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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使供应商发货流程具有一致性以及时间和成本效率，并且符合 IDEXX 进口活动要求，IDEXX 
Laboratories, Inc. 和 IDEXX Operations, Inc.（下称“IDEXX”）特此制定本进口指南。亦即，编
制本指南的目的在于帮助 IDEXX 授权供应商和 IDEXX 在相关方面达成良好共识，并且保证供应
商的发货符合美国海关及其他美国政府法规要求。如有任何问题或疑虑，欢迎直接联系 IDEXX 
采购员、品类经理和进口部。但需注意，IDEXX 采购订单上的特定条款和条件优先于本指南所
述内容，存在分歧时应以采购订单为准。 

感谢您配合遵从本进口指南。   

此致，
IDEXX Laboratories, Inc. 及 IDEXX Operations, Inc. 
进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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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要求

对于将货品从供应商场地高效运往 IDEXX 美国公司或其他指定收货地址，下文所述说明将至关
重要。所有供应商均须遵从这些说明。下方说明适用于海运和空运。

进口到美国需要的文件
必须尽快通过电子邮件将以下文件发送给 IDEXX (Import-ExportCOEUS@idexx.com)、IDEXX 采
购员和/或品类经理：
.• 商业发票
.• 装箱单
.• 空运提单或海运提单
.• 海运进口商安全申报 (Importer Security Filing, ISF) (10+2) 表
.• 其他可能适用的文件：

.– 木质包装熏蒸证明或声明

.– 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 TSCA) 声明
注意： 

.• 如果由联邦快递 (FedEx) 承运，则 FedEx 将作为 IDEXX 的报关行行事。

.• 如果由其他承运人承运，则 Expeditors 将作为 IDEXX 的报关行行事，且供应商须将所有上
述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dexx@expeditors.com。

商业发票要求
供应商可采用自定义格式的商业发票和装箱单，但发票上必须以英文载有如下信息。商业发票和
装箱单上的信息必须包含对所发运货物完整且准确的描述。同时，商业发票上应清楚载明所发运
的所有货品。应注意的是，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可能导致美国清关延误和/或 IDEXX 遭到处罚。具
体说来，商业发票应包括如下内容：
.• 完整的发货人名称和地址
.• 完整的收货人地址和收货地址 - 请参考采购订单上“Billed to”（付款方）一栏中的指
定 IDEXX 公司（如 IDEXX Operations Inc. 或 IDEXX Laboratories, Inc.）
.• 商业发票号及日期
.• 国际贸易术语和明确的地点（如 CPT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 IDEXX 的采购订单号
.• 支付币种 - 此项须与采购订单中的币种保持一致
 • IDEXX 的部件号或物料号 - 如果 IDEXX 未指定部件号，则使用供应商的部件号
.• 准确、充分的货品描述，以便能够参照美国统一关税表 (U.S. 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USHTS) 将产品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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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产地/原产国信息 - 确保提供实际产品的原产地/原产国

.• 单价、总价及含税价格合计 - 如果发票上的金额与采购订单上的金额不一致，请告知 IDEXX

注意：如果所发运货品并非采购订单规定的货品，而是“免费”运送的部件，则应标明其
正常市价以便清关。
.• 件数、箱数、托盘数、桶数以及相关的净重和毛重

修改商业发票
如若发现商业发票信息错误，应及时提交修改后的商业发票，并应在发票上注明“Revised”.
（已修订）字样。 

重要提示：所有新供应商首次发货前，须先发送一份完整的商业发票至 Import-ExportCOEUS@
Idexx.com 以供审批。

装箱单
每批货物必须随附一份装箱单。
.• 如果用纸箱装运，请在 1 号箱内随附装箱单并在箱上标明“Packing List Enclosed”（附有
装箱单）字样。
.• 如果用托盘装运，请将装箱单装在信封内并贴附于托盘上。

装箱单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 IDEXX 采购订单号
 • IDEXX 部件号
.• 托盘、桶、纸箱数/计数
.• 各桶、箱等包装内容物
.• 纸箱尺寸
.• 毛重和净重
.• 产品原产地/原产国

重要提示：发货数量的准确性：商业发票、装箱单和运输单据（空运和海运提单）上的件数、箱
数、桶数或其他包装单位数量必须一致。更重要的是，供应商所发运货物的实际数量须与商业发
票和装箱单上所列数量一致。IDEXX 不接受任何多发或少发的行为。

空运提单和海运提单
.• 在向货运代理或承运人订舱时，供应商必须索取不可转让的海运提单。
.• 空运提单和海运提单必须按照如下方式填制：

.– 托运至：IDEXX Operations, Inc., One IDEXX Drive, Westbrook, ME 04092 U.S. 

.– 注明通知人：IDEXX Operations, Inc., One IDEXX Drive, Westbrook, ME 04092 U.S., 
Import-ExportCOEUS@idexx.com

.• 还应填上采购订单中的收货方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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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通知人： 

Expeditors –Boston 
795 Jubilee Drive 
Peabody, MA 01960 
电话：978-531-0001 
idexx@expeditors.com

.• 如果由 FedEx 承运，则相应的其他通知人为：BUFCPAMAIN_A@ftn.fedex.com

海运进口商安全申报 (ISF) 10+2 表（见 Expeditors 表格）
.• 每批海运货物都必须填写 ISF 表
.• 对于所有发往美国的海运货物，供应商应协助提供 Expeditors ISF 表所需的数据项
.• 无论是拼箱货 (Less than Container Loads, LCL) 还是整箱货 (Full Containers Loads, FCL)，
供应商均须在装船前至少 72 小时向 IDEXX 报关行提交 ISF 表
.• 对于海运货物，供应商应在装船前至少 72 小时通知 IDEXX (Import-ExportCOEUS@idexx.com) 
和 Expeditors (bos-isf@expeditors.com) 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Expeditors ISF 表 

.• 此外，对于所有通过远洋船舶运输的集装箱，应使用 ISO/PAS 17712 标准密封件或螺栓
进行密封

其他可能适用的文件

木质包装熏蒸证明
美国是执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SPM 
15) 的国家，该标准由《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IPPC) 组织
制定。因此，所有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均必须符合木质包装材料 (Wood Packing Material, WPM) 法
规及相关要求。如果缺少相应的证明文件，货物需要在清关时接受检验，这可能导致清关延误。

非木质包装材料 (Non-Wood Packing Material, NWPM)

在商业发票、装箱单或相关证明上须注明“This shipment does not contain wood packaging 
materials”（本批货物不含木质包装材料）。

WPM（非人造木包装 (Non-Manufactured Wood Packing, NMWP)/实木包装材料 
(Solid Wood Packing Material, SWPM)）
WPM 必须经过热处理 (HT) 或熏蒸 (MB) 并应在实际包装上标明相应的 IPPC 处理标记。  

有关完整的 WPM 信息，请访问美国农业部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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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舱位预订

对于采用如下运输条款的供应商：CFR、CIF、CPT、DPU、DAP、DDU

.• 作为发货人，供应商应依照这些运输条款负责选择货运代理或承运人以及签订运输合
同。一切安排妥当后，请务必尽快通过电子邮件将完整的运输详细信息发送至 Import-
ExportCOEUS@idexx.com。
.• 供应商应与货运代理/承运人协调，以向 Import-ExportCOEUS@idexx.com 和 IDEXX 的报
关行 (idexx@expeditors.com) 发送发货通知和到货通知。
.• 供应商应负责（根据运输条款）跟踪货物直至货物到达目的地，同时应确保所选承运人/代
理能够及时按照既定的运输条款将产品交付至目的地。
.• 对于发往美国的货物，供应商选定的货运代理/承运人应支持并配合 IDEXX 报关行的工作。

对于采用如下运输条款的供应商：EXW、FCA、FAS 或 FOB

供应商应基于约定的发货日期，提前两周联系 IDEXX 指定的服务提供商订购货运舱位。请通过
电子邮件联系 IDEXX 公司运输部了解详细信息：
.• 对于发自加拿大的货物，请联系：CorporateTransportationTeam@idexx.com

.• 对于发自加拿大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货物，请联系：  
CorporateTransportation-International@ide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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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地点

IDEXX 将在采购订单上注明交货地点。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DEXX 采购员和/或公司运输部确
认收货地址：
.• 对于发自加拿大的货物，请联系：CorporateTransportationTeam@idexx.com

.• 对于发自加拿大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货物，请联系：  
CorporateTransportation-International@ide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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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原产国标记

所有进口货物均须注明“Made in XXX”或“Product of XXX”字样的原产地/原产国标记。对于
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产品，美国法律要求：必须在显眼的位置，以清晰、不可消除的方式标上原
产地/原产国标记；应保证此标记在物品（或其容器）的性质允许的情况下永久存在，且美国的
最终购买者能够看到（以英文标记的）原产地/原产国名称。
重要提示：在处理过程中易消除的标记将被视为不合格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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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电话号码及常规信息

如若对本指南中各项说明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mport-ExportCOEUS@ide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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