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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取消自动进口许可措施的货物

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1 汽轮机 8406820000 输出功率不超过 40 兆瓦的其他汽轮机 台／千瓦

2 汽车产品

8407330000
气缸容量超过 250 毫升但不超过 1000 毫升的
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用于第 87 章所列车辆 台／千瓦

8407341000
气缸容量超过1000毫升但不超过3000毫升车
辆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用于第 87 章所列车辆 台／千瓦

8407342090
其他气缸容量超过 3000 毫升的点燃往复式活
塞内燃发动机 用于第 87 章所列车辆 台／千瓦

8408201090
输出功率在 132.39 千瓦（180 马力）及以上
的其他用柴油发动机 用于第 87 章所列车辆的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台／千瓦

8408209020 升功率在 50 千瓦及以上、输出功率小于
132.39 千瓦的轿车用柴油发动机

台／千瓦

8408209090
输出功率小于 132.39 千瓦的其他用柴油发动
机 用于第 87 章所列车辆的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台／千瓦

8707100000 小型载人机动车辆车身（含驾驶室） 税目 87.03 所列车辆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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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目 87.01 至 8.702，87.04、87.05 所列车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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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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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708309919 其他机动车辆用制动器 包括助力制动器 千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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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8409910 其他未列名机动车辆用变速箱 个／千克

8708507291 其他大型客车用驱动桥 装有差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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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的车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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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4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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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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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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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发动机
（非 87 章车
辆用）及
关键部件

8407342010 气缸容量在 5.9 升及以上的天然气发动机 第 87 章所列车辆用的点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 台／千瓦

8407909010 转速小于 3600 转/分的汽油发动机 发电机用，立式输出轴汽油发动机除外 台／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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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07909020 转速小于 4650 转/分的汽油发动机 税目 84.26、84.28-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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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转/分≤转速≤3400
转/分）

立式输出轴汽油发动机除外 台／千瓦

8407909039 其他汽油发动机（转速＜4650 转/分） 税目 84.27 所列机械用，立式输出轴汽油发动机
除外

台／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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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马力）及以上的柴
油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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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功率超过14千瓦但小于132.39千瓦（180
马力），且转速小于 4650 转/分的柴油发动机

税目 84.26-84.30 所列工程机械用 台／千瓦

8408909390
输出功率在 132.39 千瓦（180 马力）及以上
的其他用柴油发动机 非 87 章用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台／千瓦

8409919100 电控燃油喷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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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目 84.08 所列的其他发动机用 千克

4
水轮机
及其他
动力装置

8411820000 功率超过 5000 千瓦的其他燃气轮机 台／千瓦

8412299010 抓桩器（抱桩器） 台／千瓦

8412299020
压力值在 20 兆帕斯卡以上的飞机用液压作动
器

台／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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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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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化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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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温度超过 1000℃的耐腐蚀焚烧炉 为销毁管制化学品或化学弹药用 台

8417809020 热裂解炉 台／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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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径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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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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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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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容积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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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1291010 用氟聚合物制造的厚度不超过 140 微米的过
滤膜或净化膜的压滤机

个／千克

8421291090 其他压滤机 个／千克

6 食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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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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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7 造纸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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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纺织机械

8443192101 纺织用圆网印花机 台

8443192190 其他圆网印刷机 用税目 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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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税目 84.42 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机器 台

8443192900 其他网式印刷机 用税目 84.42 项下商品进行印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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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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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445909000 其他生产及处理纺织纱线的机器 处理税目 84.46 或 84.47 所列机器用的纺织纱线
的机器

台

8446302000 织物宽度超过 30 厘米的剑杆织机 台

8446303000 织物宽度超过 30 厘米的片梭织机 台

9
金属冶炼及
加工设备 8455211000 其他金属板材热轧机 台

10 电气设备

8501642010
由使用可再生燃料锅炉和涡轮机组驱动的交
流发电机（输出功率超过 350 兆伏安，但不超
过 665 兆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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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兆伏安）

台／千瓦

8501643090 其他输出功率超过 665 兆伏安的交流发电机 台／千瓦

8517622990 其他光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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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6109090 其他雷达设备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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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种类 海关商品编号 货物名称 备注 单位

8526919010 制导装置 使300千米射程导弹达到不超过10千米圆公算偏
差

台

8526919090 其他无线电导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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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移动通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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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铁路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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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税目 86.04 的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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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4001900 铁道及电车道用其他检验、查道车 不论是否机动 辆

13 船舶

8901905000 机动多用途船 艘

8904000000 拖轮及顶推船 艘

8905100000 挖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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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医疗设备
9018129190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的零件及附件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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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游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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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 9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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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 9504.30 的货品除
外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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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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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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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