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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货代协字〔2017〕4 号

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

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考试的通知

各货代培训考试点、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根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

员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考试的通知》（中货协培字［2017］3 号）精神，

江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统一组织全省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岗位专

业证书培训与考试工作。现就培训与考试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时间、地点及方法

（一）报名条件

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或有一定的国际货运代理实践经验，或曾接

受过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培训并有志于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的人员。

（二）报名时间

2017 年 3 月 28 日 8:00 至 8月 28 日 17:00 时。

（三）报名地点

1、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淮安、扬州、徐州及连云港地区分

别向指定的培训考试点报名。

2、南京市区、江浦相关院校及南京周边的城市向省货代协会秘书

处点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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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江宁大学城考生可至金陵科技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

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个考点就近报名。

4、各培训、考试点联系方式详见（附件一）。

（四）报名办法

1、2017 年 3 月 28 日 8:00 至 8 月 28 日 17:00 期间，考生通过江

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www.jiffa.org.cn）或货代考试中心网站

（www.coscoqmc.com.cn 左下方进入“货代考试中心）进行网上报名（填

报时请仔细阅读网上的《考生注意事项》）。逾期未进行网上报名者不

能参加考试。

考生报名可参见《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

考生使用说明书（附件二）。

2、2017 年 3 月 28 日 8:00 至 8 月 28 日 17:00 期间，考生应持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网上报名下载的《国际货运代理岗位专业证

书考试报名表》，至各考试点办理报考资格确认、交费手续（与报名时

间同步），并领取准考证主证。逾期未办理报考资格确认者不能参加考

试。

3、组织集体报名（指考生多的单位和学校）即日起至 8 月 28 日

17 时止向各考试报名点进行报名（节假日除外），由各考试报名点代办

网上报名及确认工作，报名、交费确认等同时进行，一步到位。集体

报名需携带：①报名登记表（附件四、附件五式样，可在我协会网站

内下载，协会网址：www.jiffa.org.cn）；②本人近期免冠 2寸彩色证

件照的电子版（照片的文件名以身份证号码署名，扩展名为下列之一：

jgp、jpeg、gif、png，考生照片的大小必须保证在 100k-200K 之间，

否则不能上传）详情可参见《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

报名》考生使用说明书；③身份证复印件；④一次性交纳各种培训、

考务等费用。考点集体报名步骤参见《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网上报名》考点使用说明书（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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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单科补考的考生，各考试报名点应该核实考生去年的考试成

绩后方可报名。

5、考区生成准考证副证时间：9 月 1 日 8:00－9月 7 日 17:00 时

6、9 月 11 日 8:00 — 10 月 29 日 8：00 期间，考生登陆货代考试

中心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副证。考生考试时须携带准考证主证、

副证、身份证原件参加考试。

7、其他事项请考生随时关注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货代考试中心

网站公布的信息。

二、组织培训

对参加培训的考生，各培训考试点要按考试大纲的要求，系统地

对应考人员进行培训和考前辅导，保证培训时间和培训质量。各培训

点也可结合考生自身条件和业务水平采取灵活方式进行。

三、培训考试科目

1、培训教材

培训教材选用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组织编写、由中国商务出版

社出版的 “全国国际货代行业从业人员资格培训考试专用教材”（一

套六本，其中考试大纲（2015 年版）请于考试中心网站下载）：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概论》（2010 年版）

《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2010 年版）

《国际航空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2010 年版）

《国际陆路货运代理与多式联运理论与实务》（2010 年版）

《国际货运代理专业英语》（2015 年版）

2、考试教材

教材选用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组织编写、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出

版的 “全国国际货代行业从业人员资格培训考试专用教材”：

《国际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2012 年版）

《国际货运代理专业英语》（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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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2015 年版）请于考试中心网站下载。

四、考试方式、科目、及格分数、时间及地点

（一）考试方式

统一命题、统一组织、闭卷考试。试卷为客观性试题，考生答题

时必须用 2B铅笔将选定的答案按涂卡要求填涂在答题卡上。

（二）考试科目和及格分数

考试分两科：

1、国际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包括：国际货运代理概论、国际海

上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国际航空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国际陆路货

运代理与多式联运理论与实务）。

2、国际货运代理专业英语（含英文单证）。

两科均合格者方可获得合格证书。其中一科不合格者允许参加下

一年度补考（只允许补考一次）。

（三）考试时间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具体安排：

国际货运代理理论与实务： 13:30—15:30

国际货运代理专业英语（含英文单证）：16:00—17:30

单科补考时间同时进行。

（四）考试考场地点

具体考场地址详见准考证副证。

五、收费标准

（一）考试费用

考试费单科 80元，两门总计 160 元。

（二）报名服务费

新考：50 元/人。报名期间内，考生前往指定的培训考试报名点办

理报考资格确认、交费手续；因故未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者所交费

用不予退还；逾期未办理报考资格确认者不能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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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考

试江苏考区报名考试点联系方式

二、《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考生使用说明书

三、《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考点使用说明书

四、江苏省 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代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

考试报名表

五、江苏省 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代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

考试报名汇总表

江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二○一七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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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江苏考区报名点最新联系方式

考区：21-江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联系人： 李娜 马维宁 联系电话：025-52327339、52327340

传真：025-52208745 邮编：21000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50号江苏国际经贸大厦七楼708室

1、江苏省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直属点

联系人：李娜 宋苒 联系电话：52327339/52327340

传真：025-52208745 邮编：21000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50号江苏国际经贸大厦708室

2、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杨巧明 姚婷婷 联系电话：18914013725/13862086081

传真：无 邮编：215021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若水路1号

3、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刘莉 封旭 联系电话：13776590732/13611555171

传真：0518-85825735/85414348 邮编：222001

地址：连云港科教创业园区霞辉路1号

4、南通大达物流培训部

联系人： 踪锋 联系电话：18851318288

传真：0513-85321848 邮编：226001

地址：南通市跃龙路38号国际大厦3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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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淮阴工学院

联系人：张清 联系电话：0517-83559160

传真：0517-83559160 邮编：223003

地址：淮安市枚乘东路1号

6、金陵科技学院江宁校区

联系人：周建 联系电话：18913805087

传真：无 邮编：211169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99号

7、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联系人：李海菊 联系电话：13914124078

传真：0510-81005761 邮编：214153

地址：无锡市钱胡公路809号

8、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杨琳华 联系电话：13809057955

传真：无 邮编：215411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科教新城区健雄路1号

9、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联系人： 任 倩 联系电话：13685192396

传真：0518-87793431 邮编：221004

地址：徐州市经济开发区蟠桃山路47号

10、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管理信息系

联系人：徐颖 王强 联系电话：15262752198/1386190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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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13-83558113/85960916 邮编：226010

地址：南通市开发区通盛大道185号

11、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

联系人： 杨丽琴 联系电话：13861019897/13616128815

传真：0519-85682299/86335138 邮编：213013

地址：常州大学城武进区鸣新中路28号（BRT1号线轻工学院站下），专业教学楼303室

12、扬州职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联系人： 李莉 联系电话：13013737397

传真：0514-87697068 邮编：无

地址：扬州市文昌西路410号

13、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军 张丽 联系电话：15380780998/13276638077

传真：无 邮编：211170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格致路309号

14、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吕永壮 联系电话：18912957165

传真：无 邮编：211188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

15、沙洲工学院

联系人：翁荔莉 联系电话：13773242926

传真：无 邮编：215600

地址：张家港市福新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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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联系人：包小妹 联系电话：13915980306

传真：无 邮编：210088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泰山新村东大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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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使用说明书

——普通考生

1、考生注册

要想成功报名，首先要注册为会员，其步骤如下：

1.1 打开货代考试报名网址

启 动 浏 览 器 ， 从 青 岛 远 洋 船 员 职 业 学 院

（http://211.87.160.204/bmrj/index.asp）左下侧点击“货代考试中心”----

“网上报名”---“进入报考系统”，出现图 1-1 所示的界面。

图 1-1 货代考试报名主网站

在图 1-1 中，如果还没有注册为本系统用户，请点击《新用户注册》，如果

已经注册为本系统用户，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及验证码，单击“登录”按钮。

1.2 新用户注册

点击“新用户注册”，出现图 1-2 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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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同意协议

在图 1-2 中，选择“同意”按钮，出现图 1-3 所示的界面。

图 1-3 填写注册信息

在图 1-3 中，填写详细的注册信息（可以和本人的实际姓名不相符合），填

写完毕之后，单击“注册”，出现图 1-4 所示的界面。

图 1-4 注册成功

注册为本系统用户之后，将在两秒钟后，跳转到如 1-5 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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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显示最新考试的信息

2、考生报名考试

在图 1-5 所示的界面中，如果有考试信息，则会出现“报名正在进行，报名

本次考试”的链接，如果没有考试信息，或者考试已经结束，则提示为“关于报

名——已经结束”。

2.1 输入证件号码

单击“报名本次考试”，出现图 1-6 所示的界面。

图 1-6 输入证件号码

在图 1-6 中选择证件类型，并输入两次证件号码，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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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选择考生类型

输入的证件号码如果在补考库中，则表示该考生可以补考，出现图 1-7 所示

的补考界面，并在下面给予相应的补考科目提示。如果补考库中没有，则表示该

考生只能是新考，如图 1-8 所示。

图 1-7 补考界面

图 1-8 新考界面

提示：1、如果输入的考生证件号码在补考库中出现，则考生类型只能选择补考，没有

新考的选项。

2、如果考生的证件号码没有在补考库中出现，则考生类型只能选择新考，没有补考的

选项。

2.3 选择考区和报名点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考生的类型，单击“下一步”，出现图 1-9 所示的界面。

图 1-9 选择考区和报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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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选择考试级别

考生选择考区和报名点，单击下一步，出现图 1-10 所示的界面。

图 1-10 选择考试级别

2.5 填写真实考试信息

考生选择“资格证书“后，出现填写真实考试信息的界面，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填写真信息

对于电子照片的上传，可单击“浏览“，选择照片后，然后选择上传。如图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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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上传照片

提示：1、为了保证以后考生照片打印清晰，考生的照片的大小必须保证在 100k-200K
之间，否则不能上传。照片文件的扩展名为下列之一：jgp、jpeg、gif、png。
2、底色：白色。

3、头部位置：头部占整个照片高度的 2/3。

4、考生在上传照片后，可以修改照片。

5、2016年考试的照片要求以此提示为准（图文框中的说明是 2013年的，要求已作废）。

2.6 报名完成

在图 1-11 中，填写好个人的详细信息，单击“提交“，出现图 1-13 所示的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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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报名成功

提示：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以最新公布的考试信息为准。

2.7 打印报名表

在图 1-13 中，单击查看报名表，可以查看报名表，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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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报名表

考生可以选择“打印“按钮，打印报名表。

提示：如果考生打印出来的报名表带有页眉和页脚，可自行去掉页眉和页脚。其方法

是，选择文件——页面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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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改报名表

考生也可选择“修改报名表“，如图 1-16 所示，对报名信息进行修改。

图 1-16 修改报名表

提示：修改报名表只能修改考点，而不能修改考区。如果考区也选择错误，建议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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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注册用户，重新报名。

4．打印准考证副证

根据“最新考试信息”中提示的打印准考证副证的时间（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6 日），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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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使用说明书

——考点

1、考点登录

1、 打 开 浏 览 器 ， 从 青 岛 远 洋 船 员 船 员 职 业 学 院

（http://www.coscoqmc.com.cn）进入，打开货代考试中心，进入国

际货运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网上报名，在地址栏中的地址信息

之后，添加 other_index.asp，出现图 2-1 所示的界面。

图 2-1 考点登录

输入考点的用户名、密码，选择用户的身份（考区报名点），单击登录，出

现图 2-2 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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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考点登录后的主界面

2、批量报名

2.1 批量报名的准备工作

收集批量报名考生的信息和照片。假设要批量报名的考生有张三和李四两个

考生，考生照片的命名必须和考生的证件号码一致。（如张三的身份证号是：

370201199503190012，则张三的照片文件名必须为：370201199503190012.jpg）。

同时将所有考生的照片均放在某一个文件夹下。如图 2-3 所示。

图 2-3 考点登录后的主界面

特别提示：在压缩照片文件前对考生的照片进行检查。检查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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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照片文件大小：100-200k 之间。

2、底色：白色。

3、头部位置：头部占整个照片高度的 2/3。

4、文件名称是否与身份证号一致。

5、扩展名是否正确。

2.2 下载批量报名模板

在考点主界面中，单击“批量报名“，出现图 2-4 所示的界面。

图 2-4 批量报名界面

可在该界面的下部，单击“下载批量报名模板“下载。

2.2 填写批量报名模板的内容

在下载的模板中，填写批量考生的个人资料，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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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填写批量报名考生的详细信息

在该模板的最后，备注列的前面增加了一列叫做“考生照片“，该列存放的

是某一个考生对应的照片的文件名。如图 2-6 所示。

图 2-6 增加的考生照片列

填写完毕后，保存该模板文件。

提示：1、系统修改后的批量报名模板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增加了一列名为

考生照片，这一列存储考生的照片的文件名。（文件名必须和考生的证件号码一致，并

且要包含考生照片文件的扩展名）

2、扩展名的查看可以通过“工具——文件夹选项”，选择查看，去掉“隐藏已知文件

类型的扩展名“选项，如下图所示。

3、该文件模板有下拉提示的请选择下拉提示。

4、如果在填报时，出现任何提示，请认真阅读提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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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压缩考生照片

将考生的照片放在一个目录下，选择所有的考生照片，如图 2-7 所示。

图 2-7 选择要压缩的照片

全部选中后，单击右键，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如图 2-8 所示。

图 2-8 压缩考生照片

给文件起一个名字，即可完成照片的压缩，这时存放照片的目录下，应该多

了一个压缩文件。

特别提示：压缩后的文件夹如果大于 15M，请将文件拆成几个不大于 15M 的

文件，相应的 excel 表格也要进行拆分。注意两者一定要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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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上传 Excel文件和照片压缩文件

回到图 2-4 所示的界面，在选择 Excel 文件处，选择 Excel 文件,在考生照

片处选择压缩的照片文件，然后，单击上传，如果成功，则出现图 2-9 所示的界

面。

图 2-9 上传成功

2.5 批量检查

批量报名完毕之后，需要将本次报名的信息进行检查，以防报名的信息不正

确。选择检查批量报名，出现图 2-10 所示的界面：

图 2-10 批量检查

单击批量检查，出现图 2-11 所示的批量检查结果。

图 2-11 批量检查的结果

在图 2-10 中，对于不合格的考生会给予提示。其中如果错误提示说“照片

文件不存在“，说明在 Excel 文件中考生照片那一列写的考生照片文件名在压

缩的文件中并不包含该照片，请考点的各位老师认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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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报的 Excel 文件填写有错误，系统将给予提示，可修改 Excel 文件重

新上报。如果都没有错误，可选择“导入报名库”，即可批量报名成功，则出现

图 2-12 所示的界面：

图 2-12 正确的信息提示

没有错误，则选择导入报名库，即可完成本次报名。

友情提示：

在上传过程中常常会报错，或没有反应，这时一般是上传的文件有问题.从

去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几点常见问题，供大家参考：

1、检查一下报名表是否符合模板，主要检查是否有空格，身份证号与照片

名中的号是否一致，带 X 都要大写。备注列是否删除，工作单位是否空白（学

生填学校名称即可）。

2、检查一下照片的扩展名是否正确，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已经自带扩展名但

隐藏了，又人工加上一层扩展名，导致两层扩展名。

3、检查一下照片大小是否在 100-200KB 之间，小于或大于都不行。

4、如果照片文件大于 15M 的，请拆分成两个文件，报名表也要对应地拆分

两个文件。

3、确认交费

查看本考点报名信息，可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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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如果来交费，单击上图中红色标记的任意一个，则可以弹出该考

生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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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考生还没有确认交费，请单击“交费”按钮，即可为考生交费，

考生交费之后，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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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交费的考生，可能由于以前的误操作是他取消交费，也可以

打印准考证主证。单击“打印准考证主证”，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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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菜单“文件——打印”或者下面的“打印”即可完成打印。

（说明：考生注意事项中的内容已在网上更新，以网上的为准）

在考生报名信息的下面有批量交费的操作，如下图：

在上面输入起始号和终止号可以进行批量交费的操作。

查看批量报名考生，可以查看一下本考点的所有的批量报名的

考生。

4、批量打印准考证

打印准考证副证以及打印准考证主证，该功能是为了那些批量

报名的考生因为没有注册用户，所以考点代为打印。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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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输入考生的报名顺序起始号和报名顺序终止号来设置打印的条

件。（备注：如果两个号码一致，则表示一个考生，但是两个号码都

必须要输入）

5、打印桌牌和花名册

准考证信息、打印桌牌和打印花名册是在考区生成完准考证之

后，可进行的操作。

6、下载数据库

下载数据区包括下载报名库、下载批量报名信息、下载含有准

考证信息的报名库、下载含有准考证信息和成绩的报名库、下载含有

准考信息、成绩信息和证书信息的报名库以及下载本考点考生成绩

等。

7、考试分析

分析报表区域包括分析本考点报名信息和分析本考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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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江苏省 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代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

培训与考试报名表

编号：

姓名
身份证号

E-mail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工作年限

联系

方式

工作单位 岗位

单位/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手机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考试

类别

新考

培训

双休日班

补

考

业务 考前辅导

英语 自学

备注

*1 表格内项目均需填写（备注除外）。

2 ①“岗位”填写：在校生、货代/物流、金融/贸易、其他。

②“专业”填写：航运、物流、贸易、经济管理类、其他。

3 在校生请在毕业院校中填写现在就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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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江苏省 2017 年度全国国际货代从业人员岗位专业证书培训与考试报名汇总表

单 位

名 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学 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工作时间 从业时间 上课形式 上课地点 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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