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商品残损鉴定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
、 在经济活动中，同一种物质，在储存运输环节称为：
（1）商品 （2）物品 （3）产品 （4）货物
2、
、 在经济活动中，同一种物质，在生产领域称为：
（1）商品 （2）物品 （3）产品 （4）货物
3、
、 在经济活动中，同一种物质，进入流通领域称为：
（1） 商品 （2）物品 （3）产品 （4）货物
4、
、
5、残损鉴定证书的主要作用是：
（1） 作为索赔、结汇、补货或换货的依据；
（2） 作为提货、退货、补货或换货的依据；
（3） 作为索赔、退货、保险或换货的依据；
（4） 作为索赔、退货、补货或换货的依据；
6、残损鉴定的主要任务是：
（1）分清单独海损、共同海损，签发残损鉴定证书；
（2）确定商品是原残、工残、港残、船残，签发残损鉴定证书；
（3）查明残损商品的受损情况和范围、确定残损商品的受损程度、判定残损商品的致损原
因，签发残损鉴定证书；
（4）进行舱口检视、载损鉴定、监视卸载和残损鉴定。
7、残损鉴定的工作项目主要有：
（1）舱口鉴定、载损鉴定、监视卸载、海损鉴定、集装箱拆箱鉴定、验残。
（2）舱口检视、载损鉴定、监视卸载、残损鉴定、海事鉴定、验残。
（3）舱口鉴定、载货鉴定、监视卸载、船舶鉴定、海损鉴定、验残。
（4）舱口检视、载损鉴定、积载鉴定、残损鉴定、海损鉴定、验残。
8、按照惯例，残损发生后，收货人采取防止残损扩大所发生的合理费用，可以向哪一方索赔？
（1）发货方（2）运输方（3）保险方（4）船方
9、已知水湿粮重量为 1000 吨，水分为 15%，完好粮水分为 10%，则扣除额外水分后的残粮重量
为（保留到整数位）
：
（1）985（2）950（3）944（4）990
10、设某水湿残损糖的旋光度为 88.7 度，完好糖的旋光度为 97.7 度，水湿糖净重为 1000 千克，
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为多少千克（保留一位小数）？
（1）100.0（2）101.5（3）90.0（4）92.1
11、“露点”是指：
（1）使水蒸汽饱和的比例；
（2）使水蒸汽饱和的湿度；
（3）使水蒸汽饱和的温度；
（4）使水蒸汽饱和的气压。
12、船舱内产生汗水是一种什么现象？
（1）物理现象（2）化学现象（3）生物现象（4）生理现象
13、计算棉花回潮率的公式为：

（1） 回潮率%=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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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前重量（湿态重量）
（2） 回潮率%=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烘前重量（湿态重量）
（3） 回潮率%=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烘后干燥重量（干态重量）
（4） 回潮率%=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烘后干燥重量（干态重量）
14、
、计算棉花含水率的公式是：
计算棉花含水率的公式是：
（1）含水率%=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2）含水率%=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3）含水率%=试样烘前重量（湿态样重）-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4）含水率%=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烘前重量（湿态样重）
试样烘后干燥重量（干态样重）
15、
、回潮率与含水率相互换算公式为：
（1） 回潮率%=1÷含水率
1+含水率

（2）回潮率%=1x 含水率
1-含水率
（3）回潮率%=1÷含水率
1-含水率
（4）回潮率%=1x 含水率
1+含水率
16、
、回潮率与含水率相互换算公式为：
（1）含水率%=1x 回潮率
1-回潮率
（2）含水率%=1+回潮率
1-回潮率
（3）含水率%=1x 回潮率
1+回潮率
（4）含水率%=1÷回潮率
1x 回潮率
17、
、根据合同规定的回潮率，计算到货时公量的计算公式为：
（3）
（掌握）
掌握）
（1）公量=实衡净重 ×

1 + 合同规定回潮率
（2）公量=实衡净重 × 1 − 合同规定回潮率
1 + 到货时实际回潮率
1 − 到货时实际回潮率

公量=实衡净重 × 1 + 到货时实际回潮率
1 + 合同规定回潮率

（4）公量=实衡净重 × 1 − 到货时实际回潮率
1 − 合同规定回潮率

18、
、做好残损鉴定记录的要求是：
（1）全面、清晰、客观、真实；
（2）全面、具体、美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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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全面、具体、细致、真实；
（4）全面、具体、客观、真实；
19、
（1）
（2）
（3）
（4）
20、推定全损是指：
（1） 残损货物的索赔金额太小；
（2） 残损货物的残值等于或小于加工处理费用；
（3） 残货已没有价值；
（4） 赔付方愿意赔偿全部损失。
21、对水湿棉的残损鉴定中，使用重量法可用于确定残损货物的
（1） 残损率；（2） 贬值率；（3） 回潮率；
（4） 含水率。
22、对水湿棉的残损鉴定中，使用测量法可用于确定残损货物的
（1） 残损率；（2）
贬值率；（3）
回潮率；
（4）
含水率。
23、在对水湿棉的残损鉴定中，使用重量法
（1） 必须扣除额外水分；
（2） 不必扣除额外水分；
（3） 必须全部过重；
（4） 是否全部过重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24、棉花的重量是以以下哪种方式计算的？
（1） 净重；
（2） 公量；（3） 回潮率；
（4） 含水率。
25、棉花的包装一般是：
（1） 散装；
（2） 裸装；（3） 机压包；
（4） 集装袋。
26、颗粒状化肥残损后，其粒度的破坏对化肥的使用
（1） 没有影响；
（2） 影响不大；
（3） 有较大影响；
（4） 其影响因化肥的品种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27、残损糖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的计算公式为：
水湿糖旋光度
×水湿糖净重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1）

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

（2）

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 水湿糖旋光度 ×水湿糖净重
水湿糖旋光度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 水湿糖旋光度
×水湿糖净重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3）

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

（4）

旋光度降低损失重量= 水湿糖旋光度 −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水湿糖净重
完好糖正常旋光度

28、在对水湿残损粮剔卸时，如确定剔卸中混入好粮的比例为 30%，则样品中好粮超过 30%的百
分比为：
（1）

样品中好粮超过 30％的百分比 =（

好粮重
× 100-70）%
样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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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粮重
× 100-30）%
样品重

（2）

样品中好粮超过 30％的百分比 =（

（3）

样品中好粮超过 30％的百分比 =（ 坏粮重 × 100-30）%
样品重

（4）

样品中好粮超过 30％的百分比 =（ 好粮重 -30）%
样品重

29、在船上引起火灾的原因一般由哪个部门作出结论？
（1） 海事部门；
（2） 船检部门；
（3） 公安消防部门；
（4） 检验检疫部门。
30、货物的变形是由于什么作用引起的？
（1） 物理作用；
（2） 化学作用；
（3） 生物作用（4） 天气作用。
31、在海运过程船舱内产生汗水是由于
（1） 船舶经过的地区温度差别大；
（2） 船舶经过的地区湿度差别大；
（3） 船舶经过的地区气压差别大；
（4） 船舶经过的地区经度差别大；
32、在海运过程船舱内产生汗水是由于
（1） 水蒸汽的蒸发；
（2） 水蒸汽的饱和；
（3） 水蒸汽的不饱和；
（4） 水蒸汽的过饱和。
33、以下哪种情况船舱内容易产生汗水？
（1） 船舶由较热地区驶往寒冷地区；
（2） 船舶由寒冷地区驶往较热地区；
（3） 船舶由较热地区驶往较热地区；
（4） 船舶由寒冷地区驶往寒冷地区。
34、在卸货港，什么人有义务对残损货物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残损扩大，尽量减少货物损失。
（1） 发货人；（2） 收货人；（3） 保险人；
（4） 鉴定人。
35、货物发生残损时，对所发生的合理额外费用，在鉴定证书上
（1） 必须予以证明；
（2） 不必进行证明；（3） 可予以列明；（4） 不可予以列明。
36、估定进口商品的残损贬值率应以其什么为基础？
（1） 使用价值的降低程度为基础；
（2） 市场销售价格的降低为基础；
（3） 市场拍卖情况为基础；
（4） 化验指标的降低程度为基础。
37、商品使用价值，应以（1）的用途为主要依据。
（1）合同中订明；（2） 实际使用；
（3） 最适合；（4） 收货人声明。
38、对散装残损商品：
（1） 必须求出残损率；
（2） 不必求出残损率；
（3） 可先求出残损率，再确定贬值率；
（4） 不可直接确定贬值率。
39、对车辆、机械等以个体为单位的残损商品：
（1） 必须求出残损率；
（2） 不必求出残损率；
（3） 可先求出残损率，再确定贬值率；
（4） 不可直接确定贬值率。
40、以下可构成共同海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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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在航行途中遭遇暴风，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船长命令驶入某港口暂避而
产生的额外费用；
（2） 船舶在航行途中遭遇暴风，使舱内货物遭到残损；
（3） 舱内货物起火，舱内完好货物被灭火液浸湿而残损；
（4） 舱内被火烧焦或被烟薰的货物。
41、以下可构成单独海损的是：
（1） 船舶在航行途中遭遇暴风被打坏，为了船货的共同安全，船长命令驶入某港口
暂避而产生的额外费用；
（2） 船舶在航行途中遭遇暴风造成船舱漏水，为了不使船舶沉没，舱内部分货物被
抛海而遭到的损失。
（3） 舱内货物起火，舱内完好货物被灭火液浸湿而残损；
（4） 舱内被火烧焦或被烟薰的货物。
42、残损鉴定主要靠：
（1） 经验；
（2） 个人主观感觉；（3） 科学技术手段；
（4） 有关方提供的资料。
43、舱口检视一般是由哪一方申请？
（1） 发货方；（2） 收货方；（3） 船方；（4） 保险方。
44、以下属船残的是：
（1） 货物在运输途中遭暴风雨而受到的损失；
（2） 共同海损；
（3） 货物在卸货时，吊索断裂而使货物落入海中；
（4） 货物在码头遭到雨淋。
45、以下属港残的是：
（1） 货物在运输途中遭暴风雨而受到的损失；
（2） 共同海损；
（3） 货物在卸货时，吊索断裂而使货物落入海中；
（4） 货物在码头遭到雨淋。
46、以下不属于残损鉴定主要任务的是：
（1） 查明残损商品的受损情况和范围；
（2） 确定残损商品的受损程度；
（3） 对相关责任方进行索赔；
（4） 判定残损商品的致原因。
47、原残是指商品
（1） 原有品质有内在缺陷；
（2） 制造或设计上有缺陷；
（3） 卸货前已存在的残损；
（4） 付运前已存在的残损。
48、工残是指
（1） 港口工人操作不当引起的残损；
（2） 船方人员操作不当引起的残损；
（3） 装卸机械、工具不良或使用不当，工人操作不当引起的残损
（4） 在商品在港口、仓库、货场保管不当引起的残损。
49、港残是指
（1） 残损发生在港口；
（2） 残损的责任属于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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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船舶靠港期间发生的残损；
（4） 港方工人的责任造成的残损。
50、船残是指
（1） 残损发生在船上；
（2） 残损的责任在船方；
（3） 由船方负责赔偿的残损；
（4） 由船上人员造成的残损。
51、下列哪一个不是采用鉴定方法的依据？
（1） 商品的品质；
（2） 商品的特性；
（3） 商品体积的大小、重量的多少；
（4） 索赔金额的大小。
52、对残损程度没有规律性的杂货
（1） 只有逐件鉴定；
（2） 不必逐件鉴定；
（3） 可先进行分类，然后分类鉴定；
（4） 必须仔细分类后再鉴定。
53、甲板货发生残损
（1） 一定与船方有关；
（2） 一定与船方无关；
（3） 一定与指令人有关；
（4） 一定与指令人无关。
54、在残损鉴定工作中
（1） 舱口检视包含载损鉴定内容；
（2） 载损鉴定包含舱口检视内容；
（3） 载损鉴定包含监视卸载内容；
（4） 载损鉴定包含海损鉴定内容。
55、下面不是集装箱拆箱鉴定的内容是
（1） 集装箱外观检查和封识鉴定；
（2） 检查箱内货物；
（3） 货物残损鉴定；
（4） 集装箱装运技术条件鉴定。
56、在残损现场进行现场查勘时，以下错误的做法是
（1） 了解情况，索取资料；
（2） 检查残损货物的表面情况；
（3） 估计残损货物的位置、面积、高度或深度等；
（4） 对残损货物进行拍照。
57、残损率是指
（1） 残损部分与整件商品的比例；
（2） 残损部分的价值与整件商品价值的比例；
（3） 残损部分的重量与全部商品的比例；
（4） 残损部分与完好部分的比例。
59、以下哪种情况不能作为推定全损？
（1） 残值不足原值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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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残损商品可能导致严重污染的；
（3） 整件货物灭失的；
（4） 机电仪核心部分损坏，影响整机使用且不值得修复的。
60、对施救费等额外费用描述不恰当的是：
（1） 施救费必须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2） 受损商品能够修理时，必须在修理费用最低的地方进行修理；
（3） 被保险人为了减少保险财产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4） 被保险人为了增加受损保险财产的经济价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多项选择题
1、
、 以下可作为残损鉴定依据的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
（2）《海运进口商品残损鉴定办法》；
（3）有关国际惯例；
（4）有关贸易契约、租船契约；
（5）有关商品的检验标准；
2、造成货物锈损的原因，主要有
（1） 包装材料、垫舱物料不良，
（2） 货物在装运前堆存时间过长，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雨淋。
（3） 在制造工艺过程中造成的锈损。
（4） 积载不当，保管不良。
3、确定水湿糖重量损失所用的指标主要有：
（1） 水分（2）成份（3）旋光度（4）含量
4、确定化肥重量损失所用的指标主要有：
（2） 水分（2）成份（3）旋光度（4）含量
5、残损鉴定证书质量要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证题明确、内容完整；说理严谨，论证周密。
（2） 证题明确、内容完整；详细具体，经过审核。
（3） 文辞通顺，语法正确；中英对照，不错不漏。
（4） 文辞通顺，言简意明；译文正确，不错不漏。
6、化肥的有效含量一般是：
（1）氮；（2） 氧；（3） 磷；（4） 钾；
（5） 铵。
7、造成气味感染的原因主要有：
（1） 货舱不清洁；（2） 配载不当；
（3） 恶劣气候；（4） 包装材料有异味；
（5） 货物品质不良；
8、下列原因经常可以引起火灾：
（1） 某些货物因本身具有的特性；（2） 配载不当；
（3） 恶劣气候；
（4） 货舱设备年久失修。
9、与货物自燃相关的因素有：
（1） 某些货物的水分过高；
（2） 某些货物的燃点低；（3） 某些货物遇高温环境；
（4） 配载不当；
10、与锈损相关的因素有：
（1） 电化作用；
（2） 氧化作用；
（3） 物理作用；
（4） 机械作用；
11、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变质有那些原因？
（1） 物理原因；
（2） 化学原因；
（3） 内因；
（4） 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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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货物发霉与下列那些因素有关？
（1） 水分；
（2） 霉菌；（3） 温度；（4） 含量。
13、货物发生残破与下列那些因素有关？
（1） 包装；
（2） 积载；（3） 天气；（4） 包装标记；
14、是否属汗水渍损主要从下面那些方面进行判断？
（1） 取样化验结果；
（2） 受损货物的积载位置；（3） 货物品质；（4） 受损现象；
15、表示贬值率方式有
（1） 整批残损货物总的贬值率；
（2） 残损货物在市场上的实际销售价格；
（3） 赔款与完好货物的价格之比；
（4） 列明残损货物的损失程度，以此代表贬值率。
16、估定进口商品的残损贬值的考虑因素有
（1） 残损货物的使用价值；
（2） 残损货物的市场销售情况；
（3） 收货人的索赔要求；（4） 残损货物赔付方的赔偿能力和态度。
17、在对散装残损货物的剔卸的要求是：
（1） 好货中不能混有残货；
（2） 残货中尽量少混好货；
（3） 残货中不能混有好货；
（4） 好货中尽量少混残货。
18、对残损货物进行很好的剔卸，可以
（1） 方便鉴定；
（2） 降低损失；
（3） 降低费用；
（4） 提高卸货速度；
（5） 降低贬值率。
19、办理集装箱拆箱鉴定，有助于
（1） 确定贬值率；
（2） 确定残损率；
（3） 判断致损原因；
（4） 明确发生残损的阶
段。
20、以下那些是海损鉴定的具体做法：
（1） 了解情况，检查船舱；
（2） 查资料，查货；
（3） 对船上的货物不论好坏全部进行鉴定；
（4） 对残损货物区别单独海损或共同海损。
21、
、从残损责任归属上一般可将残损分为：
（1） 渍损、残破、短缺、变形；
（2） 原残、港残、工残；
（3） 淡水渍、咸水渍、化工品渍、油渍；
（4） 霉烂、变质、火灾；
（5） 船残、单独海损、共同海损。
22、
、以下属于载损鉴定的工作内容是
（1） 舱口检视；
（2） 检查舱内货物受损情况；
（3） 查找致损原因；
（4） 确定残损货物的贬值率；
（5）
） 签发载损鉴定证书。
23、集装箱拆箱鉴定时，应
（1） 检查箱内货物的积载情况；
（2） 对箱内货物进行载损鉴定；
（3）
） 检查货物的包装、标志和数量；
（4）
） 检查箱内的清洁状态；
（5）
） 核对集装箱的封识、号码。
三、是非题
1、商品的有用性包括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即商品的耐用性和使用范围。
2、
、 舱内渍损商品经化验属海水渍损，则可判断在航行途有海水从舱口进入了货舱。
3、
、 舱内渍损商品经化验属淡水渍损，则可判断在航行途有外来淡水进入了货舱。
4、
、 短缺是指到货重量或/和件数的短少或不足。
5、
、 渍损是指货物遭受水的浸渍而造成的残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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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查找损原因时，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
7、货物的变形是由于物理作用作用引起的。
8、货物发生残破有时船舱状况有关。
9、货物包装箱标志不清，有时会造成货物破损。
10、因积载不当可能会使货物遭咸水渍。
11、在港口对舱盖进行冲水试验，如舱盖不漏水，则可判明舱内的海水不是经舱盖板进入货舱的。
12、汗渍货物主要位于舱底、舱壁和舱内货堆表面处。
13、木质舱盖比铁质舱盖更容易产生汗水。
14、因为木质舱盖不易导热，所以木质舱盖比铁质舱盖更容易产生汗水。
15、雨水渍一定发生在装卸或运输途中。
16、渍损可分为淡水渍损和咸水渍损。
17、污水井溢水损及货物，其责任一定在船方。
18、所谓“渍损”，即货物被其它液体所沾污浸渍而造成的残损。
19、货物发生残损时，保险公司除负责赔偿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外，对合理的施救、加工整理等
额外费用也负赔偿责任。
20、货物发生残损时，保险公司只负责赔偿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对合理的施救、加工整理等额
外费用不负赔偿责任。
21、货物发生残损时，对所发生的合理额外费用，残损鉴定证书可予以列明。
22、对残损数量较多，残损情况差别大的，可采取分类方法确定贬值率。
23、在残损鉴定工作中，查明致损原因是为了明确责任归属。
24、在残损鉴定中，鉴定人员必须亲自到残损现场。
25、推断可能的致损原因是现场初步查勘的工作内容之一。
26、发现货物残损后，有关方应停止卸货，保留残损现场。
27、船舶未发生海难事故不能办理海损鉴定。
28、虽然船舶发生了海难事故，但某票货物完好，则此票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保险人）就不会涉
及索赔。
29、共同海损的牺牲必须是由于船长或其指定的代理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
30、舱口检视只要求详细检查舱口情况，不需检查货物表面情况。
31、在残损鉴定工作中，对残货的取样要求是随机取样。
32、残损鉴定工作中的“亲自实践，独立鉴定”是指验残中的一切检验鉴定工作都必须由鉴定人
员亲自完成。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