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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介绍 



总体介绍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77号（关于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海关总署决定自2019年5月20日起，

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63号（关于扩大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范围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海关总署决定自2020年5月11日起，

在原有15种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基础上，增加输印尼和新加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

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原产地证书以及输印度的《亚洲—太平洋贸

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证书为可自助打印证书。其他事项按海关总署2019年第77号公告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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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介绍 



功能介绍 2 

原产

地证

自助

打印 

印章管理 

印章签名授权 

代理打印授权 

证书打印 

打印异常申请 



3 准备工作 



浏览器准备 3 
www.hebeieport.com 

使用最新
版本控件 



注册 3 



注册 3 



注册 3 



注册 3 



注册 3 



注册 3 



添加操作员 3 



添加操作员 3 



添加操作员 3 



添加操作员 3 



绑定IC卡 3 



印章签名准备 3 
印章规格： 
真实印章必须为红色或蓝色； 
圆形印章，直径不超过 4.5厘米； 
长方形印章，不超过 5.5厘米，宽不超过 4厘米； 
椭圆形印章，长轴不超过 5.5厘米，短轴不超过 4.5厘米； 
 
签字规格： 
签名必须使用黑色签字笔书写； 
签名大小尽量控制在4cm*4cm以内，尽量大些； 
 
扫描标准： 
将印章加盖在 A4 白纸 的中间，签名签在 A4 白纸 的中间； 
分别对整张白纸进行扫描，扫描成jpg图片； 
 



4 原产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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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4 



操作流程 4 

1.印章管理（印

章、签名制作） 

2.印章签名授权 

3.代理打印授权 4.证书打印 

5.打印异常申请 

原产地综合服务

平台 
http://ocr.customs.gov.cn:8080 



印章制作 4 
插入中国电子口岸法人卡 



电子签章 4 

公司名称（建议） 



修改印章 4 

修改印章需要插入法人卡，只能修改印章有效期 



签名制作 4 
插入中国电子口岸法人
卡 



签名制作 4 



印章签名授权 4 
插入中国电子口岸法人卡 



代理打印授权 4 
插入中国电子口岸法人卡 



安装控件 4 



证书打印 4 



证书打印 4 
请使用支持双面自动打印的彩色打印机进行打印！ 



打印异常申请 4 



证书类型 4 
1.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2.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3.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4.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5.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6.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7.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8.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9.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10.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地证书 
11. 《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输韩国和印度） 
12. 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13. 烟草真实性证书 
14. 转口证明书 
15. 加工装配证书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输印尼和新加坡） 



5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5 
1、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对打印机、纸张有什么要求？ 
答：配备彩色双面打印机，用 A4 纸即可打印。 
 
2、 以后原产地证书就只能自助打印，不能到现场领取吗？ 

答：企业可自主选择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或按原方式领取套打证书。同一份
证书只允许以其中一种方式申领一次。 
 
3、 打印的证书底色与套打证书有色差，是否正常？ 

答：因彩色打印机型号和性能不一，自助打印证书底色存在与套打证书色差的
可能，不影响证书使用。 
 
4、 申请的原产地证书页数较多，能不能自助打印？  
答：鉴于互联网网络带宽和打印机性能等原因，建议证书页数超过 10 页的采
取套打形式。 



常见问题 5 
5.如何进行代理打印？ 
答：委托企业应先在自助打印系统完成印章、签名制作及印章签名授权 ，并
在[代理打印授权]中对代理打印企业进行授权。 代理企业不需要进行印章和签
名的上传。 
 
6.必须使用中国电子口岸卡才能自助打印吗？  

答：印章制作、印章签名授权、代理打印授权必须使用中国电子口岸法人卡；
证书打印和异常申请不要求必须用卡，可以使用用户名密码方式或电子口岸卡
登录。 
 
7、 申请的原产地证书唛头较长或者有特殊字符唛头，能不能自助打印？ 
答：建议采取套打形式。 
 
 
 



常见问题 5 
8、印 章 尺 寸 有 什 么 要 求 ？ 
答：1）圆形印章，直径不超过 4.5 厘米； 
2）长方形印章，长不超过 5.5 厘米，宽不超过 4 厘米； 
3）椭圆形印章，长轴不超过 5.5 厘米，短轴不超过 4.5 厘米； 
 
9、 签名尺寸有什么要求？ 
答：申报员签字，长不超过 3.5cm，宽不超过 3 厘米 
 
10、 如何上传清晰的印章？ 
答：1）颜色：只能提取红色系和蓝色系印章 
2）位置：印章必须用力盖在干净的 A4 白纸中间区域，然后竖版扫描成 jpg 图
片 
3）电子口岸客户端控件版本必须是最新版本，最新版本可在登录界面获取 
4）扫描：选择 600dpi 及以上扫描, 保证扫描仪的玻璃干净 
5）禁止：请勿使用手机拍照、扫描 A4 纸，请勿软件处理扫描后的图片 
 



常见问题 5 
11、上传的印章和签名大小符合规定，为什么设置默认的时候还是提示不 
符合规定？  

答：重新上传过印章或签名后，要点击印章签名授权界面中左上角的“刷新”
按钮，然后在进行设置默认并授权。 
 
12、 印章或签名已经重新上传，为什么打印出来的证书上的印章或签名还 
是不正确？ 
答：1)必须在电子印章授权界面点击“刷新”按钮，然后重新点击“授权”按
钮，授权成功后操作第二步； 
2)在第一步操作完成后，若该证书没有归档，则在打印异常申请界面选择该证

书，点击“异常申请”，在弹出的界面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后两个原因之一，
点击“提交”按钮后根据系统提示进行后续操作；若证书已经归档则需要改证
重发或让海关关员解除归档重新审批通过后，待打印的证书才会更新签名或印
章。 
 



常见问题 5 
13、 印章和签名已经授权成功，为何查询不到待打印的证书？ 
答：1)仅可查询授权成功之后审批通过证书 
2)仅可查询 15 种可自助打印范围内的证书 
3)仅可查询证书出口商或申请人是自己所在企业的证书。 
 
14、副本已经打印出来了，正本只有第一页，背面没有内容，如何处理？ 
 答：正本是双面打印的，打印机要支持双面打印，若是手动双面打印的话，
需要根据打印 机提示及时送纸。 
 
15、如何打印多页证书？  
答：1）若是 5 月 25 日之前安装的打印控件，则需要在证书打印页面重新下载
安装打印控 件； 2）多页证书的待打印 PDF 文件较大，在转换成打印机可识别
的文件时需要较多的内 存，建议打印前关闭一些暂时不用的程序，尽可能的
增加电脑的可用内存； 3）页数特别多的对电脑和打印机的性能有一定要求，
确实无法打印的建议采用原有的 套打方式。 



常见问题 5 

16、打印出来的证书不完整，上下都少了一些内容，如何处理？  
答：将本地电脑上的默认打印机相关属性设置为 100%打印、无缩放打印。 
  
17、 预览副本时，浏览器页面是空白或模糊看不清，如何处理？ 
 答：使用 chrome 浏览器预览或者使用当前浏览点击界面右上角的下载按钮，
把副本下载到 本地在打开预览。  
 
18、 证书上的格式是否可以调整？  

答：自助打印的版式文件是在证书审核通过的时候海关端就已经固化好了，不
能调整，如果 有调整需求请咨询当地海关。  
 
 



Thanks 
河北省电子口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www.hebeieport.com 

QQ群:786364227  
(河北省电子口岸服务5群) 

河北省电子口岸订阅号 
0311-95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