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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前言

感谢您使用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为了使您能尽

快熟练地使用本系统，我们配备了本用户手册。

您可以从本手册获取有关安装步骤、系统配置、基本操作、软硬

件使用方法以及安全注意事项等各方面的知识。在第一次安装和使用

本系统时，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册，将有助于您更好地使用本系统。

本手册适用于具备初级电脑知识的用户。在这里，我们认为您已

熟悉WINDOWS7/10 系统，并能够使用鼠标进行操作，具有谷歌Chrome、

360 等浏览器的使用经验。

第二篇 使用须知
2.1 门户网站

系统为浏览器版，地址为：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2.2 系统环境

2.2.1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 10（32 位或 64 位操作系统均可）

不推荐 Windows XP 系统

2.2.2 浏览器

Chrome 50 及以上版本

2.3 录入要求

2.3.1 关于录入要求

界面中，带*字段为必填，不带*的为选填；灰色底色的字段，不

可录入。录入过程中，如字段旁边弹出红色提示，表示当前录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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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符合要求，请根据提示进行修改。界面中蓝色按钮为功能键。

图 企业基本信息录入（局部）

2.3.2 关于键盘操作

界面中的部分功能可使用键盘进行快捷操作。

点击 Tab 键，可使界面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中。

点击上下方向键，可在界面下拉菜单中的参数中进行选择。

点击 Backspace 键，可将当前录入框中的内容进行删除。

2.4 通用功能

2.4.1 移动页签

如打开的页签较多，点击界面 或 图标，可在页签处进行左

右移动选择。

2.4.2 折叠/展开菜单

点击右侧展示区——左上角 图标，将左侧菜单栏进行折叠或

展开的操作。折叠后的左侧菜单栏只显示图标，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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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折叠菜单栏前后对比图

2.4.3 关闭选项卡

点击右侧展示区——右上角 图标，弹出下拉菜单（如下

图）。选择“关闭全部选项卡”则将当前展示区内打开的所有页签选

项卡全部关闭；如选择“关闭其他选项卡”，则除当前停留显示的页

签选项卡之外，关闭其他打开过的选项卡。

图 关闭选项卡操作

2.5 进入或退出系统

访问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输入用户名、密码，登

录系统，进入系统主界面。点击右上角 图标，可以选择系统的

展示语言。



6 / 30

图 系统门户

本系统支持境外企业用户和境外当局用户使用。进入系统后点击

界面右上角【退出】，可安全退出系统。

第三篇 系统介绍
3.1 使用对象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以下简称“主管当局”）：进口食

品境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负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监管的

官方部门。通过系统对所在地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检查，并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海关总署”）推荐。对经本主管

当局推荐的已注册的企业进行管理。配合海关总署对已注册企业开展

复查、督促整改等工作。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向中国境内出口

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贮存企业。通过系统提交企业注册申请，提

交整改材料，接收海关总署通知等。

3.2 功能简介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实现对进口食品境外生产

企业注册的管理。包括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变更、延续、注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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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申请的查询；主管当局对企业申请进行审核检查，对已注册企

业进行管理。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方式包括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

推荐注册和企业申请注册。

肉与肉制品、肠衣、水产品、乳品、燕窝与燕窝制品、蜂产品、

蛋与蛋制品、食用油脂和油料、包馅面食、食用谷物、谷物制粉工业

产品和麦芽、保鲜和脱水蔬菜以及干豆、调味料、坚果与籽类、干果、

未烘焙的咖啡豆与可可豆、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等 18 类进口食

品境外生产企业由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

以上所列 18 类食品以外其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自行向海

关总署申请注册。

图 注册流程

第四篇 用户（账号）管理

根据企业是否需要“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境

外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的账号可通过主管当局分配和境外企业自行申

请两种方式获得。

由主管当局分配的境外企业系统账号，登录系统后可进行全部产

品品类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境外企业自行申请的系统账号，只能进行 18 类以外其他食品境

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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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一家境外企业仅可以申请一个境外企业账号。

2、如果境外生产企业涉及的产品既包括“推荐注册的”也包括

“自行注册的”，建议联系主管当局分配系统账号，不建议自行申请

系统账号。

4.1 境外当局分配系统账号

请企业联系主管当局分配系统账号。

4.2 企业自行申请系统账号

访问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点击“注册新账号

/Create an account”链接，进入账号录入界面，填写账号信息。

图 中/英文登录框

https://cifer.singlewindo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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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境外企业账号注册

用户名、密码、工作单位（企业名称）等带*号的字段和所在国

家（地区）注册编号为必填项，填写完毕后，点击【立即注册】，完

成用户账号注册。

账号注册完成，请使用用户名（账号）/密码重新登录系统。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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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企业用户（账号）申请成功后，用户名、所在国家或地区、

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不可修改，在注册时请仔细核对。

4.3 境外企业用户（账号）维护

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的企业名称可进入用户（账号）维护功

能。

图 用户（账号）维护入口

进入用户信息管理界面，可修改企业相关信息，包括联系人、联

系电话、工作单位（企业名称）、工作部门、工作职务、联系地址、

联系传真、备注、邮箱。

图 用户信息管理

如果在注册时没有录入“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的，通过

“补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功能可以进行补充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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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用户信息

图 补充注册编号后效果

温馨提示：

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只允许补充一次，保存后不允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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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企业注册
5.1 注册申请

境外企业账号登录系统，点击左侧菜单“注册申请”，选择企业

注册涉及的产品类别。产品类别可通过“产品类别查询”功能根据

HS 编码或者产品名称进行查询（操作请参见本文 5.3 章节）。

图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

逐一填报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相关信息、自查情况、附件信息，

提交企业声明。

图 企业基本信息

填写完成后，点击【预览】，系统将展示录入的所有信息供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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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确认后，点击【提交】，系统将根据不同产品类别不同自动向

主管当局提交或向海关总署申报；点击【返回】，将返回申请界面。

图 预览提交

5.1.1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

境外企业账号登录系统，点击左侧菜单“注册申请”，选择企业

注册涉及的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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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

肉与肉制品；肠衣；水产品；乳品；燕窝与燕窝制品；蜂产品；

蛋与蛋制品；食用油脂和油料；包馅面食；食用谷物；谷物制粉工业

产品和麦芽；保鲜和脱水蔬菜以及干豆；调味料；坚果与籽类；干果；

未烘焙的咖啡豆与可可豆；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等 18 类产品境

外生产企业，由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

以上所列 18 类食品以外其他食品境外生产企业，自行向海关总

署申请注册。

5.1.1.1 注册流程介绍（以植物性包馅面食为例）

注册流程：

1、一般审批流程

录入信息→预览→提交主管当局→主管当局推荐→海关总署审

批（获得在华食品注册编号）。

2、主管当局退回补齐补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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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信息→预览→提交主管当局→主管当局要求补齐补正→修

改申请并重新提交主管当局→主管当局推荐→海关总署（获得在华食

品注册编号）。

3、海关总署或主管当局退回（不予推荐）流程

录入信息→预览→提交主管当局→主管当局不予推荐（可通过

“综合查询功能-申请查询”查看未通过的原因）

温馨提示：

主管当局不予推荐的申请，不可在原申请单上进行修改后再次提

交。但是允许重新提起一份新的申请。

主要功能：

1、暂存：保存当前录入的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相关信息、自查

情况、附件信息。暂存的数据可以进行删除，也可以进行提交主管当

局。

图 企业基本信息

2、预览，录入完成后在“附件信息页”底部点击【预览】按钮，

页面切换成预览模式，将四页表单合并展示。为提交主管当局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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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件信息录入

3、提交，点击【预览】后，界面下方展示提交按钮，点击【提

交】，将暂存的注册申请数据提交到主管当局进行审核。

图 预览提交

4、返回，切换为分页录入查看模式。退出预览模式。

5、删除，数据录入完毕暂存后，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将删

除当前数据。删除的数据不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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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录入说明

界面录入数据带*号的为必填项，以下对主要字段进行说明：

图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一

图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二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系统反填，来源

于企业用户账号所填写的“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

所在国家（地区）注册批准当局名称：国外官方批准设立企业

的主管当局，也就是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的授予当局。选填。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名称：分配该企业用户账号的当局

名称，点击空格或右侧三角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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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注册编号/（在华）注册时间/（在华）注册有效期：

录入时不可填写，注册申请审批通过后，海关给予，企业可通过申请

单查询功能获知该编号。

企业名称：系统反填，根据用户账号信息反填，必填。此处可

进行编辑操作但不建议修改。

图 拟对华注册/增加的产品录入界面

拟对华注册/增加的产品：必填。点击【新增】后，弹出录入

界面，一个界面仅可录入一条产品信息。如果需要输华多个产品，需

要录入多条产品。

图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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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企业注册申请界面四

近 2年对华贸易情况：必选。选“是”，为必填；选“否”，

则不填。选“是”，弹出输华具体产品表单，点击【新增】，弹出近

2年对华贸易情况录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

对华注册/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近 2年出口贸易情况（表单）：选填。点击【新增】，“出口

产品”选项，点击空格或右侧三角可调出参数，“输华具体产品”的

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图 原料/配料信息新增录入界面

原料配料信息表单：选填。点击【新增】，弹出原料/配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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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增加产

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农药使用情况表单：必选。选“未使用农药”，则不填；选“使

用过农药”，必填下方的使用农药表单，点击【新增】，弹出农药使

用情况录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

/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生产对应关系：选填。点击【新增】，弹出生产关系录入界面，

“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增加产品”所填

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图 自查情况

企业声明：需先下载签字盖章后，再扫描上传到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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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件信息

附件信息：汇总显示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相关信息，自查情况

三个页面所上传的附件。

5.1.2 企业自行注册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的 18 类食品以外其他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由企业自行向海关总署申请注册。

企业账号登录进入主页面，点击左侧菜单【注册申请】选择可自

行向海关总署提出注册申请的产品。下面以“酒类-蒸馏酒及其配制

酒”为例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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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册申请产品选择

5.1.2.1 注册流程介绍（酒类-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注册流程：

1、 一般审批流程

录入信息→预览→申报（到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审批（获得在

华注册编号）

2、 海关退回补齐补正流程

录入信息→预览→申报→海关总署要求补齐补正→修改申请重

新申报→海关总署审批（获得在华注册编号）

3、 海关退回（不予注册）流程

录入信息→预览→申报→海关总署不予注册（可通过综合查询功

能里“海关回执”查看未通过的原因。）

温馨提示：

海关总署不予注册的，不可在原申请基础上进行修改后再次提交。

但是允许重新提起一份新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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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提交：将注册申请数据申报到海关总署总署进行审核。

删除、查询等其他功能与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产品的申

请页面功能基本一致。

5.1.2.2录入说明

界面录入数据带*号的为必填项，以下对主要字段进行录入说明：

图 企业基本信息 1

图 企业基本信息 2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系统反填，来源

于企业用户账号注册时所填写的“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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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国家（地区）注册批准当局名称：企业所在国家授予企业

资格的管理当局名称，选填。

（在华）注册编号/（在华）注册时间/（在华）注册有效期：

海关总署审批通过后授予的企业在华注册资格编号。录入时不可填写，

注册申请审批通过后，海关给予，企业可通过申请单查询功能获知该

编号。

企业名称：系统反填，根据用户账号信息反填，必填。此处可

进行编辑操作但不建议修改。

拟对华注册/增加的产品：必填。点击【新增】后，弹出录入

界面，可录入多条产品信息。

近 2年对华贸易情况：必选。选“是”，为必填；选“否”，

则不填。选“是”，弹出输华具体产品表单，点击【新增】，弹出近

2年对华贸易情况录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

对华注册/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近 2年出口贸易情况（表单）：选填。点击【新增】，“出口

产品”选项，点击空格或右侧三角可调出参数，“输华具体产品”的

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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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产相关信息 1

图 生产相关信息 2

原料配料信息表单：选填。点击【新增】，弹出原料/配料录

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增加产

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生产对应关系：生产对应关系：选填。点击【新增】，弹出生

产关系录入界面，“输华具体产品”的参数选项来源于“拟对华注册

/增加产品”所填写“拟输华具体产品”。

生产加工用水：选择公共用水或企业自有水源，选择企业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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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是否对水进行消毒处理，自有水源消毒处理方式变为必填，否

则为选填。若处理方式选其他，则其他自有水源消毒处理方式变为可

编辑状态，并且为必填。

产品加工工艺描述：必填。附件为选填。

图 企业声明

企业声明：需先下载签字盖章后，再扫描上传到此处。

图 附件信息

附件信息：汇总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相关信息，自查情况三个

表单的附件信息，此处可进行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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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综合查询

5.2.1 申请单查询

提供各类申请单的查询，境外企业用户输入查询条件，可对本企

业已提交的申请进行查询，包括申请信息、主管当局推荐情况，海关

总署审查情况等。

对于暂存的、未申报成功的、补齐补证的可点击【查看】进入申

请详情页面进行编辑。

点击左侧菜单“综合查询-申请单查询”，展开业务菜单。（如

下图）

图 申请单查询

操作流程：

1、选择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根据查询条件，下方列表列

出查询结果。

2、点击数据操作列的【查看】按钮，打开申请单，显示详情，

详情页面右上角可查看申请进度。根据申请单状态的不同，分别有以

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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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暂存、补齐补正状态，申请单可编辑修改并申报。

（2）企业可自行向海关总署申请的产品处于“发往海关失败”、

“海关入库失败”状态可以编辑修改,并再次申报（状态解释详见本

文结尾附录）。主管当局向海关总署推荐注册产品申请在“发往海关

失败”、“海关入库失败”状态不允许修改或申报。

图 企业基本信息（暂存状态）

（3）提交主管当局、提交海关（推荐）、退回企业（不予推荐）、

发往海关成功、海关入库成功、审批不通过、审批通过、受理、不予

受理、撤销、暂停、整改状态的申请单不允许编辑修改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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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企业申请界面（成功发往海关状态）

5.3 产品类别查询

5.3.1 产品类别查询

本模块提供通过 HS 编码或产品名称查询产品类别的功能。支持

无条件、单独录入一个条件或者同时录入两个条件进行查询。查询结

果以列表形式展现，单页查询结果数量可进行自定义设置。

查询：点击【查询】，根据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重置：点击【重置】，清空查询条件。

图 产品类别查询



30 / 30

附录：系统状态说明

状态 说明

暂存 保存录入信息至本地

提交(主管当局) 申请提交到主管当局，等待主管当局审查

提交(海关) 1、主管当局将企业申请推荐给海关总署

2、企业将申请提交给海关总署

不予推荐 海关总署或主管当局用户审批退回申请至企业

发往海关成功 系统处理环节，主管当局推荐的或企业提交的申请已成功发往海关总署

发往海关失败 系统处理环节，主管当局推荐的或企业提交的申请在发往海关总署过程中由于

网络或者其它异常未正常发送到海关

海关入库成功 系统处理环节，海关总署接收数据成功

海关入库失败 系统处理环节，海关总署接收数据失败

受理 海关总署接收了申请，进入审查阶段。

不予受理 海关总署未接收申请，未进入审批阶段，申请被退回。

补齐补正 1、提交的申请不符合要求，海关总署退回申请，要求企业或主管当局修改申请

2、主管当局退回企业申请，要求企业修改申请

审批不通过 海关总署拒绝了主管当局推荐或企业提交的申请

审批通过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符合要求，海关总署予以注册并给予在华注册编号

撤销 海关总署发起的撤销已获在华注册的某企业的在华注册

暂停 对于已注册企业，海关总署暂停其向中国出口食品，直至整改符合注册要求

整改 已注册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不再符合注册要求的，海关总署要求其在规定期

限内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相关企业食品进口。企业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并向海关总署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和符合注册要求的书面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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