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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旨在为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利益相关方（名单详

见附录 8.1）以参加杭州亚运会为目的而运送亚运物资到杭州、

宁波、温州、金华、绍兴和湖州等城市提供指南。指南内容包

含利益相关方运送物资和装备进出中国海关应遵循的相关法

律规定、政策要求、操作程序、关键联系人信息以及中国政府

有关新冠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杭州亚组委充分认识到利益相关方物资和装备顺利进境

和出境的重要性，会同中国海关等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暂时进

境亚运物资的管理政策和操作程序，并成立了关务与货运团队

为利益相关方物资通关提供协助。杭州亚组委推荐的报关和国

际货运代理服务商为利益相关方提供报关和国际货运代理服

务。

本指南还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与赛会相关的关键日期和

联系人、货运政策、货运说明、场馆配送程序及通清关和检验

检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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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赛会简介

1.1 关于赛会

2022年第 19届杭州亚运会，将于 2022年 9月 10日至 25日举行。

杭州亚运会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定位、“中国特色、浙江风

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为目标，秉持“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的办会理念，坚持“以杭州为主，全省共享”的办赛原则。杭州亚运会

包含 40个大项和 61个分项，预计有超过 44个国家（地区）奥委会

代表团的近 10500名运动员参赛。杭州亚运会比赛项目分布在杭州及

其附近的 5个协办城市，分别是宁波、绍兴、温州、金华、湖州，共

54个竞赛场馆。

1.2 竞赛场馆及项目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包含 40个大项和 61个分项，将在 54个竞

赛场馆举行。场馆主要分布在杭州市。足球、藤球、帆船、龙舟、沙

排、篮球、排球比赛项目分布在杭州附近的 5个协办城市，分别是宁

波、绍兴、温州、金华、湖州。场馆的相关信息如下，公路项目的路

线图将另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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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竞赛和训练场馆

图 1-1 杭州亚运会竞赛场馆分布图

表 1-1 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场馆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分项名称 类型 场馆名称 地区

备注

（独立训练场馆/比
赛和训练合用场馆）

1 游泳

花样游泳
比赛/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共用场馆
跳水

游泳

水球

比赛 黄龙体育中心游跳馆 杭州

训练 杭州游泳健身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训练 上城体育中心水球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马拉松游泳
比赛/
训练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游泳赛场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 射箭
比赛/
训练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3 田径
比赛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训练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田径场 杭州

4 羽毛球
比赛/
训练

滨江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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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棒垒球
棒球 比赛/

训练
绍兴棒（垒）球体育文化中心

绍兴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垒球 绍兴

6 篮球

5*5篮
球

比赛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 杭州

比赛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 杭州

比赛 绍兴奥体中心体育馆 绍兴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3*3篮
球

比赛/
训练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篮球场 湖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7 拳击
比赛 杭州体育馆 杭州

训练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重竞技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8 皮划艇
激流回旋 比赛/

训练
富阳水上运动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静水 杭州

9 板球
比赛/
训练

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板球场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10 自行车

场地自行车

比赛/
训练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自行车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山地自行车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山地自行车赛场 杭州

公路自行车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公路自行车赛场 杭州

小轮车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小轮车赛场 杭州

11
体育舞

蹈
霹雳舞

比赛/
训练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12 龙舟
比赛/
训练

温州龙舟运动中心 温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13 马术

盛装舞步
比赛/
训练

桐庐马术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三项赛

场地障碍赛

14 击剑
比赛/
训练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15 足球

比赛 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

杭州
比赛 临平体育中心体育场

比赛 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比赛 萧山体育中心体育场

比赛 金华体育中心体育场
金华

比赛 浙江师范大学东体育场

比赛 温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温州

比赛 温州体育中心体育场

训练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训练 浙江理工大学体育场

训练 中国计量大学北体育场

训练 浙江财经大学东体育场

训练 浙江传媒学院（下沙校区）体育场

训练 黄龙体育中心田径训练场

训练 杭州陈经纶体育学校体育场

训练 温州奥体中心训练场

温州
训练 温州大学（北校区）足球场

训练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足球场

训练 温州医科大学（茶山校区）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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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绍兴柯桥鉴湖足球场 绍兴

训练 金华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

金华
训练 金华第一中学足球场

训练 金华少体校足球场

训练 金华艾青中学足球场

16 高尔夫
比赛/
训练

西湖国际高尔夫球场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17 体操

竞技体操 比赛

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
杭州

艺术体操 比赛

蹦床 比赛

训练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操馆 独立训练馆

18 手球

比赛
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

杭州
浙江师范大学（萧山校区）体育馆

训练
杭州全民健身中心 独立训练馆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独立训练馆

19 曲棍球

比赛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

杭州
训练

浙江中医药大学体育场 独立训练馆

浙江警察学院体育场 独立训练馆

20 柔道
比赛/
训练

萧山临浦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1 卡巴迪
比赛/
训练

萧山瓜沥文化体育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2 武道

柔术
比赛/
训练

萧山临浦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克柔术
比赛/
训练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空手道
比赛/
训练

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3 智力项目

桥牌

比赛/
训练

杭州棋院（智力大厦）棋类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国际象棋 杭州棋院（智力大厦）棋类馆 杭州

电子竞技 中国杭州电竞中心 杭州

围棋
杭州棋院（智力大厦）棋类馆

杭州

象棋 杭州

24 现代五项
比赛/
训练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5 轮滑
轮滑 比赛/

训练
钱塘轮滑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滑板 杭州

26 赛艇
比赛/
训练

富阳水上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7 橄榄球
7人制

橄榄球

比赛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场 杭州

训练

浙江师范大学（萧山校区）体育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体育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28 帆船
比赛/
训练

宁波象山亚帆中心 宁波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29 藤球
比赛/
训练

金华体育中心体育馆 金华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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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射击

步手枪
比赛/
训练

富阳银湖体育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移动靶

飞碟

31 攀岩
比赛/
训练

绍兴柯桥羊山攀岩中心 绍兴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32 壁球
比赛/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国博壁球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33 乒乓球
比赛/
训练

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34 跆拳道
比赛 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体育馆 杭州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35 网球
网球 比赛/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网球中心

杭州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软式网球 杭州

36 铁人三

项

比赛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铁人三项赛场 杭州

训练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游泳训练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田径训练场 杭州 独立训练馆

37 排球

排球
比赛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馆 杭州

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 杭州

德清体育中心体育馆 湖州

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心体育馆 绍兴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沙滩排球
比赛/
训练

宁波半边山沙滩排球中心 宁波
比赛和训练

合用场馆

38 举重
比赛 萧山体育中心体育馆 杭州

训练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重竞技馆 杭州 独立训练馆

39 摔跤
比赛 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体育馆

杭州
训练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独立训练馆

40 武术
比赛 萧山瓜沥文化体育中心

训练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重竞技馆 独立训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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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非竞赛场馆

表 1-2 非竞赛场馆清单

序号 场馆名称 地理位置

1 赛时总指挥部 杭州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 7、8层

2 开闭幕式场馆 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3 亚运村

运动员村（AV）
杭州萧山区

钱江世纪城
媒体村（MEV）

技术官员村（TOV）

4 淳安运动员分村
一区（地中海俱乐部度假村酒店）

二区（泰山七号服务式公寓）

5 宁波象山运动员分村 宁波半边山工人疗养院

6 温州运动员分村 温州君庭酒店

7 金华运动员分村 君澜大饭店

8 桐庐运动员分村 桐庐开元名都大酒店

9 主媒体中心（MMC）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0 总部饭店（HQ） 待定

11 物流中心 浙江港宇圆通仓储设备研发及配套产业化基地

1.3 杭州及协办城市介绍

1.3.1 杭州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是中国东南部的重要

交通枢纽，辖上城、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临平、钱塘、

富阳、临安 10个区，桐庐、淳安 2个县，建德 1个县级市，市域面

积 1.6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193.6万人。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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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至运动员村、运动员分村距离、时间表

起点 终点 距离 时间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运动员村 22公里 30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淳安运动员分村 215公里 175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金华运动员分村 167公里 125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温州运动员分村 312公里 240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宁波运动员分村 235公里 180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桐庐运动员分村 115公里 100分钟

1.3.2 宁波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辖海曙、江北、镇海、北仑、鄞州、奉化

6个区，宁海、象山 2个县，慈溪、余姚 2个县级市。宁波市陆域面

积 9816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 8355平方公里。

宁波市象山县将承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帆船帆板和沙滩排球

项目比赛，并设有运动员分村。

表 1-4 距离/时间表（宁波）

到运动员分村的距离/
行驶时间（公里/分钟）

到亚帆中心的距

离/行驶时间（公

里/分钟）

到沙排比赛场馆距

离/行驶时间（公里

/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232/180 / /
运动员分村 / 35/40 2.5/5

1.3.3 温州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辖鹿城、龙湾、瓯海、洞头 4个区，

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 5个县，瑞安、乐清、龙港三个县级

市。温州市陆域面积 1211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8649平方公里。

温州市将承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足球项目小组赛和龙舟项目

比赛，并设有运动员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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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距离/时间表（温州）

到运动员分村

的距离/行驶时

间（公里/分钟）

到温州体育中

心的距离/行驶

时间（公里/分
钟）

到温州龙舟运

动中心的距离/
行驶时间（公里

/分钟）

到温州奥体中

心的距离/行驶

时间（公里/分
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312/240 / / /

运动员分村 / 14/25 4/10 26/30

1.3.4 绍兴

绍兴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辖越城、柯桥、上虞 3个区、新昌 1

个县，诸暨、嵊州 2个县级市，绍兴市陆域面积 8274平方公里。

绍兴市将承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棒垒球、攀岩项目比赛和篮

球、排球项目小组赛。

表 1-6 距离/时间表（绍兴）

到绍兴市奥体中心

的距离/行驶时间

（公里/分钟）

到绍兴市亚运

棒垒球文化中

心的距离/行驶

时间（公里/分
钟）

到中国轻纺城体

育中心的距离/行
驶时间（公里

/分钟）

到绍兴市羊山攀

岩中心的距离/
行驶时间（公里

/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40/47 35/45 30/43 30/43

杭州亚运村 50/50 40/45 38/45 36/45

1.3.5 金华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部，辖婺城、金东 2个区，浦江、武义、

磐安 3个县，兰溪、东阳、义乌、永康 4个县级市，金华市陆域面积

11000平方公里。金华市将承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足球项目小组

赛和藤球项目比赛，并设有运动员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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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距离/时间表（金华）

到金华市运动员分村

的距离/行驶时间（公

里/分钟）

到金华市体育中心的

距离/行驶时间（公里

/分钟）

到浙江师范大学的

距离/行驶时间（公里

/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167/125 / /

运动员分村 / 9/15 10/15

1.3.6 湖州

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辖吴兴、南浔 2个区，德清、长兴、安吉

3个县，湖州市域面积 5820平方公里。

湖州市德清县将承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排球项目小组赛和三

人制篮球项目比赛。

表 1-8 距离/时间表（湖州）

到德清县体育中心的距离/行驶时

间（公里/分钟）

到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三人篮球场

的距离/行驶时间（公里/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71/60 75/60

杭州亚运村 55/40 60/45

1.4 赛事组织机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2016年 3月 18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成立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的函》中，明

确同意成立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作为独立事业法人，具体

负责组织、协调亚运会全部筹备和举办工作。2017年 8月 27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中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指出“2022年，中国杭州

将举办第十九届亚运会。我们将全力支持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相信

杭州市有能力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90%8C%E6%84%8F%E6%88%90%E7%AB%8B2022%E5%B9%B4%E7%AC%AC19%E5%B1%8A%E4%BA%9A%E8%BF%90%E4%BC%9A%E7%BB%84%E5%A7%94%E4%BC%9A%E7%9A%84%E5%87%BD%E3%80%8B/194809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5%90%8C%E6%84%8F%E6%88%90%E7%AB%8B2022%E5%B9%B4%E7%AC%AC19%E5%B1%8A%E4%BA%9A%E8%BF%90%E4%BC%9A%E7%BB%84%E5%A7%94%E4%BC%9A%E7%9A%84%E5%87%BD%E3%80%8B/1948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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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键日期

表 1-9 关键日期

时间 工作安排

2022.06 代表团货物移入

2022.08.01 主媒体中心移入期

2022.08.27 运动员村预开村

2022.09.03 运动员村正式开村

2022.09.03 运动员分村开村（淳安、桐庐、宁波、金华、温州）

2022.09.04 主媒体中心运行

2022.09.10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2022.09.24 宁波运动员分村闭村

2022.09.25 杭州亚运会闭幕式

2022.09.25 桐庐运动员分村闭村

2022.09.26 温州运动员分村闭村

2022.09.27 淳安、金华运动员分村闭村

2022.09.28 运动员村闭村

2022.09 代表团货物移出

1.6 闭环管理条件下的货物防控政策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人物同防”的总体要求，杭州亚运会

从“人员防护、货物防疫、环境防疫”三个方面，按照“非必要不开箱、

谁开箱谁消毒、防疫到最小独立包装单元”原则落实消毒措施。全力

做好物流服务人员、涉赛事物资、相关场所空间内的物流服务防疫管

理工作。

具体详情请见《杭州 2022年亚运会物流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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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联系人与合作伙伴

2.1 物流业务领域关务与货运团队

杭州亚组委针对涉赛物资进出境事务组建了物流业务领域关务与

货运团队（以下简称“关务与货运团队”），各利益相关方就涉赛物资进

出境政策与程序相关问题可联系我们并得到协助。

关务与货运团队邮箱：customs@hangzhou2022.cn

2.2 杭州亚运会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将为

杭州亚运会提供物流服务。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年 5月 28日

在上海创立，是中国大型民营快递品牌企业，致力于成为“引领行业发展

的公司”。公司始终秉承“客户要求，圆通使命”的服务宗旨和“诚信服务、

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快递物流、科技、航空、

金融、商贸等为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运营商和供应链集成商。圆通速递

股份有限公司明确上海圆通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为报关代理服

务企业。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邮箱：customs@yto.net.cn

联系人：黄建璋（国际运输）+86-185-2124-0002

陈佳伟（国际运输）+86-138-1718-8325

吕伟浩（海关事务）+86-152-0195-2223

2.3 国际货运政策简介

各利益相关方负责各自参赛物资的国际运输，可以选择杭州亚组委

mailto:customs@hangzhou2022.cn
mailto:customs@yt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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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物流赞助商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自行选择其他企业为其

提供服务。杭州亚组委不承担国际运输产生的费用。

2.4 海关事务政策简介

各利益相关方负责各自参赛物资的通清关工作，可以选择杭州亚组

委推荐的报关代理服务商上海圆通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也可以

自行选择其他企业为其提供服务。杭州亚组委不承担海关通清关产生的

费用。

各利益相关方如需要使用杭州亚组委出具的海关依法认可的银行

保函，则必须选择杭州亚组委推荐的报关代理服务企业，并且由该企业

统一负责暂时进境物资进口和出口报关业务。各利益相关方请于货物到

达前 3个月将货物清单、选定的货运代理服务商、报关代理服务商、其

他相关文件证明及需要协助的事项告知杭州亚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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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关管理

3.1 海关管理政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国家进出口管理的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的要求，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服务商应

在规定的期限、地点，采用电子数据报关单或者纸质报关单形式，向中

国海关报告实际进出口货物情况，并接受中国海关的审核。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可以自行向海关申报，也可以委托报关服

务商向海关申报。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的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受委

托的报关服务商应当预先在海关依法办理报 。为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

人、受委托的报关服务商办理申报手续的人员，也应当是在海关备案的

报关人员。

报关服务商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委托办理报关手续的，应当与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签订有明确委托事项的委托协议，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应当向报关服务商提供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报关服务商接受

进出口收发货人的委托，办理报关手续时，应当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

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合理审查。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受委托的报关企业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

日起十四日内向海关申报。出口货物发货人、受委托的报关服务商应当

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二十四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超过规

定时限未向海关申报的，海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征收滞报金。申报日期

是指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期。不论以电子数据报关单方式申报或以

纸质报关单方式申报，海关以接受申报数据的日期为接受申报的日期。

准许进出口的货物、进出境物品，由海关依法征收关税。进口货物

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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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

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估定。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

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但是其中包含的出口关税税额，应当予以扣除。

进出境物品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确定。

3.2 通关管理机构

3.2.1 中国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统称“海关总署”）负责全国海关工

作、海关监管工作、进出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征收管理、出入境卫生检疫

和出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出入境食品检验检疫、进出口商品

法定检验等工作。

3.2.2 杭州海关

杭州海关是海关总署下属的直接管理机构，管辖浙江省（除宁波市

以外）的各项海关管理工作。基本任务是进出境监管、征收关税和其他

税费、查缉走私、出入境检验检疫、编制海关统计，并承担口岸管理、

保税监管、海关稽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国际海关合作等职责。

3.3 进出境口岸

杭州亚运会组委会指定如下口岸作为赛会官方物资进出境口岸：

空运口岸：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空港大道

官方网站：http://www.hzairport.com/

http://www.hz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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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口岸：宁波舟山港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269号

官方网站：http://www.nbport.com.cn/gfww/

3.4 知识产权保护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以及其他相关

权利人就杭州亚运会有关商标、专利、作品、商业秘密、特殊标志等客

体享有的专有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浙

江省第 19届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包括但不限于：

一、亚奥理事会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译名和缩写，下同）、

会徽、会旗、会歌、口号；

二、杭州亚组委的名称、徽记、域名；

三、杭州亚运会的名称、会徽、吉祥物、会旗、会歌、口号；

四、杭州亚运会火炬、运动员奖牌、纪念章，杭州亚组委自行或者

委托他人设计的服装、纪念品，杭州亚运会特许商品等的外观设计或者

其他专利；

五、杭州亚组委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创作的与杭州亚运会有关的文

字、摄影、音乐、美术、图形、计算机软件等作品；

六、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仪式、开幕式、闭幕式等活动的设计方案、

彩排信息，以及其他与杭州亚运会有关的依法属于商业秘密的商业信

息；

七、其他受法律、法规保护的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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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使用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应当取得杭州

亚运会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许可。侵犯杭州亚运会知识产权的，依法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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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货物-通关信息

杭州亚运会筹备及赛时期间，杭州亚组委根据《亚奥理事会章程》、

《主办城市合同》等各项协议和有关义务约定及亚运会惯例，为保证赛

事顺利运行提供“安全、高效、顺畅、专业”优质的物流服务，为利益相

关方的物资、设备进出境提供通关服务，确保各项赛事所需物资依法合

规高效通关。

4.1 暂时进境物资税收管理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暂时进出境管理办法》适用于海关对暂时进

境、暂时出境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复运出境、复运进境货物的管理。通

常情况下，货物通过暂时进境相关程序进入中国需向中国海关支付相当

于应纳税款的保证金或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担保，并在复运出境后核销

结案，根据实际征免情况，办理保证金退转手续。更多有关中国海关关

于货物暂时进境的法律法规，请参阅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755412/index.ht

ml。

4.2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管理

杭州亚运会筹办和赛时期间，利益相关方用于杭州亚运会的暂时进

境物资，可以由杭州亚组委向杭州海关提供银行保函办理税款担保，前

提是利益相关方需与杭州亚组委预先签订《杭州 2022年亚运会暂时进

境物资税款保函使用承诺书》（以下统称“保函使用承诺书”，详细内容

见附录 8.2），并选择杭州亚组委推荐的报关代理服务商，由该服务商统

一办理暂时进境物资通关手续，方可使用担保额度。利益相关方凭杭州

亚组委出具的《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物资证明函》（以下统称“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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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函”，内容详见附录 8.3）办理暂时进境物资备案、申报及通关手续。

利益相关方也可以使用ATA单证册方式，凭杭州亚组委出具的物资

证明函和ATA单证册办理暂时进境物资备案、申报及通关手续。

对于使用杭州亚组委税款担保及使用ATA单证册方式办理通关的

暂时进境物资，中国海关将免收税款保证金；暂时进境物资在规定时间

内全部复运出境后，中国海关将免征关税及其他费用。无论利益相关方

使用上述两种或者其他何种方式办理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备案、申

报及通关手续，杭州亚组委均将协助确保其享受中国海关给予的通关便

利。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前，经中国海关同意不

再复运出境的，利益相关方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按照规定向海关办

理进口纳税或其他相关手续。

利益相关方自行负责物资运输至中国、抵达中国后运送至场馆及在

中国储存和使用过程中需要的财产保险服务。

4.3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办理流程

4.3.1 使用杭州亚组委税款担保办理暂时进境流程

杭州亚组委税款担保方式是由杭州亚组委统一开立银行保函提供

给杭州海关作为税款总担保，意在代表利益相关方向杭州海关承诺暂时

进境物资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会被全数原状复运出境，杭州海关免于收取

关税保证金，从而为各利益相关方办理物资暂时进境提供了时间上和程

序上的便利。可以使用杭州亚组委税款担保办理的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

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 各种体育器材

• 比赛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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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设备

• 医疗设备

• 安保设备

• 通讯设备

• 电视转播设备

• 新闻报道设备

• 医疗用品

• 转播车辆

上述部分物资办理暂时进境时，需要向中国相关主管部门提前申请

办理证明材料，具体信息可参考第 7章。

使用税款担保方式办理暂时进境流程如下：

一、签署承诺书

利益相关方若选择使用税款担保方式，需要最少提前三个月与杭州

亚组委取得联系并签署一份保函使用承诺书，承诺相关物资会在规定的

时间内全数原状复运出境，如果未按时复运出境，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

利益相关方全额承担。承诺书由利益相关方授权签字人签署后将扫描件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关务与货运团队备案。

二、选定货运及报关代理商

利益相关方自行选择货运及报关代理服务商，但是如需要使用杭州

亚组委出具的海关依法认可的担保，则必须选择杭州亚组委推荐的报关

代理服务商，并且由该服务商统一负责暂时进境物资进口和复运出境报

关业务。如果利益相关方选择推荐外的其他企业为其提供报关代理服

务，则不能享受杭州亚组委提供的税款担保，需自行向杭州海关（或其

他申报地海关）支付相当于应纳税款的保证金或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担

保。选定货运及报关代理服务商后，应由保函承诺书中确认的指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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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少提前三个月将相关详细信息（参照保函使用承诺书相关条款的规

定）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给关务与货运团队备案。

三、提交物资清单草稿版

使用税款担保方式，利益相关方需要提交《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

境物资清单》（内容详见附录 8.4，以下统称“物资清单”）。为了确保各

利益相关方的暂时进境物资能够顺利通关，利益相关方应最少提前三个

月由保函承诺书中确认的指定联系人将物资清单草稿版发送给关务与

货运团队进行预审（如果利益相关方已经按流程 2选定货运及报关代理

服务商，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完成在杭州亚组委的备案工作，也可以由

货运及报关代理服务商的联系人发送物资清单草稿版）。如发现不属于

杭州亚运会赛时使用或在禁限进口范围的物品等情况，杭州亚组委将存

在问题反馈至利益相关方，由利益相关方按照要求调整拟暂进的物资种

类并对物资清单进行相应修改。

四、正式提交物资清单

不晚于暂时进境物资起运前 14天，利益相关方应由与签发保函使

用承诺书一致的授权签字人（利益相关方如果变更授权签字人，需提前

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在关务与货运团队进行备案）签发最终版物资清

单，并由利益相关方、货运代理或报关代理服务商的指定联系人将扫描

件正式提交至关务与货运团队审核。各利益相关方物资如需分批多次运

输入境，只需与杭州亚组委签署一次保函使用承诺书，在每批次物资起

运前将该批物资的物资清单正式提交至杭州亚组委审核。

※请注意：如果物资清单正式提交时间太晚，可能会影响物资清单

审核和签发亚运物资证明函等后续工作，进而造成暂进物资不能及时通

关。

五、签发物资证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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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关务与货运团队对利益相关方提交的最终版物资清单

审核确认后，签发物资证明函，证明函将包含税款担保银行保函编号、

物资清单编号等相关信息。

※请注意：物资证明函和物资清单是采用税款担保方式办理杭州亚

运会暂时进境物资通关手续的必备关键文件，杭州海关将根据这两份文

件确认进境物资是否属于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从而根据相应政策

予以免收关税保证金。

六、进行海关申报

利益相关方的报关代理服务商将物资证明函和物资清单复印件连

同其他报关申请材料按照中国海关的要求进行暂时进境物资备案及海

关申报手续。进行海关申报时需向杭州海关提供的材料清单如下：

• 杭州 2022亚运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 物资清单；

• 涉证管理的货物，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 装箱清单、发票、提运单等相关证明文件；

• 中国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请注意：为了便于办理后续手续，提运单的“Consignee”根据需

要填写货运代理或报关代理，“Notify Party”须填写“杭州亚组委

（HAGOC）”，具体细节请与货运代理或报关代理公司核实确认。

七、办理通关手续

物资到达口岸后，由报关代理服务商办理通关手续，配合海关机构

按照相关要求和系统指令完成卫生检疫、包装检验、动植物检疫等相关

检验检疫工作。

八、运送物资至场馆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办理完所有海关手续被海关放行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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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组委将指定物流服务商提供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到竞赛场馆、有关非

竞赛场馆的国内运输服务与物流中心的仓储存放服务。但亚奥理事会、

杭州亚组委另有政策与协议规定费用自理的除外。

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自行选择运输服务商和仓储服务商，产生的费

用自理。若物资抵达的口岸不是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产生的费用自理。

上述情况应于货物到达前三个月向杭州亚组委提出申请，以便办理进出

场馆或物流中心的车辆证件、人员证件。

九、暂进货物延期

暂时进境物资如果不能按时复运出境，报关代理服务商应在到期前

一个月按照中国海关相关政策程序要求向杭州海关申请办理暂进货物

延期手续，如果未能在到期前办理成功，暂进物资需按原定期限复运出

境。成功办理延期后，暂进物资在延长期届满前应当复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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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税款担保方式办理暂时进境流程图

4.3.2 使用ATA单证册办理暂时进境流程

ATA单证册是国际通用的海关文件，它是世界海关组织为暂准进口

货物而专门创设的。暂准进口货物可凭ATA单证册在各缔约方海关享受

免税进口和免予填写报关文件等通关便利。截至目前，亚洲已经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ATA单证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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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杭州亚运会涉ATA单证册制度国家和地区

中亚、西亚 巴林、伊朗、黎巴嫩、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东亚、东南亚、

南亚、太平洋

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印度、印度尼西亚、

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蒙古、

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越南

ATA单证册的签发和担保由各国担保商会负责。经中国国务院批

准、中国海关总署授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是

中国ATA单证册唯一的签发和担保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

认证中心具体执行ATA单证册签发和担保工作。经授权，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和宁波市委员会是ATA单证册的签发和电子

备案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事认证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号国际商会大厦

联系电话：010-82217078、7038、7185

电子邮箱：atachina@eatachina.com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杭州商会）

地址：杭州市解放东路 18号市民中心H座 2楼

联系电话：+86-571-85068812、+86-571-87008616

电子邮箱：mch@hz.gov.cn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波市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宁波商会）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2楼 E区

联系电话：+86-574-87861221、+86-574-87368110

电子邮箱：bzdt@ccpitnb.org

各利益相关方使用ATA单证册，需先了解ATA单证册在中国的适

用范围。目前中国海关接受“展览会及交易会货物”、“专业设备”、“商业

样品”和“体育器材”四种用途的暂时进境物资使用ATA单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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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ATA单证册自签发之日起 1年有效，但这并不是单证

册项下货物的合法停留期限，合法停留期限由办理货物暂准进口手续的

海关填写在ATA单证册白色进口存根第 2栏“货物复出口/向海关申报的

最后日期”栏内。

各利益相关方可或通过委托代理人登陆网站获取更多ATA单证册

在中国的相关信息：http://www.eatachina.com/。使用ATA单证册方式办

理暂时进境物资的流程如下：

一、申请办理ATA单证册

各利益相关方向所在国或地区的担保商会申请办理ATA单证册，签

发ATA单证册时，需注意使用英文或者中文填写ATA单证册，同时在

第一页C栏“货物用途”处填写四种用途之一，例如“体育器材”或“专业设

备”等。

二、签发物资证明函

各利益相关方将所在国或地区的担保商会签发的 ATA单证册扫描

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杭州亚运会关务与货运团队，经审核确认

后，将向各利益相关方签发亚运会物资证明函。

三、ATA单证册电子备案

在利益相关方或其授权代理服务商持ATA单证册向中国海关申报

杭州亚运会暂进物资时，应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申请ATA单证册电子备案。货运渠道的备案工作可由货运代理完成，备

案成功后，再向中国海关申报入境。旅检渠道则需要持证人或其授权代

表在提取行李后主动向口岸现场海关申报ATA单证册项下货物，并在海

关验讫放行后三个工作日内，联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

商会)，补办ATA单证册电子备案手续。ATA单证册仅需在暂时进境时

办理电子备案手续，在复运出境时无需再次办理电子备案手续。杭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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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赛前或赛事期间，如果中国政府关于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要求有所

调整，届时按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的相关要求办

理。

四、进行海关申报

利益相关方或其授权代理服务商将物资证明函复印件和 ATA单证

册连同其他报关申请材料按照中国海关的要求进行暂时进境物资备案

及海关申报手续。中国海关只接受用中文或者英文填写的ATA单证册，

进行海关申报时需向杭州海关提供的材料清单如下：

• 杭州亚运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ATA单证册原件；

• 涉证管理的货物，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 装箱清单、发票、提运单等相关证明文件；

• 中国海关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

五、办理通关手续

物资到达口岸后，由报关代理服务商办理通关手续，配合海关机构

按照相关要求和系统指令完成卫生检疫、包装检验等相关工作。

六、运送物资至场馆

物资到达口岸后，由报关代理服务商办理通关手续，配合海关机构

按照相关要求和系统指令完成卫生检疫、包装检验等相关工作。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办理完所有海关手续被海关放行后，杭州

亚组委将指定物流服务商提供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到竞赛场馆、有关非

竞赛场馆的国内运输服务与物流中心的仓储存放服务。但亚奥理事会、

杭州亚组委另有政策与协议规定费用自理的除外。

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自行选择运输服务商和仓储服务商，产生的费

用自理。若物资抵达的口岸不是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产生的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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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应于货物到达前三个月向杭州亚组委提出申请，以便办理进出

场馆或物流中心的车辆证件、人员证件。

七、暂进货物延期

ATA单证册项下亚运物资如果不能按期复运出境，持证人或其报关

服务商需注意延长三个期限：第一，中国海关给予的合法停留期限。即

上文提到的由办理货物暂准进口手续的海关填写在ATA单证册白色进

口存根第 2栏“货物复出口/向海关申报的最后日期”栏内的日期。须在到

期前（建议提前 2个月）向暂准进口海关提交《货物暂时进/出境延期办

理单》以及相关材料，办理延期；第二，外国海关给予的合法停留期限。

即由办理货物暂准出口手续的海关填写在ATA单证册黄色出口存根第2

栏“免税复进口最后日期”栏内的日期。须在到期前向暂准出口海关申请

延期；第三，ATA单证册有效期。ATA单证册自签发之日起 1年有效。

如需延期，须在到期前向原国外签证机构申请续签单证册。延长期届满

前应当复运出境。

4.3.3 非赛事专用方式办理暂时进境流程

如果各利益相关方选择杭州亚组委推荐外的其他企业为其提供报

关业务服务，且暂时入境的杭州亚运会物资不在ATA单证册使用范围

内，则需各利益相关方自行向杭州海关（或申报地海关）支付相当于应

纳税款的保证金或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担保。然后由其报关代理服务商

按照海关规定的一般流程办理暂时进境物资备案、海关申报及通关手

续，办理完所有海关手续被海关放行后，自入境口岸运输至各竞赛场馆

或非竞赛场馆的运输应由利益相关方自行负责。暂时进境物资如果不能

按时退运出境，报关代理服务商应在到期前一个月按照中国海关相关政

策程序要求向杭州（或申报地海关）办理暂进货物延期手续。延长期届

满前应当复运出境。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后到暂时入境备案海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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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结案，根据实际征免情况，办理保证金退转手续。

4.4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

4.4.1 税款担保方式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

利益相关方若使用税款担保方式暂时进境杭州亚运会物资，需在中

国海关批准的暂进期限届满前或在延长期届满前按照原状复运出境。办

理复运出境时应提供的材料清单：

• 发票、合同或者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单据；

• 提运单；

• 物资清单、杭州亚运会物资证明函的复印件；

• 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后，利益相关方或其报关服务商

应当向杭州海关申请办理担保结案手续。办理担保结案手续时应提供暂

时进境报关单和复运出境报关单及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杭

州海关审核无误后对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予以担保结案。

无论是否办理延期手续，利益相关方使用税款担保方式办理入境的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最晚应在杭州亚运会结束后一个月内全部复

运出境。

4.4.2ATA单证册方式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

对于ATA单证册方式暂时进境杭州亚运会物资，需在中国海关批准

的暂进期限届满前或在延长期届满前按照原状复运出境。利益相关方使

用ATA单证册方式办理入境的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最晚应在杭州

亚运会结束后一个月内全部复运出境。办理复运出境时应提供的材料清

单：

• 发票、合同或者协议以及其他相关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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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运单；

• 物资证明函的复印件；

• ATA单证册；

• 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杭州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后，利益相关方或其报关代理商

应当向办理暂时进境备案手续的海关申请办理担保结案手续。办理核销

结案手续时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ATA单证

册及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海关总署设立ATA核销中心，对

全国海关ATA单证册的有关核销业务进行协调和管理。ATA单证册项

下的亚运会暂进物资未能按照规定复运出境的，ATA核销中心将向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提出追索。自提出追索之日起九

个月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向海关提供货物已

经在规定期限内复运出境或者已经办理进口手续证明的，ATA核销中心

可以撤销追索；九个月期满后未能提供上述证明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将向海关支付税费和罚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将向各利益相关方向所在国或地区的担保商会

进行追索。

4.4.3 非赛事专用方式暂时进境物资复运出境

如果利益相关方通过自行向申报地海关支付相当于应纳税款的保

证金或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担保方式办理暂时进境物资手续，需在中国

海关批准的暂进期限届满前或在延长期届满前按照原状复运出境。杭州

亚运会物资全部复运出境后，利益相关方或其报关业务服务商凭暂时进

境报关单、复运出境报关单及海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向办理暂

时进境备案手续的海关申请办理担保结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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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物-运输信息

5.1 装运单据

为将货物运往中国入境，所需的文件，需要提供一套标准的原始文

件，其中包括：

• 杭州亚组委要求和签发的相关文件（详见第 4章）；

• 发票和装箱单；

• 运输文件：空运提单（AWB）或提单（B/L）；

• 中国海关需要的其他文件。

5.2 装运包装

包装、木质包装和标签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兼容，以避免在运输、

搬运和储存过程中损坏。

所有包装和/或松动部件必须有清晰的标签详细说明：

•AWB或提单号；

• 机场或始发港；

• 机场或目的港；

• 件数和总重量；

• 收货人信息；

• 最终目的地的全名和地址。

如果是木质包装（板条箱/托盘/材料），在运往中国之前，必须在

原产国进行熏蒸。

为了证明木质处理的有效性，必须在包装外部标记、盖章以下信息，

并且这些信息应易于看到：

• IPPC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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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国家代码；

• 指定给进行熏蒸的公司的唯一编号，即国家植物保护组织；

• 熏蒸方法等。

5.3 场馆运输

参赛物资完成进境通关手续后，杭州亚组委将指定物流服务商提供

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到竞赛场馆、有关非竞赛场馆的国内运输服务。各

利益相关方也可以自行选择运输服务商，产生的费用自理。若物资抵达

的口岸不是物资官方进出境口岸，产生的费用自理。 但亚奥理事会、杭

州亚组委另有政策与协议规定费用自理的除外。

此外，在杭州亚运会各场馆的移入期、闭锁期和移出期等不同阶段，

运输参赛物资到达竞赛场馆、有关非竞赛场馆的运送政策和程序也会有

所不同。

5.3.1 移入期

各场馆的集中移入、移出时间段将依照各场馆的施工进度和运行计

划制定。

杭州亚组委将收集各利益相关方物资运输需求，并有针对性的为各

场馆提供集中移入、移出运输排期服务，协助各场馆进行物流配送服务。

在此期间，各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将货物运进或运出场馆。此外，货

物和运载货物的车辆在获准进入场馆前可能会接受安全检查。

杭州亚组委建议将所有亚运会相关的参赛物资在移入期运抵最终

目的地。

5.3.2 闭锁期

杭州亚运会场馆的赛时闭锁期预计从亚运会开幕前起至赛事结束，

各场馆闭锁期将另行发布。在闭锁期向场馆运送货物的供应商应满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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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求：

• 主配送计划：货物配送车辆必须列入主配送计划，这是由杭州亚

组委物流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用以控制进入各场馆的货物配送车辆。

• 人员证件：所有货物配送车辆的司机和乘员必须持有有效和适当

的亚运会身份注册卡。

• 车辆证件：所有货物配送车辆必须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显示正确

的车辆证件才能进入场馆。

• 安检证明：所有进入场馆的货物配送车辆必须具备安保封签，并

通过人员、车辆安全检查。

5.3.3 移出期

在亚运会结束后，场馆运营工作完毕，各场馆将开始进入货物移出

期，所有亚运会物资将被逐渐运出。此阶段视场地情况及运作时间安排

而定，因各场馆情况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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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及个人物品-通关信息

6.1 人员抵达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人员入境口岸。

持有外交签证或者礼遇签证进出境的亚奥理事会官员、外国政府官

员等人员享受相应通关礼遇；杭州亚运会各赛事利益相关方可凭杭州

2022年亚运会身份注册卡享受通关便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设置亚运

会海关专用通道，为注册人员办理随身携带行李和托运货物的海关手

续。其他参会人员应遵守中国入境相关规定和流程办理人员及行李的通

关入境。

人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后入境流程具体详情请见《抵离指南》。

6.2 个人物品

个人携带一般生活物品进境，应当遵循“自用、合理数量”原则，中

国海关按规定予以免税放行（酒精饮料、烟草等除外）；超出“自用、合

理数量”范围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6.3 特别管理的个人物品

考虑到各利益相关方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实际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如

计划以随身行李等方式携带食品饮料、药品、体育器材、医疗设备、采

访器材等物品入境，需要提前向杭州亚组委提交相关书面申请材料并获

得相关杭州亚运会物资证明，凭相关书面申请材料以及杭州亚组委出具

的证明文件办理海关通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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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食品、饮料、化妆品及动植物产品

利益相关方以随身携带方式或以分运行李方式进境的自用食品、饮

料、化妆品及动植物产品进境，需填写《杭州 2022年亚运会代表团进

境自用物资清单》（详见附录 8.5，以下统称“自用清单”）、《杭州 2022

年亚运会进境自用物资证明》（详见附录 8.6，以下统称“自用证明”）和

《杭州 2022年亚运会代表团自用物资安全卫生责任自负声明》（详见

附录 8.7，以下统称“卫生责任自负声明”），并由同一航班同行人的代表

签字后至少提前 3天发送至关务与货运团队邮箱。

关务与货运团队在收到上述三份文件后对申报物品范围和数量进

行合理性审核，审核通过后出具《杭州 2022年亚运会自用物资担保函》

（详见 8.8），利益相关方将上述文件复印件一并提交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同时杭州亚组委向中国海关提交备案，证明此类物品仅为自用，且监督

各利益相关方在赛后将未消耗部分随队携带离境。

需要办理检疫审批的申报物品（详见附录 8.9《进境需办理检疫审批

产品名录》），各利益相关方需提前向海关提供产地证明和有效检疫证

书等文件并按相关要求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境外赞助商提供的专供代表团的食品、饮料、化妆品及动植物产品，

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6.3.2 药品

随身携带药品进境应遵守中国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根据《海关总

署令第 4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表）》，鸦片、

吗啡、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能至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品禁止进境。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因治疗疾病需

要，个人凭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本人身份证明，可以携带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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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最大用量以内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携带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入境时需向海关出示医生证明、处方复印件和身份证件或者护照。

携带个人自用的其他自用非麻醉药品和非精神药品入境，应当以自用合

理数量为限，并接受海关监管。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6.3.3 体育器材及医疗设备

利益相关方随身携带的体育器材和医疗设备应填写自用清单、自用

证明，并由同一航班同行人中的代表签字后至少提前 3天发送至关务与

货运团队邮箱，关务与货运团队审核后出具自用物资担保函，利益相关

方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一并提交海关办理通关手续，同时确保此类物品

仅为自用，且赛后将随队离境。

若相关设备具备无线电收发，卫星信号收发等功能，则应按照现行

海关监管要求向海关申报并提供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6.3.4 采访器材

持杭州亚组委签发的身份注册卡的境外记者携带进境的采访器材，

强烈建议提前办理ATA单证册，在进出境时凭ATA单证册向海关申报

并办理通关手续；如确实无法办理ATA单证册，须填写物资清单并至少

提前 3天发送至杭州亚运会关务与货运团队，凭杭州亚组委签发的亚运

会物资证明函以及物资清单等文件的复印件办理通关手续。

非注册境外记者携带进境的采访器材，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08年

第 104号、2009年第 19号、2009年第 31号的有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携带采访器材出境时，可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09年第 59号规定，办理

保证金异地返还事宜。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 37 -

6.3.5 生物制品或者血液制品

利益相关方随身携带自用且仅限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用的特殊物

品（生物制品或者血液制品）入境时，应当按照《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

检疫管理规定》（原质检总局令第 160号公布，根据原质检总局令第 184

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243号修改）向海关出示医院的有

关诊断证明及处方，允许携带量以处方或者说明书确定的一个疗程为

限。对携带非自用特殊物品的，应当在特殊物品到达前向目的地海关申

请特殊物品审批，入境时提供《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并

接受海关检疫查验。

具体详情请见《海关通关须知》。

※请注意：对于本章节涉及的需利益相关方提交及杭州亚组委签发

的各种材料，请妥善保管，以便利益相关方在杭州亚运会赛后办理出境

手续时，根据实际需要提供必要材料供海关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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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填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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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特殊物资的进口

7.1 食品、化妆品、动植物及其产品

进境食品、化妆品、动植物及产品的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应当提前向海关

办理备案手续。

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境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等中国有关动植物及其产品

出入境检疫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境前需要办理检疫审批的动植物及产品、特殊物品以及动物源性食品、

植物源性食品及食用水生动物等食品（产品范围详见附录 8.9《进境需办理检

疫审批产品名录》），进口商或其代理人需提前到海关办理检疫审批手续。

7.2 药品和医疗设备

利益相关方以随身行李形式携带用于杭州亚运会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入境，

参见章节 6.3.2。

以货运形式入境的药品及医疗器械和设备应向杭州亚组委提交物资清单，

各利益相关方在填写物资清单时应明确标注该部分物资为赛事期间自用药品，

杭州亚组委审核后出具亚运物资证明函并担保该批物资仅为利益相关方自用，

且赛后未消耗部分不得销售并须随队复运出境。各利益相关方或其报关服务商

凭亚运物资证明函及其他相关材料按照暂进方式向海关申报，涉及麻醉成分的

药品应按照现行监管向海关申报并提供主管机构出具的证明。具体流程可参考

第 4章杭州亚运会物资暂进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以货运形式入境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不能与其他物品混装，应独立单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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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同时建议在办理药品和医疗设备通关手续时应有专职医疗官员在通关现

场，对相关情况和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解决。

7.3 比赛用枪支和弹药

参赛枪支、弹药进境，须得到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各国家（地区）奥委会

需在参赛报名（按姓名报名）时另附《杭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枪支（弹药）

信息表》，杭州亚组委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境外代表团所携带的参赛枪支号

码、枪支类型、生产商以及弹药的型号和数量必须与信息表中填报信息一致。

参赛枪支、弹药随境外代表团到达口岸后，由杭州亚运会枪弹管理专项团

队、出入境边检机关及境外代表团相关人员共同清点核实枪支、弹药的型号和

数量。经清点核实无误后，参赛枪支、弹药移交枪弹管理专项团队进行集中运

输、存放。

在航班运输（携运）过程中，必须遵循人、枪、弹分离原则，枪支、弹药

应当分别装箱，通过大件物品托运；如乘坐火车、汽车，枪支、弹药应当分别

装箱。

参赛枪支和未用完的弹药在赛后必须随境外代表团复运出境。

关于参赛枪支、弹药管理事宜的具体规定，详见后续发布的参赛枪弹管理

有关政策。

7.4 马匹

各国家（地区）奥委会负责参赛马匹、饲料及相关器材的国际运输，并承

担运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费用。杭州亚组委将会推荐一家马匹运输国际代理

商供各国家（地区）奥委会选用，但不承担运输费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马

匹唯一入境口岸，杭州亚组委负责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到马术比赛场馆的运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 43 -

输。

马术比赛场馆位于杭州桐庐，参赛马匹均需按照中国海关指定的参赛马匹

检疫和卫生要求进行检疫。境外参赛马在向中国出口前，应事先取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总署签发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参赛马启运前须在经输出

国家/地区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中方认可的出口前隔离场隔离检疫，隔

离检疫时间及疫病检测要求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参

赛马的检疫和卫生要求》；中国海关将采用实地或远程预检方式对参赛马实施

预检。境外参赛马入境时，入境口岸海关将进行现场查验，现场查验合格后押

运至杭州桐庐马术中心进行隔离检疫，具体的隔离检疫要求和程序，以海关总

署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第 19届亚洲运动会参赛马的检疫和卫生要

求》、《第 19届亚运会马术项目参赛马检疫指南》为准。

进口饲草、饲料和铺垫物事先须向海关总署（由杭州海关受理）申请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携带入境的自用饲草、饲料必须

作为货物集中申报，并按上述要求办理入境检疫手续。饲料、饲草不能作为个

人行李物品携带入境，否则作销毁处理。进口饲草、饲料抵达口岸时由口岸海

关实施现场查验，经现场查验合格的，调运到指定地点存放；现场查验不合格

的，根据海关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复出境参赛马需处于中国海关监管之下，离境前 24小时内由海关实施临

床健康检查合格后，签发《动物卫生证书》，方可出境。不返回启运国家/地

区，前往其他国家/地区的参赛马，需提供拟入境国家/地区官方兽医机构的许

可证明。对参赛马有具体检疫要求的，按照双方商定的检疫要求进行检疫。需

要进行隔离检疫的，应按规定期限在指定的隔离检疫场进行。

参赛马匹可以暂时免税进境，但须按时复运出境。办理马匹通关手续可使

用杭州亚组委提供的担保（海关依法认可的担保），并确保参赛马匹按时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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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否则应当自行按照货物进出口的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

7.5 服务犬与伴侣动物

携带导盲犬入境，须持有输出国和地区官方动植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动

物卫生证书、狂犬病疫苗注射卡、导盲犬经专业训练的证明和护照，现场检疫

合格后予以放行。

携带伴侣犬或猫入境，每人每次限带一只犬或一只猫，携带人应当向海关

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狂犬病疫苗接

种证书和护照。

携带入境的宠物应在海关指定的隔离场隔离检疫 30天（截留期限计入在

内）。需隔离检疫的宠物应当从建设有隔离检疫设施的口岸入境。海关对隔离

检疫的宠物实行监督检查。海关按照指定国家或地区和非指定国家或地区对携

带入境的宠物实施分类管理，具有以下情形的宠物免于隔离检疫：

• 来自指定国家或者地区携带入境的宠物，具有有效电子芯片，经现场检

疫合格的；

• 来自非指定国家或者地区的宠物，具有有效电子芯片，提供采信实验室

出具的狂犬病抗体检测报告（抗体滴度或免疫抗体量须在 0.5IU/ml以上）并经

现场检疫合格的；

• 携带宠物属于导盲犬、导听犬、搜救犬的，具有有效电子芯片，携带人

提供相应使用者证明和专业训练证明并经现场检疫合格的。

指定国家或地区名单、采信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的实验室名单、建设有隔

离检疫设施的口岸名单以海关总署公布为准。

携带宠物入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海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限期退回或者销

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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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宠物超过限额的；

• 携带人不能向海关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检疫机构出具的有

效检疫证书或狂犬病疫苗接种证书的；

• 携带需隔离检疫的宠物，从不具有隔离检疫设施条件的口岸入境的；

• 宠物经隔离检疫不合格的。

对仅不能提供疫苗接种证书的导盲犬、导听犬、搜救犬，经携带人申请，

可以在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接种狂犬病疫苗。

作限期退回处理的宠物，携带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海关签发的截留凭

证，领取并携带宠物出境；逾期不领取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携带

宠物入境检疫监管工作的公告）和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64号。

7.6 野生动植物

野生动植物的进出境应遵循中国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赛

事利益相关方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用以申请相关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申请表。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印章；申

请人为个人的，应当有本人签字或者印章。

• 国务院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的进出口批准文件。

• 进出口合同。但是以非商业贸易为目的个人所有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进出口的除外。

• 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其他身

份证明；申请人为个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 进出口含野生动植物成份的药品、食品等产品的，应当提交物种成份含

量表和产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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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应当提交证明野外或者人工繁育等来源类

型的材料。

• 国家濒管办公示的其他所需材料。

利益相关方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和委托代理

合同。

海关验核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件办理海关通关手续。

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 34号）。

7.7 媒体和转播设备

7.7.1 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器材

无线电发射设备进境应遵循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凭无线电主管部门

批准文件办理海关进境手续；转播设备及电视转播车辆凭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文

件办理海关进境手续。

一、无线电频率管理

根据 ITU-R SM.2257-3研究报告，既往大型体育赛事管理经验和中国无线

电管理实践，将无线电发射设备划分为 12类型：陆地移动通信设备(LM)、手

持式对讲机(HR)、无线摄像机(WC)、无线麦克风(WM)、遥控遥测装置(TC)、

入耳监听系统(IEM)、无线局域网及蓝牙设备(WLAN&BT)、固定微波链路(FL)、

移动微波链路(ML)、固定卫星地球站(FES)、移动卫星地球站(MES)、其他

(OTH)。

杭州亚运会赛时免于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设备包括公众移动通信终端

（手机）、计算机的嵌入式无线网卡、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功率在 2MW

以下的汽车遥控钥匙和照相机的无线遥控装置、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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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技术要求的个人使用的生物医学遥测和医疗植入及相关配套设备、智能手

表、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等可穿戴式智能设备。

境外用户（含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外国记者，香港、澳门和台湾记者）、

境内用户在杭州亚运会赛时在杭州市或者其他赛区场馆及特殊控制区域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和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上述免于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的设备除外），应当在 2022年 4月 30日前通过杭州亚运会无线电频率申请网

站（网址：https://spectrum.hangzhou2022.cn/）提交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由浙

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根据管理权限，依法向用户作出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申请人可以在杭州亚运会无线电频率申请门

户上获得《杭州 2022年亚运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电子打印件并自行

下载打印。

外国领导人、各国驻华使节和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携

带、寄递或者以其它方式运输应取得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设备，向工

信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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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杭州亚运会频率申请许可整体流程

二、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器材入境要求

在杭州亚运会赛时需要在亚运场馆及特殊控制区域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和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境外用户办理无线电台（站）和无线电发射设

备暂时进境手续时，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无线电发射设备临时进

关审查批件》打印件及其他必要的材料。暂时进境的无线电台（站）和无线电

发射设备应当按照海关相关管理规定按时复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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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进境应遵循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关验

核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及其授权的省市广播电视局出具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施进口审查许可证明》办理通关手续。

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

播 地 面 接 收 设 施 管 理 规 定 》 、 中 国 无 线 电 管 理 标 准 规 范

（http://www.srrc.org.cn/standard.aspx）。

7.8 展览品

为杭州亚运会举办的各类展会所需的下列进境展览用品，中国海关将根据

实际情况对其数量和总值进行核定，在合理范围内的，按照相关规定免征进口

环节税：

一、展览活动中的小件样品（酒精饮料、烟草制品及燃料除外），包括原

装进口的或者在展览期间用进口的散装原料制成的食品或者饮料的样品。此类

小件样品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由参展人免费提供并在展览期间专供免费分送给观众使用或者消

费；

（二）单价较低，作广告样品用；

（三）不适用于商业用途，并且单位容量明显小于最小零售包装容量；

（四）食品及饮料的样品虽未按照本款第 3项规定包装分发，但确实在活

动中消耗掉的。

二、为展出的机器或者器件进行操作示范被消耗或者损坏的物料。

三、布置、装饰临时展台消耗的低值货物。

四、展览期间免费向观众散发的有关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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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展览会使用的档案、表格及其他文件。第一点所列进口展览用品超

出限量的，超出部分应当依法征税；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所列展览用品，

未使用或者未被消耗完的，应当复运出境，不复运出境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

进口手续。其他超出免税范围的物资应按规定交纳税款。

7.9 捐赠物品

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捐赠用于杭州亚运会的进口物资，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

各利益相关方以暂时进口方式进口的亚运物资赛后无偿捐赠给县级及以

上人民政府或政府机构、杭州亚运会场馆法人实体、特定体育组织和公益组织

等机构，需提出书面申请经杭州亚组委审核批准后，海关免征进口税和进口增

值税。

7.10 机电产品

暂时进境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无需办理免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赛后留用

或销售的强制性认证产品，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旧机电产品入境请先查询相关产品的监管信息，暂时进境旧机电可免予目

的地检验，且必须复运出境，不得境内留用或销售。利益相关方可通过货运及

通关代理商办理旧机电产品入境相关手续。

7.11 体育器材

利益相关方以随身行李形式携带用于杭州亚运会的体育器材入境，参见章

节 6.3.3。

以货运形式入境的体育器材应向杭州亚组委提交体育器材清单，杭州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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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关务与货运团队审核后出具物资证明函，各利益相关方或其报关服务商凭物

资证明函及其他相关材料按照暂进方式向海关申报，具体请参考第 4章杭州亚

运会物资暂进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杭州亚运会赛后，以货运形式入境的体育器材应完数复运出境；若赛时期

间因合法捐赠或出现无法预判的器材损耗并导致丢弃等原因造成无法全数复

运出境，相关利益相关方应将剩余部分复运出境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杭州亚组

委提交书面证明，说明不能复运出境的货物种类、数量、原因等情况，杭州亚

组委审核后提交杭州海关予以备案核销。

7.12 锂电池（充电宝）

赛事所用锂电池（充电宝）以及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携

式电子装置或电子医疗装置运输中应当遵循《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

定》、《关于加强旅客行李中锂电池安全航空运输管理的通知》、《锂电池航

空运输规范》、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以及中国其

他现行有关锂电池航空运输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考虑到各国监管要求略有

差异，各利益相关方应详细了解本章内容并在货物启运前与货运代理商提前沟

通确认，以确保锂电池（充电宝）以及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

携式电子装置或电子医疗装置顺利入境及复运出境。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中国

民用航空局网站：http://www.caac.gov.cn。

7.12.1 相关定义

锂电池：电化学体系中含有锂（包括金属锂、锂合金和锂离子、锂聚合物）

的电池。锂电池包含锂金属电池、锂离子电池。

充电宝：指主要功能用于给手机等电子设备提供外部电源的锂电池移动电

源。

http://www.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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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额定能量

锂电池（充电宝）上应清楚明确标识额定能量瓦特小时（Wh）。若锂电

池（充电宝）上没有直接标注额定能量数值，则可以通过公式Wh=V×Ah计算

额定能量。（V）指标称电压，（Ah）指标称容量，标称电压和标称容量通常

标记在锂电池（充电宝）上。

如果锂电池（充电宝）上只标记有毫安时（mAh），可将该数值除以 1000

得到安培小时（Ah）。

7.12.3 锂电池（充电宝）入境运输管理

锂电池（充电宝）及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

或电子医疗装置以随身携带、行李托运或货物运输方式运输至中国，具体咨询

启运国货运公司或者货运代理商了解相关要求。

7.12.4 锂电池（充电宝）出境运输管理

一、旅客个人自用的锂电池（包括各种电子设备的备用电池）、充电宝：

额定能量≤100Wh，旅客可以手提行李或随身携带，不能托运，每人最多

可带两块或根据航线里程确定合理数量限制；

额定能量在 100Wh～160Wh（含）之间，旅客可以手提行李或随身携带，

不能托运，每人最多可带两块且需运营人批准；

额定能量＞160Wh，禁止手提、随身和托运等任何方式携带。

注意事项：

对额定能量标量不清或无标量或无法判断额定能量值的锂电池、充电宝禁

止携带。

备用锂电池、充电宝符合要求的可以随身携带，禁止托运。

不得在飞行过程中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对于有启动开关的充电

宝，在飞行过程中应始终关闭充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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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电子吸烟装置（例如电子香烟、电子烟、电子雪茄、电

子烟斗、个人喷雾器、个人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等），参照锂电池（充电宝）

管理。

二、旅客出于个人自用或医疗用途目的携带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

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例如手表、计算器、照相机、手机、手提电脑、便携

式摄像机等）、便携式电子医疗装置（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喷雾器、

持续气道正压呼吸器（CPAP）等）：

额定能量≤100Wh，旅客可以自由选择托运行李、手提行李或随身等方式

携带；

额定能量在 100Wh～160Wh（含）之间，旅客可以自由选择托运行李、手

提行李或随身等方式携带，须经运营人批准；

额定能量＞160Wh，禁止手提、随身和托运任何方式携带。

三、锂电池（充电宝）及各类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电子设

备或电子医疗装置以货运方式航空运输出境时，应符合航空运输条件，提供物

品安全数据说明书或航空公司认可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符合航空运输条件的

鉴定书。

四、锂电池（充电宝）及各类内含锂金属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电子设

备或电子医疗装置以货运方式航海运输出境时，需联系有资质的机构办理货物

运输条件鉴定书。

7.13 禁止进境的物资

一、鸦片、吗啡、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物。

在特定情况下用于医疗目的进境的，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

二、各种武器、仿真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品（用于赛事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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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动植物

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动物尸体、

土壤。

四、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音像制品、计算机存

储介质及其他物品。

五、各种烈性毒药。

六、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他能传播疾病的食品、药品或其

他物品。

七、伪造的货币及伪造的有价证券。

八、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进境的其他货物、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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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通关便利化政策适用利益相关方名录

通关便利化政策适用利益相关方名录

运动员、各国家（地区）奥委会(NOCs)

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代表和贵宾（含国内贵宾）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亚洲体育单项联合会（AFs）

媒体

转播商

杭州 2022年亚运会组织委员会

经亚奥理事会、杭州 2022年亚运会组织委员会确认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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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杭州 2022年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税款保函使用承诺书

杭州 2022年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税款保函使用承诺书

致：杭州 2022年亚运会组织委员会

承诺人：（以下简称“赛事利益相关方”）

日期：

鉴于：

1.为杭州 2022年亚运会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开展之目的（“特定目的”），赛

事利益相关方运输物资（“暂时进境物资”）至中国关境，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中国海关”）规定的期限内从中国关境将相应货物复运出境。

2.根据在《亚奥理事会章程》及《主办城市合同》下的相关承诺，杭州亚

组委将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协助赛事利益相关方为暂时进境货物办理通清

关手续，且无需缴纳任何关税或税款。

为此，经中国海关审核批准，杭州亚组委将向中国海关提供由银行出具的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杭州 2022年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税款保函（以下简

称“保函”）。赛事利益相关方为使用保函特此向杭州亚组委提供杭州 2022年

亚运会暂时进境物资税款保函使用承诺书（以下简称“本承诺书”）。

基于上述情况，赛事利益相关方在此同意做出如下承诺:

（1）赛事利益相关方应在预计到港前 3个月书面通知杭州亚组委其官方

指定的货运代理和报关服务商（以下简称“代理机构”）的名称、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2）赛事利益相关方必须选择杭州亚组委推荐的报关服务商，并且货物

的进口和复运出境必须使用同一报关公司。

（3）赛事利益相关方应在暂时进境货物运抵中国关境之前，按照《2022

年第 19届亚运会海关和货运指南》中列出的操作流程，向杭州亚组委关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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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团队提交《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物资清单》（以下简称“物资清单”）。

物资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 货物的名称和描述；

• 货物的预定用途（赛后复运出境、比赛期间消耗或者在比赛期间可预计

损坏而不再复运出境）；

• 货物的数量、重量、大小；

• 货物价值(含单价和总价)；

• 代理机构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

（4）赛事利益相关方承诺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对暂时进境货物的相关规定，

及杭州亚组委的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赛事利益相关方应按照物资清单规定的时间和口岸将暂时进境货物运

入中国，并仅作特定目的使用。

• 赛事利益相关方有责任按照杭州亚组委和中国海关的要求对暂时进境

货物实施管控措施。

• 赛事利益相关方将按照物资清单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复运出境所有暂时

进境货物。暂时进境货物在复运出境之前毁损、销毁、被盗或者因正常消耗而

数量减少的，赛事利益相关方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杭州亚组委，并向杭州

亚组委和中国海关提交其所要求的相应证明文件。赛事利益相关方提出通过拍

卖、转让或捐赠方式处理任何暂时进境货物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杭州亚组委，

获得中国海关的事先批准并完成进口手续，如需缴纳税费的，则应依法缴纳相

关税费。

当暂时进境货物不论何种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从中国关境复运出境时，

赛事利益相关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杭州亚组委货物留在中国的现状（包括但不

限于名称、货物实际位置、货物的控制方及所有权人等），并提供杭州亚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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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文件。

• 相关暂时进境货物从中国关境复运出境前，赛事利益相关方应立即以书

面形式通知杭州亚组委相关信息。

• 赛事利益相关方可委托指定的代理机构代表其与杭州亚组委和中国海

关联系。

（5）赛事利益相关方承诺，如果由于赛事利益相关方违反本承诺书规定，

或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而导致杭州亚组委将需要按照中国海关的要求支

付税费、罚款、滞纳金和其他相关费用或杭州亚组委因此遭受任何损害的，赛

事利益相关方将于杭州亚组委发出补偿通知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按照通知中

规定的金额，无条件补偿杭州亚组委因此遭受的任何直接和间接损失。

（6）赛事利益相关方承诺将豁免包括杭州亚组委、亚奥理事会、中国奥

委会的董事、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人、指定人员或志愿者因其在本承诺书项

下履行或不履行相关事项而产生的任何可能的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罚款、

罚金、损失或费用。

（7）杭州亚组委将指定特定的部门就本承诺书项下相关事项的履行情况

与赛事利益相关方联系，协助赛事利益相关方处理暂时进境货物的通关程序，

并就暂时进境货物的控制和管理与赛事利益相关方协调和沟通。

（8）赛事利益相关方将指定该机构内一人作为杭州亚组委与之接洽的代

表，杭州亚组委将就本承诺书产生的任何问题与其沟通。该代表将作为杭州亚

组委唯一认可的联系人来提供相关信息，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承诺书、代

理机构的名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以及其他书面提交文件。该代表的联系信息

如下：

•姓名：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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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码：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传真号：

（9）本承诺书以及本承诺书项下暂时进境货物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均适用

中国法律法规并据此进行解释。

（10）在签署本承诺书之前，赛事利益相关方已仔细阅读、充分理

解并接受本承诺书之内容。本承诺书经由赛事利益相关方签署之日起生

效。赛事利益相关方应将签署后的承诺书进行彩色扫描，并由第 8条中确认的

联系人通过指定电子邮箱发送至关务与货运团队：customs@hangzhou2022.cn。

承诺人：

（赛事利益相关方）

授权签字人:

（授权签署的人员）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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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物资证明函

Letter of Evidence of Freight for the Hangzhou 2022 Games
（ ）海关证明函编号：

证明人：物资清单编号：

国别 运输工具 进境日期

提（运）单号 重量(Kg)
货物名称 数量

经营单位 十位编码

代理报关机构 十位编码

联系人：联系方式：

监管方式
□暂时

进境

□免税进

境

□正式进

口

□租赁货

运

□展览

品

□转关 □其他

保函编号 货值（人民币）

收货单位

备注

证明事项：

兹证明此票货物为杭州 2022年亚运会物资，仅用于杭州 2022年亚运会物资进境。杭州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保证按海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经办人：（签印）

证明人：（公章）年月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管海关备案：

进境地海关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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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物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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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进境自用物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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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杭州 2022年亚运会物资自用证明

杭州 2022年亚运会代表团物资自用证明

Declaration of Self-Use for the Hangzhou 2022 Games

代表团Delegation: （客户群名称Name of Client Base）

航班号 Flight Number:

本代表团保证附表所列物资全部为团体自用，保证不在团体之外使用。如有剩余，保证

退运或交中方销毁。如有违反，本团体将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goods, covered by the enclosed list is imported for the purpose of our

self-used and no other purpose, the residual goods will be re-export or destroyed under the

supervise of China Customs, if anything disobeyed, we’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签署人 Signature （Rank， name ofAuthorised Signing Officer）:

日期 Date: （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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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自用物资安全卫生责任自负声明

杭州 2022年亚运会代表团自用物资安全卫生责任自负声明

Declaration of Sanit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Hangzhou 2022 Games

代表团Delegation: （客户群名称Name of Client Base）

航班号 Flight Number:

本代表团保证附表所列物资符合安全卫生标准，如本团体在使用期间出现任何安全卫生

问题，本团体将自行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TheOrganization hereby certifies that the goods being imported into China，covered by the

enclosed list，is subject to the sanitary standards of China.Anymedical situation arising from use of

the listed goods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签署人 Signature (Rank，name ofAuthorised Signing Officer): \

日期 Date:（YYYY/M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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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杭州 2022年亚运会自用物资担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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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进境需办理检疫审批产品名录

一、动物及

动物产品

a.活动物及动物胚胎、精液、受精卵、种蛋及其他动物遗传物质；

b.进口动物血清制品、疫苗和生物制品；

c.食用性动物产品：肉类及其产品（含脏器、肠衣）、鲜蛋类（含

食用鲜乌龟蛋、食用甲鱼蛋）、乳品（包括生乳、生乳制品、巴氏杀菌

乳、巴氏杀菌工艺生产的调制乳）、水产品（包括两栖类、爬行类、水

生哺乳类动物及其他养殖水产品及其非熟制加工品、日本输华水产品

等）、可食用骨蹄角及其产品、动物源性中药材、燕窝等动物源性食品；

d.非食用性动物产品：生皮张类、原毛类、骨蹄角及其产品、蚕茧、

鱼粉、肉粉、骨粉、肉骨粉、油脂、血粉、血液等，含有动物成份的有

机肥料。

e.饲料产品：配合饲料、饲料用（含饵料用）冰鲜冷冻动物产品、

饲料用（含饵料用）水产品、加工动物蛋白及油脂、宠物食品和咬胶（罐

头除外）。

二、植物及

植物产品

a.种籽、苗木及其繁殖材料；

b.果蔬类：新鲜水果、茄科类蔬菜；

c.粮谷类：小麦、玉米、稻谷、大麦、黑麦、燕麦、高粱、油菜籽

以及其他杂粮类等；

d.豆类：大豆、绿豆、豌豆、赤豆、蚕豆、鹰嘴豆等以及其他杂豆

类等；

e.薯类：马铃薯、木薯、甘薯等及其加工产品；

f.饲料类：麦麸、豆饼、豆粕等；

g.烟草类：烟叶及烟草薄片；

h.植物源性中药材、植物源性肥料；

i.具有疫情疫病传播风险的植物源性食品。

三、转基因

动 植 物 产

品

涉及转基因标识目录范围的动植物产品，应当声明是否“转基因”，

如含转基因成份应当提供农业部出具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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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物

品

进境的微生物（病毒、细菌、真菌、放线菌、立克次氏体、螺旋体、

衣原体、支原体等医学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以及寄生虫、环保微生

物菌剂）、人体组织（人体细胞、细胞系、胚胎、器官、组织、骨髓、

分泌物、排泄物等）、生物制品（用于人类医学、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

疫苗、抗毒素、诊断用试剂、细胞因子、酶及其制剂以及毒素、抗原、

变态反应原、抗体、抗原-抗体复合物、核酸、免疫调节剂、微生态制剂

等生物活性制剂）、血液及其制品（人类的全血、血浆成分和特殊血液

成分、各种人类血浆蛋白制品）等应当经审批签发《入/出境特殊物品卫

生检疫审批单》。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境，进境后应当接受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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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是杭州亚运会的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将为

杭州亚运会提供物流服务，以下是其四个主要业务模块简介。

一、国际物流

圆通速递旗下圆通货运航空，获得国际航协证书，是世界货物运输

联盟WCA成员，自有全货机 19架（机队由波音 B767、B757和 B737

型飞机构成），累计开通国内、国际航线 100余条，航线网络覆盖东北

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在 2021年公布的国内 11家执飞国际航线的

航司中，圆通航空的国际航线占比排名第一。

圆通速递旗下圆通国际货代，经营海空国际航线达 2000余条，在

全球设立 50多个分公司及办事处，拥有全球代理商及合作伙伴 500多

个，业务覆盖 6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圆通速递可以全天候提供国际海空运、国内空运和陆运、跨境铁运

和陆运、空运包机服务、门到门运输、散杂货、工程及大件运输服务，

国内及国际文件和包裹服务以及其它定制化的国际物流服务。

二、关务服务

圆通速递的关务团队由资深的关务专业人士构成，背靠圆通速递全

网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嘉兴、青岛、珠海等 35个口

岸的通清关网络，亚运赛事期间可以提供各类相关关务服务：

（一）一般贸易、暂时进出口、ATA单证册、分运行李、保税、退

运货物等多元化关务服务；

（二）一站式通清关服务保障方案；

（三）现场协调/应急处置建议；

（四）7*24小时关务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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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运输

圆通速递拥有国内干线运输车辆 5500余辆，服务网点和终端门店

8.7万多个，各类转运中心 133个，服务能力覆盖全国各地。可以安全、

准时和高效地提供口岸、主物流中心、竞赛场馆、媒体中心和其它亚运

会场之间的货物中转运输服务，及各型定制化门到门服务：

（一）门到门服务；

（二）整车运输及零担运输特快专送；

（三）增值付费服务可按客户的需求定制，如货物的全程跟踪服务、

电话预约收货服务、目的地的卸货服务等。

四、物流仓储

圆通速递自 2012年开始仓配网络建设，凭借信息化技术、专业仓

储服务和快递网络等优势，实现全渠道仓配一体化服务。已在浙江、上

海、广东、江苏等全国 28个省份设立仓储基地，拥有上百个仓储中心，

自有仓储面积超 100万平米，省级仓储基地 28个，储备用地 10000亩，

日均包裹处理能力 100万件。

圆通速递为亚运专门建设的亚运主物流中心面积 25000平米，为高

标仓库，物资峰值处理能力超过 300吨/日。亚运期间可提供及时、准确、

安全、高效的物资配送和回收服务，并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制化的

存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仓配综合服务。

职能 姓名 手机 邮件

国际物流
黄建璋 +86-15901632836

customs@yto.net.cn
陈佳伟 +86-13817188325

关务服务 吕伟浩 +86-15201952223
国内运输 邓保利 +86-18252591317
物流仓储 迟宏斌 +86-13810521415

mailto:customs@yt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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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术语表

a）“the Hangzhou 2022 Games”代表 2022年杭州亚运会。

b）“Hangzhou 2022”代表杭州亚组委，由其负责组织承办 2022年杭

州亚运会。

c）“Stakeholders”指符合 2022年杭州亚运会海关及货运相关政策和

程序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详见附录 8.1。

d）“Commitment Letter”是 2022年杭州亚运会由利益相关方签署的

税款保函使用承诺书，包括各利益相关方使用杭州亚组委税款保函办理

暂进物资需要遵守的各项要求、操作程序以及因为违反本承诺书相关规

定而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e）“List of Imported Goods”是由 2022年杭州亚运会利益相关方提供

给杭州亚组委的文件，描述了其发运的杭州亚运会相关物资的详细信

息。

f）“Letter of Evidence”是杭州亚组委签发给利益相关方的文件，证

明利益相关方发运的物资用于杭州亚运会赛事。

g）“List for Self-use”是由杭州亚运会利益相关方提供给杭州亚组委

的文件，描述了其携带的用于杭州亚运会相关用途的自用物品的详细信

息。

h）“Letter of Proof for Goods for Self-use”是杭州亚组委签发给利益相

关方的文件，证明利益相关方携带的自用物品是用于杭州亚运会相关用

途。

i）“Bill of Lading”指海上货物运输单据。提单由承运人签发给托运

人，既是货物的收据，也作为运输合同的证据，也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

提单是一种可转让的票据，提单转让后，货物的所有权从一方转移到另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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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voice”是由利益相关方出具的货物发票。发票是海关官员确定

货物价值，以评估关税情况的依据。

k）“Consignor”是指发送货物的人，无论是通过陆运、海运还是空

运方式。

l）“Consignee”是指货物需要交付的收货人。

m）“Customs broker”是指专门为客户或者外贸企业办理进出口货物

运输、仓储和其他通关手续的代理人。

n）“Freight Forwarder”指出口商的代理人，代表出口商组织安全、

高效的货物运输，也包括处理包装和储存等工作。考虑到货物类型和客

户交付方式可以分为航运公司，航空公司或公路和铁路运营商。货运代

理也可与海外报关行进行安排，确保货物符合海关相关出口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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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杭州亚运会赞助商名录

本名录更新于 2022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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