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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黄金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国际板指定

仓库出入库及出入境业务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有关规

定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割细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主要针对参与交易所国际板的会员、客户及国际

板指定仓库，对其办理实物入境、进口、出库、出境及仓储业务操作

提出规范要求。交易所会员、客户及国际板指定仓库应遵守本指引。 

 

第二章 国际板指定仓库 

 

第三条 国际板指定仓库仓储业务包括交易库业务及保管库业

务，其中交易库业务指为交易所会员及客户参与交易所交易交割业务

的实物提供保管服务，保管库业务指为交易所会员及客户未参与交易

所交易交割业务的实物提供保管服务。交易库管理根据《上海黄金交

易所交割细则》执行，保管库管理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保管库管理

办法》执行。 

第四条 国际板指定仓库应委托合格报关公司代理国际会员及

国际客户实物入境、实物出境报关申请。 

第五条 国际板指定仓库应确定专业运输公司负责对机场至国

际板指定仓库及国际板指定仓库至机场的实物安全运输。 

第六条 国际会员及客户向交易所提供委托入库书后可以由运

输公司代为办理入库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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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境手续 

 

第七条 入境手续是指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实物的有关入

境手续，入境的实物可以存入国际板指定仓库交易库或保管库。 

第八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开展实物入境手续应选择国际板

指定仓库确定的专业运输公司进行运输，并承担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一

切风险及费用。 

第九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实物入境手续，应向交易所提

供以下资料： 

（一） 发票。主要说明进境方、境外发货人、黄金重量、品牌、

价值、原产地内容； 

（二） 装箱单。主要包括该批次黄金的带包装总毛重与总纯重； 

（三） 码单。主要包括每块黄金的毛重与纯重； 

（四） 非木质包装证明。 

以上四项可使用复印件。 

 

第四章 进口手续 

 

第十条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可以在国际板指定

仓库提取国际板实物。 

第十一条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通过交易所买入

或租入国际板交割品种后，办理实物进口手续，按以下操作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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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至国际板指定仓库

办理出库手续，暂不能提取实物，先行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二）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向报关公司提交以

下材料： 

1、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黄金进、出口凭证（第一联商业银行

报关专用）； 

2、 代理报关委托书； 

3、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由交易所出具的成交单； 

4、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提货申请单》； 

5、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票》及《出库

明细表》。 

以上 3、4、5项可使用复印件。 

（三）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完成进口报关手续

后，凭海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至国际板

指定仓库办理进口实物提取手续。 

第十二条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买入国际板保管

品种后，若需办理实物进口手续，按以下操作步骤进行： 

（一）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至国际板指定仓库

办理出库手续，暂不能提取实物，先行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二）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向报关公司提交以

下材料： 

1、 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黄金进、出口凭证（第一联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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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关专用）； 

2、 代理报关委托书； 

3、 本批出库实物的发票、装箱单、码单 

4、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提货申请单》； 

5、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票》及《出库明

细表》。 

以上 3、4、5项可使用复印件。 

（三） 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及客户完成进口报关手续

后，凭海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至国际板

指定仓库办理进口实物提取手续。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卖出主板交割品种，

进口手续由具备黄金进出口资格的会员或客户代理，代理进口手续费

由卖出主板交割品种的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支付。代理进口手续费率

及支付方式由交易所另行通知。 

 

第五章 交提实物出库手续 

 

第十四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通过交易所买入的国际板交割

品种实物可以申请交提出库，提取的实物为交易库实物，提取出库的

实物可以存入保管库，也可以办理出境手续。办理保管库入库手续根

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保管库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出境手续是指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实物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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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手续。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出境手续应选择国际板指定仓库

确定的专业运输公司进行运输，并承担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风险及

费用。 

第十六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出境手续按以下操作步骤

进行： 

（一）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至国际板指定仓库办理交提出库

手续。 

（二）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应向交易所提供以下资料： 

1、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申请单》； 

2、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提货申请单》； 

3、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票》及《出库

明细表》。 

以上三项可使用复印件。 

 

第六章 提取实物出境手续 

 

第十七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提取实物出境主要包括三种形

式：一是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自提交易库实物出境；二是国际会员及

国际客户提取保管库实物出境；三是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提取租入的

实物出境。 

第十八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开展实物出境手续应选择国际

板指定仓库确定的专业运输公司进行运输，并承担运输过程中出现的

一切风险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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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转口出境手续按以下操作

进行： 

（一）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至国际板指定仓库办理实物出库

手续。 

（二）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应向交易所提供以下资料： 

1、 发票。主要说明出境方、境外收货人、黄金重量、品牌、价

值、原产地； 

2、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申请单》； 

3、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提货申请单》； 

4、 本批出库实物对应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票》及《出库

明细表》。 

以上四项可使用复印件。 

 

第七章 移  库 

 

第二十条 移库是指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将其存放在同一指定

仓库内的保管库实物转存为交易库实物或将交易库实物转存为保管

库实物的业务。 

第二十一条 保管库实物转存至交易库的，计入国际会员及国际

客户剩余库存账户。 

第二十二条 交易库实物转存至保管库分为自提移库、交提移库、

部分交提移库，自提移库指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将其交易库剩余库存

账户的实物转存至保管库，交提移库指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将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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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买入货权账户的实物转存至保管库，部分交提移库指国际会员及国

际客户将其交易库部分剩余库存账户、部分买入货权账户的实物转存

至保管库。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按照交提移库重量支付运保费，计算方法及

费率标准参照交提出库执行。 

第二十三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办理移库业务应填写《上海黄

金交易所移库申请单》（以下简称申请单，参见附件）并通过交易所

会员服务平台提交申请。移库申请单需加盖申请会员或客户的业务用

章或由负责人签字，提交至交易所国际板指定仓库。国际会员代理国

际客户在会员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第二十四条 交易所国际板指定仓库负责办理国际会员及国际客

户的移库业务，并通过交易所仓库运输服务平台进行确认。 

第二十五条 国际会员及国际客户需向国际板指定仓库缴纳实物

搬运费，实物搬运费由交易所代收代付，费率为 1 元/千克，每一批

次最低收费 1000 元。费率调整根据交易所公告执行。移库业务参照

现货买入、现货卖出分别计算交易库仓储费和保管库仓储费。交易库

转存至保管库的，参照交易库出库计算出库溢短。保管库转存至交易

库的，参照交易库入库计算入库溢短。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以中文书写，任何其他语种和版本之间产生

歧义的，以最近的中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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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解释权属于交易所。 

第二十八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上海黄金交易所国

际板交割业务操作指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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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黄金交易所 

移库申请单 

年     月     日                            

申请企业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移库类型    交易库转存至保管库       保管库转存至交易库 

申请日期  

会员代码  会员名称  

席位代码  席位名称  

客户代码  客户名称  

仓库代码  仓库名称  

交易库转存至保管库需填写以下内容： 

移出交

割品种 

移入保

管品种 

自提移库重量 

（千克） 

交提移库重量 

（千克） 

标准重量合计 

（千克） 

     

保管库转存至交易库需填写以下内容： 

移出保

管品种 

移入交

割品种 
标准重量合计（千克） 

   

本企业在此郑重声明：所填写的全部信息均经核实正确有效，若有不符，愿意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 

 

 

 

 

申请企业业务用章 

或负责人签字： 

 

 

 

国际板指定仓库签章 

（付讫章）： 

  

 

 

 

仓库经办： 

 

仓库复核： 

国际板指定仓库签章 

（收讫章）： 

 

 

 

 

仓库经办 

 

仓库复核： 

 此申请表需传真至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指定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