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B:http://www.dragonsea-china.com    TEL: +86-020-38888886 FAX: +86-020-3888888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90号壬丰大厦2710室   Email: express@dragonsea-china.com 

全损险

3.5%
一切险 5% 是 购买额度 RMB 2000 /箱

发货人姓名 Name of Shipper(请用中英文填写）： 收货人姓名 Name of Consignee：

ZhangSan 张三 Mr.shan zhang

地址 Address(请用中英文填写）:
Room 2710, A Block, Renfeng Tower, NO. 490, Tianhe Road, Tian He
District, Guang  Zhou City , China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490号壬丰大厦2710室

国外地址Address：

30 Whitmore Drive,Ribbleton,Preston,Lancashire.PR2 6LA.United

Kingdom

邮编 Zip: 510000 邮编 Zip： ZA4 FB3

联系电话 Tel：13888888888 联系电话Tel：+0044 845 8288888

取件城市（Take a city）: GUANGZHOU  广州市 国家（Country ）: UK

  2. 保险购买(Insurance)

  1.根据国际快递规定:每票货物丢失赔偿最高为USD100, 您的货物价值如果大于赔偿金额,建议您购买保险,以保障您物品的安全。

    2. 保险购买额度规定: 海龙有提供保险购买平台,购买海龙保险需按箱购买,每箱最低购买额度为RMB2000,最高购买额度RMB10000;

    同一票货物只支持一种险别,当您选定额度后,每箱自动默认为相同额度。(具体条款请查阅第二页）

价值(value)RMB 品名(commodity)

  3.险别选择

  3. 货物清单(The list of goods)

第 1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第 2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女士上衣 10 200 男士上衣 10 200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女士外套 12 300 男士外套

皮鞋 3 200 运动鞋

12 300

3 300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重量/Weight：      21   KG  重量/Weight：     21  KG

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长/Length：61  cm

200 牛仔裤

第 3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第 4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10 200

电饭锅 2 300 裙子 12 300

书 10

电磁炉 1 300 内衣 6 300

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价值(value)RMB 品名(commodity)

 重量/Weight：      21   KG  重量/Weight：      21   KG
第 5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第 6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女士上衣 10 200 男士上衣 10 200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女士外套 12 300 男士外套

皮鞋 6 300 运动鞋

12 300

6 300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长/Length：61  cm

海龙国际-环球行李托运专家

Inventory Packing List Reference NO.：20135234159

发货人信息(SHIPPER MESSAGE) 收货人信息(CONSIGNEE MESSAGE)

免费提供可装运15公斤至30公斤的专用纸箱﹑真空包装袋等全套包装材料。

全国统一免费服务热线：400-880-9518



       计费重量为23KG。

 重量/Weight：      21   KG  重量/Weight：      21   KG

200 牛仔裤

第 7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第 8 箱, 此包装为（  纸箱  ）,  备注: 括号内填写纸箱，木箱,  行李箱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品名(commodity) 数量(number) 价值(value)RMB

10 200

电饭锅 2 300 裙子 12 300

书 10

电磁炉 1 300 内衣 6 300

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长/Length：61  cm 宽/Breadth：51 cm  高/High: 41  cm

 重量/Weight：      21   KG  重量/Weight：      21   KG

海龙国际托运相关规定背书
一. 托运规定

    1. 海龙《装箱清单》中的收件人信息（姓名、地址)必须要用英文填写，并且一定要有邮编。

    2. 体积重量（按照最高点测量）计算公式: 长×宽×高/5000，实重大于体积重就按照实重计费，体积重大于实重就按体积重计费。

       比如：一件货物的实重为18KG，而体积为：长（45cm)宽（38cm)高（65cm)，那么该件货物体积重量为：22.23KG  ，

    3. 请如实填写您所托运的物品信息，国际快递规定的禁运物品不能邮寄，具体请参考我司官网中<<禁运物品规定>>说明，

       如果由于您自身的原因造成物件在国外无法清关及发生相关责任,一切后果将由您自负。

    4. 私人物品托运，发票申报金额少于USD100，可有效规避关税。私人物品运输《发票》由我公司代为缮制，物品申报价值

       将参考客人所填写的《装箱清单》中物品金额；商品托运请随货自备《商业发票》。

    5. 货物长度超过120CM,需加收超长费RMB400/票，单件重量超68KG加收超重费RMB400/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单件

       重量不可超32KG。

    6. 偏远地区派送需加收偏远附加费，收费金额为：最低RMB196/票，超过最低金额则按 RMB3.6加当月燃油后收取费用。

    7. 海关关税： 运费不含发票税金及目的地可能产生的关税，如收件方拒绝支付关税，将自动改为由发件人承担。

二.保险购买规定

三.私人物品运输协议

　　当您委托我公司(以下简称为“海龙”)从事私人物品运输服务,即表示您对海龙公司《出国行李托运流程》及《托运规定》表示认同,本

协议将自海龙受理此托运物品时生效，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海龙公司托运规定，承担相关责任与义务，确保收件方正常签收托运物

品；根据海龙国际私人物品运输相关规定，以下条款经您本人签字确认，从海龙接受您的订单开始生效，协议条款最终解释权归海龙国际所

有。

第一条、海龙公司有权在未经过托运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所有到件物品进行查验，其目的是检查托运物品中可能存在的违禁物品，同时对托运

物品包装情况进行核查，以确保国际运输安全。快件到达目的国后,海关会根据每票物品发票的申报值进行抽查,贵重物品可能会产生关税,海

关收取关税由托运方或收件方支付,与海泷无关。

合计件数
total Box 8 CTNS 合计重量

Total weight 168 Kg 发货人签名
Consignor 张三

温馨提示：请认真阅读以下条款，以便您物品的安全运输。当您签名回传此份《装箱清单》即表示您认同海龙服
务内容与条款，全权委托海龙国际办理本次托运工作，并承诺对所填写的内容负责。

⑴ 根据国际快递联盟规定：单票货物最高赔偿金额为USD100,即当您当票货物在邮寄过程中全部丢失或全部损坏，您最高可获赔USD100。为

了您货物的运输安全，由您决定是否需要为货品购买保险。如果您没有为您的货物购置保险，我们将根据您的货物重量按照损坏比例进行赔

偿。即，您只能得到按损坏货物的重量占当票总重量的百分比进行赔付，赔付金额最高不超过USD100。

例如：

  1.某物品在办理出国托运时未购买保险，当该物品全部损坏或丢失，您可以最高获赔USD100的赔偿金。

  2.如果该物品部分损坏，损坏物品的重量占托运总重量的10分之1. 那么，您可获得：USD100×(1/10)=USD10的赔偿金。

⑵．海龙国际为客户提供保险购买平台:让客户省去因货物价值高，而单票货物丢失赔偿过低的烦恼。当前我司共有两种保险可供您选择：

1. 一切险（综合险）：保费按您投保总额度的5%计算收取。此项保险范围包括整箱丢失、部分物品丢失、物品全部损或部分损坏等所有正

常运输中产生的安全事故。该类保险需提供派送人员当场签字确认损坏或丢失的有效证据，我司根据您报损或报失物品的体积和重量，在与

当前派送的国际快递公司确认后，进行比例或全额度赔付。

2. 全损险：保费按您投保总额度的3.5%计算收取。此项投保范围包括整箱全部丢失，但不包括箱内部分物品丢失。整箱物品全部损坏，但不

包括部分物品损坏。该类保险索赔需提供派送人员当场签字确认损坏的有效证据，并需第一时间致电当前派送的快递公司申报损坏，经由我公

3. 保险额度规定： 每箱货品投保额度最低为RMB2000,最高为RMB10000，同一票货物只支持一种类型保险。每箱购买额度一致，暂不支持分

类或分箱购买。



第二条、托运物品需缮制形式发票用于海关申报，当托运人在物品出运前24小时内无法提供形式发票，视为己全权委托海龙公司代为制作，

发票申报金额由海龙根据以往经验进行填写。为最大化规避关税，海龙制作发票均以私人物品形式折旧申报，由此所产生的低申报风险海龙

不承担责任。当托运物品为商品时，海龙不负责缮制发票，如托运人无法独力完成形式发票，海龙只负责缮制指导，不对因发票申报原因造

成的任何责任负责。

第三条、托运物品运输时效指在正常情况下计算得出的预计到件时间，并不包括因爆仓及海关原因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时效延误，如在运

输过程中因以上原因造成延误，因延误产生的一切责任海龙不承担。

第四条、海龙的运费按照货物实际重量计算标准和体积计算标准两者中取大计算费用,海泷可以对任何货物重新称重或测量体积以确认其计算

数据,托运人应该向海龙支付或返还在运输服务中由海龙自身收取或任何第三方运输中所发生的运费﹑仓储费﹑关税﹑税费；当托运物品受目

的地相关规定不可派送时，由此引发的赔偿﹑损害﹑罚款和相关费用海龙不承担。

第五条、物品在进入目的国海关清关时，可能会遇到海关查验或需要收件人另外提供资料协助清关，当海龙通知到托运人清关需求信息后，

托运人必须保证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传递给收件人，并要求收件人全力协助清关，由于海龙与收件人并不具备协议关系（当托运人非收件人

本人时），海龙没有直接同收件人对话的权力，在一定条件下海龙会尝试通知到收件人，但因收件人原因延误清关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托运

人承担。

第六条、托运物品到达目的国后会免费派送三次，如果第一次派送不成功，海龙及海龙公司代理均会通知托运人或者收件人联系当地再次预

约时间派送，收件人必须在工作日内与当地派件人员预约派送时间，海龙公司会全力协助托运人沟通当地代理按预定时间派件，如因收件人

原因在约定时间内未能正常签收物品，当派送超三次后将被要求自提，责任由收件人承担。如因收件人超期未取件造成物品被当地退回，退

件费为出国运费的三倍，该费用由托运人承担。

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海龙国际所有，当托运人填写《装箱清单》并确认回传给海龙，即表示托运人完全认同海龙公司私人物品运输协议中相

关规定，愿意对本次国际托运中产生的相关事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