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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格式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的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的模板制作，也适用于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的信息共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27766-2011  二维条码 网格矩阵码 

GB/T 33190-2016  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格式 版式文档 

GB/T 35275-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GB/T 33481-2018  党政机关电子印章应用规范 

GB/T 36901-2018  电子证照 总体技术架构 

GB/T 36902-2018  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规范 

GB/T 36903-2018  电子证照 元数据规范 

GB/T 36904-2018  电子证照 标识规范 

GB/T 36905-2018  电子证照 文件技术要求 

GB/T 36906-2018  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接口规范 

GB/T 385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安全电子签章密码技术规范 

GB/T 16832-2015  国际贸易单证用格式设计 基本样式 

ZWFW C0123-2018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证照类型代码及目录信息 

3 设计原则 

a)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格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药品进口管理办法》的

规定。 

b)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格式应既能满足监管范围内管理需要，又能满足数据处理的需要。 

4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1联格式 

4.1 证照尺寸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1联尺寸为 A4纸大小（即 210mm×297mm）。 

4.2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1联的构成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由下列元素构成： 

a) 边框 

b) 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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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格 

d) 数据项 

其中数据项包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 地址 

3) 编号 

4) 发证日期 

5) 麻醉药品进口准许证 

6) 审批意见 

7) 进口单位 

8) 出口单位 

9) 进口药物名称 

10) 商品编码 

11) 剂型 

12) 包装与规格 

13) 数量 

14) 进口准许证号 

15) 生产企业 

16) 进口口岸 

17) 出口口岸 

18) 说明 

19) 于下列日期前进口 

2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1) 司负责人签字 

22) 电子印章 

23) 二维码 

电子准许证图样详见 4.4格式示意图。 

4.3 证照各元素说明 

4.3.1 边框 

边框宽度均为0.75磅,边框尺寸为197.5（宽）×265（高）mm，边框颜色为黑色边框； 

边框左侧外边缘距离准许证左边缘6.5mm； 

边框右侧外边缘距离准许证右边缘6.5mm； 

边框上侧外边缘距离准许证上边缘15mm； 

边框下侧外边缘距离准许证下边缘1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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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电子准许证元素区域位置误差均为1mm， 

证照元素颜色未做特别说明的均为黑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000000。 

4.3.2 底色 

证照底色为浅黄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FFFFCC。 

4.3.3 表格 

表格所有框线宽度均为1磅，尺寸为190（宽）×155.5（高）mm； 

表格左上角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0mm，距离准许证上边缘70mm； 

表格右下角距离准许证右边缘10mm，距离准许证下边缘39.5mm； 

表格第一行共一列，宽190mm，高25mm； 

表格第二行共一列，宽190mm，高25mm； 

表格第三行共五列，高14mm，第一列宽52mm，第二列宽34mm，第三列宽34mm，第四列宽42mm，第五

列宽28mm； 

表格第四行共五列，高19mm，第一列宽52mm，第二列宽34mm，第三列宽34mm，第四列宽42mm，第五

列宽28mm； 

表格第五行共一列，宽190mm，高7.5mm； 

表格第六行共一列，宽190mm，高22.5mm； 

表格第七列共两列，高20mm，第一列宽95mm，第一列宽95mm。 

表格第八行共一列，宽190mm，高25.2mm； 

4.3.4 数据项 

4.3.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名称英文描述：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上边缘21.7mm处开始，水平居中对齐，名称英文描述从距离准许证上边缘32mm

开始，水平居中对齐；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4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10.5磅。 

4.3.4.2 地址 

名称：地址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0.7mm，上边缘32mm处开始，区域尺寸为35（宽）×12mm（高）； 

表示：字体为华文中宋，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可变区域内水平靠左对齐，垂直居中对齐，当可变区域宽度不够排版时，字号可适当

缩小2-4磅；仍不足时，可回行处理，例如：中国北京北露园1号100037。 

4.3.4.3 编号 

名称：编号 

名称英文描述：File No.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61.5mm，上边缘28.3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华文中宋，字号为8磅, 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12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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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4 发证日期 

名称：发证日期 

名称英文描述：Issuing date 

区域：紧接着编号英文描述换行显示，名称英文描述紧接着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华文中宋，字号为8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12 磅，格式为英文日期，例如：“Mar 10，

2021”。 

4.3.4.5 麻醉药品进口准许证 

名称：麻醉药品进口准许证 

名称英文描述：IMPORT AUTHORIZATION FOR NARCOTIC DRUGS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上边缘49mm处开始，水平居中对齐，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 14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 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 11磅。 

4.3.4.6 审批意见 

名称：审批意见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4.5mm，上边缘66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0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5磅； 

内容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准

许以下单位进口以下麻醉药品”；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In pursuance of the “DRUG ADMINISTR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rants the importer listed below an 

authorization to import the consignment specified in following columns. 

4.3.4.7 进口单位 

名称：进口单位 

名称英文描述：Importer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一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8 出口单位 

名称：出口单位 

名称英文描述：Exporter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二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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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9 进口药物名称 

名称：进口药物名称 

名称英文描述： Name of Substances or Preparations to be Imported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三行第一列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

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表格第四行第一列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显示，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10 商品编码 

名称：商品编码 

名称英文描述：HS Code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三行第二列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水平居中显示，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

换行居中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表格第四行第二列单元格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显示，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11 剂型 

名称：剂型 

名称英文描述：Dosage Form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三行第三列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水平居中显示，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

换行居中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表格第四行第三列单元格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显示，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12 包装与规格 

名称：包装与规格 

名称英文描述：Package & Strength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三行第四列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水平居中显示，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

换行居中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表格第四行第四列单元格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显示，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13 数量 

名称：数量 

名称英文描述：Quantity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三行第五列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水平居中显示，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

换行居中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在表格第四行第五列单元格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显示，字体为仿宋，字号为 9磅。 

4.3.4.14 进口准许证号 

名称：进口准许证号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五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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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12磅。 

4.3.4.15 生产企业 

名称：生产企业 

名称英文描述：Manufacturer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六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12磅。 

4.3.4.16 进口口岸 

名称：进口口岸 

名称英文描述：Port of Entry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七行第一列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

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12磅。 

4.3.4.17 出口口岸 

名称：出口口岸 

名称英文描述：Port of Departure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七行第二列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

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仿宋，字号为12磅。 

4.3.4.18 说明 

名称：说明 

名称英文描述：Direc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1. 本联为进口单位在货物进口时领取货物凭证。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This copy is to be produced to the Customs by the importer at the time of importa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内容要求英文描述紧接

名称换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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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内容要求：2. 本联由报关单位如实填写背面各项内容，经海关查验放行并盖章后，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The exporter is to complete this copy on the back for the examination and endorsement of the Customs 

and return it to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11.3mm处开始，内容要求英文描述紧

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黑体，字号为9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4.3.4.19 于下列日期前进口 

名称：于下列日期前进口 

名称英文描述：The importation must be effected before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0mm，距离表格下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可变区域左上角从距离准许证左边框8mm，距离表格下边框12.8mm处开始，尺寸为54（宽）

×16（高）mm，日期在可变区域内显示，中文日期字体为宋体，字号12磅，日期格式大写，例如：“二

〇二一年一月一日”，英文日期紧接中文日期换行显示，字体为宋体，字号12磅，例如：“Mar 10,2021”。 

4.3.4.2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名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名称英文描述：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框141.5mm，距离表格下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着中文名称换

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1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4.3.4.21 司负责人签字 

名称：司负责人签字 

名称英文描述：Signature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框152.5mm，距离表格下边框30.5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着中文名

称换行居中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与名称英文描述用全角括号括起来； 

内容要求：可变区域左上角从距离准许证左边框139mm，距离表格下边框11.5mm处开始，尺寸为45

（宽）×17（高）mm，司负责人的签字在可变区域内显示。 

4.3.4.22 电子印章 

区域：所使用电子印章的尺寸为40mm×40mm，盖章后印模图像的中心点距离准许证右边框36mm，距

离准许证下边框20mm。  

4.3.4.23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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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宽为25mm高25mm，二维码上边框距离准许证上边缘3.5mm，二维码左边缘距离准许证左边缘

12.5mm。 

二维码采用通用二维码国际标准。 

说明：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出对应的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照面基本信息，二维码打印分辨率不低于600dpi。 

4.4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1联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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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1联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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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2联格式 

5.1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2联的构成 

除数据项的说明部分和底色与第 1联不同外，其他各数据项均与第 1联相同。 

5.2 证照各元素说明 

5.2.1 底色 

证照底色为浅蓝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C6D8F0。 

5.2.2 数据项 

说明 

名称：说明 

名称英文描述：Direc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 本联为进口单位交出口单位。”；  

第一部分英文描述： 

This copy is to be sent to the exporter by the importer.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第一部分英文描述紧接

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第一部分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第二部分：“2.出口单位凭本联向出口国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出口准许证。”；  

第二部分英文描述： 

The copy is a certificate for the exporter to apply for an expor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11.3mm处开始，第二部分英文描述紧

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黑体，字号为9磅，第二部分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5.3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2联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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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2联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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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3联格式 

6.1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3联的构成 

除数据项的说明部分和底色与第 1联不同外，其他各数据项均与第 1联相同。 

6.2 证照各元素说明 

6.2.1 底色 

证照底色为淡粉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EBC8C5。 

6.2.2 数据项 

说明 

名称：说明 

名称英文描述：Direc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本联供海关留存备查。”；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This copy is to the kept by the Customs on file for future reference.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内容要求英文描述紧接

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6.3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3联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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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3联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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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4联格式 

7.1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4联的构成 

除数据项的说明部分和底色与第 1联不同外，其他各数据项均与第 1联相同。 

7.2 证照各元素说明 

7.2.1 底色 

证照底色为浅绿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D7E3BF。 

7.2.2 数据项 

说明 

名称：说明 

名称英文描述：Direc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八行单元格左边框2mm，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本联由进口国主管部门寄出口国主管部门留存。”；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This copy is to be sent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七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内容要求英文描述紧接

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7.3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4联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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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4联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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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5联格式 

8.1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5联的构成 

数据项除说明部分与第 1联不同外，其他各数据项均与第 1联相同。 

8.2 证照各元素说明 

8.2.1 底色 

证照底色为浅灰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F2F2F2。 

8.2.2 数据项 

说明 

名称：说明 

名称英文描述：Direction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七行单元格左边框2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名称英文描述紧接名称换行

显示； 

表示：名称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名称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本联供留存备查用。”；  

内容要求英文描述： 

This copy is to the kept on file for future reference. 

区域：从距离表格第七行单元格左边框27.5mm，单元格上边框2mm处开始，内容要求英文描述紧接

名称换行显示；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9磅，内容要求英文描述字体为Arial Unicode MS，字号为8磅。 

8.3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 5联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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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第5联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NMPAB/T XXXX—2021 

 18 

9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海关签注页格式 

9.1 证照尺寸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的海关签注页证照尺寸为：210（宽）×297（高）mm。 

9.2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海关签注页的构成 

海关签注页由下列元素构成： 

a) 边框 

b) 底色 

c) 数据项 

其中数据项包括： 

1）海关签注 

2）签注意见 

3）海运 

4）空运 

5）邮寄 

6）船名 

7）航班号 

8）包裹号 

9）进口数量（净重、公斤） 

10）进口日期  

11）特此证明 

12）海关盖章 

13）签注日期 

14）二维码 

海关签注页图样详见 9.4格式示意图。 

9.3 证照各元素说明 

9.3.1 底色 

证照底色为浅绿色，十六进制颜色值为#D7E3BF。 

9.3.2 数据项 

9.3.2.1 海关签注 

名称：海关签注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87mm，上边缘55.8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7磅； 

内容要求：“本准许证所允许进口的麻醉药品已经我关核验无误，如数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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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 签注意见 

名称：签注意见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74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4磅； 

内容要求：“本准许证所允许进口的麻醉药品已经我关核验无误，如数放行。”。 

9.3.2.3 海运 

名称：海运 

区域：勾选框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97mm处开始，文本紧接勾选框连续排列；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4 空运 

名称：空运 

区域：勾选框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103.3mm处开始，文本紧接勾选框连续排列；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5 邮寄 

名称：邮寄 

区域：勾选框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109.6mm处开始，文本紧接勾选框连续排列；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6 船名 

名称：船名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79mm，上边缘97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7 航班号 

名称：航班号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79mm，上边缘103.3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8 包裹号 

名称：包裹号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79mm，上边缘109.6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9 进口数量(净重、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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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进口数量（净重、公斤）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139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紧接名称连续排列，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9.3.2.10 进口日期 

名称：进口日期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155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日期格式为****年**月**日，“期年”相邻两个字间隔20毫米，“年月日”相邻两个字

间隔16毫米具体日期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所填时间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9.3.2.11 特此证明 

名称：特此证明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35mm，上边缘169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4磅。 

9.3.2.12 海关盖章 

名称：海关盖章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10mm，上边缘194mm处开始；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9.3.2.13 签注日期 

名称：签注日期 

区域：从距离准许证左边缘110mm，上边缘200.5mm处开始，“期年”相邻两个字间隔20毫米，“年

月日”相邻两个字间隔16毫米； 

表示：字体为楷体，字号为12磅； 

符号说明：名称后面紧接全角冒号； 

内容要求：日期格式为****年**月**日，“期年”相邻两个字间隔20毫米，“年月日”相邻两个字

间隔16毫米，具体日期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2磅，所填时间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9.3.2.14 二维码 

区域：宽为25mm高为25mm，二维码上边框距离准许证上边缘15.5mm，二维码左边缘距离准许证左边

缘20mm。 

二维码采用通用二维码国际标准。 

说明：扫描二维码，可查询出对应的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照面基本信息，二维码打印分辨率不低于600dpi。 

9.4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海关签注页格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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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麻醉药品进口电子准许证海关签注页格式示意图 

注：示意图中的距离单位均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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