表格，便于查询留档。

订舱查询与确认
用户查询历史订舱信息，跟踪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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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交装港海关，日本海关的申报请求。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订舱查询与确认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订舱查询与确认”

※订舱查询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类型选择“ALL”，点击“检索”按钮

2）显示船名航次下的订单列表，并提示本航次的预计离港时间、订舱截止时间、当前时间、航次通知等。

3）具体点击某一订舱号，可以查询此订舱号的所有订舱信息：提单信息、收发通、货物信息、预配箱、

运费及付款方式，拆并单关系，提单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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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舱确认

5 种 TYPE：ALL；

装港海关 客户未提交；

装港海关 客户已提交；

日本海关 客户未提交；

日本海关 客户已提交。

1）选择船名航次，选择确认类型，发送“装港海关 客户未提交”，检索后出现未提交的提单列表。

2）勾选相关提单号，点击最下方的“舱单提交”。如无实装，可选框无。

3）如需发送海关报文。重新选择 Type, "装港海关 客户已提交" 的提单列表中，选择提单号后点击发送

青岛海关的三种操作。

在"舱单提交" 显示提交申请人和时间;

在"预配舱单反馈状态" 显示客户最新的发送装港海关报文的类型、提交人和时间。红色的“NO SENT”

表示没有发送海关；

在"装载舱单状态" 显示客户最新的发送装载舱单的提交人和时间和状态。

在 提交中可能会提示的错误有：

【生成海关预配报文 Error】 ：表示报文内容中生成有错误，可检查订舱信息查错。

【无关区编号，无法发送海关预配报文，请联系当地口岸】 ： 口岸没有维护关区编号，请口岸相关同事

及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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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关 客户未提交” 同“装港海关 客户未提交”；

“日本海关 客户已提交” 同“装港海关 客户已提交”；

查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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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 预订舱
用户直接用 EDI 报文进行快速订舱。

Edi 预订舱上传格式报文采用 IFTMBF 格式，具体说明见《IFTMBF EDI-BOOKING_20140212》。
Edi Manifest 舱单上传格式报文采用 CUSSUM 格式，具体说明见《舱单(CMSSUM)平台文件》。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EDI 预订舱 / 英文版 EDI CMSSUM Upload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EDI 预订舱”

※操作方法

4）选择箱主 (SNL/SOC/MAS) ,点击浏览后从本机上选择要上传的报文，然后点击“导入”

2）报文导入结果：

A）成功，提示“导入成功！”

B）失败，报文没有导入系统，下方列出错误原因。

ROWINDEX 代表错误行，RECORDID 代表错误字段 ID，MESSAGE 代表错误原因。

3）如果有多重路径选择或者报文内路径 ID 不符合，则会对单票进行路径的选择，最后点击“保存”。

http://ebusiness.sinolines.com/snlebusiness/EdiCMSSUMUpload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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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 报文导出
Edi Manifest 报文导出的格式报文采用 CUSSUM 格式/ IFTMBF2.0 报文格式/ IFTMBF3.0 报文格式。

具体格式见操作指南中的文档。

宁波口岸还可以自动发送预配报文和码头报文。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出口服务 EDI 舱单导出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EDI 舱单导出”

※操作方法

1）选择需要查询的船名和航次，类型选择“ALL、装港舱单、卸港舱单” ，点击“检索”按钮

5）显示船名航次下的提单列表。勾选提单号，选择格式后点击按钮“EDI 导出”则生成相应文件。

3） 目前宁波口岸可自动发送报文接口平台，选择提单号后，点击相应操作按钮，则自动发送到外部接收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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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单打印
客户自助查看或者打印提单。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出口服务  提单打印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提单打印”

※3 种打印类型，生成 PDF 文件

○1 Draft B/L
○2 Copy B/L
③SeaWay B/L

※操作方法

1）选择船名航次，点击“检索”后，本航次提单列表呈现出来。

2）从“打印类型”列表选择需要打印的类型。打印要求可以勾选（具体说明见第 5 点），然后勾选提单号

前的可选框，点击“批量预览”按钮，生成 PDF 文件。

3）提单号的链接是生成改提单的 DraftBL 预览版。 预览版带水印供客户参考。打印版是正式提单，无背

景。

4） Original BL 和 SeaWayBL 会在最右侧的单票生成打印中显示 表示打印过历史提单，如舱单有

更改需重新打印，请联系当地口岸申请重新打印。 表示未打印过，点击后会生成历史提单记

录。

5）显示选项说明：

打印份数：ONE(1)、TWO(2)、THREE(3);
LadenTime 是否打印在提单上：√表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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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L Remark 是否打印在提单上：√表示打印

打印唛头附件 Marks ATT ：√表示打印

打印箱号附件 Containers ATT：√表示打印

打印英文品名 Desc of Cargo ：√表示打印

目的港联系地址：如果目的港有多个目的港联系人，会有列表供选择。

打印香港提单背景 HK B/L ：√表示打印

打印发货人电话传真 Print Shipper TEL&FAX：默认勾选，打印出通讯方式

打印收货人电话传真 Print Consignee TEL&FAX：默认勾选，打印出通讯方式

打印通知人电话传真 Print Notify TEL&FAX：默认勾选，打印出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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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报表
客户自助查看或者批量打印各类报表。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出口服务  统计与报表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统计与报表”

※4 种打印类型，生成 PDF 文件

※操作方法

1）选择船名航次，点击“检索”后，本航次提单列表呈现出来。

4）从“统计类型”列表选择需要打印的类型。如果单票打印请点击最右侧的

如果批量打印，请勾选提单号前的可选框，点击“批量预览”按钮，生成 PDF 文件。

5）提单号的链接是生成改提单的 Draft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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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运费账单
客户自助生成运费确认单和 Freight payment list。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费用与费用 出口运费账单

2）通过电子商务以及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出口运费账单”

※打印类型和文件类型

打印类型有两种：运费确认单和 Freight Payment List；打印格式两种：PDF 或者 EXCEL 文件

※筛选方式

①预计离泊时间段或者实际离泊时间段

②单船名航次查询

③单提单号检索

※操作方法

1）选择筛选方式，点击“导出”或者“检索”按钮。检索是呈现列表，导出是按照上方选择的打印类型

和报表类型直接生成文件。

2）在下方列表中，从“TYPE”和 FORMAT列表选择需要打印的类型。

如果单票打印请点击最右侧的；如果批量打印，请勾选提单号前的可选框，点击“批量预览”按钮，生成

PDF 文件。

3）提单号的链接是生成改提单的 Draft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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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和发票查询

多种查询方式，可输入发票号码/提单号/支付订单号，或者按照提交支付订单的时间段检索，可以查看所

有相关订单的支付状态和开票信息，还提供支付订单、分票清单和流水单下载。

如“待付款”状态，提供“网上支付”快速入口。

如果申请开具的是电子发票，发票生成后，可在开票状态”列点击【下载】获取电子发票。( 注意：浏览

器不要拦截来自平台的弹跳窗口 )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费率与费用  支付和发票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费率与费用” 二级菜单“发票清单查询”

小贴士：

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订单申请时间段

②发票号

③提单号

④支付订单号

※查询方法

1）选择您的查询方式，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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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以查看到相应的发票号清单，标注订单 ID、金额、币种、支付状态、开票状态、发票号码、申请开

票单位、税号、开票日期及备注。

清单内有很多功能：

1、可点击“查看明细”了解最细分的清单。

2、如果电子发票有记录，会在开票状态列出现“电子发票下载”字样，点击即可生成发票 pdf 文件。

3、如有提单号查询，同一票提单号开多张发票，可以点击具体发票号查询清单明细。

4、如果是网上确认费用和发票信息，但是未付款。等到需要付款时，可在此处找到相应订单，点击“线

上支付”进入网银 B2B。 或者在未付款状态下可取消订单。

7）费用清单列出所有费用明细（船名航次、费用名称、费用代码、单价、数量、金额、币种等），最下方

有费用合计数。

8）提供支付订单、分票清单和流水单 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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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此界面提供增值服务申购和查询功能。目前集·运易宝共损快提服务包已上线！服务包的数据以装船

出运时最终的卸港提单信息为准，传输数据依起运锁船时的信息进行整船报送。

如申购并且报送审批通过，提单号将获得激活码，您识别生成的二维码后可进入查询页面。后续我司

将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出口” 二级菜单“增值服务”

2）点击网站上方的蓝色一级菜单，例如“出口”“进口”等可快速进入【网站地图】，查找您的界面更加

方便。

界面标题 Guide 小图标点击链接此界面的操作指南。并且有快捷链接进行跳转。

※筛选方式

①提单创建时间段

②船名航次

③提单号

※查询方法

1）选择您的查询方式，点击“查询”。优先级：提单号 > 船名航次（需要勾选）> 时间段

2）可以查看到相应的提单列表清单，标注提单号、提单类型、目的地、船名航次、购买服务的状态等。

筛选状态分为 购买和未购买及全部，可点击后过滤筛选。

备注：如果在订舱编辑界面购买了我们的增值服务，在服务状态会显示“已购买”、“已激活”等。

如申购并且报送审批通过，显示已激活，并且有服务码，在入口处可点击【查看二维码】或者提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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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情。

如果需要申购，在截单前都可以购买。点击提单号进入购买界面。

3）如果申购，下方有服务购买说明，点击“去购买”后选择 是 或者否，最终提交保存即可。

4）如果已申购且激活，查看详情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查看服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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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您需要了解详细服务流程，可在二维码扫描后进入单票查询界面最下方“服务流程”中了解。见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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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箱申请
用户为特殊货物申请集装箱，并跟踪审批状态。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特殊申请  特种箱申请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特种箱申请”

※2 类特种货物

○1 AK 超高超宽 ○2 DG危险品

※3 种查询方式

○1 申请时间段 APPLY DATE ○2 船名航次 VESSEL&VOY ○3 申请 ID 号 APPLY ID / REFNO

如文字输入框内有编号，则默认以 ApplyId/Refno方式申请和查询。

如船名航次查询则勾选 Vessel 左侧的选择框打“√”。

如按照申请时间区间查询，则选择框和文字输入框都不选，点击“Retrieve”如有列表则是历史申请记录。

TYPE 列是代表申请类别，STATUS 代表审批状态。

EDIT 是未提交；PENDING 是待审批；APPROVE 是同意；REJECT 是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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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操作

新增：“Apply AK”/“Apply DG”
修改：点击 APPLY_ID 中的数字，打开历史记录进行修改，确认保存点击“Save”。
删除 Delete:已批准的状态改成“Revoke”，未审批的数据状态改成“Delete”。记录依然保留，只是审批部

门查询不到。

预览 View:显示特种货物录入的所有信息明细

※AK 货物录入信息：基本信息包括船名、航次、Refno、卸货港、交货地、电话、电邮、是否 Email 通知、

备注、可增加附件。AK 箱的箱型尺寸、件数、重量、总长宽高、前超后超和长宽高、corner post status、
special stowage requirement、commodity 等。注意：总长宽高、前超后超和长宽高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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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货物录入信息：

1）基本信息包括船名、航次、Refno、卸货港、交货地、电话、电邮、是否 Email 通知、备注、可增加附

件。

2）录入 DG 货物的危险品信息：IMO CLASS、UNNO、SUBSIDIARY RISK、PACKING GROUP、CARGO STATUS、
MARINE POLLUTANT、LITMITTED QTY、SEGREGATION GROUP、OUTER PACKAGES、INNER PACKAGES、EMS NO、
ERG 、MFAG NO、FLASH POINT、EMERGENCY CONTACT、PROPER SHIPPINGNAME、TECHNICAL NAME、GROSS
WGT、NET WGT、NET EXPLOSIVE WGT。
PACKING GROUP：""/ "I"/ "II"/ "III" (可为空)

CARGO STATUS: "SOLID"/ "LIQUID"/ "GAS"

MARINE POLLUTANT: "YES"/"NO"

LITMITTED QTY: ""/ "YES"/ "NO" (可为空)

SEGREGATION GROUP: ""/ "1 acids"/ "2 ammonium compounds"/"3 bromates"/"4 chlorates"/"5

chlorites"/"6 cyanides"/"7 heavy metals and their salts (including their organometallic

compounds)"/"8 hypochlorites"/"9 lead and its compounds"/"10 liquid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11 mercury and mercury compounds"/"12 nitrites and their mixtures"/,"13

perchlorates"/"14 permanganates"/"15 powdered metals"/"16 peroxides"/"17 azides"/"18

alkalis"/"19 None"

3）添加箱型尺寸个数，点击“Match”绑定对应的 D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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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绑定后显示如下，并可以点击“预览”查询信息。

预览：



92 / 112

超期使用费减免申请
用户向我司提出提单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减免申请。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特殊申请  超期使用费减免申请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超期使用费减免申请”

※两种查询方式：

1、单票申请

2、单航次下多票申请

※操作方法

一、单票申请：

1）对于用户所在港口(含有港口英文名称的任何字母组合，与之匹配的相关地点列表进行补充显示)，录入

提单号后点击“查询”。

2）如果输入的提单号有效，会列出该提单的基本信息

3）点击提单号，进入申请界面。

※ 2 种申请方式： 按照箱型申请/ 按照箱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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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申请类型：

DEML : Demurrage POL 装港申请减免滞期费

DEMD: Demurrage POD 卸港申请减免滞期费

DETL: Detention POL 装港申请减免滞箱费

DETD: Detention POD 卸港申请减免滞箱费

DEM&DET: Demurrage & Detention 申请减免滞期费和滞箱费

※按照箱型申请：请挑选 Container Type，在需要申请减免的箱型前的选择框内打“√”，在申请类型列表

中选择类型，然后点击“ADD-箱类型”。

※按照箱号申请：请挑选箱号，在需要申请减免的箱号前的选择框内打“√”，在申请类型列表中选择类

型，然后点击“ADD-箱号”。

5）下方列表新增数据行中维护 Days/Discount/Sum/Rate 和 Remark（必输项）。确认保存请点击“保存更新”，

如需退出请点击“退出返回”，如删除请点击“DEL”

※字段说明

Days: 天数

Discount: 折扣

Sum: 总计

Rate: 费率

以上方式任选其一即可。

Remark：申请理由（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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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航次多票

1）选择船名、航次，点击查询后，用户订舱确认的提单号在下方列表中

2）如果单票可以点击绿色的提单号，如果是多票申请，在提单号前方的 check 框内打勾，然后点击“批

量申请”按钮

3）勾选的多票提单下箱型、箱号都会列出来，申请同一中的单票申请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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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期使用费减免查询
用户可以查询已提交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减免申请的提单审批状态。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特殊申请  超期使用费减免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超期使用费减免查询”

※两种查询方式：

1、船名航次查询

2、提单号查询

※船名航次查询

1）选择船名航次，点击“检索”。

2）下方列出所有本航次下已申请的滞箱费/滞期费的减免申请列表， 表示等待审批中。

3）拖动横向滚轴可跟踪销售，分公司、销售部、箱管部门审批状态。

同意显示“ ”及审批时间，拒绝显示“拒绝”及拒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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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LASS 分成 5 种状态：

DEML : Demurrage POL 装港申请减免滞期费

DEMD: Demurrage POD 卸港申请减免滞期费

DETL: Detention POL 装港申请减免滞箱费

DETD: Detention POD 卸港申请减免滞箱费

DEM&DET: Demurrage & Detention 申请减免滞期费和滞箱费

※提单号查询

1）输入提单号，点击“检索”。

2）下方列出此提单号已申请的滞箱费/滞期费的减免申请列表， 表示等待审批中。

3）拖动横向滚轴可跟踪分公司、销售部、箱管部门审批状态。

同意显示“ ”及其时间，拒绝显示“拒绝”及其拒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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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站操作
场站用户可以查询船名航次的提单数据，便于装箱；场站用户也可以导出装箱报文，与其自有系统共享数

据，或者方便验箱查询使用。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 特殊申请  场站操作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场站操作”

※查询方法

1）筛选方式有 2 种：

①订单创建时间段筛选，精确到小时分钟；

②选择船名航次，船期的时间区间默认前 7 天到后 30 天的船名列表，如果修改可修正后点击蓝色循环图

标进行刷新。

2）点击“时间段检索”或者“单航次检索”，可以查看到提单列表，订舱人、船名航次、卸港目的港、预

配及货物信息有呈现。

3）点击具体提单号，可以查询到该票货物信息，预配箱和对应的报关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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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报文方法

1）下载格式分成 TXT 格式/EXCEL 格式，目前 TXT 格式是青岛版本，EXCEL 是大连版本。

①订单创建时间段筛选，精确到小时分钟；

②选择船名航次，船期的时间区间默认前 7 天到后 30 天的船名列表，如果修改可修正后点击蓝色循环图

标进行刷新。

2）无须点击检索，直接点击按钮“导出报文”，对应不同的筛选方式即生成对应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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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箱点变更
针对场站，堆场用户，提单的原提箱点的用户有权修改提箱点的权限，并且实现提箱二维码转移的功能。

解决客户提箱困难的问题。注意只适用于部分口岸。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 主页: 特殊申请  提箱点变更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提箱点变更”

※查询方法

1）筛选方式有 2 种：

①船名航次筛选，船期的时间区间默认前 7 天到后 30 天的船名列表，如果修改可修正后点击蓝色循环图

标进行刷新。

②提单号筛选。

2）对应不同的筛选方式，点击“检索”则可以查看到提单列表，订舱人、船名航次、卸港目的港、预配

箱类型和数量有呈现。

3）点击具体提单号，进入编辑界面，在“新装箱点”下选择后点击“保存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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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放箱
与我司签署协议得客户、车队、堆场等可以自助放箱。后台通过可放箱量控制，自己选择提箱堆场。直接

生成二维码放箱单或者发送到指定邮箱，大大节省客户成本。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 主页: 特殊申请  出口放箱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出口放箱”

※查询方法

1）登陆到该页面后，提示有客户名称、可放箱量、已放箱量、剩余箱量。让客户一目了然放箱情况。

2）填写提单号后，点击“检索”则可以查看到提单的船名航次。确认后点击“NEXT>>>”。

3）进入放箱界面，填写放箱个数，提箱堆场和还箱堆场。最终点击“放箱”保存。

4）放箱成功后，如需生成换单 pdf 则点击“二维码 PDF”按钮，如需发送给指定邮箱，可确认邮箱地址，

点击“发送附件邮件”即可。如操作有误，可在下方列表中选择行，点击“作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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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进）口放箱查询
与我司签署协议得客户、车队、堆场等自助放箱后，可以查询放箱进度和缴费情况。并可生成清单。

进口放箱查询同此。

※程序入口

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箱管” 二级菜单“出口放箱查询” / “进口放箱查询”

※查询方法

1）可以通过时间段和单提单号检索的方法查询。

2）查询结果如下图。状态分成 3 种：已结算、待缴费、未装船。清单显示提单号、船名航次、放箱人、

目前状态、箱号、箱型、费用名称、应收、减免、实收、提箱时间、装船时间、使用天数、减免天数、超

期天数等。

5）点击“状态”栏目的类别，例如查看“已结算”，可快速过滤，并且排序在最前面，方便定位。

4）需生成 PDF 文件，先选择需要打印的提单号，在 NO.后方的可选框内✔，然后点击“打印清单”按钮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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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报关
多式联运的出口报关公司查看提单信息和生成电子版中转通知书，盖章后上传。标记每票报关情况。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出口报关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出口报关”

※三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中转船名、航次

3、操作提单的时间段区间

可附加状态条件，如果勾选则累加条件。状态分为：已通知报关、报关操作中、关封未到、已取消报关、

已完成报关。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提单号 > 勾选中转港船名航次 > 时间段（区间不超过 30 天），点击“检索”。

2）列表中可查询一程二程船舶信息、提单号、海船挂靠码头、预计离港时间、海船卸港、驳船装港、箱

量箱型、目前状态。

2）报关公司跟随业务动态，标记每票提单的状态，可单票或多票批量操作。先选择更新动态，再点击按

钮保存。如完成报关显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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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关公司可在线生成中转通知书和 Excel 清单。

4）打印出通知书后，盖章后，上传 PDF 或者图片文件附件。已上传附件的提单号在列表中有黄色标签标

注，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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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报关
多式联运的进口报关公司查看提单信息和生成中转通知书。标记每票报关情况。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进口报关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进口报关”

※五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中转船名、航次

3、报关船名航次

4、后程船名航次

5、操作提单的时间段区间

可附加状态条件，如果勾选则累加条件。状态分为：已通知配船、已通知报关、报关失败、已完成报关。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优先级是提单号 > 勾选海船航次 / 报关或者实装的卸港、船名、航次组合查询 > 时

间段（区间不超过 30 天），点击“检索”。

4）列表中可查询海船船舶信息、挂靠码头、提单号、到港时间、目的港、报关船名航次、箱量箱型。提

单号颜色区分目前状态，绿色为已配船；红色为待完成。如完成报关✔，如已上传中转通知书标记黄

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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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关公司跟随业务动态，标记每票提单的状态，可单票或多票批量操作。

批量操作：先勾选批量操作的提单号，然后选择报关状态、填写快递单号和备注，再点击按钮“批量更新”。

单票操作：点击具体提单号，勾选多箱或者直接填写报关信息，点击保存。

5）报关公司可在线生成 IMPORT CARGO MANIFEST 和中转通知书。

6）打印出通知书后，盖章后，上传 PDF 或者图片文件附件。已上传附件的提单号在列表中有黄色标签标

注，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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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支线
多式联运的支线公司分配提单二程船名航次，在线生成进口货物舱单，中转通知书。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进口支线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进口支线”

※五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中转船名、航次

3、报关船名航次

4、后程船名航次

5、操作提单的时间段区间

可附加状态条件，如果勾选则累加条件。状态分为：已通知配船、已通知报关、报关失败、已完成报关。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优先级是提单号 > 勾选海船航次 / 报关或者实装的卸港、船名、航次组合查询 > 时

间段（区间不超过 30 天），点击“检索”。

2）列表中可查询海船船舶信息、挂靠码头、提单号、预计到港时间、目的港、报关船名航次、箱量箱型。

提单号颜色区分目前状态，绿色为已配船；红色为待完成。如完成报关✔，如已上传中转通知书标记黄色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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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线公司跟随业务动态，标记每票提单配船信息，可单票或多票批量操作。

批量操作：先勾选批量操作的提单号，然后选择报关状态、填写快递单号和备注，再点击按钮“批量更新”。

单票操作：点击具体提单号，勾选多箱或者直接填写配船信息，点击保存。

4）报关公司可在线生成进口货物舱单，可批量或单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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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代理
多式联运的代理公司查询提单二程船名航次，在线生成进口货物舱单，中转通知书。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进口支线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进口支线”

※五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中转船名、航次

3、报关船名航次

4、后程船名航次

5、操作提单的时间段区间

可附加状态条件，如果勾选则累加条件。状态分为：已通知配船、已通知报关、报关失败、已完成报关。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优先级是提单号 > 勾选海船航次 / 报关或者实装的卸港、船名、航次组合查询 > 时

间段（区间不超过 30 天），点击“检索”。

2）列表中可查询海船船舶信息、挂靠码头、预计到港时间、目的港、实装船名航次、签单时间和类型。

如操作过到货通知已发送，NT 列显示✔，如操作过换单，在 D/O 列显示✔。

3）操作“到货通知”和“D/O确认”：勾选提单号，点击上方相应按钮。查看进口舱单，如勾选显示费用，

则报表内包含费用，反之则不包含。

5）点击具体提单号，查看具体提单信息和箱信息。



109 / 112

5）点击具体箱号查看箱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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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运一代查询
一级代理公司查看属于自己的所有提单信息和生成集装箱清单。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联运一代查询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联运一代查询”

※三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船名航次

3、操作提单的时间段区间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优先级是提单号 > 勾选干线装港的船名航次 > 时间段（区间不超过 30 天），点击“检

索”。

2）列表中可查询海船船舶信息、挂靠码头、预计开航时间、收货地、目的港、实装箱量等

3）点击具体提单号，可查看所有提单明细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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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运二程修改
多式联运客户批量修改二程海船。

※程序入口

1）通过电子商务主页:多式联运  联运二程修改

2）通过电子商务一级菜单“多式联运” 二级菜单“联运二程修改”

※两种查询方式：

1、单提单号

2、船名航次

※操作方法

1）根据条件筛选，点击“检索”。

2）列表上方按照提单状态和目的港进行了分类，可进一步筛选提单列表。

※两种申请方式：

1、申请开航时间批量修改：勾选提单号，填写申请开航日期，点击“批量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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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装卸港和时间段过滤出具体的船名航次批量修改：

点击具体提单号，该票提单的装卸港和时间段组合过滤出我司海船航次和预计离港时间，选择您要申请的

航次后，并且勾选需要修改的提单号，最终保存点击“批量修改”按钮。

请注意装港-卸港，多票提单批量操作请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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