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Warengattung
chin. 

Zolltarifnumme
chin. Warenbezeichnung Bemerkungen Einheit

0201200010 鲜或冷藏的带骨野牛肉 千克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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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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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冻牛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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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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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藏的野猪其他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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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Rindfleisch

猪肉 Schweinefle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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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0204100000 鲜或冷藏的整头及半头羔羊肉 千克

0204210000 鲜或冷藏的整头及半头绵羊肉 千克

0204220000 鲜或冷藏的带骨绵羊肉 千克

0204230000 鲜或冷藏的去骨绵羊肉 千克

0204300000 冻藏的整头及半头羔羊肉 千克

0204410000 冻藏的整头及半头绵羊肉 千克

0204420000 冻藏的其他带骨绵羊肉 千克

0204430000 冻藏的其他去骨绵羊肉 千克

0204500000 鲜或冷藏、冻藏的山羊肉 千克

0206900010 冻藏的羊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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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002100 冷，冻的鸡胗 即鸡胃                                            千克

0401100000 脂肪含量≤1%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脂肪含量按重量计，本编号货品
不得加糖和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1200000 1%＜脂肪含量≤6%的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脂肪含量按重量计，本编号货品
不得加糖和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1400000 6%＜脂肪含量≤10%的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脂肪含量按重量计，本编号货品
不得加糖和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1500000 脂肪含量＞10%未浓缩的乳及奶油
脂肪含量按重量计，本编号货品
不得加糖和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2100000 脂肪含量≤1.5%固体乳及奶油
指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状态，
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2210000 脂肪含量＞1.5%的未加糖固状乳及奶油
指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状态，
浓缩，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千克

0402290000 脂肪含量＞1.5%的加糖固状乳及奶油
指粉状、粒状或其他固体状态，
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千克

1901101000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配方奶粉
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含量＜5%乳

制品
千克

0714101000 鲜的木薯 千克

7 木薯 Maniok

羊肉Lammfleisch

肉鸡  Hühnerfleisch

奶粉 Milchpulver

鲜奶 Mi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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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0714102000 干的木薯 千克

0714103000 冷或冻的木薯 千克

1003100000 种用大麦 千克

1003900000 其他大麦 千克

1007100000 种用食用高粱 千克

1007900000 其他食用高粱 千克

1201100000 种用大豆 千克

1201901000 非种用黄大豆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201902000 非种用黑大豆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201903000 非种用青大豆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201909000 非种用其他大豆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205101000 种用低芥籽酸油菜籽 千克

1205109000 其他低芥籽酸油菜籽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205901000 其他种用油菜籽 千克

1205909000 其他油菜籽 不论是否破碎 千克

1507100000 初榨的豆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07900000 精制的豆油及其分离品
包括初榨豆油的分离品，但未经

化学改性     
千克

1509100000 初榨油橄榄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09900000 精制的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
包括初榨油橄榄油的分离品，但

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0000000 其他橄榄油及其分离品

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包括掺有税目1509的油或分离

品的混合物

千克

1511100000 初榨的棕榈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1901000 棕榈液油 熔点为19℃-24℃，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1902001 固态棕榈硬脂（50℃≤熔点≤56℃） 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1909000 其他精制棕榈油
包括棕榈油的分离品，但未经化

学改性      
千克

1514110000 初榨的低芥子酸菜子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7

高粱 Sorghum9

8 大麦 Gerste

12 植物油 Pflanzenöl

木薯 Maniok

大豆 Sojabohnen

油菜籽 Rap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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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1514190000 其他低芥子酸菜子油 包括其分离品，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4911000 初榨的非低芥子酸菜子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4919000 初榨的芥子油 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514990000 精制非低芥子酸菜子油、芥子油 包括其分离品，但未经化学改性             千克

170112009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甜菜原糖 千克

170113009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本章子目注释二所述的甘蔗原糖 千克

1701140090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其他甘蔗原糖 千克

1701910090 加有香料或着色剂的糖 千克

1701991090 砂糖 千克

1701992090 绵白糖 千克

1701999090 其他精制糖 千克

14 玉米酒糟 Treber 2303300010 玉米酒糟 千克

2304001000 提炼豆油所得的油渣饼（豆饼） 千克

2304009000 提炼豆油所得的其他固体残渣（不论是否研磨或制成团） 千克

16 烟草 Tabak 2401101000 未去梗的烤烟                                                   千克

2401109000 其他未去梗的烟草                                                   千克

2401201000 部分或全部去梗的烤烟                                                   千克

2401209000 部分或全部去梗的其他烟草                                                   千克

2401300000 烟草废料                                                   千克

2402100000 烟草制的雪茄烟                                                   千克/千支

2402200000 烟草制的卷烟                                                   千克/千支

2402900001 烟草代用品制的卷烟                                                   千克/千支

2402900009 烟草代用品制的雪茄烟                                                   千克/千支

2403110000 供吸用的本章子目注释所述的水烟料
不论是否含有任何比例的烟草代

用品                  
千克

2403190000 其他供吸用的烟草
不论是否含有任何比例的烟草代

用品                  
千克

2403910010 再造烟草                                                   千克

2403910090 均化烟草                                                   千克

豆粕 Ölkuchen15

13 食糖 Z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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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2403990010 烟草精汁                                                   千克

4813100000 成小本或管状的卷烟纸                                                   千克

4813200000 宽度≤5cm成卷的卷烟纸                                                   千克

4813900000 其他卷烟纸
不论是否切成一定尺寸，品目481

3未具体列名的         
千克

5601221000 化学纤维制的卷烟滤嘴                                                   千克

17
二醋酸纤维丝束 

Zellulosefasern
5502001000 二醋酸纤维丝束                                                   千克

2603000010 铜矿砂及其精矿 黄金价值部分                                      千克

2603000090 铜矿砂及其精矿 非黄金价值部分                                    千克

2701110010 无烟煤 不论是否粉化，但未制成型                           千克

2701110090 无烟煤滤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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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111000 未烧结铁矿砂及其精矿
平均粒度小于0.8mm的，焙烧黄

铁矿除外                                    
千克

2601112000 未烧结铁矿砂及其精矿
平均粒度不小于0.8mm，但不大

于6.3mm的，焙烧黄铁矿除外                                    
千克

2601119000 平均粒度大于6.3mm的未烧结铁矿砂及其精矿 焙烧黄铁矿除外                            千克

2601120000 已烧结铁矿砂及其精矿 焙烧黄铁矿除外                                    千克

2601200000 焙烧黄铁矿 千克

21 铝土矿 Bauxit 2606000000 铝矿砂及其精矿                                                   千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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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122000 石脑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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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192200 5-7号燃料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710192300 柴油                                                   千克/升

18 铜精矿 Kupfererze

23 成品油 Raffiniertes Öl

19 煤 Kohle

20 铁矿石 Eisen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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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2710192910 蜡油，不含生物柴油
350℃以下馏出物体积＜20%，55

0℃以下馏出物体积＞80% 
千克/升

2710192990 其他燃料油，不含生物柴油                                                   千克/升

24
氧化铝  Aluminiumoxid, 

anderes
2818200000 氧化铝，但人造刚玉除外                                                   千克

3102210000 硫酸铵                                                   千克

3102290000 硫酸铵和硝酸铵的复盐及混合物                                                   千克

3102400000 硝酸铵与碳酸钙等的混合物
包括硝酸铵与其他无效肥及无机

物的混合物            
千克

3102500000 硝酸钠                                                   千克

3102600000 硝酸钙和硝酸铵的复盐及混合物                                                   千克

3102800000 尿素及硝酸铵混合物的水溶液 包括氨水溶液                                      千克

3102901000 氰氨化钙                                                   千克

3102909000 其他矿物氮肥及化学氮肥 包括上述子目未列名的混合物                        千克

3103101000 重过磷酸钙                                                   千克

3103109000 其他过磷酸钙                                                   千克

3103900000 其他矿物磷肥或化学磷肥                                                   千克

3104202000 纯氯化钾 按重量计氯化钾含量不小于99.5% 千克

3104209000 其他氯化钾                                                   千克

3104300000 硫酸钾                                                   千克

3104901000 光卤石，钾盐及其他天然粗钾盐                                                   千克

3104909000 其他矿物钾肥及化学钾肥                                                   千克

3105100090 制成片状及类似形状或零售包装的第31章其他货品 零售包装每包毛重不超过10公斤                      千克

3105400000 磷酸二氢铵
包括磷酸二氢铵与磷酸氢二铵的

混合物                
千克

3105510000 含有硝酸盐及磷酸盐的肥料 包括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千克

3105590000 其他含氮、磷两种元素肥料 包括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千克

3105600000 含磷、钾两种元素的肥料 包括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千克

3105900000 其他肥料                                                   千克

23 成品油 Raffiniertes Öl

25 化肥 Kunstdü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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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26
钢材 kornorientierter 

Elektrostahl
7225110000 取向性硅电钢宽板 宽≥600mm                                         千克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19399020 烟丝烘干机 台

8478100000 其他的烟草加工及制作机器 本章其他编号未列名的                              台

8478900000 烟草加工及制作机器用的零件 千克

8517121011 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整套散件                                                   台

8517121019 其他GSM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台

8517121021 CDMA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整套散件                                                   台

8517121029 其他CDMA数字式手持无线电话机                                                   台

8517121090 其他手持式无线电话机 包括车载式无线电话机                                        台

8517129000 其他用于蜂窝网络或其他无线网络的电话机 台

8517611010 GSM式移动通信基地站 台

8517611020 CDMA式移动通信基地站                                                   台

8517611090 其他移动通信基地站                                                   台

8517619000 其他基站                                                   台

8517621200 数字移动通信交换机                                                   台

8525500000 无线电广播、电视用发送设备                                                   台

8525601000 无线电广播、电视用卫星地面站设备 装有接收装置的发送设备                                               台

8528711000 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
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或屏

幕的                                        
台

8529109021 卫星电视接收用天线 千克∕个

8529109029 其他无线广播电视用天线
品目8525至8528所列其他装置或

设备的，包括天线反射器 
千克∕个

8529901011 卫星电视接收用解码器                  千克∕个

29

27

28
移动通信产品 

Mobilkommunikation

（一）商务部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的货物 Lizenzerteilung durch MOFCOM

烟草机械 Maschinen für 

die Tabakindustrie

二、机电类货物

Maschinen und Elektrowaren

卫星广播、电视设备及

关键部件 Satelliten, 

Radio-, TV-Geräte und 

Schlüsselkompon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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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529901012 卫星电视接收用收视卡             千克∕个

8529901013 卫星电视接收用器件板卡                  千克∕个

8529901014 卫星电视接收用专用零件                  千克∕个

8529909011 卫星电视接收用高频调谐器                                    千克∕个

8543709920 无线广播电视用激励器 具有独立功能                                      台

30
汽车产品 Fahrzeuge und 

Fahrzeugtechnik
8407330000 250<排气量≤1000cc往复活塞引擎

第87章所列车辆的点燃往复式活

塞发动机              
台/千瓦

8407341000 1000<排气量≤3000cc车辆的往复式活塞引擎
第87章所列车辆的点燃往复式活

塞发动机              
台/千瓦

8407342090 其他超3000cc车用往复式活塞引擎
第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

活塞发动机            
台/千瓦

8408201090 功率≥132.39kw其他用柴油机
指87章车辆用压燃式活塞内燃发

动机(132.39kw=180马力)
台/千瓦

8408209020 升功率≥50kw的输出功率＜132.39kw的轿车用柴油发动机 台/千瓦

8408209090 功率<132.39kw其他用柴油机
指第87章车辆用压燃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                
台/千瓦

8703213001 排量≤1升的带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小轿车 辆

8703213090
排量≤1升的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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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卫星广播、电视设备及

关键部件 Satelliten, 

Radio-, TV-Geräte und 

Schlüsselkomponenten

-  8  -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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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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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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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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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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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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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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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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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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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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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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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900010 电动汽车和其他无法区分排气量的载人车辆                辆

8703900099 其他型载人车辆的成套散件                                                   辆

8707100000 小型载人机动车辆车身(含驾驶室) 品目8703所列车辆用   台

8708409101 小轿车用自动换挡变速箱（6档及6档以上） 个/千克

8708409191 其他小轿车用自动换档变速箱 个/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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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708409910 其他未列名机动车辆用变速箱                                                   个/千克

8802300000 中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中型指2吨＜空载重量≤15吨                         架

8802401000 15吨＜空载重量≤45吨其他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架

8802402000 特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特大型指空载重量超过45吨                          架

8901101010 高速客船 包括主要用于客运的类似船舶                        艘

8901101090 其他机动巡航船游览船及各式渡船 包括主要用于客运的类似船舶                        艘

8901201100 载重量不超过10万吨的成品油船                                                   艘

8901202100 载重量不超过15万吨的原油船                                                   艘

8901203100 容积不超2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                                                   艘

8901209000 其他油船                                                   艘

8901902100 可载6000标准箱及以下的集装箱船                                                   艘

8901903100 载重2万吨及以下的滚装船                                                   艘

8901904100 载重量不超过15万吨散货船                                                   艘

8901908000 其他机动货运船舶及客货兼运船舶                                                   艘

8901909000 非机动货运船舶及客货兼运船舶                                                   艘

8902001000 机动捕鱼船
包括加工船及其他加工保藏鱼类

产品的船舶            
艘

8905200000 浮动或潜水式钻探或生产平台                                                   座

8905901000 浮船坞                                                   个

8905909000 其他不以航行为主要功能的船舶 包括灯船、消防船、起重船                          个

9504301000 用特定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电子游戏机
用硬币、钞票、银行卡、代币或

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        
台/千克

9504309000 用特定支付方式工作的其他游戏用品，保龄球道设备除外
用硬币、钞票、银行卡、代币或

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   
台/千克

9504501100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的零件
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子目9

504.30的货品除外                         
个/千克

9504501900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 
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子目9

504.30的货品除外                         
台/千克

9504509100 其他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的零件 子目9504.30的货品除外                          个/千克

33 游戏机 Spiele

32 船舶 Wasserfahrzeuge

飞机 Flugzeug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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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9504509900 其他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 子目9504.30的货品除外                          台/千克

9504901000 其他电子游戏机                                                   台/千克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34 汽轮机 Turbinen 8406820000 功率不超过40兆w的其他汽轮机 功率指输出功率                                    台/千瓦

8407342010 排气量≥5.9升的天然气发动机
第87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

活塞发动机            
台/千瓦

8407909010 转速＜3600r/min汽油发动机
发电机用，立式输出轴汽油发动
机除外                                      

台/千瓦

8407909020 转速＜4650r/min汽油发动机

品目8426、8428-

8430所列机械用，立式输出轴汽

油发动机除外                       

台/千瓦

8407909031 叉车用汽油发动机（800r/min≤转速≤3400r/min） 立式输出轴汽油发动机除外 台/千瓦

8407909039 其他转速＜4650r/min汽油发动机
品目8427所列机械用，立式输出

轴汽油发动机除外

8408100000 船舶用柴油发动机 指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台/千瓦

8408201001 输出功率在441千瓦及以上的柴油发动机 600马力 台/千瓦

8408901000 机车用柴油发动机 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台/千瓦

8408909210 转速＜4650r/min柴油发动机，14＜功率＜132.39kw 税号8426-8430所列工程机械用                       台/千瓦

8408909390 功率≥132.39kw其他用柴油发动机
非87章用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132.39kw=180马力)    
台/千瓦

8409919100 电控燃油喷射装置
指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点燃式活塞

内燃发动机的          
千克/套

8409999910 电控柴油喷射装置及其零件 指品目8408所列的其他发动机用                      千克

8411820000 功率＞5000kw的其他燃气轮机 台/千瓦

8412299001 抓桩器（抱桩器） 台/千瓦

8412299090 其他液压动力装置 台/千瓦

8412390000 其他气压动力装置 台/千瓦

8413709960 其他离心泵多重密封泵 两用物项管制                     台/千瓦

化工装置 Laboröfen37

（二）有关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的货物 Lizenzerteilung durch lokale Niederlassungen des MOFCOM

发动机（非87章车辆用

）及关键部件 Motoren
35

36
水轮机及其他动力装置 

Strahltriebwe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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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17100000 矿砂、金属的焙烧、熔化用炉
含烘箱及黄铁矿的焙烧、溶化或

其他热处理用炉及烘箱  
台

8417803000 水泥回转窑 台

8417805000 垃圾焚烧炉 台/千克

8417809010 平均温度＞1000℃的耐腐蚀焚烧炉 为销毁管制化学品或化学弹药用                      台

8417809090 其他非电热的工业用炉及烘箱 包括实验室用炉、烘箱和焚烧炉                      台

8419409010 氢－低温蒸馏塔
温度≤-238℃，压力为0.5-
5兆帕，内径≥1米等条件    

台

8419409020 耐腐蚀蒸馏塔
内径大于0.1米，接触表面由特殊

耐腐蚀材料制成        
台

8419409090 其他蒸馏或精馏设备 台

8419500010 热交换器
专用于核反应堆的一次冷却剂回

路的                  
台

8419500040 冷却气体用热交换器
用耐UF6腐蚀材料制成或加以保

护的                   
台

8419500050 耐腐蚀热交换器
0.15平方米＜换热面积＜20平方

米                    
台

8419609010 液化器
将来自级联的UF6气体压缩并冷

凝成液态UF6            
台

8419609090 其他液化空气或其他气体用的机器 台

8419899010 带加热装置的发酵罐 不发散气溶胶，且容积大于20升                      台

8419899021 凝华器(或冷阱)
从扩散级联中取出UF6并可再蒸

发转移                    
台

8419899023 UF6冷阱 能冻结分离出UF6的冷阱 台

8421291000 压滤机 个

8422301010 乳品加工用自动化灌装设备 台

8422301090 其他饮料及液体食品灌装设备 台

8422303001 全自动无菌灌装生产线用包装机 加工速度≥20000只/小时 台

8422303090 其他包装机 台

8426192900 其他卸船机 台

8426200000 塔式起重机 台

8426411000 轮胎式起重机 台

化工装置 Laboröfen37

食品机械 

Nahrungsmittelmaschinen
38

工程机械 Baumaschine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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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26491000 履带式自推进起重机械 台

8429401100 机重≥18吨的震动式压路机 台

8429401900 其他机动压路机 台

8429521100 轮胎式挖掘机 上部结构可转360度的                               台

8429521200 履带式挖掘机 上部结构可转360度的                               台

8429521900 其他挖掘机 上部结构可转360度的                               台

8429529000 其他上部结构可转360度的机械 包括机械铲及机铲装载机                            台

8429590000 其他机械铲、挖掘机及机铲装载机 台

8430311000 自推进采（截）煤机 台/千克

8430312000 自推进凿岩机 台/千克

8430313000 自推进隧道掘进机 台/千克

8479102100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台

8479102900 其他摊铺机 台

8439100000 制造纤维素纸浆的机器 台

8439200000 纸或纸板的抄造机器 台

8439300000 纸或纸板的整理机器 台

8441400000 纸浆、纸或纸板制品模制成型机器 台

8441809000 其他制造纸浆制品、纸制品的机器 包括制造纸板制品的机器                            台

8443192101 纺织用圆网印花机 台

8443192190 其他圆网印刷机
用品目8442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

机器
台

8443192201 纺织用平网印花机 台

8443192290 其他平网印刷机
用品目8442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

机器
台

8443192900 其他网式印刷机
用品目8442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

机器
台

8443198000 未列名印刷机
网式印刷机除外，用品目8442项

下商品进行印刷的机器             
台

8443911101 卷筒料自动给料机，给料线速度≥12m/s 千克/台

8443911190 其他卷筒料给料机 千克/台

8443911900 其他印刷用辅助机器
用品目8442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

机器附件
千克/台

造纸机械 

Papiermaschinen
40

工程机械 Baumaschinen

纺织机械 

Textilmaschinen
4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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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43919010 胶印机用墨量遥控装置
包括墨色控制装置，墨量调节装

置、墨斗体等组成部分
千克/个

8443991000 数字印刷设备用辅助机器
非用品目8442项下商品进行印刷

的机器附件
千克/台

8445203101 全自动转杯纺纱机 台

8445203190 其他自由端转杯纺纱机 台

8445204100 环锭棉细纱机 台

8445401000 自动络筒机 台

8445909000 其他生产及处理纺织纱线的机器
处理品目8446或8447所列机器用

的纺织纱线的机器      
台

8446302000 织物宽度＞30cm的剑杆织机 台

8446303000 织物宽度＞30cm的片梭织机 台

8446304000 织物宽度＞30cm的喷水织机 台

8446305000 织物宽＞30cm的喷气织机 台

8454201010 VOD炉（真空脱气炉） 台

8454201090 其他炉外精炼设备 台

8454301000 冷室压铸机 台

8454302200 板坯连铸机 台

8454302900 其他钢坯连铸机 台

8455102000 冷轧管机 台

8455103000 定、减径轧管机 台

8455109000 其他金属轧管机 台

8455211000 其他金属板材热轧机 台

8455212000 型钢轧机 台

8455213000 金属线材轧机 台

8455219000 其他金属热轧或冷热联合轧机 台

8455221000 金属板材冷轧机 台

8456301010 数控放电加工机床
2轴或多轴成形控制的无线型放电

加工机床                                                  
台

8456301090 其他数控的放电处理加工机床  台

8457101000 立式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 台

8457102000 卧式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 台

纺织机械 

Textilmaschinen
41

金属冶炼及加工设备  

Verhüttungs- und 

Metallverarbeitende 

Maschinen

42

金属加工机床 
Spanabhebende 

Werkzeugmaschine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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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57103000 龙门式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 台

8457109100 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台

8457109900 其他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 台

8457200000 加工金属的单工位组合机床 台

8457300000 加工金属的多工位组合机床 台

8458110010 两用物项管制的切削金属的卧式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

8458110090 其他切削金属的卧式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

8458911010 两用物项管制的切削金属立式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千克

8458911090 其他切削金属的立式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千克

8458912010 其他两用物项管制的切削金属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千克

8458912090 其他切削金属的数控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台/千克

8459210000 切削金属的其他数控钻床 但品目8458的车床除外                              台

8459310000 切削金属的其他数控镗铣机床 但品目8458的车床除外                              台

8459401000 切削金属的其他数控镗床 但品目8458的车床除外                              台

8459510000 切削金属的升降台式数控铣床 但品目8458的车床除外                              台

8459611000 切削金属的其他龙门数控铣床 台

8459619000 切削金属的其他数控铣床
但品目8458的车床及龙门铣床除

外                    
台

8460110000 加工金属的数控平面磨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任一坐标定位

精度至少0.01mm                                   
台

8460211100 加工金属的数控曲轴磨床
属外圆磨床，含加工金属陶瓷，

任一坐标定位精度至少是0.01mm 
台

8460211900 加工金属的其他数控外圆磨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任一坐标定位

精度至少是0.01mm 
台

8460212000 加工金属的数控内圆磨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任一坐标定位

精度至少是0.01mm 
台

8460219000 加工金属的其他数控磨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任一坐标定位

精度至少是0.01mm 
台

8461401100 切削金属的数控齿轮磨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    台

8461401900 切削金属的数控切齿机、数控齿轮精加工机床 含加工金属陶瓷   台

8501641010
由使用可再生燃料锅炉和涡轮机组驱动的交流发电机，75
0KVA＜输出功率≤350MVA

台/千瓦电气设备 Elektrische 

Anlagen
44

金属加工机床 
Spanabhebende 

Werkzeugmaschine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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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501641090 其他750KVA＜输出功率≤350MVA的交流发电机 台/千瓦

8501642010
由使用可再生燃料锅炉和涡轮机组驱动的交流发电机，35
0MVA＜输出功率≤665MVA

台/千瓦

8501642090 其他350MVA＜输出功率≤665MVA的交流发电机 台/千瓦

8501643010
由使用可再生燃料锅炉和涡轮机组驱动的交流发电机，输
出功率＞665MVA

                            台/千瓦

8501643090 其他输出功率＞665MVA的交流发电机 台/千瓦

8502120000 75KVA＜输出功率≤375KVA柴油发电机组 包括半柴油发电机组        台/千瓦

8502131000 375KVA＜输出功率≤2MVA柴油发电机组 包括半柴油发电机组         台/千瓦

8502132000 输出功率＞2MVA柴油发电机组 包括半柴油发电机组            台/千瓦

8515212001 汽车生产线电阻焊接机器人                                    台

8515212090 其他电阻焊接机器人 台

8515219900 其他电阻焊接机器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台

851531200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器人 台

8515319900 其他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机及装置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台

8517622100 光端机及脉冲编码调制设备(PCM)                                  台

8517622200 波分复用光传输设备                                                   台

8517622910 光通讯加密路由器                                                   台

8517622990 其他光通讯设备 台

8517623910 为聚合高性能数字计算机而专门设计的交换机

单链路单向通信速率超过2.0GB/S

，自定义通信协议。高性能数字

计算机是指调整后峰值性能（APP

）大于8.0加权每秒万亿次泛点运

算的数字计算机

台

8517623990 其他有线数字通信设备                                                   台

8517691090 其他无线通信设备                                                   台

8525609000 其他装有接收装置的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                                                   台

8526101090 其他导航用雷达设备                                                   台

8526109002 雷达生命探测仪 台

8526109099 其他雷达设备                                                   台

8526919010 制导装置
使300km射程导弹达到≤10km圆公
算偏差                                                  

台

8526919090 其他无线电导航设备                                                   台

电气设备 Elektrische 

Anlagen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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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526920000 无线电遥控设备                                                   台

8530100000 铁道或电车道用电气信号等设备 包括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                            个

8530800000 其他用电气信号，安全，交通设备
指道路或内河航道、停车场、港

口、机场用            
个

8601102000 由外部交流电驱动的铁道机车                                                   辆

8601109000 由其他外部电力驱动的铁道机车                                                   辆

8603100000 由外电力驱动铁道用机动客，货车
包括电车道用的，但品目8604的

货品除外              
辆

8604001900 铁道及电车道用其他检验、查道车 不论是否机动                                      辆

8702102000 机坪客车 机场专用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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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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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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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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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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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6004000 汽车起重机底盘 装有发动机的                                      台

8708999100 其他8701至8704所列车辆用车架                        千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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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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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6009000 其他机动车辆底盘
装有发动机的，品目8701，8703

和8705所列车辆用        
台

铁路机车 Lokomotiven

汽车产品 Kfz- und Kfz-

Technik
4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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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707901000 大型客车用车身(含驾驶室) 30座以下客车辆用                                  台

8707909000 其他车辆用车身(含驾驶室)
品目8701至8702，8704，8705的

车辆用                  
台

8708309911 纯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用电动制动器
由制动器电子控制单元、踏板行
程模拟器、制动执行器等组成                          

千克/个

8708309919 其他机动车辆用制动器 包括助力制动器                            千克/个

8708507291 其他大型客车用驱动桥
装有差速器的，不论是否装有其

他传动件               
个/千克

8708507410 柴、汽油型轻型货车用驱动桥
87042100，87042230，87043100
，87043230所列总重量≤14吨车
辆用，装差速器 

个/千克

8708507510 其他柴、汽油型重型货车用驱动桥
指编号87042240，87042300及870

43240所列车辆用                  
个/千克

8708507610 特种车用驱动桥
指8705所列车辆用，装有差速器

，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件
个/千克

8708507910 未列名机动车辆用驱动桥
装有差速器的，不论是否装有其

他传动件              
个/千克

8708508910 未列名机动车辆用非驱动桥                                                   千克/个

8802110010 空载重量不超过2吨的无人驾驶直升机 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的 架

8802110090 其他空载重量不超过2吨的直升机 架

8802121000 2吨＜空载重量≤7吨的直升机 架

8802122000 空载重量＞7吨的直升机 架

8802200011 空载重量小于等于2吨的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 两用物项和出口管制的 架

8802200019 其他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 空载重量小于等于2吨 架

8805290000 其他地面飞行训练器及其零件 千克

8901905000 机动多用途船                                                   艘

8904000000 拖轮及顶推船                                                   艘

8905100000 挖泥船                                                   艘

9018110000 心电图记录仪                                                   台/千克

9018121000 Ｂ型超声波诊断仪                                                   台/千克

9018129110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整机 台/千克

9018129190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的零件及附件 台/千克

医疗设备 Medizinische 

Geräte
49

船舶 Wasserfahrzeuge48

47 飞机 Flugze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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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9018131000 成套的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用                                             套/千克

9018139000 核磁共振成像装置用零件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用 个/千克

9022120000 X射线断层检查仪                                                   台

9022130000 其他牙科用X射线应用设备                                                   台

9022140010 医用直线加速器                                                   台

9022140090 其他医疗或兽医用X射线应用设备                                                   台

9022901000 X射线影像增强器                                                   个/千克

9022909020 闪光X射线发生器 峰值能量≥500千电子伏                             个/千克

9022909030 X射线断层检查仪专用探测器                                                   个/千克

医疗设备 Medizinische 

Gerät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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