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检法〔2016〕18 号
甬××〔20××〕×号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公布
现行有效业务规范性文件(第一批)和
决定废止业务规范性文件(第一批)目录的通知
各分支局、各办事处，本局各处室，各直属联系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依据，深化简政放权，提升依法行政水
平，我局对业务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清理，现对 202 件现
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第一批)和 175 件决定废止业务规范性文件(第
一批)目录予以公布。决定废止的业务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废
止。

宁波检验检疫局
2016 年 2 月 2 日
—1—

（此件公开发布）

—2—

抄送：质检总局法规司。
本局：局领导，存档（2）。
宁波检验检疫局办公室

2016 年 2 月 3 日印发

宁波检验检疫局现行有效业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第一批）
序号

文件编号

文件名称

1

001-2000-T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原始记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0]130号 原法综处

2000年6月21日

2

002-2001-T

关于对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启用CIQ2000系统管理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1]98号

原法综处

2001年7月2日

3

003-2001-W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防制炭疽检验检疫工作预案》的通知

甬检卫[2001]212号

卫检处

2001年12月4日

4

004-2003-W

甬检卫[2003]124号

卫检处

2003年6月10日

5

005-2003-W

甬检卫[2003]254号

卫检处

2003年11月6日

6

006-2004-S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茶叶检验程序》的通知

甬检食[2004]76号

食品处

2004年3月29日

7

007-2004-W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食源性疾病应急处理工作预案的通知

甬检卫[2004]131号

卫检处

2004年5月26日

8

008-2004-W

关于进一步加强口岸出入境货物储存场地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4]157号

卫检处

2004年6月16日

9

009-2004-J

关于印发《宁波进出口石油原油及石油产品检验检疫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化〔2004〕312号 原化矿处

2004年10月25日

10

010-2004-J

关于印发《宁波进出口矿产品检验检疫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化[2004]311号

原化矿处

2004年10月25日

11

011-2004-J

甬检化[2004]328号

原化矿处

2004年11月5日

12

012-2004-T

13

013-2004-FZ

14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卫生检疫工作规程（试行）》的
通知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检验检疫局口岸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预案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口化矿产品放射性事故预防和应急预案（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通
知

文号

发文部门

发布时间

甬检通〔2004〕376号 原口岸通关处

2004年12月1日

关于公布第一批废止的业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4]389号 原法综处

2004年12月21日

014-2004-J

关于印发《宁波进出口金属材料检验检疫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化[2004]313号

原化矿处

2004年12月21日

15

015-2005-W

关于进一步做好集装箱检验检疫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19号

卫检处

2005年1月18日

16

016-2005-J

关于印发《宁波出口商品运输包装容器编号实施细则》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5]46号

原轻纺处

2005年2月18日

17

017-2005-W

甬检卫[2005]76号

卫检处

2005年3月3日

18

018-2005-J

甬检机[2005]123号

原机电处

2005年4月8日

19

019-2005-R

关于做好出口加拿大低酸性蔬菜罐头食品备忘录实施相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认[2005]145号

认证处

2005年4月25日

20

020-2005-FZ

关于明确行政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5]176号 原法综处

2005年5月23日

21

021-2005-J

关于加强进口旧发电机组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5]185号

原机电处

2005年6月3日

22

022-2005-J

宁波口岸进口天然橡胶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甬检化[2005]223号

原化矿处

2005年7月14日

23

023-2005-W

24

024-2005-S

25

025-2005-W

26

026-2005-J

27

027-2005-W

28

028-2005-W

29

关于进一步加强宁波口岸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卫生检疫工作的紧急通
知
关于明确以加工贸易或暂时进口方式进口重复使用旧钢瓶出入境检验检
疫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码头泊位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的通
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罐头食品生产企业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
作规范》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集装箱适载检验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口棉花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的通
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机场旅检现场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
的通知

甬检卫〔2005〕268号 卫检处

2005年8月24日

甬检食[2005]275号

食品处

2005年8月24日

甬检卫[2005]349号

卫检处

2005年10月12日

甬检轻纺[2005]377号 原轻纺处

2005年10月26日

甬检卫〔2005〕388号 卫检处

2005年11月2日

于进一步加强宁波口岸卫生检疫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408号

卫检处

2005年11月16日

029-2005-W

关于加强宁波口岸人禽流感防控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450号

卫检处

2005年12月20日

30

030-2005-J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玩具检验操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5]438号 原轻纺处

2006年1月1日

31

031-2006-J

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出口玩具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6]4号

原轻纺处

2006年1月5日

32

032-2006-J

关于印发《宁波出口危险货物及包装容器检验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6]31号

原轻纺处

2006年1月23日

33

033-2006-J

关于进一步加强宁波口岸进口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6]42号

原轻纺处

2006年2月13日

34

034-2006-R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强制性认证产品入境验证特殊情况申办管理
规定》的通知

甬检认〔2006〕70号

认证处

2006年3月9日

35

035-2006-T

关于加强对进口废物原料撤销报检管理的通知

甬检通〔2006〕192号 原口岸通关处

2006年6月1日

36

036-2006-R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许可初审实施细则
》的通知

甬检认〔2006〕252号 认证处

2006年8月4日

37

037-2006-J

关于加强输美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6]345号 原轻纺处

2006年10月26日

38

038-2006-S

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出口罐头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食[2006]349号

2006年10月31日

39

039-2006-T

40

040-2006-S

41

041-2006-S

42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和特殊监管区域检验检疫监管条件协商及预验收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罐头食品电子监管操作规范(试行)》的
通知

食品处

甬检法综[2006]357号 原法综处

2006年11月1日

甬检食[2006]409号

食品处

2006年12月11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茶叶电子监管操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食[2006]411号

食品处

2006年12月12日

042-2006-J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口轻纺产品检验检疫工作规范(试行)》的
通知

甬检轻纺[2006]420号 原轻纺处

2006年12月25日

43

043-2007-J

关于加强输欧玩具和儿童用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1号

原轻纺处

2007年1月10日

44

044-2007-W

关于印发应对口岸公共卫生事件合作机制的通知

浙检卫联[2007]5号

卫检处

2007年1月22日

45

045-2007-T

关于建立进口货物检验检疫把关成效报告制度和进出口货物自检情况报
告制度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7]104号 原法综处

2007年4月10日

46

046-2007-W

关于进一步做好在甬外国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联[2007]118号 卫检处

2007年4月18日

47

047-2007-J

关于明确出口打火机点火枪类产品周期性型式试验若干问题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131号 原轻纺处

2007年4月30日

48

048-2007-W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卫生处理事故应急处置技术方案（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7]221号

卫检处

2007年7月12日

49

049-2007-J

宁波口岸进口化矿金属材料装运前预检验工作规范(试行)

甬检化[2007]133号

原化矿处

2007年7月30日

50

050-2007-J

关于加强出口美国玩具含金属铅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261号 原轻纺处

2007年8月9日

51

051-2007-J

关于调整进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安全卫生及反欺诈检测项目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283号 原轻纺处

2007年8月29日

52

052-2007-J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口煤炭自燃事故预防应急预案》的通知

甬检化[2007]359号

2007年10月26日

53

053-2007-T

54

054-2007-T

55

055-2007-J

56

056-2007-J

57

057-2007-S

58

058-2007-J

59

059-2008-FZ

60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废物原料夹带放射性污染物质应
急处置预案(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废物原料夹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原化矿处

甬检通〔2007〕399号 原通关处

2007年11月1日

甬检通〔2007〕398号 原通关处

2007年11月1日

关于进一步明确当前加强出口玩具检验监管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380号 原轻纺处

2007年11月8日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口化矿金商品夹带危险物质应急预案》的通知

甬检化[2007]389号

原化矿处

2007年11月14日

甬检食[2007]437号

食品处

2007年12月29日

甬检机[2007]457号

原机电处

2008年1月8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8]31号

原法综处

2008年2月19日

060-2008-J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玩具检验监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82号

原轻纺处

2008年4月17日

61

061-2008-FX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企业诚信守法稽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8]117号

原稽查处

2008年5月6日

62

062-2008-S

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蜂产品检验检疫工作的通知

甬检食[2008]187号

食品处

2008年6月25日

63

063-2008-S

关于统一启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质量承诺书、企业档案目录的通知

甬检食[2008]243号

食品处

2008年8月6日

64

064-2008-J

关于明确宁波地区出口铅酸蓄电池包装检验监管工作要求（试行）的通
知

甬检轻纺[2008]270号 原轻纺处

2008年9月2日

65

065-2008-T

关于全面实施“进口全申报”的通知（以此件为准）

甬检法综[2008]364号 原法综处

2008年12月5日

66

066-2008-W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口岸集装箱和船舱适载检验监督管理办法》的通
知

甬检卫[2008]366号

卫检处

2008年12月9日

67

067-2009-W

关于进一步明确宁波口岸集装箱检验检疫信息报告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卫[2009]21号

卫检处

2009年2月1日

68

068-2009-W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甲型H1N1流感卫生检疫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9]126号

卫检处

2009年5月2日

69

069-2009-T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口全申报”施检环节相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9]151号 原法综处

2009年5月20日

70

070-2009-T

关于国航办进口报检业务实施跨机构直接派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9]187号 原法综处

2009年6月23日

71

071-2009-J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口机电产品检验监管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检[2009]212号

检管处

2009年7月14日

72

072-2009-W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甲型H1N1流感联防联控工作方案（修订版）的通知

甬卫发[2009]102号

卫检处

2009年8月12日

73

073-2009-FX

甬检务[2009]251号

原检务处

2009年8月18日

74

074-2009-J

甬检检[2009]336号

检管处

2009年11月1日

75

075-2009-T

关于实施“浙江省域出口商品通关单直通放行”机制的通知

甬检通联[2009]350号 原口岸通关处

2009年12月4日

76

076-2009-T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工业品质量和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9]353号 原法综处

2009年12月9日

77

077-2009-FZ

关于废止部分业务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9]352号 原法综处

2009年12月16日

78

078-2009-J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工业产品企业分类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
通知

甬检检[2009]365号

检管处

2009年12月22日

79

079-2010-J

关于明确进口废物原料撤销报检和现场查验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0]124号

检管处

2010年5月1日

80

080-2010-J

关于加强进出口商品型式试验和备案检测工作管理的通知

甬检检[2010]122号

检管处

2010年5月4日

81

081-2001-T

关于明确宁波口岸不得转检进口货物范围的通知

甬检法综[2010]141号 原法综处

2010年5月12日

82

082-2010-W

甬检卫[2010]139号

卫检处

2010年5月14日

83

083-2010-S

甬检食[2010]213号

食品处

2010年7月12日

84

084-2010-S

甬检食[2010]214号

食品处

2010年7月12日

85

085-2010-J

关于加强出口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甬检检[2010]216号

检管处

2010年7月16日

86

086-2010-W

关于推行出境集装箱适载检验新模式的通知

甬检卫[2010]277号

卫检处

2010年9月20日

87

087-2010-T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对台湾地区小额贸易检验检疫管理细则(试行
甬检法综[2010]280
)》的通知

原法综处

2010年9月21日

88

088-2010-J

关于明确打火机类商品包装性能检验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0]287号

检管处

2010年9月30日

89

089-2010-S

关于进一步加强宁波地区出口蜂产品检验监管的通知

甬检食[2010]357号

食品处

2010年11月30日

90

090-2010-FZ

关于公布第三批废止的业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10]365号 原法综处

2010年12月7日

91

091-2010-S

关于印发《关于对台小额贸易中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若干问题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甬检食[2010]369号

食品处

2010年12月7日

92

092-2011-FX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外官方通报案例调查工作规范

甬检稽[2011]5号

原稽查处

2011年1月20日

93

093-2011-W

关于建立《卫生检疫工作请示报告制度》和《卫生检疫业务通报制度》
的通知

甬检卫[2011]114号

卫检处

2011年5月10日

94

094-2001-T

关于明确进口全申报信息管理系统推广应用有关事项的通知

甬检法综[2011]158号 原法综处

2011年6月3日

95

095-2011-S

甬检食[2011]152号

食品处

2011年6月10日

96

096-2011-S

甬检食[2011]157号

食品处

2011年6月13日

97

097-2011-W

关于加快推进宁波口岸卫生检疫核心能力建设的通知

甬检卫[2011]172号

卫检处

2011年7月6日

98

098-2011-J

关于进一步明确进口涂料检验检测有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检[2011]262号

检管处

2011年9月23日

99

099-2011-J

关于开展宁波地区进出口危险化学品GHS试点工作的通知

甬检检[2011]263号

检管处

2011年9月30日

100

100-2011-J

关于对宁波口岸进口废物原料实施风险管理的通知

甬检检[2011]281号

检管处

2011年10月1日

101

101-2011-T

关于印发《宁波海港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监管场库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
》的通知

甬检通[2011]286号

原口岸通关处

2011年11月2日

102

102-2011-J

关于落实出口伊朗工业产品装运前检验事宜的通知

甬检检[2011]300号

检管处

2011年11月29日

103

103-2011-FX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质检12365热线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稽[2011]305号

原稽查处

2011年12月2日

104

104-2011-W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处理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
通知

甬检卫[2011]313号

卫检处

2011年12月16日

105

105-2012-J

关于进一步明确危险化学品检验监管有关事宜的通知

甬检检[2012]31号

检管处

2012年2月22日

106

106-2012-T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一步优化检验检疫流程和改善口岸通关环
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甬检通[2012]35号

通关处

2012年2月29日

107

107-2012-J

关于在出口打火机类企业中试行风险管理的通知

甬检检[2012]78号

检管处

2012年4月11日

108

108-2012-D

甬检动[2012]86号

动植处

2012年4月20日

109

109-2012-T

甬检通[2012]111号

通关处

2012年4月28日

110

110-2012-T

甬检通[2012]113号

通关处

2012年4月28日

111

111-2012-T

甬检通[2012]117号

通关处

2012年5月8日

112

112-2012-J

甬检检[2012]136号

检管处

2012年5月21日

113

113-2012-W

甬检卫[2012]126号

卫检处

2012年5月21日

114

114-2012-FX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集中审单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风[2012]145号

风险管理处

2012年5月25日

115

115-2012-W

关于在大榭口岸实施卫生检疫便利化措施(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12]166号

卫检处

2012年6月11日

116

116-2012-T

关于进一步明确若干业务问题要求的通知

甬检通[2012]169号

通关处

2012年6月13日

117

117-2012-T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商品质量和疫情分析工作规范
》的通知

甬检通[2012]195号

通关处

2012年6月28日

118

118-2012-T

关于明确出入境检验检疫通关礼遇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通[2012]176号

通关处

2012年7月16日

119

119-2012-D

甬检动[2012]210号

动植处

2012年7月31日

120

120-2012-T

甬检通[2012]232号

通关处

2012年8月22日

121

121-2012-FX

甬检风[2012]243号

风险管理处

2012年9月13日

122

122-2012-J

甬检检[2012]250号

检管处

2012年9月26日

123

123-2012-W

甬检卫[2012]265号

卫检处

2012年10月23日

124

124-2012-W

甬检卫[2012]268号

卫检处

2012年10月30日

125

125-2012-W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创建国际卫生港工作制度的通知

甬检卫[2012]279号

卫检处

2012年11月1日

126

126-2012-W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继续深入推进口岸核心能力建设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12]290号

卫检处

2012年11月9日

127

127-2012-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退运货物追溯调查管理工作实施办法的通
知

甬检风[2012]325号

风险管理处

2012年12月17日

128

128-2012-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检验检疫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风[2012]320号

风险管理处

2012年12月19日

129

129-2012-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样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通[2012]339号

通关处

2012年12月31日

130

130-2012-D

甬检动[2012]350号

动植处

2012年12月31日

131

131-2013-D

甬检动[2013]1号

动植处

2013年1月10日

132

132-2013-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开展服务进口贸易便利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甬检通[2013]21号

通关处

2013年1月18日

133

133-2013-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周期管理规范的通知

甬检风[2013]14号

风险管理处

2013年1月25日

134

134-2013-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入境检验检疫流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风[2013]6号

风险管理处

2013年1月25日

135

135-2013-W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卫生检疫监督管理工
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13]48号

卫检处

2013年3月6日

136

136-2013-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服务进口贸易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甬检通[2013]54号

通关处

2013年3月12日

137

137-2013-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入境检验检疫周期(时限)规定的通知

甬检风[2013]106号

风险管理处

2013年4月18日

138

138-2013-S

甬检食[2013]112号

食品处

2013年4月22日

139

139-2013-S

甬检食[2013]122号

食品处

2013年4月28日

140

140-2013-S

甬检食[2013]189号

食品处

2013年5月29日

141

141-2013-T

甬检通[2013]197号

通关处

2013年6月9日

142

142-2013-D

甬检动[2013]241号

动植处

2013年8月15日

143

143-2013-D

甬检动[2013]243号

动植处

2013年8月16日

144

144-2013-D

甬检动[2013]244号

动植处

2013年8月16日

145

145-2013-D

甬检动[2013]242号

动植处

2013年8月16日

146

146-2013-T

甬检通[2013]249号

通关处

2013年8月23日

147

147-2013-D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不合格食品检验检疫处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动[2013]290号

动植处

2013年9月13日

148

148-2013-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工作有关要求
的通知

甬检检〔2013〕303号 检管处

2013年9月18日

149

149-2013-S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食[2013]326号

食品处

2013年10月14日

150

150-2013-T

杭州海关 宁波海关 浙江检验检疫局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开展浙江省域
联合发文[2013]1号
通关单无纸化联网核查试点工作的公告

通关处

2013年10月25日

151

151-2013-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汽车检验监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检[2013]333号

检管处

2013年11月4日

152

152-2013-S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食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食[2013]342号

食品处

2013年11月19日

153

153-2013-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金属材料分类监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
知

甬检检[2013]362号

检管处

2013年12月18日

154

154-2013-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原产地证国外退证查询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风[2013]361号

风险管理处

2013年12月18日

155

155-2014-T

甬检通[2014]3号

通关处

2014年1月23日

156

156-2014-J

甬检检[2014]11号

检管处

2014年1月27日

157

157-2014-R

甬检认[2014]67号

认证处

2014年1月27日

158

158-2014-J

甬检检[2014]70号

检管处

2014年3月1日

159

159-2014-J

甬检检[2014]72号

检管处

2014年3月1日

160

160-2014-J

甬检检[2014]51号

检管处

2014年3月12日

161

161-2014-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进出口工业品风险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4﹞60号

检管处

2014年3月21日

162

162-2014-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工作方案的通知

甬检通[2014]73号

通关处

2014年3月28日

163

163-2014-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推进省级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工作的
若干意见

甬检检﹝2014﹞53号

检管处

2014年4月8日

164

164-2014-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支持宁波市城市国际化的若干意见

甬检通[2014]106

通关处

2014年4月22日

165

165-2014-S

甬检食[2014]132号

食品处

2014年5月22日

166

166-2014-J

167

167-2014-FX

168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口食品中检出有毒有害物质快速反应办
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机电产品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
预案（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更改和撤销报检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
人注册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口岸生物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的
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口食品、农产品、化妆品等业务事项请
示汇报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口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研判工作规范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出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系统运行管理规范(试行)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食品接触产品检验监管工作规
范（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食品农产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工作规范
》的通知
关于落实进一步优化口岸检验检疫流程和改善口岸通关环境有关措施的
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关于明确上海大众宁波项目进口设备检验检疫业务分工的批复
关于同意实施《慈溪检验检疫局上海大众宁波分公司进口成套设备操作
指导书》的批复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国际航行船舶食品饮用水供应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修订的《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企业质量问题约谈制度(试行)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原产地证书签证无纸化实施
方案》的通知
关于对龙头企业优化出口装运前检验程序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垃圾清运单位监督管
理办法》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海员接待工作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境国际航行船舶动植物检疫操作
规范（试行）》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公布2012年度实施一类管理出口食品农产品生产企
业名单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化妆品预检验工作规范（试行）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实施进出口食品化妆品企业质量安全主动报告制度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开展宁波口岸进口食品监管溯源平台试运行工作的
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各分支机构业务分工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出口动植物产品风险管理有关事宜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快推进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系统运
行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系统动植检
部分运行规范（试行）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口企业分类管理工
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公布2013年宁波检验检疫系统证书签字人员名单的
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外贸实力效益企业检验检疫便利化措施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工业品生态安全港建设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工作调整方案》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进口工业品便利化工作有关要求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规范进口废物原料现场检验检疫工作有关要求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当前几项进口机电轻纺产品检验监管工作事项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宁波口岸进口特殊剂型食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工业品生态安全港达标企业考核细则（试
行）的通知

甬检检〔2014〕144号 检管处

2014年6月5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原产地证书签证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风[2014]142号

风险管理处

2014年6月6日

168-2014-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甬检通[2014]145

通关处

2014年6月9日

169

169-2014-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入境流向货物监管工作规程的通知

甬检风[2014]151号

风险管理处

2014年6月13日

170

170-2014-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甬检检[2014]158号

检管处

2014年6月23日

171

171-2014-R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及后续监管工作的通
知

甬检认〔2014〕161号 认证处

2014年6月25日

172

172-2014-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开展宁波至义乌进口法检货物转检工作试点的通知

甬检通[2014]180号

通关处

2014年7月28日

173

173-2014-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调整部分机构业务分工的通知

甬检通[2014]197号

通关处

2014年9月9日

174

174-2014-J

甬检检[2014]221号

检管处

2014年10月28日

175

175-2014-D

甬检动[2014]217号

动植处

2014年10月29日

176

176-2014-D

甬检动[2014]218号

动植处

2014年10月29日

177

177-2014-S

甬检食[2014]220号

食品处

2014年10月30日

178

178-2014-D

甬检动[2014]229号

动植处

2014年11月13日

179

179-2014-D

甬检动[2014]251号

动植处

2014年12月26日

180

180-2015-T

甬检通[2015]1号

通关处

2015年1月5日

181

181-2015-T

关于修订印发宁波市出口质量奖评选办法的通知

甬外经贸贸管[2015]3
通关处
号

2015年1月8日

182

182-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贯彻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指导意见

甬检通[2015]15号

通关处

2015年1月23日

183

183-2015-D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食品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通知

甬检动[2015]13号

动植处

2015年1月23日

184

184-2015-S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优化出口食品检验监管措施的通知

甬检食[2015]22号

食品处

2015年2月13日

185

185-2015-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改革创新出口工业品监管模式的指导意见

甬检检﹝2015﹞36号

检管处

2015年3月17日

186

186-2015-R

甬检认﹝2015﹞70号

认证处

2015年4月17日

187

187-2015-R

甬检认[2015]75号

认证处

2015年4月27日

188

188-2015-FX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无纸化报检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风[2015]79号

风险管理处

2015年4月28日

189

189-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落实检验检疫“三互”改革任务推进大通关建
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甬检通[2015]100号

通关处

2015年5月14日

190

190-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甬检通[2015]102号

通关处

2015年5月15日

191

191-2015-D

甬检动[2015]101号

动植处

2015年5月18日

192

192-2015-J

甬检检﹝2015﹞105号 检管处

2015年5月20日

193

193-2015-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深化进口工业品检验监管模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甬检检﹝2015﹞108号 检管处

2015年5月21日

194

194-2015-D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口岸动植物检验检疫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

甬检动[2015]135号

动植处

2015年7月6日

195

195-2015-D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境罗汉松检疫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动[2015]139号

动植处

2015年7月16日

196

196-2015-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口保税油检验监管方案（试行）的
通知

甬检检﹝2015﹞156号 检管处

2015年8月10日

197

197-2015-J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代码管理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5]161号

检管处

2015年8月11日

198

198-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全面实施通关单无纸化的通知

甬检通[2015]169号

通关处

2015年8月18日

199

199-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调整余姚地区进口废塑料业务分工的通知

甬检通[2015]178号

通关处

2015年9月1日

200

200-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做好机构调整业务交接工作的通知

甬检通[2015]187号

通关处

2015年9月2日

201

201-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调整分支机构业务分工的通知

甬检通[2015]188号

通关处

2015年9月2日

202

202-2015-T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深化进口监管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甬检通[2015]204号

通关处

2015年10月8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工业品生态安全港检验检疫优惠措施的通
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宁波口岸进境罗汉松植物检疫工作
规范》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出口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种植基地检验
检疫备案工作规范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分类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境粮食、饲料加工企业及进境储备粮储备库
、中转库备案考核管理规范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进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相关工作程
序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外贸实力效益企业检验检疫第二批便利
化措施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加强对强制性产品认证无证违法行为执法查处工作
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采信及联动监管工作
规范》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验局关于贯彻落实总局出境竹木草制品检验检疫监管工作要
求的通知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进口工业品生态安全港建设有关事项的
通知

备注

与浙江局、省卫生厅联
合发文

与市外经贸局联合发文

注：文件编号规则为，文件流水号-发文年份-发文部门代码（部门首字英文字母，法制处为FZ，风险处为FX)；撤销、分立、合并及职能转移的部门制定的业务规范性文件，发文部门代码统一为现承
受其权利义务和有关职能的部门。

宁波检验检疫局决定废止的业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第一批)
文件名称

序号

文号

发文部门

发布时间

废止理由

1

关于开展业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4]50

原法综处

2004年3月9日

文件部署的工作已完成

2

关于调整检验检疫登记备案和前置审核有关工作程序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4]306

原法综处

2004年10月16日

文件所涉项目已变更

3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涉及检验检疫执法工作的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试行
甬检法综[2005]217
）》的通知

原法综处

2005年7月4日

4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5]356

原法综处

2005年10月17日

5

关于启用各地检验检疫局行政许可专用章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5]196

原法综处

2006年6月13日

报检员注册已取消

6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行政处罚案件协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8]77

原稽查处

2008年4月10日

行政处罚调查工作规范
已涵盖本文件内容

7

关于开展业务规范性文件周期评估和集中清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法综[2009]149

原法综处

2009年5月21日

文件部署的工作已完成

8

关于出口未注册登记的出口注册登记管理商品违法案件的警示通报

甬检法综[2009]271

原法综处

2009年9月3日

时效性已过

9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送样检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法综[2011]7

原法综处

2011年1月26日

工作变化

10

关于做好宁波检验检疫局机构调整业务交接工作的通知

甬检法综[2011]329

原法综处

2011年12月21日

工作变化

11

关于落实进一步优化口岸检验检疫流程和改善口岸通关环境有关措施的通知

甬检通[2012]111

通关处

2012年4月25日

已完成

12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出口产品抽检合格率指标纳入宁波市质量强市工作绩效考
甬检通[2012]248
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关处

2012年9月26日

已由甬检通[2013]180
号替代

13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做好宁波口岸跨境电子商务进口检验检疫有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通[2013]331

通关处

2013年10月28日

工作变化

14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出口质量指标纳入宁波市质量强市工作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甬检通[2013]180
的通知

通关处

2013年5月29日

已由甬检通[2014]242
号替代

15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查验和问题检出情况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甬检通[2013]171

通关处

2013年5月24日

工作变化

16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通关单无纸化联网核查试点工作要求的通知

甬检通[2013]330

通关处

2013年10月28日

已由甬检通[2015]169
号替代

17

关于继续抓紧做好宁波口岸医学媒介生物本底调查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6]143

卫检处

2006年4月30日

已执行完毕

18

关于加强进境集装箱空箱检验检疫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466

卫检处

2005年12月31日

已执行完毕

19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本部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预案》的通知

甬检卫[2003]261

卫检处

2003年11月14日

20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集装箱和船舱适载检验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03]79

卫检处

2003年4月30日

21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集装箱适载检验场地和协检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03]80

卫检处

2003年4月30日

22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印发非典型性肺炎口岸检测控制预案的通知

甬检卫[2003]67

卫检处

2003年4月9日

23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02]187

卫检处

2002年8月15日

24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储存场地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01]136

卫检处

2001年8月17日

25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集装箱卫生处理规程》的通知

甬检卫[2001]30

卫检处

2001年3月7日

26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口旧物品卫生检疫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0]174

卫检处

2000年8月16日

27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际航行船舶〈交通工具卫生证书〉签发操作规程
甬检卫[2000]142
》的通知

卫检处

2000年7月5日

28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传染病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00]99

卫检处

2000年5月8日

29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口岸卫生处理执法依据的通知

甬检卫[2006]279

卫检处

2006年8月3日

卫检处

2008年10月30日

卫检处

2009年5月12日

30
31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在入境船舶上截获大量蜚蠊并首次检出多种致病菌和首次在入
检办卫[2008]63
境船舶上截获埃及伊蚊的情况通报的通知
关于增设宁波检验检疫局口岸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督导组、实验室检测组和信息保
甬检卫[2009]137
障组的通知

有关机构调整且总局即
将出台统一办法
已发文调整（甬检法综
[2008]246号）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新规范性文件已做新规
定

32

关于成立宁波检验检疫局口岸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甬检卫[2009]121

卫检处

2009年4月30日

33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处理工作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甬检卫[2009]343
知

卫检处

2009年11月25日

34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国际航行船舶食品饮用水供应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6]423

卫检处

2006年12月28日

35

关于进一步规范宁波口岸卫生处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284

卫检处

2005年8月31日

36

关于做好医学媒介生物本底调查和日常监测检查总结工作的通知

甬检卫[2005]164

卫检处

2005年5月16日

37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国境卫生检疫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规定的通知

甬检卫[2003]173

卫检处

2003年8月4日

38

关于转发国家检验检疫局《出入境人员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规定》的通知

甬检卫[2001]47

卫检处

2001年3月28日

39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0]115

卫检处

2000年5月31日

40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宁波口岸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卫[2014]100

卫检处

2014年4月11日

41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口岸应对流感大流行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甬检卫[2005]397

卫检处

2005年11月7日

42

关于公布入出境交通工具卫生检疫岗位能力认定结果的通知

甬检卫[2010]222

卫检处

2010年7月27日

43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入境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动[2001]1

原动检处

2001年1月2日

已经出台新文件

44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境粮食和饲料生产加工存放单位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植[2003]68

原植检处

2003年4月14日

已经出台新文件

45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境蔬菜检验检疫实施办法》的通知

甬检植[2003]144

原植检处

2003年6月25日

工作变化

46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质检总局风险预警通报加强出口工艺品传带有害生物检疫监管
甬检植[2005]85
的通知

原植检处

2005年3月10日

工作变化

47

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食用水生动物和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

甬检动[2005]351

原动检处

2005年10月13日

已出台新文件

48

关于明确出口韩国海水养殖鱼类养殖场注册及产品出口时抽样检测要求的通知

甬检动[2006]151

原动检处

2006年5月10日

已出台新文件

49

关于出口韩国海水养殖鱼类养殖场注册及产品出口时抽样检测要求的补充通知

甬检动[2006]334

原动检处

2006年10月19日

已完成

50

关于对出口禽蛋产品的警示通报

甬检动[2006]384

原动检处

2006年11月17日

已被新通报覆盖

51

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水生动物和水产品检验检疫的紧急通知

甬检动[2006]391

原动检处

2006年11月27日

已出台新文件

52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出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预案(试行)》的通知

甬检动[2006]427

原动检处

2007年1月4日

已修订

53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境木质包装检疫及处理电子监管操作规范(试行)》等8
个新制(修)订的植物及植物产品电子监管操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植[2007]8

原植检处

2007年1月17日

54

关于印发《关于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战略扩大出口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甬检植[2007]254

原植检处

2007年8月2日

55

关于加强对转关动物产品布控的通知

检动函[2007]49

原动检处

2007年8月22日

56

关于下阶段植物检验检疫专项整治工作以及建立长效机制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甬检植[2007]362

原植检处

2007年10月26日

阶段性工作，已完成

57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境植物疫情截获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植[2007]396

原植检处

2007年11月21日

已出台新文件

58

关于推进宁波地区出口蔬菜原料种植优良基地建设的通知

甬检植〔2007〕407

原植检处

2007年11月27日

已经出台新文件

59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植物源性食品原料种植基地检验检疫备案工作
甬检植[2008]250
规范》的通知

原植检处

2008年8月18日

已经出台新文件

60

关于对宁波地区出口水煮笋实施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的通知

甬检植[2008]277

原植检处

2008年9月9日

已完成

61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境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工作规范》的通
甬检动[2008]373
知

原动检处

2008年12月12日

已出台新文件

62

关于加强出口腌渍蔬菜检验检疫工作的紧急通知

甬检植[2008]401

原植检处

2008年12月29日

已完成

63

关于公布宁波地区出口蔬菜原料种植优良基地的通知

甬检植〔2009〕97

原植检处

2009年4月9日

已经出台新文件

64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境竹木草制品生产企业注册登记管理工作程序》的通知

甬检动[2010]152

动植处

2010年5月31日

已出台新文件

65

关于对部分动植物产品实施风险管理的通知

甬检动[2010]197

动植处

2010年7月6日

已完成

66

关于印发《宁波口岸进境罗汉松植物检疫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动[2012]152

动植处

2012年5月30日

2014年已修订

67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分类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食〔2013〕219

食品处

2013年7月10日

被替代

68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印发进口食品化妆品示范进口商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食〔2013〕73

食品处

2013年3月21日

被替代

69

宁波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风险管理系统试运行期间相关业务
甬检食〔2012〕332
工作的通知

食品处

2012年12月17日

被替代

70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进口饼干标签检验的警示通报的通知

甬检食[2007]173

食品处

2007年6月7日

形势变化

71

关于对宁波宝达食品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实行检验检疫风险B或C类管理的通知

甬检食[2006]101

食品处

2006年3月30日

被替代

72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对出口蜂产品养蜂基地实行检验检疫备案管理的通知

甬检食[2005]368

食品处

2005年10月20日

被替代

73

关于出口年糕等食品微生物超标的预警通报

甬检食[2005]295

食品处

2005年9月9日

形势变化

74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纺织品检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0]143

原轻纺处

2000年7月6日

法检取消

75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机电产品检验通用程序（试行）》的通知

甬检机[2000]239

原机电处

2000年11月28日

法检取消

76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自行车检验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1]15

原轻纺处

2001年1月23日

法检取消

77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出口电池产品汞含量检验监管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2]208号 原轻纺处

2002年9月26日

78

关于明确出口电器产品检验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甬检机电[2002]238

原机电处

2002年10月29日

79

关于印发《宁波出口商品运输包装容器编号实施细则》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3]48

原轻纺处

2003年3月14日

已发新文件

80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轻纺产品过程监督检验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3]83

原轻纺处

2003年5月7日

法检取消

81

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欧盟有关产品实施有害偶氮染料抽查检测要求的通
甬检轻纺[2003]220
知

原轻纺处

2003年9月30日

法检取消

82

关于印发《宁波出口商品运输包装检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3]273

原轻纺处

2003年11月20日

已发新文件

83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检疫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甬检机电[2003]298

原机电处

2003年12月18日

总局已有新工作规范

84

关于输港电热油汀质量问题的警示通报

甬检机[2005]92号

原机电处

2005年3月14日

法检取消

85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机电产品检验监管模式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机[2005]150

原机电处

2005年4月28日

法检取消

86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进口成套设备共验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机[2005]158

原机电处

2005年5月8日

已发新文件

87

关于出口电器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的预警通报

甬检机[2005]246

原机电处

2005年8月4日

法检取消

88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轻纺产品生产企业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的通
甬检轻纺[2005]274
知

原轻纺处

2005年9月1日

法检取消

89

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口重箱化矿产品检验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

甬检化[2005]352

检管处

2005年10月1日

该监管模式已未在推进
运行

90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出口日本自行车及自行车制动器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5]425

原轻纺处

2005年11月30日

法检取消

91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对液晶显示器和电动工具批准实施“型式试验+抽批检验+工厂
甬检机[2005]430
质量体系监督”检验监管模式的通知

原机电处

2005年12月6日

法检取消

92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轻纺产品过程监督检验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5]467

原轻纺处

2005年12月31日

法检取消

93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出口商品运输包装检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6]17

原轻纺处

2006年1月23

已发新文件

94

关于宁波市初次出口小家电产品生产企业质量问题的警示通报

甬检机[2006]51

原机电处

2006年2月22日

法检取消

95

关于转发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对摩托车产品暂行出口
资质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甬检机[2006]82

原机电处

2006年3月22日

总局文件已废止

96

关于氧化汞电池进出口问题的风险警示通报

甬检轻纺[2006]99

原轻纺处

2006年3月29日

警示通报过期

97

关于明确非宁波产地的旧机电设备出口检验检疫有关事宜的通知

甬检机[2006]118

原机电处

2006年4月20日

法检取消

98

关于加强出口电线电缆检验监管工作的警示通报

甬检机[2006]191

原机电处

2006年6月8日

法检取消

99

关于进一步明确出口电器产品检验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甬检机[2006]201

原机电处

2006年6月17日

法检取消

100 关于进一步深化出口机电产品检验监管模式改革的通知

甬检机[2006]202

原机电处

2006年6月23日

法检取消

101 转发关于应对欧盟RoHS指令及出口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6]223

原机电处

2006年7月17日

法检取消

102 关于加强出口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项目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6]298

原机电处

2006年9月18日

法检取消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电子监管视频监控操作规范》的通
甬检机[2006]344
知

原机电处

2006年10月26

法检取消

原机电处

2006年10月26日

法检取消

原轻纺处

2006年11月10日

法检取消

103

104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机电产品电子监管操作规范》的通知
105

甬检机[2006]343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全面启动进出口与食品接触材料、器具检验监管工作实施方
甬检轻纺[2006]379
案的通知

木质包装视频电子监管
已
与农业局2015年签署新
在2014年木质包装工作
的备忘录
程
序中修订，其他产品取
已出台新文件
消电子监管。

质检总局关于停止实施
进口电池产品汞含量备
案工作的公告（2015年
法检取消
第163号）

106 关于启用型式试验抽封样业务专用章的通知

甬检机[2007]46

原机电处

2007年2月15日

法检取消

107 关于出口塑料薄膜袋脱色现象的预警通报

甬检轻纺[2007]132

原轻纺处

2007年4月30日

法检取消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做好应对欧盟限制使用及销售全氟辛烷磺酸指令有关问题的通
甬检轻纺[2007]151
知

原轻纺处

2007年5月23日

总局文件已不在有效目
录内

108

109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出口原电池产品检验监管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

甬检轻纺[2007]165

原轻纺处

2007年5月30日

法检取消

110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出口节日灯以及相关机电产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7]234

原机电处

2007年7月23日

法检取消

111 关于加大出口电器产品检验监管工作力度的通知

甬检机[2007]240

原机电处

2007年7月26日

法检取消

112 关于进一步明确出口全地形车实施强制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甬检机[2007]319

原机电处

2007年9月24日

法检取消

原轻纺处

2007年9月24日

法检取消

113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明确出口塑料餐具及厨房用具等商品检验标准及有关问题的紧
甬检轻纺[2007]317
急通知

114 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出口澳大利亚冰箱能耗指数标示不实的风险警示通报的通知

甬检机[2007]320

原机电处

2007年9月24

法检取消

115 关于做好出口电器产品专项整治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7]358

原机电处

2007年10月24日

法检取消

116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电器企业检验员备案制度（试行）》的通知

甬检机[2007]351

原机电处

2007年10月24日

法检取消

117 关于切实加强出口塑料餐具厨房用具等商品检验检测工作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7]378

原轻纺处

2007年11月5日

法检取消

118 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美国电源延长线电源插座和节日灯串检验监管的通知

甬检机[2007]382

原机电处

2007年11月8日

法检取消

119 关于加强出口烤面包机检验监管工作的警示通报

甬检机[2007]454

原机电处

2008年1月4日

法检取消

120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进口成套设备检验监管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机[2008]7

原机电处

2008年1月24日

已发新文件

121 关于推行出口电器质量承诺制度的通知

甬检机[2008]42

原机电处

2008年3月7日

法检取消

122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电器生产企业首次出口能力验证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机[2008]46

原机电处

2008年3月19日

法检取消

123 关于印发《宁波出口塑料餐具厨房用具等商品检验监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81

原轻纺处

2008年4月21日

法检取消

124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玩具产能核定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157

原轻纺处

2008年5月22日

工作变化

125 关于加强皮革毛皮制品和出口服装有害化学物质检测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161

原轻纺处

2008年5月28日

法检取消

126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电器检验监管新模式方案的通知

甬检机[2008]176

原机电处

2008年6月6日

法检取消

甬检机[2008]219

原机电处

2008年7月24日

已发新文件

128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电器检验监管“三结合”模式实施办法》的通知

甬检机[2008]257

原机电处

2008年8月20日

已发新文件

129 关于调整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安全卫生及反欺诈等项目抽检比例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258

原轻纺处

2008年8月21日

法检取消

130 关于调整出口电池备案和自行车产品检验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轻纺[2008]264

原轻纺处

2008年8月27日

法检取消

131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口电器产品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机[2009]55

原机电处

2009年3月13日

法检取消

132 关于加强出口电器产品标志和说明核查的风险警示通报

甬检检[2009]117

检管处

2009年4月29日

法检取消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口服装检验监管“三管理”模式实施办法》的通
甬检检[2009]144
知

检管处

2009年5月19日

已发新文件

127

133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口大型成套设备共验管理工作程序》等3个进口机电产
品工作程序的通知

134 关于加强CE标志核查的风险警示通报

甬检检[2009]165

检管处

2009年6月4日

法检取消

135 关于出口电器涉及安全的生产工艺风险警示通报

甬检检[2009]193

检管处

2009年7月7日

法检取消

136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前置审核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检[2009]329

检管处

2009年10月1日

工作变化

137 关于明确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前置审核工作规范操作细则的通知

甬检检[2010]98

检管处

2010年4月1日

工作变化

138 关于对新增纳入“法检目录”的出口灯具产品和针织服装产品进行抽查检测的通知

甬检检[2010]114

检管处

2010年4月29日

法检取消

139 关于调整电器产品型式试验确认书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

甬检检[2010]170

检管处

2010年6月9日

法检取消

140 关于加强进出口商品质量与安全风险信息管理的通知

甬检检〔2010〕172

检管处

2010年6月13日

已有新文件

141 关于欧盟灯具标准更新的警示通报

甬检检[2010]196

检管处

2010年6月30日

法检取消

142 关于印发《出口电器产品标志和说明项目“质量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甬检检[2010]202

检管处

2010年7月1日

法检取消

143 关于加强出口食品加工电器卫生项目检验监管工作的通知

甬检检[2010]300

检管处

2010年10月19日

取消法检

144 关于开展宁波地区出口电线电缆生产企业专项整治的通知

甬检检[2011]109

检管处

2011年5月6日

取消法检

145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服装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检[2011]227

检管处

2011年8月16日

取消法检

146 关于调整出口电器与自行车型式试验确认书、进出口电池备案书核发工作的通知

甬检检[2011]257

检管处

2011年9月19日

147 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器产品型式试验检测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2]116

检管处

2012年5月15日

质检总局关于停止实施进
口电池产品汞含量备案工
作的公告（2015年第163
号）
取消法检

148 关于明确出口鞋类检验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

甬检检[2012]341

检管处

2012年12月31日

取消法检

149 关于进一步推进宁波地区出口商品免验工作的实施意见

甬检检[2013]223

检管处

2013年7月17日

工作变化

甬检科认〔2003〕82

原科技认证处

2003年5月7日

150

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和出口商品质量许可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已被新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替代
已被新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替代

151 关于调整有关认证许可项目的通知

甬检科认〔2004〕386 原科技认证处

2004年12月22日

152 关于做好对出口水产品加工用原料供应渔船实行检验检疫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甬检认[2005]212

认证处

2005年6月24日

已取消

153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进境肉类产品指定储存冷库注册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甬检科认[2004]182

原科技认证处

2004年7月5日

已取消

154 关于印发《出口商品注册登记审核员管理规范》的通知

甬检认〔2011〕77

认证处

2011年3月24日

业务已取消

甬检认〔2011〕78

认证处

2011年3月24日

业务已取消

甬检认〔2007〕297

认证处

2007年9月4日

业务已取消

甬检认〔2010〕375

认证处

2010年12月17日

158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商品免验企业监督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甬检认[2006]33

认证处

2006年1月27日

工作变化

159 关于印《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商品免验初审实施细则》的通知

甬检认[2006]96

认证处

2006年3月27日

工作变化

160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免验企业推荐程序》的通知

甬检认[2006]422

认证处

2006年12月28日

工作变化

161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退运货物追溯调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稽[2006]72

原稽查处

2006年3月15日

已修订新管理规定

162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执法能力稽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8]203

原稽查处

2008年7月7日

已在新管理办法中体现
该内容

163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业务稽查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稽[2008]38

原稽查处

2008年3月7日

已修订新管理办法

164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出口退运货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9]123

原稽查处

2009年5月4日

已修订新管理办法

165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业务工作质量考核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7]214

原稽查处

2007年7月6日

已修订新考核办法

166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代理报检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务[2010]207

原检务处

2010年7月7日

行政许可取消

167 关于印发业务风险监测成效考核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甬检风[2013]372

风险管理处

2013年12月27日

另有规定

168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证单及签证印章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务[2006]315

原检务处

2006年9月30日

169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更改和撤销报检管理规定》的通知

甬检务[2006]367

原检务处

2006年11月3日

170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产地业务企业注册备案工作规范》的通知

甬检务[2008]369

原检务处

2008年12月17日

171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产地证签证产品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务[2008]399

原检务处

2008年12月29日

172 关于印发新修订《宁波检验检疫局入境流向货物监督稽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检稽[2007]178

原稽查处

2007年6月15日

173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代理报检单位管理有关规范的通知

甬检务[2008]324

原检务处

2008年11月10日

174 关于印发宁波检验检疫局报检单位和报检员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甬检务〔2005〕137

原检务处

2005年4月20日

175 关于印发《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员记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甬检务〔2006〕108

原检务处

2006年4月11日

155

关于印发《出口商品注册登记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审核规范》的通知

156 关于加强出口玩具质量许可工作的通知
157

关于印发《宁波地区出口商品注册登记与危包质量许可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业务已取消

已被甬检风[2014]112
号替代
已被甬检务[2009]251
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2〕
141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2〕
141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4]151
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5]171
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5]171
号替代
已被甬检风[2015]171
号替代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