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   物   名   称 单位

Warengattung
chin. 

Zolltarifnumme
r

Warenbezeichnung

1005100001 种用玉米 千克 (kg)
1005100090 种用玉米 千克
1005900001 其他玉米 千克
1005900090 其他玉米 千克
1001110001 种用硬粒小麦  千克
1001110090 种用硬粒小麦 千克
1001190001 其他硬粒小麦 千克
1001190090 其他硬粒小麦 千克
1001910001 其他种用小麦及混合麦 千克
1001910090 其他种用小麦及混合麦 千克
1001990001 其他小麦及混合麦 千克
1001990090 其他小麦及混合麦 千克
5201000001 未梳的棉花，包括脱脂棉花 千克
5201000080 未梳的棉花，包括脱脂棉花 千克
5201000090 未梳的棉花，包括脱脂棉花 千克
5203000001 已梳的棉花 千克
5203000090 已梳的棉花 千克
2701110010 无烟煤(不论是否粉化,但未制成型) 千克
2701121000 未制成型的炼焦煤(不论是否粉化) 千克
2701129000 其他烟煤(不论是否粉化,但未制成型) 千克
2701190000 其他煤(不论是否粉化,但未制成型) 千克
2702100000 褐煤(不论是否粉化,但未制成型) 千克

5 原油 Rohöl 2709000000 石油原油(包括从沥青矿物提取的原油) 千克
2710121000 车用汽油及航空汽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kg/l)

附件

Verzeichnis der Exportlizenzpflichtigen Waren

商务部负责签发以下货物的出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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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0122000 石脑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29101 壬烯（碳九异构体混合物含量高于90%），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
2710129190 其他壬烯，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
2710129910 异戊烯同分异构体混合物，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
2710129990 其他轻油及制品（包括按重量计含油≥70%的制品），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
2710191100 航空煤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1200 灯用煤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1910 正构烷烃（C9-C13），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1990 其他煤油馏分的油及制品，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2300 柴油 千克/升
2710199100 润滑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9200 润滑脂，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9300 润滑油基础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200000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但原油除外）以及以上述油为基本成分（按重量计
≥70％）的其他税目未列名制品（含生物柴油<30%,废油除外）

千克/升

2711110000 液化天然气 千克

1006101101 种用籼米稻谷 千克
1006101190 种用籼米稻谷 千克
1006101901 其他种用稻谷 千克
1006101990 其他种用稻谷 千克
1006109101 其他籼米稻谷 千克
1006109190 其他籼米稻谷 千克
1006109901 其他稻谷 千克
1006109990 其他稻谷 千克
1006201001 籼米糙米 千克
1006201090 籼米糙米 千克
1006209001 其他糙米 千克
1006209090 其他糙米 千克
1006301001 籼米精米（不论是否磨光或上光） 千克
1006301090 籼米精米（不论是否磨光或上光） 千克
1006309001 其他精米（不论是否磨光或上光） 千克
1006309090 其他精米（不论是否磨光或上光） 千克
1006401001 籼米碎米 千克

特办负责签发以下货物的出口许可证 Erteilung von Ausfuhrlizenzen bei besondere bestimmter Stelle

成品油 
Raffiniertes Öl

6

1 大米 Reis



1006401090 籼米碎米 千克
1006409001 其他碎米 千克
1006409090 其他碎米 千克
1102200001 玉米细粉 千克
1102200090 玉米细粉 千克
1103130001 玉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130090 玉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4199010 滚压或制片的玉米 千克
1104230001 经其他加工的玉米 千克
1104230090 经其他加工的玉米 千克
1101000001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千克
1101000090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千克
1103110001 小麦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110090 小麦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201001 小麦团粒 千克
1103201090 小麦团粒 千克
1102901101 籼米大米细粉 千克
1102901190 籼米大米细粉 千克
1102901901 其他大米细粉 千克
1102901990 其他大米细粉 千克
1103192101 籼米大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192190 籼米大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192901 其他大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1103192990 其他大米粗粒及粗粉 千克

4406100000 未浸渍的铁道及电车道枕木
千克/立方米 
(kg/m3)

4407101091 非端部接合的红松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1099 非端部接合的樟子松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2091
非端部接合濒危白松(云杉，冷杉)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
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2099
非端部接合其他白松(云杉，冷杉)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
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3090 非端部接合的辐射松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4090 非端部接合的花旗松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109091 非端部接合其他濒危针叶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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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7109099 非端部接合的其他针叶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10090 非端部接合美洲桃花心木(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20090
非端部接合的苏里南肉豆蔻木、巴西胡桃木及美洲轻木(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
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50090
非端部接合的红柳桉木板材(指深红色、浅红色及巴栲红柳桉木，经纵锯、纵切、刨
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60090
非端部接合的白柳桉、其他柳桉木和阿兰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
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70090 非端部结合的沙比利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80090 非端部接合的伊罗科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91090 非端部接合的柚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99091
非端部接合其他未列名本章子目注释二濒危热带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
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299099
非端部接合其他未列名本章子目注释二热带木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
，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10091 非端部接合的蒙古栎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10099
非端部接合的其他栎木（橡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
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20090 非端部接合的山毛榉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30090 非端部接合的枫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40090 非端部接合的樱桃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50091 非端部接合的水曲柳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50099 非端部接合的其他白蜡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1090
非端部接合的樟木/楠木/红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
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8091
非端部结合其他温带濒危非针叶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
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8099
非端部接合的其他温带非针叶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
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9091
非端部接合的南美蒺藜木（玉檀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
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9092
非端部接合的沉香木及拟沉香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
毫米）

千克/立方米

5  锯材 Bauholz



4407999095 非端部接合的其他濒危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4407999099 非端部接合的其它木厚板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的，厚度超过6毫米） 千克/立方米

0102290000 非改良种用家牛
千克/头 
(kg/Stück)

0102390010 非改良种用濒危水牛 千克/头
0102390090 非改良种用其他水牛 千克/头
0102909010 非改良种用濒危野牛 千克/头
0102909090 非改良种用其他牛 千克/头

活猪 Lebende 
Schweine

0103920010 重量在50千克及以上的其他野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3920090 重量在50千克及以上的其他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3912010 10≤重量<50千克的其他野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3912090 10≤重量<50千克的其他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3911010 重量在10千克以下的其他野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3911090 重量在10千克以下的其他猪（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头
0105941000 超过185克改良种用鸡 千克/只
0105949000 超过185克其他鸡(改良种用的除外） 千克/只
0105999300 超过185克的非改良种用珍珠鸡 千克/只

9 锑及锑制品 Antimon

2617101000 生锑（锑精矿，选矿产品） 千克
2617109001 其他锑矿砂及其精矿（黄金价值部分） 千克
2617109090 其他锑矿砂及其精矿（非黄金价值部分） 千克

氧化锑 2825800000 锑的氧化物 千克
8110101000 未锻轧锑 千克
8110102000 锑粉末 千克
8110200000 锑废碎料 千克
8110900000 其他锑及锑制品 千克

10 钨及钨制品 Wolfram

2611000000 钨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620991000 其他主要含钨的矿渣、矿灰及残渣 千克
2841801000 仲钨酸铵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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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1804000 偏钨酸铵 千克
2825901200 三氧化钨 千克
2825901910 蓝色氧化钨 千克
2825901100 钨酸 千克
2841802000 钨酸钠 千克
2841803000 钨酸钙 千克
2849902000 碳化钨 千克

8101100010*
其他颗粒＜500μm的钨及其合金(含量≥97%,不论球形,椭球体,雾化,片状,研碎金属
燃料)※  

千克

8101100090 其他钨粉末 千克
8101940000 未锻轧钨（包括简单烧结的条、杆） 千克
8101970000 钨废碎料 千克

11 锡及锡制品 Zinn

锡矿砂 2609000000 锡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825903100 二氧化锡 千克
2825903900 其他锡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千克
8001100000 未锻轧非合金锡 千克
8001201000 锡基巴毕脱合金 千克
8001202100 按重量计含铅量在0.1%以下的焊锡 千克
8001202900 其他焊锡 千克
8001209000 其它锡合金 千克
8002000000 锡废碎料 千克
8003000000 锡及锡合金条、杆、型材、丝 千克
8007002000 锡板、片及带,厚度超过0.2毫米 千克
8007004000 锡管及管子附件（例如,接头,肘管,管套 ） 千克
7106101100 平均粒径<3微米非片状银粉 克(g)
7106101900 平均粒径≥3微米的非片状银粉 克
7106102100 平均粒径<10微米片状银粉 克
7106102900 平均粒径≥10微米的片状银粉 克
7106911000 纯度达99.99%及以上未锻造银，包括镀金、镀铂的银 克
7106919000 其他未锻造银，包括镀金、镀铂的银 克
7106921000 纯度达99.99%及以上半制成银，包括镀金、镀铂的银 克
7106929000 其他半制成银，包括镀金、镀铂的银 克
8112923010 未锻轧铟、铟粉末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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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923090 未锻轧的铟废碎料 千克
8112993000 锻轧的铟及其制品 千克
2613100000 已焙烧的钼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613900000 其他钼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825700000 钼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千克
2841709000 其他钼酸盐 千克
2841701000 钼酸铵 千克
7202700000 钼铁 千克
8102100000 钼粉 千克
8102940000 未锻轧钼，包括简单烧结的条、杆 千克
8102970000 钼废碎料 千克
2510101000 未碾磨磷灰石 千克
2510109000 其他未碾磨天然磷酸钙（包括天然磷酸铝钙及磷酸盐白垩，磷灰石除外） 千克
2510201000 已碾磨磷灰石 千克
2510209000 其他已碾磨天然磷酸钙（包括天然磷酸铝钙及磷酸盐白垩） 千克
1401903100 蔺草（已净、漂白或染色的） 千克
4601291111 蔺草制的提花席、双苜席、垫子（单位面积〉1平方米，不论是否包边） 千克/张
4601291112 蔺草制的其他席子（单位面积〉1平方米，不论是否包边） 千克/张
9404210010 蔺草包面的垫子（单件面积大于1平方米，无论是否包边） 个/千克
2526102000 未破碎及未研粉的滑石(不论是否粗加修整或仅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形板块)     千克
2526202001 滑石粉（体积百分比90%及以上的产品颗粒度小于等于18微米的） 千克
2526202090 已破碎或已研粉的其它天然滑石 千克
3824909100 按重量计含滑石50%以上的混合物 千克
2519100000 天然碳酸镁(菱镁矿) 千克
2519901000 熔凝镁氧矿(电熔镁,包括喷补料) 千克
2519902000 烧结镁氧矿(重烧镁,包括喷补料) 千克
2519903000 碱烧镁(轻烧镁) 千克
2519909910 其他氧化镁含量在70％以上的矿产品 千克
2530909910 废镁砖 千克
2530909930 未煅烧的水镁石 千克
3824909200 按重量计含氧化镁70%以上的混合物 千克
1211903600 鲜或干的甘草（不论是否切割，压碎或研磨成粉） 千克
1302120000 甘草液汁及浸膏 千克
2938909010 甘草酸粉 千克
2938909020 甘草酸盐类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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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及铟制品 Indium

钼 Molybdän

磷矿石 Phosphat

蔺草及蔺草制品 
Schilf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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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块（粉）Talkum

镁砂 Magnesia

甘草及甘草制品 
Lakritze und 

Süßholzprodukte



2938909030 甘草次酸及其衍生物 千克
7110110000 未锻造或粉末状铂 （加工贸易方式） 克
7110191000 板、片状铂 （加工贸易方式） 克
2505100000 硅砂及石英砂（不论是否着色） 千克
2505900010 标准砂（不论是否着色，二十六章的金属矿砂除外） 千克
2505900090 其他天然砂（不论是否着色，二十六章的金属矿砂除外） 千克

2903140010 非用于清洗剂的四氯化碳 千克
2903191010 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用于清洗剂的除外 千克
2903399020 溴甲烷（甲基溴） 千克  
2903710000 一氯二氟甲烷 千克
2903720000 二氯三氟乙烷 千克
2903730000 二氯一氟乙烷 千克
2903740000 一氯二氟乙烷 千克
2903750010 1,1,1,2,2-五氟-3,3-二氯丙烷 千克
2903750020 1,1,2,2,3-五氟-1,3-二氯丙烷 千克
2903750090 其他二氯五氟丙烷 千克
2903760010 溴氯二氟甲烷（halon-1211) 千克
2903760020 溴三氟甲烷（halon-1301) 千克
2903771000 三氯氟甲烷(CFC-11) 千克  
2903772011 二氯二氟甲烷(CFC-12) 千克  
2903772012 三氯三氟乙烷,用于清洗剂除外(CFC-113) 千克  
2903772014 二氯四氟乙烷(CFC-114) 千克  
2903772015 一氯五氟乙烷(CFC-115) 千克  
2903772016 一氯三氟甲烷(CFC-113) 千克  
2903791011 一氟二氯甲烷 千克  
2903791012 1,1,1,2-四氟-2-氯乙烷 千克  
2903791013 三氟一氯乙烷 千克  
2903791014 1-氟-1,1-二氯乙烷 千克  
2903791015 1,1-二氟-1-氯乙烷 千克  
2903791090 其他氟和氯的甲烷、乙烷及丙烷的卤化衍生物 千克
2903799021 其他仅含溴、氟的甲烷、乙烷和丙烷 千克
3824710011 二氯二氟甲烷和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500) 千克  
3824710012 一氯二氟甲烷和二氯二氟甲烷的混合物(R-501)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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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金（铂或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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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4710013 一氯二氟甲烷和一氯五氟乙烷的混合物(R-502) 千克  
3824710014 三氟甲烷和一氯三氟甲烷的混合物(R-503) 千克  
3824710015 二氟甲烷和一氯五氟乙烷的混合物(R-504) 千克  
3824710016 二氯二氟甲烷和一氟一氯甲烷的混合物(R-505) 千克  
3824710017 一氟一氯甲烷和二氯四氟乙烷的混合物(R-506) 千克  
3824710018 二氯二氟甲烷和二氯四氟乙烷的混合物(R-400) 千克  
3824740011 二氟一氯甲烷、二氟乙烷和一氯四氟乙烷的混合物(R-401) 千克  
3824740012 五氟乙烷、丙烷和二氟一氯甲烷的混合物(R-402) 千克  
3824740013 丙烷、二氟一氯甲烷和八氟丙烷的混合物(R-403) 千克  
3824740014 二氟一氯甲烷、二氟乙烷、一氯二氟乙烷和八氟环丁烷的混合物(R-405) 千克  
3824740015 二氟一氯甲烷、2-甲基丙烷（异丁烷）和一氯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06) 千克  
3824740016 五氟乙烷、三氟乙烷和二氟一氯甲烷的混合物(R-408) 千克  
3824740017 二氟一氯甲烷、一氯四氟乙烷和一氯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09) 千克  
3824740018 丙烯、二氟一氯甲烷和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11) 千克  
3824740019 二氟一氯甲烷、八氟丙烷和一氯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12) 千克  
3824740021 二氟一氯甲烷、一氯四氟乙烷、一氯二氟乙烷和2-甲基丙烷的混合物(R-414) 千克  
3824740022 二氟一氯甲烷和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15) 千克  
3824740023 四氟乙烷、一氯四氟乙烷和丁烷的混合物(R-416) 千克  
3824740024 丙烷、二氟一氯甲烷和二氟乙烷的混合物(R-418) 千克  
3824740025 二氟一氯甲烷和八氟丙烷的混合物(R-509) 千克  
3824740026 二氟一氯甲烷和一氯二氟乙烷的混合物 千克  

3824740090
其他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氢氯氟烃混合物(不论是否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全氟烃
或氢氟烃，但不含三氯氟烃）

千克  

2712200000 石蜡,不论是否着色（按重量计含油量小于0.75%） 千克
2712901000 微晶石蜡 千克

3
部分金属及制品 
Metallwaren

8109200090* 其他未锻轧锆；粉末 千克
8109300000* 锆废碎料 千克
8109900090* 其他锻轧锆及锆制品 千克
2825600090* 二氧化锆 千克
8103201100 松装密度小于2.2g/cm3的钽粉 千克
8103201900 其他钽粉 千克
8103209000 其他未锻轧钽,包括简单烧结而成的条、杆 千克

1

2

消耗臭氧层物质 
Ozon abbauende 
Substanzen

石蜡 Paraffin

锆

钽



8103300000 钽废碎料 千克
8103909090 其他锻轧钽及其制品 千克
8103901100 直径小于0.5mm的钽丝 千克
8103901900 其他钽丝 千克
8112921010 未锻轧锗废碎料 千克
8112921090 未锻轧的锗;锗粉末 千克
8112991000 其他锗及其制品 千克
2825600001 锗的氧化物 千克
8112922001 未锻轧、废碎料或粉末状的钒氮合金 千克
8112992001 其他钒氮合金 千克
8112922010 未锻轧的钒废碎料 千克
8112922090 未锻轧的钒；钒粉末 千克
8112992090 其他钒及其制品 千克
2825301000 五氧化二钒 千克
2825309000 其他钒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千克
2825902100 三氧化二铋 千克
2825902900 其他铋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千克
8106001091 其他未锻轧铋 千克
8106001092 其他未锻轧铋废碎料 千克
8106001099 其他未锻轧铋粉末 千克
8106009090 其他铋及铋制品 千克

钨 3824300010 混合的未烧结金属碳化钨(包括自身混合或与金属粘合剂混合的) 千克
3206111000 钛白粉 千克
8108202100 未锻轧海绵钛 千克
8108202990 其他未锻轧钛 千克
8108203000 钛的粉末 千克
8108300000 钛废碎料 千克
8112924010 铌废碎料 千克
8112924090 未锻轧的铌；粉末 千克
8112929091 未锻轧的镓、铼废碎料 千克
8112929099 未锻轧的镓、铼；粉末 千克
8112994000 锻轧的铌及其制品 千克
8112999090 锻轧的镓、铼及其制品 千克
8105201000 钴湿法冶炼中间品 千克
8105202000 未锻轧钴 千克

钽

锗

钒

铋

钛

镓、铼、铌

钴



8105209001 钴锍及其它冶炼钴时所得的中间产品 千克
8105209090 其他钴锍、未锻轧钴、粉末 千克
8105300000 钴锍废碎料 千克
8105900000 其他钴及制品 千克
2827393000 氯化钴 千克
2917112000 草酸钴 千克
2836993000 碳酸钴 千克
2822001000 四氧化三钴 千克
2822009000 其它钴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包括商品氧化钴，但四氧化三钴除外） 千克
2833299010 硫酸钴 千克
8112120000* 未锻轧铍、铍粉末 千克
8112130000* 铍废碎料 千克
8112190000* 其他铍及其制品 千克
7501100000 镍锍 千克
7501201000 镍湿法冶炼中间品 千克
7501209000 其他氧化镍烧结物、镍的其他中间产品 千克

7502101000
未锻轧非合金镍，但钴含量不超过0.005%（按重量计镍、钴总量在99.99%及以上的
）

千克

7502109000 其它未锻轧非合金镍 千克
7502200000 未锻轧镍合金 千克
7503000000 镍废碎料 千克
8111001010 未锻轧锰废碎料 千克
8111001090 未锻轧锰；粉末 千克
8111009000 其他锰及制品 千克
8112210000 未锻轧铬;铬粉末 千克
8112220000 铬废碎料 千克
8112290000 其他铬及其制品 千克
7110199000 其他半制成铂 克
7112921000 铂及包铂的废碎料（但含有其他贵金属除外） 克

7112922001
铂含量在3%以上的其它含有铂及铂化合物的废碎料（但含有其他贵金属除外,主要用
于回收铂）

克

7112922090 其它含有铂及铂化合物的废碎料（但含有其它贵金属除外，主要用于回收铂） 克
7111000000 以贱金属、银或金为底的包铂材料 克
7115100000 金属丝布或格栅形状的铂催化剂 克
2843900020 氯化铂 克

镍

铍

铬

锰

钴

铂



2843900030 其他铂化合物 克
2843900090 其他贵金属化合物，贵金属汞齐（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克
7110210000 未锻造或粉末状钯 克
7110291000 板、片状钯 克
7110299000 其他半制成钯 克
7110310000 未锻造或粉末状铑 克
7110391000 板、片状铑 克
7110399000 其他半制成铑 克
7110410000 未锻造或粉末状铱、锇、钌 克
7110491000 板、片状铱、锇、钌 克
7110499000 其他半制成铱、锇、钌 克
7202210010 硅铁,含硅量大于55%,小于90% 千克
7202210090 硅铁,含硅量大于90% 千克
7202290010 硅铁,含硅量大于等于30%且不超过55% 千克
7202290090 硅铁,含硅量小于30% 千克
7202110000 锰铁，按重量计含碳量在２％以上 千克
7202190000 锰铁,按重量计含碳量不超过2% 千克
7202300000 硅锰铁 千克
7202410000 铬铁，按重量计含碳量在４％以上 千克
7202490000 铬铁,按重量计含碳量不超过4% 千克
7202500000 硅铬铁 千克
7202600000 镍铁 千克
7202801000 钨铁 千克
7202802000 硅钨铁 千克
7202910000 钛铁及硅钛铁 千克
7202921000 按重量计含钒量在７５％及以上钒铁 千克
7202929000 其他钒铁 千克
7202930010 铁钽铌合金（钽含量<10%） 千克
7202930090 其他铌铁 千克
7202991100 钕铁硼合金速凝永磁片 千克
7202991200 钕铁硼合金磁粉 千克
7202991900 其他钕铁硼合金 千克
7202999900 其他铁合金 千克
8701200000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 辆 (Stück)
8702109100 30座及以上大型客车(柴油型,指装有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的30座及以上的客运车 )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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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2109201 20≤座≤23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2109290 24≤座≤29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2109300 10≤座≤19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2901000 30座及以上大型客车(其他型，指装有其他发动机的30座及以上的客运车) 辆
8702902001 20≤座≤23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2902090 24≤座≤29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2903000 10≤座≤19装有非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客车 辆
8703213001 排气量≤1升的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轿车 辆
8703213090 排气量≤1升的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14001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14090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越野车(4轮驱动)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15001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座及以下） 辆
8703215090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 辆
8703219001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 辆
8703219090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23001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23090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24001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活塞内燃发动机四轮驱动越野车 辆
8703224090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活塞内燃发动机四轮驱动越野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25001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 辆
8703225090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 辆
8703229001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车 辆
8703229090 1＜排量≤1.5升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4101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34190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4201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34290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234301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4390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4901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234990 1.5＜排量≤2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5101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35190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5201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35290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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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3235301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5390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5901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235990 2＜排量≤2.5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6101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36190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36201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36290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236301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6390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36901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236999 2.5＜排量≤3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41101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41190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41201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41290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241301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41390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41901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241999 3＜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42101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242190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242201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242290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242301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42390 排气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242901 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242999 排量＞4升装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11101 排气量≤1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11190 排气量≤1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11901 排量≤1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11990 排量≤1升的装有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12101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12190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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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3312201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12290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312301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12390
1升<排气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

辆

8703312901 1升<排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12990 1升<排量≤1.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21101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21190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21201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21290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321301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21390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21901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21990 1.5＜排量≤2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22101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22190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22201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22290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322301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22390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22901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22990 2＜排量≤2.5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1101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31190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1201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31290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331301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1390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1901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31999 2.5＜排量≤3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2101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32190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2201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32290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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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3332301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2390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2901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32999 3＜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6101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 辆
8703336190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轿车的成套散件 辆
8703336201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4轮驱动） 辆
8703336290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越野车的成套散件（4轮驱动） 辆
8703336301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6390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客车的成套散件（9座及以下的） 辆
8703336901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336999 排量＞4升装压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其他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3900001 其他型排气量≤1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2 其他型1.5升＜排气量≤2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3 其他型2升＜排气量≤2.5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4 其他型2.5升＜排气量≤3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5 其他型3升＜排气量≤4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6 其他型排气量＞4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07 其他型1升<排气量≤1.5升的其他载人车辆 辆
8704210000 柴油型其他小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型指车辆总重量≤5吨） 辆
8704223000 柴油型其他中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中型指5<车辆总重量<14吨 ） 辆
8704224000 柴油型其他重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重型指14≤车辆总重≤20吨） 辆

8704230010
固井水泥车、压裂车、混砂车、连续油管车、液氮泵车用底盘(车辆总重量＞35吨,
装驾驶室)

辆

8704230020 起重≥55吨汽车起重机用底盘（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辆
8704230030 车辆总重量≥31吨清障车专用底盘 辆

8704230090
柴油型的其他超重型货车（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超重型指车辆总重量＞20吨
）

辆

8704310000 总重量≤5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辆
8704323000 ５吨＜总重量≤８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辆
8704324000 总重量＞8吨的其他货车（汽油型,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辆
8704900000 装有其他发动机的货车 辆
8706002100 车辆总重量≥14吨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台
8706002200 车辆总重量＜14吨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台
8706003000 大型客车底盘（装有发动机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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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6009000 其他机动车辆底盘（装有发动机的,编号8701,8703和8705所列车辆用） 台
8407310000 往复式活塞引擎（第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排气量≤50毫升） 台/千瓦

8407320000
往复式活塞引擎（第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50毫升<排气量≤250
毫升）

台/千瓦

8714100010 摩托车架 千克

8711100010
微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微马力指排气量＝50毫
升）

辆

8711201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50毫升<排气量
≤100毫升）

辆

8711202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100毫升<排气
量≤125毫升）

辆

8711203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125毫升<排气
量≤150毫升）

辆

8711204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150毫升<排气
量≤200毫升）

辆

871120501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200毫升<排气
量＜250毫升）

辆

871120509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排气量=250毫
升）

辆

8711301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250毫升<排气
量≤400毫升）

辆

8711302000
小马力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小马力指400毫升<排气
量≤500毫升）

辆

8711400000 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500<排量≤800毫升) 辆
8711500000 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800毫升) 辆
8703101100 全地形车 辆

6
钼制品 

Molybdänprodukte
8102990000 钼制品 千克

2918140000 柠檬酸 千克
2918150000 柠檬酸盐及柠檬酸酯 千克

8 青霉素工业盐 Penicillin2941109900 其他青霉素或衍生物及其盐（包括具有青霉烷酸结构和青霉素衍生物及其盐） 千克
2936270010 未混合的维生素C原粉（不论是否溶于溶剂） 千克
2936270020 未混合的维生素C钙、维生素C钠（不论是否溶于溶剂） 千克
2936270030 颗粒或包衣维生素C（不论是否溶于溶剂）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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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6270090 维生素C酯类及其他（不论是否溶于溶剂） 千克
10硫酸二钠 Dinatriumsulfat2833110000 硫酸二钠 千克

0201100010 整头及半头鲜或冷藏的野牛肉 千克
0201100090 其他整头及半头鲜或冷藏的牛肉 千克
0201200010 鲜或冷藏的带骨野牛肉 千克
0201200090 其他鲜或冷藏的带骨牛肉 千克
0201300010 鲜或冷藏的去骨野牛肉 千克
0201300090 其他鲜或冷藏的去骨牛肉 千克
0206100000 鲜或冷藏的牛杂碎 千克
0202100010 冻藏的整头及半头野牛肉 千克
0202100090 其他冻藏的整头及半头牛肉 千克
0202200010 冻藏的带骨野牛肉 千克
0202200090 其他冻藏的带骨牛肉 千克
0202300010 冻藏的去骨野牛肉 千克
0202300090 其他冻藏的去骨牛肉 千克
0206210000 冻牛舌 千克
0206220000 冻牛肝 千克
0206290000 其它冻牛杂碎 千克
0203111010 鲜或冷藏整头及半头野乳猪肉 千克
0203111090 其他鲜或冷藏的整头及半头乳猪肉 千克
0203119010 其他鲜或冷藏整头及半头野猪肉 千克
0203119090 其他鲜或冷藏的整头及半头猪肉 千克
0203120010 鲜或冷的带骨野猪前腿,后腿及肉块 千克
0203120090 鲜或冷的带骨猪前腿、后腿及其肉块 千克
0203190010 其他鲜或冷藏的野猪肉 千克
0203190090 其他鲜或冷藏的猪肉 千克
0206300000 鲜或冷藏的猪杂碎 千克
0203219010 其他冻整头及半头野猪肉 千克
0203219090 其他冻整头及半头猪肉 千克
0203220010 冻带骨野猪前腿、后腿及肉 千克
0203220090 冻藏的带骨猪前腿、后腿及其肉块 千克
0203290010 冻藏野猪其他肉 千克
0203290090 其他冻藏猪肉 千克
0206410000 冻猪肝 千克
0206490000 其他冻猪杂碎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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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C Vitamin C

冰鲜牛肉 gekühltes 
Rindfleisch

冻牛肉 gefrorenes 
Rindfleisch

冰鲜猪肉 gekühltes 
Schweinefleisch



0203211010 冻整头及半头野乳猪肉 千克
0203211090 冻整头及半头乳猪肉 千克
0207110000 鲜或冷藏的整只鸡 千克
0207131100 鲜或冷的带骨的鸡块 千克
0207131900 其他鲜或冷的鸡块 千克
0207132100 鲜或冷的鸡翼（不包括翼尖） 千克
0207132900 其他鲜或冷的鸡杂碎 千克
0207120000 冻的整只鸡 千克
0207141100 冻的带骨鸡块（包括鸡胸脯、鸡大腿等） 千克
0207141900 冻的不带骨鸡块（包括鸡胸脯、鸡大腿等） 千克
0207142100 冻的鸡翼(不包括翼尖) 千克
0207142200 冻的鸡爪 千克
0207142900 冻的其他食用鸡杂碎(包括鸡翼尖、鸡肝等) 千克
2529210000 按重量计氟化钙含量在97%及以下 千克
2529220000 按重量计氟化钙含量在97%以上 千克

18 焦炭 Koks 2704001000 焦炭或半焦炭(煤，褐煤或泥煤制成的，不论是否成型) 千克
2849200000 碳化硅 千克
3824909910 粗制碳化硅（其中碳化硅含量大于15％，按重量计） 千克
2508300000 耐火粘土（不论是否煅烧）(包括矾土、焦宝石及其他耐火粘土) 千克
2606000000 铝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612200000 钍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805301200 镝(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300 铽(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700 金属钇（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46901100 氧化钇 千克
2846901400 氧化铕 千克
2846901500 氧化镝 千克
2846901600 氧化铽 千克
2846901920 氧化铒 千克
2846901930 氧化钆 千克
2846901940 氧化钐 千克
2846901970 氧化镱 千克
2846901980 氧化钪 千克
2846901991 灯用红粉 千克

16

17

14

15

冻猪肉 gefrorenes 
Schweinefleisch

冰鲜鸡肉 gekühltes 
Fleisch und 

Fleischnebenproduk
te

冻鸡肉 gefrorene 
Hähnchen

碳化硅 
Siliziumkarbid

矾土 Bauxit20

氟石（萤石）             
Flusss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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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901992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的其他氧化稀土（灯用红粉、氧化铈除外） 千克
2846902100 氯化铽 千克
2846902200 氯化镝 千克
2846902600 氯化钇 千克
2846902900 其他未混合氯化稀土 千克
2846903100 氟化铽 千克
2846903200 氟化镝 千克
2846903600 氟化钇 千克
2846904200 碳酸铽 千克
2846904300 碳酸镝 千克
2846904600 碳酸钇 千克
28469048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的混合碳酸稀土 千克
2846904900 其他未混合碳酸稀土 千克
2846909300 铽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9400 镝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9690 钇的其他化合物（LED用荧光粉除外） 千克
28469099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的稀土金属、钪的其他化合物(铈的化合物除外) 千克
7202999110 按重量计中重稀土总含量≥30%的铁合金（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含量在10%以上） 千克
2530902000 其他稀土金属矿 千克
2805301100 钕(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400 镧(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510*
颗粒＜500μm的铈及其合金(含量≥97%,不论球形,椭球体,雾化,片状,研碎金属燃料
;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590 其他金属铈(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600 金属镨(未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千克
2805301900 其他稀土金属 千克
2805302100 其他电池级的稀土金属、钪及钇 千克
2805302900 其他稀土金属、钪及钇 千克
2846101000 氧化铈 千克
2846102000 氢氧化铈 千克
2846103000 碳酸铈 千克
2846109010 氰化铈 千克
2846109090 铈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1200 氧化镧 千克
2846901300 氧化钕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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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6901700 氧化镨 千克
2846901999 其他氧化稀土（灯用红粉、氧化铈除外） 千克
2846902300 氯化镧 千克
2846902400 氯化钕 千克
2846902500 氯化镨 千克
2846902800 混合氯化稀土 千克
2846903300 氟化镧 千克
2846903400 氟化钕 千克
2846903500 氟化镨 千克
2846903900 其他氟化稀土 千克
2846904100 碳酸镧 千克
2846904400 碳酸钕 千克
2846904500 碳酸镨 千克
2846904890 其他混合碳酸稀土 千克
2846909100 镧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9200 钕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9500 镨的其他化合物 千克
2846909990 其他稀土金属、钪的其他化合物(铈的化合物除外) 千克
7202999191 稀土硅铁合金（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含量在10%以上） 千克
7202999199 其他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含量在10%以上的铁合金 千克
2710199100 润滑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9200 润滑脂，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9300 润滑油基础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注：标有“*”的货物免于申领出口许可证，但需按规定申领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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