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类　 活动物ꎻ 动物产品

注释:
一、 本类所称的各属种动物ꎬ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均包括其幼仔在内ꎮ
二、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目录所称干的产品ꎬ 均包括经脱水、 蒸发或冷冻干燥的产品ꎮ

第一章　 活动物

注释:
本章包括所有活动物ꎬ 但下列各项除外:
一、 税目 ０３ ０１、 ０３ ０６、 ０３ ０７ 或 ０３ ０８ 的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ꎻ
二、 税目 ３０ ０２ 的培养微生物及其他产品ꎻ 以及

三、 税目 ９５ ０８ 的动物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１ ０１ 马、 驴、 骡: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３ 品种

￣马:
０１０１ ２１０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驴:
０１０１ ３０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１ ３０９０ ￣￣￣其他

０１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１ ０２ 牛: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家牛:
０１０２ ２１０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水牛:
０１０２ ３１０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０１０２ ９０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１ ０３ 猪:
０１０３ １０００ ￣改良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个体重量

￣￣重量在 ５０ 千克以下:

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１０３ ９１１０ ￣￣￣重量在 １０ 千克以下

０１０３ ９１２０ ￣￣￣重量在 １０ 千克及以上ꎬ 但

在 ５０ 千克以下

０１０３ ９２００ ￣￣重量在 ５０ 千克及以上

０１ ０４ 绵羊、 山羊: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绵羊:
０１０４ １０１０ ￣￣￣改良种用 例: 改良种用绵羊

０１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例: 活绵羊

￣山羊:
０１０４ ２０１０ ￣￣￣改良种用 例: 改良种用山羊

０１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例: 活山羊

０１ ０５ 家禽ꎬ 即鸡、 鸭、 鹅、 火鸡及

珍珠鸡: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ꎻ ３ 个体重量

不 包 括 其 他 活 禽

( 如 鹧 鸪、 野 鸡、
鸽、 野 鸭、 大 雁 )
(税目 ０１ ０６)

￣重量不超过 １８５ 克:
￣￣鸡:

０１０５ １１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１１９０ ￣￣￣其他

￣￣火鸡:
０１０５ １２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１２９０ ￣￣￣其他

￣￣鸭:
０１０５ １３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１３９０ ￣￣￣其他

￣￣鹅:
０１０５ １４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１４９０ ￣￣￣其他

￣￣珍珠鸡:
０１０５ １５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１５９０ ￣￣￣其他

￣其他:
￣￣鸡:

０１０５ ９４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５ ９４９０ ￣￣￣其他

￣￣其他:
０１０５ ９９１０ ￣￣￣改良种用

￣￣￣其他:
０１０５ ９９９１ ￣￣￣￣鸭
０１０５ ９９９２ ￣￣￣￣鹅
０１０５ ９９９３ ￣￣￣￣珍珠鸡

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１０５ ９９９４ ￣￣￣￣火鸡

０１ ０６ 其他活动物:
￣哺乳动物: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灵长目:
０１０６ １１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１９０ ￣￣￣其他

￣￣鲸、 海豚及鼠海豚 (鲸目哺

乳动物)ꎻ 海牛及儒艮 (海牛

目哺乳动物)ꎻ 海豹、 海狮及

海象 (鳍足亚目哺乳动物):
￣￣￣鲸、 海豚及鼠海豚 (鲸目哺

乳动物)ꎻ 海牛及儒艮 (海

牛目哺乳动物):
０１０６ １２１１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２１９ ￣￣￣￣其他

￣￣￣海豹、 海狮及海象 (鳍足亚

目哺乳动物):
０１０６ １２２１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２２９ ￣￣￣￣其他

￣￣骆驼及其他骆驼科动物:
０１０６ １３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３９０ ￣￣￣其他

￣￣家兔及野兔:
０１０６ １４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４９０ ￣￣￣其他

￣￣其他:
０１０６ １９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１９９０ ￣￣￣其他

￣爬行动物 (包括蛇及龟鳖):
￣￣￣改良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０１０６ ２０１１ ￣￣￣￣鳄鱼苗

０１０６ ２０１９ ￣￣￣￣其他

０１０６ ２０２０ ￣￣￣食用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食

用)
０１０６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鸟:
￣￣猛禽: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０１０６ ３１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３１９０ ￣￣￣其他

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鹦形目 (包括普通鹦鹉、 长

尾鹦鹉、 金刚鹦鹉及美冠鹦

鹉):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０１０６ ３２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３２９０ ￣￣￣其他

￣￣鸵鸟ꎻ 鸸鹋: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０１０６ ３３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３３９０ ￣￣￣其他

￣￣其他:
０１０６ ３９１０ ￣￣￣改良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ꎻ ３. 如为信鸽请注明

足环号

￣￣￣食用: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食

用)
０１０６ ３９２１ ￣￣￣￣乳鸽

０１０６ ３９２３ ￣￣￣￣野鸭

０１０６ ３９２９ ￣￣￣￣其他

０１０６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１ 品名ꎻ ２. 如

为信鸽请注明

足环号

￣昆虫: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蜂:
０１０６ ４１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４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０１０６ ４９１０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４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改良种

用

￣￣￣改良种用:
０１０６ ９０１１ ￣￣￣￣蛙苗

０１０６ ９０１９ ￣￣￣￣其他

０１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４



第二章　 肉及食用杂碎

注释: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０２ ０１ 至 ０２ ０８ 或 ０２ １０ 的不适合供人食用的产品ꎻ
二、 动物的肠、 膀胱、 胃 (税目 ０５ ０４) 或动物血 (税目 ０５ １１、 ３０ ０２)ꎻ 或

三、 税目 ０２ ０９ 所列产品以外的动物脂肪 (第十五章)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 ０１ 鲜、 冷牛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头及半头、
带骨或去骨等)

４ 牛肉部位 (如
眼 肉、 腱 子 肉
等)ꎻ ５ 包装规
格ꎻ ６ 英 文 品
名ꎻ ７ 品 牌ꎻ
８ 厂号 (名称或
号码)ꎻ ９ 牛种
(安格斯牛、 和
牛 等)ꎻ １０ 牛
龄ꎻ １１ 级 别
( Ａ 级、 Ｂ 级
等)ꎻ １２ 饲养方
式 (草饲、 谷饲
等)ꎻ １３ 签约日
期ꎻ １４ 加工程
度 (精修、 粗修
等)

０２０１ １０００ ￣整头及半头

０２０１ ２０００ ￣带骨肉

０２０１ ３０００ ￣去骨肉

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 ０２ 冻牛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头及半头、 带骨

或去骨等)

４ 牛肉部位 (如
眼 肉、 腱 子 肉

等)ꎻ ５ 包装规

格ꎻ ６ 英 文 品

名ꎻ ７ 品牌ꎻ ８
厂号 (名称或号

码 )ꎻ ９ 牛 种

(安格斯牛、 和

牛 等 )ꎻ １０ 牛

龄ꎻ １１ 级 别

( Ａ 级、 Ｂ 级

等)ꎻ １２ 饲养方

式 (草饲、 谷饲

等)ꎻ １３ 签约日

期ꎻ １４ 加工程

度 (精修、 粗修

等)
０２０２ １０００ ￣整头及半头

０２０２ ２０００ ￣带骨肉

０２０２ ３０００ ￣去骨肉

０２ ０３ 鲜、 冷、 冻猪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方

法 (鲜、 冷、 冻)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头及半头、 带

骨或去骨等)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厂号

￣鲜或冷的:
￣￣整头及半头:

０２０３ １１１０ ￣￣￣乳猪

０２０３ １１９０ ￣￣￣其他

０２０３ １２００ ￣￣带骨的前腿、 后腿及其肉块

０２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冻的:
￣￣整头及半头:

０２０３ ２１１０ ￣￣￣乳猪

０２０３ ２１９０ ￣￣￣其他

０２０３ ２２００ ￣￣带骨的前腿、 后腿及其肉块

０２０３ ２９００ ￣￣其他

０２ ０４ 鲜、 冷、 冻绵羊肉或山羊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加工方法 (整头及半

头、 带骨或去骨等)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厂号 (名称

或号码)

０２０４ １０００ ￣鲜或冷的整头及半头羔羊

￣其他鲜或冷的绵羊肉:
０２０４ ２１００ ￣￣整头及半头

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０４ ２２００ ￣￣带骨肉

０２０４ ２３００ ￣￣去骨肉

０２０４ ３０００ ￣冻的整头及半头羔羊

￣其他冻的绵羊肉:
０２０４ ４１００ ￣￣整头及半头

０２０４ ４２００ ￣￣带骨肉

０２０４ ４３００ ￣￣去骨肉

０２０４ ５０００ ￣山羊肉

０２ ０５ 鲜、 冷、 冻马、 驴、 骡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鲜、 冷、 冻马、 驴、 骡肉

０２ ０６ 鲜、 冷、 冻牛、 猪、 绵羊、 山

羊、 马、 驴、 骡的食用杂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种类 (舌、 肝、 心管、
板筋等)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厂号 (名称

或号码)

０２０６ １０００ ￣鲜、 冷牛杂碎

￣冻牛杂碎:
０２０６ ２１００ ￣￣舌
０２０６ ２２００ ￣￣肝
０２０６ ２９００ ￣￣其他

０２０６ ３０００ ￣鲜、 冷猪杂碎

￣冻猪杂碎:
０２０６ ４１００ ￣￣肝
０２０６ ４９００ ￣￣其他

０２０６ ８０００ ￣其他鲜或冷杂碎

０２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冻杂碎

０２ ０７ 税目 ０１ ０５ 所列家禽的鲜、
冷、 冻肉及食用杂碎:
￣鸡:

０２０７ １１００ ￣￣整只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带骨或

去骨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

０２０７ １２００ ￣￣整只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

￣￣块及杂碎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带骨或

去骨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

￣￣￣块:

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０７ １３１１ ￣￣￣￣带骨的

０２０７ １３１９ ￣￣￣￣其他

￣￣￣杂碎:
０２０７ １３２１ ￣￣￣￣翼 (不包括翼尖)
０２０７ １３２９ ￣￣￣￣其他

￣￣块及杂碎ꎬ 冻的:
￣￣￣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

０２０７ １４１１ ￣￣￣￣带骨的

０２０７ １４１９ ￣￣￣￣其他

￣￣￣杂碎:
０２０７ １４２１ ￣￣￣￣翼 (不包括翼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

０２０７ １４２２ ￣￣￣￣鸡爪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

４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５ 品

牌ꎻ ６ 规 格

(个体重量)
０２０７ １４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ꎻ ４ 种 类 ( 心、 肝

等)

５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６ 品

牌

￣火鸡:
０２０７ ２４００ ￣￣整只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带骨或

去骨等)
０２０７ ２５００ ￣￣整只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
０２０７ ２６００ ￣￣块及杂碎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带骨或

去骨等)ꎻ ４ 杂碎请列明

具体种类

８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０７ ２７００ ￣￣块及杂碎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带骨或去骨

等)ꎻ ４ 杂碎请列明具体

种类

５ 厂号 (名称

或号码)ꎻ ６ 品

牌ꎻ ７ 英文品

名

￣鸭:
０２０７ ４１００ ￣￣整只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０２０７ ４２００ ￣￣整只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０２０７ ４３００ ￣￣肥肝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０２０７ ４４００ ￣￣其他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带 骨 或 去 骨

等)ꎻ ４ 杂碎请列明具体

种类

０２０７ ４５００ ￣￣其他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 带 骨 或 去 骨 等 )ꎻ
４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鹅:
０２０７ ５１００ ￣￣整只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只)
０２０７ ５２００ ￣￣整只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整只)
０２０７ ５３００ ￣￣肥肝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０２０７ ５４００ ￣￣其他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带 骨 或 去 骨

等)ꎻ ４ 杂碎请列明具体

种类

０２０７ ５５００ ￣￣其他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加工方

法 ( 带 骨 或 去 骨 等 )ꎻ
４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０７ ６０００ ￣珍珠鸡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加工方法 (整只、 带

骨或去骨等)ꎻ ４ 杂碎请

列明具体种类

０２ ０８ 其他鲜、 冷、 冻肉及食用杂

碎:
￣家兔或野兔的:

０２０８ １０１０ ￣￣￣鲜、 冷兔肉ꎬ 兔头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３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１０２０ ￣￣￣冻兔肉ꎬ 兔头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３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３０００ ￣灵长目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４０００ ￣鲸、 海豚及鼠海豚 (鲸目哺

乳动 物 ) 的ꎻ 海 牛 及 儒 艮

(海牛目哺乳动物) 的ꎻ 海

豹、 海狮及海象 (鳍足亚目

哺乳动物) 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５０００ ￣爬行动物 (包括蛇及龟鳖)
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６０００ ￣骆驼及其他骆驼科动物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ꎻ
３ 杂碎请列明具体种类

及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０２０８ ９０１０ ￣￣￣乳鸽的

０２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２ ０９ 未炼制或用其他方法提取的不

带瘦肉的肥猪肉、 猪脂肪及家

禽 脂 肪ꎬ 鲜、 冷、 冻、 干、
熏、 盐腌或盐渍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炼制、 未提取

脂 肪ꎬ 干、 熏、 盐 腌、
盐渍等)

不包括经炼制或用其

他方法提取的脂肪

(税目 １５ ０１)ꎻ 不包

括海生哺乳动物的脂

肪 (第十五章)

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２０９ １０００ ￣猪的

０２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２ １０ 肉及食用杂碎ꎬ 干、 熏、 盐腌

或盐渍的ꎻ 可供食用的肉或杂

碎的细粉、 粗粉:

不包括未炼制或用其

他方法提取的不带瘦

肉的肥猪肉、 猪脂肪

或家禽脂肪 (税目

０２ ０９)ꎻ 不包括不适

合供人食用的肉或杂

碎 的 粗 粉 或 细 粉

(税目 ２３ ０１)
￣猪肉: １ 品 名ꎻ ２ 部 位 ( 腿

肉、 腹 肉 等 )ꎬ 是 否 带

骨ꎻ ３ 制作或保存方法

(干、 熏、 盐 腌、 盐 渍

等)
￣￣带骨的前腿、 后腿及其肉块:

０２１０ １１１０ ￣￣￣带骨的腿

０２１０ １１９０ ￣￣￣其他

０２１０ １２００ ￣￣腹肉 (五花肉)
０２１０ １９００ ￣￣其他

０２１０ ２０００ ￣牛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干、 熏、 盐 腌、
盐渍等)

￣其他ꎬ 包括可供食用的肉或杂

碎的细粉、 粗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制

作或保存方法 (干、 熏、
盐腌、 盐渍等)ꎻ ４ 杂碎

请列明具体种类

０２１０ ９１００ ￣￣灵长目的

０２１０ ９２００ ￣￣鲸、 海豚及鼠海豚 (鲸目哺

乳动 物) 的ꎻ 海 牛 及 儒 艮

(海牛目哺乳动物) 的ꎻ 海

豹、 海狮及海象 (鳍足亚目

哺乳动物) 的

０２１０ ９３００ ￣￣爬行动物 (包括蛇及龟鳖)
的

０２１０ ９９００ ￣￣其他

１１



第三章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０１ ０６ 的哺乳动物ꎻ
(二) 税目 ０１ ０６ 的哺乳动物的肉 (税目 ０２ ０８ 或 ０２ １０)ꎻ
(三) 因品种或鲜度不适合供人食用的死鱼 (包括鱼肝、 鱼卵及鱼精等)、 死甲壳动物、 死软体动物及其他死

水生无脊椎动物 (第五章)ꎻ 不适合供人食用的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粉、
粒 (税目 ２３ ０１)ꎻ 或

(四) 鲟鱼子酱及用鱼卵制成的鲟鱼子酱代用品 (税目 １６ ０４)ꎮ
二、 本章所称 “团粒”ꎬ 是指直接挤压或加入少量黏合剂制成的粒状产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 ０１ 活鱼:
￣观赏鱼: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观赏

用)ꎻ ３ 状 态 ( 活 )ꎻ
４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１ １１００ ￣￣淡水鱼

０３０１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活鱼: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０３０１ ９１１０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鳗鱼 (鳗鲡属):
０３０１ ９２１０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鲤科鱼 (鲤属、 鲫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特拉

鲃、 野鲮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属):

０３０１ ９３１０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３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大西洋及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１ ９４１０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４９１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１ ９４９２ ￣￣￣￣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南方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１ ９５１０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５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其他:
￣￣￣鱼苗: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是否为鱼苗ꎻ ４ 拉丁

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９１１ ￣￣￣￣鲈鱼

０３０１ ９９１２ ￣￣￣￣鲟鱼

０３０１ ９９１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活)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１ ９９９１ ￣￣￣￣罗非鱼

０３０１ ９９９２ ￣￣￣￣鲀
０３０１ ９９９３ ￣￣￣￣其他鲤科鱼

０３０１ ９９９９ ￣￣￣￣其他

０３ ０２ 鲜、 冷鱼ꎬ 但税目 ０３ ０４ 的鱼

片及其他鱼肉除外:
不包括鱼片及其他鱼

肉 (税目 ０３ ０４)
￣鲑科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１１００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０３０２ １３００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 细

磷 大 麻 哈 鱼、 大 麻 哈 鱼

(种)、 大鳞大麻哈鱼、 银大

麻哈鱼、 马苏大麻哈鱼、 玫

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多瑙哲罗鱼:

０３０２ １４１０ ￣￣￣大西洋鲑鱼

０３０２ １４２０ ￣￣￣多瑙哲罗鱼

０３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比目鱼 (鲽科、 鲆科、 舌鳎

科、 鳎 科、 菱 鲆 科、 刺 鲆

科 )ꎬ 但 子 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２１００ ￣￣庸鲽鱼 (马舌鲽、 庸鲽、 狭

鳞庸鲽)
０３０２ ２２００ ￣￣鲽鱼 (鲽)
０３０２ ２３００ ￣￣鳎鱼 (鳎属)
０３０２ ２４００ ￣￣大菱鲆 (瘤棘鲆)
０３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金枪鱼 (金枪鱼属)、 鲣鱼或

狐鲣 (鲣)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３１００ ￣￣长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２００ ￣￣黄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３００ ￣￣鲣鱼或狐鲣

０３０２ ３４００ ￣￣大眼金枪鱼

￣￣大西洋及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５１０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５２０ ￣￣￣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６００ ￣￣南方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鳀鱼 (鳀属)、 沙丁

鱼 (沙丁鱼、 沙瑙鱼属)、 小

沙丁鱼属、 黍鲱或西鲱、 鲭鱼

[大西洋鲭、 澳洲鲭 (鲐)、
日本鲭 (鲐) ]、 印度鲭 (羽
鳃鲐属)、 马鲛鱼 (马鲛属)、
对称竹荚鱼、 新西兰竹荚鱼及

竹荚鱼 (竹荚鱼属)、 鲹鱼

(鲹属)、 军曹鱼、 银鲳 (鲳

属)、 秋 刀 鱼、 圆 鲹 ( 圆 鲹

属)、 多春鱼 (毛鳞鱼)、 剑

鱼、 鲔鱼、 狐鲣 (狐鲣属)、
枪鱼 、 旗鱼、 四鳍旗鱼 (旗
鱼科 )ꎬ 但 子 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４１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０３０２ ４２００ ￣￣鳀鱼 (鳀属)

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２ ４３００ ￣￣沙丁 鱼 ( 沙 丁 鱼、 沙 瑙 鱼

属)、 小沙丁鱼属、 黍鲱或西

鲱

０３０２ ４４００ ￣￣鲭鱼 [ 大 西 洋 鲭、 澳 洲 鲭

(鲐)、 日本鲭 (鲐) ]
０３０２ ４５００ ￣￣对称竹荚鱼、 新西兰竹荚鱼

及竹荚鱼 (竹荚鱼属)
０３０２ ４６００ ￣￣军曹鱼

０３０２ ４７００ ￣￣剑鱼

０３０２ ４９００ ￣￣其他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

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５１００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０３０２ ５２００ ￣￣黑线鳕鱼 (黑线鳕)
０３０２ ５３００ ￣￣绿青鳕鱼

０３０２ ５４００ ￣￣狗鳕鱼 (无须鳕属、 长鳍鳕

属)
０３０２ ５５００ ￣￣狭鳕鱼

０３０２ ５６００ ￣￣蓝鳕鱼 (小鳍鳕、 南蓝鳕)
０３０２ ５９００ ￣￣其他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

特拉鲃、 野鲮属、 哈氏纹唇

鱼、 何氏细须鲃、 鲂属)、 鳗

鱼 (鳗鲡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鱼 (鳢

属 )ꎬ 但 子 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７１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０３０２ ７２００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０３０２ ７３００ ￣￣鲤科鱼 (鲤属、 鲫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特拉

鲃、 野鲮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属)

０３０２ ７４００ ￣￣鳗鱼 (鳗鲡属)
０３０２ ７９００ ￣￣其他

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２ ９１ 至

０３０２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２ ８１００ ￣￣角鲨及其他鲨鱼

０３０２ ８２００ ￣￣ 鱼及鳐鱼 (鳐科)
０３０２ ８３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０３０２ ８４００ ￣￣尖吻鲈鱼 (舌齿鲈属)
０３０２ ８５００ ￣￣菱羊鲷 (鲷科)

￣￣其他:
０３０２ ８９１０ ￣￣￣带鱼

０３０２ ８９２０ ￣￣￣黄鱼

０３０２ ８９３０ ￣￣￣鲳鱼

０３０２ ８９４０ ￣￣￣鲀
０３０２ ８９９０ ￣￣￣其他

￣鱼肝、 鱼卵、 鱼精、 鱼鳍、 鱼

头、 鱼尾、 鱼鳔及其他可食用

鱼杂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０３０２ ９１００ ￣￣鱼肝、 鱼卵及鱼精

０３０２ ９２００ ￣￣鲨鱼翅

０３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０３ ０３ 冻鱼ꎬ 但税目 ０３ ０４ 的鱼片及

其他鱼肉除外:
不包括鱼片及其他鱼

肉 (税目 ０３ ０４)
￣鲑科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３ １１００ ￣￣红大麻哈鱼

０３０３ １２００ ￣￣其他大麻哈鱼 [细磷大麻哈

鱼、 大麻哈鱼 (种)、 大鳞大

麻哈鱼、 银大麻哈鱼、 马苏

大麻哈鱼、 玫瑰大麻哈鱼]
０３０３ １３００ ￣￣大西洋鲑鱼及多瑙哲罗鱼

０３０３ １４００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０３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属、 草

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特

拉鲃、 野鲮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属)、 鳗鱼 (鳗
鲡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

鲈) 及黑鱼 (鳢属)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可食用鱼

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方

法 (冻)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３ ２３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０３０３ ２４００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０３０３ ２５００ ￣￣鲤科鱼 (鲤属、 鲫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特拉

鲃、 野鲮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属)

０３０３ ２６００ ￣￣鳗鱼 (鳗鲡属)
０３０３ ２９００ ￣￣其他

￣比目鱼 (鲽科、 鲆科、 舌鳎

科、 鳎科、 菱鲆科、 刺鲆科)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

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庸鲽鱼 (马舌鲽、 庸鲽、 狭

鳞庸鲽):
０３０３ ３１１０ ￣￣￣格陵兰庸鲽鱼

０３０３ ３１９０ ￣￣￣其他

０３０３ ３２００ ￣￣鲽鱼 (鲽)
０３０３ ３３００ ￣￣鳎鱼 (鳎属)
０３０３ ３４００ ￣￣大菱鲆 (瘤棘鲆)
０３０３ ３９００ ￣￣其他

￣金枪鱼 (金枪鱼属)、 鲣鱼或

狐鲣 (鲣)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块) 等]

０３０３ ４１００ ￣￣长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２００ ￣￣黄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３００ ￣￣鲣鱼或狐鲣

０３０３ ４４００ ￣￣大眼金枪鱼

￣￣大西洋及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５１０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５２０ ￣￣￣太平洋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６００ ￣￣南方蓝鳍金枪鱼

０３０３ ４９００ ￣￣其他

７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鲱

鱼)、 鳀鱼 (鳀属)、 沙丁鱼

(沙丁鱼、 沙瑙鱼属)、 小沙丁

鱼属、 黍鲱或西鲱、 鲭鱼 [大
西洋鲭、 澳洲鲭 (鲐)、 日本

鲭 (鲐) ]、 印度鲭 (羽鳃鲐

属)、 马鲛鱼 (马鲛属)、 对称

竹荚鱼、 新西兰竹荚鱼及竹荚

鱼 (竹 荚 鱼 属)、 鲹 鱼 (鲹

属)、 军曹鱼、 银鲳 (鲳属)、
秋刀鱼、 圆鲹 (圆鲹属)、 多

春鱼 (毛鳞鱼)、 剑鱼、 鲔鱼、
狐鲣 (狐鲣属)、 枪鱼 、 旗

鱼、 四鳍旗鱼 (旗鱼科)ꎬ 但

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可

食用鱼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３ ５１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０３０３ ５３００ ￣￣沙丁 鱼 ( 沙 丁 鱼、 沙 瑙 鱼

属)、 小沙丁鱼属、 黍鲱或西

鲱

０３０３ ５４００ ￣￣鲭鱼 [ 大 西 洋 鲭、 澳 洲 鲭

(鲐)、 日本鲭 (鲐) ]
０３０３ ５５００ ￣￣对称竹荚鱼、 新西兰竹荚鱼

及竹荚鱼 (竹荚鱼属)
０３０３ ５６００ ￣￣军曹鱼

０３０３ ５７００ ￣￣剑鱼

０３０３ ５９００ ￣￣其他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

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３ ６３００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０３０３ ６４００ ￣￣黑线鳕鱼 (黑线鳕)
０３０３ ６５００ ￣￣绿青鳕鱼

０３０３ ６６００ ￣￣狗鳕鱼 (无须鳕属、 长鳍鳕

属)
０３０３ ６７００ ￣￣狭鳕鱼

０３０３ ６８００ ￣￣蓝鳕鱼 (小鳍鳕、 南蓝鳕)
０３０３ ６９００ ￣￣其他

８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鱼ꎬ 但子目 ０３０３ ９１ 至

０３０３ ９９ 的可食用鱼杂碎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 体 重 量

[如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克 /条 ( 块 )
等]

０３０３ ８１００ ￣￣角鲨及其他鲨鱼

０３０３ ８２００ ￣￣ 鱼及鳐鱼 (鳐科)
０３０３ ８３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０３０３ ８４００ ￣￣尖吻鲈鱼 (舌齿鲈属)

￣￣其他:
０３０３ ８９１０ ￣￣￣带鱼

０３０３ ８９２０ ￣￣￣黄鱼

０３０３ ８９３０ ￣￣￣鲳鱼

０３０３ ８９９０ ￣￣￣其他

￣鱼肝、 鱼卵、 鱼精、 鱼鳍、 鱼

头、 鱼尾、 鱼鳔及其他可食用

杂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３ ９１００ ￣￣鱼肝、 鱼卵及鱼精

０３０３ ９２００ ￣￣鲨鱼翅

０３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０３ ０４ 鲜、 冷、 冻鱼片及其他鱼肉

(不论是否绞碎):
￣鲜或冷的罗非鱼 (口孵非鲫

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鲤 科 鱼

(鲤属、 鲫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鱼、 卡特拉鲃、 野鲮

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

鲃、 鲂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鱼 (鳢属) 的鱼片: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３１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０３０４ ３２００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０３０４ ３３００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０３０４ ３９００ ￣￣其他

￣鲜或冷的其他鱼片: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４１００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 细

磷 大 麻 哈 鱼、 大 麻 哈 鱼

(种)、 大鳞大麻哈鱼、 银大

麻哈鱼、 马苏大麻哈鱼、 玫

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

多瑙哲罗鱼

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４ ４２００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０３０４ ４３００ ￣￣比目鱼 (鲽科、 鲆科、 舌鳎

科、 鳎科、 菱鲆科、 刺鲆科)
０３０４ ４４００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

０３０４ ４５００ ￣￣剑鱼

０３０４ ４６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０３０４ ４７００ ￣￣角鲨及其他鲨鱼

０３０４ ４８００ ￣￣ 鱼及鳐鱼 (鳐科)
０３０４ ４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拉

丁名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５１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０３０４ ５２００ ￣￣鲑科鱼

０３０４ ５３００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

０３０４ ５４００ ￣￣剑鱼

０３０４ ５５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０３０４ ５６００ ￣￣角鲨及其他鲨鱼

０３０４ ５７００ ￣￣ 鱼及鳐鱼 (鳐科)
０３０４ ５９００ ￣￣其他

￣冻的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鲤 科 鱼 ( 鲤

属、 鲫 属、 草 鱼、 鲢 属、 鲮

属、 青鱼、 卡特拉鲃、 野鲮

属、 哈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

鲃、 鲂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鱼 (鳢属) 的鱼片:

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４ ６１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

属、 真 属):
￣￣￣叉尾 鱼 (真 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６２１１ ￣￣￣￣斑点叉尾 鱼

０３０４ ６２１９ ￣￣￣￣其他

０３０４ ６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６３００ ￣￣尼罗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６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冻的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

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

鳕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

的鱼片: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７１００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０３０４ ７２００ ￣￣黑线鳕鱼 (黑线鳕)
０３０４ ７３００ ￣￣绿青鳕鱼

０３０４ ７４００ ￣￣狗鳕鱼 (无须鳕属、 长鳍鳕

属)
０３０４ ７５００ ￣￣狭鳕鱼

０３０４ ７９００ ￣￣其他

￣其他冻鱼片:

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４ ８１００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 细

磷 大 麻 哈 鱼、 大 麻 哈 鱼

(种)、 大鳞大麻哈鱼、 银大

麻哈鱼、 马苏大麻哈鱼、 玫

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

多瑙哲罗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８２００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８３００ ￣￣比目鱼 (鲽科、 鲆科、 舌鳎

科、 鳎科、 菱鲆科、 刺鲆科)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８４００ ￣￣剑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８５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８６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８７００ ￣￣金枪鱼 (金枪鱼属)、 鲣鱼或

狐鲣 (鲣)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０３０４ ８８００ ￣￣角鲨、 其他鲨鱼、 鱼及鳐

鱼 (鳐科)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８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ꎻ ５ 是否

带 皮、 刺、
鳞、 鳍

￣其他ꎬ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规 格 [ 克

重 / 片 ( 块 )
等]

０３０４ ９１００ ￣￣剑鱼

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４ ９２００ ￣￣南极犬牙鱼 (南极犬牙鱼属)
０３０４ ９３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０３０４ ９４００ ￣￣狭鳕鱼

０３０４ ９５００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ꎬ
狭鳕鱼除外

０３０４ ９６００ ￣￣角鲨及其他鲨鱼

０３０４ ９７００ ￣￣ 鱼及鳐鱼 (鳐科)
０３０４ ９９００ ￣￣其他

０３ ０５ 干、 盐腌或盐渍的鱼ꎻ 熏鱼ꎬ
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

否烹煮ꎻ 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的

细粉、 粗粉及团粒:
０３０５ １０００ ￣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的细粉、 粗

粉及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拉

丁名称

０３０５ ２０００ ￣干、 熏、 盐腌或盐渍的鱼肝、
鱼卵及鱼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干、 熏、 盐 腌、
盐渍)ꎻ ３ 拉丁名称

￣干、 盐腌或盐渍的鱼片ꎬ 但熏

制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干、 盐 腌、 盐

渍)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５ ３１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０３０５ ３２００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

０３０５ ３９００ ￣￣其他

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熏鱼ꎬ 包括鱼片ꎬ 但食用杂碎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熏)ꎻ ３ 拉丁名

称

￣￣大麻哈鱼 [红大麻哈鱼、 细

磷 大 麻 哈 鱼、 大 麻 哈 鱼

(种)、 大鳞大麻哈鱼、 银大

麻哈鱼、 马苏大麻哈鱼、 玫

瑰大麻哈鱼]、 大西洋鲑鱼及

多瑙哲罗鱼:
０３０５ ４１１０ ￣￣￣大西洋鲑鱼

０３０５ ４１２０ ￣￣￣大麻哈鱼及多瑙哲罗鱼

０３０５ ４２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０３０５ ４３００ ￣￣鳟鱼 (河鳟、 虹鳟、 克拉克

大麻哈鱼、 阿瓜大麻哈鱼、
吉雨大麻哈鱼、 亚利桑那大

麻哈鱼、 金腹大麻哈鱼)
０３０５ ４４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０３０５ ４９００ ￣￣其他

￣干鱼 (不包括食用杂碎)ꎬ 不

论是否盐腌ꎬ 但熏制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５ ５１００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０３０５ ５２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５ ５３００ ￣￣犀鳕科、 多丝真鳕科、 鳕科、
长尾鳕科、 黑鳕科、 无须鳕

科、 深海鳕科及南极鳕科鱼ꎬ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除外

０３０５ ５４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鳀鱼 (鳀属)、 沙丁

鱼 (沙丁鱼、 沙瑙鱼属)、 小

沙丁鱼属、 黍鲱或西鲱、 鲭

鱼 [ 大 西 洋 鲭、 澳 洲 鲭

(鲐)、 日本鲭 (鲐) ]、 印

度鲭 (羽鳃鲐属)、 马鲛鱼

(马鲛属)、 对称竹荚鱼、 新

西兰竹荚鱼及竹荚鱼 (竹荚

鱼属)、 鲹鱼 (鲹属)、 军曹

鱼、 银鲳 (鲳属)、 秋刀鱼、
圆鲹 ( 圆 鲹 属 )、 多 春 鱼

(毛鳞鱼)、 剑鱼、 鲔鱼、 狐

鲣 (狐鲣属)、 枪鱼 、 旗鱼、
四鳍旗鱼 (旗鱼科)

￣￣其他:
０３０５ ５９１０ ￣￣￣海龙、 海马

０３０５ ５９９０ ￣￣￣其他

￣盐腌及盐渍的鱼 (不包括食

用杂碎)ꎬ 但干或熏制的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盐 腌、 盐 渍 )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５ ６１００ ￣￣鲱鱼 (大西洋鲱鱼、 太平洋

鲱鱼)
０３０５ ６２００ ￣￣鳕鱼 (大西洋鳕鱼、 格陵兰

鳕鱼、 太平洋鳕鱼)
０３０５ ６３００ ￣￣鳀鱼 (鳀属)
０３０５ ６４００ ￣￣罗非鱼 (口孵非鲫属)、 鲶鱼

( 鲶属、 鲶属、 胡鲶属、 真

属)、 鲤科鱼 (鲤属、 鲫

属、 草鱼、 鲢属、 鲮属、 青

鱼、 卡特拉鲃、 野鲮属、 哈

氏纹唇鱼、 何氏细须鲃、 鲂

属)、 鳗鱼 (鳗鲡属)、 尼罗

河鲈鱼 (尼罗尖吻鲈) 及黑

鱼 (鳢属)
￣￣其他:

０３０５ ６９１０ ￣￣￣带鱼

０３０５ ６９２０ ￣￣￣黄鱼

０３０５ ６９３０ ￣￣￣鲳鱼

５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５ ６９９０ ￣￣￣其他

￣鱼鳍、 鱼头、 鱼尾、 鱼鳔及其

他可食用杂碎: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拉

丁名称

０３０５ ７１００ ￣￣鲨鱼翅

０３０５ ７２００ ￣￣鱼头、 鱼尾、 鱼鳔

０３０５ ７９００ ￣￣其他

０３ ０６ 带壳或去壳的甲壳动物ꎬ 活、
鲜、 冷、 冻、 干、 盐腌或盐渍

的ꎻ 熏制的带壳或去壳甲壳动

物ꎬ 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

中是否烹煮ꎻ 蒸过或用水煮过

的带壳甲壳动物ꎬ 不论是否

冷、 冻、 干、 盐腌或盐渍的ꎻ
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动物的细

粉、 粗粉及团粒:
￣冻的:

０３０６ １１００ ￣￣岩礁虾和其他龙虾 (真龙虾

属、 龙虾属、 岩龙虾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１２００ ￣￣鳌龙虾 (鳌龙虾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１４１０ ￣￣￣梭子蟹

０３０６ １４９０ ￣￣￣其他

０３０６ １５００ ￣￣挪威海鳌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冷水小虾及对虾 (长额虾属、
褐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规 格 ( 如

４１~ ５０ 个 /磅)ꎻ
６ 包装规格

￣￣￣冷水小虾:
０３０６ １６１１ ￣￣￣￣虾仁

０３０６ １６１２ ￣￣￣￣其他ꎬ 北方长额虾

０３０６ １６１９ ￣￣￣￣其他

￣￣￣冷水对虾:
０３０６ １６２１ ￣￣￣￣虾仁

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６ １６２９ ￣￣￣￣其他

￣￣其他小虾及对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规 格 ( 如

４１~ ５０ 个 /磅)ꎻ
６ 包装规格ꎻ
７ 品牌

￣￣￣小虾:
０３０６ １７１１ ￣￣￣￣虾仁

０３０６ １７１９ ￣￣￣￣其他

￣￣￣对虾:
０３０６ １７２１ ￣￣￣￣虾仁

０３０６ １７２９ ￣￣￣￣其他

￣￣其他ꎬ 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

甲壳动物的细粉、 粗粉及团

粒: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淡水小龙虾:
０３０６ １９１１ ￣￣￣￣虾仁

０３０６ １９１９ ￣￣￣￣其他

０３０６ １９９０ ￣￣￣其他

￣活、 鲜或冷的:
￣￣岩礁虾及其他龙虾 (真龙虾

属、 龙虾属、 岩龙虾属):
０３０６ ３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６ ３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鳌龙虾 (鳌龙虾属):
０３０６ ３２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６ ３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蟹:
０３０６ ３３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３３９１ ￣￣￣￣中华绒螯蟹

０３０６ ３３９２ ￣￣￣￣梭子蟹

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６ ３３９９ ￣￣￣￣其他

￣￣挪威海鳌虾:
０３０６ ３４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６ ３４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冷水小虾及对虾 (长额虾属、
褐虾):

０３０６ ３５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６ ３５２０ ￣￣￣鲜、 冷对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 壳 )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３５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其他小虾及对虾:
０３０６ ３６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６ ３６２０ ￣￣￣鲜、 冷对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等 )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３６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状态 (是否

全 虾、 去 头、
去 肠 线ꎬ 去

尾、 带壳、 去

壳、 裹 面 粉

等)ꎻ ５ 个 体

重量ꎻ ６ 包装

规格

￣￣其他ꎬ 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

甲壳动物的细粉、 粗粉及团

粒:
０３０６ ３９１０ ￣￣￣种苗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种苗

０３０６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等)
￣其他:

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６ ９１００ ￣￣岩礁虾及其他龙虾 (真龙虾

属、 龙虾属、 岩龙虾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９２００ ￣￣鳌龙虾 (鳌龙虾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９３１０ ￣￣￣中华绒螯蟹

０３０６ ９３２０ ￣￣￣梭子蟹

０３０６ ９３９０ ￣￣￣其他

０３０６ ９４００ ￣￣挪威海鳌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小虾及对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６ ９５１０ ￣￣￣冷水小虾及对虾 (长额虾

属、 褐虾)
０３０６ ９５９０ ￣￣￣其他小虾及对虾

０３０６ ９９００ ￣￣其他ꎬ 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

甲壳动物的细粉、 粗粉及团

粒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
０３ ０７　 带壳或去壳的软体动物ꎬ 活、

鲜、 冷、 冻、 干、 盐腌或盐渍

的ꎻ 熏制的带壳或去壳软体动

物ꎬ 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

中是否烹煮ꎻ 适合供人食用的

软体动物的细粉、 粗粉及团

粒:
￣牡蛎 (蚝):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１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７ １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扇贝ꎬ 包括海扇: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２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２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２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贻贝: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３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３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状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３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ꎻ ３ 状 态

(带壳、 去壳)ꎻ ４ 拉丁

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状 态 ( 带 壳、
去壳)ꎻ ４ 拉丁名称

５ 个体重量ꎻ
６ 包装规格

￣墨鱼及鱿鱼: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４２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０３０７ ４２９１ ￣￣￣￣墨鱼 (乌贼属、 巨粒僧头

乌贼、 耳乌贼属) 及鱿鱼

(柔鱼属、 枪乌贼属、 双柔

鱼属、 拟乌贼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４２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冻的:
０３０７ ４３１０ ￣￣￣墨鱼 (乌贼属、 巨粒僧头乌

贼、 耳乌贼属) 及鱿鱼 (柔
鱼属、 枪 乌 贼 属、 双 柔 鱼

属、 拟乌贼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规范到属)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４３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其他:
０３０７ ４９１０ ￣￣￣墨鱼 (乌贼属、 巨粒僧头乌

贼、 耳乌贼属) 及鱿鱼 (柔
鱼属、 枪 乌 贼 属、 双 柔 鱼

属、 拟乌贼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４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章鱼:
０３０７ ５１００ ￣￣活、 鲜或冷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５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７ ５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蜗牛及螺ꎬ 海螺除外:
０３０７ ６０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６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冻、
干、 盐 腌、 盐 渍 等 )ꎻ
３ 拉丁名称

４ 个体重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１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蛤、 鸟蛤及舟贝 (蚶科、 北

极蛤科、 鸟蛤科、 斧蛤科、 缝

栖蛤科、 蛤蜊科、 中带蛤科、
海螂科、 双带蛤科、 截蛏科、
竹蛏科、 砗磲科、 帘蛤科):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７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７１９１ ￣￣￣￣蛤
０３０７ ７１９９ ￣￣￣￣其他

０３０７ ７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７ ７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鲍鱼 (鲍属) 及凤螺 (凤螺

属):
￣￣活、 鲜或冷的鲍鱼 (鲍属):

０３０７ ８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８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活、 鲜 或 冷 的 凤 螺 ( 凤 螺

属):
０３０７ ８２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８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８３００ ￣￣冻的鲍鱼 (鲍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７ ８４００ ￣￣冻的凤螺 (凤螺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７ ８７００ ￣￣其他鲍鱼 (鲍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７ ８８００ ￣￣其他凤螺 (凤螺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其他ꎬ 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细

粉、 粗粉及团粒: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７ ９１１０ ￣￣￣种苗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种

苗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活、 鲜、 冷 )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０７ ９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拉丁名

称

０３０７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０３ ０８ 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

水生 无 脊 椎 动 物ꎬ 活、 鲜、
冷、 冻、 干、 盐腌或盐渍的ꎻ
熏制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

动物的水生无脊椎动物ꎬ 不论

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

煮ꎻ 适合供人食用的不属于甲

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脊

椎动物的细粉、 粗粉及团粒:
￣海参 (仿刺参、 海参纲):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８ １１１０ ￣￣￣种苗 １ 品名ꎻ ２ 种苗请注明

个体长度、 尾数 /千克等

０３０８ １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０３０８ １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ꎻ ３ 是否经

水煮

４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ꎻ ３ 是否经水煮

４ 包装规格

￣海胆 (球海胆属、 拟球海胆、
智利海胆、 食用正海胆):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８ ２１１０ ￣￣￣种苗 １ 品名ꎻ ２ 种苗请注明

个体长度、 尾数 /千克等

３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３０８ ２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０３０８ ２２００ ￣￣冻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３ 包装规格

０３０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盐腌、 盐渍

等)

３ 包装规格

￣海蜇 (海蜇属):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８ ３０１１ ￣￣￣￣种苗 １ 品名ꎻ ２ 种苗请注明

个体长度、 尾数 /千克等

０３０８ ３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０３０８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干、 盐 腌、
盐渍等)

３ 包装规格

￣其他:
￣￣￣活、 鲜或冷的:

０３０８ ９０１１ ￣￣￣￣种苗 １ 品名ꎻ ２ 种苗请注明

个体长度、 尾数 /千克等

０３０８ ９０１２ ￣￣￣￣沙蚕ꎬ 种苗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０３０８ ９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活、 鲜、 冷)
０３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冻、 干、 盐 腌、
盐渍等)

３ 包装规格

４３



第四章　 乳品ꎻ 蛋品ꎻ 天然蜂蜜ꎻ 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注释:
一、 所称 “乳”ꎬ 是指全脂乳及半脱脂或全脱脂的乳ꎮ
二、 税目 ０４ ０５ 所称:

(一) “黄油”ꎬ 仅指从乳中提取的天然黄油、 乳清黄油及调制黄油 (新鲜、 加盐或酸败的ꎬ 包括罐装黄油)ꎬ 按重量

计乳脂含量在 ８０％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９５％ꎬ 乳的无脂固形物最大含量不超过 ２％ꎬ 以及水的最大含量不超过

１６％ꎮ 黄油中不含添加的乳化剂ꎬ 但可含有氯化钠、 食用色素、 中和盐及无害乳酸菌的培养物ꎮ
(二) “乳酱” 是一种油包水型可涂抹的乳状物ꎬ 乳脂是该制品所含的唯一脂肪ꎬ 按重量计其含量在 ３９％及以

上ꎬ 但小于 ８０％ꎮ
三、 乳清经浓缩并加入乳或乳脂制成的产品ꎬ 若同时具有下列三种特性ꎬ 则视为乳酪归入税目 ０４ ０６:

(一) 按干重计乳脂含量在 ５％及以上的ꎻ
(二) 按重量计干质成分至少为 ７０％ꎬ 但不超过 ８５％的ꎻ 以及

(三) 已成型或可以成型的ꎮ
四、 本章不包括:

(一) 按重量计乳糖含量 (以干燥无水乳糖计) 超过 ９５％的乳清制品 (税目 １７ ０２)ꎻ
(二) 以一种物质 (例如ꎬ 油酸酯) 代替乳中一种或多种天然成分 (例如ꎬ 丁酸酯) 而制得的产品 (税目

１９ ０１ 或 ２１ ０６)ꎻ 或

(三) 白蛋白 (包括按重量计干质成分的乳清蛋白含量超过 ８０％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乳清蛋白浓缩物) (税目

３５ ０２) 及球蛋白 (税目 ３５ ０４)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０４０４ １０ 所称 “改性乳清”ꎬ 是指由乳清成分构成的制品ꎬ 即全部或部分去除乳糖、 蛋白或矿物质的乳清、
加入天然乳清成分的乳清及由混入天然乳清成分制成的产品ꎮ

二、 子目 ０４０５ １０ 所称 “黄油”ꎬ 不包括脱水黄油及印度酥油 (子目 ０４０５ ９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４ ０１ 未浓缩及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的乳及奶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浓缩及未加糖

或其他甜物质)ꎻ ３ 脂肪

含 量 ( 按 重 量 计 )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包 装 规 格

(如 １ 升 /盒)ꎻ
６ 品牌

０４０１ １０００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不超过 １％
０４０１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 １％ꎬ

但不超过 ６％
０４０１ ４０００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 ６％ꎬ

但不超过 １０％
０４０１ ５０００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 １０％
０４ ０２ 浓缩、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乳

及奶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浓缩及加糖或其

他 甜 物 质 )ꎻ ３ 外 观

(粉状、 粒状等)ꎻ ４ 脂

肪含 量 ( 按 重 量 计 )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包 装 规 格

( 如 ２５ 千 克 /
包)ꎻ ７ 品牌

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４０２ １０００ ￣粉状、 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ꎬ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不超过 １ ５％
￣粉状、 粒状或其他固体形状ꎬ
按重量计脂肪含量超过 １ ５％:

０４０２ ２１００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０４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０４０２ ９１００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０４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０４ ０３ 酪乳、 结块的乳及奶油、 酸乳、
酸乳酒及其他发酵或酸化的乳

和奶油ꎬ 不论是否浓缩、 加糖、
加其他甜物质、 加香料、 加水

果、 加坚果或加可可: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发酵、 酸化、 浓

缩、 加糖及其他甜物质、
香料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０４０３ １０００ ￣酸乳

０４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４ ０４ 乳清ꎬ 不论是否浓缩、 加糖或

其他甜物质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

的含天然乳的产品ꎬ 不论是否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０４０４ １０００ ￣乳清及改性乳清ꎬ 不论是否浓

缩、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浓缩、 加糖及其

他甜物质)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品牌 例: 美女牌低蛋白乳

清粉 (饲料用) 蛋

白 ３％、 乳 糖 ８０％、
灰 分 ９％、 脂 肪

０ ２％、 其 他 ２ ８％、
水分 ５％

０４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该子目仅指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含天然乳的

产品

０４ ０５ 黄油及其他从乳中提取的脂和

油ꎻ 乳酱:
０４０５ １０００ ￣黄油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乳脂、 乳的无脂固形

物、 水及其他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ꎻ ５ 如

添 加 乳 化 剂ꎬ
请注明

０４０５ ２０００ ￣乳酱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０４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０４ ０６ 乳酪及凝乳:
０４０６ １０００ ￣鲜乳 酪 ( 未 熟 化 或 未 固 化

的)ꎬ 包括乳清乳酪ꎻ 凝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熟化、 未固化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４０６ ２０００ ￣各种磨碎或粉化的乳酪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方 法

(磨碎、 粉化等)ꎻ ３ 乳

脂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０４０６ ３０００ ￣经加工的乳酪ꎬ 但磨碎或粉化

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熟化、 未固化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０４０６ ４０００ ￣蓝纹乳酪和娄地青霉生产的带

有纹理的其他乳酪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熟化、 固化、 磨

碎或粉化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是否带蓝纹或娄

地青霉生产的带有纹理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品牌

０４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乳酪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熟化、 固化、 磨

碎或粉化等)ꎻ ３ 成分含

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０４ ０７ 带壳禽蛋ꎬ 鲜、 腌制或煮过

的:
￣孵化用受精禽蛋: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孵化用

受精禽蛋

０４０７ １１００ ￣￣鸡的

０４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鲜蛋: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带壳)
０４０７ ２１００ ￣￣鸡的

０４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带壳、 腌制、
煮过)

０４０７ ９０１０ ￣￣￣咸蛋

０４０７ ９０２０ ￣￣￣皮蛋

０４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４ ０８ 去壳 禽 蛋 及 蛋 黄ꎬ 鲜、 干、
冻、 蒸过或水煮、 制成型或用

其他方法保藏的ꎬ 不论是否加

糖或其他甜物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冻、 干、 去

壳、 蒸、 水煮、 制 成 型

等)
￣蛋黄:

０４０８ １１００ ￣￣干的

０４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０４０８ ９１００ ￣￣干的

０４０８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４ ０９ 天然蜂蜜: １ 品 名ꎻ ２ 来 源 ( 天

然)
３ 品牌ꎻ ４ 包

装规格

不包括人造蜜及天然

蜜和人造蜜的混合制

品 (税目 １７ ０２)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天然蜂蜜

０４ １０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食用动物产

品:
不 包 括 海 龟 蛋 油

(税目 １５ ０６)ꎻ 不包

括液态或干制的动物

血ꎬ 不论是否可供食

用 (税目 ０５ １１ 或税

目 ３０ ０２)
０４１０ ００１０ ￣￣￣燕窝 １ 品名 ２ 品种 (燕子

的品种)ꎻ ３ 外

形 (燕盏或燕

碎ꎬ 燕 条 等 )ꎻ
４ 含水量

￣￣￣蜂产品: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１ ￣￣￣￣鲜蜂王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品牌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２ ￣￣￣￣鲜蜂王浆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ꎻ ３ 外 观

(粉)

４ 品牌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３ ￣￣￣￣蜂花粉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 (粉) ３ 品牌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９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

０４１０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食

用)

８３



第五章　 其他动物产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食用产品 (整个或切块的动物肠、 膀胱和胃以及液态或干制的动物血除外)ꎻ
(二) 生皮或毛皮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三章)ꎬ 但税目 ０５ ０５ 的货品及税目 ０５ １１ 的生皮或毛皮的边角废料仍

归入本章ꎻ
(三) 马毛及废马毛以外的动物纺织原料 (第十一类)ꎻ 或

(四) 供制帚、 制刷用的成束、 成簇的材料 (税目 ９６ ０３)ꎮ
二、 仅按长度而未按发根和发梢整理的人发ꎬ 视为未加工品ꎬ 归入税目 ０５ ０１ꎮ
三、 本目录所称 “兽牙”ꎬ 是指象、 河马、 海象、 一角鲸和野猪的长牙、 犀角及其他动物的牙齿ꎮ
四、 本协调制度所称 “马毛”ꎬ 是指马科、 牛科动物的鬃毛和尾毛ꎮ 税目 ０５ １１ 主要包括马毛及废马毛ꎬ 不论是否

制成带衬垫或不带衬垫的毛片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５ ０１ 未经加工的人发ꎬ 不论是否洗

涤ꎻ 废人发: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经加工 不包括经过简单洗涤

以外加工 (如稀疏、
染色、 漂白、 卷曲或

为制作假发进行加

工) 的人发及已按

发根和发梢整理的人

发 (税目 ６７ ０３)
０５０１ ００００ 未经加工的人发ꎬ 不论是否洗

涤ꎻ 废人发

０５ ０２ 猪鬃、 猪毛ꎻ 獾毛及其他制刷

用兽毛ꎻ 上述鬃毛的废料:
不包括成束或成簇的

鬃毛 (税目 ９６ ０３)
￣猪鬃、 猪毛及其废料: １ 品名

０５０２ １０１０ ￣￣￣猪鬃

０５０２ １０２０ ￣￣￣猪毛

０５０２ １０３０ ￣￣￣废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制刷

用)
￣￣￣獾毛及其他制刷用兽毛:

０５０２ ９０１１ ￣￣￣￣山羊毛

０５０２ ９０１２ ￣￣￣￣黄鼠狼尾毛

０５０２ ９０１９ ￣￣￣￣其他

０５０２ ９０２０ ￣￣￣废料

０５ ０４ 整个或切块的动物 (鱼除外)
的肠、 膀 胱 及 胃ꎬ 鲜、 冷、
冻、 干、 熏、 盐腌或盐渍的:
￣￣￣肠衣: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 干、
熏、 盐腌、 盐渍)

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１ ￣￣￣￣盐渍猪肠衣 (猪大肠头除

外)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２ ￣￣￣￣盐渍绵羊肠衣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３ ￣￣￣￣盐渍山羊肠衣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４ ￣￣￣￣盐渍猪大肠头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９ ￣￣￣￣其他

￣￣￣胃:
０５０４ ００２１ ￣￣￣￣冷、 冻的鸡肫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冷、 冻)
３ 品牌

０５０４ ００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 干、
熏、 盐腌、 盐渍)

０５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 干、
熏、 盐腌、 盐渍)

０５ ０５ 带有羽毛或羽绒的鸟皮及鸟体

其他部分ꎻ 羽毛及不完整羽毛

(不论是否修边)、 羽绒ꎬ 仅经

洗涤、 消毒或为了保藏而做过

处理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ꎻ 羽

毛或不完整羽毛的粉末及废

料:
０５０５ １０００ ￣填充用羽毛ꎻ 羽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制

作或保存方法 (仅经洗

涤、 消毒或为了保藏而

做过处理)

４ 含绒量 (包

含绒子和绒丝

含量)ꎻ ５ 羽毛

长度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制

作或保存方法 (仅经洗

涤、 消毒或为了保藏而

做过处理)
０５０５ ９０１０ ￣￣￣羽毛或不完整羽毛的粉末及

废料

０５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５ ０６ 骨及角柱ꎬ 未经加工或经脱

脂、 简单整理 (但未切割成

形)、 酸处理或脱胶ꎻ 上述产

品的粉末及废料:
０５０６ １０００ ￣经酸处理的骨胶原及骨 １ 品 名ꎻ ２ 处 理 方 法

(经酸处理等)
￣其他:
￣￣￣骨粉、 骨废料:

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５０６ ９０１１ ￣￣￣￣含牛羊成分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处

理方法 (未经加工或经

脱脂等)ꎻ ４ 外观 (粉

末)ꎻ ５ 是否废料

０５０６ ９０１９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处 理 方 法

(未经加工或经脱脂等)
０５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处 理 方 法

(未经加工、 经脱脂、 脱

胶等)
０５ ０７ 兽牙、 龟壳、 鲸须、 鲸须毛、

角、 鹿角、 蹄、 甲、 爪及喙ꎬ
未经加工或仅简单整理但未切

割成形ꎻ 上述产品的粉末及废

料:

１ 品 名ꎻ ２ 处 理 方 法

(未经加工或经脱脂等)ꎻ
３ 是否为粉末及废料

０５０７ １０００ ￣兽牙ꎻ 兽牙粉末及废料

￣其他:
０５０７ ９０１０ ￣￣￣羚羊角及其粉末和废料

０５０７ ９０２０ ￣￣￣鹿茸及其粉末

０５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５ ０８ 珊瑚及类似品ꎬ 未经加工或仅

简单整理但未经进一步加工ꎻ
软体动物壳、 甲壳动物壳、 棘

皮动物壳、 墨鱼骨ꎬ 未经加工

或仅简单整理但未切割成形ꎬ
上述壳、 骨的粉末及废料:

１ 品 名ꎻ ２ 处 理 方 法

(未经加工或经脱脂等)ꎻ
３ 是否为粉末及废料

０５０８ ００１０ ￣￣￣粉末及废料

０５０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０５ １０ 龙涎香、 海狸香、 灵猫香及麝

香ꎻ 斑蝥ꎻ 胆汁ꎬ 不论是否干

制ꎻ 供配制药用的腺体及其他

动物产品ꎬ 鲜、 冷、 冻或用其

他方法暂时保藏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 冻、 干

或用其他方法暂时保藏)

不包括胆汁精及制成

干片后用安瓿封装的

蛇或蜂的毒液 (税

目 ３０ ０１)

０５１０ ００１０ ￣￣￣黄药

０５１０ ００２０ ￣￣￣龙涎香、 海狸香、 灵猫香

０５１０ ００３０ ￣￣￣麝香

０５１０ ００４０ ￣￣￣斑蝥

０５１０ ００９０ ￣￣￣其他

０５ １１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动物产品ꎻ
不适合供人食用的第一章或第

三章的死动物:

不包括食用鱼卵及食

用鱼肝 (第三章)ꎻ
不包括虫胶片、 原

胶、 梗胶及其他虫胶

(税目 １３ ０１)
０５１１ １０００ ￣牛的精液 １ 品名

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产品ꎻ
第三章的死动物:

￣￣￣鱼的:
０５１１ ９１１１ ￣￣￣￣受精鱼卵 １ 品名

０５１１ ９１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０５１１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其他:
０５１１ ９９１０ ￣￣￣动物精液 (牛的精液除外) １ 品名

０５１１ ９９２０ ￣￣￣动物胚胎 １ 品名

０５１１ ９９３０ ￣￣￣蚕种 １ 品名

０５１１ ９９４０ ￣￣￣马毛及废马毛ꎬ 不论是否制

成有或无衬垫的毛片

１ 品名

０５１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２４



第二类　 植物产品

注释:
本类所称 “团粒”ꎬ 是指直接挤压或加入按重量计比例不超过 ３％的黏合剂制成的粒状产品ꎮ

第六章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ꎻ 鳞茎、 根及类似品ꎻ 插花及装饰用簇叶

注释:
一、 除税目 ０６ ０１ 的菊苣植物及其根以外ꎬ 本章只包括通常由苗圃或花店供应为种植或装饰用的活树及其他货品

(包括植物秧苗)ꎻ 但不包括马铃薯、 洋葱、 青葱、 大蒜及其他第七章的产品ꎮ
二、 税目 ０６ ０３、 ０６ ０４ 的各种货品ꎬ 包括全部或部分用这些货品制成的花束、 花篮、 花圈及类似品ꎬ 不论是否有

其他材料制成的附件ꎮ 但这些货品不包括税目 ９７ ０１ 的拼贴画或类似的装饰板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６ ０１ 鳞茎、 块茎、 块根、 球茎、 根

颈及根茎ꎬ 休眠、 生长或开花

的ꎻ 菊苣植物及其根ꎬ 但税目

１２ １２ 的根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休

眠、 生长、 开花)ꎻ ３ 种

类 (球茎、 块茎、 鳞茎、
块根等)ꎻ ４ 是否种用

不包括第七章的某些

鳞茎、 块茎、 块根、
球茎、 根茎及根颈

(如洋葱、 青葱、 大

蒜、 马 铃 薯、 洋

蓟)ꎻ 不 包 括 生 姜

(税目 ０９ １０)
￣休眠的鳞茎、 块茎、 块根、 球

茎、 根颈及根茎:
０６０１ １０１０ ￣￣￣番红花球茎

￣￣￣百合球茎:
０６０１ １０２１ ￣￣￣￣种用

０６０１ １０２９ ￣￣￣￣其他

￣￣￣其他:
０６０１ １０９１ ￣￣￣￣种用

０６０１ １０９９ ￣￣￣￣其他

０６０１ ２０００ ￣生长或开花的鳞茎、 块茎、 块

根、 球茎、 根颈及根茎ꎻ 菊苣

植物及其根

０６ ０２ 其他活植物 (包括其根)、 插

枝及接穗ꎻ 蘑菇菌丝:
０６０２ １０００ ￣无根插枝及接穗 １ 品 名ꎻ ２ 栽 培 方 法

(无根插枝、 接穗等)
￣食用水果或食用坚果的树、 灌

木ꎬ 不论是否嫁接:
０６０２ ２０１０ ￣￣￣种用苗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０６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杜鹃ꎬ 不论是否嫁接:

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６０２ ３０１０ ￣￣￣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０６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玫瑰ꎬ 不论是否嫁接:
０６０２ ４０１０ ￣￣￣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０６０２ ４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其他:
０６０２ ９０１０ ￣￣￣蘑菇菌丝 １ 品名

￣￣￣其他: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１ ￣￣￣￣种用苗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２ ￣￣￣￣兰花 １ 品名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３ ￣￣￣￣菊花 １ 品名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４ ￣￣￣￣百合 １ 品名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５ ￣￣￣￣康乃馨 １ 品名

０６０２ ９０９９ ￣￣￣￣其他 １ 品名 ２ 直 径、
高度 (整
株植物从

根部到树

杈顶部的

高 度 范

围)
０６ ０３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插花及花

蕾ꎬ 鲜、 干、 染色、 漂白、 浸

渍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制花

束或装饰用)ꎻ ３ 制作或

保存方法 (鲜、 干、 染

色、 漂白、 浸渍等)

不包括主要用作香

料、 药料、 杀虫、 杀

菌或类似用途的花、
花瓣及花蕾ꎬ 如果其

报验时的状态已不适

合制花束或作装饰用

(税目 １２ １１)ꎻ 不包

括税目 ９７ ０１ 的拼贴

画及类似的装饰板

￣鲜的:
０６０３ １１００ ￣￣玫瑰

０６０３ １２００ ￣￣康乃馨

０６０３ １３００ ￣￣兰花

０６０３ １４００ ￣￣菊花

０６０３ １５００ ￣￣百合花 (百合属)
０６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０６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６ ０４ 制花束或装饰用的不带花及花

蕾的植物枝、 叶或其他部分、
草、 苔藓及地衣ꎬ 鲜、 干、 染

色、 漂白、 浸渍或用其他方法

处理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制花

束或装饰用)ꎻ ３ 是否带

花及花蕾ꎻ ４ 制作或保

存方法 (鲜、 干、 染色、
漂白、 浸渍等)

不包括主要用作香

料、 药料、 杀虫、 杀

菌或类似用途的植物

及其部分品 (包括

草、 苔 藓 及 地 衣 )
或供编结用的植物及

其部分品ꎬ 如果其报

验时的状态已不适合

制花束或作装饰用

( 税 目 １２ １１ 或

１４ ０１)ꎻ 不包括税目

９７ ０１ 的拼贴画及类

似的装饰板

￣鲜的:
０６０４ ２０１０ ￣￣￣苔藓及地衣

０６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０６０４ ９０１０ ￣￣￣苔藓及地衣

０６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４



第七章　 食用蔬菜、 根及块茎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税目 １２ １４ 的草料ꎮ
二、 税目 ０７ ０９、 ０７ １０、 ０７ １１ 及 ０７ １２ 所称 “蔬菜”ꎬ 包括食用的蘑菇、 块菌、 油橄榄、 刺山柑、 菜葫芦、 南瓜、

茄子、 甜玉米、 辣椒、 茴香菜、 欧芹、 细叶芹、 龙蒿、 水芹、 甜茉乔栾那ꎮ
三、 税目 ０７ １２ 包括干制的归入税目 ０７ ０１ 至 ０７ １１ 的各种蔬菜ꎬ 但下列各项除外:

(一) 做蔬菜用的脱荚干豆 (税目 ０７ １３)ꎻ
(二) 税目 １１ ０２ 至 １１ ０４ 所列形状的甜玉米ꎻ
(三) 马铃薯细粉、 粗粉、 粉末、 粉片、 颗粒及团粒 (税目 １１ ０５)ꎻ
(四) 用税目 ０７ １３ 的干豆制成的细粉、 粗粉及粉末 (税目 １１ ０６)ꎮ

四、 本章不包括辣椒干及辣椒粉 (税目 ０９ ０４)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７ ０１ 鲜或冷藏的马铃薯: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ꎻ ３ 是

否种用

例: 种用马铃薯

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 ￣种用

０７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７ ０２ 鲜或冷藏的番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例: 鲜番茄

０７０２ ００００ 鲜或冷藏的番茄

０７ ０３ 鲜或冷藏的洋葱、 青葱、 大

蒜、 韭葱及其他葱属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本税目仅包括葱属蔬

菜ꎬ 例: 鲜蒜头

￣洋葱及青葱:
０７０３ １０１０ ￣￣￣洋葱

０７０３ １０２０ ￣￣￣青葱

￣大蒜:
０７０３ ２０１０ ￣￣￣蒜头

０７０３ ２０２０ ￣￣￣蒜薹及蒜苗 (青蒜)
０７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韭葱及其他葱属蔬菜:
０７０３ ９０１０ ￣￣￣韭葱

０７０３ ９０２０ ￣￣￣大葱

０７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７ ０４ 鲜或冷藏的卷心菜、 菜花、 球

茎甘蓝、 羽衣甘蓝及类似的食

用芥菜类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例: 冷藏菜花

０７０４ １０００ ￣菜花及硬花甘蓝

０７０４ ２０００ ￣抱子甘蓝

￣其他:
０７０４ ９０１０ ￣￣￣卷心菜

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７０４ ９０２０ ￣￣￣西兰花

０７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７ ０５ 鲜或冷藏的莴苣及菊苣: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不包括菊苣植物及菊

苣根 (税目 ０６ ０１ 或

１２ １２)
￣莴苣:

０７０５ １１００ ￣￣结球莴苣 (包心生菜)
０７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菊苣:
０７０５ ２１００ ￣￣维特罗夫菊苣

０７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０７ ０６ 鲜或冷藏的胡萝卜、 萝卜、 色

拉甜菜根、 婆罗门参、 块根

芹、 小萝卜及类似的食用根

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例: 冷藏胡萝卜

０７０６ １０００ ￣胡萝卜及萝卜

０７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７ ０７ 鲜或冷藏的黄瓜及小黄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例: 鲜黄瓜

０７０７ ００００ 鲜或冷藏的黄瓜及小黄瓜

０７ ０８ 鲜或冷藏的豆类蔬菜ꎬ 不论是

否脱荚: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不包括大豆 (税目

１２ ０１)
０７０８ １０００ ￣豌豆

０７０８ ２０００ ￣豇豆及菜豆

０７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豆类蔬菜

０７ ０９ 鲜或冷藏的其他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不包括荸荠属植物的

可食用球茎 (税目

０７ １４)
０７０９ ２０００ ￣芦笋

０７０９ ３０００ ￣茄子

０７０９ ４０００ ￣芹菜ꎬ 但块根芹除外

￣蘑菇及块菌:
０７０９ ５１００ ￣￣伞菌属蘑菇

￣￣其他:
０７０９ ５９１０ ￣￣￣松茸

０７０９ ５９２０ ￣￣￣香菇

０７０９ ５９３０ ￣￣￣金针菇

０７０９ ５９４０ ￣￣￣草菇

０７０９ ５９５０ ￣￣￣口蘑

０７０９ ５９６０ ￣￣￣块菌

０７０９ ５９９０ ￣￣￣其他

０７０９ ６０００ ￣辣椒ꎬ 包括甜椒

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７０９ ７０００ ￣菠菜

￣其他:
０７０９ ９１００ ￣￣洋蓟

０７０９ ９２００ ￣￣油橄榄

０７０９ ９３００ ￣￣南瓜、 笋瓜及瓠瓜 (南瓜属)
￣￣其他:

０７０９ ９９１０ ￣￣￣竹笋

０７０９ ９９９０ ￣￣￣其他

０７ １０ 冷冻蔬菜 (不论是否蒸煮): 例: 冷冻马铃薯

０７１０ １０００ ￣马铃薯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豆类蔬菜ꎬ 不论是否脱荚: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７１０ ２１００ ￣￣豌豆

￣￣豇豆及菜豆:
０７１０ ２２１０ ￣￣￣红小豆 (赤豆)
０７１０ ２２９０ ￣￣￣其他

０７１０ ２９００ ￣￣其他

０７１０ ３０００ ￣菠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７１０ ４０００ ￣甜玉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其他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７１０ ８０１０ ￣￣￣松茸

０７１０ ８０２０ ￣￣￣蒜薹及蒜苗 (青蒜)
０７１０ ８０３０ ￣￣￣蒜头

０７１０ ８０４０ ￣￣￣牛肝菌

０７１０ ８０９０ ￣￣￣其他

０７１０ ９０００ ￣什锦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７ １１ 暂时保藏 (例如ꎬ 使用二氧化

硫气体、 盐水、 亚硫酸水或其

他防腐液) 的蔬菜ꎬ 但不适于

直接食用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不适

于直接食用)ꎻ ３ 制作或

保存方法 (用盐水、 二

氧化硫气体、 亚硫酸水

或其他防腐液)

例: 盐水松茸 (不

适于直接食用)

０７１１ ２０００ ￣油橄榄

０７１１ ４０００ ￣黄瓜及小黄瓜

￣蘑菇及块菌:
￣￣伞菌属蘑菇:
￣￣￣盐水的:

０７１１ ５１１２ ￣￣￣￣白蘑菇

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７１１ ５１１９ ￣￣￣￣其他

０７１１ ５１９０ ￣￣￣其他

￣￣其他:
￣￣￣盐水的:

０７１１ ５９１１ ￣￣￣￣松茸

０７１１ ５９１９ ￣￣￣￣其他

０７１１ ５９９０ ￣￣￣其他

￣其他蔬菜ꎻ 什锦蔬菜:
￣￣￣盐水的:

０７１１ ９０３１ ￣￣￣￣竹笋

０７１１ ９０３４ ￣￣￣￣大蒜

０７１１ ９０３９ ￣￣￣￣其他

０７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７ １２ 干蔬菜ꎬ 整个、 切块、 切片、
破碎或制成粉状ꎬ 但未经进一

步加工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制ꎬ 包括脱水、
蒸干或冻干)

０７１２ ２０００ ￣洋葱

￣蘑菇、 木耳、 银耳及块菌:
０７１２ ３１００ ￣￣伞菌属蘑菇

０７１２ ３２００ ￣￣木耳

０７１２ ３３００ ￣￣银耳

￣￣其他:
０７１２ ３９１０ ￣￣￣香菇

０７１２ ３９２０ ￣￣￣金针菇

０７１２ ３９５０ ￣￣￣牛肝菌

￣￣￣其他:
０７１２ ３９９１ ￣￣￣￣羊肚菌

０７１２ ３９９９ ￣￣￣￣其他

￣其他蔬菜ꎻ 什锦蔬菜:
０７１２ ９０１０ ￣￣￣笋干丝

０７１２ ９０２０ ￣￣￣紫萁 (薇菜干)
０７１２ ９０３０ ￣￣￣金针菜 (黄花菜)
０７１２ ９０４０ ￣￣￣蕨菜

０７１２ ９０５０ ￣￣￣大蒜

￣￣￣其他:
０７１２ ９０９１ ￣￣￣￣辣根

０７１２ ９０９９ ￣￣￣￣其他

０７ １３ 脱荚的干豆ꎬ 不论是否去皮或

分瓣:
￣豌豆:

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７１３ １０１０ ￣￣￣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制且脱荚)
３ 品种 (黄豌

豆、 青 豌 豆、
白豌豆等)

￣鹰嘴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２０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２０９０ ￣￣￣其他

￣豇豆属及菜豆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绿豆:
０７１３ ３１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３１９０ ￣￣￣其他

￣￣红小豆 (赤豆):
０７１３ ３２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３２９０ ￣￣￣其他

￣￣芸豆:
０７１３ ３３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３３９０ ￣￣￣其他

０７１３ ３４００ ￣￣巴姆巴拉豆

０７１３ ３５００ ￣￣牛豆 (豇豆)
０７１３ ３９００ ￣￣其他

￣扁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４０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４０９０ ￣￣￣其他

￣蚕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５０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５０９０ ￣￣￣其他

￣木豆 (木豆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６０１０ ￣￣￣种用

０７１３ ６０９０ ￣￣￣其他

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制 且 脱 荚 )ꎻ
３ 是否种用

０７１３ ９０１０ ￣￣￣种用干豆

０７１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７ １４ 鲜、 冷、 冻或干的木薯、 竹

芋、 兰科植物块茎、 菊芋、 甘

薯及含有高淀粉或菊粉的类似

根茎ꎬ 不论是否切片或制成团

粒ꎻ 西谷茎髓: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冷、 冻、
干)ꎻ ３ 是否种用

例: 干木薯

￣木薯:
０７１４ １０１０ ￣￣￣鲜的

０７１４ １０２０ ￣￣￣干的

０７１４ １０３０ ￣￣￣冷或冻的

￣甘薯:
￣￣￣鲜的:

０７１４ ２０１１ ￣￣￣￣种用

０７１４ ２０１９ ￣￣￣￣其他

０７１４ ２０２０ ￣￣￣干的

０７１４ ２０３０ ￣￣￣冷或冻的

０７１４ ３０００ ￣山药

０７１４ ４０００ ￣芋头 (芋属)
０７１４ ５０００ ￣箭叶黄体芋 (黄肉芋属)

￣其他:
０７１４ ９０１０ ￣￣￣荸荠

￣￣￣藕:
０７１４ ９０２１ ￣￣￣￣种用

０７１４ ９０２９ ￣￣￣￣其他

０７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５



第八章　 食用水果及坚果ꎻ 柑橘属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非供食用的坚果或水果ꎮ
二、 冷藏的水果和坚果应按相应的鲜果税目归类ꎮ
三、 本章的干果可以部分复水或为下列目的进行其他处理ꎬ 但必须保持干果的特征:

(一) 为保藏或保持其稳定性 (例如ꎬ 经适度热处理或硫化处理、 添加山梨酸或山梨酸钾)ꎻ
(二) 为改进或保持其外观 (例如ꎬ 添加植物油或少量葡萄糖浆)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８ ０１ 鲜或干的椰子、 巴西果及腰

果ꎬ 不论是否去壳或去皮:
不包括用于榨取椰子

油而不适合供人食用

的 干 椰 肉 ( 税 目

１２ ０３)
￣椰子: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ꎻ ４ 是否种

用

５ 种类

０８０１ １１００ ￣￣干的

０８０１ １２００ ￣￣未去内壳 (内果皮)
￣￣其他:

０８０１ １９１０ ￣￣￣种用

０８０１ １９９０ ￣￣￣其他

￣巴西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１ ２１００ ￣￣未去壳

０８０１ ２２００ ￣￣去壳

￣腰果:
０８０１ ３１００ ￣￣未去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１ ３２００ ￣￣去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４ 等级

０８ ０２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ꎬ 不论是否

去壳或去皮:
不包括花生 (税目

１２ ０２)ꎻ 不包括焙炒

的 花 生 或 花 生 酱

(税目 ２０ ０８)ꎻ 不包

括核桃壳及杏仁壳

(税目 １４ ０４)

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扁桃核及仁: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１１００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１２００ ￣￣去壳

￣榛子: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４ 品种

０８０２ ２１００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２２００ ￣￣去壳

￣核桃: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４ 品种

０８０２ ３１００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３２００ ￣￣去壳

￣栗子: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４１１０ ￣￣￣板栗

０８０２ ４１９０ ￣￣￣其他

￣￣去壳:
０８０２ ４２１０ ￣￣￣板栗

０８０２ ４２９０ ￣￣￣其他

￣阿月浑子果 (开心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５１００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５２００ ￣￣去壳

￣马卡达姆坚果 (夏威夷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ꎻ ４ 是否种

用

５ 签约日期

￣￣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６１１０ ￣￣￣种用

０８０２ ６１９０ ￣￣￣其他

０８０２ ６２００ ￣￣去壳

０８０２ ７０００ ￣可乐果 (可乐果属)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８０００ ￣槟榔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加工方法 (去

壳或未去壳)
０８０２ ９０２０ ￣￣￣白果

０８０２ ９０３０ ￣￣￣松子仁

０８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８ ０３ 鲜或干的香蕉ꎬ 包括芭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干 制 方 法

(脱水、 蒸干或

冻干)ꎻ ４ 种类

( 大 香 蕉、 蕉

仔、 皇 帝 蕉

等 )ꎻ ５ 等 级

( Ａ 级、 Ｂ 级、
Ｃ 级等)ꎻ ６ 品

牌

０８０３ １０００ ￣芭蕉

０８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８ ０４ 鲜或干的椰枣、 无花果、 菠

萝、 鳄梨、 番石榴、 芒果及山

竹果:
０８０４ １０００ ￣椰枣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０８０４ ２０００ ￣无花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０８０４ ３０００ ￣菠萝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ꎻ ４. 去

除果冠请注明

０８０４ ４０００ ￣鳄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番石榴、 芒果及山竹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０８０４ ５０１０ ￣￣￣番石榴

０８０４ ５０２０ ￣￣￣芒果

０８０４ ５０３０ ￣￣￣山竹果

０８ ０５ 鲜或干的柑橘属水果: 不包括柑橘皮 (税

目 ０８ １４)
０８０５ １０００ ￣橙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种类 (脐橙、
夏橙等)ꎻ ４ 等

级ꎻ ５ 品牌

￣柑橘 (包括小蜜橘及萨摩蜜

柑橘)ꎻ 克里曼丁橘、 韦尔金

橘及类似的杂交柑橘: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柑橘 (包括小蜜橘及萨摩蜜

柑橘):

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８０５ ２１１０ ￣￣￣蕉柑

０８０５ ２１９０ ￣￣￣其他

０８０５ ２２００ ￣￣克里曼丁橘

０８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０８０５ ４０００ ￣葡萄柚ꎬ 包括柚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０８０５ ５０００ ￣柠檬及酸橙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ꎻ ４ 品

牌

０８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３ 等级

０８ ０６ 鲜或干的葡萄:
０８０６ １０００ ￣鲜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种类ꎻ ４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０８０６ ２０００ ￣干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３ 等级ꎻ ４ 品

牌

０８ ０７ 鲜的甜瓜 (包括西瓜) 及木

瓜:
￣甜瓜ꎬ 包括西瓜:

０８０７ １１００ ￣￣西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品

牌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０７ １９１０ ￣￣￣哈密瓜

０８０７ １９２０ ￣￣￣罗马甜瓜及加勒比甜瓜

０８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０８０７ ２０００ ￣木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品

牌

０８ ０８ 鲜的苹果、 梨及榅桲:
０８０８ １０００ ￣苹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种类 (蛇果、
加纳 果、 青 苹

果、 富 士 等 )ꎻ
４ 等级ꎻ ５ 品

牌

￣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０８ ３０１０ ￣￣￣鸭梨及雪梨

０８０８ ３０２０ ￣￣￣香梨

０８０８ ３０９０ ￣￣￣其他

０８０８ ４０００ ￣榅桲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 ０９ 鲜的杏、 樱桃、 桃 (包括油

桃)、 梅及李:

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８０９ １０００ ￣杏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樱桃:
０８０９ ２１００ ￣￣欧洲酸樱桃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０９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品

种 ( 如 Ｂｉｎｇꎬ
ｌａｍｂｅｒｔꎬ Ｖａｎꎬ
Ｔｕｌａｒｅꎬ Ｃｈｅｌａｎꎬ
Ｔｉｅｔｏｎꎬ Ｓｋｅｅｎａ
等 )ꎻ ５ 品 牌

(厂商)ꎻ ６ 尺

寸 (按果径最

大处以毫米为

单位计算)
０８０９ ３０００ ￣桃ꎬ 包括油桃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０９ ４０００ ￣梅及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 １０ 其他鲜果:
０８１０ １０００ ￣草莓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２０００ ￣木莓、 黑莓、 桑葚及罗甘莓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３０００ ￣黑、 白或红的穗醋栗 (加仑

子) 及醋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４０００ ￣蔓越橘及越橘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品

牌

０８１０ ５０００ ￣猕猴桃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种 类 ( Ｈａｙ￣
ｗａｒｄꎬ Ｈｏｒｔ１６Ａꎬ
ＳｕｎＧｏｌｄꎬ Ｊｉｎｔａｏꎬ
Ｓｏｒｅｌｌｉꎬ ｋｉｗｉｂｅｒｒｙ
等)ꎻ ４ 等级

０８１０ ６０００ ￣榴莲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种

类ꎻ ５ 品牌

０８１０ ７０００ ￣柿子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其他:
０８１０ ９０１０ ￣￣￣荔枝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９０３０ ￣￣￣龙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９０４０ ￣￣￣红毛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８１０ ９０５０ ￣￣￣番荔枝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９０６０ ￣￣￣杨桃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９０７０ ￣￣￣莲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１０ ９０８０ ￣￣￣火龙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ꎻ ４ 种

类

０８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３ 等级

０８ １１ 冷冻水果及坚果ꎬ 不论是否蒸

煮、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例: 冷冻未去壳栗子

０８１１ １０００ ￣草莓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８１１ ２０００ ￣木莓、 黑莓、 桑葚、 罗甘莓、

黑、 白或红的穗醋栗 (加仑

子) 及醋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其他:
０８１１ ９０１０ ￣￣￣栗子ꎬ 未去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未去壳)
０８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
０８ １２ 暂时保藏 (例如ꎬ 使用二氧化

硫气体、 盐水、 亚硫酸水或其

他防腐液) 的水果及坚果ꎬ 但

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适于直

接食用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用盐水、 二氧化

硫气体、 亚硫酸水或其

他防腐液)

例: 盐水保藏樱桃

(不适于直接食用)

０８１２ １０００ ￣樱桃

０８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８ １３ 税目 ０８ ０１ 至 ０８ ０６ 以外的干

果ꎻ 本章的什锦坚果或干果:
本税目仅包括税目

０８ ０１ 至 ０８ ０６ 以外

的干果

０８１３ １０００ ￣杏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０８１３ ２０００ ￣梅及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０８１３ ３０００ ￣苹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其他干果:

０８１３ ４０１０ ￣￣￣龙眼干、 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３ 等级

０８１３ ４０２０ ￣￣￣柿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８１３ ４０３０ ￣￣￣红枣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０８１３ ４０４０ ￣￣￣荔枝干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３ 加 工 程 度

( 去 壳、 未 去

壳)
０８１３ ４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０８１３ ５０００ ￣本章的什锦坚果或干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ꎻ ３ 种类

０８ １４ 柑橘属水果或甜瓜 (包括西

瓜) 的果皮ꎬ 鲜、 冻、 干或用

盐水、 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

暂时保藏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冻、 干ꎬ 用

盐水、 亚硫酸水或其他

防腐液暂时保藏的)

不包括果皮粉 (税

目 １１ ０６)ꎻ 不包括

蜜 饯 果 皮 ( 税 目

２０ ０６)
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 柑橘属水果或甜瓜 (包括西

瓜) 的果皮ꎬ 鲜、 冻、 干或用

盐水、 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

暂时保藏的

８５



第九章　 咖啡、 茶、 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注释:
一、 税目 ０９ ０４ 至 ０９ １０ 所列产品的混合物ꎬ 应按下列规定归类:

(一) 同一税目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混合物仍应归入该税目ꎻ
(二) 不同税目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混合物应归入税目 ０９ １０ꎮ
税目 ０９ ０４ 至 ０９ １０ 的产品 [或上述 (一) 或 (二) 项的混合物] 如添加了其他物质ꎬ 只要所得的混合物保

持了原产品的基本特性ꎬ 其归类应不受影响ꎮ 基本特性已经改变的ꎬ 则不应归入本章ꎻ 构成混合调味品的ꎬ 应

归入税目 ２１ ０３ꎮ
二、 本章不包括荜澄茄椒或税目 １２ １１ 的其他产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９ ０１ 咖啡ꎬ 不论是否焙炒或浸除咖

啡碱ꎻ 咖啡豆荚及咖啡豆皮ꎻ
含咖啡的咖啡代用品:

不包括不含咖啡的焙

炒咖啡代用品 (税

目 ２１ ０１)ꎻ 不包括

咖 啡 蜡 ( 税 目

１５ ２１)ꎻ 不包括咖啡

碱ꎬ 即咖啡中的生物

碱 (税目 ２９ ３９)
￣未焙炒的咖啡:

０９０１ １１００ ￣￣未浸除咖啡碱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豆、 粉等ꎬ 未焙

炒且未浸除咖啡碱)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０９０１ １２００ ￣￣已浸除咖啡碱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豆、 粉等ꎬ 未焙

炒且已浸除咖啡碱)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已焙炒的咖啡:
０９０１ ２１００ ￣￣未浸除咖啡碱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豆、 粉等ꎬ 已焙

炒且未浸除咖啡碱)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０９０１ ２２００ ￣￣已浸除咖啡碱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豆、 粉等ꎬ 已焙

炒且已浸除咖啡碱)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其他:
０９０１ ９０１０ ￣￣￣咖啡豆荚及咖啡豆皮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咖啡

豆荚或豆皮)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０９０１ ９０２０ ￣￣￣含咖啡的咖啡代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３ 品种ꎻ ４ 产

区

０９ ０２ 茶ꎬ 不论是否加香料: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发酵、 半发酵、
发酵)ꎻ ３ 内包装每件净

重

４ 品牌

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绿茶 (未发酵)ꎬ 内包装每件

净重不超过 ３ 千克:
０９０２ １０１０ ￣￣￣花茶

０９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绿茶 (未发酵):
０９０２ ２０１０ ￣￣￣花茶

０９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红茶 (已发酵) 及半发酵茶ꎬ
内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３ 千

克:
０９０２ ３０１０ ￣￣￣乌龙茶

０９０２ ３０２０ ￣￣￣普洱茶

０９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

￣其他红茶 (已发酵) 及半发

酵茶:
０９０２ ４０１０ ￣￣￣乌龙茶

０９０２ ４０２０ ￣￣￣普洱茶

０９０２ ４０９０ ￣￣￣其他

０９ ０３ 马黛茶: １ 品名

０９０３ ００００ 马黛茶

０９ ０４ 胡椒ꎻ 辣椒干及辣椒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磨、 已磨、 干、
粉)

￣胡椒:
０９０４ １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４ １２００ ￣￣已磨

￣辣椒:
０９０４ ２１００ ￣￣干ꎬ 未磨

０９０４ ２２００ ￣￣已磨

０９ ０５ 香子兰豆: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不包括香草油树脂

(人们有时误称为香

草香膏或香草浸膏)
(税目 １３ ０２)ꎻ 不包

括 香 草 糖 ( 税 目

１７ ０１ 或 １７ ０２)ꎻ 不

包括香草醛 (香草的

香素) (税目 ２９ １２)
０９０５ １０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５ ２０００ ￣已磨

０９ ０６ 肉桂及肉桂花: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未磨:

０９０６ １１００ ￣￣锡兰肉桂

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９０６ １９００ ￣￣其他

０９０６ ２０００ ￣已磨

０９ ０７ 丁香 (母丁香、 公丁香及丁香

梗):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不包括丁香树皮及树

叶 (税目 １２ １１)
０９０７ １０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７ ２０００ ￣已磨

０９ ０８ 肉豆蔻、 肉豆蔻衣及豆蔻: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肉豆蔻:

０９０８ １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８ １２００ ￣￣已磨

￣肉豆蔻衣:
０９０８ ２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８ ２２００ ￣￣已磨

￣豆蔻:
０９０８ ３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８ ３２００ ￣￣已磨

０９ ０９ 茴芹子、 八角茴香、 小茴香

子、 芫荽子、 枯茗子及蒿子ꎻ
杜松果: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例: 八角茴香

￣芫荽子:
０９０９ ２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９ ２２００ ￣￣已磨

￣枯茗子:
０９０９ ３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０９ ３２００ ￣￣已磨

￣茴芹子或八角茴香、 蒿子或小

茴香子ꎻ 杜松果:
￣￣未磨:

０９０９ ６１１０ ￣￣￣八角茴香

０９０９ ６１９０ ￣￣￣其他

￣￣已磨:
０９０９ ６２１０ ￣￣￣八角茴香

０９０９ ６２９０ ￣￣￣其他

０９ １０ 姜、 番红花、 姜黄、 麝香草、
月桂叶、 咖喱及其他调味香

料:
￣姜: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磨、 已磨)
０９１０ １１００ ￣￣未磨

０９１０ １２００ ￣￣已磨

０９１０ ２０００ ￣番红花 １ 品名

１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０９１０ ３０００ ￣姜黄 １ 品名

￣其他调味香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０９１０ ９１００ ￣￣本章注释一 (二) 所述的混

合物

０９１０ ９９００ ￣￣其他

２６



第十章　 谷　 物

注释:
一、 (一) 本章各税目所列产品必须带有谷粒ꎬ 不论是否成穗或带秆ꎮ

(二) 本章不包括已去壳或经其他加工的谷物ꎮ 但去壳、 碾磨、 磨光、 上光、 半熟或破碎的稻米仍应归入税目

１０ ０６ꎮ
二、 税目 １０ ０５ 不包括甜玉米 (第七章)ꎮ

子目注释:
所称 “硬粒小麦”ꎬ 是指硬粒小麦属的小麦及以该属具有相同染色体数目 (２８) 的小麦种间杂交所得的小麦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０ ０１ 小麦及混合麦: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ꎻ
３ 是否硬粒

４ 种类 (白麦、
红 麦、 冬 麦、
春麦)

￣硬粒小麦:
１００１ １１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１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１００１ ９１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２ 黑麦: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不包括有麦角寄生的

黑麦 (税目 １２ １１)
１００２ １０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３ 大麦: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不 包 括 烘 焙 大 麦

(咖啡代用品) (税
目 ２１ ０１)ꎻ 不包括

在烘焙过程中从发芽

麦粒分出来的麦芽新

芽及其他酿造废料

(粮食、 啤酒花等的

渣滓) (税目 ２３ ０３)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４ 燕麦: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例: 种用燕麦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５ 玉米: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本 税 目 所 称 “ 种

用”ꎬ 仅包括由本国

主管部门认可作为播

种用的玉米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６ 稻谷、 大米:

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稻谷:
￣￣￣种用: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１ ￣￣￣￣长粒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 )ꎻ ４ 是 否 种 用ꎻ
５ 粒长ꎻ ６ 长宽比

７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 )ꎻ ４ 是 否 种 用ꎻ
５ 粒长ꎻ ６ 长宽比

７ 包装规格

￣￣￣其他:
１００６ １０８１ ￣￣￣￣长粒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ꎻ ４ 粒长ꎻ ５ 长宽

比

６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６ １０８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ꎻ ４ 粒长ꎻ ５ 长宽

比

６ 包装规格

￣糙米:
１００６ ２０２０ ￣￣￣长粒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ꎻ ４ 制作或保存方法

(糙米)ꎻ ５ 粒长ꎻ ６ 长

宽比

７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６ ２０８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 )ꎻ ４ 是 否 种 用ꎻ
５ 粒长ꎻ ６ 长宽比

７ 包装规格

￣精米ꎬ 不论是否磨光或上光:
１００６ ３０２０ ￣￣￣长粒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ꎻ ４ 粒长ꎻ ５ 长宽

比

６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６ ３０８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 方 法 ( 去 壳、 未 去

壳)ꎻ ４ 粒长ꎻ ５ 长宽

比

６ 包装规格

￣碎米:
１００６ ４０２０ ￣￣￣长粒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方法 (去壳、 未去壳)
４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６ ４０８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方法 (去壳、 未去壳)
４ 包装规格

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０ ０７ 食用高粱: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食

用)ꎻ ３ 是否种用

４ 包装规格 不包括饲料高粱及草

高粱 (税目 １２ １４)、
甜 高 粱 ( 税 目

１２ １２)、 帚 用 高 粱

(税目 １４ ０３)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０ ０８ 荞麦、 谷子及加那利草子ꎻ 其

他谷物: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３ 包装规格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０ ￣荞麦

￣谷子:
１００８ ２１００ ￣￣种用

１００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１００８ ３０００ ￣加那利草子

￣直长马唐 (马唐属):
１００８ ４０１０ ￣￣￣种用

１００８ ４０９０ ￣￣￣其他

￣昆诺阿藜:
１００８ ５０１０ ￣￣￣种用

１００８ ５０９０ ￣￣￣其他

￣黑小麦:
１００８ ６０１０ ￣￣￣种用

１００８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谷物:
１００８ ９０１０ ￣￣￣种用

１０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６



第十一章　 制粉工业产品ꎻ 麦芽ꎻ 淀粉ꎻ 菊粉ꎻ 面筋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作为咖啡代用品的焙制麦芽 (税目 ０９ ０１ 或 ２１ ０１)ꎻ
(二) 税目 １９ ０１ 的经制作的细粉、 粗粒、 粗粉或淀粉ꎻ
(三) 税目 １９ ０４ 的玉米片及其他产品ꎻ
(四) 税目 ２０ ０１、 ２０ ０４ 或 ２０ ０５ 的经制作或保藏的蔬菜ꎻ
(五) 药品 (第三十章)ꎻ 或

(六) 具有芳香料制品或化妆盥洗品性质的淀粉 (第三十三章)ꎮ
二、 (一) 下表所列谷物碾磨产品按干制品重量计如果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ꎬ 应归入本章ꎻ 但是ꎬ 整粒、 滚压、

制片或磨碎的谷物胚芽均归入税目 １１ ０４:
１ 淀粉含量 (按修订的尤艾斯旋光法测定) 超过表列第 (２) 栏的比例ꎻ 以及

２ 灰分含量 (除去任何添加的矿物质) 不超过表列第 (３) 栏的比例ꎮ 否则ꎬ 应归入税目 ２３ ０２ꎮ
(二) 符合上述规定归入本章的产品ꎬ 如果用表列第 (４) 或第 (５) 栏规定孔径的金属丝网筛过筛ꎬ 其通过率

按重量计不低于表列比例的ꎬ 应归入税目 １１ ０１ 或 １１ ０２ꎮ 否则ꎬ 应归入税目 １１ ０３ 或 １１ ０４ꎮ

谷　 　 物

(１)

淀粉含量

(２)

灰分含量

(３)

通过下列孔径筛子的比率

３１５ 微米

(４)
５００ 微米

(５)

小麦及黑麦

大麦

燕麦

玉米及高粱

大米

荞麦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２ ５％
３％
５％
２％

１ ６％
４％

８０％
８０％
８０％
—
８０％
８０％

—
—
—
９０％
—
—

　 　 三、 税目 １１ ０３ 所称 “粗粒” 及 “粗粉”ꎬ 是指谷物经碾碎所得的下列产品:
(一) 玉米产品ꎬ 用 ２ 毫米孔径的金属丝网筛过筛ꎬ 通过率按重量计不低于 ９５％的ꎻ
(二) 其他谷物产品ꎬ 用 １ ２５ 毫米孔径的金属丝网筛过筛ꎬ 通过率按重量计不低于 ９５％的ꎮ

【要素释义】
归类要素

(一) 状态: 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形态ꎮ 例如ꎬ 税目 １１ ０１ 商品填写 “细粉”ꎻ 税目 １１ ０３ 商品填写 “粗粒、 粗

粉、 团粒” 中的一种ꎮ
(二) 种类: 指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或特点而分成的类别ꎮ 例如ꎬ 税目 １１ ０２ 商品填写 “玉米” “籼米” 等ꎮ
(三) 制作或保存方法: 指商品具体的制作方法或保存方法ꎮ 例如ꎬ 税目 １１ ０４ 商品填写 “去壳、 滚压、 制片

等” 中的具体情况ꎻ 税目 １１ ０７ 商品填写 “未焙制” 或 “已焙制”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１ ０１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细

粉)
不包括掺有可可的细

粉 [按重量计全脱

脂可可含量在 ４０％
及 以 上 的 ( 税 目

１８ ０６)ꎬ 低 于 ４０％
的 (税目 １９ ０１) ]

１１０１ ００００ 小麦或混合麦的细粉

１１ ０２ 其他谷物细粉ꎬ 但小麦或混合

麦的细粉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玉

米、 长粒米等)ꎻ ３ 状态

(细粉)

不包括掺有可可的细

粉 [按重量计全脱

脂可可含量在 ４０％
及 以 上 的 ( 税 目

１８ ０６)ꎬ 低 于 ４０％
的 (税目 １９ ０２) ]

１１０２ ２０００ ￣玉米细粉

￣其他:
￣￣￣大米细粉:

１１０２ ９０２１ ￣￣￣￣长粒米的

１１０２ ９０２９ ￣￣￣￣其他

１１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１ ０３ 谷物的粗粒、 粗粉及团粒: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小

麦、 玉 米、 燕 麦 等 )ꎻ
３ 状 态 ( 粗 粒、 粗 粉、
团粒等)

￣粗粒及粗粉:
１１０３ １１００ ￣￣小麦的

１１０３ １３００ ￣￣玉米的

￣￣其他:
１１０３ １９１０ ￣￣￣燕麦的

￣￣￣大米的:
１１０３ １９３１ ￣￣￣￣长粒米

１１０３ １９３９ ￣￣￣￣其他

１１０３ １９９０ ￣￣￣其他

￣团粒:
１１０３ ２０１０ ￣￣￣小麦的

１１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１１ ０４ 经其他加工的谷物 (例如ꎬ 去

壳、 滚压、 制片、 制成粒状、
切片或粗磨)ꎬ 但税目 １０ ０６
的稻谷、 大米除外ꎻ 谷物胚

芽ꎬ 整粒、 滚压、 制片或磨碎

的: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燕

麦、 大 麦、 小 麦 等 )ꎻ
３ 制作或保存方法 (去
壳、 滚压、 制片等)

￣滚压或制片的谷物:
１１０４ １２００ ￣￣燕麦的

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１０４ １９１０ ￣￣￣大麦的

１１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经其他加工的谷物 (例如ꎬ
去壳、 制成粒状、 切片或粗

磨):
１１０４ ２２００ ￣￣燕麦的

１１０４ ２３００ ￣￣玉米的

￣￣其他:
１１０４ ２９１０ ￣￣￣大麦的

１１０４ ２９９０ ￣￣￣其他

１１０４ ３０００ ￣谷物胚芽ꎬ 整粒、 滚压、 制片

或磨碎的

不包括谷物胚芽提取

油类后的残渣 (税

目 ２３ ０６)
１１ ０５ 马铃薯的细粉、 粗粉、 粉末、

粉片、 颗粒及团粒: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细

粉、 粗粉、 粉末、 粉片、
颗粒及团粒)

不包括马铃薯淀粉

(税目 １１ ０８)ꎻ 不包

括仅简单干燥、 脱水

或蒸干但未进一步加

工的马铃薯 (税目

０７ １２)ꎻ 不包括马铃

薯淀粉制得的珍粉代

用品 (税目 １９ ０３)
１１０５ １０００ ￣细粉、 粗粉及粉末

１１０５ ２０００ ￣粉片、 颗粒及团粒

１１ ０６ 用税目 ０７ １３ 的干豆或税目

０７ １４ 的西谷茎髓及植物根茎、
块茎制成的细粉、 粗粉及粉

末ꎻ 用第八章的产品制成的细

粉、 粗粉及粉末: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豌

豆、 鹰嘴豆等)ꎻ ３ 状态

(细粉、 粗粉、 粉末)

１１０６ １０００ ￣用税目 ０７ １３ 的干豆制成的 仅用税目 ０７ １３ 的干

豆制成ꎻ 不包括未脱

脂大豆细粉 (税目

１２ ０８)ꎻ 不包括以蔬

菜细粉或粗粉为基料

的汤料 (不论液状、
固体或粉状) (税目

２１ ０４)
１１０６ ２０００ ￣用税目 ０７ １４ 的西谷茎髓及植

物根茎、 块茎制成的

仅用税目 ０７ １４ 所列

产品制成

１１０６ ３０００ ￣用第八章的产品制成的 仅用第八章的产品制

成ꎻ 不包括西谷茎髓

(税目 ０７ １４)ꎻ 不包

括名为珍粉的食品

(税目 １９ ０３)

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１ ０７ 麦芽ꎬ 不论是否焙制: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焙制、 已焙制)
例: 未焙制麦芽

１１０７ １０００ ￣未焙制

１１０７ ２０００ ￣已焙制

１１ ０８ 淀粉ꎻ 菊粉: 不包括制成香粉及盥

洗用品的淀粉 (第

三十三章)ꎻ 不包括

以淀粉为基料的胶

( 税 目 ３５ ０５ 或

３５ ０６)ꎻ 不包括用淀

粉制成的上光料或浆

料 ( 税 目 ３８ ０９ )ꎻ
不包括分离淀粉所得

的离析支链淀粉及离

析直链淀粉 (税目

３９ １３)
￣淀粉: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０ ￣￣小麦淀粉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小麦

淀粉)
１１０８ １２００ ￣￣玉米淀粉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玉米

淀粉)
１１０８ １３００ ￣￣马铃薯淀粉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马铃

薯淀粉)
１１０８ １４００ ￣￣木薯淀粉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木薯

淀粉)
１１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大米

淀粉、 竹芋淀粉等)
１１０８ ２０００ ￣菊粉 １ 品名

１１ ０９ 面筋ꎬ 不论是否干制: １ 品名 不包括加有面筋的营

养 面 粉 ( 税 目

１１ ０１)ꎻ 不包括作胶

用或做纺织工业上光

料或浆料用的面筋

( 税 目 ３５ ０６ 或

３８ ０９)

９６



第十二章　 含油子仁及果实ꎻ 杂项子仁及果实ꎻ 工业用或药用植物ꎻ 稻草、 秸秆及饲料

注释:
一、 税目 １２ ０７ 主要包括棕榈果及棕榈仁、 棉子、 蓖麻子、 芝麻、 芥子、 红花子、 罂粟子、 牛油树果ꎬ 但不包括税

目 ０８ ０１ 或 ０８ ０２ 的产品及油橄榄 (第七章或第二十章)ꎮ
二、 税目 １２ ０８ 不仅包括未脱脂的细粉和粗粉ꎬ 而且包括部分或全部脱脂以及用其本身的油料全部或部分复脂的细

粉和粗粉ꎮ 但不包括税目 ２３ ０４ 至 ２３ ０６ 的残渣ꎮ
三、 甜菜子、 草子及其他草本植物种子、 观赏用花的种子、 蔬菜种子、 林木种子、 果树种子、 巢菜子 (蚕豆除外)、 羽扇

豆属植物种子ꎬ 可一律视为种植用种子ꎬ 归入税目 １２ ０９ꎮ 但下列各项即使做种子用ꎬ 也不归入税目 １２ ０９:
(一) 豆类蔬菜或甜玉米 (第七章)ꎻ
(二) 第九章的调味香料及其他产品ꎻ
(三) 谷物 (第十章)ꎻ 或

(四) 税目 １２ ０１ 至 １２ ０７ 或 １２ １１ 的产品ꎮ
四、 税目 １２ １１ 主要包括下列植物或这些植物的某部分:

罗勒、 琉璃苣、 人参、 海索草、 甘草、 薄荷、 迷迭香、 芸香、 鼠尾草及苦艾ꎮ
但税目 １２ １１ 不包括:
(一) 第三十章的药品ꎻ
(二) 第三十三章的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ꎻ 或

(三) 税目 ３８ ０８ 的杀虫剂、 杀菌剂、 除草剂、 消毒剂及类似产品ꎮ
五、 税目 １２ １２ 的 “海草及其他藻类” 不包括:

(一) 税目 ２１ ０２ 的已死的单细胞微生物ꎻ
(二) 税目 ３０ ０２ 的培养微生物ꎻ 或

(三) 税目 ３１ ０１ 或 ３１ ０５ 的肥料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１２０５ １０ 所称 “低芥子酸油菜子”ꎬ 是指所榨取的固定油中芥子酸含量按重量计低于 ２％ꎬ 以及所得的固体成分

每克葡萄糖苷酸 (酯) 含量低于 ３０ 微摩尔的油菜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 ０１ 大豆ꎬ 不论是否破碎: 不包括作为咖啡代用

品的烘焙大豆 (税

目 ２１ ０１)
１２０１ １０００ ￣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大

豆、 黑 大 豆、 青 大 豆

等)ꎻ ３ 是否种用ꎻ ４
转 (非转) 基因请注明

￣其他:
１２０１ ９０１０ ￣￣￣黄大豆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大

豆)ꎻ ３ 转 (非转) 基

因请注明

４ 蛋白含量ꎻ
５ 油含量ꎻ
６ 升贴水

１２０１ ９０２０ ￣￣￣黑大豆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黑大

豆)ꎻ ３ 转 (非转) 基

因请注明

１２０１ ９０３０ ￣￣￣青大豆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青大

豆)ꎻ ３ 转 (非转) 基

因请注明

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转

(非转) 基因请注明

１２ ０２ 未焙炒或未烹煮的花生ꎬ 不论

是否去壳或破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未 去 壳、 去 壳、
未焙炒、 未烹煮)ꎻ ３ 是

否种用

本税目仅指未焙炒或

未烹煮的

１２０２ ３０００ ￣种用

￣其他:
１２０２ ４１００ ￣￣未去壳

１２０２ ４２００ ￣￣去壳ꎬ 不论是否破碎

１２ ０３ 干椰子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榨油

用)
不包括供人食用的干

椰丝 (税目 ０８ ０１)
１２０３ ００００ 干椰子肉

１２ ０４ 亚麻子ꎬ 不论是否破碎: １ 品名

１２０４ ００００ 亚麻子ꎬ 不论是否破碎

１２ ０５ 油菜子ꎬ 不论是否破碎: 例: 种用低芥子酸油

菜子

￣低芥子酸油菜子: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３ 芥子酸含量

及所得固体成

分每克葡萄糖

苷酸 ( 酯 ) 含

量

１２０５ １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５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１２０５ ９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２ ０６ 葵花子ꎬ 不论是否破碎:
１２０６ ００１０ ￣￣￣种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例: 种用葵花子

１２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１２ ０７ 其他含油子仁及果实ꎬ 不论是

否破碎: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种用

￣棕榈果及棕榈仁:
１２０７ １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７ １０９０ ￣￣￣其他

￣棉子:
１２０７ ２１００ ￣￣种用 例: 种用棉子

１２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蓖麻子:
１２０７ ３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７ ３０９０ ￣￣￣其他

￣芝麻:
１２０７ ４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７ ４０９０ ￣￣￣其他

￣芥子:
１２０７ ５０１０ ￣￣￣种用

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０７ ５０９０ ￣￣￣其他

￣红花子:
１２０７ ６０１０ ￣￣￣种用

１２０７ ６０９０ ￣￣￣其他

￣甜瓜的子:
１２０７ ７０１０ ￣￣￣种用

￣￣￣其他:
１２０７ ７０９１ ￣￣￣￣黑瓜子

１２０７ ７０９２ ￣￣￣￣红瓜子

１２０７ ７０９９ ￣￣￣￣其他

￣其他:
１２０７ ９１００ ￣￣罂粟子

￣￣其他:
１２０７ ９９１０ ￣￣￣种用

￣￣￣其他:
１２０７ ９９９１ ￣￣￣￣牛油树果

１２０７ ９９９９ ￣￣￣￣其他

１２ ０８ 含油子仁或果实的细粉及粗

粉ꎬ 但芥子粉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细

粉、 粗粉)
不包括花生酱 (税

目 ２０ ０８)ꎻ 不包括

芥子细粉及粗粉ꎬ 不

论是否脱脂、 调制

(税目 ２１ ０３)
１２０８ １０００ ￣大豆粉

１２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２ ０９ 种植用的种子、 果实及孢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种植

用)
１２０９ １０００ ￣糖甜菜子

￣饲料植物种子:
１２０９ ２１００ ￣￣紫苜蓿子

１２０９ ２２００ ￣￣三叶草子

１２０９ ２３００ ￣￣羊茅子

１２０９ ２４００ ￣￣草地早熟禾子

１２０９ ２５００ ￣￣黑麦草种子

￣￣其他:
１２０９ ２９１０ ￣￣￣甜菜子ꎬ 糖甜菜子除外

１２０９ ２９９０ ￣￣￣其他

１２０９ ３０００ ￣草本花卉植物种子

￣其他:
１２０９ ９１００ ￣￣蔬菜种子

１２０９ ９９００ ￣￣其他

１２ １０ 鲜或干的啤酒花ꎬ 不论是否研

磨或制成团粒ꎻ 蛇麻腺: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干、 未研磨、
研磨、 未制成团粒等)

不包括啤酒花浸膏

(税目 １３ ０２)ꎻ 不包

括废啤酒花 (税目

２３ ０３)ꎻ 不包括蛇麻

精油 (税目 ３３ ０１)

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１０ １０００ ￣啤酒花ꎬ 未经研磨也未制成团

粒

１２１０ ２０００ ￣啤酒花ꎬ 经研磨或制成团粒ꎻ
蛇麻腺

１２ １１ 主要用作香料、 药料、 杀虫、
杀菌或类似用途的植物或这些

植物的某部分 (包括子仁及果

实)ꎬ 鲜、 冷、 冻或干的ꎬ 不

论是否切割、 压碎或研磨成

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作香

料、 药料、 杀虫、 杀 菌

等类似用途)ꎻ ３ 制作或

保存方法 (鲜、 干等)

不包括制成一定剂量

或零售包装的

￣人参:
１２１１ ２０１０ ￣￣￣西洋参

１２１１ ２０２０ ￣￣￣野山参 (西洋参除外)
￣￣￣其他:

１２１１ ２０９１ ￣￣￣￣鲜的

１２１１ ２０９９ ￣￣￣￣其他

１２１１ ３０００ ￣古柯叶

１２１１ ４０００ ￣罂粟秆

１２１１ ５０００ ￣麻黄

￣其他:
￣￣￣主要用作药料的植物及其某

部分: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１ ￣￣￣￣当归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２ ￣￣￣￣三七 (田七)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３ ￣￣￣￣党参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４ ￣￣￣￣黄连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５ ￣￣￣￣菊花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６ ￣￣￣￣冬虫夏草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７ ￣￣￣￣贝母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８ ￣￣￣￣川芎

１２１１ ９０１９ ￣￣￣￣半夏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１ ￣￣￣￣白芍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２ ￣￣￣￣天麻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３ ￣￣￣￣黄芪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４ ￣￣￣￣大黄、 籽黄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５ ￣￣￣￣白术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６ ￣￣￣￣地黄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７ ￣￣￣￣槐米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８ ￣￣￣￣杜仲

１２１１ ９０２９ ￣￣￣￣茯苓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１ ￣￣￣￣枸杞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２ ￣￣￣￣大海子

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３ ￣￣￣￣沉香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４ ￣￣￣￣沙参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５ ￣￣￣￣青蒿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６ ￣￣￣￣甘草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７ ￣￣￣￣黄芩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８ ￣￣￣￣椴树 (欧椴) 花及叶

１２１１ ９０３９ ￣￣￣￣其他

１２１１ ９０５０ ￣￣￣主要用作香料的植物及其某

部分

￣￣￣其他:
１２１１ ９０９１ ￣￣￣￣鱼藤根、 除虫菊

１２１１ ９０９９ ￣￣￣￣其他

１２ １２ 鲜、 冷、 冻或干的刺槐豆、 海

草及其他藻类、 甜菜及甘蔗ꎬ
不论是否碾磨ꎻ 主要供人食用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果核、 果

仁及植物产品 (包括未焙制的

菊苣根):

不包括作为胶黏剂或

增稠剂的刺槐豆胚乳

粉 ( 税 目 １３ ０２ )ꎻ
不包括琼脂及角叉藻

胶 ( 税 目 １３ ０２ )ꎻ
不包括已死的单细胞

藻类 (税目 ２１ ０２)ꎻ
不包括蔗渣ꎬ 即甘蔗

榨汁后剩下的纤维部

分 ( 税 目 ２３ ０３ )ꎻ
不包括作为咖啡代用

品 的 烘 焙 菊 苣 根

(税目 ２１ ０１)ꎬ 不包

括其他未烘焙菊苣根

(税目 ０６ ０１)ꎻ 不包

括 雕 刻 用 的 果 核

( 例 如ꎬ 椰 枣 核 )
(税目 １４ ０４) 及烘

焙果仁 (一般作为

咖啡代用品) (税目

２１ ０１)
￣海草及其他藻类: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鲜、 冷、 冻、 干

等)ꎻ ３ 拉丁名称

￣￣适合供人食用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１０ ￣￣￣海带

１２１２ ２１２０ ￣￣￣发菜

￣￣￣裙带菜:
１２１２ ２１３１ ￣￣￣￣干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３２ ￣￣￣￣鲜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３９ ￣￣￣￣其他

４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紫菜:
１２１２ ２１４１ ￣￣￣￣干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４２ ￣￣￣￣鲜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４９ ￣￣￣￣其他

￣￣￣麒麟菜:
１２１２ ２１６１ ￣￣￣￣干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６９ ￣￣￣￣其他

￣￣￣江蓠:
１２１２ ２１７１ ￣￣￣￣干的

１２１２ ２１７９ ￣￣￣￣其他

１２１２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１２１２ ２９１０ ￣￣￣马尾藻

１２１２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１２１２ ９１００ ￣￣甜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等)
１２１２ ９２００ ￣￣刺槐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等)
１２１２ ９３００ ￣￣甘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等)
１２１２ ９４００ ￣￣菊苣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鲜、 冷、 冻等)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主要

供人食用)
￣￣￣杏、 桃 (包括油桃)、 梅或

李的核及核仁:
１２１２ ９９１１ ￣￣￣￣苦杏仁

１２１２ ９９１２ ￣￣￣￣甜杏仁

１２１２ ９９１９ ￣￣￣￣其他

￣￣￣其他:
１２１２ ９９９３ ￣￣￣￣白瓜子

１２１２ ９９９４ ￣￣￣￣莲子

１２１２ ９９９６ ￣￣￣￣甜叶菊叶

１２１２ ９９９９ ￣￣￣￣其他

１２ １３ 未经处理的谷类植物的茎、 秆

及谷壳ꎬ 不论是否切碎、 碾

磨、 挤压或制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切碎、 碾磨、 挤

压 等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未经处理)

不包括已净、 漂白或

染色的谷粒植物草、
秆 (税目 １４ ０１)

１２１３ ００００ 未经处理的谷类植物的茎、 秆

及谷壳ꎬ 不论是否切碎、 碾

磨、 挤压或制成团粒

５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２ １４ 芜菁甘蓝、 饲料甜菜、 饲料用

根、 干草、 紫苜蓿、 三叶草、
驴喜豆、 饲料羽衣甘蓝、 羽扇

豆、 巢菜及类似饲料ꎬ 不论是

否制成团粒:

不包括谷类植物的草、
秆及壳 (税目 １２ ０３)ꎻ
不包括虽然用作动物

饲料ꎬ 但并非专为饲

养动物而种植的植物

产品 (如甜菜、 胡萝

卜叶及玉米叶) (税目

２３ ０８)ꎻ 不包括配制的

动物饲料 (如甜饲料)
(税目 ２３ ０９)

１２１４ １０００ ￣紫苜蓿粗粉及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粗粉

及团粒等)
１２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原产于美国

的苜蓿草请申报相对饲

喂价值 (ＲＦＶ)

６７



第十三章　 虫胶ꎻ 树胶、 树脂及其他植物液、 汁

注释:
税目 １３ ０２ 主要包括甘草、 除虫菊、 啤酒花、 芦荟的浸膏及鸦片ꎬ 但不包括:
一、 按重量计蔗糖含量在 １０％以上或制成糖食的甘草浸膏 (税目 １７ ０４)ꎻ
二、 麦芽膏 (税目 １９ ０１)ꎻ
三、 咖啡精、 茶精、 马黛茶精 (税目 ２１ ０１)ꎻ
四、 构成含酒精饮料的植物汁、 液 (第二十二章)ꎻ
五、 樟脑、 甘草甜及税目 ２９ １４ 或 ２９ ３８ 的其他产品ꎻ
六、 按重量计生物碱含量不低于 ５０％的罂粟秆的浓缩物 (税目 ２９ ３９)ꎻ
七、 税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的药品及税目 ３０ ０６ 的血型试剂ꎻ
八、 鞣料或染料的浸膏 (税目 ３２ ０１ 或 ３２ ０３)ꎻ
九、 精油、 浸膏、 净油、 香膏、 提取的油树脂或精油的水馏液及水溶液ꎻ 饮料制造业用的以芳香物质为基料的制剂

(第三十三章)ꎻ 或

十、 天然橡胶、 巴拉塔胶、 古塔波胶、 银胶菊胶、 糖胶树胶或类似的天然树胶 (税目 ４０ ０１)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３ ０１ 虫胶ꎻ 天然树胶、 树脂、 树胶

脂及油树脂 (例如ꎬ 香树脂):
不包括接触空气即硬

化成为一种抗性薄膜

的某些东方树木的树

液 (名为 “日本漆”
“中国漆” 等) (税目

１３ ０２)ꎻ 不包括琥珀

(税目 ２５ ３０)ꎻ 不包

括虫胶染料ꎬ 即从虫

胶提取的色料 (税目

３２ ０３)ꎻ 不包括香膏

(从本税目物质中提

取的) 及提取的油树

脂 (税目 ３３ ０１)ꎻ 不

包括妥尔油 (有时称

为 “ 液 体 松 香 ” )
(税目 ３８ ０３)ꎻ 不包

括 松 节 油 ( 税 目

３８ ０５)
１３０１ ２０００ ￣阿拉伯胶 １ 品名 ２ 用途 (食品、

饮料、 制药等)
￣其他: １ 品名

１３０１ ９０１０ ￣￣￣胶黄耆树胶 (卡喇杆胶)
１３０１ ９０２０ ￣￣￣乳香、 没药及血竭

１３０１ ９０３０ ￣￣￣阿魏

１３０１ ９０４０ ￣￣￣松脂

１３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３ ０２ 植物液汁及浸膏ꎻ 果胶、 果胶

酸盐及果胶酸酯ꎻ 从植物产品

制得的琼脂、 其他胶液及增稠

剂ꎬ 不论是否改性:

不包括麦精 (税目

１９ ０１)ꎻ 不包括烟草

精 ( 税 目 ２４ ０３ )ꎻ
不包括樟脑 (税目

２９ １４)ꎻ 不包括甘草

甜及甘草酸 (税目

２９ ３８)ꎻ 不包括作血

型 试 剂 用 的 浸 膏

(税目 ３０ ０６)ꎻ 不包

括 鞣 料 膏 ( 税 目

３２ ０１)ꎻ 不包括染料

膏 ( 税 目 ３２ ０３ )ꎻ
不包括天然橡胶、 巴

拉塔胶、 古塔波胶、
银胶菊胶ꎬ 糖胶树胶

及 类 似 天 然 树 胶

(税目 ４０ ０１)ꎻ 不包

括 藻 酸 及 藻 酸 盐

(税目 ３９ １３)
￣植物液汁及浸膏:

１３０２ １１００ ￣￣鸦片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液汁、 浸膏、 粉

末)
１３０２ １２００ ￣￣甘草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液汁、 浸膏、 粉

末)
１３０２ １３００ ￣￣啤酒花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液汁、 浸膏、 粉

末)ꎻ ３ 请注明有效成分

含量 (α 酸等)
１３０２ １４００ ￣￣麻黄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液汁、 浸膏、 粉

末)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液汁、 浸膏、 粉

末)
１３０２ １９１０ ￣￣￣生漆

１３０２ １９２０ ￣￣￣印楝素

１３０２ １９３０ ￣￣￣除虫菊的或含鱼藤酮植物根

茎的

１３０２ １９４０ ￣￣￣银杏的

１３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１３０２ ２０００ ￣果胶、 果胶酸盐及果胶酸酯 １ 品名 ２ 用途 (食品

用、 医药用)

８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从植物产品制得的胶液及增稠

剂ꎬ 不论是否改性:
１３０２ ３１００ ￣￣琼脂 １ 品名 ２ 等级 (食品

级、 医药级等)
１３０２ ３２００ ￣￣从刺槐豆、 刺槐豆子或瓜尔

豆制得的胶液及增稠剂ꎬ 不

论是否改性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３ 黏度ꎻ ４ 级

别 ( 食 用 级、
工业级)

￣￣其他:
￣￣￣海草及其他藻类制品:

１３０２ ３９１１ ￣￣￣￣卡拉胶 １ 品名 ２ 种类 (卡帕

胶、 阿欧塔胶、
莱姆达胶等)ꎻ
３ 用途 (乳品、
肉 类、 水、 糖

果、 果 冻、 甜

品)
１３０２ ３９１２ ￣￣￣￣褐藻胶 １ 品名 ２ 用途

１３０２ ３９１９ ￣￣￣￣其他 １ 品名 ２ 用途

１３０２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３ 用途

９７



第十四章　 编结用植物材料ꎻ 其他植物产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归入第十一类的下列产品:

主要供纺织用的植物材料或植物纤维ꎬ 不论其加工程度如何ꎻ 或经过处理使其只能作为纺织原料用的其他植物

材料ꎮ
二、 税目 １４ ０１ 主要包括竹 (不论是否劈开、 纵锯、 切段、 圆端、 漂白、 磨光、 染色或进行不燃处理)、 劈开的柳

条、 芦苇及类似品和藤心、 藤丝、 藤片ꎬ 但不包括木片条 (税目 ４４ ０４)ꎮ
三、 税目 １４ ０４ 不包括木丝 (税目 ４４ ０５) 及供制帚、 制刷用成束、 成簇的材料 (税目 ９６ ０３)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４ ０１ 主要作编结用的植物材料 (例
如ꎬ 竹、 藤、 芦苇、 灯芯草、
柳条、 酒椰叶ꎬ 已净、 漂白或

染色的谷类植物的茎秆ꎬ 椴树

皮):

不包括木片条 (税

目 ４４ ０４)

１４０１ １０００ ￣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主要

作编结用)
１４０１ ２０００ ￣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主要

作编结用)
３ 种类ꎻ ４ 请

注明加工程度

( 去 皮 或 未 去

皮)ꎻ ５ 直径ꎻ
６ 长度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主要

作编结用)
１４０１ ９０１０ ￣￣￣谷类植物的茎秆 (麦秸除

外)
１４０１ ９０２０ ￣￣￣芦苇

￣￣￣灯芯草属:
１４０１ ９０３１ ￣￣￣￣蔺草

１４０１ ９０３９ ￣￣￣￣其他

１４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４ ０４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植物产品:
１４０４ ２０００ ￣棉短绒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长度 不包括棉絮ꎬ 药用的

或医疗、 外科、 牙科

或兽医用零售包装的

(税目 ３０ ０５)ꎻ 不包

括其他棉絮胎 (税

目 ５６ ０１)
￣其他:

０８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４０４ ９０１０ ￣￣￣主要供染料、 鞣料用的植物

原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主要

供染料或鞣料用)
不包括植物鞣料膏及

鞣酸ꎬ 包括水萃没食

子酸 (税目 ３２ ０１)ꎻ
不包括染料木及其他

染料植物浸膏 (税

目 ３２ ０３)
１４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１８



第三类　 动、 植物油、 脂及其分解产品ꎻ 精制的食用油脂ꎻ 动、 植物蜡

第十五章　 动、 植物油、 脂及其分解产品ꎻ 精制的食用油脂ꎻ 动、 植物蜡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０２ ０９ 的猪脂肪及家禽脂肪ꎻ
(二) 可可脂、 可可油 (税目 １８ ０４)ꎻ
(三) 按重量计税目 ０４ ０５ 所列产品的含量超过 １５％的食品 (通常归入第二十一章)ꎻ
(四) 税目 ２３ ０１ 的油渣或税目 ２３ ０４ 至 ２３ ０６ 的残渣ꎻ
(五) 第六类的脂肪酸、 精制蜡、 药品、 油漆、 清漆、 肥皂、 芳香料制品、 化妆盥洗品、 磺化油及其他货品ꎻ
或

(六) 从油类提取的油膏 (税目 ４０ ０２)ꎮ
二、 税目 １５ ０９ 不包括用溶剂提取的橄榄油 (税目 １５ １０)ꎮ
三、 税目 １５ １８ 不包括变性的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这些货品应归入其相应的未变性油、 脂及其分离品的税目ꎮ
四、 皂料、 油脚、 硬脂沥青、 甘油沥青及羊毛脂残渣ꎬ 归入税目 １５ ２２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１５１４ １１ 及 １５１４ １９ 所称 “低芥子酸菜子油”ꎬ 是指按重量计芥子酸含量低于 ２％的固定油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 ０１ 猪脂肪 (包括已炼制的猪油)
及家禽脂肪ꎬ 但税目 ０２ ０９ 及

１５ ０３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 不包括未炼制或用其

他方法提取的不带瘦

肉的肥猪肉、 猪脂肪

及家禽脂肪 (税目

０２ ０９)ꎻ 不包括猪油

硬 脂 及 液 体 猪 油

(税目 １５ ０３)ꎻ 不包

括人造猪油 (税目

１５ １７)
１５０１ １０００ ￣猪油

１５０１ ２０００ ￣其他猪脂肪

１５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５ ０２ 牛、 羊脂肪ꎬ 但税目 １５ ０３ 的

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 ３ 是否含瘦肉 不包括税目 １５ ０３ 的

货品ꎬ 例: 油硬脂、
食用或非食用脂油

(税目 １５ ０３)ꎻ 不包

括 马 脂 ( 税 目

１５ ０６)
１５０２ １０００ ￣牛、 羊油脂

１５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 ０３ 猪油硬脂、 液体猪油、 油硬

脂、 食用或非食用脂油ꎬ 未经

乳化、 混合或其他方法制作: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经乳化、 混合或其他

方法制作)
１５０３ ００００ 猪油硬脂、 液体猪油、 油硬

脂、 食用或非食用脂油ꎬ 未经

乳化、 混合或其他方法制作

１５ ０４ 鱼或海生哺乳动物的油、 脂及

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制ꎬ 但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０４ １０００ ￣鱼肝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加工程度 (未经化学

改性)

４ 饲料用的鱼

油、 脂 及 其 分

离品请注明是

否精炼ꎻ ５ 保

健用鱼油请注

明 ＤＨＡ ＋ ＥＰＡ
浓度ꎻ ６. 品 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ꎬ 无 品 牌 请

申报厂商)
１５０４ ２０００ ￣除鱼肝油以外的鱼油、 脂及其

分离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加工程度 (未经化学

改性)

４ 饲料用的鱼

油、 脂 及 其 分

离品请注明是

否精炼ꎻ ５ 保

健用鱼油请注

明 ＤＨＡ ＋ ＥＰＡ
浓度ꎻ ６ 品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ꎬ 无 品 牌 请

申报厂商)
１５０４ ３０００ ￣海生哺乳动物的油、 脂及其分

离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加工程度 (未经化学

改性)

４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５ ０５ 羊毛脂及从羊毛脂制得的脂肪

物质 (包括纯净的羊毛脂):
１ 品名 不包括羊毛脂残渣

(税目 １５ ２２)
１５０５ ００００ 羊毛脂及从羊毛脂制得的脂肪

物质 (包括纯净的羊毛脂)

３８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 ０６ 其他动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

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不包括猪脂肪及家禽

脂肪 (税目 ０２ ０９ 或

１５ ０１)ꎻ 不包括牛、
绵 羊 或 山 羊 脂 肪

(税目 １５ ０２)ꎻ 不包

括鱼或海生哺乳动物

的油、 脂及其分离品

(税目 １５ ０４)ꎻ 不包

括主要同吡啶基组成

的产品 (通称为骨

焦油ꎬ 有时也称骨

油) (税目 ３８ ２４)
１５０６ ００００ 其他动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

性

１５ ０７ 豆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

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０７ １０００ ￣初榨的ꎬ 不论是否脱胶 例: 初榨豆油 (未

经化学改性)
１５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５ ０８ 花生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

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０８ １０００ ￣初榨的

１５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例: 精 制 花 生 油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 ０９ 油橄榄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

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未 经 化 学 改

性)ꎻ ４ 用途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品牌ꎻ ７ 酸

度ꎻ ８ 产区

不包括橄榄渣油及油

橄榄油与橄榄渣油的

混 合 油 ( 税 目

１５ １０)ꎻ 不包括从橄

榄油中制取的再酯化

油 (税目 １５ １６)
１５０９ １０００ ￣初榨的

１５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５ １０ 其他橄榄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

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ꎬ
包括掺有税目 １５ ０９ 的油或分

离品的混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包括掺有税目 １５ ０９
的油或分离品的混合

物ꎻ 橄榄油 (未经

化学改性)
１５１０ ００００ 其他橄榄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

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ꎬ
包括掺有税目 １５ ０９ 的油或分

离品的混合物

４８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 １１ 棕榈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

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１ １０００ ￣初榨的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 榨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精 制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５１１ ９０１０ ￣￣￣棕 榈 液 油 ( 熔 点 １９℃ ~

２４℃)
１５１１ ９０２０ ￣￣￣棕 榈 硬 脂 ( 熔 点 ４４℃ ~

５６℃)
１５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５ １２ 葵花油、 红花油或棉子油及其

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制ꎬ 但未

经化学改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葵花油或红花油及其分离品:

１５１２ １１００ ￣￣初榨的 例: 初 榨 葵 花 油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棉子油及其分离品:
１５１２ ２１００ ￣￣初榨的ꎬ 不论是否去除棉子

酚

１５１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１５ １３ 椰子油、 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

榈果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

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椰子油及其分离品:

１５１３ １１００ ￣￣初榨的 例: 初 榨 椰 子 油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３ １９００ ￣￣其他

￣棕榈仁油或巴巴苏棕榈果油及

其分离品:
１５１３ ２１００ ￣￣初榨的

１５１３ ２９００ ￣￣其他

１５ １４ 菜子油或芥子油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

性:
￣低芥子酸菜子油及其分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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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１４ １１００ ￣￣初榨的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 榨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４ 芥子酸含量 例: 初榨低芥子酸菜

子油 (未经化学改

性)
１５１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精 制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４ 芥子酸含量

及所得固体成

分每克葡萄糖

苷酸 ( 酯 ) 含

量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初榨的:

１５１４ ９１１０ ￣￣￣菜子油

１５１４ ９１９０ ￣￣￣芥子油

１５１４ ９９００ ￣￣其他

１５ １５ 其他固定植物油、 脂 (包括希

蒙得木油) 及其分离品ꎬ 不论

是否精制ꎬ 但未经化学改性:
￣亚麻子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５ １１００ ￣￣初榨的

１５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玉米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５ ２１００ ￣￣初榨的

１５１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１５１５ ３０００ ￣蓖麻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５ ５０００ ￣芝麻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经化学改性)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其他:

１５１５ ９０１０ ￣￣￣希蒙得木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未 经 化 学 改

性)ꎻ ４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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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１５ ９０２０ ￣￣￣印楝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未 经 化 学 改

性)ꎻ ４ 用途

１５１５ ９０３０ ￣￣￣桐油及其分离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未 经 化 学 改

性)ꎻ ４ 用途

例: 精制桐油 (未

经化学改性)

１５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初榨、 非初榨)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未 经 化 学 改

性)ꎻ ４ 用途ꎻ ５ 成分

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５ １６ 动、 植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全部或部分氢化、 相互酯化、
再酯化或反油酸化ꎬ 不论是否

精制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全部或部分氢化、 相互

酯化、 再酯化或反油酸

化)
１５１６ １０００ ￣动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

１５１６ ２０００ ￣植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

１５ １７ 人造黄油ꎻ 本章各种动、 植物

油、 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

食用油、 脂或制品ꎬ 但税目

１５ １６ 的食用油、 脂及其分离

品除外:
１５１７ １０００ ￣人造黄油ꎬ 但不包括液态的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 ３ 加 工 原 料

(动物油脂、 植

物油脂)ꎻ ４ 品

牌

￣其他:
１５１７ ９０１０ ￣￣￣起酥油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加 工 原 料

( 豆 油、 菜 子

油、 棕 榈 油

等)ꎻ ４ 品牌

１５１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加 工 原 料

(动物油脂、 植

物油脂)ꎻ ４ 品

牌

１５ １８ 动、 植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经过熟炼、 氧化、 脱水、 硫

化、 吹制或在真空、 惰性气体

中加热聚合及用其他化学方法

改性的ꎬ 但税目 １５ １６ 的产品

除外ꎻ 本章各种油、 脂及其分

离品混合制成的其他税目未列

名的非食用油、 脂或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加工方法 (经熟炼、
氧化、 脱水、 硫 化、 吹

制等)

不包括氢化、 相互酯

化、 再酯化或反油酸

化的 油、 脂 (税 目

１５ １６)ꎻ 不包括配制

的动物饲料 (税目

２３ ０９)ꎻ 不包括磺化

油 (用硫酸处理过的

油) (税目 ３４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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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５１８ ００００ 动、 植物油、 脂及其分离品ꎬ
经过 熟 炼、 氧 化、 脱 水、 硫

化、 吹制或在真空、 惰性气体

中加热聚合及用其他化学方法

改性的ꎬ 但税目 １５ １６ 的产品

除外ꎻ 本章各种油、 脂及其分

离品混合制成的其他税目未列

名的非食用油、 脂或制品

１５ ２０ 粗甘油ꎻ 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１ 品名ꎻ ２ 甘油含量 纯度在 ９５％ 及以上

(以干燥产品的重量

计) 的甘油归入税

目 ２９ ０５ꎻ 制成药品

或加有药料的甘油归

入 税 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１５２０ ００００ 粗甘油ꎻ 甘油水及甘油碱液

１５ ２１ 植物蜡 (甘油三酯除外)、 蜂

蜡、 其他虫蜡及鲸蜡ꎬ 不论是

否精制或着色:

不包括蜂箱用的人造

蜡 蜂 房 ( 税 目

９６ ０２)ꎻ 不包括鲸蜡

油ꎬ 不论是天然的或

是通过分离鲸蜡精制

的 (税目 １５ ０４)
１５２１ １０００ ￣植物蜡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不包括植物蜡的混合

物ꎻ 不包括与动物

蜡、 矿物蜡或人造蜡

混合的植物蜡ꎻ 不包

括与脂肪、 树脂、 矿

物或其他材料 (颜

料除外) 混合的植

物蜡

￣其他: １ 品名

１５２１ ９０１０ ￣￣￣蜂蜡

１５２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５ ２２ 油鞣回收脂ꎻ 加工处理油脂物

质及动、 植物蜡所剩的残渣: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不包括仅经氧化或聚

合 的 鱼 油 ( 税 目

１５ １８)ꎻ 不包括磺化

油 ( 税 目 ３４ ０２ )ꎻ
不包括脂化皮革用的

制剂 (税目 ３４ ０３)ꎻ
不包括从已炼制的猪

脂肪或其他动物脂肪

中所得的脂渣及膜渣

(税目 ２３ ０１)
１５２２ ００００ 油鞣回收脂ꎻ 加工处理油脂物

质及动、 植物蜡所剩的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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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　 食品ꎻ 饮料、 酒及醋ꎻ 烟草、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注释:
本类所称 “团粒”ꎬ 是指直接挤压或加入按重量计比例不超过 ３％的黏合剂制成的粒状产品ꎮ

第十六章　 肉、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用第二章、 第三章及税目 ０５ ０４ 所列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肉、 食用杂碎、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或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ꎮ
二、 本章的食品按重量计必须含有 ２０％以上的香肠、 肉、 食用杂碎、 动物血、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

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ꎮ 对于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前述产品的食品ꎬ 则应按其中重量最大的产品归入第十六章

的相应税目ꎮ 但本条规定不适用于税目 １９ ０２ 的包馅食品和税目 ２１ ０３ 及 ２１ ０４ 的食品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１６０２ １０ 的 “均化食品”ꎬ 是指用肉、 食用杂碎或动物血经精细均化制成适合供婴幼儿食用或营养用的零

售包装食品 (每件净重不超过 ２５０ 克)ꎮ 为了调味、 保藏或其他目的ꎬ 均化食品中可以加入少量其他配料ꎬ 还

可以含有少量可见的肉粒或食用杂碎粒ꎮ 归类时该子目优先于税目 １６ ０２ 的其他子目ꎮ
二、 税目 １６ ０４ 或 １６ ０５ 项下各子目所列的是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俗名ꎬ 它们与第三

章中相同名称的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种类范围相同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６ ０１ 肉、 食用杂碎或动物血制成的

香肠及类似产品ꎻ 用香肠制成

的食品:
１６０１ ００１０ ￣￣￣用天然肠衣做外包装的香肠

及类似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用天然

肠衣做外包装ꎻ ３. 成分

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１ ００２０ ￣￣￣其他香肠及类似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１ ００３０ ￣￣￣用香肠制成的食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 ０２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肉、 食

用杂碎或动物血:
１６０２ １０００ ￣均化食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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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６０２ ２０００ ￣动物肝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不 包 括 包 馅 面 食

(饺子等)ꎬ 以肉或

食 用 杂 碎 做 馅 的

(税目 １９ ０２)ꎻ 不包

括调味汁及其制品、
混合调味品 (税目

２１ ０３)ꎻ 不包括汤料

及其制品、 均化混合

食品 (税目 ２１ ０４)
￣税目 ０１ ０５ 的家禽的: 不 包 括 包 馅 面 食

(饺子等)ꎬ 以肉或

食 用 杂 碎 做 馅 的

(税目 １９ ０２)ꎻ 不包

括调味汁及其制品、
混合调味品 (税目

２１ ０３)ꎻ 不包括汤料

及其制品、 均化混合

食品 (税目 ２１ ０４)
１６０２ ３１００ ￣￣火鸡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鸡的:

１６０２ ３２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３２９１ ￣￣￣￣鸡胸肉

１６０２ ３２９２ ￣￣￣￣鸡腿肉

１６０２ ３２９９ ￣￣￣￣其他

￣￣其他:
１６０２ ３９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３９９１ ￣￣￣￣鸭的

１６０２ ３９９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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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猪的: 不 包 括 包 馅 面 食

(饺子等)ꎬ 以肉或

食 用 杂 碎 做 馅 的

(税目 １９ ０２)ꎻ 不包

括调味汁及其制品、
混合调味品 (税目

２１ ０３)ꎻ 不包括汤料

及其制品、 均化混合

食品 (税目 ２１ ０４)
１６０２ ４１００ ￣￣后腿及其肉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４２００ ￣￣前腿及其肉块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ꎬ 包括混合的肉:

１６０２ ４９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４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牛的:

１６０２ ５０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５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ꎬ 包括动物血的食品:

１６０２ ９０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煮、 蒸、 烤、 煎、
炸、 炒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６ ０３ 肉、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精及

汁: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精、 汁)
３ 包装规格 不包括胨及胨化品

(税目 ３５ ０４)

１６０３ ００００ 肉、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精及

汁

１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６ ０４ 制作或保藏的鱼ꎻ 鲟鱼子酱及

鱼卵制的鲟鱼子酱代用品:
不包括鱼精及鱼汁

(税目 １６ ０３)ꎻ 不包

括鱼馅面食 (税目

１９ ０２)ꎻ 不包括调味

汁及其制品、 混合调

味料 (税目 ２１ ０３)ꎻ
不包括汤料及其制品

和 均 化 混 合 食 品

(税目 ２１ ０４)
￣鱼ꎬ 整条或切块ꎬ 但未绞碎: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整条或切块、 非

整 条 或 切 块、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鲑鱼:
１６０４ １１１０ ￣￣￣大西洋鲑鱼

１６０４ １１９０ ￣￣￣其他

１６０４ １２００ ￣￣鲱鱼

１６０４ １３００ ￣￣沙丁鱼、 小沙丁鱼属、 黍鲱

或西鲱

１６０４ １４００ ￣￣金枪鱼、 鲣鱼及狐鲣 (狐鲣

属)
１６０４ １５００ ￣￣鲭鱼

１６０４ １６００ ￣￣鳀鱼

１６０４ １７００ ￣￣鳗鱼

１６０４ １８００ ￣￣鲨鱼翅

￣￣其他:
１６０４ １９２０ ￣￣￣罗非鱼

￣￣￣叉尾 鱼:
１６０４ １９３１ ￣￣￣￣斑点叉尾 鱼

１６０４ １９３９ ￣￣￣￣其他

１６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制作或保藏的鱼: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整条或切块、 非

整 条 或 切 块、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罐头:
１６０４ ２０１１ ￣￣￣￣鱼翅

１６０４ ２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１６０４ ２０９１ ￣￣￣￣鱼翅

１６０４ ２０９９ ￣￣￣￣其他

￣鲟鱼子酱及鲟鱼子酱代用品: １ 品名 ２ 包 装 规 格ꎻ
３ 品牌

２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６０４ ３１００ ￣￣鲟鱼子酱

１６０４ ３２００ ￣￣鲟鱼子酱代用品

１６ ０５ 制作或保藏的甲壳动物、 软体

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１６０５ １０００ ￣蟹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小虾及对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ꎻ
３ 是否非密封包装

４ 包装规格

１６０５ ２１００ ￣￣非密封包装

１６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１６０５ ３０００ ￣龙虾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其他甲壳动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淡水小龙虾:
１６０５ ４０１１ ￣￣￣￣虾仁

１６０５ ４０１９ ￣￣￣￣其他

１６０５ ４０９０ ￣￣￣其他

￣软体动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１６０５ ５１００ ￣￣牡蛎 (蚝)
１６０５ ５２００ ￣￣扇贝ꎬ 包括海扇

１６０５ ５３００ ￣￣贻贝

１６０５ ５４００ ￣￣墨鱼及鱿鱼

１６０５ ５５００ ￣￣章鱼

￣￣蛤、 鸟蛤及舟贝:
１６０５ ５６１０ ￣￣￣蛤
１６０５ ５６２０ ￣￣￣鸟蛤及舟贝

１６０５ ５７００ ￣￣鲍鱼

１６０５ ５８００ ￣￣蜗牛及螺ꎬ 海螺除外

１６０５ ５９００ ￣￣其他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烤、 煎、 炸等)
３ 包装规格

１６０５ ６１００ ￣￣海参

１６０５ ６２００ ￣￣海胆

１６０５ ６３００ ￣￣海蜇

１６０５ ６９００ ￣￣其他

３９



第十七章　 糖及糖食

注释:
本章不包括:
一、 含有可可的糖食 (税目 １８ ０６)ꎻ
二、 税目 ２９ ４０ 的化学纯糖 (蔗糖、 乳糖、 麦芽糖、 葡萄糖及果糖除外) 及其他产品ꎻ 或

三、 第三十章的药品及其他产品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１７０１ １２、 １７０１ １３ 及 １７０１ １４ 所称 “原糖”ꎬ 是指按重量计干燥状态的蔗糖含量对应的旋光读数低于

９９ ５°的糖ꎮ
二、 子目 １７０１ １３ 仅包括非离心甘庶糖ꎬ 其按重量计干燥状态的庶糖含量对应的旋光读数不低于 ６９°但低于 ９３°ꎮ 该

产品仅含肉眼不可见的不规则形状天然他形微晶ꎬ 外被糖蜜残余及其他甘庶成分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７ ０１ 固体甘蔗糖、 甜菜糖及化学纯

蔗糖: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原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
３ 按重量计干

燥状态的糖含

量对应的旋光

度ꎻ ４. 品 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ꎬ 无 品 牌 请

申报厂商)
１７０１ １２００ ￣￣甜菜糖

１７０１ １３００ ￣￣本章子目注释二所述的甘蔗

糖

１７０１ １４００ ￣￣其他甘蔗糖

￣其他:
１７０１ ９１００ ￣￣加有香料或着色剂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加香料或着色剂)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１ ９９１０ ￣￣￣砂糖

１７０１ ９９２０ ￣￣￣绵白糖

１７０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７ ０２ 其他固体糖ꎬ 包括化学纯乳

糖、 麦芽糖、 葡萄糖及果糖ꎻ
未加香料或着色剂的糖浆ꎻ 人

造蜜ꎬ 不论是否掺有天然蜂

蜜ꎻ 焦糖:

不包括加香料或着色

剂 的 糖 浆 ( 税 目

２１ ０６)

￣乳糖及乳糖浆: １ 品名ꎻ ２ 按重量计干

燥无水乳糖的含量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２ １１００ ￣￣按重量计干燥无水乳糖含量

在 ９９％及以上

１７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１７０２ ２０００ ￣槭糖及槭糖浆 １ 品名 ２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２ ３０００ ￣葡萄糖及葡萄糖浆ꎬ 不含果糖

或按重量计干燥状态的果糖含

量在 ２０％以下

１ 品名ꎻ ２ 按重量计干

燥状态的果糖含量

３ 用途 (食用、
医用)ꎻ ４ 品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ꎬ 无 品 牌 请

申报厂商)
１７０２ ４０００ ￣葡萄糖及葡萄糖浆ꎬ 按重量计

干燥状态的果糖含量在 ２０％
及以上ꎬ 但在 ５０％以下

１ 品名ꎻ ２ 按重量计干

燥状态的果糖含量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２ ５０００ ￣化学纯果糖 １ 品名ꎻ ２ 按重量计干

燥状态的果糖含量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２ ６０００ ￣其他果糖及果糖浆ꎬ 按重量计

干燥状态的果糖含量在 ５０％
以上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果

糖浆、 高果糖晶体、 低

聚酯果糖等)ꎻ ３ 按重量

计干燥状态的果糖含量

４ 用途 (食用、
医用)ꎻ ５ 品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ꎬ 无 品 牌 请

申报厂商)
１７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转化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 ０３ 制糖后所剩的糖蜜: １ 品名ꎻ ２ 原料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１７０３ １０００ ￣甘蔗糖蜜

１７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７ ０４ 不含可可的糖食 (包括白巧克

力):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不包括含蔗糖重量在

１０％及以下的甘草精

(未 制 成 糖 果 的 )
(税目 １３ ０２)ꎻ 不包

括含可可糖食 (可

可脂在此不视为可

可) (税目 １８ ０６)ꎻ
不包括糖渍蔬菜、 果

实、 果皮等的糖食

(税目 ２０ ０６)ꎻ 不包

括果酱、 果子冻等

(税目 ２０ ０７)ꎻ 不包

括含替代糖的合成甜

味剂 (例如ꎬ 山梨

醇) 的糖果、 口香

糖及类似品 (主要

供糖尿病患者用)ꎬ
加有大量脂肪ꎬ 有时

还加有乳、 果仁的糖

膏ꎬ 不适合供直接制

糖 食 的 ( 税 目

２１ ０６)
１７０４ １０００ ￣口香糖ꎬ 不论是否裹糖

１７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税目 ０４ ０３、 １９ ０１、 １９ ０４、 １９ ０５、 ２１ ０５、 ２２ ０２、 ２２ ０８、 ３０ ０３、 ３０ ０４ 的制品ꎮ
二、 税目 １８ ０６ 包括含有可可的糖食及注释一以外的其他含可可的食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８ ０１ 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ꎬ 生的或

焙炒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整颗或破碎的、
生的或焙炒的)

１８０１ ００００ 整颗或破碎的可可豆ꎬ 生的或

焙炒的

１８ ０２ 可可荚、 壳、 皮及废料: １ 品名

１８０２ ００００ 可可荚、 壳、 皮及废料

１８ ０３ 可可膏ꎬ 不论是否脱脂: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脱 脂

(未脱脂、 全部脱脂或部

分脱脂)
１８０３ １０００ ￣未脱脂

１８０３ ２０００ ￣全脱脂或部分脱脂

１８ ０４ 可可脂、 可可油: １ 品名

１８０４ ００００ 可可脂、 可可油

１８ ０５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

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粉末状、 未加糖

或其他甜物质)ꎻ ３ 可可

脂含量

４ 包装规格 不包括含有仅作为药

物赋形剂或载体可可

粉 的 药 品 ( 税 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１８０５ ００００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

１８ ０６ 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 不包括白巧克力 (由
可可脂、 糖及奶粉组

成) (税目 １７ ０４)ꎻ
不包括裹巧克力的饼

干及其他烘焙糕饼

(税目 １９ ０５)
１８０６ １０００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粉末状、 加糖或

其他甜物质)ꎻ ３ 容器包

装或内包装每件净重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８０６ ２０００ ￣其他重量超过 ２ 千克的块状或

条状含可可食品ꎬ 或液状、 膏

状、 粉状、 粒状或其他散装形

状的含可可食品ꎬ 容器包装或

内包装每件净重超过 ２ 千克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形 状 ( 条 状、 块 状

等)ꎻ ４ 容器包装或内包

装每件净重

５ 品牌

７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食

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形 状 ( 条 状、 块 状

等)ꎻ ４ 容器包装或内包

装每件净重ꎻ ５ 是否夹

心

６ 品牌

１８０６ ３１００ ￣￣夹心

１８０６ ３２００ ￣￣不夹心

１８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容器包装或内包装每

件净重

４ 品牌

８９



第十九章　 谷物、 粮食粉、 淀粉或乳的制品ꎻ 糕饼点心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按重量计含香肠、 肉、 食用杂碎、 动物血、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

超过 ２０％的食品 (第十六章)ꎬ 但税目 １９ ０２ 的包馅食品除外ꎻ
(二) 用粮食粉或淀粉制的专做动物饲料用的饼干及其他制品 (税目 ２３ ０９)ꎻ 或

(三) 第三十章的药品及其他产品ꎮ
二、 税目 １９ ０１ 所称:

(一) “粗粒” 是指第十一章的谷物粗粒ꎻ
(二) “细粉” 及 “粗粉”ꎬ 是指:

１ 第十一章的谷物细粉及粗粉ꎻ 以及

２ 其他章所列植物的细粉、 粗粉及粉末ꎬ 但不包括干蔬菜、 马铃薯和干豆类的细粉、 粗粉及粉末 (应分

别归入税目 ０７ １２、 １１ ０５ 和 １１ ０６)ꎮ
三、 税目 １９ ０４ 不包括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含量超过 ６％或用巧克力完全包裹的食品或税目 １８ ０６ 的其他含可可食

品 (税目 １８ ０６)ꎮ
四、 税目 １９ ０４ 所称 “其他方法制作的”ꎬ 是指制作或加工程度超过第十章或第十一章各税目或注释所规定范围的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９ ０１ 麦精ꎻ 细粉、 粗粒、 粗粉、 淀

粉或麦精制的其他税目未列名

的食品ꎬ 不含可可或按重量计

全脱脂可可含量低于 ４０％ꎻ 税

目 ０４ ０１ 至 ０４ ０４ 所列货品制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食品ꎬ 不

含可可或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

含量低于 ５％: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食

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供婴幼儿食用 /
适用的年龄阶段)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９０１ １０１０ ￣￣￣配方奶粉

１９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１９０１ ２０００ ￣供烘焙税目 １９ ０５ 所列面包、
糕饼用的调制品及面团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供烘焙面包、
糕饼等用)

４ 包装规格

１９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不包括用牛奶做基料

的冰淇淋及其他冰制

食品 (税目 ２１ ０５)
１９ ０２ 面食ꎬ 不论是否煮熟、 包馅

(肉馅或其他馅) 或其他方法

制作ꎬ 例如ꎬ 通心粉、 面条、
汤团、 馄饨、 饺子、 奶油面

卷ꎻ 古斯古斯面食ꎬ 不论是否

制作:

不包括带面食的汤料

及 其 制 品 ( 税 目

２１ ０４)

９９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生的面食ꎬ 未包馅或未经其他

方法制作: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制作或保存方法 (生
的、 未包馅或未经其他

方法加工)ꎻ ４ 是否速冻

请注明

１９０２ １１００ ￣￣含蛋

１９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１９０２ ２０００ ￣包馅面食ꎬ 不论是否烹煮或经

其他方法制作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制作或保存方法 (包
馅或经其他方法加工)

￣其他面食:
１９０２ ３０１０ ￣￣￣米粉干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１９０２ ３０２０ ￣￣￣粉丝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１９０２ ３０３０ ￣￣￣即食或快熟面条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即食

面条、 快熟面条)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１９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１９０２ ４０００ ￣古斯古斯面食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１９ ０３ 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用

品ꎬ 片、 粒、 珠、 粉或类似形

状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规格

１９０３ ００００ 珍粉及淀粉制成的珍粉代用

品ꎬ 片、 粒、 珠、 粉或类似形

状的

１９ ０４ 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

制成的食品 (例如ꎬ 玉米片)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预煮或经其

他方法制作的谷粒 (玉米除

外)、 谷物片或经其他加工的

谷粒 (细粉、 粗粒及粗粉除

外):
１９０４ １０００ ￣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

制成的食品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膨化或烘炒)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９０４ ２０００ ￣未烘炒谷物片制成的食品及未

烘炒的谷物片与烘炒的谷物片

或膨化的谷物混合制成的食品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烘炒、 未烘炒

与烘炒或膨化混合)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９０４ ３０００ ￣碾碎的干小麦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碾 碎 )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０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１９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经过预煮或经其

他方法制作)ꎻ ３ 成分含

量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玉米除外

１９ ０５ 面包、 糕点、 饼干及其他烘焙

糕饼ꎬ 不论是否含可可ꎻ 圣餐

饼、 装药空囊、 封缄、 糯米纸

及类似制品:
１９０５ １０００ ￣黑麦脆面包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１９０５ ２０００ ￣姜饼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甜饼干、 华夫饼干及圣餐饼: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１９０５ ３１００ ￣￣甜饼干

１９０５ ３２００ ￣￣华夫饼及圣餐饼

１９０５ ４０００ ￣面包干、 吐司及类似的烤面包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１９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制作或保存方法 (烘
焙等)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１０１



第二十章　 蔬菜、 水果、 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用第七章、 第八章或第十一章所列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蔬菜、 水果或坚果ꎻ
(二) 按重量计含香肠、 肉、 食用杂碎、 动物血、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

超过 ２０％的食品 (第十六章)ꎻ
(三) 税目 １９ ０５ 的烘焙糕饼及其他制品ꎻ 或

(四) 税目 ２１ ０４ 的均化混合食品ꎮ
二、 税目 ２０ ０７ 及 ２０ ０８ 不包括制成糖食的果冻、 果膏、 糖衣杏仁或类似品 (税目 １７ ０４) 及巧克力糖食 (税目

１８ ０６)ꎮ
三、 税目 ２０ ０１、 ２０ ０４ 及 ２０ ０５ 仅酌情包括用本章注释一 (一) 以外的方法制作或保藏的第七章或税目 １１ ０５、

１１ ０６ 的产品 (第八章产品的细粉、 粗粉除外)ꎮ
四、 干重量在 ７％及以上的番茄汁归入税目 ２０ ０２ꎮ
五、 税目 ２０ ０７ 所称 “烹煮制成的”ꎬ 是指在常压或减压状态下ꎬ 通过减少产品中的水分或其他方法增加产品黏稠

度的热处理制得的ꎮ
六、 税目 ２０ ０９ 所称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汁”ꎬ 是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 (标准见第二十二章注释二) 不超过

０ ５％的水果汁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２００５ １０ 所称 “均化蔬菜”ꎬ 是指蔬菜经精细均化制成适合供婴幼儿食用或营养用的零售包装食品 (每件

净重不超过 ２５０ 克)ꎮ 为了调味、 保藏或其他目的ꎬ 均化蔬菜中可以加入少量其他配料ꎬ 还可以含有少量可见

的蔬菜粒ꎮ 归类时ꎬ 子目 ２００５ １０ 优先于税目 ２０ ０５ 的其他子目ꎮ
二、 子目 ２００７ １０ 所称 “均化食品”ꎬ 是指果实经精细均化制成适合供婴幼儿食用或营养用的零售包装食品 (每件

净重不超过 ２５０ 克)ꎮ 为了调味、 保藏或其他目的ꎬ 均化食品中可以加入少量其他配料ꎬ 还可以含有少量可见

的果粒ꎮ 归类时ꎬ 子目 ２００７ １０ 优先于税目 ２０ ０７ 的其他子目ꎮ
三、 子目 ２００９ １２、 ２００９ ２１、 ２００９ ３１、 ２００９ ４１、 ２００９ ６１ 及 ２００９ ７１ 所称 “白利糖度值”ꎬ 是指在 ２０℃时直接从白

利糖度计读取的度数或从折射计直接读取的以蔗糖百分比含量计的折射率ꎬ 在其他温度下读取的数值应折算为

２０℃时的数值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０ ０１ 蔬菜、 水果、 坚果及植物的其

他食用部分ꎬ 用醋或醋酸制作

或保藏的: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方 法

(用醋或醋酸制作或保

藏)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不包括用面粉制的糕

点ꎻ 例: 果 馅 饼

(税目 １９ ０５)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 ￣黄瓜及小黄瓜

￣其他:
２００１ ９０１０ ￣￣￣大蒜

２０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０ ０２ 番茄ꎬ 用醋或醋酸以外的其他

方法制作或保藏的:
不包括番茄沙司及其

他番茄调味汁 (税

目 ２１ ０３)ꎻ 不包括

番茄汤料及其制品

(税目 ２１ ０４)
￣番茄ꎬ 整个或切片:

２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００２ １０１０ ￣￣￣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整个、 切片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整个、 切片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其他:
￣￣￣番茄酱罐头: １ 品 名ꎻ ２ 包 装 规 格

(重量 /罐)ꎻ
３ 品牌ꎻ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２ ９０１１ ￣￣￣￣重量不超过 ５ 千克的番茄酱

罐头

２００２ ９０１９ ￣￣￣￣重量大于 ５ 千克的番茄酱罐

头

２０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绞碎等)ꎻ ３ 包

装规格

２０ ０３ 蘑菇及块菌ꎬ 用醋或醋酸以外

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方法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伞菌属蘑菇:
￣￣￣罐头:

２００３ １０１１ ￣￣￣￣小白蘑菇

２００３ １０１９ ￣￣￣￣其他

２０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００３ ９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０ ０４ 其他冷冻蔬菜ꎬ 用醋或醋酸以

外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ꎬ
但税目 ２０ ０６ 的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税目 ２０ ０６ 的产品除

外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０ ￣马铃薯

２０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

２０ ０５ 其他未冷冻蔬菜ꎬ 用醋或醋酸

以外的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

的ꎬ 但税目 ２０ ０６ 的产品除

外:

３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００５ １０００ ￣均化蔬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０ ￣马铃薯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４０００ ￣豌豆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豇豆及菜豆:
￣￣脱荚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未 冷 冻 等 )ꎻ
３ 是否脱荚

４ 包装规格ꎻ
５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罐头:

２００５ ５１１１ ￣￣￣￣赤豆馅

２００５ ５１１９ ￣￣￣￣其他

￣￣￣其他:
２００５ ５１９１ ￣￣￣￣赤豆馅

２００５ ５１９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５９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５ ５９９０ ￣￣￣其他

￣芦笋: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６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５ ６０９０ ￣￣￣其他

２００５ ７０００ ￣油橄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８０００ ￣甜玉米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其他蔬菜及什锦蔬菜:

４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竹笋:
２００５ ９１１０ ￣￣￣竹笋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其他:

２００５ ９９２０ ￣￣￣蚕豆罐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９９４０ ￣￣￣榨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９９５０ ￣￣￣咸蕨菜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９９６０ ￣￣￣咸藠头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未冷冻等)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５ ９９９１ ￣￣￣￣罐头

２００５ ９９９９ ￣￣￣￣其他

２０ ０６ 糖渍蔬菜、 水果、 坚果、 果皮

及植物的其他部分 (沥干、 糖

渍或裹糖的):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沥干、 糖渍、 裹

糖)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６ ００１０ ￣￣￣蜜枣

２００６ ００２０ ￣￣￣橄榄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０ ０７ 烹煮的果酱、 果冻、 柑橘酱、
果泥及果膏ꎬ 不论是否加糖或

其他甜物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烹煮)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０ ￣均化食品

５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不包括用明胶、 糖及

果汁或人造果精制成

的餐用果冻 (税目

２１ ０６)
２００７ ９１００ ￣￣柑橘属水果的

￣￣其他:
２００７ ９９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０ ０８ 用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其他

税目未列名水果、 坚果及植物

的其他食用部分ꎬ 不论是否加

酒、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３ 包装规格ꎻ
４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坚果、 花生及其他子仁ꎬ 不论

是否混合:
￣￣花生:

２００８ １１１０ ￣￣￣花生米罐头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 ￣￣￣烘焙花生

２００８ １１３０ ￣￣￣花生酱

２００８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包括什锦坚果及其他

子仁:
２００８ １９１０ ￣￣￣核桃仁罐头

２００８ １９２０ ￣￣￣其他果仁罐头

￣￣￣其他: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１ ￣￣￣￣栗仁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２ ￣￣￣￣芝麻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９ ￣￣￣￣其他

￣菠萝: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８ ２０９０ ￣￣￣其他

￣柑橘属水果:
２００８ ３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８ ３０９０ ￣￣￣其他

￣梨:
２００８ ４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８ ４０９０ ￣￣￣其他

２００８ ５０００ ￣杏
￣樱桃:

２００８ ６０１０ ￣￣￣罐头

２００８ ６０９０ ￣￣￣其他

￣桃ꎬ 包括油桃:
２００８ ７０１０ ￣￣￣罐头

６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００８ ７０９０ ￣￣￣其他

２００８ ８０００ ￣草莓

￣其他ꎬ 包括子目 ２００８ １９ 以外

的什锦果实:
２００８ ９１００ ￣￣棕榈芯

２００８ ９３００ ￣￣蔓越橘 (大果蔓越橘、 小果

蔓越橘、 越橘)
２００８ ９７００ ￣￣什锦果实

￣￣其他:
２００８ ９９１０ ￣￣￣荔枝罐头

２００８ ９９２０ ￣￣￣龙眼罐头

￣￣￣海草及其他藻类制品:
２００８ ９９３１ ￣￣￣￣调味紫菜

２００８ ９９３２ ￣￣￣￣盐腌海带

２００８ ９９３３ ￣￣￣￣盐腌裙带菜

２００８ ９９３４ ￣￣￣￣烤紫菜

２００８ ９９３９ ￣￣￣￣其他

２００８ ９９４０ ￣￣￣清水荸荠 (马蹄) 罐头

２００８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０ ０９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汁

(包括酿酒葡萄汁)、 蔬菜汁ꎬ
不论是否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白利糖度值ꎻ ４ 浓缩

果汁请注明浓缩倍数ꎻ
５ 加工方法 (是否发酵、
加 酒 精、 冷 冻、 混 合

等)ꎻ ６ 保存方法 (储

藏温度)

７ 包装规格ꎻ
８ 品 牌 ( 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

不包括半发酵的酿酒

葡萄汁ꎬ 不论其发酵

是否已经中止ꎬ 以及

加酒精的未发酵酿酒

葡萄汁ꎬ 如果按容量

计酒精浓度已超过

０ ５％的 (税目 ２２ ０４)
￣橙汁:

２００９ １１００ ￣￣冷冻的 包 括 保 存 温 度 在

－１８℃及以下的未冻

结浓缩澄汁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０ ￣￣非冷冻的ꎬ 白利糖度值不超

过 ２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

￣葡萄柚 (包括柚) 汁:
２００９ ２１００ ￣￣白利糖度值不超过 ２０ 的

２００９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未混合的柑橘属水果汁:
￣￣白利糖度值不超过 ２０ 的:

２００９ ３１１０ ￣￣￣柠檬汁

２００９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００９ ３９１０ ￣￣￣柠檬汁

７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００９ ３９９０ ￣￣￣其他

￣菠萝汁:
２００９ ４１００ ￣￣白利糖度值不超过 ２０ 的

２００９ ４９００ ￣￣其他

２００９ ５０００ ￣番茄汁

￣葡萄汁ꎬ 包括酿酒葡萄汁:
２００９ ６１００ ￣￣白利糖度值不超过 ３０ 的

２００９ ６９００ ￣￣其他

￣苹果汁:
２００９ ７１００ ￣￣白利糖度值不超过 ２０ 的

２００９ ７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或蔬菜

汁:
２００９ ８１００ ￣￣蔓越橘汁 (大果蔓越橘、 小

果蔓越橘、 越橘)
￣￣其他:
￣￣￣水果汁:

２００９ ８９１２ ￣￣￣￣芒果汁

２００９ ８９１３ ￣￣￣￣西番莲果汁

２００９ ８９１４ ￣￣￣￣番石榴果汁

２００９ ８９１５ ￣￣￣￣梨汁

２００９ ８９１９ ￣￣￣￣其他

２００９ ８９２０ ￣￣￣蔬菜汁

￣混合汁:
２００９ ９０１０ ￣￣￣水果汁

２０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０１



第二十一章　 杂项食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０７ １２ 的什锦蔬菜ꎻ
(二) 含咖啡的焙炒咖啡代用品 (税目 ０９ ０１)ꎻ
(三) 加香料的茶 (税目 ０９ ０２)ꎻ
(四) 税目 ０９ ０４ 至 ０９ １０ 的调味香料或其他产品ꎻ
(五) 按重量计含香肠、 肉、 食用杂碎、 动物血、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 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

超过 ２０％的食品 (第十六章)ꎬ 但税目 ２１ ０３ 或 ２１ ０４ 的产品除外ꎻ
(六) 税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的药用酵母及其他产品ꎻ 或

(七) 税目 ３５ ０７ 的酶制品ꎮ
二、 上述注释一 (二) 所述咖啡代用品的精汁归入税目 ２１ ０１ꎮ
三、 税目 ２１ ０４ 所称 “均化混合食品”ꎬ 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配料ꎬ 例如ꎬ 肉、 鱼、 蔬菜或果实等ꎬ 经精细

均化制成适合供婴幼儿食用或营养用的零售包装食品 (每件净重不超过 ２５０ 克)ꎮ 为了调味、 保藏或其他目的ꎬ
可以加入少量其他配料ꎬ 还可以含有少量可见的小块配料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１ ０１ 咖啡、 茶、 马黛茶的浓缩精汁

及以其为基本成分或以咖啡、
茶、 马黛茶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ꎻ 烘焙菊苣和其他烘焙咖啡

代用品及其浓缩精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不包括含任何比例咖

啡的烘焙咖啡代用品

(税目 ０９ ０１)ꎻ 不包

括加香料的茶 (税目

０９ ０２)ꎻ 不包括焦糖

(焦糖化的糖蜜及糖)
(税目 １７ ０２)

￣咖啡浓缩精汁及以其为基本成

分或以咖啡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
２１０１ １１００ ￣￣浓缩精汁

２１０１ １２００ ￣￣以浓缩精汁或咖啡为基本成

分的制品

２１０１ ２０００ ￣茶、 马黛茶浓缩精汁及以其为

基本成分或以茶、 马黛茶为基

本成分的制品

２１０１ ３０００ ￣烘焙菊苣和其他烘焙咖啡代用

品及其浓缩精汁

９０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１ ０２ 酵母 (活性或非活性)ꎻ 已死

的其他单细胞微生物 (不包括

税目 ３０ ０２ 的疫苗)ꎻ 发酵粉:

不包括自发谷物细

粉ꎬ 例如ꎬ 加有发酵

粉 的 细 粉 ( 税 目

１１ ０１ 或 １１ ０２)ꎻ 不

包括自溶酵母 (税

目 ２１ ０６)ꎻ 不包括

培养微生物 (酵母

除外) 及疫苗 (税

目 ３０ ０２)ꎻ 不包括

酶 (淀粉酶、 胃朊

酶、 粗制凝乳酶等)
(税目 ３５ ０７)

２１０２ １０００ ￣活性酵母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活性酵

母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２ ２０００ ￣非活性酵母ꎻ 已死的其他单细

胞微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活性酵

母ꎻ ３ 是否已死的单细

胞微生物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２１０２ ３０００ ￣发酵粉 １ 品名 ２ 包 装 规 格ꎻ
３ 品牌

２１ ０３ 调味汁及其制品ꎻ 混合调味

品ꎻ 芥子粉及其调制品:
不包括芥子 (税目

１２ ０７)ꎻ 不包括固定

芥 子 油 ( 税 目

１５ １４)ꎻ 不包括芥子

油饼ꎬ 即从芥子提取

固定油后所剩的产品

(税目 ２３ ０６)ꎻ 不包

括芥子精油 (税目

３３ ０１)
２１０３ １０００ ￣酱油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３ ２０００ ￣番茄沙司及其他番茄调味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３ ３０００ ￣芥子粉及其调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其他:
２１０３ ９０１０ ￣￣￣味精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３ ９０２０ ￣￣￣别特酒ꎬ 按体积计酒精含量

４４ ２％ ~ ４９ ２％ꎬ 按重量计

含 １ ５％ ~ ６％的香料、 各种

配料及 ４％~１０％的糖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酒精含量、 香料和各种

配料含量及糖含量等)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０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１ ０４ 汤料及其制品ꎻ 均化混合食

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４ １０００ ￣汤料及其制品 不包括干蔬菜的混合

品ꎬ 不论是否粉状

(税目 ０７ １２)ꎻ 不包

括干豆类的细粉、 粗

粉 及 粉 末 ( 税 目

１１ ０６)ꎻ 不包括自溶

酵母 (税目 ２１ ０６)
２１０４ ２０００ ￣均化混合食品

２１ ０５ 冰淇淋及其他冰制食品ꎬ 不论

是否含可可:
１ 品名 ２ 包 装 规 格ꎻ

３ 品牌

２１０５ ００００ 冰淇淋及其他冰制食品ꎬ 不论

是否含可可

２１ ０６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食品: 不包括服 (使) 用

一定剂量后对某种病

痛具有防治作用的药

剂 ( 税 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２１０６ １０００ ￣浓缩蛋白质及组织化蛋白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其他:
２１０６ ９０１０ ￣￣￣制造碳酸饮料的浓缩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６ ９０２０ ￣￣￣制造饮料用的复合酒精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６ ９０３０ ￣￣￣蜂王浆制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６ ９０４０ ￣￣￣椰子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是否可直接饮用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２１０６ ９０５０ ￣￣￣海豹油胶囊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１１１



第二十二章　 饮料、 酒及醋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本章的产品 (税目 ２２ ０９ 的货品除外) 经配制后ꎬ 用于烹饪而不适于作为饮料的制品 (通常归入税目

２１ ０３)ꎻ
(二) 海水 (税目 ２５ ０１)ꎻ
(三) 蒸馏水、 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水 (税目 ２８ ５３)ꎻ
(四) 按重量计浓度超过 １０％的醋酸 (税目 ２９ １５)ꎻ
(五) 税目 ３０ ０３ 或 ３０ ０４ 的药品ꎻ 或

(六) 芳香料制品及盥洗品 (第三十三章)ꎮ
二、 本章及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所称 “按容量计酒精浓度”ꎬ 应是温度在 ２０℃时测得的浓度ꎮ
三、 税目 ２２ ０２ 所称 “无酒精饮料”ꎬ 是指按容量计酒精浓度不超过 ０ ５％的饮料ꎮ 含酒精饮料应分别归入税目

２２ ０３ 至 ２２ ０６ 或税目 ２２ ０８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２２０４ １０ 所称 “汽酒”ꎬ 是指温度在 ２０℃时装在密封容器中超过大气压力 ３ 巴及以上的酒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 ０１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未加味

的水ꎬ 包括天然或人造矿泉水

及汽水ꎻ 冰及雪:

不包括 “碳酸雪” 或

“干冰” (固体二氧化

碳) (税目 ２８ １１)

￣矿泉水及汽水: １ 品名 ２ 包 装 规 格ꎻ
３ 品牌

２２０１ １０１０ ￣￣￣矿泉水

２２０１ １０２０ ￣￣￣汽水

￣其他:

￣￣￣天然水: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

未加味)ꎻ ３ 来源 (天

然)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２２０１ ９０１１ ￣￣￣￣已包装

２２０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２２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

未加味)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 ０２ 加味、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

水ꎬ 包括矿泉水及汽水ꎬ 其他

无酒精饮料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２０ ０９ 的水果汁或蔬菜汁:

不包括税目 ２０ ０９ 的

水果汁或蔬菜汁ꎻ 不

包括含可可、 水果或

香料的液状酸乳及其

他发酵或酸化乳及奶

油 ( 税 目 ０４ ０３ )ꎻ
不包括水果汁及蔬菜

汁ꎬ 不论是否用作饮

料 (税目 ２０ ０９)

２２０２ １０００ ￣加味、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

水ꎬ 包括矿泉水及汽水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加糖或其他甜物质及

未加味)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其他:

２２０２ ９１００ ￣￣无醇啤酒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酒精浓度等)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２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２２ ０３ 麦芽酿造的啤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是否麦芽酿造ꎻ
３ 酒精含量

４ 麦 芽 浓 度ꎻ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７ 生产日期

２２０３ ００００ 麦芽酿造的啤酒

２２ ０４ 鲜葡萄酿造的酒ꎬ 包括加酒精

的ꎻ 税目 ２０ ０９ 以外的酿酒葡

萄汁:

不包括未发酵或按容

量计酒精浓度不超过

０ ５％的葡萄汁ꎬ 不

论其是否浓缩 (税

目 ２０ ０９)

２２０４ １０００ ￣汽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种类 (汽酒)ꎻ
３ 加工方法 (鲜葡萄酿

造)ꎻ ４ 酒精含量

５ 级别ꎻ ６ 年

份 (没有年份

的 申 报 无 年

份 )ꎻ ７ 产 区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８ 酒庄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９ 葡萄品

种 (中文及外

文 名 称 )ꎻ
１０ 包 装 规 格ꎻ
１１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３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酒ꎻ 加酒精抑制发酵的酿

酒葡萄汁: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加工方法 (鲜

葡萄酿造)ꎻ ３ 酒精浓度

４ 级别ꎻ ５ 年

份 (没有年份

的 申 报 无 年

份 )ꎻ ６ 产 区

(最小子产区中

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ꎻ ７ 酒庄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８ 葡萄品

种 (中文及外

文名称)ꎻ ９ 包

装规格 (零售

包装酒注明单

位包装规格 ∗
每 项 单 位 数、
散装非零售包

装酒注明∗升 /
桶或∗升 /集装

箱罐)ꎻ １０ 原

液进口或原瓶

进 口 请 注 明ꎻ
１１ 原液进口的

请注明灌装地

点 (保税区内

加 工 或 分 装、
保税区外加工

或分装)ꎬ 原瓶

进口请申报商

标情况 (有商

品权进口的请

注明所属品牌

的中文及英文

商标、 入 区 时

无品牌不含商

标权进口后贴

商标的请注明

小标进口)

２２０４ ２１００ ￣￣装入 ２ 升及以下容器的

２２０４ ２２００ ￣￣装入 ２ 升以上但不超过 １０ 升

容器的

２２０４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２０４ ３０００ ￣其他酿酒葡萄汁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种类 (酿酒葡

萄汁)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４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 ０５ 味美思酒及其他加植物或香料

的用鲜葡萄酿造的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加工方法 (鲜

葡萄酿造、 加植物或香

料)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５ １０００ ￣装入 ２ 升及以下容器的

２２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２ ０６ 其他发酵饮料 (例如ꎬ 苹果

酒、 梨酒、 蜂蜜酒、 清酒 )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发酵饮料的

混合物及发酵饮料与无酒精饮

料的混合物:

２２０６ ００１０ ￣￣￣黄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加工方法 (发

酵、 混合)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发酵饮料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 )ꎻ ２ 成 分 含 量ꎻ
３ 加工方法 (发酵、 混

合)ꎻ ４ 酒精浓度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年份ꎻ ８ 等

级

２２ ０７ 未改性乙醇ꎬ 按容量计酒精浓

度在 ８０％及以上ꎻ 任何浓度的

改性乙醇及其他酒精: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加工方法 (未

改性、 改性)ꎻ ３ 酒精浓

度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不包括以酒精为基料

的固体或半固体燃料

(通常作为 “固体酒

精” 出售) (税目

３６ ０６)

２２０７ １０００ ￣未改性乙醇ꎬ 按容量计酒精浓

度在 ８０％及以上

２２０７ ２０００ ￣任何浓度的改性乙醇及其他酒

精

２２ ０８ 未改性乙醇ꎬ 按容量计酒精浓

度在 ８０％以下ꎻ 蒸馏酒、 利口

酒及其他酒精饮料:

５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０８ ２０００ ￣蒸馏葡萄酒制得的烈性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原液进口或

原瓶进口请注

明ꎻ ５ 原液进

口的请注明灌

装地点 (保税

区内加工或分

装、 保 税 区 外

加工或分装)ꎬ
原瓶进口请申

报 商 标 情 况

(有商品权进口

的请注明所属

品牌的中文及

英文 商 标、 入

区时无品牌不

含商标权进口

后贴商标的请

注 明 小 标 进

口)ꎻ ６ 包装规

格 (零售包装

酒注明单位包

装规格 ∗ 每项

单位 数、 散 装

非零售包装酒

注明∗升 /桶或

∗ 升 /集 装 箱

罐 )ꎻ ７ 品 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８ 级别ꎻ
９ 产区 (最小

子产区中文及

外文名称)

６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０８ ３０００ ￣威士忌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原液进口或

原瓶进口请注

明ꎻ ５ 原液进

口的请注明灌

装地点 (保税

区内加工或分

装、 保 税 区 外

加工或分装)ꎬ
原瓶进口请申

报 商 标 情 况

(有商品权进口

的请注明所属

品牌的中文及

英文 商 标、 入

区时无品牌不

含商标权进口

后贴商标的请

注 明 小 标 进

口)ꎻ ６ 包装规

格 (零售包装

酒注明单位包

装规格 ∗ 每项

单位 数、 散 装

非零售包装酒

注明∗升 /桶或

∗ 升 /集 装 箱

罐 )ꎻ ７ 品 牌

(中文及外文名

称 )ꎻ ８ 产 区

(最小子产区中

文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８ ４０００ ￣朗姆酒及蒸馏已发酵甘蔗产品

制得的其他烈性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８ ５０００ ￣杜松子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８ ６０００ ￣伏特加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７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０８ ７０００ ￣利口酒及柯迪尔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原液进口或

原瓶进口请注

明ꎻ ５. 原液 进

口的请注明灌

装地点 (保税

区内加工或分

装、 保 税 区 外

加工或分装)ꎬ
原瓶进口请申

报 商 标 情 况

(有商品权进口

的请注明所属

品牌的中文及

英文 商 标、 入

区时无品牌不

含商标权进口

后贴商标的请

注明小标进口)
６. 包 装 规 格

(零售包装酒注

明单位包装规

格∗每项单位

数、 散 装 非 零

售包装酒注明

∗升 /桶或∗升

/集装箱罐)ꎻ ７.
品牌 (中文及

外文名称)

￣其他:

２２０８ ９０１０ ￣￣￣龙舌兰酒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０８ ９０２０ ￣￣￣白酒 １ 品名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

精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２２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原料ꎻ ３ 酒精

浓度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２ ０９ 醋及用醋酸制得的醋代用品: １ 品名 (中文及外文名

称)ꎻ ２ 醋酸浓度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不 包 括 盥 洗 用 品

(税目 ３３ ０４)

２２０９ ００００ 醋及用醋酸制得的醋代用品

８１１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ꎻ 配制的动物饲料

注释:
税目 ２３ ０９ 包括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配制动物饲料ꎬ 这些饲料是由动、 植物原料加工而成的ꎬ 并且已改变了原料的基

本特性ꎬ 但加工过程中的植物废料、 植物残渣及副产品除外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２３０６ ４１ 所称的 “低芥子酸油菜子”ꎬ 是指第十二章子目注释一所定义的菜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３ ０１ 不适于供人食用的肉、 杂碎、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或其

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渣粉及团

粒ꎻ 油渣:

包括供人食用的油渣

￣肉、 杂碎的渣粉及团粒ꎻ 油

渣: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不适

合供人食用)ꎻ ３ 状态

(渣粉、 团粒)
￣￣￣肉骨粉:

２３０１ １０１１ ￣￣￣￣含牛羊成分的

２３０１ １０１９ ￣￣￣￣其他

２３０１ １０２０ ￣￣￣油渣

２３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鱼、 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或其

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渣粉及团

粒:
２３０１ ２０１０ ￣￣￣饲料用鱼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不适

合供人食用)ꎻ ３ 状态

(渣粉、 团粒)ꎻ ４ 成分

含量 (蛋白质含量等)

５ 种 类 ( 红、
白鱼粉)

２３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不适

合供人食用)ꎻ ３ 状态

(渣粉、 团粒)
２３ ０２ 谷物或豆类植物在筛、 碾或其

他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糠、 麸

及其他残渣ꎬ 不论是否制成团

粒: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玉米

的、 小麦的等)
不包括谷物脱粒时产

生 的 谷 壳 ( 税 目

１２ １３)

２３０２ １０００ ￣玉米的

２３０２ ３０００ ￣小麦的

２３０２ ４０００ ￣其他谷物的

２３０２ ５０００ ￣豆类植物的

９１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３ ０３ 制造淀粉过程中的残渣及类似

的残渣ꎬ 甜菜渣、 甘蔗渣及制

糖过程中的其他残渣ꎬ 酿造及

蒸馏过程中的糟粕及残渣ꎬ 不

论是否制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是

否配制

不包括提取或精炼糖

所剩的糖蜜 (税目

１７ ０３)ꎻ 不包括非活

性 酵 母 或 废 酵 母

(税目 ２１ ０２)ꎻ 不包

括焚烧并洗涤甜菜糖

蜜残渣所得的粗钾盐

(税目 ２６ ２１)ꎻ 不包

括 蔗 渣 浆 ( 税 目

４７ ０６)
２３０３ １０００ ￣制造淀粉过程中的残渣及类似

的残渣

２３０３ ２０００ ￣甜菜渣、 甘蔗渣及制糖过程中

的其他残渣

２３０３ ３０００ ￣酿造及蒸馏过程中的糟粕及残

渣

２３ ０４ 提炼豆油所得的油渣饼及其他

固体残渣ꎬ 不论是否碾磨或制

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原料 不包括油脚 (税目

１５ ２２)ꎻ 不包括通过

去除脱脂大豆粉的某

些成分制得的浓缩蛋

白质 (用作食品添

加剂) 及改善了组

织 结 构 的 大 豆 粉

(税目 ２１ ０６)
２３０４ ００１０ ￣￣￣油渣饼

２３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３ ０５ 提炼花生油所得的油渣饼及其

他固体残渣ꎬ 不论是否碾磨或

制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原料

２３０５ ００００ 提炼花生油所得的油渣饼及其

他固体残渣ꎬ 不论是否碾磨或

制成团粒

２３ ０６ 税目 ２３ ０４ 或 ２３ ０５ 以外的提

炼植物油脂所得的油渣饼及其

他固体残渣ꎬ 不论是否碾磨或

制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原料

２３０６ １０００ ￣棉子的

２３０６ ２０００ ￣亚麻子的

２３０６ ３０００ ￣葵花子的

￣油菜子的:
２３０６ ４１００ ￣￣低芥子酸的

２３０６ ４９００ ￣￣其他

２３０６ ５０００ ￣椰子或干椰肉的

２３０６ ６０００ ￣棕榈果或棕榈仁的

０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３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３ ０７ 葡萄酒渣ꎻ 粗酒石: １ 品名 不包括酒石 (税目

２９ １８)
２３０７ ００００ 葡萄酒渣、 粗酒石

２３ ０８ 动物饲料用的其他税目未列名

的植物原料、 废料、 残渣及副

产品ꎬ 不论是否制成团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饲料

用等)

２３０８ ００００ 动物饲料用的其他税目未列名

的植物原料、 废料、 残渣及副

产品ꎬ 不论是否制成团粒

２３ ０９ 配制的动物饲料:
￣零售包装的狗食或猫食: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 ( 狗 食、 猫 食

等)ꎻ ４ 加工方法 (配

制的)ꎻ ５ 包装规格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３０９ １０１０ ￣￣￣罐头

２３０９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３０９ ９０１０ ￣￣￣制成的饲料添加剂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须分别标明载体及活性

物 质 )ꎻ ３ 加 工 方 法

(配制的)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２３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加工方法 (配制的)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１２１



第二十四章　 烟草、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注释:
本章不包括药用卷烟 (第三十章)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２４０３ １１ 所称 “水烟料”ꎬ 是指由烟草和甘油混合而成用水烟筒吸用的烟草ꎬ 不论是否含有芳香油及提取物、
糖蜜或糖ꎬ 也不论是否用水果调味ꎬ 但供在水烟筒中吸用的非烟草产品除外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４ ０１ 烟草ꎻ 烟草废料: 包括烟草废料

￣未去梗的烟草: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未去梗)
２４０１ １０１０ ￣￣￣烤烟

２４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部分或全部去梗的烟草: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去梗、 部分去梗)
２４０１ ２０１０ ￣￣￣烤烟

２４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２４０１ ３０００ ￣烟草废料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废料

２４ ０２ 烟草或烟草代用品制成的雪茄

烟及卷烟: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卷

烟、 雪茄烟)ꎻ ３ 来源

(烟草制或烟草代用品

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或系列名称

２４０２ １０００ ￣烟草制的雪茄烟

２４０２ ２０００ ￣烟草制的卷烟

２４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４ ０３ 其他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

品ꎻ “均化” 或 “再造” 烟草ꎻ
烟草精汁:
￣供吸用的烟草ꎬ 不论是否含有

任何比例的烟草代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吸用

等)
２４０３ １１００ ￣￣本章子目注释所述的水烟料

２４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２４０３ ９１００ ￣￣“均化” 或 “再造” 烟草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均化、 再造)
２４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烟草精

汁

２２１



第五类　 矿产品

第二十五章　 盐ꎻ 硫磺ꎻ 泥土及石料ꎻ 石膏料、 石灰及水泥

注释:
一、 除条文及注释四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各税目只包括原产状态的矿产品ꎬ 或只经过洗涤 (包括用化学物质清除

杂质而未改变产品结构的)、 破碎、 磨碎、 研粉、 淘洗、 筛分以及用浮选、 磁选和其他机械物理方法 (不包括

结晶法) 精选过的货品ꎬ 但不得经过焙烧、 煅烧、 混合或超过税目所列的加工范围ꎮ
本章产品可含有添加的抗尘剂ꎬ 但所加剂料并不使原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升华硫磺、 沉淀硫磺及胶态硫磺 (税目 ２８ ０２)ꎻ
(二) 土色料ꎬ 按重量计三氧化二铁含量在 ７０％及以上 (税目 ２８ ２１)ꎻ
(三) 第三十章的药品及其他产品ꎻ
(四) 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 (第三十三章)ꎻ
(五) 长方砌石、 路缘石、 扁平石 (税目 ６８ ０１)、 镶嵌石或类似石料 (税目 ６８ ０２) 及铺屋顶、 饰墙面或防潮

用的板岩 (税目 ６８ ０３)ꎻ
(六) 宝石或半宝石 (税目 ７１ ０２ 或 ７１ ０３)ꎻ
(七) 每颗重量不低于 ２ ５ 克的氯化钠或氧化镁培养晶体 (光学元件除外) (税目 ３８ ２４)ꎻ 氯化钠或氧化镁制

的光学元件 (税目 ９０ ０１)ꎻ
(八) 台球用粉块 (税目 ９５ ０４)ꎻ 或

(九) 书写或绘画用粉笔及裁缝划粉 (税目 ９６ ０９)ꎮ
三、 既可归入税目 ２５ １７ꎬ 又可归入本章其他税目的产品ꎬ 应归入税目 ２５ １７ꎮ
四、 税目 ２５ ３０ 主要包括: 未膨胀的蛭石、 珍珠岩及绿泥石ꎻ 不论是否煅烧或混合的土色料ꎻ 天然云母氧化铁ꎻ 海

泡石 (不论是否磨光成块)ꎻ 琥珀ꎻ 模制后未经进一步加工的片、 条、 杆或类似形状的黏聚海泡石及黏聚琥珀ꎻ
黑玉ꎻ 菱锶矿 (不论是否煅烧)ꎬ 但不包括氧化锶ꎻ 陶器、 砖或混凝土的碎块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０１ 盐 (包括精制盐及变性盐) 及

纯氯化钠ꎬ 不论是否为水溶

液ꎬ 也不论是否添加抗结块剂

或松散剂ꎻ 海水: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包装ꎻ ５ 是否食用盐

不包括加调料的盐

(税目 ２１ ０３)、 氯化

钠光学元件 (税目

９０ ０１)、 培养氯化钠

晶 体 ≥ ２ ５ 克 /颗
(税目 ３８ ２４)

￣￣￣盐:
２５０１ ００１１ ￣￣￣￣食用盐

２５０１ ００１９ ￣￣￣￣其他

２５０１ ００２０ ￣￣￣纯氯化钠

２５０１ ００３０ ￣￣￣海水

２５ ０２ 未焙烧的黄铁矿: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焙烧、 未焙烧)
例: 未焙烧黄铁矿

２５０２ ００００ 未焙烧的黄铁矿

３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０３ 各种硫磺ꎬ 但升华硫磺、 沉淀

硫磺及胶态硫磺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ꎻ ３ 加

工工艺

４ 状态 (液态、
固 态、 粉 状、
块状)ꎻ ５ 成分

含量ꎻ ６ 定价

方式 (公式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７ 需要二

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８ 计价日期

不包括升华硫磺、 沉

淀硫磺、 胶态硫磺

(税目 ２８ ０２)ꎮ 例:
硫磺 (液体罐装)

２５０３ ００００ 各种硫磺ꎬ 但升华硫磺、 沉淀

硫磺及胶态硫磺除外

２５ ０４ 天然石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 粉 末、 鳞 片、 块

等)ꎻ ４ 来源 (是否天

然)ꎻ ５ 是否球化加工

６ 石 墨 含 量ꎻ
７ 细 度 指 标

(细度、 鳞片大

小)
￣粉末或粉片:

２５０４ １０１０ ￣￣￣鳞片

￣￣￣其他:
２５０４ １０９１ ￣￣￣￣球化石墨

２５０４ １０９９ ￣￣￣￣其他

２５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５ ０５ 各种天然砂ꎬ 不论是否着色ꎬ
但第二十六章的含金属矿砂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 (如海砂、 湖砂或河

砂等)

不包括第二十六章的

金属砂、 焦油砂、 沥

青砂ꎮ 例: 天然石英

砂 (玻璃工业用)
２５０５ １０００ ￣硅砂及石英砂

２５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５ ０６ 石英 (天然砂除外)ꎻ 石英岩ꎬ
不论是否粗加修整或仅用锯或

其他方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

方形) 的板、 块: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状态、 粗加修整、
简单切割等)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规格

不包括宝石半宝石及

制品 (第七十一章)

２５０６ １０００ ￣石英

２５０６ ２０００ ￣石英岩

２５ ０７ 高岭土及类似土ꎬ 不论是否煅

烧: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是

否活化、 未活化请注明

４ 用途ꎻ ５ 外

观 ( 颜 色、 形

状)ꎻ ６ 加工方

法 ( 煅 烧、 未

煅 烧 )ꎻ ７ 白

度ꎻ ８ 细度

不包括含高岭土的砂

(税目 ２５ ０５)

２５０７ ００１０ ￣￣￣高岭土

２５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０８ 其他黏土 (不包括税目 ６８ ０６
的膨胀黏土)、 红柱石、 蓝晶

石及硅线石ꎬ 不论是否煅烧ꎻ
富铝红柱石ꎻ 火泥及第纳斯

土:
２５０８ １０００ ￣膨润土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３ 活化、 未

活化请注明

４ 用途ꎻ ５ 蒙

脱石含量

２５０８ ３０００ ￣耐火黏土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３ 活化、 未

活化请注明

４ 氧化铝含量ꎻ
５ 级别ꎻ ６ 含

有添加剂、 未含

有改性添加剂请

注明ꎻ ７ 改性、
未改性请注明

如级别: 耐火级或研

磨级

２５０８ ４０００ ￣其他黏土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３ 是否活化

４ 氧化铝含量ꎻ
５ 级别ꎻ ６ 是

否含有添加剂

或改性

不包括税目 ２５ ３０ 的

颜料土、 活性黏土

(税目 ３８ ０２)、 膨胀

黏土 (税目 ６８ ０６)
２５０８ ５０００ ￣红柱石、 蓝晶石及硅线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是

否活化

５ 用途

２５０８ ６０００ ￣富铝红柱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是

否活化

５ 用途

２５０８ ７０００ ￣火泥及第纳斯土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是

否活化

５ 用途

２５ ０９ 白垩: １ 品名 不 包 括 磷 酸 白 垩

(税目 ２５ １０)、 法国

白垩或威尼斯白垩

(税目 ２５ ２６)
２５０９ ００００ 白垩

２５ １０ 天然磷酸钙、 天然磷酸铝钙及

磷酸盐白垩:
不包括超出清除杂质

范围的煅烧或进一步

热处理的产品 (第

三十一章)
￣未碾磨:

２５１０ １０１０ ￣￣￣磷灰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碾磨及其他进一步

加工)ꎻ ３ 成分 (磷灰

石、 天然磷酸钙、 天然

磷酸 铝 钙 及 磷 酸 盐 白

垩)ꎻ ４ 来源

５ 注明五氧化

二磷含量

５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１０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碾磨及其他进一步

加工)ꎻ ３ 成分 (磷灰

石、 天然磷酸钙、 天然

磷酸铝钙及磷酸盐白垩)

４ 注明五氧化

二磷含量

￣已碾磨:
２５１０ ２０１０ ￣￣￣磷灰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碾磨及其他进一步

加工)ꎻ ３ 成分 (磷灰

石、 天然磷酸钙、 天然

磷酸 铝 钙 及 磷 酸 盐 白

垩)ꎻ ４ 来源

５ 注明五氧化

二磷含量

２５１０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碾磨及其他进一步

加工)ꎻ ３ 成分 (磷灰

石、 天然磷酸钙、 天然

磷酸铝钙及磷酸盐白垩)

４ 注明五氧化

二磷含量

２５ １１ 天然硫酸钡 (重晶石)ꎻ 天然

碳酸钡 (毒重石)ꎬ 不论是否

煅烧ꎬ 但税目 ２８ １６ 的氧化钡

除外:
２５１１ １０００ ￣天然硫酸钡 (重晶石)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 ３ 级别 (钻井

级、 化工级、 涂

料级等)ꎻ ４ 细

度 (目数)
２５１１ ２０００ ￣天然碳酸钡 (毒重石)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

２５ １２ 硅质化石粗粉 (例如ꎬ 各种硅

藻土) 及类似的硅质土ꎬ 不论

是否煅烧ꎬ 其表观比重不超过

１: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是

否活化ꎻ ５ 表观比重

６ 品牌ꎻ ７ 种

类ꎻ ８ 是否改

性ꎻ ９ 二氧化

硅含量

不包括活性硅藻土

(税目 ３８ ０２)

２５１２ ００１０ ￣￣￣硅藻土

２５１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５ １３ 浮石ꎻ 刚玉岩ꎻ 天然刚玉砂ꎻ
天然石榴石及其他天然磨料ꎬ
不论是否热处理:

２５１３ １０００ ￣浮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如天然原状、 破碎)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

４ 用途

２５１３ ２０００ ￣刚玉岩、 天然刚玉砂、 天然石

榴石及其他天然磨料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刚玉

岩、 天然刚玉砂、 天然

石榴石、 天然磨料等)

不包括其他税目列名

的磨料 (税目 ２５ １７
等)

６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１４ 板岩ꎬ 不论是否粗加修整或仅

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板、 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原状、 粗加

修整、 锯、 割等)ꎻ ４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铺屋顶、 饰墙

面及防潮用的板石

(税目 ６８ ０３)

２５１４ ００００ 板岩ꎬ 不论是否粗加修整或仅

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板、 块

２５ １５ 大理石、 石灰华及其他石灰质

碑用或建筑用石ꎬ 表观比重为

２ ５ 及以上ꎬ 蜡石ꎬ 不论是否

粗加修整或仅用锯或其他方法

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

板、 块:
￣大理石及石灰华: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锯、 割 等 )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表观

比重

５ 体积或面积

数量 (立 方 米

数 或 平 方 米

数)ꎻ ６ 花色品

种的中英文名

称ꎻ ７ 规 格

( 长 宽 高 )ꎻ
８ 矿区名称

２５１５ １１００ ￣￣原状或粗加修整

２５１５ １２００ ￣￣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形ꎬ
包括正方形

２５１５ ２０００ ￣其他石灰质碑用或建筑用石ꎻ
蜡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锯、 割 等 )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除蜡

石外要注明表观比重

２５ １６ 花岗岩、 斑岩、 玄武岩、 砂岩

以及其他碑用或建筑用石ꎬ 不

论是否粗加修整或仅用锯或其

他方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

形) 的板、 块:
￣花岗岩: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锯、 割 等 )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４ 体积或面积

数量 (立 方 米

数 或 平 方 米

数)ꎻ ５ 花色的

中 英 文 名 称

(如埃及金线米

黄等)ꎻ ６ 规格

( 长 宽 高 )ꎻ
７ 矿区名称

２５１６ １１００ ￣￣原状或粗加修整

７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１６ １２００ ￣￣仅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

形ꎬ 包括正方形

２５１６ ２０００ ￣砂岩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锯、 割 等 )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４ 体积或面积

数量 (立方米

数 或 平 方 米

数)ꎻ ５ 花色的

中 英 文 名 称

(如埃及金线米

黄等)ꎻ ６ 规格

(长宽高)
２５１６ ９０００ ￣其他碑用或建筑用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原状、 粗加

修整、 锯、 割等)ꎻ ４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第七十一章的

宝石及半宝石、 用于

印 刷 业 的 石 灰 石

(通称为石印石ꎬ 税

目 ２５ ３０)
２５ １７ 通常作混凝土粒料、 铺路、 铁

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的卵石、
砾石及碎石ꎬ 圆石子及燧石ꎬ
不论是否热处理ꎻ 矿渣、 浮渣

及类似的工业残渣ꎬ 不论是否

混有本税目第一部分所列的材

料ꎻ 沥青碎石ꎬ 税目 ２５ １５、
２５ １６ 所列各种石料的碎粒、
碎屑及粉末ꎬ 不论是否热处

理:
２５１７ １０００ ￣通常作混凝土粒料、 铺路、 铁

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的卵石、
砾石及碎石ꎬ 圆石子及燧石ꎬ
不论是否热处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切成块的燧

石、 人工磨圆的卵

石ꎮ 例: 碎 石 ( 用

作混凝土粒料ꎬ 不规

则小块状)
２５１７ ２０００ ￣矿渣、 浮渣及类似的工业残

渣ꎬ 不 论 是 否 混 有 子 目

２５１７ １０ 所列的材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来

源 (是否矿渣、 浮渣、 残

渣等)

例: 矿渣 (铺路用、
矿砂浮选所剩、 粉末

颗粒混合物)

２５１７ ３０００ ￣沥青碎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例: 大理石粉末

￣税目 ２５ １５ 及 ２５ １６ 所列各种

石料的碎粒、 碎屑及粉末ꎬ 不

论是否热处理: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２５１７ ４１００ ￣￣大理石的

２５１７ ４９００ ￣￣其他

８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１８ 白云石ꎬ 不论是否煅烧或烧

结、 粗加修整或仅用锯或其他

方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

形) 的板、 块ꎻ 夯混白云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夯混、 是否煅烧或烧

结、 粗加修整、 锯、 割

等)ꎻ ３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例: 白云石 (经过

煅烧ꎬ 不规则块状ꎬ
粉末颗粒混合物)

２５１８ １０００ ￣未煅烧或未烧结的白云石

２５１８ ２０００ ￣已煅烧或烧结的白云石

２５１８ ３０００ ￣夯混白云石

２５ １９ 天然碳酸镁 (菱镁矿)ꎻ 熔凝

镁氧矿ꎻ 烧结镁氧矿ꎬ 不论烧

结前是否加入少量其他氧化

物ꎻ 其他氧化镁ꎬ 不论是否纯

净: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成 分 含 量ꎻ ４ 外 观

(粉末、 粒状、 块状等)

５ 粉状请注明

细度ꎬ 粒 状 请

注明直径

２５１９ １０００ ￣天然碳酸镁 (菱镁矿)
￣其他:

２５１９ ９０１０ ￣￣￣熔凝镁氧矿

２５１９ ９０２０ ￣￣￣烧结镁氧矿 (重烧镁)
２５１９ ９０３０ ￣￣￣碱烧镁 (轻烧镁)

￣￣￣其他: 不包括氧化镁光学元

件 ( 税 目 ９０ ０１ )、
培养氧化镁晶体≥
２ ５ 克 /颗 ( 税 目

３８ ２４)ꎮ 例: 化学纯

氧化镁 ( ＭｇＯ 含量

９９ ９％)
２５１９ ９０９１ ￣￣￣￣化学纯氧化镁

２５１９ ９０９９ ￣￣￣￣其他

２５ ２０ 生石膏ꎻ 硬石膏ꎻ 熟石膏 (由
煅烧的生石膏或硫酸钙构成)ꎬ
不论是否着色ꎬ 也不论是否带

有少量促凝剂或缓凝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牙科用或其他用途)
３ 来源 例: 熟石膏 (牙科

用)

２５２０ １０００ ￣生石膏ꎻ 硬石膏

￣熟石膏:
２５２０ ２０１０ ￣￣￣牙科用

２５２０ ２０９０ ￣￣￣其他

２５ ２１ 石灰石助熔剂ꎻ 通常用于制造

石灰或水泥的石灰石及其他钙

质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例: 石灰石 (制造

石灰用)

２５２１ ００００ 石灰石助熔剂ꎻ 通常用于制造

石灰或水泥的石灰石及其他钙

质石

９２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 ２２ 生石灰、 熟石灰及水硬石灰ꎬ
但税目 ２８ ２５ 的氧化钙及氢氧

化钙除外:

１ 品名 例: 生石灰

２５２２ １０００ ￣生石灰

２５２２ ２０００ ￣熟石灰

２５２２ ３０００ ￣水硬石灰

２５ ２３ 硅酸盐水泥、 矾土水泥、 矿渣

水泥、 富硫酸盐水泥及类似的

水凝水泥ꎬ 不论是否着色ꎬ 包

括水泥熟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或厂家

名称

不包括耐火水泥及灰

泥 ( 税 目 ３８ １６ )、
非耐火的灰泥及混凝

土 ( 税 目 ３８ ２４ )、
英国水泥或干固水泥

( 税 目 ２５ ２０ ) 等ꎮ
例: 水泥熟料

２５２３ １０００ ￣水泥熟料

￣硅酸盐水泥:
２５２３ ２１００ ￣￣白水泥ꎬ 不论是否人工着色

２５２３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５２３ ３０００ ￣矾土水泥

２５２３ ９０００ ￣其他水凝水泥

２５ ２４ 石棉: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３ 是否青石

棉ꎻ ４ 是否长纤维

５ 型号 不包括人工染色、 梳

理等进一步加工的

(税目 ６８ １２)ꎮ 例:
青石棉 (长纤维)

２５２４ １０００ ￣青石棉

￣其他:
２５２４ ９０１０ ￣￣￣长纤维的

２５２４ ９０９０ ￣￣￣其他的

２５ ２５ 云母ꎬ 包括云母片ꎻ 云母废

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切割或冲模成

型、 黏合的、 复制的

２５２５ １０００ ￣原状云母及劈开的云母片

２５２５ ２０００ ￣云母粉

２５２５ ３０００ ￣云母废料

２５ ２６ 天然冻石ꎬ 不论是否粗加修整

或仅用锯或其他方法切割成矩

形 (包括正方形) 的板、 块ꎻ
滑石:

例: 天然滑石粉

￣未破碎及未研粉: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简单切割、 是否破碎)

２５２６ １０１０ ￣￣￣冻石

２５２６ １０２０ ￣￣￣滑石

￣已破碎或已研粉:

０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２６ ２０１０ ￣￣￣冻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简单切割、 是否破碎)

２５２６ ２０２０ ￣￣￣滑石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天然原状、 粗加修整、
简单切割、 是否破碎)

３ 白度

２５ ２８ 天然硼酸盐及其精矿 (不论是

否煅烧)ꎬ 但不包括从天然盐

水析离的硼酸盐ꎻ 天然粗硼

酸ꎬ 含硼酸干重不超过 ８５％:
２５２８ ００１０ ￣天然硼砂及其精矿 (不论是

否煅烧)
１ 品名 不 包 括 精 制 硼 砂

(税目 ２８ ４０)ꎮ 例:
白硼钙石

２５２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不包括所含硼酸干重

超 过 ８５％ 的 硼 酸

(税目 ２８ １１)
２５ ２９ 长石ꎻ 白榴石ꎻ 霞石及霞石正

长岩ꎻ 萤石 (氟石):
２５２９ １０００ ￣长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第七十一章的

宝石及半宝石

￣萤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氟

化钙含量

不包括第七十一章的

宝石及半宝石

２５２９ ２１００ ￣￣按重量计氟化钙含量在 ９７％
及以下

２５２９ ２２００ ￣￣按重量计氟化钙含量在 ９７％
以上

２５２９ ３０００ ￣白榴石ꎻ 霞石及霞石正长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颜色、 形状)
不包括第七十二章的

宝石及半宝石

２５ ３０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矿产品: 不包括第七十二章的

宝石及半宝石

￣未膨胀的蛭石、 珍珠岩及绿泥

石:
２５３０ １０１０ ￣￣￣绿泥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白度

２５３０ １０２０ ￣￣￣蛭石及珍珠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１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５３０ ２０００ ￣硫镁矾矿及泻盐矿 (天然硫

酸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其他:
２５３０ ９０１０ ￣￣￣矿物性药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２５３０ ９０２０ ￣￣￣稀土金属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天然开采、 简

单破碎、 磨粉、 未膨胀

等)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２５３０ ９０９１ ￣￣￣￣硅灰石

２５３０ ９０９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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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矿砂、 矿渣及矿灰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供铺路用的矿渣及类似的工业废渣 (税目 ２５ １７)ꎻ
(二) 天然碳酸镁 (菱镁矿)ꎬ 不论是否煅烧 (税目 ２５ １９)ꎻ
(三) 主要含有石油的石油储罐的淤渣 (税目 ２７ １０)ꎻ
(四) 第三十一章的碱性熔渣ꎻ
(五) 矿物棉 (税目 ６８ ０６)ꎻ
(六)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废碎料ꎻ 主要用于回收贵金属的含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的其他废碎料 (税目

７１ １２)ꎻ 或

(七) 通过熔炼所产生的铜锍、 镍锍或钴锍 (第十五类)ꎮ
二、 税目 ２６ ０１ 至 ２６ １７ 所称 “矿砂”ꎬ 是指冶金工业中提炼汞、 税目 ２８ ４４ 的金属以及第十四类、 第十五类金属

的矿物ꎬ 即使这些矿物不用于冶金工业ꎬ 也包括在内ꎮ 但税目 ２６ ０１ 至 ２６ １７ 不包括不是以冶金工业正常加工

方法处理的各种矿物ꎮ
三、 税目 ２６ ２０ 仅适用于:

(一) 在工业上提炼金属或作为生产金属化合物基本原料的矿渣、 矿灰及残渣ꎬ 但焚化城市垃圾所产生的灰、
渣除外 (税目 ２６ ２１)ꎻ 以及

(二) 含有砷的矿渣、 矿灰及残渣ꎬ 不论其是否含有金属ꎬ 用于提取或生产砷或金属及其化合物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２６２０ ２１ 所称 “含铅汽油的淤渣及含铅抗震化合物的淤渣”ꎬ 是指含铅汽油及含铅抗震化合物 (例如ꎬ 四

乙基铅) 储罐的淤渣ꎬ 主要含有铅、 铅化合物以及铁的氧化物ꎮ
二、 含有砷、 汞、 铊及其混合物的矿渣、 矿灰及残渣ꎬ 用于提取或生产砷、 汞、 铊及其化合物ꎬ 归入子目 ２６２０ ６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 ０１ 铁矿砂及其精矿ꎬ 包括焙烧黄

铁矿:
不包括作颜料用的精

细研磨的 (第三十

二章)ꎮ 例: 铁矿砂

(已烧结ꎬ Ｆｅ: ２０％ꎬ
黑色粉末ꎬ 炼铁用)

￣铁矿砂及其精矿ꎬ 但焙烧黄铁

矿除外:
￣￣未烧结: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平均粒

度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价

方式 (公式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 算、 无 需

二次结算ꎻ １０
计价日期ꎻ １１
有滞期费请注

明

２６０１ １１１０ ￣￣￣平均粒度小于 ０ ８ 毫米的

３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０１ １１２０ ￣￣￣平均粒度不小于 ０ ８ 毫米ꎬ
但不大于 ６ ３ 毫米的

２６０１ １１９０ ￣￣￣其他

２６０１ １２００ ￣￣已烧结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０１ ２０００ ￣焙烧黄铁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 ０２ 锰矿砂及其精矿ꎬ 包括以干重

计含锰量在 ２０％及以上的锰铁

矿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计

价日期ꎻ １１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不包括用于干电池的

软 锰 矿 ( 税 目

２５ ３０)ꎮ 例: 锰矿砂

( Ｍｎ: ２１％ꎬ 天 然ꎬ
黑色粉末ꎬ 炼锰)

２６０２ ００００ 锰矿砂及其精矿ꎬ 包括以干重

计含锰量在 ２０％及以上的锰铁

矿及其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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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 ０３ 铜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含水率ꎻ ６
来源 (矿区名

称)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定价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９ 需要二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算ꎻ １０ 计价

日期ꎻ １１ 有滞

期费请注明

例: 铜 精 矿 ( Ｃｕ:
２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０３ ００００ 铜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４ 镍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例: 镍 矿 砂 ( Ｎｉ:
１ ５％ꎬ 天 然ꎬ 黑 色

粉末)

２６０４ ００００ 镍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５ 钴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主要伴生矿物元素含

量

５ 用途ꎻ ６ 来

源 ( 矿 区 名

称)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９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１０ 计价日

期ꎻ １１ 有滞期

费请注明

例: 钴 精 矿 ( Ｃｏ:
２０％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０５ ００００ 钴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６ 铝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例: 铝 矿 砂 ( Ａｌ:
３０％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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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０６ ００００ 铝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７ 铅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例: 铅 精 矿 ( Ｐｂ:
２０％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０７ ００００ 铅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８ 锌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价

方式 (公式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费请

注明

例: 锌 精 矿 ( Ｚｎ:
２０％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０８ ００００ 锌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０９ 锡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货价等)
８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

费请注明

例: 锡 精 矿 ( Ｓｎ:
１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０９ ００００ 锡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１０ 铬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例: 铬 精 矿 ( Ｃｒ:
１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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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１０ ００００ 铬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１１ 钨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

例: 钨 精 矿 ( Ｗ:
１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１１ ００００ 钨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１２ 铀或钍矿砂及其精矿: 例: 铀 精 矿 ( Ｕ:
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
２６１２ １０００ ￣铀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种 类

(独居矿、 钍石等)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计

价日期ꎻ １１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１２ ２０００ ￣钍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种 类

(独居矿、 钍石等)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计

价日期ꎻ １１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１１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２６ １３ 钼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不包括用作润滑剂的

辉 钼 矿 ( 税 目

２５ ３０)ꎮ 例: 钼精矿

( 已 焙 烧ꎬ Ｍｏ:
２０％ꎬ 黑色粉末ꎬ 炼

钼)

２６１３ １０００ ￣已焙烧

２６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 １４ 钛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不包括用作颜料的钛

矿粉末 (第三十二

章 )ꎮ 例: 钛 精 矿

( Ｔｉ: ２０％ꎬ 天 然ꎬ
黑色粉末ꎬ 炼钛)

２６１４ ００００ 钛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 １５ 铌、 钽、 钡或锆矿砂及其精

矿:
不包括搪瓷生产上做

遮光料的微化锆砂

(税目 ２５ ３０)ꎮ 例:
钒精 矿 ( Ｖ: ２０％ꎬ
天然ꎬ 黑色粉末ꎬ 炼

钒)
２６１５ １０００ ￣锆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粒度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计

价日期ꎻ １１ 有

滞期费请注明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１５ ９０１０ ￣￣￣水合钽铌原料 (钽铌矿富集

物)
２６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６ １６ 贵金属矿砂及其精矿:

８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１６ １０００ ￣银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１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黄金矿

砂请申报粒度 [货物通

过 ７４ 微米 (或 ２００ 目)
标准筛的筛下物的量比]

６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７ 签约

日期ꎻ ８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计

价日期ꎻ １１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６ １７ 其他矿砂及其精矿: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来源 (矿区

名称)ꎻ ６ 签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例: 锑 精 矿 ( Ｓｂ:
１５％ꎬ 天然ꎬ 黑色粉

末ꎬ 炼锑)

￣锑矿砂及其精矿:
２６１７ １０１０ ￣￣￣生锑 (锑精矿ꎬ 选矿产品)
２６１７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６１７ ９０１０ ￣￣￣朱砂 (辰砂)
２６１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６ １８ 冶炼钢铁所产生的粒状熔渣

(熔渣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来源 不包括泡沫矿渣、 矿

渣棉 (税目 ６８ ０６)、
矿 渣 水 泥 ( 税 目

２５ ２３)
２６１８ ００１０ ￣￣￣主要含锰

２６１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６ １９ 冶炼钢铁所产生的熔渣、 浮渣

(粒状熔渣除外)、 氧化皮及其

他废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来源ꎻ ７ 定

价方 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不包括经破碎并粗略

分 级 的 筑 路 熔 渣

(税目 ２５ １７)

２６１９ ００００ 冶炼钢铁所产生的熔渣、 浮渣

(粒状熔渣除外)、 氧化皮及其

他废料

２６ ２０ 含有金属、 砷及其化合物的矿

渣、 矿灰及残渣 (冶炼钢铁所

产生的灰、 渣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 (颜色、
形状)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来源 不包括冶炼钢铁所产

生的

￣主要含锌:
２６２０ １１００ ￣￣含硬锌

２６２０ １９００ ￣￣其他

￣主要含铅:
２６２０ ２１００ ￣￣含铅汽油的淤渣及含铅抗震

化合物的淤渣

２６２０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６２０ ３０００ ￣主要含铜

２６２０ ４０００ ￣主要含铝

２６２０ ６０００ ￣含有砷、 汞、 铊及其混合物ꎬ
用于提取或生产砷、 汞、 铊及

其化合物

￣其他:
２６２０ ９１００ ￣￣含有锑、 铍、 镉、 铬或其混

合物

￣￣其他:
２６２０ ９９１０ ￣￣￣主要含钨

２６２０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６ ２１ 其他矿渣及矿灰ꎬ 包括海藻灰

(海草灰)ꎻ 焚化城市垃圾所产

生的灰、 渣: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 (颜色、
形状)

５ 来源 例: 稻壳灰 (烧稻

壳而得ꎬ 黑色粉末ꎬ
隔音用)

２６２１ １０００ ￣焚化城市垃圾所产生的灰、 渣

２６２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４１



第二十七章　 矿物燃料、 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ꎻ 沥青物质ꎻ 矿物蜡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有机化合物ꎬ 但纯甲烷及纯丙烷应归入税目 ２７ １１ꎻ
(二) 税目 ３０ ０３ 及 ３０ ０４ 的药品ꎻ 或

(三) 税目 ３３ ０１、 ３３ ０２ 及 ３８ ０５ 的不饱和烃混合物ꎮ
二、 税目 ２７ １０ 所称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ꎬ 不仅包括石油、 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及类似油ꎬ 还包括那

些用任何方法提取的主要含有不饱和烃混合物的油ꎬ 但其非芳族成分的重量必须超过芳族成分ꎮ
然而ꎬ 它不包括采用减压蒸馏法ꎬ 在压力转换为 １０１３ 毫巴下的温度 ３００℃时ꎬ 以体积计馏出量小于 ６０％的液体

合成聚烯烃 (第三十九章)ꎮ
三、 税目 ２７ １０ 所称 “废油”ꎬ 是指主要含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 (参见本章注释二) 的废油ꎬ 不论其是否

与水混合ꎮ 它们包括:
(一) 不再适于作为原产品使用的废油 (例如ꎬ 用过的润滑油、 液压油及变压器油)ꎻ
(二) 石油储罐的淤渣油ꎬ 主要含废油及高浓度的在生产原产品时使用的添加剂 (例如ꎬ 化学品)ꎻ 以及

(三) 水乳浊液状的或与水混合的废油ꎬ 例如ꎬ 浮油、 清洗油罐所得的油或机械加工中已用过的切削油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２７０１ １１ 所称 “无烟煤”ꎬ 是指含挥发物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 不超过 １４％的煤ꎮ
二、 子目 ２７０１ １２ 所称 “烟煤”ꎬ 是指含挥发物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 超过 １４％ꎬ 并且热值 (以潮湿、 无矿物质

计) 等于或大于 ５８３３ 大卡 /千克的煤ꎮ
三、 子目 ２７０７ １０、 ２７０７ ２０、 ２７０７ ３０ 及 ２７０７ ４０ 所称 “粗苯” “粗甲苯” “粗二甲苯” 及 “萘”ꎬ 是分别指按重量

计苯、 甲苯、 二甲苯或萘的含量在 ５０％以上的产品ꎮ
四、 子目 ２７１０ １２ 所称 “轻油及其制品”ꎬ 是指根据 ＩＳＯ ３４０５ 方法 (等同于 ＡＳＴＭ Ｄ ８６ 方法)ꎬ 温度在 ２１０℃时以体

积计馏出量 (包括损耗) 在 ９０％及以上的产品ꎮ
五、 税目 ２７ １０ 的子目所称 “生物柴油”ꎬ 是指从动植物油脂 (不论是否使用过) 得到的用作燃料的脂肪酸单烷基

酯ꎮ

１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 ０１ 煤ꎻ 煤砖、 煤球及用煤制成的

类似固体燃料:
不包括黑玉 (税目

２５ ３０)、 褐 煤 ( 税

目 ２７ ０２)、 焦炭及

半 焦 炭 ( 税 目

２７ ０４)
￣煤ꎬ 不论是否粉化ꎬ 但未制成

型:
２７０１ １１００ ￣￣无烟煤 １ 品名ꎻ ２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ꎻ
３ 热值 (以潮湿、 无矿

物质计以及收到基)

４ 灰分ꎻ ５ 含

硫量ꎻ ６ 含 水

量ꎻ ７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８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９ 签 约 日

期ꎻ １０ 计价日

期ꎻ １１ 有滞期

费请注明

￣￣烟煤:
２７０１ １２１０ ￣￣￣炼焦煤 １ 品名ꎻ ２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ꎻ
３ 热值 (以潮湿、 无矿

物质 计 以 及 收 到 基 )ꎻ
４ 胶质层最大厚度ꎻ ５
黏结指数

６ 灰分ꎻ ７ 含

硫量ꎻ ８ 含水

量ꎻ ９ 定价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１０ 需要二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算ꎻ １１ 签约

日期ꎻ １２ 计价

日期ꎻ １３ 有滞

期 费 请 注 明ꎻ
１４ 品种 (按检

验证明上的描

述申报)

２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０１ １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ꎻ
３ 热值 (以潮湿、 无矿

物质计以及收到基)ꎻ ４
黏结指数

５ 灰分ꎻ ６ 含

硫量ꎻ ７ 含 水

量ꎻ ８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９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１０ 签约日

期ꎻ １１ 计价日

期ꎻ １２ 有滞期

费请注明

２７０１ １９００ ￣￣其他煤 １ 品名ꎻ ２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物质计)ꎻ
３ 热值 (包括以潮湿无

矿物质计以及收到基)

４ 灰分ꎻ ５ 含

硫量ꎻ ６ 含水

量ꎻ ７ 透光率ꎻ
８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９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计价日期ꎻ
１２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０１ ２０００ ￣煤砖、 煤球及用煤制成的类似

固体燃料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挥

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

物质计)ꎻ ４ 等级ꎻ ５ 热

值 (包括以潮湿无矿物质

计以及收到基)

６ 灰分ꎻ ７ 含

硫量ꎻ ８ 含水

量ꎻ ９ 定价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１０ 需要二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算ꎻ １１ 签约

日期ꎻ １２ 计价

日期ꎻ １３ 有滞

期费请注明

２７ ０２ 褐煤ꎬ 不论是否制成型ꎬ 但不

包括黑玉:
不包括黑玉 (税目

２５ ３０ )ꎮ 例: 褐 煤

(粉末颗粒混合物ꎬ
不是黑玉)

３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０２ １０００ ￣褐煤ꎬ 不论是否粉化ꎬ 但未制

成型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是

否黑玉ꎻ ４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灰基计)ꎻ
５ 热值 (包括以潮湿无

矿物质计以及收到基)

６ 透 光 率ꎻ ７
含水 量ꎻ ８ 定

价方 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签

约日期ꎻ １１ 计

价日期ꎻ １２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０２ ２０００ ￣制成型的褐煤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是

否黑玉ꎻ ４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灰基计)ꎻ
５ 热值 (包括以潮湿无

矿物质计以及收到基)

６ 透 光 率ꎻ ７
含水 量ꎻ ８ 定

价方 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９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算ꎻ １０ 签

约日期ꎻ １１ 计

价日期ꎻ １２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 ０３ 泥煤 (包括肥料用泥煤)ꎬ 不

论是否制成型: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来

源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计价日期

２７０３ ００００ 泥煤 (包括肥料用泥煤)ꎬ 不

论是否制成型

２７ ０４ 煤、 褐煤或泥煤制成的焦炭及

半焦炭ꎬ 不论是否制成型ꎻ 甑

炭:

不包括电气用甑炭制

品 ( 税 目 ８５ ４５ )ꎮ
例: 焦炭 (由褐煤

制得ꎬ 燃料用)
２７０４ ００１０ ￣￣￣焦炭或半焦炭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

４ 挥发物含量

(以干燥、 无矿

物质计)ꎻ ５ 气

孔率ꎻ ６ 含磷

量ꎻ ７ 灰 分ꎻ
８ 粒度ꎻ ９ 含

水量ꎻ １０ 含硫

量ꎻ １１ 签约日

期ꎻ １２ 计价日

期

２７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计价日期

２７ ０５ 煤气、 水煤气、 炉煤气及类似

气体ꎬ 但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计价日期

不包括石油气及其他

烃 类 气 体 ( 税 目

２７ １１)

４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０５ ００００ 煤气、 水煤气、 炉煤气及类似

气体ꎬ 但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

除外

２７ ０６ 从煤、 褐煤或泥煤蒸馏所得的

焦油及其他矿物焦油ꎬ 不论是

否脱水或部分蒸馏ꎬ 包括再造

焦油: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含量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计价日期

不包括木焦油 (税

目 ３８ ０７ )ꎮ 例: 焦

油 (由煤蒸馏而得)

２７０６ ００００ 从煤、 褐煤或泥煤蒸馏所得的

焦油及其他矿物焦油ꎬ 不论是

否脱水或部分蒸馏ꎬ 包括再造

焦油

２７ ０７ 蒸馏高温煤焦油所得的油类及

其他产品ꎻ 芳族成分重量超过

非芳族成分的类似产品:
２７０７ １０００ ￣粗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例: 粗甲苯 (甲苯

含量 ９３％)

２７０７ ２０００ ￣粗甲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例: 粗二甲苯 (二

甲苯含量 ９４％)

２７０７ ３０００ ￣粗二甲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５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０７ ４０００ ￣萘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以美国标准实验方法

Ｄ８６ 为 准ꎬ ２５０℃ 时 )ꎻ
３ 结晶点

４ 外观ꎻ ５ 定

价方 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不包括混合烷基苯、
混合烷基萘 (税目

３８ １７)ꎮ 例: 芳烃混

合物 ( 主 要 为 苯、
甲苯和二甲苯ꎬ 用

Ｄ８６ 方法 ２５０℃ 蒸馏

出芳烃 ８５％)

２７０７ ５０００ ￣其他芳烃混合物ꎬ 根据 ＩＳＯ
３４０５ 方法 (等同于 ＡＳＴＭ Ｄ８６
方法)ꎬ 温度在 ２５０℃时的馏出

量以体积计 (包括损耗) 在

６５％及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需用 ＨＳ / Ｔ５０ 方法测得

芳烃含量)ꎻ ３ ２５０℃ 蒸

馏出芳烃体积含量ꎻ ４
馏程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需用 ＨＳ / Ｔ５０ 方法测得

芳烃含量)ꎻ ３ ２５０ 度蒸

馏出体积含量ꎻ ４ 馏程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０７ ９１００ ￣￣杂酚油

￣￣其他:
２７０７ ９９１０ ￣￣￣酚
２７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７ ０８ 从煤焦油或其他矿物焦油所得

的沥青及沥青焦: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来

源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计价日期

２７０８ １０００ ￣沥青

２７０８ ２０００ ￣沥青焦

２７ ０９ 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原油: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密

度或 ＡＰＩ 度ꎻ ４ 若为凝

析油需注明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６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０９ ００００ 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原油

２７ １０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

类ꎬ 但原油除外ꎻ 以上述油为

基本成分 (按重量计不低于

７０％)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制

品ꎻ 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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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重量计不低于

７０％)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制

品ꎬ 不含有生物柴油ꎬ 但废油

除外:
￣￣轻油及其制品: 参考相关标准提供技

术指 标ꎬ 如 【标 准

号 】 ＧＢ４８４—１９９３
【中文标题】 车用汽

油ꎬ 【标 准 号】
ＧＢ１７８７—１９８８ 【中文

标题】 航空汽油ꎬ 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出口

标 准 ＳＩＮＯＰＥＣ００２—
１９８７ꎬ 【标准号】
ＳＨ０００４—１９９０ 【中文

标题】 橡胶工业用溶

剂油ꎬ 【标准号】
ＳＨ０００５—１９９０ 【中文

标题】 油漆工业用溶

剂油ꎬ 【标准号】
ＧＢ１６６２９—１９９６ 【 中

文标题】 ６ 号抽提溶

剂油ꎬ 【标准号】
ＧＢ１９２２—１９８８ 【中文

标题】 溶剂油

２７１０ １２１０ ￣￣￣车用汽油及航空汽油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ꎻ ３ 硫

成分含量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计 价 日 期ꎻ
８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７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０ １２２０ ￣￣￣石脑油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２３０ ￣￣￣橡胶溶剂油、 油漆溶剂油、
抽提溶剂油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ꎻ ７ 定价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８ 需要二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算ꎻ ９ 签约

日期ꎻ １０ 计价

日期ꎻ １１ 有滞

期费请注明

￣￣￣其他:
２７１０ １２９１ ￣￣￣￣壬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２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计 价 日 期ꎻ
８ 有滞期费请

注明

￣￣其他:

８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煤油馏分: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１１ ￣￣￣￣航空煤油

２７１０ １９１２ ￣￣￣￣灯用煤油

２７１０ １９１９ ￣￣￣￣其他

￣￣￣柴油及其他燃料油:
２７１０ １９２２ ￣￣￣￣５~７ 号燃料油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ꎻ ３ 运

动黏 度 指 标 ( １００℃)ꎻ
４ 硫含量ꎻ ５ 水和沉淀

物含量ꎻ ６ 闪点 ( ７ 号

燃料油注明开口闪点ꎬ
其他注明闭口闪点)ꎻ ７
灰分含量

８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９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计价日期ꎻ
１２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２３ ￣￣￣￣柴油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ꎻ ３ 硫

含量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计 价 日 期ꎻ
８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馏程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润滑油、 润滑脂及其他重

油:

９４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０ １９９１ ￣￣￣￣润滑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从

石油或沥青提取矿物油

类的百分比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 装 规

格ꎻ ７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８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９ 签 约 日

期ꎻ １０ 计价日

期ꎻ １１ 有滞期

费请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９２ ￣￣￣￣润滑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从

石油或沥青提取矿物油

类的百分比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ꎻ ７ 定价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８ 需要二次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算ꎻ ９ 签约

日期ꎻ １０ 计价

日期ꎻ １１ 有滞

期费请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９３ ￣￣￣￣润滑油基础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 价 等 )ꎻ
７ 需要二次结

算、 无需二次结

算ꎻ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

费请注明

２７１０ １９９４ ￣￣￣￣液体石蜡和重质液体石蜡 １ 品名ꎻ ２ 初馏点ꎻ ３
９８％馏出温度ꎻ ４ 正构

烷烃含量ꎻ ５ 芳烃含量ꎻ

６ 包 装 规 格ꎻ
７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８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９ 签 约 日 期ꎻ
１０ 计价日期ꎻ
１１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０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０ １９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 装 规 格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计 价 日 期ꎻ
８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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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重量计不低于

７０％)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制

品ꎬ 含有生物柴油ꎬ 但废油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从石油或沥青提

取矿物油类的百分比含

量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

￣废油: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３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４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０ ９１００ ￣￣含多氯联苯 ( ＰＣＢｓ)、 多氯

三联苯 ( ＰＣＴｓ) 或多溴联苯

(ＰＢＢｓ) 的

２７１０ ９９００ ￣￣其他

２７ １１ 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
￣液化的:

１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１ １１００ ￣￣天然气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是否需

要二次结算需要

二次结算、 无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ꎻ １０ 百万

英热值 (ＭＭＢ￣
ｔｕ)

２７１１ １２００ ￣￣丙烷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丁烷: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是否需

要二次结算需要

二次结算、 无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１ １３１０ ￣￣￣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

打火器用ꎬ 其包装容器的容积

超过 ３００ 立方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１１ １３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１１ １４００ ￣￣乙烯、 丙烯、 丁烯及丁二烯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３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１ １９１０ ￣￣￣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

打火器用的燃料ꎬ 其包装容器

的容积超过 ３００ 立方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是否需

要二次结算需要

二次结算、 无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１１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加 工 方 法

(压力货、 冷冻

货等)ꎻ ５ 定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签

约日 期ꎻ ８ 计

价日 期ꎻ ９ 有

滞期费请注明

￣气态的:
２７１１ ２１００ ￣￣天然气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装容器容

积ꎻ ５ 加 工 方

法 ( 压 力 货、
冷 冻 货 等 )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二次结算、 无

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费请

注明ꎻ １１ 百万

英热值 (ＭＭＢ￣
ｔｕ)

４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液化

或气态)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装容器容

积ꎻ ５ 加 工 方

法 ( 压 力 货、
冷冻货等)ꎻ ６
定价 方 式 (公

式定价、 现货价

等)ꎻ ７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８ 签

约日 期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有

滞期费请注明

２７ １２ 凡士林ꎻ 石蜡、 微晶石蜡、 疏

松石蜡、 地蜡、 褐煤蜡、 泥煤

蜡、 其他矿物蜡及用合成或其

他方法制得的类似产品ꎬ 不论

是否着色:
２７１２ １０００ ￣凡士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零售包装

不包括零售包装的适

于作护肤用的凡士林

(税目 ３３ ０４)
２７１２ ２０００ ￣石蜡ꎬ 按重量计含油量小于

０ ７５％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外观ꎻ ４ 含油量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２７１２ ９０１０ ￣￣￣微晶石蜡

２７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７ １３ 石油焦、 石油沥青及其他石油

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的残

渣:
￣石油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 法 ( 是 否 煅 烧 )ꎻ
４ 外观ꎻ ５ 含硫量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费请

注明

￣￣未煅烧:
２７１３ １１１０ ￣￣￣硫的重量百分比小于 ３％的

２７１３ １１９０ ￣￣￣其他

￣￣已煅烧:
２７１３ １２１０ ￣￣￣硫的重量百分比小于 ０ ８％

的

２７１３ １２９０ ￣￣￣其他

５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３ ２０００ ￣石油沥青 １ 品 名ꎻ ２ 针 入 度ꎻ
３ 用 途ꎻ ４ 加 工 方 法

(是否煅烧)ꎻ ５ 外观

６ 品牌ꎻ ７ 包

装规格ꎻ ８ 含

蜡量ꎻ ９ 定价

方式 (公式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１０ 需要

二次 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１１ 签约日期ꎻ
１２ 计价日期ꎻ
１３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的残渣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 法 ( 是 否 煅 烧 )ꎻ
４ 外观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 １４ 天然沥青 (地沥青)、 沥青页

岩、 油页岩及焦油砂ꎻ 沥青

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ꎻ ５ 成

分含量 (沥青、 水)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２７１４ １０００ ￣沥青页岩、 油页岩及焦油砂

￣其他:
２７１４ ９０１０ ￣￣￣天然沥青 (地沥青)
２７１４ ９０２０ ￣￣￣乳化沥青

２７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７ １５ 以天然沥青 (地沥青)、 石油

沥青、 矿物焦油或矿物焦油沥

青为基本成分的沥青混合物

(例如ꎬ 沥青胶黏剂、 稀释沥

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ꎻ ４ 外观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有滞期费请

注明

６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７１５ ００００ 以天然沥青 (地沥青)、 石油

沥青、 矿物焦油或矿物焦油沥

青为基本成分的沥青混合物

(例如ꎬ 沥青胶黏剂、 稀释沥

青)
２７ １６ 电力: １ 品名

２７１６ ００００ 电力

７５１



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注释:
一、 (一) 凡符合税目 ２８ ４４ 或 ２８ ４５ 规定的货品 (放射性矿砂除外)ꎬ 应分别归入这两个税目而不归入本目录的其

他税目ꎮ
(二) 除上述 (一) 款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符合税目 ２８ ４３、 ２８ ４６ 或 ２８ ５２ 规定的货品ꎬ 应分别归入以上税目

而不归入本类的其他税目ꎮ
二、 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由于按一定剂量或作为零售包装而可归入税目 ３０ ０４、 ３０ ０５、 ３０ ０６、

３２ １２、 ３３ ０３、 ３３ ０４、 ３３ ０５、 ３３ ０６、 ３３ ０７、 ３５ ０６、 ３７ ０７ 或 ３８ ０８ 的货品ꎬ 应分别归入以上税目ꎬ 而不归

入本目录的其他税目ꎮ
三、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单独成分配套的货品ꎬ 其部分或全部成分属于本类范围以内ꎬ 混合后则构成第六类或第七类

的货品ꎬ 应按混合后产品归入相应的税目ꎬ 但其组成成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其包装形式足以表明这些成分不需经过改装就可一起使用的ꎻ
(二) 一起报验的ꎻ 以及

(三) 这些成分的属性及相互比例足以表明是相互配用的ꎮ

第二十八章　 无机化学品ꎻ 贵金属、 稀土金属、 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机及无机化合物

注释:
一、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各税目只适用于:

(一) 单独的化学元素及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ꎬ 不论是否含有杂质ꎻ
(二) 上述 (一) 款产品的水溶液ꎻ
(三) 溶于其他溶剂的上述 (一) 款产品ꎬ 但该产品处于溶液状态只是为了安全或运输所采取的正常必要方

法ꎬ 其所用溶剂并不使该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ꎻ
(四) 为了保存或运输需要ꎬ 加入稳定剂 (包括抗结块剂) 的上述 (一)、 (二)、 (三) 款产品ꎻ
(五) 为了便于识别或安全起见ꎬ 加入抗尘剂或着色剂的上述 (一)、 (二)、 (三)、 (四) 款产品ꎬ 但所加剂

料并不使原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ꎮ
二、 除以有机物质稳定的连二亚硫酸盐及次硫酸盐 (税目 ２８ ３１)ꎬ 无机碱的碳酸盐及过碳酸盐 (税目 ２８ ３６)ꎬ 无

机碱的氰化物、 氧氰化物及氰络合物 (税目 ２８ ３７)ꎬ 无机碱的雷酸盐、 氰酸盐及硫氰酸盐 (税目 ２８ ４２)ꎬ 税

目 ２８ ４３ 至 ２８ ４６ 及 ２８ ５２ 的有机产品ꎬ 以及碳化物 (税目 ２８ ４９) 之外ꎬ 本章仅包括下列碳化合物:
(一) 碳的氧化物ꎬ 氰化氢及雷酸、 异氰酸、 硫氰酸及其他简单或络合氰酸 (税目 ２８ １１)ꎻ
(二) 碳的卤氧化物 (税目 ２８ １２)ꎻ
(三) 二硫化碳 (税目 ２８ １３)ꎻ
(四) 硫代碳酸盐、 硒代碳酸盐、 碲代碳酸盐、 硒代氰酸盐、 碲代氰酸盐、 四氰硫基二氨基络酸盐及其他无机

碱络合氰酸盐 (税目 ２８ ４２)ꎻ
(五) 用尿素固化的过氧化氢 (税目 ２８ ４７)、 氧硫化碳、 硫代羰基卤化物、 氰、 卤化氰、 氨基氰及其金属衍生

物 (税目 ２８ ５３)ꎬ 不论是否纯净ꎬ 但氰氨化钙除外 (第三十一章)ꎮ
三、 除第六类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不包括:

(一) 氯化钠或氧化镁 (不论是否纯净) 及第五类的其他产品ꎻ
(二) 上述注释二所述以外的有机—无机化合物ꎻ
(三) 第三十一章注释二、 三、 四或五所述的产品ꎻ
(四) 税目 ３２ ０６ 的用作发光剂的无机产品ꎻ 税目 ３２ ０７ 的搪瓷玻璃料及其他玻璃ꎬ 呈粉、 粒或粉片状的ꎻ
(五) 人造石墨 (税目 ３８ ０１)ꎻ 税目 ３８ １３ 的灭火器的装配药及已装药的灭火弹ꎻ 税目 ３８ ２４ 的零售包装的除

墨剂ꎻ 税目 ３８ ２４ 的每颗重量不少于 ２ ５ 克的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卤化物的培养晶体 (光学元件除外)ꎻ
(六)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及这些宝石、 半宝石的粉末 (税目 ７１ ０２ 至 ７１ ０５)ꎬ 第七十一章的

８５１



贵金属及贵金属合金ꎻ
(七) 第十五类的金属 (不论是否纯净)、 金属合金或金属陶瓷ꎬ 包括硬质合金 (与金属烧结的金属碳化物)ꎻ

或

(八) 光学元件ꎬ 例如ꎬ 用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卤化物制成的 (税目 ９０ ０１)ꎮ
四、 由本章第二分章的非金属酸和第四分章的金属酸所构成的已有化学定义的络酸ꎬ 应归入税目 ２８ １１ꎮ
五、 税目 ２８ ２６ 至 ２８ ４２ 只适用于金属盐、 铵盐及过氧酸盐ꎮ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复盐及络盐应归入税目

２８ ４２ꎮ
六、 税目 ２８ ４４ 只适用于:

(一) 锝 (原子序数 ４３)、 钷 (原子序数 ６１)、 钋 (原子序数 ８４) 及原子序数大于 ８４ 的所有化学元素ꎻ
(二) 天然或人造放射性同位素 (包括第十四类及第十五类的贵金属和贱金属的放射性同位素)ꎬ 不论是否混

合ꎻ
(三) 上述元素或同位素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或是否混合ꎻ
(四) 含有上述元素或同位素及其无机或有机化合物并且具有某种放射性强度超过 ７４ 贝克勒尔 /克 (０ ００２ 微

居里 /克) 的合金、 分散体 (包括金属陶瓷)、 陶瓷产品及混合物ꎻ
(五) 核反应堆已耗尽 (已辐照) 的燃料元件 (释热元件)ꎻ
(六) 放射性的残渣ꎬ 不论是否有用ꎮ
税目 ２８ ４４、 ２８ ４５ 及本注释所称 “同位素”ꎬ 是指:
１ 单独的核素ꎬ 但不包括自然界中以单一同位素状态存在的核素ꎻ
２ 同一元素的同位素混合物ꎬ 其中一种或几种同位素已被浓缩ꎬ 即人工地改变了该元素同位素的自然构成ꎮ

七、 税目 ２８ ５３ 包括按重量计含磷量超过 １５％的磷化铜 (磷铜)ꎮ
八、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化学元素 (例如ꎬ 硅、 硒)ꎬ 如果拉制后未经加工或呈圆筒形、 棒形ꎬ 应归入本章ꎻ 如

果已切成圆片、 薄片或类似形状ꎬ 则归入税目 ３８ １８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２８５２ １０ 所称 “已有化学定义” 是指符合第二十八章注释一 (一) 至 (五) 或第二十九章注释一 (一) 至

(八) 规定的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化学元素

２８ ０１ 氟、 氯、 溴及碘: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６ ＣＡＳ 号 例: 碘溶液 ( ５０ 千

克 /桶)
２８０１ １０００ ￣氯
２８０１ ２０００ ￣碘

￣氟、 溴:
２８０１ ３０１０ ￣￣￣氟
２８０１ ３０２０ ￣￣￣溴
２８ ０２ 升华硫磺、 沉淀硫磺、 胶态硫

磺: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例: 胶 态 硫 磺 ( ５０

千克 /袋)
２８０２ ００００ 升华硫磺、 沉淀硫磺、 胶态硫

磺

９５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 ０３ 碳 (炭黑及其他税目未列名的

其他形态的碳):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ꎻ ３ 有

无活性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包装ꎻ ６ 型

号ꎻ ７ 品牌

８ ＣＡＳ 号 不包括石墨、 木炭、
动物炭黑、 活性碳ꎮ
例: 植物炭黑 (无

活性ꎬ ６０ 目ꎬ Ｎ５５０ꎬ
６０ 千克 /袋)

２８０３ ００００ 碳 (炭黑及其他税目未列名的

其他形态的碳)
２８ ０４ 氢、 稀有气体及其他非金属:
２８０４ １０００ ￣氢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氢气

￣稀有气体: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氩气

２８０４ ２１００ ￣￣氩
２８０４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８０４ ３０００ ￣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氮气

２８０４ ４０００ ￣氧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氧气

２８０４ ５０００ ￣硼ꎻ 碲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硅:
￣￣按 重 量 计 含 硅 量 不 少 于

９９ ９９％: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直径

在 ７ ５ 厘米及以上的单晶硅

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电子工业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经掺杂等)ꎻ ４ 成

分含量ꎻ ５ 直径

６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４ ６１１７ ￣￣￣￣直径在 ３０ 厘米及以上的

２８０４ ６１１９ ￣￣￣￣其他

２８０４ ６１２０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其他

单晶硅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电子工业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经掺杂等)ꎻ ４ 成

分含量ꎻ ５ 直径

６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４ ６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西门子法、 硅烷

热分解法等ꎻ 经掺杂 Ｐ
型、 经掺杂 Ｎ 型ꎬ 未经

掺 杂)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外观 (多 晶 硅 碎 料、
块料或锅底料、 头尾料

等)ꎻ ６ 电阻率ꎻ ７ 是否

需清洗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１０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４ ６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 法 ( 经 掺 杂 等 )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牌号 ６ ＣＡＳ 号

￣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４ ７０１０ ￣￣￣黄磷 (白磷)
２８０４ ７０９０ ￣￣￣其他

０６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０４ ８０００ ￣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黄砷

￣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电子工业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经掺杂等)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包装 ６ ＣＡＳ 号 不包括已切割圆片状

或类似形状的 (税

目 ３８ １８)、 胶态悬

浮硒 (第三十章)
２８０４ ９０１０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晶体

棒

２８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０５ 碱金属、 碱土金属ꎻ 稀土金

属、 钪及钇ꎬ 不论是否相互混

合或相互熔合ꎻ 汞:
￣碱金属及碱土金属: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５ １１００ ￣￣钠
２８０５ １２００ ￣￣钙

￣￣其他:
２８０５ １９１０ ￣￣￣锂
２８０５ １９９０ ￣￣￣其他

￣稀土金属、 钪及钇ꎬ 不论是否

相互混合或相互熔合:
１ 品名ꎻ ２ 混合稀土应

注明各组分含量

３ 是否电池级

的 稀 土 金 属、
钪及钇ꎻ ４ 包

装

５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６ ＣＡＳ 号

￣￣￣稀土金属、 钪及钇ꎬ 未相互

混合或相互熔合: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１ ￣￣￣￣钕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２ ￣￣￣￣镝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３ ￣￣￣￣铽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４ ￣￣￣￣镧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５ ￣￣￣￣铈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６ ￣￣￣￣镨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７ ￣￣￣￣钇
２８０５ ３０１９ ￣￣￣￣其他

￣￣￣稀土金属、 钪及钇ꎬ 相互混

合或相互熔合:
２８０５ ３０２１ ￣￣￣￣电池级

２８０５ ３０２９ ￣￣￣￣其他

２８０５ ４０００ ￣汞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第二分章　 无机酸及

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２８ ０６ 氯化氢 (盐酸)ꎻ 氯磺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６ １０００ ￣氯化氢 (盐酸)
２８０６ ２０００ ￣氯磺酸

１６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 ０７ 硫酸ꎻ 发烟硫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加 工 工 艺

(如回收硫酸ꎻ
硫磺 硫 酸ꎻ 硫

矿硫酸)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７ ００００ 硫酸ꎻ 发烟硫酸

２８ ０８ 硝酸ꎻ 磺硝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８ ００００ 硝酸ꎻ 磺硝酸

２８ ０９ 五氧化二磷ꎻ 磷酸ꎻ 多磷酸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０９ １０００ ￣五氧化二磷

￣磷酸及多磷酸:
￣￣￣磷酸及偏磷酸、 焦磷酸:

２８０９ ２０１１ ￣￣￣￣食品级磷酸

２８０９ ２０１９ ￣￣￣￣其他

２８０９ ２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１０ 硼的氧化物ꎻ 硼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０ ００１０ ￣￣￣硼的氧化物

２８１０ ００２０ ￣￣￣硼酸

２８ １１ 其他无机酸及非金属无机氧化

物:
￣其他无机酸:
￣￣氟化氢 (氢氟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槽罐

集装 箱、 塑 料

桶等)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１ １１１０ ￣￣￣电子级氢氟酸

２８１１ １１９０ ￣￣￣其他

２８１１ １２００ ￣￣氰化氢 (氢氰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１ １９２０ ￣￣￣硒化氢

２８１１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２８１１ ２１００ ￣￣二氧化碳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二氧化硅: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是否经过表面处理

４ 品牌ꎻ ５ 外

观ꎻ ６ 加工工

艺ꎻ ７ 细 度ꎻ
８ 型号

９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１ ２２１０ ￣￣￣硅胶

２８１１ ２２９０ ￣￣￣其他

２８１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第三分章　 非金属卤化物及

硫化物

２８ １２ 非金属卤化物及卤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氯化亚砜

２６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氯化物及氯氧化物:
２８１２ １１００ ￣￣碳酰二氯 (光气)
２８１２ １２００ ￣￣氧氯化磷

２８１２ １３００ ￣￣三氯化磷

２８１２ １４００ ￣￣五氯化磷

２８１２ １５００ ￣￣一氯化硫

２８１２ １６００ ￣￣二氯化硫

２８１２ １７００ ￣￣亚硫酰氯

２８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氟化物及氟氧化物:

２８１２ ９０１１ ￣￣￣￣三氟化氮

２８１２ ９０１９ ￣￣￣￣其他

２８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１３ 非金属硫化物ꎻ 商品三硫化二

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二硫化硅

２８１３ １０００ ￣二硫化碳

２８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第四分章　 无机碱和金属氧化

物、 氢氧化物及过氧化物

２８ １４ 氨及氨水: １ 品名ꎻ ２ 氨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４ １０００ ￣氨
２８１４ ２０００ ￣氨水

２８ １５ 氢氧化钠 (烧碱)ꎻ 氢氧化钾

(苛性钾)ꎻ 过氧化钠及过氧化

钾: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外观

５ ＣＡＳ 号

￣氢氧化钠 (烧碱):
２８１５ １１００ ￣￣固体

２８１５ １２００ ￣￣水溶液 (氢氧化钠浓溶液及

液体烧碱)
２８１５ ２０００ ￣氢氧化钾 (苛性钾)
２８１５ ３０００ ￣过氧化钠及过氧化钾

２８ １６ 氢氧化镁及过氧化镁ꎻ 锶或钡

的氧化物、 氢氧化物及过氧化

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氧化钡

２８１６ １０００ ￣氢氧化镁及过氧化镁

２８１６ ４０００ ￣锶或钡的氧化物、 氢氧化物及

过氧化物

２８ １７ 氧化锌及过氧化锌: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天

然的请注明ꎻ ４ 成分含

量

５ ＣＡＳ 号 不包括天然氧化锌

(税目 ２６ ０８)

２８１７ ００１０ ￣￣￣氧化锌

３６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１７ ００９０ ￣￣￣过氧化锌

２８ １８ 人造刚玉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

定义ꎻ 氧化铝ꎻ 氢氧化铝:
￣人造刚玉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

定义:
２８１８ １０１０ ￣￣￣棕刚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晶型ꎻ ５ 莫

氏硬度

６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晶型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８ ２０００ ￣氧化铝ꎬ 但人造刚玉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用途 (冶金

用或非冶金用)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８ ３０００ ￣氢氧化铝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 １９ 铬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２８１９ １０００ ￣三氧化铬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１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 ２０ 锰的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０ １０００ ￣二氧化锰

２８２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２１ 铁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ꎻ 土色

料ꎬ 按重量计三氧化二铁含量

在 ７０％及以上:
２８２１ １０００ ￣铁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１ ２０００ ￣土色料 １ 品名ꎻ ２ 铁按三氧化

二铁计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 ２２ 钴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ꎻ 商品

氧化钴: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不包括天然水合氧化

钴 ( 税 目 ２６ ０５ )ꎮ
例: 氧化钴

２８２２ ００１０ ￣￣￣四氧化三钴

２８２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２３ 钛的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ꎬ
是否与其他物质混合

３ 是否经表面

处理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３ ００００ 钛的氧化物

２８ ２４ 铅的氧化物ꎻ 铅丹及铅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铅丹

２８２４ １０００ ￣一氧化铅 (铅黄、 黄丹)
￣其他:

２８２４ ９０１０ ￣￣￣铅丹及铅橙

２８２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２５ 肼 (联氨)、 胲 (羟胺) 及其

无机盐ꎻ 其他无机碱ꎻ 其他金

属氧化物、 氢氧化物及过氧化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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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肼 (联氨)、 胲 (羟胺) 及其

无机盐:
２８２５ １０１０ ￣￣￣水合肼 １ 品名ꎻ ２ 水合肼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水合肼 (含量

９８％)
２８２５ １０２０ ￣￣￣硫酸羟胺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锂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２０１０ ￣￣￣氢氧化锂

２８２５ ２０９０ ￣￣￣其他

￣钒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３０１０ ￣￣￣五氧化二钒

２８２５ ３０９０ ￣￣￣其他

２８２５ ４０００ ￣镍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５０００ ￣铜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６０００ ￣锗的氧化物及二氧化锆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７０００ ￣钼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８０００ ￣锑的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钨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２８２５ ９０１１ ￣￣￣￣钨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９０１２ ￣￣￣￣三氧化钨 １ 品名 ２ 状 态 ( 粉

末)ꎻ ３ 外 观

( 淡 黄 色 )ꎻ
４ 粒度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９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铋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９０２１ ￣￣￣￣三氧化二铋

２８２５ ９０２９ ￣￣￣￣其他

￣￣￣锡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９０３１ ￣￣￣￣二氧化锡

２８２５ ９０３９ ￣￣￣￣其他

￣￣￣铌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５ ９０４１ ￣￣￣￣一氧化铌

２８２５ ９０４９ ￣￣￣￣其他

２８２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第五分章　 无机酸盐、
无机过氧酸盐及金属酸盐、

金属过氧酸盐

２８ ２６ 氟化物ꎻ 氟硅酸盐、 氟铝酸盐

及其他氟络盐:
￣氟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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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氟化铝:
２８２６ １２１０ ￣￣￣无水氟化铝 １ 品名ꎻ ２ 氟质量分数ꎻ

３ 铝质量分数ꎻ ４ 烧碱

量ꎻ ５ 松装密度ꎻ ６ 成

分含量

７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６ １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６ １９１０ ￣￣￣铵的氟化物

２８２６ １９２０ ￣￣￣钠的氟化物

２８２６ １９９０ ￣￣￣其他

２８２６ ３０００ ￣六氟铝酸钠 (人造冰晶石)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６ ９０１０ ￣￣￣氟硅酸盐

２８２６ ９０２０ ￣￣￣六氟磷酸锂

２８２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２７ 氯化物、 氯氧化物及氢氧基氯

化物ꎻ 溴化物及溴氧化物ꎻ 碘

化物及碘氧化物:
￣氯化铵: １ 品名ꎻ ２ 肥料用请注

明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外观 (粉状、
颗粒)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７ １０１０ ￣￣￣肥料用

２８２７ １０９０ ￣￣￣其他

２８２７ ２０００ ￣氯化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氯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不包括纯氯化钠及纯

氯化钾

２８２７ ３１００ ￣￣氯化镁

２８２７ ３２００ ￣￣氯化铝

２８２７ ３５００ ￣￣氯化镍

￣￣其他:
２８２７ ３９１０ ￣￣￣氯化锂

２８２７ ３９２０ ￣￣￣氯化钡

２８２７ ３９３０ ￣￣￣氯化钴

２８２７ ３９９０ ￣￣￣其他

￣氯氧化物及氢氧基氯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７ ４１００ ￣￣铜的氯氧化物及氢氧基氯化

物

￣￣其他:
２８２７ ４９１０ ￣￣￣锆的氯氧化物及氢氧基氯化

物

２８２７ ４９９０ ￣￣￣其他

￣溴化物及溴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７ ５１００ ￣￣溴化钠及溴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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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２７ ５９００ ￣￣其他

２８２７ ６０００ ￣碘化物及碘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 ２８ 次氯酸盐ꎻ 商品次氯酸钙ꎻ 亚

氯酸盐ꎻ 次溴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次氯酸钙

２８２８ １０００ ￣商品次氯酸钙及其他钙的次氯

酸盐

２８２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２９ 氯酸盐及高氯酸盐ꎻ 溴酸盐及

过溴酸盐ꎻ 碘酸盐及高碘酸

盐:
￣氯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２９ １１００ ￣￣氯酸钠

￣￣其他:
２８２９ １９１０ ￣￣￣氯酸钾 (洋硝)
２８２９ １９９０ ￣￣￣其他

２８２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如为高氯酸

铵请注明粒度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 ３０ 硫化物ꎻ 多硫化物ꎬ 不论是否

已有化学定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不包括红锑 (税目

３８ ２４)ꎮ 例: 硫化钠

￣钠的硫化物:
２８３０ １０１０ ￣￣￣硫化钠

２８３０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８３０ ９０２０ ￣￣￣硫化锑

２８３０ ９０３０ ￣￣￣硫化钴

２８３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３１ 连二亚硫酸盐及次硫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连二亚硫酸钠

￣钠的连二亚硫酸盐及次硫酸

盐:
２８３１ １０１０ ￣￣￣钠的连二硫酸盐

２８３１ １０２０ ￣￣￣钠的次硫酸盐

２８３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３２ 亚硫酸盐ꎻ 硫代硫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亚硫酸钠

２８３２ １０００ ￣钠的亚硫酸盐

２８３２ ２０００ ￣其他亚硫酸盐

２８３２ ３０００ ￣硫代硫酸盐

２８ ３３ 硫酸盐ꎻ 矾ꎻ 过硫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硫酸镁

￣钠的硫酸盐:
２８３３ １１００ ￣￣硫酸钠

２８３３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硫酸盐:
２８３３ ２１００ ￣￣硫酸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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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３３ ２２００ ￣￣硫酸铝

２８３３ ２４００ ￣￣镍的硫酸盐

２８３３ ２５００ ￣￣铜的硫酸盐

２８３３ ２７００ ￣￣硫酸钡

￣￣其他:
２８３３ ２９１０ ￣￣￣硫酸亚铁

２８３３ ２９２０ ￣￣￣铬的硫酸盐

２８３３ ２９３０ ￣￣￣硫酸锌

２８３３ ２９９０ ￣￣￣其他

￣矾:
２８３３ ３０１０ ￣￣￣钾铝矾

２８３３ ３０９０ ￣￣￣其他

２８３３ ４０００ ￣过硫酸盐

２８ ３４ 亚硝酸盐ꎻ 硝酸盐: 不包括硝酸铵、 硝酸

钠 (第三十一章)
２８３４ １０００ ￣亚硝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硝酸盐:
￣￣硝酸钾: １ 品名ꎻ ２ 肥料用请注

明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４ ２１１０ ￣￣￣肥料用

２８３４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４ ２９１０ ￣￣￣硝酸钴

２８３４ ２９９０ ￣￣￣其他

２８ ３５ 次磷酸盐、 亚磷酸盐及磷酸

盐ꎻ 多磷酸盐ꎬ 不论是否已有

化学定义:

不包括磷酸一铵、 磷

酸 二 铵 ( 税 目

３１ ０５)
２８３５ １０００ ￣次磷酸盐及亚磷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磷酸盐:
２８３５ ２２００ ￣￣磷酸一钠及磷酸二钠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５ ２４００ ￣￣钾的磷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正磷酸氢钙 (磷酸二钙): １ 品名ꎻ ２ 正磷酸氢钙

请注明氟含量ꎻ ３ 用途

(饲料、 食品等)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５ ２５１０ ￣￣￣饲料级的

２８３５ ２５２０ ￣￣￣食品级的

２８３５ ２５９０ ￣￣￣其他

２８３５ ２６００ ￣￣其他磷酸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５ ２９１０ ￣￣￣磷酸三钠

２８３５ ２９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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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多磷酸盐: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饲

料、 食品等)ꎻ ３ 成分含

量

４ ＣＡＳ 号

￣￣三磷酸钠 (三聚磷酸钠):
２８３５ ３１１０ ￣￣￣食品级的

２８３５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六偏磷酸钠:

２８３５ ３９１１ ￣￣￣￣食品级的

２８３５ ３９１９ ￣￣￣￣其他

２８３５ ３９９０ ￣￣￣其他

２８ ３６ 碳酸盐ꎻ 过碳酸盐ꎻ 含氨基甲

酸铵的商品碳酸铵:
２８３６ ２０００ ￣碳酸钠 (纯碱)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６ ３０００ ￣碳酸氢钠 (小苏打)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６ ４０００ ￣钾的碳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６ ５０００ ￣碳酸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６ ６０００ ￣碳酸钡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３６ ９１００ ￣￣锂的碳酸盐

２８３６ ９２００ ￣￣锶的碳酸盐

￣￣其他:
２８３６ ９９１０ ￣￣￣碳酸镁

２８３６ ９９３０ ￣￣￣碳酸钴

２８３６ ９９４０ ￣￣￣商品碳酸铵及其他铵的碳酸

盐

２８３６ ９９５０ ￣￣￣碳酸锆

２８３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８ ３７ 氰化物、 氧氰化物及氰络合

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不包括非金属氰化物

(税目 ２８ ５１)
￣氰化物及氧氰化物:
￣￣氰化钠及氧氰化钠:

２８３７ １１１０ ￣￣￣氰化钠

２８３７ １１２０ ￣￣￣氧氰化钠

￣￣其他:
２８３７ １９１０ ￣￣￣氰化钾

２８３７ １９９０ ￣￣￣其他

２８３７ ２０００ ￣氰络合物

２８ ３９ 硅酸盐ꎻ 商品碱金属硅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硅酸钠

￣钠盐:
２８３９ １１００ ￣￣偏硅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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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２８３９ １９１０ ￣￣￣硅酸钠

２８３９ １９９０ ￣￣￣其他

２８３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４０ 硼酸盐及过硼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四硼酸钠

￣四硼酸钠 (精炼硼砂):
２８４０ １１００ ￣￣无水四硼酸钠

２８４０ １９００ ￣￣其他

２８４０ ２０００ ￣其他硼酸盐

２８４０ ３０００ ￣过硼酸盐

２８ ４１ 金属酸盐及过金属酸盐: 不包括发光钨酸盐

(税目 ３２ ０６)
２８４１ ３０００ ￣重铬酸钠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５０００ ￣其他铬酸盐及重铬酸盐ꎻ 过铬

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亚锰酸盐、 锰酸盐及高锰酸

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６１００ ￣￣高锰酸钾

￣￣其他:
２８４１ ６９１０ ￣￣￣锰酸锂

２８４１ ６９９０ ￣￣￣其他

￣钼酸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７０１０ ￣￣￣钼酸铵

２８４１ ７０９０ ￣￣￣其他

￣钨酸盐:
２８４１ ８０１０ ￣￣￣仲钨酸铵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含量 ( ＷＯ３

含量)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８０２０ ￣￣￣钨酸钠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８０３０ ￣￣￣钨酸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８０４０ ￣￣￣偏钨酸铵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含量 ( ＷＯ３

含量)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 ４２ 其他无机酸盐或过氧酸盐 (包
括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的硅

铝酸盐)ꎬ 但叠氮化物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例: 硅 铝 酸 钠 ( ２０
千克 /瓶)

２８４２ １０００ ￣硅酸复盐或硅酸络盐ꎬ 包括不

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的硅铝酸

盐

￣其他:
￣￣￣雷酸盐、 氰酸盐及硫氰酸

盐:

０７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４２ ９０１１ ￣￣￣￣硫氰酸纳

２８４２ ９０１９ ￣￣￣￣其他

２８４２ ９０２０ ￣￣￣碲化镉

２８４２ ９０３０ ￣￣￣锂镍钴锰氧化物

２８４２ ９０４０ ￣￣￣磷酸铁锂

２８４２ ９０５０ ￣￣￣硒酸盐及亚硒酸盐

２８４２ ９０６０ ￣￣￣锂镍钴铝氧化物

２８４２ ９０９０ ￣￣￣其他

第六分章　 杂项产品

２８ ４３ 胶态贵金属ꎻ 贵金属的无机或

有机化合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

学定义ꎻ 贵金属汞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例: 硝酸银 ( ２０ 千

克 /瓶)

２８４３ １０００ ￣胶态贵金属

￣银化合物:
２８４３ ２１００ ￣￣硝酸银

２８４３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８４３ ３０００ ￣金化合物

２８４３ ９０００ ￣其他贵金属化合物ꎻ 贵金属汞

齐

２８ ４４ 放射性化学元素及放射性同位

素 (包括可裂变或可转换的化

学元素及同位素) 及其化合

物ꎻ 含上述产品的混合物及残

渣: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铀

２８４４ １０００ ￣天然铀及其化合物ꎻ 含天然铀

或天然铀化合物的合金、 分散

体 (包括金属陶瓷)、 陶瓷产

品及混合物

２８４４ ２０００ ￣Ｕ２３５ 浓缩铀及其化合物ꎻ 钚

及其化合物ꎻ 含 Ｕ２３５ 浓缩铀、
钚或它们的化合物的合金、 分

散体 (包括金属陶瓷)、 陶瓷

产品及混合物

２８４４ ３０００ ￣Ｕ２３５ 贫化铀及其化合物ꎻ 钍

及其化合物ꎻ 含 Ｕ２３５ 贫化铀、
钍或它们的化合物的合金、 分

散体 (包括金属陶瓷)、 陶瓷

产品及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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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除子目 ２８４４ １０、 ２８４４ ２０ 及

２８４４ ３０ 以外的放射性元素、
同位素及其化合物ꎻ 含这些元

素、 同位素及其化合物的合

金、 分散体 (包括金属陶瓷)、
陶瓷产品及混合物:

２８４４ ４０１０ ￣￣￣镭及镭盐

２８４４ ４０２０ ￣￣￣钴及钴盐

２８４４ ４０９０ ￣￣￣其他

２８４４ ５０００ ￣核反应堆已耗尽 (已辐照)
的燃料元件 (释热元件)

２８ ４５ 税目 ２８ ４４ 以外的同位素ꎻ 这

些同位素的无机或有机化合

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重水

２８４５ １０００ ￣重水 (氧化氘)
２８４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４６ 稀土金属、 钇、 钪及其混合物

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铈的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１０１０ ￣￣￣氧化铈

２８４６ １０２０ ￣￣￣氢氧化铈

２８４６ １０３０ ￣￣￣碳酸铈

２８４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氧化稀土 (氧化铈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１ ￣￣￣￣氧化钇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２ ￣￣￣￣氧化镧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３ ￣￣￣￣氧化钕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４ ￣￣￣￣氧化铕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５ ￣￣￣￣氧化镝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６ ￣￣￣￣氧化铽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７ ￣￣￣￣氧化镨

２８４６ ９０１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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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氯化稀土: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１ ￣￣￣￣氯化铽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２ ￣￣￣￣氯化镝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３ ￣￣￣￣氯化镧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４ ￣￣￣￣氯化钕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５ ￣￣￣￣氯化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６ ￣￣￣￣氯化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２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８ ￣￣￣￣混合氯化稀土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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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４６ ９０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氟化稀土: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１ ￣￣￣￣氟化铽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２ ￣￣￣￣氟化镝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３ ￣￣￣￣氟化镧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４ ￣￣￣￣氟化钕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５ ￣￣￣￣氟化镨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６ ￣￣￣￣氟化钇

２８４６ ９０３９ ￣￣￣￣其他

￣￣￣碳酸稀土: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１ ￣￣￣￣碳酸镧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２ ￣￣￣￣碳酸铽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３ ￣￣￣￣碳酸镝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４ ￣￣￣￣碳酸钕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５ ￣￣￣￣碳酸镨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６ ￣￣￣￣碳酸钇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８ ￣￣￣￣混合碳酸稀土

２８４６ ９０４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 示ꎻ
４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１ ￣￣￣￣镧的其他化合物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２ ￣￣￣￣钕的其他化合物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３ ￣￣￣￣铽的其他化合物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４ ￣￣￣￣镝的其他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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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５ ￣￣￣￣镨的其他化合物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６ ￣￣￣￣钇的其他化合物

２８４６ ９０９９ ￣￣￣￣其他

２８ ４７ 过氧化氢ꎬ 不论是否用尿素固

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包装

４ ＣＡＳ 号 不包括制成一定剂量

或零售形状或包装的

(税目 ３０ ０４)ꎮ 例:
过氧化氢 (５０ 千克 /
桶ꎬ 含量 ９０％)

２８４７ ００００ 过氧化氢ꎬ 不论是否用尿素固

化

２８ ４９ 碳化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外 观ꎻ
６ 用途ꎻ ７ 碳

化钨请注明粒

度

８ ＣＡＳ 号

２８４９ １０００ ￣碳化钙

２８４９ ２０００ ￣碳化硅

￣其他:
２８４９ ９０１０ ￣￣￣碳化硼

２８４９ ９０２０ ￣￣￣碳化钨

２８４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５０ 氢化物、 氮化物、 叠氮化物、
硅化物及硼化物ꎬ 不论是否已

有化学定义ꎬ 但可归入税目

２８ ４９ 的碳化物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例: 硼化氮

￣￣￣氮化物:
２８５０ ００１１ ￣￣￣￣氮化锰

２８５０ ００１２ ￣￣￣￣氮化硼

２８５０ ００１９ ￣￣￣￣其他

２８５０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８ ５２ 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ꎬ 不论

是否已有化学定义ꎬ 汞齐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５２ １０００ ￣已有化学定义的

２８５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８ ５３ 磷化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ꎬ 但磷铁除外ꎻ 其他无机化

合物 (包括蒸馏水、 导电水及

类似的纯净水)ꎻ 液态空气

(不论是否除去稀有气体)ꎻ 压

缩空气ꎻ 汞齐ꎬ 但贵金属汞齐

除外:
２８５３ １０００ ￣氯化氰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包装规格 ４ ＣＡ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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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２８５３ ９０１０ ￣￣￣饮用蒸馏水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饮用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８５３ ９０３０ ￣￣￣镍钴锰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５３ ９０４０ ￣￣￣磷化物ꎬ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

定义ꎬ 但不包括磷铁

１ 品名ꎻ ２ 铜母合金请

注明磷的重量百分比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５３ ９０５０ ￣￣￣镍钴铝氢氧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８５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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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有机化学品

注释:
一、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各税目只适用于:

(一)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有机化合物ꎬ 不论是否含有杂质ꎻ
(二) 同一有机化合物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异构体的混合物 (不论是否含有杂质)ꎬ 但无环烃异构体的混合物

(立体异构体除外)ꎬ 不论是否饱和ꎬ 应归入第二十七章ꎻ
(三) 税目 ２９ ３６ 至 ２９ ３９ 的产品ꎬ 税目 ２９ ４０ 的糖醚、 糖缩醛、 糖酯及其盐类和税目 ２９ ４１ 的产品ꎬ 不论是否

已有化学定义ꎻ
(四) 上述 (一)、 (二)、 (三) 款产品的水溶液ꎻ
(五) 溶于其他溶剂的上述 (一)、 (二)、 (三) 款的产品ꎬ 但该产品处于溶液状态只是为了安全或运输所采取

的正常必要方法ꎬ 其所用溶剂并不使该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ꎻ
(六) 为了保存或运输的需要ꎬ 加入稳定剂 (包括抗结块剂) 的上述 (一)、 (二)、 (三)、 (四)、 (五) 各款

产品ꎻ
(七) 为了便于识别或安全起见ꎬ 加入抗尘剂、 着色剂或气味剂的上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各款产品ꎬ 但所加剂料并不使原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ꎻ
(八) 为生产偶氮染料而稀释至标准浓度的下列产品: 重氮盐ꎬ 用于重氮盐、 可重氮化的胺及其盐类的耦合剂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１５ ０４ 的货品及税目 １５ ２０ 的粗甘油ꎻ
(二) 乙醇 (税目 ２２ ０７ 或 ２２ ０８)ꎻ
(三) 甲烷及丙烷 (税目 ２７ １１)ꎻ
(四) 第二十八章注释二所述的碳化合物ꎻ
(五) 税目 ３０ ０２ 的免疫制品ꎻ
(六) 尿素 (税目 ３１ ０２ 或 ３１ ０５)ꎻ
(七) 植物性或动物性着色料 (税目 ３２ ０３)、 合成有机着色料、 用作荧光增白剂或发光体的合成有机产品 (税

目为 ３２ ０４) 及零售包装的染料或其他着色料 (税目 ３２ １２)ꎻ
(八) 酶 (税目 ３５ ０７)ꎻ
(九) 聚乙醛、 六亚甲基四胺 (乌洛托品) 及类似物质ꎬ 制成片、 条或类似形状作为燃料用的ꎬ 以及包装容器

的容积不超过 ３００ 立方厘米的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打火器用的液体燃料或液化气体燃料 (税目

３６ ０６)ꎻ
(十) 灭火器的装配药及已装药的灭火弹 (税目 ３８ １３)ꎻ 零售包装的除墨剂 (税目 ３８ ２４)ꎻ 或

(十一) 光学元件ꎬ 例如ꎬ 用酒石酸乙二胺制成的 (税目 ９０ ０１)ꎮ
三、 可以归入本章两个或两个以上税目的货品ꎬ 应归入有关税目中的最后一个税目ꎮ
四、 税目 ２９ ０４ 至 ２９ ０６、 ２９ ０８ 至 ２９ １１ 及 ２９ １３ 至 ２９ ２０ 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均包括复合衍生

物ꎬ 例如ꎬ 卤磺化、 卤硝化、 磺硝化及卤磺硝化衍生物ꎮ
硝基及亚硝基不作为税目 ２９ ２９ 的含氮基官能团ꎮ
税目 ２９ １１、 ２９ １２、 ２９ １４、 ２９ １８ 及 ２９ ２２ 所称 “含氧基”ꎬ 仅限于税目 ２９ ０５ 至 ２９ ２０ 的各种含氧基 (其特

征为有机含氧基)ꎮ
五、 (一) 本章第一分章至第七分章的酸基有机化合物与这些分章的有机化合物构成的酯ꎬ 应归入有关分章的最后

一个税目ꎮ
(二) 乙醇与本章第一分章至第七分章的酸基有机化合物所构成的酯ꎬ 应按有关酸基化合物归类ꎮ
(三) 除第六类注释一及第二十八章注释二另有规定的以外:

１ 第一分章至第十分章及税目 ２９ ４２ 的有机化合物的无机盐ꎬ 例如ꎬ 含酸基、 酚基或烯醇基的化合物及

有机碱的无机盐ꎬ 应归入相应的有机化合物的税目ꎻ
２ 第一分章至第十分章及税目 ２９ ４２ 的有机化合物之间生成的盐ꎬ 应按生成该盐的碱或酸 (包括酚基或

烯醇基化合物) 归入本章有关税目中的最后一个税目ꎻ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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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除第十一分章或税目 ２９ ４１ 的产品外ꎬ 配位化合物应按该化合物所有金属键 (金属—碳键除外) “断
开” 所形成的片段归入第二十九章有关税目中的最后一个税目ꎮ

(四) 除乙醇外ꎬ 金属醇化物应按相应的醇归类 (税目 ２９ ０５)ꎮ
(五) 羧酸酰卤化物应按相应的酸归类ꎮ

六、 税目 ２９ ３０ 及 ２９ ３１ 的化合物是指有机化合物ꎬ 其分子中除含氢、 氧或氮原子外ꎬ 还含有与碳原子直接连接的

其他非金属或金属原子 (例如ꎬ 硫、 砷或铅)ꎮ
税目 ２９ ３０ (有机硫化合物) 及税目 ２９ ３１ (其他有机—无机化合物) 不包括某些磺化或卤化衍生物 (含复合

衍生物)ꎮ 这些衍生物分子中除氢、 氧、 氮之外ꎬ 只有具有磺化或卤化衍生物 (或复合衍生物) 性质的硫原子

或卤素原子与碳原子直接连接ꎮ
七、 税目 ２９ ３２、 ２９ ３３ 及 ２９ ３４ 不包括三节环环氧化物、 过氧化酮、 醛或硫醛的环聚合物、 多元羧酸酐、 多元醇或

酚与多元酸构成的环酯及多元酸酰亚胺ꎮ
本条规定只适用于由本条所列环化功能形成环内杂原子的化合物ꎮ

八、 税目 ２９ ３７ 所称:
(一) “激素”ꎬ 包括激素释放因子、 激素刺激和释放因子、 激素抑制剂以及激素抗体ꎻ
(二) “主要用作激素的”ꎬ 不仅适用于主要起激素作用的激素衍生物及结构类似物ꎬ 也适用于在本税目所列产

品合成过程中主要用作中间体的激素衍生物及结构类似物ꎮ
子目注释:

一、 属于本章任一税目项下的一种 (组) 化合物的衍生物ꎬ 如果该税目其他子目未明确将其包括在内ꎬ 而且有关的

子目中又无列名为 “其他” 的子目ꎬ 则应与该种 (组) 化合物归入同一子目ꎮ
二、 第二十九章注释三不适用于本章的子目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烃类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２９ ０１ 无环烃: 例: 丁烷ꎬ 丁烷含量

９９％ꎬ 用 于 气 体 燃

料ꎬ ３５０ 毫升罐装

２９０１ １０００ ￣饱和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

６ ＣＡＳ 号

￣不饱和:
２９０１ ２１００ ￣￣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

６ ＣＡ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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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１ ２２００ ￣￣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ꎻ ６ 签 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

１０ ＣＡＳ
号

￣￣丁烯及其异构体:
２９０１ ２３１０ ￣￣￣１￣丁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ꎻ ６ 签 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

１０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１ ２３２０ ￣￣￣２￣丁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

６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１ ２３３０ ￣￣￣２￣甲基丙稀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

６ ＣＡＳ 号

￣￣１ ３￣丁二烯及异戊二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ꎻ ６ 签 约

日期ꎻ ７ 定 价

方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８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９ 计

价日期

１０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１ ２４１０ ￣￣￣１ ３￣丁二烯

２９０１ ２４２０ ￣￣￣异戊二烯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用作气体燃

料的应报明包装容器容

积

５ 散装货物应

报明

６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１ ２９１０ ￣￣￣异戊烯

２９０１ ２９２０ ￣￣￣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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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１ ２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０２ 环烃:
￣环烷烃、 环烯及环萜烯:

２９０２ １１００ ￣￣环己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用途ꎻ ４ 签

约日 期ꎻ ５ 定

价方 式 (公 式

定 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６ 需要二

次结算、 无需二

次结 算ꎻ ７ 计

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１９１０ ￣￣￣蒎烯

２９０２ １９２０ ￣￣￣４￣烷基￣４￣烷基双环己烷

２９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０２ ２０００ ￣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３０００ ￣甲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二甲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４１００ ￣￣邻二甲苯

２９０２ ４２００ ￣￣间二甲苯

２９０２ ４３００ ￣￣对二甲苯

２９０２ ４４００ ￣￣混合二甲苯异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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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２ ５０００ ￣苯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６０００ ￣乙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７０００ ￣异丙基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其他:
２９０２ ９０１０ ￣￣￣四氢萘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９０２０ ￣￣￣精萘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结晶温度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９０３０ ￣￣￣十二烷基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９０４０ ￣￣￣４￣ (４￣烷基环己基) 环己基

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９０５０ ￣￣￣１￣烷基￣４￣ (４￣烷烯基￣１ １￣双
环己基) 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ＣＡＳ 号

２９ ０３ 烃的卤化衍生物:
￣无环烃的饱和氯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３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１１００ ￣￣一氯甲烷及氯乙烷

２９０３ １２００ ￣￣二氯甲烷

２９０３ １３００ ￣￣氯仿 (三氯甲烷)
２９０３ １４００ ￣￣四氯化碳

２９０３ １５００ ￣￣１ ２￣二氯乙烷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０３ １９１０ ￣￣￣１ １ １￣三氯 乙 烷 ( 甲 基 氯

仿)
２９０３ １９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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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无环烃的不饱和氯化衍生物:
２９０３ ２１００ ￣￣氯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３ 签 约 日 期ꎻ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价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２２００ ￣￣三氯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２３００ ￣￣四氯乙烯 (全氯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２９１０ ￣￣￣３￣氯￣１￣丙烯 (氯丙烯)
２９０３ ２９９０ ￣￣￣其他

￣无环烃的氟化、 溴化或碘化衍

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３１００ ￣￣１ ２￣二溴乙烷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０３ ３９１０ ￣￣￣１ １ ３ ３ ３￣五氟￣２￣三氟甲基￣
１￣丙烯 (全氟异丁烯ꎻ 八氟异

丁烯)
２９０３ ３９９０ ￣￣￣其他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卤素

的无环烃卤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７１００ ￣￣一氯二氟甲烷

２９０３ ７２００ ￣￣二氯三氟乙烷

２９０３ ７３００ ￣￣二氯一氟乙烷

２９０３ ７４００ ￣￣一氯二氟乙烷

２９０３ ７５００ ￣￣二氯五氟丙烷

２９０３ ７６００ ￣￣溴氯二氟甲烷、 溴三氟甲烷

及二溴四氟乙烷

￣￣其他ꎬ 仅含氟和氯的全卤化

物:
２９０３ ７７１０ ￣￣￣三氯氟甲烷

２９０３ ７７２０ ￣￣￣其他仅含氟和氯的甲烷、 乙

烷及丙烷的全卤化物

２９０３ ７７９０ ￣￣￣其他

２９０３ ７８００ ￣￣其他全卤化衍生物

￣￣其他:
２９０３ ７９１０ ￣￣￣其他仅含氟和氯的甲烷、 乙

烷及丙烷的卤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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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３ ７９９０ ￣￣￣其他

￣环烷烃、 环烯烃或环萜烯烃的

卤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３ ８１０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六 氯 环 己 烷

[六六六 ( ＩＳＯ) ]ꎬ 包括林丹

(ＩＳＯꎬ ＩＮＮ)
２９０３ ８２００ ￣￣艾氏剂 ( ＩＳＯ)、 氯丹 ( ＩＳＯ)

及七氯 (ＩＳＯ)
２９０３ ８３００ ￣￣灭蚁灵 (ＩＳＯ)
２９０３ ８９００ ￣￣其他

￣芳烃卤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氯苯、 邻二氯苯及对二氯苯:
２９０３ ９１１０ ￣￣￣邻二氯苯

２９０３ ９１９０ ￣￣￣其他

２９０３ ９２００ ￣￣六氯 苯 ( ＩＳＯ ) 及 滴 滴 涕

(ＩＳＯꎬ ＩＮＮ) [１ １ １￣三氯￣２ ２￣
双 (４￣氯苯基) 乙烷]

２９０３ ９３００ ￣￣五氯苯 (ＩＳＯ)
２９０３ ９４００ ￣￣六溴联苯

￣￣其他:
２９０３ ９９１０ ￣￣￣对氯甲苯

２９０３ ９９２０ ￣￣￣３ ４￣二氯三氟甲苯

２９０３ ９９３０ ￣￣￣４￣ (４￣烷基苯基) ￣１￣ (４￣烷
基苯基) ￣２￣氟苯

２９０３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０４ 烃的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

物ꎬ 不论是否卤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４ １０００ ￣仅含磺基的衍生物及其盐和乙

酯

￣仅含硝基或亚硝基的衍生物:
２９０４ ２０１０ ￣￣￣硝基苯

２９０４ ２０２０ ￣￣￣硝基甲苯

２９０４ ２０３０ ￣￣￣二硝基甲苯

２９０４ ２０４０ ￣￣￣三硝基甲苯 (ＴＮＴ)
２９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和全氟辛

基磺酰氟:
２９０４ ３１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

２９０４ ３２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铵

２９０４ ３３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锂

２９０４ ３４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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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４ ３５００ ￣￣其他全氟辛基磺酸盐

２９０４ ３６００ ￣￣全氟辛基磺酰氟

￣其他:
２９０４ ９１００ ￣￣三氯硝基甲烷 (氯化苦)
２９０４ ９９００ ￣￣其他

第二分章　 醇类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２９ ０５ 无环醇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饱和一元醇:

２９０５ １１００ ￣￣甲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丙醇及异丙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２１０ ￣￣￣丙醇

２９０５ １２２０ ￣￣￣异丙醇

２９０５ １３００ ￣￣正丁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其他丁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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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５ １４１０ ￣￣￣异丁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４２０ ￣￣￣仲丁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４３０ ￣￣￣叔丁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辛醇及其异构体:
２９０５ １６１０ ￣￣￣正辛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６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７００ ￣￣十二醇、 十六醇及十八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其他:
２９０５ １９１０ ￣￣￣３ ３￣二甲基丁￣２￣醇 (频哪基

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不饱和一元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无环萜烯醇:
２９０５ ２２１０ ￣￣￣香叶醇、 橙花醇 (３ ７￣二甲

基￣２ ６￣辛二烯￣１￣醇)
２９０５ ２２２０ ￣￣￣香茅醇 (３ ７￣二甲基￣６￣辛烯￣

１￣醇)
２９０５ ２２３０ ￣￣￣芳樟醇

２９０５ ２２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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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二元醇:
２９０５ ３１００ ￣￣１ ２￣乙二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３２００ ￣￣１ ２￣丙二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３９１０ ￣￣￣２ ５￣二甲基己二醇

２９０５ ３９９０ ￣￣￣其他

￣其他多元醇:
２９０５ ４１００ ￣￣２￣乙基￣２￣ ( 羟 甲 基 ) 丙 烷￣

１ ３￣二醇 (三羟甲基丙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４２００ ￣￣季戊四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４３００ ￣￣甘露糖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４４００ ￣￣山梨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４５００ ￣￣丙三醇 (甘油)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丙三醇 (甘

油) 请报明颜

色及外观状态

１０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４９１０ ￣￣￣木糖醇

２９０５ ４９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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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无环醇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

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５ ５１００ ￣￣乙氯维诺 (ＩＮＮ)
２９０５ ５９００ ￣￣其他

２９ ０６ 环醇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

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环烷醇、 环烯醇及环萜烯醇:
２９０６ １１００ ￣￣薄荷醇

２９０６ １２００ ￣￣环己醇、 甲基环己醇及二甲

基环己醇

￣￣固醇及肌醇:
２９０６ １３１０ ￣￣￣固醇

２９０６ １３２０ ￣￣￣肌醇

￣￣其他:
２９０６ １９１０ ￣￣￣萜品醇

２９０６ １９９０ ￣￣￣其他

￣芳香醇:
２９０６ ２１００ ￣￣苄醇

￣￣其他:
２９０６ ２９１０ ￣￣￣２￣苯基乙醇

２９０６ ２９９０ ￣￣￣其他

第三分章　 酚、 酚醇及其

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２９ ０７ 酚ꎻ 酚醇:
￣一元酚:
￣￣苯酚及其盐:

２９０７ １１１０ ￣￣￣苯酚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甲酚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甲酚:
２９０７ １２１１ ￣￣￣￣间甲酚

２９０７ １２１２ ￣￣￣￣邻甲酚

２９０７ １２１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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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７ １２９０ ￣￣￣其他

￣￣辛基酚、 壬基酚及其异构体

以及它们的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１３１０ ￣￣￣壬基酚

２９０７ １３９０ ￣￣￣其他

￣￣萘酚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１５１０ ￣￣￣２￣萘酚 (β￣萘酚)
２９０７ １５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１９１０ ￣￣￣邻仲丁基酚、 邻异丙基酚

２９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多元酚ꎻ 酚醇:
２９０７ ２１００ ￣￣间苯二酚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对苯二酚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２２１０ ￣￣￣对苯二酚

２９０７ ２２９０ ￣￣￣其他

２９０７ ２３００ ￣￣４ ４￣异亚丙基联苯酚 (双酚

Ａꎬ 二苯基酚丙烷) 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７ ２９１０ ￣￣￣邻苯二酚

２９０７ ２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０８ 酚及酚醇的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仅含卤素取代基的衍生物及其

盐:
２９０８ １１００ ￣￣五氯苯酚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０８ １９１０ ￣￣￣对氯苯酚

２９０８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９０８ ９１００ ￣￣地乐酚 (ＩＳＯ) 及其盐

２９０８ ９２００ ￣￣４ ６￣二硝基邻甲酚 [二硝酚

(ＩＳＯ) ] 及其盐

８８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２９０８ ９９１０ ￣￣￣对硝基酚  对硝基酚钠

２９０８ ９９９０ ￣￣￣其他

第四分章　 醚、 过氧化醇、
过氧化醚、 过氧化酮、 三节

环环氧化物、 缩醛及半缩醛及

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２９ ０９ 醚、 醚醇、 醚酚、 醚醇酚、 过

氧化醇、 过氧化醚、 过氧化酮

(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及

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无环醚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２９０９ １１００ ￣￣乙醚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２９０９ １９１０ ￣￣￣甲醚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２０００ ￣环烷醚、 环烯醚或环萜烯醚及

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芳香醚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３０１０ ￣￣￣１￣烷氧基￣４￣ (４￣乙烯基环己

基) ￣２ꎬ ３￣二氟苯

２９０９ ３０２０ ￣￣￣４￣烷氧 基￣４￣ ( ４￣烷 烯 基￣１ꎬ
１￣双环己烷及其氟代衍生物

２９０９ ３０９０ ￣￣￣其他

￣醚醇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

亚硝化衍生物:

９８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０９ ４１００ ￣￣２ꎬ ２￣氧联二乙醇 (二甘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４３００ ￣￣乙二醇或二甘醇的单丁醚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４４００ ￣￣乙二醇或二甘醇的其他单烷

基醚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４９１０ ￣￣￣间苯氧基苄醇

２９０９ ４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０９ ５０００ ￣醚酚、 醚醇酚及其卤化、 磺

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０９ ６０００ ￣过氧化醇、 过氧化醚、 过氧化

酮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

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 １０ 三节环环氧化物、 环氧醇、 环

氧酚、 环氧醚及其卤化、 磺

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２９１０ １０００ ￣环氧乙烷 (氧化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０ ２０００ ￣甲基环氧乙烷 (氧化丙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０ ３０００ ￣１￣氯￣２ꎬ ３￣环 氧 丙 烷 ( 表 氯

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０ ４０００ ￣狄氏剂 (ＩＳＯꎬ ＩＮＮ)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０ ５０００ ￣异狄氏剂 (ＩＳＯ)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０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 １１ 缩醛及半缩醛ꎬ 不论是否含有

其他含氧基ꎬ 及其卤化、 磺

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１ ００００ 缩醛及半缩醛ꎬ 不论是否含有

其他含氧基ꎬ 及其卤化、 磺

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第五分章　 醛基化合物

２９ １２ 醛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含氧

基ꎻ 环聚醛ꎻ 多聚甲醛: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四聚甲醛报

明外观

５ ＣＡＳ 号

￣不含其他含氧基的无环醛:
２９１２ １１００ ￣￣甲醛

２９１２ １２００ ￣￣乙醛

２９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不含其他含氧基的环醛:
２９１２ ２１００ ￣￣苯甲醛

￣￣其他:
２９１２ ２９１０ ￣￣￣铃兰醛 (对叔丁基￣α￣甲基￣

氧化肉桂醛)
２９１２ ２９９０ ￣￣￣其他

￣醛醚、 醛酚及含其他含氧基的

醛:
２９１２ ４１００ ￣￣香草醛 (３￣甲氧基￣４￣羟基苯

甲醛)
２９１２ ４２００ ￣￣乙基香草醛 (３￣乙氧基￣４￣羟

基苯甲醛)
￣￣其他:

２９１２ ４９１０ ￣￣￣醛醇

２９１２ ４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２ ５０００ ￣环聚醛

２９１２ ６０００ ￣多聚甲醛

２９ １３ 税目 ２９ １２ 所列产品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３ ００００ 税目 ２９ １２ 所列产品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第六分章　 酮基化合物及

醌基化合物

２９ １４ 酮及醌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含

氧基ꎬ 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不含其他含氧基的无环酮:

１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４ １１００ ￣￣丙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丙酮报明包

装ꎻ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货价等)ꎻ ７
需要二次结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１２００ ￣￣丁酮 [甲基乙基 (甲) 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１３００ ￣￣４￣甲基￣２￣戊酮 [甲基异丁基

(甲) 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不含其他含氧基的环烷酮、 环

烯酮或环萜烯酮:
２９１４ ２２００ ￣￣环己酮及甲基环己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二次结算、 无

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２３００ ￣￣芷香酮及甲基芷香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２９１０ ￣￣￣樟脑

２９１４ ２９９０ ￣￣￣其他

￣不含其他含氧基的芳香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３１００ ￣￣苯丙酮 (苯基丙￣２￣酮)
￣￣其他:

２９１４ ３９１０ ￣￣￣苯乙酮

２９１４ ３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４ ４０００ ￣酮醇及酮醛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酮酚及含有其他含氧基的酮: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酮酚:
２９１４ ５０１１ ￣￣￣￣覆盆子酮

２９１４ ５０１９ ￣￣￣￣其他

２９１４ ５０２０ ￣￣￣２￣羟基￣４￣甲氧基二苯甲酮

２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４ ５０９０ ￣￣￣其他

￣醌: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６１００ ￣￣蒽醌

２９１４ ６２００ ￣￣辅酶 Ｑ１０ [癸烯醌 (ＩＮＮ) ]
２９１４ ６９００ ￣￣其他

￣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

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４ ７１００ ￣￣十氯酮 (ＩＳＯ)
２９１４ ７９００ ￣￣其他

第七分章　 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氧化物和

过氧酸以及它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２９ １５ 饱和无环一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

以及它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

或亚硝化衍生物:
￣甲酸及其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１１００ ￣￣甲酸

２９１５ １２００ ￣￣甲酸盐

２９１５ １３００ ￣￣甲酸酯

￣乙酸及其盐ꎻ 乙酸酐:
￣￣乙酸:
￣￣￣冰乙酸:

２９１５ ２１１１ ￣￣￣￣食品级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２１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２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３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５ ２４００ ￣￣乙酸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２９１０ ￣￣￣乙酸钠

２９１５ ２９９０ ￣￣￣其他

￣乙酸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３１００ ￣￣乙酸乙酯

２９１５ ３２００ ￣￣乙酸乙烯酯

２９１５ ３３００ ￣￣乙酸 (正) 丁酯

２９１５ ３６００ ￣￣地乐酚 (ＩＳＯ) 乙酸酯

２９１５ ３９００ ￣￣其他

２９１５ ４０００ ￣一氯代乙酸、 二氯乙酸或三氯

乙酸及其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丙酸及其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５０１０ ￣￣￣丙酸

２９１５ ５０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５ ６０００ ￣丁酸、 戊酸及其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棕榈酸、 硬脂酸及其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５ ７０１０ ￣￣￣硬脂酸

２９１５ ７０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 １６ 不饱和无环一元羧酸、 环一元

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

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它们的卤

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

物:
￣不饱和无环一元羧酸及其酸

酐、 酰卤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

氧酸以及它们的衍生物:

４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６ １１００ ￣￣丙烯酸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丙烯酸酯:
２９１６ １２１０ ￣￣￣丙烯酸甲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２２０ ￣￣￣丙烯酸乙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２３０ ￣￣￣丙烯酸丁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２４０ ￣￣￣丙烯酸异辛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３００ ￣￣甲基丙烯酸及其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４００ ￣￣甲基丙烯酸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价日期

９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５００ ￣￣油酸、 亚油酸或亚麻酸及其

盐和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６００ ￣￣乐杀螨 (ＩＳＯ)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５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环烷一元羧酸、 环烯一元羧酸

或环萜烯一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

以及它们的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２０１０ ￣￣￣二溴菊酸、 ＤＶ 菊酸甲酯

２９１６ ２０９０ ￣￣￣其他

￣芳香一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

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

它们的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外 观 ( 颜

色、 形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６ ３１００ ￣￣苯甲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６ ３２００ ￣￣过氧化苯甲酰及苯甲酰氯

２９１６ ３４００ ￣￣苯乙酸及其盐

￣￣其他:
２９１６ ３９１０ ￣￣￣邻甲基苯甲酸

２９１６ ３９２０ ￣￣￣布洛芬

２９１６ ３９３０ ￣￣￣２￣ (３￣碘￣４￣乙基苯基) ￣２￣甲
基丙酸

２９１６ ３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１７ 多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

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它

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

化衍生物:
￣无环多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

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

它们的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草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７ １１１０ ￣￣￣草酸

２９１７ １１２０ ￣￣￣草酸钴

２９１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７ １２００ ￣￣己二酸及其盐和酯

￣￣壬二酸、 癸二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７ １３１０ ￣￣￣癸二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７ １３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７ １４００ ￣￣马来酐

２９１７ １９００ ￣￣其他

￣环烷多元羧酸、 环烯多元羧

酸、 环萜烯多元羧酸及其酸

酐、 酰卤化物ꎬ 过氧化物和过

氧酸以及它们的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２０１０ ￣￣￣四氢苯酐

２９１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６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芳香多元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

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

它们的衍生物:
２９１７ ３２００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３３００ ￣￣邻苯二甲酸二壬酯及邻苯二

甲酸二癸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邻苯二甲酸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３４１０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２９１７ ３４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７ ３５００ ￣￣邻苯二甲酸酐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对苯二甲酸及其盐:
￣￣￣对苯二甲酸:

２９１７ ３６１１ ￣￣￣￣精对苯二甲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对苯二甲酸

请 注 明 ４￣ＣＢＡ
值ꎻ ５ 对苯二

甲酸请注明 Ｐ￣
ＴＬ 酸值ꎻ ６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色度ꎻ ７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水分ꎻ ８ 签

约日期ꎻ ９ 定

价方式 (公式

定价、 现 货 价

等)ꎻ １０ 需要

二次 结 算、 无

需 二 次 结 算ꎻ
１１ 计价日期

１２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３６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对苯二甲酸

请 注 明 ４￣ＣＢＡ
值ꎻ ５ 对苯二

甲酸请注明 Ｐ￣
ＴＬ 酸值ꎻ ６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色度ꎻ ７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水分

８ ＣＡＳ 号

７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７ ３６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对苯二甲酸

请 注 明 ４￣ＣＢＡ
值ꎻ ５ 对苯二

甲酸请注明 Ｐ￣
ＴＬ 酸值ꎻ ６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色度ꎻ ７ 对

苯二甲酸请注

明水分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３７００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２９１７ ３９１０ ￣￣￣间苯二甲酸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７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 １８ 含附加含氧基的羧酸及其酸

酐、 酰卤化物、 过氧化物和过

氧酸以及它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含醇基但不含其他含氧基的羧

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氧

化物和过氧酸以及它们的衍生

物:
２９１８ １１００ ￣￣乳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８ １２００ ￣￣酒石酸

２９１８ １３００ ￣￣酒石酸盐及酒石酸酯

２９１８ １４００ ￣￣柠檬酸

２９１８ １５００ ￣￣柠檬酸盐及柠檬酸酯

２９１８ １６００ ￣￣葡糖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８ １７００ ￣￣２ ２￣二苯基￣２￣羟基乙酸 (二

苯基乙醇酸)
２９１８ １８００ ￣￣乙酯杀螨醇 (ＩＳＯ)
２９１８ １９００ ￣￣其他

￣含酚基但不含其他含氧基的羧

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物、 过氧

化物和过氧酸以及它们的衍生

物:
￣￣水杨酸及其盐:

８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１８ ２１１０ ￣￣￣水杨酸、 水杨酸钠

２９１８ ２１９０ ￣￣￣其他

￣￣邻乙酰水杨酸及其盐和酯:
２９１８ ２２１０ ￣￣￣邻乙酰水杨酸 (阿司匹林)
２９１８ ２２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８ ２３００ ￣￣水杨酸的其他酯及其盐

２９１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９１８ ３０００ ￣含醛基或酮基但不含其他含氧

基的羧酸及其酸酐、 酰卤化

物、 过氧化物和过氧酸以及它

们的衍生物

￣其他:
２９１８ ９１００ ￣￣２ ４ ５￣涕 (ＩＳＯ) (２ ４ ５￣三氯

苯氧基乙酸) 及其盐或酯

２９１８ ９９００ ￣￣其他

第八分章　 非金属无机酸酯及

其盐以及它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２９ １９ 磷酸酯及其盐ꎬ 包括乳磷酸

盐ꎬ 以及它们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１９ １０００ ￣三 (２ ３￣二溴丙基) 磷酸酯

２９１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９ ２０ 其他非金属无机酸酯 (不包括

卤化氢的酯) 及其盐以及它们

的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

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硫代磷酸酯及其盐以及它们的

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

生物:
２９２０ １１００ ￣￣对硫磷 (ＩＳＯ) 及甲基对硫磷

(ＩＳＯ)
２９２０ １９００ ￣￣其他

￣亚磷酸酯及其盐以及它们的卤

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衍生

物:
２９２０ ２１００ ￣￣亚磷酸二甲酯

２９２０ ２２００ ￣￣亚磷酸二乙酯

２９２０ ２３００ ￣￣亚磷酸三甲酯

２９２０ ２４００ ￣￣亚磷酸三乙酯

￣￣其他:
２９２０ ２９１０ ￣￣￣其他亚磷酸酯

２９２０ ２９９０ ￣￣￣其他

９９１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２０ ３０００ ￣硫丹 (ＩＳＯ)
２９２０ ９０００ ￣其他

第九分章　 含氮基化合物

２９ ２１ 氨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无环单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２９２１ １１００ ￣￣甲胺、 二甲胺或三甲胺及其

盐

２９２１ １２００ ￣￣２￣ (Ｎꎬ Ｎ￣二甲基氨基) 氯乙

烷盐酸盐

２９２１ １３００ ￣￣２￣ (Ｎꎬ Ｎ￣二乙基氨基) 氯乙

烷盐酸盐

２９２１ １４００ ￣￣２￣ (Ｎꎬ Ｎ￣二异丙基氨基) 氯

乙烷盐酸盐

￣￣其他:
２９２１ １９１０ ￣￣￣二正丙胺

２９２１ １９２０ ￣￣￣异丙胺

２９２１ １９３０ ￣￣￣Ｎꎬ Ｎ￣二 (２￣氯乙基) 乙胺

２９２１ １９４０ ￣￣￣Ｎꎬ Ｎ￣二 (２￣氯乙基) 甲胺

２９２１ １９５０ ￣￣￣三 (２￣氯乙基) 胺

２９２１ １９６０ ￣￣￣二烷 ( 甲、 乙、 正 丙 或 异

丙) 氨基乙基￣２￣氯及其质子化

盐

２９２１ １９９０ ￣￣￣其他

￣无环多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乙二胺及其盐:

２９２１ ２１１０ ￣￣￣乙二胺

２９２１ ２１９０ ￣￣￣其他

￣￣六亚甲基二胺及其盐:
２９２１ ２２１０ ￣￣￣己二酸己二胺盐 (尼龙￣６ ６

盐)
２９２１ ２２９０ ￣￣￣其他

２９２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９２１ ３０００ ￣环烷单胺或多胺、 环烯单胺或

多胺、 环萜烯单胺或多胺及其

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芳香单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苯胺及其盐:

２９２１ ４１１０ ￣￣￣苯胺

０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２１ ４１９０ ￣￣￣其他

２９２１ ４２００ ￣￣苯胺衍生物及其盐

２９２１ ４３００ ￣￣甲苯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２９２１ ４４００ ￣￣二苯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２９２１ ４５００ ￣￣１￣萘胺 ( α￣萘 胺 )、 ２￣萘 胺

(β￣萘胺) 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２９２１ ４６００ ￣￣安非他明 ( ＩＮＮ)、 苄非他明

(ＩＮＮ)、 右苯丙胺 ( ＩＮＮ)、 乙

非 他 明 ( ＩＮＮ )、 芬 坎 法 明

(ＩＮＮ)、 利非他明 ( ＩＮＮ)、 左

苯 丙 胺 ( ＩＮＮ )、 美 芬 雷 司

(ＩＮＮ)、 苯丁胺 ( ＩＮＮ) 以及

它们的盐

￣￣其他:
２９２１ ４９１０ ￣￣￣对异丙基苯胺

２９２１ ４９２０ ￣￣￣二甲基苯胺

２９２１ ４９３０ ￣￣￣２ ６￣甲基乙基苯胺

２９２１ ４９４０ ￣￣￣２ ６￣二乙基苯胺

２９２１ ４９９０ ￣￣￣其他

￣芳香多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邻￣、 间￣、 对￣苯二胺、 二氨

基甲苯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２１ ５１１０ ￣￣￣邻苯二胺

２９２１ ５１９０ ￣￣￣其他

２９２１ ５９００ ￣￣其他

２９ ２２ 含氧基氨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乙醇胺及其

盐应报明色度

５ 乙醇胺及其

盐应报明包装

６ ＣＡＳ 号

￣氨基醇 (但含有一种以上含

氧基的除外) 及其醚和酯ꎬ 以

及它们的盐:
２９２２ １１００ ￣￣单乙醇胺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１２００ ￣￣二乙醇胺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１４００ ￣￣右丙氧吩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１５００ ￣￣三乙醇胺

２９２２ １６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二乙醇铵

２９２２ １７００ ￣￣甲基二乙醇胺和乙基二乙醇

胺

１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２２ １８００ ￣￣２￣ (Ｎꎬ Ｎ￣二异丙基氨基) 乙

醇

￣￣其他:
２９２２ １９１０ ￣￣￣乙胺丁醇

￣￣￣二烷 ( 甲、 乙、 正 丙 或 异

丙) 氨基乙￣２￣醇及其质子化

盐:
２９２２ １９２１ ￣￣￣￣二甲氨基乙醇及其质子化盐

２９２２ １９２２ ￣￣￣￣二乙氨基乙醇及其质子化盐

２９２２ １９２９ ￣￣￣￣其他

２９２２ １９３０ ￣￣￣乙基二乙醇胺的盐

２９２２ １９４０ ￣￣￣甲基二乙醇胺的盐

２９２２ １９５０ ￣￣￣本芴醇

２９２２ １９９０ ￣￣￣其他

￣氨基萘酚和其他氨基酚 (但

含有一种以上含氧基的除外)
及其醚和酯ꎬ 以及它们的盐:

２９２２ ２１００ ￣￣氨基羟基萘磺酸及其盐

￣￣其他:
２９２２ ２９１０ ￣￣￣茴香胺、 二茴香胺、 氨基苯

乙醚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２９９０ ￣￣￣其他

￣氨基醛、 氨基酮和氨基醌ꎬ 但

含有一种以上含氧基的除外ꎬ
以及它们的盐:

２９２２ ３１００ ￣￣安非拉酮 ( ＩＮＮ)、 美沙 酮

(ＩＮＮ) 和去甲美沙酮 ( ＩＮＮ)
以及它们的盐

￣￣其他:
２９２２ ３９１０ ￣￣￣４￣甲基甲卡西酮

２９２２ ３９２０ ￣￣￣安非他酮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３９９０ ￣￣￣其他

￣氨基酸 (但含有一种以上含

氧基的除外) 及其酯以及它们

的盐:
￣￣赖氨酸及其酯以及它们的盐:

２９２２ ４１１０ ￣￣￣赖氨酸

２９２２ ４１９０ ￣￣￣其他

￣￣谷氨酸及其盐:
２９２２ ４２１０ ￣￣￣谷氨酸

２９２２ ４２２０ ￣￣￣谷氨酸钠

２９２２ ４２９０ ￣￣￣其他

２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邻氨基苯甲酸 (氨茴酸) 及

其盐:
２９２２ ４３１０ ￣￣￣邻氨基苯甲酸 (氨茴酸)
２９２２ ４３９０ ￣￣￣其他

２９２２ ４４００ ￣￣替利定 (ＩＮＮ) 及其盐

￣￣其他:
￣￣￣其他氨基酸:

２９２２ ４９１１ ￣￣￣￣氨甲环酸

２９２２ ４９１９ ￣￣￣￣其他

￣￣￣其他:
２９２２ ４９９１ ￣￣￣￣普鲁卡因

２９２２ ４９９９ ￣￣￣￣其他

￣氨基醇酚、 氨基酸酚及其他含

氧基氨基化合物:
２９２２ ５０１０ ￣￣￣对羟基苯甘氨酸及其邓钾盐

２９２２ ５０２０ ￣￣￣莱克多巴胺和盐酸莱克多巴

胺

２９２２ ５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２３ 季铵盐及季铵碱ꎻ 卵磷脂及其

他磷氨基类脂ꎬ 不论是否已有

化学定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３ １０００ ￣胆碱及其盐

２９２３ ２０００ ￣卵磷脂及其他磷氨基类脂

２９２３ ３０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四乙基铵

２９２３ ４０００ ￣全氟辛基磺酸二癸基二甲基铵

２９２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９ ２４ 羧基酰胺基化合物ꎻ 碳酸酰胺

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规格 ５ ＣＡＳ 号

￣无环酰胺 (包括无环氨基甲

酸酯) 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２４ １１００ ￣￣甲丙氨酯 (ＩＮＮ)
２９２４ １２００ ￣￣氟乙 酰 胺 ( ＩＳＯ)、 久 效 磷

(ＩＳＯ) 及磷胺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２４ １９１０ ￣￣￣二甲基甲酰胺

２９２４ １９９０ ￣￣￣其他

￣环酰胺 (包括环氨基甲酸酯)
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２９２４ ２１００ ￣￣酰脲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３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２４ ２３００ ￣￣２￣乙酰氨基苯甲酸 (Ｎ￣乙酰

基氨基苯甲酸) 及其盐

２９２４ ２４００ ￣￣炔己蚁胺 (ＩＮＮ)
２９２４ ２５００ ￣￣甲草胺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２４ ２９１０ ￣￣￣对乙酰氨基苯乙醚 (非那西

丁)
２９２４ ２９２０ ￣￣￣对乙酰氨基酚 (扑热息痛)
２９２４ ２９３０ ￣￣￣阿斯巴甜

２９２４ ２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２５ 羧基酰亚胺化合物 (包括糖精

及其盐) 及亚胺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酰亚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２５ １１００ ￣￣糖精及其盐

２９２５ １２００ ￣￣格鲁米特 (ＩＮＮ)
２９２５ １９００ ￣￣其他

￣亚胺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２５ ２１００ ￣￣杀虫脒 (ＩＳＯ)
２９２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９ ２６ 腈基化合物:
２９２６ １０００ ￣丙烯腈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７ 计价日期

８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６ ２０００ ￣１￣氰基胍 (双氰胺)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６ ３０００ ￣芬普雷司 ( ＩＮＮ) 及其盐ꎻ 美

沙酮 (ＩＮＮ) 中间体 (４￣氰基￣
２￣二甲氨基￣４ ４￣二苯基丁烷)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６ ４０００ ￣α￣苯基乙酰基乙腈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６ ９０１０ ￣￣￣对氯氰苄

２９２６ ９０２０ ￣￣￣间苯二甲腈

２９２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２７ 重氮化合物、 偶氮化合物及氧

化偶氮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４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２７ ００００ 重氮化合物、 偶氮化合物及氧

化偶氮化合物

２９ ２８ 肼 (联氨) 及胲 (羟胺) 的有

机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８ ００００ 肼 (联氨) 及胲 (羟胺) 的有

机衍生物

２９ ２９ 其他含氮基化合物:
￣异氰酸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型号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９ １０１０ ￣￣￣２ ４￣和 ２ ６￣甲苯二异氰酸酯

混合 物 ( 甲 苯 二 异 氰 酸 酯

ＴＤＩ)
２９２９ １０２０ ￣￣￣二甲苯二异氰酸酯 (ＴＯＤＩ)
２９２９ １０３０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纯

ＭＤＩ)
２９２９ １０４０ ￣￣￣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２９２９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２９ ９０１０ ￣￣￣环已基氨基磺酸钠 (甜蜜

素)
２９２９ ９０２０ ￣￣￣二烷 ( 甲、 乙、 正 丙 或 异

丙) 氨基膦酰二卤

２９２９ ９０３０ ￣￣￣二烷 ( 甲、 乙、 正 丙 或 异

丙) 氨基膦酸二烷 (甲、 乙、
正丙或异丙) 酯

２９２９ ９０４０ ￣￣￣乙酰甲胺磷

２９２９ ９０９０ ￣￣￣其他

第十分章　 有机—无机化合

物、 杂环化合物、 核酸及

其盐以及磺 (酰) 胺

２９ ３０ 有机硫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３０ ２０００ ￣硫代氨基甲酸盐 (或酯) 及

二硫代氨基甲酸盐

２９３０ ３０００ ￣一硫化二烃氨基硫羰、 二硫化

二烃氨基硫羰及四硫化二烃氨

基硫羰

２９３０ ４０００ ￣甲硫氨酸 (蛋氨酸)
２９３０ ６０００ ￣２￣ (Ｎꎬ Ｎ￣二乙基氨基) 乙硫

醇

２９３０ ７０００ ￣二 (２￣羟乙基) 硫醚 [硫二

甘醇 (ＩＮＮ) ]

５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０ ８０００ ￣涕 灭 威 ( ＩＳＯ )、 敌 菌 丹

(ＩＳＯ) 及甲胺磷 (ＩＳＯ)
￣其他:

２９３０ ９０１０ ￣￣￣双巯丙氨酸 (胱氨酸)
２９３０ ９０２０ ￣￣￣二硫代碳酸酯 (或盐) [黄

原酸酯 (或盐) ]
２９３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３１ 其他有机—无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３１ １０００ ￣四甲基铅及四乙基铅

２９３１ ２０００ ￣三丁基锡化合物

￣其他有机磷衍生物:
２９３１ ３１００ ￣￣甲基膦酸二甲酯

２９３１ ３２００ ￣￣丙基膦酸二甲酯

２９３１ ３３００ ￣￣乙基膦酸二乙酯

２９３１ ３４００ ￣￣３￣ (三羟基硅烷基) 丙基甲

基膦酸钠

２９３１ ３５００ ￣￣１￣丙基磷酸环酐

２９３１ ３６００ ￣￣ ( ５￣乙 基￣２￣甲 基￣２￣氧 代￣
１ ３ ２￣二氧磷杂环己￣５￣基) 甲

基膦酸二甲酯

２９３１ ３７００ ￣￣双 [ (５￣乙基￣２￣甲基￣２￣氧代￣
１ ３ ２￣二氧磷杂环己￣５￣基) 甲

基] 甲 基 膦 酸 酯 ( 阻 燃 剂

ＦＲＣ￣１)
２９３１ ３８００ ￣￣甲基膦酸和脒基尿素 (１: １)

生成的盐

￣￣其他:
２９３１ ３９１０ ￣￣￣双甘膦

２９３１ ３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３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９ ３２ 仅含有氧杂原子的杂环化合

物: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对于成分较复杂ꎬ 字节

较长商品可用 ＣＡＳ 号代

替)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呋喃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２９３２ １１００ ￣￣四氢呋喃

２９３２ １２００ ￣￣２￣糠醛

２９３２ １３００ ￣￣糠醇及四氢糠醇

２９３２ １４００ ￣￣三氯蔗糖

２９３２ １９００ ￣￣其他

￣内酯:

６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２ ２０１０ ￣￣￣香豆素、 甲基香豆素及乙基

香豆素

２９３２ ２０９０ ￣￣￣其他内酯

￣其他:
２９３２ ９１００ ￣￣４￣丙烯基￣１ ２￣亚甲二氧基苯

(异黄樟脑)
２９３２ ９２００ ￣￣１￣ ( １ ３￣苯 并 二 噁 茂￣５￣基 )

丙烷￣２￣酮
２９３２ ９３００ ￣￣３ ４￣亚甲二氧基苯甲醛 (胡

椒醛)
２９３２ ９４００ ￣￣４￣烯丙基￣１ ２￣亚甲二氧基苯

(黄樟脑)
２９３２ ９５００ ￣￣四氢大麻酚 (所有的异构体)

￣￣其他:
２９３２ ９９１０ ￣￣￣７￣羟基苯并呋喃 (呋喃酚)
２９３２ ９９２０ ￣￣￣２ꎬ ２’ ￣双甲氧羰基￣４ꎬ ４’ ￣

双甲氧基￣５ꎬ ６ꎬ ５’ꎬ ６’ ￣双亚

甲二氧基联苯 (联苯双酯)
２９３２ ９９３０ ￣￣￣蒿甲醚

２９３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３３ 仅含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

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乌洛托品请

注明外观

５ ６￣己内酰胺请

注 明 外 观ꎻ ６
签约日期

７ ＣＡＳ 号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吡唑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２９３３ １１００ ￣￣二甲基苯基吡唑酮 (安替比

林) 及其衍生物

￣￣其他:
２９３３ １９２０ ￣￣￣安乃近

２９３３ １９９０ ￣￣￣其他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咪唑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２９３３ ２１００ ￣￣乙内酰脲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３ ２９００ ￣￣其他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吡啶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２９３３ ３１００ ￣￣吡啶及其盐

￣￣六氢吡啶 (哌啶) 及其盐:
２９３３ ３２１０ ￣￣￣六氢吡啶 (哌啶)
２９３３ ３２２０ ￣￣￣六氢吡啶 (哌啶) 盐

７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３ ３３００ ￣￣阿芬太尼 ( ＩＮＮ)、 阿尼利定

(ＩＮＮ)、 苯氰米特 ( ＩＮＮ)、 溴

西 泮 ( ＩＮＮ )、 地 芬 诺 新

(ＩＮＮ)、 地芬诺酯 ( ＩＮＮ)、 地

匹 哌 酮 ( ＩＮＮ )、 芬 太 尼

(ＩＮＮ)、 凯托米酮 ( ＩＮＮ)、 哌

醋 甲 酯 ( ＩＮＮ )、 喷 他 左 辛

(ＩＮＮ)、 哌替啶 ( ＩＮＮ)、 哌替

啶中间体 Ａ (ＩＮＮ)、 苯环利定

(ＩＮＮ) ( ＰＣＰ)、 苯哌利定

(ＩＮＮ)、 哌苯甲醇 ( ＩＮＮ)、 哌

氰 米 特 ( ＩＮＮ )、 哌 丙 吡 胺

(ＩＮＮ) 和三甲利定 ( ＩＮＮ) 以

及它们的盐

￣￣其他:
２９３３ ３９１０ ￣￣￣二苯乙醇酸￣３￣奎宁环脂

２９３３ ３９２０ ￣￣￣奎宁环￣３￣醇
２９３３ ３９９０ ￣￣￣其他

￣结构上含有一个喹啉或异喹啉

环系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

物ꎬ 但未经进一步稠合的:
２９３３ ４１００ ￣￣左非诺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３３ ４９００ ￣￣其他

￣结构上含有一个嘧啶环 (不

论是否氢化) 或哌嗪环的化合

物:
２９３３ ５２００ ￣￣丙二酰脲 (巴比土酸) 及其

盐

２９３３ ５３００ ￣￣阿洛巴比妥 ( ＩＮＮ)、 异戊巴

比妥 ( ＩＮＮ)、 巴比妥 ( ＩＮＮ)、
布他比妥 (ＩＮＮ)、 正丁巴比妥

(ＩＮＮ)、 环己巴比妥 ( ＩＮＮ)、
甲苯巴比妥 (ＩＮＮ)、 戊巴比妥

(ＩＮＮ)、 苯巴比妥 ( ＩＮＮ)、 仲

丁巴比妥 (ＩＮＮ)、 司可巴比妥

(ＩＮＮ) 和乙烯比妥 ( ＩＮＮ) 以

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３ ５４００ ￣￣其他丙二酰脲 (巴比土酸)
的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３ ５５００ ￣￣氯普唑仑 ( ＩＮＮ)ꎬ 甲氯喹酮

(ＩＮＮ)ꎬ 甲喹酮 ( ＩＮＮ) 和齐

培丙醇 (ＩＮＮ) 以及它们的盐

￣￣其他:
２９３３ ５９１０ ￣￣￣胞嘧啶

８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３ ５９２０ ￣￣￣环丙氟哌酸

２９３３ ５９９０ ￣￣￣其他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三嗪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２９３３ ６１００ ￣￣三聚氰胺 (蜜胺)

￣￣其他:
２９３３ ６９１０ ￣￣￣三聚氰氯

￣￣￣异氰脲酸氯化衍生物:
２９３３ ６９２１ ￣￣￣￣二氯异氰脲酸

２９３３ ６９２２ ￣￣￣￣三氯异氰脲酸

２９３３ ６９２９ ￣￣￣￣其他

２９３３ ６９９０ ￣￣￣其他

￣内酰胺:
２９３３ ７１００ ￣￣６￣己内酰胺

２９３３ ７２００ ￣￣氯巴占 ( ＩＮＮ) 和甲乙哌酮

(ＩＮＮ)
２９３３ ７９００ ￣￣其他内酰胺

￣其他:
２９３３ ９１００ ￣￣阿普唑仑 ( ＩＮＮ)、 卡马西泮

(ＩＮＮ)、 氯氮卓 ( ＩＮＮ)、 氯硝

西泮 (ＩＮＮ)、 氯拉卓酸、 地洛

西泮 ( ＩＮＮ)、 地西泮 ( ＩＮＮ)、
艾司唑仑 (ＩＮＮ)、 氯氟卓乙酯

(ＩＮＮ)、 氟地西泮 ( ＩＮＮ)、 氟

硝 西 泮 ( ＩＮＮ )、 氟 西 泮

(ＩＮＮ)、 哈拉西泮 ( ＩＮＮ)、 劳

拉 西 泮 ( ＩＮＮ )、 氯 甲 西 泮

(ＩＮＮ)、 马吲哚 ( ＩＮＮ)、 美达

西 泮 ( ＩＮＮ )、 咪 达 唑 仑

(ＩＮＮ)、 硝甲西泮 ( ＩＮＮ)、 硝

西 泮 ( ＩＮＮ )、 去 甲 西 泮

(ＩＮＮ)、 奥沙西泮 ( ＩＮＮ)、 匹

那 西 泮 ( ＩＮＮ )、 普 拉 西 泮

(ＩＮＮ)、 吡咯戊酮 ( ＩＮＮ)、 替

马 西 泮 ( ＩＮＮ )、 四 氢 西 泮

(ＩＮＮ) 和三唑仑 ( ＩＮＮ) 以及

它们的盐

２９３３ ９２００ ￣￣甲基谷硫磷 (ＩＳＯ)
２９３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２９ ３４ 核酸及其盐  不论是否已有化

学定义ꎻ 其他杂环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结构上含有一个非稠合噻唑环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

９０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４ １０１０ ￣￣￣三苯甲基氨噻肟酸

２９３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２９３４ ２０００ ￣结构上含有一个苯并噻唑环系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ꎬ
但未经进一步稠合的

２９３４ ３０００ ￣结构上含有一个吩噻嗪环系

(不论是否氢化) 的化合物ꎬ
但未经进一步稠合的

￣其他:
２９３４ ９１００ ￣￣阿米雷司 ( ＩＮＮ)、 溴替唑仑

(ＩＮＮ)、 氯噻西泮 ( ＩＮＮ)、 氯

恶 唑 仑 ( ＩＮＮ )、 右 吗 拉 胺

(ＩＮＮ)、 卤恶唑仑 ( ＩＮＮ)、 凯

他 唑 仑 ( ＩＮＮ )、 美 索 卡

(ＩＮＮ)、 恶唑仑 ( ＩＮＮ)、 匹莫

林 (ＩＮＮ)、 苯巴曲嗪 ( ＩＮＮ)、
芬美曲嗪 ( ＩＮＮ) 和舒芬太尼

(ＩＮＮ) 以及它们的盐

￣￣其他:
２９３４ ９９１０ ￣￣￣磺内酯及磺内酰胺

２９３４ ９９２０ ￣￣￣呋喃唑酮

２９３４ ９９３０ ￣￣￣核酸及其盐

２９３４ ９９４０ ￣￣￣奈韦拉平、 依发韦仑、 利托

那韦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４ ９９５０ ￣￣￣克拉维酸及其盐

２９３４ ９９６０ ￣￣￣７￣苯乙酰氨基￣３￣氯甲基￣４￣头
孢烷酸对甲氧基苄酯、 ７￣氨基

头孢烷酸、 ７￣氨基脱乙酰氧基

头孢烷酸

２９３４ ９９９０ ￣￣￣其他

２９ ３５ 磺 (酰) 胺: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３５ １０００ ￣Ｎ￣甲基全氟辛基磺酰胺

２９３５ ２０００ ￣Ｎ￣乙基全氟辛基磺酰胺

２９３５ ３０００ ￣Ｎ￣乙基￣Ｎ￣ ( ２￣羟乙基) 全氟

辛基磺酰胺

２９３５ ４０００ ￣Ｎ￣ (２￣羟乙基) ￣Ｎ￣甲基全氟

辛基磺酰胺

２９３５ ５０００ ￣其他全氟辛基磺酰胺

２９３５ ９０００ ￣其他

第十一分章　 维生素原、
维生素及激素

０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 ３６ 天然或合成再制的维生素原和

维生素 (包括天然浓缩物) 及

其主要用作维生素的衍生物ꎬ
上述产品的混合物ꎬ 不论是否

溶于溶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包装

５ ＣＡＳ 号

￣未混合的维生素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１００ ￣￣维生素 Ａ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２００ ￣￣维生素 Ｂ１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３００ ￣￣维生素 Ｂ２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４００ ￣￣Ｄ 或 ＤＬ￣泛酸 (维生素 Ｂ３ 或

维生素 Ｂ５)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５００ ￣￣维生素 Ｂ６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６００ ￣￣维生素 Ｂ１２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７００ ￣￣维生素 Ｃ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８００ ￣￣维生素 Ｅ 及其衍生物

２９３６ ２９００ ￣￣其他维生素及其衍生物

￣其他ꎬ 包括天然浓缩物:
２９３６ ９０１０ ￣￣￣维生素 ＡＤ３

２９３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３７ 天然或合成再制的激素、 前列

腺素、 血栓烷和白细胞三烯以

及它们的衍生物和结构类似

物ꎬ 包括主要用作激素的改性

链多肽: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包装

５ ＣＡＳ 号

￣多肽激素、 蛋白激素和糖蛋白

激素以及它们的衍生物和结构

类似物:
２９３７ １１００ ￣￣生长激素及其衍生物及结构

类似物

￣￣胰岛素及其盐:
２９３７ １２１０ ￣￣￣重组人胰岛素及其盐

２９３７ １２９０ ￣￣￣其他

２９３７ １９００ ￣￣其他

￣甾族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

似物:
２９３７ ２１００ ￣￣可的松、 氢化可的松、 脱氢

可的松及脱氢皮 (甾) 醇

￣￣皮质甾类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２９３７ ２２１０ ￣￣￣地塞米松

２９３７ ２２９０ ￣￣￣其他

￣￣雌 (甾) 激素和孕激素:
￣￣￣动物源的:

１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７ ２３１１ ￣￣￣￣孕马结合雌激素

２９３７ ２３１９ ￣￣￣￣其他

２９３７ ２３９０ ￣￣￣其他

２９３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２９３７ ５０００ ￣前列腺素、 血栓烷和白细胞三

烯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２９３７ ９０００ ￣其他

第十二分章　 天然或合成再制

的苷 (配糖物)、 生物碱及其

盐、 醚、 酯和其他衍生物

２９ ３８ 天然或合成再制的苷 (配糖

物) 及其盐、 醚、 酯和其他衍

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来 源 ( 天

然、 合成再制)

５ ＣＡＳ 号

２９３８ １０００ ￣芸香苷及其衍生物

￣其他:
２９３８ ９０１０ ￣￣￣齐多夫定、 拉米夫定、 司他

夫定、 地达诺新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３９ 天然或合成再制的生物碱及其

盐、 醚、 酯和其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 途ꎻ ４ 来 源 ( 天

然、 合成再制)

５ ＣＡＳ 号

￣鸦片碱及其衍生物ꎬ 以及它们

的盐:
２９３９ １１００ ￣￣罂粟 杆 浓 缩 物、 丁 丙 诺 啡

(ＩＮＮ)、 可待因、 双氢可待因

( ＩＮＮ)、 乙 基 吗 啡、 埃 托 啡

( ＩＮＮ )、 海 洛 因、 氢 可 酮

(ＩＮＮ)、 氢吗啡酮 ( ＩＮＮ)、 吗

啡、 尼可吗啡 (ＩＮＮ)、 羟考酮

(ＩＮＮ)、 羟吗啡酮 ( ＩＮＮ)、 福

尔 可 定 ( ＩＮＮ )、 醋 氢 可 酮

(ＩＮＮ) 和蒂巴因ꎬ 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３９ １９００ ￣￣其他

２９３９ ２０００ ￣金鸡纳生物碱及其衍生物ꎬ 以

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９ ３０００ ￣咖啡因及其盐

￣麻黄碱类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４１００ ￣￣麻黄碱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４２００ ￣￣假麻黄碱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４３００ ￣￣ｄ￣去甲假麻黄碱 (ＩＮＮ) 及其

盐

２９３９ ４４００ ￣￣去甲麻黄碱及其盐

２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３９ ４９００ ￣￣其他

￣茶碱和氨茶碱及其衍生物ꎬ 以

及它们的盐:
２９３９ ５１００ ￣￣芬乙茶碱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５９００ ￣￣其他

￣麦角生物碱及其衍生物ꎬ 以及

它们的盐:
２９３９ ６１００ ￣￣麦角新碱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６２００ ￣￣麦角胺 (ＩＮＮ) 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６３００ ￣￣麦角酸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６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植物来源的:
￣￣可卡因、 芽子碱、 左甲苯丙

胺、 去氧麻黄碱 (ＩＮＮ)、 去氧

麻黄碱外消旋体ꎬ 它们的盐、
酯及其他衍生物:

２９３９ ７１１０ ￣￣￣可卡因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７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２９３９ ７９１０ ￣￣￣烟碱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７９２０ ￣￣￣番木鳖碱 (士的年) 及其盐

２９３９ ７９９０ ￣￣￣其他

２９３９ ８０００ ￣其他 (相应子目ꎬ 例如税目

２９ ３３ 和 ２９ ３４ 项下的)
第十三分章　 其他有机化合物

２９ ４０ 化学纯糖ꎬ 但蔗糖、 乳糖、 麦

芽糖、 葡萄糖及果糖除外ꎻ 糖

醚、 糖缩醛和糖酯及其盐ꎬ 但

不包括税目 ２９ ３７、 ２９ ３８ 及

２９ ３９ 的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４０ ００１０ ￣￣￣木糖

２９４０ ０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４１ 抗菌素: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 ３ 用途 (用于

制口 服、 注 射

还是外用药)

４ ＣＡＳ 号

￣青霉素和具有青霉烷酸结构的

青霉素衍生物及其盐:
￣￣￣氨苄青霉素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１０１１ ￣￣￣￣氨苄青霉素

２９４１ １０１２ ￣￣￣￣氨苄青霉素三水酸

２９４１ １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３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１ ￣￣￣￣羟氨苄青霉素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２ ￣￣￣￣羟氨苄青霉素三水酸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３ ￣￣￣￣６ 氨基青霉烷酸 (６ＡＰＡ)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４ ￣￣￣￣青霉素 Ｖ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５ ￣￣￣￣磺苄青霉素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６ ￣￣￣￣邻氯青霉素

２９４１ １０９９ ￣￣￣￣其他

２９４１ ２０００ ￣链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四环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四环素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３０１１ ￣￣￣￣四环素

２９４１ ３０１２ ￣￣￣￣四环素盐

２９４１ ３０２０ ￣￣￣四环素衍生物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４０００ ￣氯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２９４１ ５０００ ￣红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

盐

￣其他:
２９４１ ９０１０ ￣￣￣庆大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２０ ￣￣￣卡那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３０ ￣￣￣利福平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

的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４０ ￣￣￣林可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头孢菌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２ ￣￣￣￣头孢氨苄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３ ￣￣￣￣头孢唑啉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４ ￣￣￣￣头孢拉啶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５ ￣￣￣￣头孢三嗪 (头孢曲松) 及

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６ ￣￣￣￣头孢哌酮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７ ￣￣￣￣头孢噻肟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８ ￣￣￣￣头孢克罗及其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５９ ￣￣￣￣其他

２９４１ ９０６０ ￣￣￣麦迪霉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

们的盐

４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９４１ ９０７０ ￣￣￣乙酰螺旋霉素及其衍生物以

及它们的盐

２９４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２９ ４２ 其他有机化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３ 用途 ４ ＣＡＳ 号

２９４２ ００００ 其他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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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药　 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食品及饮料 (例如ꎬ 营养品、 糖尿病食品、 强化食品、 保健食品、 滋补饮料及矿泉水)ꎬ 但不包括供静

脉摄入用的滋养品 (第四类)ꎻ
(二) 用于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制剂ꎬ 例如ꎬ 片剂、 咀嚼胶或透皮贴片 (税目 ２１ ０６ 或 ３８ ２４)ꎻ
(三) 经特殊煅烧或精细研磨的牙科用熟石膏 (税目 ２５ ２０)ꎻ
(四) 适合医药用的精油水馏液及水溶液 (税目 ３３ ０１)ꎻ
(五) 税目 ３３ ０３ 至 ３３ ０７ 的制品ꎬ 不论是否具有治疗及预防疾病的作用ꎻ
(六) 加有药料的肥皂及税目 ３４ ０１ 的其他产品ꎻ
(七) 以熟石膏为基本成分的牙科用制品 (税目 ３４ ０７)ꎻ 或

(八) 不作治疗及预防疾病用的血清蛋白 (税目 ３５ ０２)ꎮ
二、 税目 ３０ ０２ 所称的 “免疫制品” 是指直接参与免疫过程调节的多肽及蛋白质 (税目 ２９ ３７ 的货品除外)ꎬ 例如ꎬ

单克隆抗体 (ＭＡＢ)、 抗体片段、 抗体偶联物及抗体片段偶联物、 白介素、 干扰素 ( ＩＦＮ)、 趋化因子及特定的

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 生长因子 (ＧＦ)、 促红细胞生成素及集落刺激因子 (ＣＳＦ)ꎮ
三、 税目 ３０ ０３ 及 ３０ ０４ 以及本章注释四 (四) 所述的非混合产品及混合产品ꎬ 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 非混合产品:
１ 溶于水的非混合产品ꎻ
２ 第二十八章及第二十九章的所有货品ꎻ 以及

３ 税目 １３ ０２ 的单一植物浸膏ꎬ 只经标定或溶于溶剂的ꎮ
(二) 混合产品:

１ 胶体溶液及悬浮液 (胶态硫磺除外)ꎻ
２ 从植物性混合物加工所得的植物浸膏ꎻ 以及

３ 蒸发天然矿质水所得的盐及浓缩物ꎮ
四、 税目 ３０ ０６ 仅适用于下列物品 (这些物品只能归入税目 ３０ ０６ 而不得归入本目录其他税目):

(一) 无菌外科肠线、 类似的无菌缝合材料 (包括外科或牙科用无菌可吸收缝线) 及外伤创口闭合用的无菌黏

合胶布ꎻ
(二) 无菌昆布及无菌昆布塞条ꎻ
(三) 外科或牙科用无菌吸收性止血材料ꎻ 外科或牙科用无菌抗粘连阻隔材料ꎬ 不论是否可吸收ꎻ
(四) 用于病人的 Ｘ 光检查造影剂及其他诊断试剂ꎬ 这些药剂是由单一产品配定剂量或由两种以上成分混合而

成的ꎻ
(五) 血型试剂ꎻ
(六) 牙科粘固剂及其他牙科填料ꎻ 骨骼粘固剂ꎻ
(七) 急救药箱、 药包ꎻ
(八) 以激素、 税目 ２９ ３７ 的其他产品或杀精子剂为基本成分的化学避孕药物ꎻ
(九) 专用于人类或作兽药用的凝胶制品ꎬ 作为外科手术或体检时躯体部位的润滑剂ꎬ 或者作为躯体和医疗器

械之间的耦合剂ꎻ
(十) 废药物ꎬ 即因超过有效保存期等原因而不适合作原用途的药品ꎻ 以及

(十一) 可确定用于造口术的用具ꎬ 即裁切成型的结肠造口术、 回肠造口术、 尿道造口术用袋及其具有黏性的

片或底盘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３００２ １３ 及 ３００２ １４ 所述的非混合产品、 纯物质及混合产品ꎬ 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 非混合产品或纯物质ꎬ 不论是否含有杂质ꎻ
(二) 混合产品:

１ 上述 (一) 款所述的产品溶于水或其他溶剂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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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保存或运输需要ꎬ 上述 (一) 款及 (二) １ 项所述的产品加入稳定剂的ꎻ 以及

３ 上述 (一) 款、 (二) １. 项及 (二) ２ 项所述的产品添加其他添加剂的ꎮ
二、 子目 ３００３ ６０ 和 ３００４ ６０ 包括的药品含有与其他药用活性成分配伍的口服用青蒿素 (ＩＮＮ)ꎬ 或者含有下列任何

一种活性成分ꎬ 不论是否与其他药用活性成分配伍: 阿莫地喹 (ＩＮＮ)、 蒿醚林酸及其盐 ( ＩＮＮ)、 双氢青蒿素

(ＩＮＮ)、 蒿乙醚 ( ＩＮＮ)、 蒿甲醚 ( ＩＮＮ)、 青蒿琥酯 ( ＩＮＮ)、 氯喹 ( ＩＮＮ)、 二氢青蒿素 ( ＩＮＮ)、 苯芴醇

(ＩＮＮ)、 甲氟喹 (ＩＮＮ)、 哌喹 (ＩＮＮ)、 乙胺嘧啶 (ＩＮＮ) 或磺胺多辛 (ＩＮＮ)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０ ０１ 已干燥的器官疗法用腺体及其

他器官ꎬ 不论是否制成粉末ꎻ
器官疗法用腺体、 其他器官及

其分泌物的提取物ꎻ 肝素及其

盐ꎻ 其他供治疗或预防疾病用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人体或动

物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

４ 品 牌 ( 英

文)ꎻ ５ 型号

３００１ ２０００ ￣腺体、 其他器官及其分泌物的

提取物

￣其他:
３００１ ９０１０ ￣￣￣肝素及其盐

３０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０ ０２ 人血ꎻ 治病、 防病或诊断用的

动物血制品ꎻ 抗血清、 其他血

份及免疫制品ꎬ 不论是否修饰

或通过生物工艺加工制得ꎻ 疫

苗、 毒素、 培养微生物 (不包

括酵母) 及类似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ꎻ ４ 是否配定剂

量ꎻ ５ 是否零售包装ꎻ
６ 是否为检定参照物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包装规

格

￣抗血清、 其他血份及免疫制

品ꎬ 不论是否修饰或通过生物

工艺加工制得:
３００２ １１００ ￣￣疟疾诊断试剂盒

３００２ １２００ ￣￣抗血清及其他血份

３００２ １３００ ￣￣非混合的免疫制品ꎬ 未配定

剂量或制成零售包装

３００２ １４００ ￣￣混合的免疫制品ꎬ 未配定剂

量或制成零售包装

３００２ １５００ ￣￣免疫制品ꎬ 已配定剂量或制

成零售包装

３０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００２ ２０００ ￣人用疫苗

３００２ ３０００ ￣兽用疫苗

￣其他:
３００２ ９０１０ ￣￣￣石房蛤毒素

３００２ ９０２０ ￣￣￣蓖麻毒素

７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００２ ９０３０ ￣￣￣细菌及病毒

３００２ ９０４０ ￣￣￣遗传物质和基因修饰生物体

３０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０ ０３ 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混合而成

的治病或防病用药品 (不包括

税目 ３０ ０２、 ３０ ０５ 或 ３０ ０６ 的
货品)ꎬ 未配定剂量或制成零

售包装: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是否配定剂量或

零售包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包装规

格

￣含有青霉素及具有青霉烷酸结

构的青霉素衍生物或链霉素及

其衍生物:
￣￣￣青霉素:

３００３ １０１１ ￣￣￣￣氨苄青霉素

３００３ １０１２ ￣￣￣￣羟氨苄青霉素

３００３ １０１３ ￣￣￣￣青霉素 Ｖ
３００３ １０１９ ￣￣￣￣其他

３０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抗菌素:
￣￣￣头孢菌素: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１ ￣￣￣￣头孢噻肟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２ ￣￣￣￣头孢他啶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３ ￣￣￣￣头孢西丁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４ ￣￣￣￣头孢替唑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５ ￣￣￣￣头孢克罗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６ ￣￣￣￣头孢呋辛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７ ￣￣￣￣头孢三嗪 (头孢曲松)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８ ￣￣￣￣头孢哌酮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９ ￣￣￣￣其他

３０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激素或税目 ２９ ３７
的其他产品:

３００３ ３１００ ￣￣含有胰岛素

３００３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生物碱及其衍生

物:
３００３ ４１００ ￣￣含有麻黄碱及其盐

３００３ ４２００ ￣￣含有伪麻黄碱 ( ＩＮＮ) 及其

盐

３００３ ４３００ ￣￣含有去甲麻黄碱及其盐

３００３ ４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本章子目注释二所

列抗疟疾活性成分的:

８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００３ ６０１０ ￣￣￣含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３００３ ６０９０ ￣￣￣其他

３０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０ ０４ 由混合或非混合产品构成的治

病或防病用药品 (不包括税目

３０ ０２、 ３０ ０５ 或 ３０ ０６ 的 货

品)ꎬ 已配定剂量 (包括制成

皮肤摄入形式的) 或制成零售

包装: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是否配定剂量或

零售包装

５ 品牌ꎻ ６ 包

装规格

￣含有青霉素及具有青霉烷酸结

构的青霉素衍生物或链霉素及

其衍生物:
￣￣￣青霉素:

３００４ １０１１ ￣￣￣￣氨苄青霉素制剂

３００４ １０１２ ￣￣￣￣羟氨苄青霉素制剂

３００４ １０１３ ￣￣￣￣青霉素 Ｖ 制剂

３００４ １０１９ ￣￣￣￣其他

３０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抗菌素:
￣￣￣头孢菌素: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１ ￣￣￣￣头孢噻肟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２ ￣￣￣￣头孢他啶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３ ￣￣￣￣头孢西丁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４ ￣￣￣￣头孢替唑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５ ￣￣￣￣头孢克罗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６ ￣￣￣￣头孢呋辛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７ ￣￣￣￣头孢三嗪 (头孢曲松) 制

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８ ￣￣￣￣头孢哌酮制剂

３００４ ２０１９ ￣￣￣￣其他

３０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激素或税目 ２９ ３７
的其他产品:
￣￣含有胰岛素:

３００４ ３１１０ ￣￣￣含有重组人胰岛素的

３００４ ３１９０ ￣￣￣其他

３００４ ３２００ ￣￣含有皮质甾类激素及其衍生

物或结构类似物

３００４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含有生物碱及其衍生

物:
３００４ ４１００ ￣￣含有麻黄碱及其盐

９１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００４ ４２００ ￣￣含有伪麻黄碱 ( ＩＮＮ) 及其

盐

３００４ ４３００ ￣￣含有去甲麻黄碱及其盐

３００４ ４９００ ￣￣其他

３００４ ５０００ ￣其他ꎬ 含 有 维 生 素 或 税 目

２９ ３６ 所列产品

￣其他ꎬ 含有本章子目注释二所

列抗疟疾活性成分的:
３００４ ６０１０ ￣￣￣含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３００４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００４ ９０１０ ￣￣￣含有磺胺类

３００４ ９０２０ ￣￣￣含有联苯双酯

￣￣￣中式成药: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１ ￣￣￣￣中药酒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２ ￣￣￣￣片仔癀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３ ￣￣￣￣白药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４ ￣￣￣￣清凉油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５ ￣￣￣￣安宫牛黄丸

３００４ ９０５９ ￣￣￣￣其他

３０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０ ０５ 软填料、 纱布、 绷带及类似物

品 (例如ꎬ 敷料、 橡皮膏、 泥

罨剂)ꎬ 经过药物浸涂或制成

零售包装供医疗、 外科、 牙科

或兽医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是否经过药物浸

涂或制成零售包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包装规

格

￣胶粘敷料及有胶粘涂层的其他

物品:
３００５ １０１０ ￣￣￣橡皮膏

３００５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００５ ９０１０ ￣￣￣药棉、 纱布、 绷带

３０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０ ０６ 本章注释四所规定的医药用

品:
３００６ １０００ ￣无菌外科肠线、 类似的无菌缝

合材料 (包括外科或牙科用无

菌可吸收缝线) 及外伤创口闭

合用的无菌黏合胶布ꎻ 无菌昆

布及无菌昆布塞条ꎻ 外科或牙

科用无菌吸收性止血材料ꎻ 外

科或牙科用无菌抗粘连阻隔材

料ꎬ 不论是否可吸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包装规

格

０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００６ ２０００ ￣血型试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３００６ ３０００ ￣Ｘ 光检验造影剂ꎻ 用于病人的

诊断试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３００６ ４０００ ￣牙科粘固剂及其他牙科填料ꎻ
骨骼粘固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３００６ ５０００ ￣急救药箱、 药包 １ 品名ꎻ ２ 组成 (指箱

或包中的药品、 器具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不包括医生用较复杂

的医药包ꎮ 例: 急救

药箱 (组成: 双氧

水、 碘酊、 红汞、 山

金车花酊剂、 少量敷

料、 药膏、 剪刀、 镊

子)
￣以激素、 税目 ２９ ３７ 其他产品

或杀精子剂为基本成分的化学

避孕药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３００６ ６０１０ ￣￣￣以激素为基本成分的避孕药

物

３００６ ６０９０ ￣￣￣其他

３００６ ７０００ ￣专用于人类或兽药的凝胶制

品ꎬ 作为外科手术或体检时躯

体部位的润滑剂ꎬ 或者作为躯

体和医疗器械之间的耦合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其他:
３００６ ９１００ ￣￣可确定用于造口术的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３００６ ９２００ ￣￣废药物 １ 品名

１２２



第三十一章　 肥　 料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０５ １１ 的动物血ꎻ
(二)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 [符合下列注释二 (一)、 三 (一)、 四 (一) 或五所规定的化合物除

外]ꎻ 或

(三) 税目 ３８ ２４ 的每颗重量不低于 ２ ５ 克的氯化钾培养晶体 (光学元件除外)ꎻ 氯化钾光学元件 (税目

９０ ０１)ꎮ
二、 税目 ３１ ０２ 只适用于下列货品ꎬ 但未制成税目 ３１ ０５ 所述形状或包装:

(一) 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规定的货品:
１ 硝酸钠ꎬ 不论是否纯净ꎻ
２ 硝酸铵ꎬ 不论是否纯净ꎻ
３ 硫酸铵及硝酸铵的复盐ꎬ 不论是否纯净ꎻ
４ 硫酸铵ꎬ 不论是否纯净ꎻ
５ 硝酸钙及硝酸铵的复盐 (不论是否纯净) 或硝酸钙及硝酸铵的混合物ꎻ
６ 硝酸钙及硝酸镁的复盐 (不论是否纯净) 或硝酸钙及硝酸镁的混合物ꎻ
７ 氰氨化钙ꎬ 不论是否纯净或用油处理ꎻ
８ 尿素ꎬ 不论是否纯净ꎮ

(二) 由上述 (一) 款任何货品相互混合的肥料ꎮ
(三) 由氯化铵或上述 (一) 或 (二) 款任何货品与白垩、 石膏或其他无肥效无机物混合而成的肥料ꎮ
(四) 由上述 (一) ２ 或 ８ 项的货品或其混合物溶于水或液氨的液体肥料ꎮ

三、 税目 ３１ ０３ 只适用于下列货品ꎬ 但未制成税目 ３１ ０５ 所述形状或包装:
(一) 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规定的货品:

１ 碱性熔渣ꎻ
２ 税目 ２５ １０ 的天然磷酸盐ꎬ 已焙烧或经过超出清除杂质范围的热处理ꎻ
３ 过磷酸钙 (一过磷酸钙、 二过磷酸钙或三过磷酸钙)ꎻ
４ 磷酸氢钙ꎬ 按干燥无水产品重量计含氟量不低于 ０ ２％ꎮ

(二) 由上述 (一) 款的任何货品相互混合的肥料ꎬ 不论含氟量多少ꎮ
(三) 由上述 (一) 或 (二) 款的任何货品与白垩、 石膏或其他无肥效无机物混合而成的肥料ꎬ 不论含氟量多

少ꎮ
四、 税目 ３１ ０４ 只适用于下列货品ꎬ 但未制成税目 ３１ ０５ 所述形状或包装:

(一) 符合下列任何一条规定的货品:
１ 天然粗钾盐 (例如ꎬ 光卤石、 钾盐镁矾及钾盐)ꎻ
２ 氯化钾ꎬ 不论是否纯净ꎬ 但上述注释一 (三) 所述的产品除外ꎻ
３ 硫酸钾ꎬ 不论是否纯净ꎻ
４ 硫酸镁钾ꎬ 不论是否纯净ꎮ

(二) 由上述 (一) 款任何货品相互混合的肥料ꎮ
五、 磷酸二氢铵及磷酸氢二铵 (不论是否纯净) 及其相互之间的混合物应归入税目 ３１ ０５ꎮ
六、 税目 ３１ ０５ 所称 “其他肥料”ꎬ 仅适用于其基本成分至少含有氮、 磷、 钾中一种肥效元素的肥料用产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２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１ ０１ 动物或植物肥料ꎬ 不论是否相

互混合或经化学处理ꎻ 动植物

产品经混合或化学处理制成的

肥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ꎻ ４ 外观ꎻ ５ 每

包重量ꎻ ６ 是否经过化

学处理或与化学肥料混

合

７ 品牌 不包括天然与化学肥

料的混合物 (税目

３１ ０５)

￣￣￣未经化学处理:
３１０１ ００１１ ￣￣￣￣鸟粪

３１０１ ００１９ ￣￣￣￣其他

３１０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１ ０２ 矿物氮肥及化学氮肥: １ 品名ꎻ ２ 每包重量 ３ 总 氮 含 量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成分含

量

３１０２ １０００ ￣尿素ꎬ 不论是否水溶液

￣硫酸铵ꎻ 硫酸铵和硝酸铵的复

盐及混合物:
３１０２ ２１００ ￣￣硫酸铵

３１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３１０２ ３０００ ￣硝酸铵ꎬ 不论是否水溶液

３１０２ ４０００ ￣硝酸铵与碳酸钙或其他无肥效

无机物的混合物

３１０２ ５０００ ￣硝酸钠

３１０２ ６０００ ￣硝酸钙和硝酸铵的复盐及混合

物

３１０２ ８０００ ￣尿素及硝酸铵混合物的水溶液

或氨水溶液

￣其他ꎬ 包括上述子目未列名的

混合物:
３１０２ ９０１０ ￣￣￣氰氨化钙

３１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１ ０３ 矿物磷肥及化学磷肥: １ 品名ꎻ ２ 每包重量 ３ 总 磷 含 量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过磷酸钙:
￣￣按 重 量 计 五 氧 化 二 磷

(Ｐ２Ｏ５) 含量在 ３５％及以上:
３１０３ １１１０ ￣￣￣重过磷酸钙

３１０３ １１９０ ￣￣￣其他

３１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１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１ ０４ 矿物钾肥及化学钾肥:

３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氯化钾: １ 品名ꎻ ２ 每包重量ꎻ
３ 按照重量计氯化钾含

量

４ 总 钾 含 量

(以氧化物计)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１０４ ２０２０ ￣￣￣纯氯化钾

３１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１０４ ３０００ ￣硫酸钾 １ 品名ꎻ ２ 每包重量 ３ 总 钾 含 量

(以氧化物计)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每包重量 ３ 总 钾 含 量

(以氧化物计)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１０４ ９０１０ ￣￣￣光卤石、 钾盐及其他天然粗

钾盐

３１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１ ０５ 含氮、 磷、 钾中两种或三种肥

效元素的矿物肥料或化学肥

料ꎻ 其他肥料ꎻ 制成片及类似

形状或每包毛重不超过 １０ 千

克的本章各项货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每包重量

４ 总 氮 含 量、
总磷 含 量、 总

钾 (以氧化物

计 ) 含 量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号

３１０５ １０００ ￣制成片及类似形状或每包毛重

不超过 １０ 千克的本章各项货

品

３１０５ ２０００ ￣含氮、 磷、 钾三种肥效元素的

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３１０５ ３０００ ￣磷酸氢二铵

３１０５ ４０００ ￣磷酸二氢铵及磷酸二氢铵与磷

酸氢二铵的混合物

￣其他含氮、 磷两种肥效元素的

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３１０５ ５１００ ￣￣含有硝酸盐及磷酸盐

３１０５ ５９００ ￣￣其他

３１０５ ６０００ ￣含磷、 钾两种肥效元素的矿物

肥料或化学肥料

￣其他:
３１０５ ９０１０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

３１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２２



第三十二章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ꎻ 鞣酸及其衍生物ꎻ 染料、 颜料及其他着色料ꎻ
油漆及清漆ꎻ 油灰及其他类似胶黏剂ꎻ 墨水、 油墨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学元素及化合物 (税目 ３２ ０３ 及 ３２ ０４ 的货品、 税目 ３２ ０６ 的用作发光体的无

机产品、 税目 ３２ ０７ 所述形状的熔融石英或其他熔融硅石制成的玻璃及税目 ３２ １２ 的零售形状或零售包

装的染料及其他着色料除外)ꎻ
(二) 税目 ２９ ３６ 至 ２９ ３９、 ２９ ４１ 及 ３５ ０１ 至 ３５ ０４ 的鞣酸盐及其他鞣酸衍生物ꎻ 或

(三) 沥青胶黏剂 (税目 ２７ １５)ꎮ
二、 税目 ３２ ０４ 包括生产偶氮染料用的稳定重氮盐与偶合物的混合物ꎮ
三、 税目 ３２ ０３、 ３２ ０４、 ３２ ０５ 及 ３２ ０６ 也包括以着色料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例如ꎬ 税目 ３２ ０６ 包括以税目 ２５ ３０

或第二十八章的颜料ꎬ 金属粉片及金属粉末为基本成分的制品)ꎮ 该制品是用作原材料着色剂的拼料ꎮ 但以上

税目不包括分散在非水介质中呈液状或浆状的制漆用颜料ꎬ 例如ꎬ 税目 ３２ １２ 的瓷漆及税目 ３２ ０７、 ３２ ０８、
３２ ０９、 ３２ １０、 ３２ １２、 ３２ １３ 及 ３２ １５ 的其他制品ꎮ

四、 税目 ３２ ０８ 包括由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３ 所列产品溶于挥发性有机溶剂的溶液 (胶棉除外)ꎬ 但溶剂重量必须超

过溶液重量的 ５０％ꎮ
五、 本章所称 “着色料”ꎬ 不包括作为油漆填料的产品ꎬ 不论这些产品能否用于水浆涂料的着色ꎮ
六、 税目 ３２ １２ 所称 “压印箔”ꎬ 只包括用以压印诸如书本封面或帽带之类的薄片ꎬ 这些薄片由以下材料构成:

(一) 金属粉 (包括贵金属粉) 或颜料经胶水、 明胶及其他黏合剂凝结而成的ꎻ 或

(二) 金属 (包括贵金属) 或颜料沉积于任何材料衬片上的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２ ０１ 植物鞣料浸膏ꎻ 鞣酸及其盐、
醚、 酯和其他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２０１ １０００ ￣坚木浸膏

３２０１ ２０００ ￣荆树皮浸膏

￣其他:
３２０１ ９０１０ ￣￣￣其他鞣料浸膏

３２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２ ０２ 有机合成鞣料ꎻ 无机鞣料ꎻ 鞣

料制剂ꎬ 不论是否含有天然鞣

料ꎻ 预鞣用酶制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型号ꎻ ４ 是否为无铬

鞣料

５ 品牌ꎻ ６ 包

装规格

３２０２ １０００ ￣有机合成鞣料

３２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２ ０３ 动植物质着色料 (包括染料浸

膏ꎬ 但动物炭黑除外)ꎬ 不论

是否已有化学定义ꎻ 本章注释

三所述的以动植物质着色料为

基本成分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

４ 包装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成分含量

５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植物质着色料及以其为基本

成分的制品:
３２０３ ００１１ ￣￣￣￣天然靛蓝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３２０３ ００１９ ￣￣￣￣其他

３２０３ ００２０ ￣￣￣动物质着色料及以其为基本

成分的制品

３２ ０４ 有机合成着色料ꎬ 不论是否已

有化学定义ꎻ 本章注释三所述

的以有机合成着色料为基本成

分的制品ꎻ 用作荧光增白剂或

发光体的有机合成产品ꎬ 不论

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染料须报明

种类

５ 包 装 规 格ꎻ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有机合成着色料及本章注释三

所述的以有机合成着色料为基

本成分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１００ ￣￣分散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２００ ￣￣酸性染料 (不论是否预金属

络合) 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ꎻ 媒染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

分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３００ ￣￣碱性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４００ ￣￣直接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瓮染料 (包括颜料用的) 及

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５１０ ￣￣￣合成靛蓝 (还原靛蓝)
３２０４ １５９０ ￣￣￣其他

３２０４ １６００ ￣￣活性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７００ ￣￣颜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

￣￣其他ꎬ 包括由子目 ３２０４ １１
至 ３２０４ １９ 中两个或多个子目

所列着色料组成的混合物:
￣￣￣硫化染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９１１ ￣￣￣￣硫化黑 (硫化青) 及以其

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３２０４ １９１９ ￣￣￣￣其他

３２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６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２０４ ２０００ ￣用作荧光增白剂的有机合成产

品

￣其他:
３２０４ ９０１０ ￣￣￣生物染色剂及染料指示剂

３２０４ ９０２０ ￣￣￣胡萝卜素及类胡萝卜素

３２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２ ０５ 色淀ꎻ 本章注释三所述的以色

淀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３ 包装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３２０５ ００００ 色淀ꎻ 本章注释三所述的以色

淀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３２ ０６ 其他着色料ꎻ 本章注释三所述

的制品ꎬ 但税目 ３２ ０３、 ３２ ０４
及 ３２ ０５ 的货品除外ꎻ 用作发

光体的无机产品ꎬ 不论是否已

有化学定义:
￣以二氧化钛为基本成分的颜料

及制品:
￣￣以干物质计二氧化钛含量在

８０％及以上的:
３２０６ １１１０ ￣￣￣钛白粉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ꎻ ５ 型

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入放

射性 盐ꎬ 请 注

明放射性比度ꎻ
８ 级别ꎻ ９ 签

约日期

３２０６ １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型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

入 放 射 性 盐ꎬ
请注明放射性

比度

３２０６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型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

入 放 射 性 盐ꎬ
请注明放射性

比度

３２０６ ２０００ ￣以铬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的颜料

及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型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

入 放 射 性 盐ꎬ
请注明放射性

比度

７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着色料及其他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型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

入 放 射 性 盐ꎬ
请注明放射性

比度

３２０６ ４１００ ￣￣群青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

品

￣￣锌钡白及以硫化锌为基本成

分的其他颜料和制品:
３２０６ ４２１０ ￣￣￣锌钡白

３２０６ ４２９０ ￣￣￣其他

￣￣其他:
￣￣￣以铋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的颜

料及制品:
３２０６ ４９１１ ￣￣￣￣以钒酸铋为基本成分的颜料

及制品

３２０６ ４９１９ ￣￣￣￣其他

３２０６ ４９９０ ￣￣￣其他

３２０６ ５０００ ￣用作发光体的无机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型号ꎻ ６ 品

牌ꎻ ７ 如果加

入 放 射 性 盐ꎬ
请注明放射性

比度

８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３２ ０７ 陶瓷、 搪瓷及玻璃工业用的调

制颜料、 遮光剂、 着色剂、 珐

琅和釉料、 釉底料 (泥釉)、
光瓷釉以及类似产品ꎻ 搪瓷玻

璃料及其他玻璃ꎬ 呈粉、 粒或

粉片状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包装ꎻ ６ 品

牌ꎻ ７ 型号

３２０７ １０００ ￣调制颜料、 遮光剂、 着色剂及

类似制品

３２０７ ２０００ ￣珐琅和釉料、 釉底料 (泥釉)
及类似制品

３２０７ ３０００ ￣光瓷釉及类似制品

３２０７ ４０００ ￣搪瓷玻璃料及其他玻璃ꎬ 呈

粉、 粒或粉片状的

３２ ０８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性天然

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

漆 (包括瓷漆及大漆)ꎬ 分散

于或溶于非水介质的ꎻ 本章注

释四所述的溶液: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是否分散于

或溶于非水介质ꎻ ５ 施

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

含量

６ 包装ꎻ ７ 品

牌ꎻ ８ 型号

３２０８ １０００ ￣以聚酯为基本成分

８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以丙烯酸聚合物或乙烯聚合物

为基本成分:
３２０８ ２０１０ ￣￣￣以丙烯酸聚合物为基本成分

３２０８ ２０２０ ￣￣￣以乙烯聚合物为基本成分

￣其他:
３２０８ ９０１０ ￣￣￣以聚胺酯类化合物为基本成

分

３２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２ ０９ 以合成聚合物或化学改性天然

聚合物为基本成分的油漆及清

漆 (包括瓷漆及大漆)ꎬ 分散

于或溶于水介质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是否分散于

或溶于水介质ꎻ ５ 施工

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

６ 包装ꎻ ７ 品

牌ꎻ ８ 型号

３２０９ １０００ ￣以丙烯酸聚合物或乙烯聚合物

为基本成分

￣其他:
３２０９ ９０１０ ￣￣￣以环氧树脂为基本成分

３２０９ ９０２０ ￣￣￣以氟树脂为基本成分

３２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２ １０ 其他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
大漆及水浆涂料)ꎻ 加工皮革

用的水性颜料: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施工状态下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５ 包装ꎻ ６ 品

牌ꎻ ７ 型号

３２１０ ００００ 其他油漆及清漆 (包括瓷漆、
大漆及水浆涂料)ꎻ 加工皮革

用的水性颜料

３２ １１ 配制的催干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２１１ ００００ 配制的催干剂

３２ １２ 制造油漆 (含瓷漆) 用的颜料

(包括金属粉末或金属粉片)ꎬ
分散于非水介质中呈液状或浆

状的ꎻ 压印箔ꎻ 零售形状及零

售包装的染料或其他着色料:
３２１２ １０００ ￣压印箔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ꎻ ５ 外

观ꎻ ６ 品 牌ꎻ
７ 规格ꎻ ８ 加

工工艺

３２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

４ 包装ꎻ ５ 外

观ꎻ ６ 品牌

３２ １３ 艺术家、 学生和广告美工用的

颜料、 调色料、 文娱颜料及类

似品ꎬ 片状、 管装、 罐装、 瓶

装、 扁盒装以及类似形状或包

装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是否成

套

９２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２１３ １０００ ￣成套的颜料

３２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２ １４ 安装玻璃用油灰、 接缝用油

灰、 树脂胶泥、 嵌缝胶及其他

类似胶黏剂ꎻ 漆工用填料ꎻ 非

耐火涂面制剂ꎬ 涂门面、 内

墙、 地板、 天花板等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用途ꎻ ４ 包装ꎻ ５ 施

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

含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安装玻璃用油灰、 接缝用油

灰、 树脂胶泥、 嵌缝胶及其他

类似胶黏剂ꎻ 漆工用填料:
３２１４ １０１０ ￣￣￣半导体器件封装材料

３２１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３２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２ １５ 印刷油墨、 书写或绘图墨水及

其他墨类ꎬ 不论是否固体或浓

缩:
￣印刷油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子

目 ８４４３ ３１、 ８４４３ ３２ 或

８４４３ ３９ 所列设备用等)ꎻ
３ 包装ꎻ ４ 颜色ꎻ ５ 成

分含量ꎻ ６ 是否具有曝

光显影功能ꎻ ７ 若为工

程形态需注明ꎻ ８ 是否

为固体

３２１５ １１００ ￣￣黑色

３２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含量

３２１５ ９０１０ ￣￣￣书写墨水

３２１５ ９０２０ ￣￣￣水性喷墨墨水

３２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３２



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香膏ꎻ 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１３ ０１ 或 １３ ０２ 的天然油树脂或植物浸膏ꎻ
(二) 税目 ３４ ０１ 的肥皂及其他产品ꎻ 或

(三) 税目 ３８ ０５ 的脂松节油、 木松节油和硫酸盐松节油及其他产品ꎮ
二、 税目 ３３ ０２ 所称 “香料”ꎬ 仅指税目 ３３ ０１ 所列的物质、 从这些物质离析出来的香料组分以及合成芳香剂ꎮ
三、 税目 ３３ ０３ 至 ３３ ０７ 主要包括适合作这些税目所列用途的零售包装产品ꎬ 不论其是否混合 (精油水馏液及水溶

液除外)ꎮ
四、 税目 ３３ ０７ 所称 “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ꎬ 主要适用于下列产品: 香袋ꎻ 通过燃烧散发香气的制品ꎻ 香纸

及用化妆品浸渍或涂布的纸ꎻ 隐形眼镜片或假眼用的溶液ꎻ 用香水或化妆品浸渍、 涂布、 包覆的絮胎、 毡呢及

无纺织物ꎻ 动物用盥洗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３ ０１ 精油 (无萜或含萜)ꎬ 包括浸

膏及净油ꎻ 香膏ꎻ 提取的油树

脂ꎻ 用花香吸取法或浸渍法制

成的含浓缩精油的脂肪、 固定

油、 蜡及类似品ꎻ 精油脱萜时

所得的萜烯副产品ꎻ 精油水馏

液及水溶液: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工艺

４ 包 装 规 格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成分含

量

￣柑橘属果实的精油:
３３０１ １２００ ￣￣橙油

３３０１ １３００ ￣￣柠檬油

￣￣其他:
３３０１ １９１０ ￣￣￣白柠檬油 (酸橙油)
３３０１ １９９０ ￣￣￣其他

￣非柑橘属果实的精油:
３３０１ ２４００ ￣￣胡椒薄荷油

３３０１ ２５００ ￣￣其他薄荷油

￣￣其他:
３３０１ ２９１０ ￣￣￣樟脑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２０ ￣￣￣香茅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３０ ￣￣￣茴香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４０ ￣￣￣桂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５０ ￣￣￣山苍子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６０ ￣￣￣桉叶油

￣￣￣其他:
３３０１ ２９９１ ￣￣￣￣老鹳草油 (香叶油)
３３０１ ２９９９ ￣￣￣￣其他

￣香膏:

１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３０１ ３０１０ ￣￣￣鸢尾凝脂

３３０１ ３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３０１ ９０１０ ￣￣￣提取的油树脂

３３０１ ９０２０ ￣￣￣柑橘属果实的精油脱萜烯副

产品

３３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３ ０２ 工业原料用的芳香物质的混合

物及以一种或多种芳香物质为

基本成分的混合物 (包括酒精

溶液)ꎻ 生产饮料用的以芳香

物质为基本成分的其他制品:
￣食品或饮料工业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用

途ꎻ ４ 酒精含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包装规

格

３３０２ １０１０ ￣￣￣生产饮料用的以香料为基本

成分的制品ꎬ 按容量计酒精浓

度不超过 ０ ５％的

３３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３３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３３ ０３ 香水及花露水: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规格 ３ 品牌

３３０３ ００００ 香水及花露水

３３ ０４ 美容品或化妆品及护肤品 (药
品除外)ꎬ 包括防晒油或晒黑

油ꎻ 指 (趾) 甲化妆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规格

４ 品牌

３３０４ １０００ ￣唇用化妆品

３３０４ ２０００ ￣眼用化妆品

３３０４ ３０００ ￣指 (趾) 甲化妆品

￣其他:
３３０４ ９１００ ￣￣粉ꎬ 不论是否压紧

３３０４ ９９００ ￣￣其他

３３ ０５ 护发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规格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货号)
３３０５ １０００ ￣洗发剂 (香波)
３３０５ ２０００ ￣烫发剂

３３０５ ３０００ ￣定型剂

３３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３ ０６ 口腔及牙齿清洁剂ꎬ 包括假牙

模膏及粉ꎻ 清洁牙缝用的纱线

(牙线)ꎬ 单独零售包装的: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规格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货号)

￣洁齿品:

２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３０６ １０１０ ￣￣￣牙膏

３３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３３０６ ２０００ ￣清洁牙缝用的纱线 (牙线)
￣其他:

３３０６ ９０１０ ￣￣￣漱口剂

３３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３ ０７ 剃须用制剂、 人体除臭剂、 沐

浴用制剂、 脱毛剂和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

洗品ꎻ 室内除臭剂ꎬ 不论是否

加香水或消毒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规格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货号)

３３０７ １０００ ￣剃须用制剂

３３０７ ２０００ ￣人体除臭剂及止汗剂

３３０７ ３０００ ￣香浴盐及其他沐浴用制剂

￣室内散香或除臭制品ꎬ 包括宗

教仪式用的香:
３３０７ ４１００ ￣￣神香及其他通过燃烧散发香

气的制品

３３０７ ４９００ ￣￣其他

３３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３２



第三十四章　 肥皂、 有机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润滑剂、 人造蜡、 调制蜡、 光洁剂、
蜡烛及类似品、 塑型用膏、 “牙科用蜡” 及牙科用熟石膏制剂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用作脱模剂的食用动植物油、 脂混合物或制品 (税目 １５ １７)ꎻ
(二)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ꎻ 或

(三) 含肥皂或其他有机表面活性剂的洗发剂、 洁齿品、 剃须膏及沐浴用制剂 (税目 ３３ ０５、 ３３ ０６ 及 ３３ ０７)ꎮ
二、 税目 ３４ ０１ 所称 “肥皂”ꎬ 只适用于水溶性肥皂ꎮ 税目 ３４ ０１ 的肥皂及其他产品可以含有添加料 (例如ꎬ 消毒

剂、 磨料粉、 填料或药料)ꎮ 含磨料粉的产品ꎬ 只有条状、 块状或模制形状可以归入税目 ３４ ０１ꎮ 其他形状的应

作为 “去污粉及类似品” 归入税目 ３４ ０５ꎮ
三、 税目 ３４ ０２ 所称 “有机表面活性剂”ꎬ 是指温度在 ２０℃时与水混合配成 ０ ５％浓度的水溶液ꎬ 并在同样温度下

搁置 １ 小时后与下列规定相符的产品:
(一) 成为透明或半透明的液体或稳定的乳浊液而未离析出不溶解物质ꎻ 以及

(二) 将水的表面张力减低到每厘米 ４５ 达因及以下ꎮ
四、 税目 ３４ ０３ 所称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ꎬ 适用于第二十七章注释二所规定的产品ꎮ
五、 税目 ３４ ０４ 所称 “人造蜡及调制蜡”ꎬ 仅适用于:

(一) 用化学方法生产的具有蜡质特性的有机产品ꎬ 不论是否为水溶性的ꎻ
(二) 各种蜡混合制成的产品ꎻ
(三) 以一种或几种蜡为基本原料并含有油脂、 树脂、 矿物质或其他原料的具有蜡质特性的产品ꎮ
本税目不包括:
(一) 税目 １５ １６、 ３４ ０２ 或 ３８ ２３ 的产品ꎬ 不论是否具有蜡质特性ꎻ
(二) 税目 １５ ２１ 的未混合的动物蜡或未混合的植物蜡ꎬ 不论是否精制或着色ꎻ
(三) 税目 ２７ １２ 的矿物蜡或类似产品ꎬ 不论是否相互混合或仅经着色ꎻ 或

(四) 混合、 分散或溶解于液体溶剂的蜡 (税目 ３４ ０５、 ３８ ０９ 等)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４ ０１ 肥皂ꎻ 做肥皂用的有机表面活

性产品及制品ꎬ 条状、 块状或

模制形状的ꎬ 不论是否含有肥

皂ꎻ 洁肤用的有机表面活性产

品及制品ꎬ 液状或膏状并制成

零售包装的ꎬ 不论是否含有肥

皂ꎻ 用肥皂或洗涤剂浸渍、 涂

面或包覆的纸、 絮胎、 毡呢及

无纺织物:
￣肥皂及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制

品ꎬ 条状、 块状或模制形状

的ꎬ 以及用肥皂或洗涤剂浸

渍、 涂面或包覆的纸、 絮胎、
毡呢及无纺织物:

３４０１ １１００ ￣￣盥洗用 (包括含有药物的产

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货号)

４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３４０１ １９１０ ￣￣￣洗衣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货号)
３４０１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包装规格ꎻ
５ 浸渍物的成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货号)

３４０１ ２０００ ￣其他形状的肥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货号)
３４０１ ３０００ ￣洁肤用的有机表面活性产品及

制剂ꎬ 液状或膏状并制成零售

包装的ꎬ 不论是否含有肥皂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外观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货号)

３４ ０２ 有机表面活性剂 (肥皂除外)ꎻ
表面活性剂制品、 洗涤剂 (包
括助洗剂) 及清洁剂ꎬ 不论是

否含有肥皂ꎬ 但税目 ３４ ０１ 的

产品除外:
￣有机表面活性剂ꎬ 不论是否零

售包装: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阳离

子、 阴 离 子、 非 离 子、
两性等)ꎻ ３ 成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４０２ １１００ ￣￣阴离子型

３４０２ １２００ ￣￣阳离子型

３４０２ １３００ ￣￣非离子型

３４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零售包装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零售包装ꎻ ４ 成分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例: 洗衣粉 (每袋

４５０ 克ꎬ 主要成分为

烷基苯磺酸钠、 非离

子活性剂、 硅酸钠、
硅酸镁、 过硼酸钠、
增白剂等)

３４０２ ２０１０ ￣￣￣合成洗涤粉

３４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４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零售包装ꎻ ４ 成分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例: 洗衣粉 (每袋

５０ 千克ꎬ 主要成分

为烷基苯磺酸钠、 非

离子活性剂、 硅酸

钠、 硅酸镁、 过硼酸

钠、 增白剂等)

５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４ ０３ 润滑剂 (包括以润滑剂为基本

成分的切削油制剂、 螺栓或螺

母松开剂、 防锈或防腐蚀制剂

及脱模剂) 及用于纺织材料、
皮革、 毛皮或其他材料油脂处

理的制剂ꎬ 但不包括以石油或

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为基本

成分 (按重量计不低于 ７０％)
的制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从石油或沥

青提取矿物油类的百分

比含量ꎻ ５ 包装规格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含有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
３４０３ １１００ ￣￣处理纺织材料、 皮革、 毛皮

或其他材料的制剂

３４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３４０３ ９１００ ￣￣处理纺织材料、 皮革、 毛皮

或其他材料的制剂

３４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３４ ０４ 人造蜡及调制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４０４ ２０００ ￣聚氧乙烯 (聚乙二醇) 蜡

３４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４ ０５ 鞋靴、 家具、 地板、 车身、 玻

璃或金属用的光洁剂、 擦洗

膏、 去污粉及类似制品 (包括

用这类制剂浸渍、 涂面或包覆

的纸、 絮胎、 毡呢、 无纺织

物、 泡沫塑料或海绵橡胶)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３４ ０４ 的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４０５ １０００ ￣鞋靴或皮革用的上光剂及类似

制品

３４０５ ２０００ ￣保养木制家具、 地板或其他木

制品用的上光剂及类似制品

３４０５ ３０００ ￣车身用的上光剂及类似制品ꎬ
但金属用的光洁剂除外

３４０５ ４０００ ￣擦洗膏、 去污粉及类似制品

３４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４ ０６ 各种蜡烛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３ 品牌

３４０６ ００００ 各种蜡烛及类似品

６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４ ０７ 塑型用膏ꎬ 包括供儿童娱乐用

的在内ꎻ 通称为 “牙科用蜡”
或 “牙科造型膏” 的制品ꎬ 成

套、 零售包装或制成片状、 马

蹄形、 条状及类似形状的ꎻ 以

熟石膏 (煅烧石膏或硫酸钙)
为基本成分的牙科用其他制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包装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３４０７ ００１０ ￣￣￣牙科用蜡及造型膏

３４０７ ００２０ ￣￣￣以熟石膏为基本成分的牙科

用其他制品

３４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７３２



第三十五章　 蛋白类物质ꎻ 改性淀粉ꎻ 胶ꎻ 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酵母 (税目 ２１ ０２)ꎻ
(二) 第三十章的血份 (非治病、 防病用的血清白蛋白除外)、 药品及其他产品ꎻ
(三) 预鞣用酶制剂 (税目 ３２ ０２)ꎻ
(四) 第三十四章的加酶的浸透剂、 洗涤剂及其他产品ꎻ
(五) 硬化蛋白 (税目 ３９ １３)ꎻ 或

(六) 印刷工业用的明胶产品 (第四十九章)ꎮ
二、 税目 ３５ ０５ 所称 “糊精”ꎬ 是指淀粉的降解产品ꎬ 其还原糖含量以右旋糖的干重量计不超过 １０％ꎮ

如果还原糖含量超过 １０％ꎬ 应归入税目 １７ ０２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５ ０１ 酪蛋白、 酪蛋白酸盐及其他酪

蛋白衍生物ꎻ 酪蛋白胶: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用途

３５０１ １０００ ￣酪蛋白

３５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５ ０２ 白蛋白 (包括按重量计干质成

分的乳清蛋白含量超过 ８０％的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乳清蛋白浓

缩物)、 白蛋白盐及其他白蛋

白衍生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含量

例: 白蛋白 (用于

制药ꎬ 白色粉末ꎬ 白

蛋白含量 ９０％)

￣卵清蛋白:
３５０２ １１００ ￣￣干的

３５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５０２ ２０００ ￣乳白蛋白ꎬ 包括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乳清蛋白浓缩物

３５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５ ０３ 明胶 (包括长方形、 正方形明

胶薄片ꎬ 不论是否表面加工或

着色) 及其衍生物ꎻ 鱼鳔胶ꎻ
其他动物胶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３５ ０１ 的酪蛋白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包装

例: 明胶 (用于配

制食品ꎬ 透明薄片ꎬ
每包 １０ 千克)

３５０３ ００１０ ￣￣￣明胶及其衍生物

３５０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５ ０４ 蛋白胨及其衍生物ꎻ 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蛋白质及其衍生物ꎻ
皮粉ꎬ 不论是否加入铬矾: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ꎻ ４ 包装ꎻ ５ 蛋白质

含量

３５０４ ００１０ ￣￣￣蛋白胨

３５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３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５ ０５ 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例如ꎬ
预凝化淀粉或酯化淀粉)ꎻ 以

淀粉、 糊精或其他改性淀粉为

基本成分的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还

原糖含量ꎻ ４ 包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５０５ １０００ ￣糊精及其他改性淀粉

３５０５ ２０００ ￣胶
３５ ０６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调制胶及其

他调制黏合剂ꎻ 适于做胶或黏

合剂用的产品ꎬ 零售包装每件

净重不超过 １ 千克:
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 ￣适于做胶或黏合剂用的产品ꎬ

零售包装每件净重不超过 １ 千

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
￣￣以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３ 的聚

合物或以橡胶为基本成分的黏

合剂:
３５０６ ９１１０ ￣￣￣以聚酰胺为基本成分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５０６ ９１２０ ￣￣￣以环氧树脂为基本成分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５０６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光学透明膜

黏合剂和光固化液体黏

合剂需注明英文品名ꎻ
３ 用途 (如显示屏或触

摸屏制造用等)ꎻ ４ 包

装ꎻ ５ 遮光包装需注明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光学透

明膜黏合剂和光固化液

体黏合剂需注明透光率ꎻ
８ 光学透明膜黏合剂需

注明断差吸收能力

９ 品 牌ꎻ １０
型号

３５０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５ ０７ 酶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酶制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３５０７ １０００ ￣粗制凝乳酶及其浓缩物

￣其他:
３５０７ ９０１０ ￣￣￣碱性蛋白酶

３５０７ ９０２０ ￣￣￣碱性脂肪酶

３５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２



第三十六章　 炸药ꎻ 烟火制品ꎻ 火柴ꎻ 引火合金ꎻ 易燃材料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ꎬ 但下列注释二 (一)、 (二) 所述物品除外ꎮ
二、 税目 ３６ ０６ 所称 “易燃材料制品”ꎬ 只适用于:

(一) 聚乙醛、 六亚甲基四胺 (六甲撑四胺) 及类似物质ꎬ 已制成片、 棒或类似形状作燃料用的ꎻ 以酒精为基

本成分的固体或半固体燃料及类似的配制燃料ꎻ
(二) 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打火器用的液体燃料或液化气体燃料ꎬ 其包装容器的容积不超过 ３００ 立方厘

米ꎻ 以及

(三) 树脂火炬、 引火物及类似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６ ０１ 发射药: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例: 黑色火药 (主

要 成 分 为 硝 酸 钾、
硫、 木炭)

３６０１ ００００ 发射药

３６ ０２ 配制炸药ꎬ 但发射药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例: 喷 妥 莱 炸 药

(主要成分为三硝基

甲苯、 四硝基赤藓

醇、 蜡、 聚合黏合剂

等)
３６０２ ００１０ ￣￣￣硝铵炸药

３６０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６ ０３ 安全导火索ꎻ 导爆索ꎻ 火帽或

雷管ꎻ 引爆器ꎻ 电雷管:
１ 品名 例: 雷管

３６０３ ００００ 安全导火索ꎻ 导爆索ꎻ 火帽或

雷管ꎻ 引爆器ꎻ 电雷管

３６ ０４ 烟花、 爆竹、 信号弹、 降雨火

箭、 浓雾信号弹及其他烟火制

品:

１ 品名 例: 烟花

３６０４ １０００ ￣烟花、 爆竹

３６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６ ０５ 火柴ꎬ 但税目 ３６ ０４ 的烟火制

品除外:
１ 品名 例: 火柴

３６０５ ００００ 火柴ꎬ 但税目 ３６ ０４ 的烟火制

品除外

３６ ０６ 各种形状的铈铁及其他引火合

金ꎻ 本章注释二所述的易燃材

料制品:
３６０６ １０００ ￣直接灌注香烟打火机及类似打

火器用的液体燃料或液化气体

燃料ꎬ 其包装容器的容积不超

过 ３００ 立方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容器的容积

０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铈铁及其他引火合金: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４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３６０６ ９０１１ ￣￣￣￣已切成形可直接使用

３６０６ ９０１９ ￣￣￣￣其他

３６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１４２



第三十七章　 照相及电影用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废碎料ꎮ
二、 本章所称 “摄影”ꎬ 是指光或其他射线作用于感光面上直接或间接形成可见影像的过程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７ ０１ 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硬片及平面

软片ꎬ 用纸、 纸板及纺织物以

外任何材料制成ꎻ 未曝光的一

次成像感光平片ꎬ 不论是否分

装: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是否成卷ꎻ ５ 是

否一次成像

６ 规 格 尺 寸

(长×宽×厚度)ꎻ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进口总

面 积 ( 平 方

米)ꎻ １０ 包装

规格 (张 /盒)
３７０１ １０００ ￣Ｘ 光用

３７０１ ２０００ ￣一次成像平片

￣其他硬片及软片ꎬ 任何一边超

过 ２５５ 毫米: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１ ３０２１ ￣￣￣￣激光照排片

３７０１ ３０２２ ￣￣￣￣ＰＳ 版

３７０１ ３０２４ ￣￣￣￣ＣＴＰ 版

３７０１ ３０２５ ￣￣￣￣柔性印刷版

３７０１ ３０２９ ￣￣￣￣其他

３７０１ ３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１ ９１００ ￣￣彩色摄影用

￣￣其他:
３７０１ ９９２０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３７ ０２ 成卷的未曝光摄影感光胶片ꎬ
用纸、 纸板及纺织物以外任何

材料制成ꎻ 未曝光的一次成像

感光卷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是否成卷ꎻ ５ 是

否一次成像

６ 规 格 尺 寸

(长×宽×厚度)ꎻ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进口总

面 积 ( 平 方

米)ꎬ 包括涂布

和白边面积之

和ꎻ １０ 包装规

格 (张 /盒或平

方米 /卷)
３７０２ １０００ ￣Ｘ 光用

２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无齿孔的其他胶片ꎬ 宽度不超

过 １０５ 毫米:
￣￣彩色摄影用:

３７０２ ３１１０ ￣￣￣一次成像卷片

３７０２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涂卤化银乳液的:
３７０２ ３２１０ ￣￣￣一次成像卷片

３７０２ ３２２０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２ ３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２ ３９２０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２ ３９９０ ￣￣￣其他

￣无齿孔的其他胶片ꎬ 宽度超过

１０５ 毫米:
３７０２ ４１００ ￣￣彩色摄影用ꎬ 宽度超过 ６１０

毫米ꎬ 长度超过 ２００ 米

￣￣非彩色摄影用ꎬ 宽度超过 ６１０
毫米ꎬ 长度超过 ２００ 米: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２ ４２２１ ￣￣￣￣印刷电路板制造用光致抗蚀

干膜

３７０２ ４２２９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２ ４２９２ ￣￣￣￣红色或红外激光胶片

３７０２ ４２９９ ￣￣￣￣其他

￣￣宽度超过 ６１０ 毫米ꎬ 长度不

超过 ２００ 米: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２ ４３２１ ￣￣￣￣激光照排片

３７０２ ４３２９ ￣￣￣￣其他

３７０２ ４３９０ ￣￣￣其他

￣￣宽度超过 １０５ 毫米ꎬ 但不超

过 ６１０ 毫米:
￣￣￣照相制版用:

３７０２ ４４２１ ￣￣￣￣激光照排片

３７０２ ４４２２ ￣￣￣￣印刷电路板制造用光致抗蚀

干膜

３７０２ ４４２９ ￣￣￣￣其他

３７０２ ４４９０ ￣￣￣其他

￣彩色摄影用的其他胶片:
３７０２ ５２００ ￣￣宽度不超过 １６ 毫米

３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７０２ ５３００ ￣￣幻灯片用ꎬ 宽度超过 １６ 毫

米ꎬ 但不超过 ３５ 毫米ꎬ 长度

不超过 ３０ 米

￣￣非幻灯片用ꎬ 宽度超过 １６ 毫

米ꎬ 但不超过 ３５ 毫米ꎬ 长度

不超过 ３０ 米:
３７０２ ５４１０ ￣￣￣宽度 ３５ 毫米ꎬ 长度不超过 ２

米

３７０２ ５４９０ ￣￣￣其他

￣￣宽度超过 １６ 毫米ꎬ 但不超过

３５ 毫米ꎬ 长度超过 ３０ 米:
３７０２ ５５２０ ￣￣￣电影胶片

３７０２ ５５９０ ￣￣￣其他

￣￣宽度超过 ３５ 毫米:
３７０２ ５６２０ ￣￣￣电影胶片

３７０２ ５６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２ ９６００ ￣￣宽度不超过 ３５ 毫米ꎬ 长度不

超过 ３０ 米

３７０２ ９７００ ￣￣宽度不超过 ３５ 毫米ꎬ 长度超

过 ３０ 米

３７０２ ９８００ ￣￣宽度超过 ３５ 毫米

３７ ０３ 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纸、 纸板及

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成卷ꎻ ４ 规格尺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成卷ꎬ 宽度超过 ６１０ 毫米:
３７０３ １０１０ ￣￣￣感光纸及纸板

３７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彩色摄影用:
３７０３ ２０１０ ￣￣￣感光纸及纸板

３７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３ ９０１０ ￣￣￣感光纸及纸板

３７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７ ０４ 已曝光未冲洗的摄影硬片、 软

片、 纸、 纸板及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规

格尺寸

４ 品牌

３７０４ ００１０ ￣￣￣电影胶片

３７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７ ０５ 已曝光已冲洗的摄影硬片及软

片ꎬ 但电影胶片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规

格尺寸

４ 品牌

３７０５ ００１０ ￣￣￣教学专用幻灯片

￣￣￣缩微胶片:
３７０５ ００２１ ￣￣￣￣书籍、 报刊的

４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７０５ ００２９ ￣￣￣￣其他

３７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７ ０６ 已曝光已冲洗的电影胶片ꎬ 不

论是否配有声道或仅有声道: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规

格尺寸

４ 品牌

￣宽度在 ３５ 毫米及以上:
３７０６ １０１０ ￣￣￣教学专用

３７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７０６ ９０１０ ￣￣￣教学专用

３７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７ ０７ 摄影用化学制剂 (不包括上光

漆、 胶水、 黏合剂及类似制

剂)ꎻ 摄影用未混合产品ꎬ 定

量包装或零售包装可立即使用

的:
３７０７ １０００ ￣感光乳液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含

银ꎻ ６ 是否有感光作用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装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含

银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３７０７ ９０１０ ￣￣￣冲洗照相胶卷及相片用

３７０７ ９０２０ ￣￣￣复印机用

３７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４２



第三十八章　 杂项化学产品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 ０１ 人造石墨ꎻ 胶态或半胶态石

墨ꎻ 以石墨或其他碳为基本成

分的糊状、 块状、 板状制品或

半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ꎻ ４ 加工工艺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３８０１ １０００ ￣人造石墨

３８０１ ２０００ ￣胶态或半胶态石墨

３８０１ ３０００ ￣电极用碳糊及炉衬用的类似糊

￣其他:
３８０１ ９０１０ ￣￣￣表面处理的球化石墨

３８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８ ０２ 活性碳ꎻ 活性天然矿产品ꎻ 动

物炭黑ꎬ 包括废动物炭黑:
￣活性碳:

３８０２ １０１０ ￣￣￣木质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干品填充密

度

３８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ꎻ ４ 包装规格

３８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ꎻ ４ 包装规格

３８ ０３ 妥尔油ꎬ 不论是否精炼: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不包括皂化妥尔油ꎮ
例: 妥尔油 (用于

制路面乳胶)
３８０３ ００００ 妥尔油ꎬ 不论是否精炼

３８ ０４ 木浆残余碱液ꎬ 不论是否浓

缩、 脱糖或经化学处理ꎬ 包括

木素磺酸盐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３８ ０３ 的妥尔油:

１ 品名 不包括妥尔油ꎮ 例:
木素磺酸盐

３８０４ ００００ 木浆残余碱液ꎬ 不论是否浓

缩、 脱糖或经化学处理ꎬ 包括

木素磺酸盐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３８ ０３ 的妥尔油

３８ ０５ 脂松节油、 木松节油和硫酸盐

松节油及其他萜烯油ꎬ 用蒸馏

或其他方法从针叶木制得ꎻ 粗

制二聚戊烯ꎻ 亚硫酸盐松节油

及其他粗制对异丙基苯甲烷ꎻ
以 α 萜品醇为基本成分的松

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二聚戊烯、 萜烯

烃、 萜品醇及水合萜品

请注明含量

不包括松针油 (税

目 ３３ ０１)、 松香油

(税目 ３８ ０６)ꎮ 例:
粗制二聚戊烯 (用

于溶剂ꎬ 通过分馏木

松节油制得)

６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０５ １０００ ￣脂松节油、 木松节油和硫酸盐

松节油

￣其他:
３８０５ ９０１０ ￣￣￣松油

３８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８ ０６ 松香和树脂酸及其衍生物ꎻ 松

香精及松香油ꎻ 再熔胶: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例: 松香 (蒸馏松

树渗出物制得)
￣松香及树脂酸:

３８０６ １０１０ ￣￣￣松香

３８０６ １０２０ ￣￣￣树脂酸

￣松香盐、 树脂酸盐及松香或树

脂酸衍生物的盐ꎬ 但松香加合

物的盐除外:
３８０６ ２０１０ ￣￣￣松香盐及树脂酸盐

３８０６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８０６ ３０００ ￣酯胶

３８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８ ０７ 木焦油ꎻ 精制木焦油ꎻ 木杂酚

油ꎻ 粗木精ꎻ 植物沥青ꎻ 以松

香、 树脂酸或植物沥青为基本

成分的啤酒桶沥青及类似制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例: 粗木精 (用作

乙醇变性剂)

３８０７ ００００ 木焦油ꎻ 精制木焦油ꎻ 木杂酚

油ꎻ 粗木精ꎻ 植物沥青ꎻ 以松

香、 树脂酸或植物沥青为基本

成分的啤酒桶沥青及类似制品

３８ ０８ 杀虫剂、 杀鼠剂、 杀菌剂、 除

草剂、 抗萌剂、 植物生长调节

剂、 消毒剂及类似产品ꎬ 零售

形状、 零售包装或制成制剂及

成品 (例如ꎬ 经硫磺处理的带

子、 杀虫灯芯、 蜡烛及捕蝇

纸):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 量ꎻ ４ 包 装 规 格

(净重)ꎬ 是否零售包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本章子目注释一所列货品:
３８０８ ５２００ ￣￣ＤＤＴ ( ＩＳＯ) [滴 滴 涕

(ＩＮＮ) ]ꎬ 每包净重不超过 ３００
克

￣￣其他:
３８０８ ５９１０ ￣￣￣零售包装的

３８０８ ５９９０ ￣￣￣其他

￣本章子目注释二所列货品:
３８０８ ６１００ ￣￣每包净重不超过 ３００ 克

７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０８ ６２００ ￣￣每包净重超过 ３００ 克ꎬ 但不

超过 ７ ５ 千克

３８０８ ６９００ ￣￣其他

￣其他:
￣￣杀虫剂:
￣￣￣零售包装:

３８０８ ９１１１ ￣￣￣￣蚊香

３８０８ ９１１２ ￣￣￣￣生物杀虫剂

３８０８ ９１１９ ￣￣￣￣其他

３８０８ ９１９０ ￣￣￣其他

￣￣杀菌剂:
３８０８ ９２１０ ￣￣￣零售包装

３８０８ ９２９０ ￣￣￣其他

￣￣除草剂、 抗萌剂及植物生长

调节剂:
￣￣￣除草剂:

３８０８ ９３１１ ￣￣￣￣零售包装

３８０８ ９３１９ ￣￣￣￣其他

￣￣￣其他:
３８０８ ９３９１ ￣￣￣￣零售包装

３８０８ ９３９９ ￣￣￣￣其他

３８０８ ９４００ ￣￣消毒剂

￣￣其他:
３８０８ ９９１０ ￣￣￣零售包装

３８０８ ９９９０ ￣￣￣其他

３８ ０９ 纺织、 造纸、 制革及类似工业

用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整理

剂、 染料加速着色或固色助剂

及其他产品和制剂 (例如ꎬ 修

整剂及媒染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０９ １０００ ￣以淀粉物质为基本成分

￣其他:
３８０９ ９１００ ￣￣纺织工业及类似工业用

３８０９ ９２００ ￣￣造纸工业及类似工业用

３８０９ ９３００ ￣￣制革工业及类似工业用

３８ １０ 金属表面酸洗剂ꎻ 焊接用的焊

剂及其他辅助剂ꎻ 金属及其他

材料制成的焊粉或焊膏ꎻ 作焊

条芯子或焊条涂料用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１０ １０００ ￣金属表面酸洗剂ꎻ 金属及其他

材料制成的焊粉或焊膏

３８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 １１ 抗震剂、 抗氧剂、 防胶剂、 黏

度改良剂、 防腐蚀制剂及其他

配制添加剂ꎬ 用于矿物油 (包
括汽油) 或与矿物油同样用途

的其他液体: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ꎻ ３ 用

途ꎻ ４ 成分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抗震剂:
３８１１ １１００ ￣￣以铅化合物为基本成分

３８１１ １９００ ￣￣其他

￣润滑油添加剂:
３８１１ ２１００ ￣￣含有石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

的油类

３８１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３８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８ １２ 配制的橡胶促进剂ꎻ 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橡胶或塑料用复合增

塑剂ꎻ 橡胶或塑料用抗氧制剂

及其他复合稳定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１２ １０００ ￣配制的橡胶促进剂

３８１２ ２０００ ￣橡胶或塑料用复合增塑剂

￣橡胶或塑料用抗氧制剂及其他

复合稳定剂:
３８１２ ３１００ ￣￣２ ２ ４￣三甲基￣１ ２￣二氢化喹

啉 (ＴＭＱ) 低聚体混合物

￣￣其他:
３８１２ ３９１０ ￣￣￣其他橡胶防老剂

３８１２ ３９９０ ￣￣￣其他

３８ １３ 灭火器的装配药ꎻ 已装药的灭

火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例: 灭火器的调配药

(主要成分为碳酸氢

钙ꎬ 含有少量甘草浸

膏)
３８１３ ００１０ ￣￣￣灭火器的装配药

３８１３ ００２０ ￣￣￣已装药的灭火弹

３８ １４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有机复合溶

剂及稀释剂ꎻ 除漆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１４ ００００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有机复合溶

剂及稀释剂ꎻ 除漆剂

３８ １５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反应引发

剂、 反应促进剂、 催化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促

进某 某 聚 合 物 的 聚 合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载体催化剂:
３８１５ １１００ ￣￣以镍及其化合物为活性物的

３８１５ １２００ ￣￣以贵金属及其化合物为活性

物的

９４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８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８ １６ 耐火的水泥、 灰泥、 混凝土及

类似耐火混合制品ꎬ 但税目

３８ ０１ 的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３８１６ ００００ 耐火的水泥、 灰泥、 混凝土及

类似耐火混合制品ꎬ 但税目

３８ ０１ 的产品除外

３８ １７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萘ꎬ 但

税目 ２７ ０７ 及 ２９ ０２ 的货品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３８１７ ００００ 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萘ꎬ 但

税目 ２７ ０７ 及 ２９ ０２ 的货品除

外

３８ １８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化学元

素ꎬ 已切成圆片、 薄片或类似

形状ꎻ 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

化合物:
￣￣￣直径在 ７ ５ 厘米及以上的单

晶硅切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ꎻ ５ 直径ꎻ
６ 加工程度

３８１８ ００１１ ￣￣￣￣直径在 １５ ２４ 厘米及以下的

３８１８ ００１９ ￣￣￣￣其他

３８１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ꎻ ５ 加工程

度

３８ １９ 闸用液压油及其他液压传动用

液体ꎬ 不含石油或从沥青矿物

提取的油类ꎬ 或者按重量计石

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含

量低于 ７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ꎻ ４ 从石油或沥青提

取矿物油类的百分比含

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１９ ００００ 闸用液压油及其他液压传动用

液体ꎬ 不含石油或从沥青矿物

提取的油类ꎬ 或者按重量计石

油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含

量低于 ７０％
３８ ２０ 防冻剂及解冻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２０ ００００ 防冻剂及解冻剂

３８ ２１ 制成的供微生物 (包括病毒及

类似品) 或植物细胞、 人体细

胞、 动物细胞生长或维持用的

培养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

０５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２１ ００００ 制成的供微生物 (包括病毒及

类似品) 或植物细胞、 人体细

胞、 动物细胞生长或维持用的

培养基

３８ ２２ 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

剂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

断或实验用配制试剂ꎬ 但税目

３０ ０２ 及 ３０ ０６ 的货品除外ꎻ
检定参照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包

裝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血

源 筛 查 用 诊 断 试 剂ꎻ
６ 是否有衬背

３８２２ ００１０ ￣￣￣附于衬背上的

３８２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８ ２３ 工业用单羧脂肪酸ꎻ 精炼所得

的酸性油ꎻ 工业用脂肪醇: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来 源 ( 动 植 物 油 脂

等)ꎻ ４ 加工程度 (是

否经过皂化、 是否经过

水解)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工业用单羧脂肪酸ꎻ 精炼所得

的酸性油:
３８２３ １１００ ￣￣硬脂酸

３８２３ １２００ ￣￣油酸

３８２３ １３００ ￣￣妥尔油脂肪酸

３８２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３８２３ ７０００ ￣工业用脂肪醇

３８ ２４ 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ꎻ 其他税

目未列名的化学工业及其相关

工业的化学产品及配制品 (包
括由天然产品混合组成的):

３８２４ １０００ ￣铸模及铸芯用粘合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例: 铸模及铸芯用黏

合剂 (用于铸模及

铸芯的黏合ꎬ 主要成

分为松香、 亚麻子

油、 植 物 粘 质、 糊

精、 糖蜜)
３８２４ ３０００ ￣自身混合或与金属粘合剂混合

的未烧结金属碳化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例: 未烧结碳化钼

(主 要 成 分 为 碳 化

钼、 金属黏合剂)
￣水泥、 灰泥及混凝土用添加

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例: 混凝土防水剂

(主 要 成 分 为 氯 化

铁、 硅 酸 钠、 粉 煤

灰、 硅灰、 硅藻土)
３８２４ ４０１０ ￣￣￣高效减水剂

３８２４ ４０９０ ￣￣￣其他

１５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２４ ５０００ ￣非耐火的灰泥及混凝土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例: 非耐火的混凝土

(主要成分为 ＣａＯ、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等)

３８２４ ６０００ ￣子目 ２９０５ ４４ 以外的山梨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来源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含有甲烷、 乙烷或丙烷的卤化

衍生物的混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２４ ７１００ ￣￣含全氯氟烃 (ＣＦＣｓ) 的ꎬ 不

论是否含氢氯氟烃 (ＨＣＦＣｓ)、
全 氟 烃 ( ＰＦＣｓ ) 或 氢 氟 烃

(ＨＦＣｓ)
３８２４ ７２００ ￣￣含溴氯二氟甲烷、 溴三氟甲

烷或二溴四氟乙烷的

３８２４ ７３００ ￣￣含氢溴氟烃 (ＨＢＦＣｓ) 的

３８２４ ７４００ ￣￣含氢氯 氟 烃 ( ＨＣＦＣｓ) 的ꎬ
不论是否含全氟烃 (ＰＦＣｓ) 或

氢氟烃 (ＨＦＣｓ)ꎬ 但不含全氯

氟烃 (ＣＦＣｓ)
３８２４ ７５００ ￣￣含四氯化碳的

３８２４ ７６００ ￣￣含 １ １ １￣三氯乙烷 (甲基氯

仿) 的

３８２４ ７７００ ￣￣含溴化甲烷 (甲基溴) 或溴

氯甲烷的

３８２４ ７８００ ￣￣含全氟烃 (ＰＦＣｓ) 或氢氟烃

(ＨＦＣｓ) 的ꎬ 但不含全氯氟烃

(ＣＦＣｓ) 或氢氯氟烃 (ＨＣＦＣｓ)
的

３８２４ ７９００ ￣￣其他

￣本章子目注释三所列货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８２４ ８１００ ￣￣含环氧乙烷 (氧化乙烯) 的

３８２４ ８２００ ￣￣含多氯联苯 ( ＰＣＢｓ)、 多氯

三联苯 ( ＰＣＴｓ) 或多溴联苯

(ＰＢＢｓ) 的

３８２４ ８３００ ￣￣含三 (２ ３￣二溴丙基) 磷酸

酯的

２５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２４ ８４００ ￣￣含艾 氏 剂 ( ＩＳＯ)、 毒 杀 芬

(ＩＳＯ)、 氯丹 ( ＩＳＯ)、 十氯酮

(ＩＳＯ)、 ＤＤＴ ( ＩＳＯ) [滴滴涕

( ＩＮＮ )、 １ １ １￣三 氯￣２ ２￣双
(４￣氯苯基) 乙烷]、 狄氏剂

( ＩＳＯꎬ ＩＮＮ )、 硫 丹 ( ＩＳＯ )、
异狄氏剂 (ＩＳＯ)、 七氯 ( ＩＳＯ)
或灭蚁灵 (ＩＳＯ) 的

３８２４ ８５００ ￣￣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六氯环己烷

[六六六 ( ＩＳＯ) ]ꎬ 包括林丹

(ＩＳＯꎬ ＩＮＮ) 的

３８２４ ８６００ ￣￣含五氯苯 ( ＩＳＯ) 或六氯苯

(ＩＳＯ) 的

３８２４ ８７００ ￣￣含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ꎬ 全

氟辛基磺胺或全氟辛基磺酰氯

的

３８２４ ８８００ ￣￣含四、 五、 六、 七或八溴联

苯醚的

￣其他:
３８２４ ９１００ ￣￣主要由 (５￣乙基￣２￣甲基￣２ 氧

代￣１ ３ ２￣二氧磷杂环己￣５￣基)
甲基膦酸二甲酯和双 [ (５￣乙
基￣２￣甲基￣２ 氧代￣１ ３ ２￣二氧磷

杂环己￣５￣基) 甲基] 甲基膦酸

酯 (阻燃剂 ＦＲＣ￣１) 组成的混

合物及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
３８２４ ９９１０ ￣￣￣杂醇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２４ ９９２０ ￣￣￣除墨剂、 蜡纸改正液及类似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２４ ９９３０ ￣￣￣增炭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
３８２４ ９９９１ ￣￣￣￣按重量计含滑石 ５０％以上

的混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２４ ９９９２ ￣￣￣￣按重量计含氧化镁 ７０％以

上的混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２４ ９９９３ ￣￣￣￣表面包覆钴化物的氢氧化镍

(掺杂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８２４ ９９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包装规格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３５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８ ２５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化学工业及

其相关工业的副产品ꎻ 城市垃

圾ꎻ 下水道淤泥ꎻ 本章注释六

所规定的其他废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来

源

例: 城市垃圾 (收

集家庭废物而得ꎬ 用

于分拣回收)

３８２５ １０００ ￣城市垃圾

３８２５ ２０００ ￣下水道淤泥

３８２５ ３０００ ￣医疗废物

￣废有机溶剂:
３８２５ ４１００ ￣￣卤化物的

３８２５ ４９００ ￣￣其他

３８２５ ５０００ ￣废的金属酸洗液、 液压油、 制

动油及防冻液

￣其他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的废

物:
３８２５ ６１００ ￣￣主要含有有机成分的

３８２５ ６９００ ￣￣其他

３８２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８ ２６ 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ꎬ 不含或

含有按重量计低于 ７０％的石油

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从石油或沥

青提取矿物油类的百分

比含量

３８２６ ００００ 生物柴油及其混合物ꎬ 不含或

含有按重量计低于 ７０％的石油

或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

４５２



第七类　 塑料及其制品ꎻ 橡胶及其制品

注释:
一、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单独成分配套的货品ꎬ 其部分或全部成分属于本类范围以内ꎬ 混合后则构成第六类或第七类

的货品ꎬ 应按混合后产品归入相应的税目ꎬ 但其组成成分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其包装形式足以表明这些成分不需经过改装就可以一起使用的ꎻ
(二) 一起报验的ꎻ 以及

(三) 这些成分的属性及相互比例足以表明是相互配用的ꎮ
二、 除税目 ３９ １８ 或 ３９ １９ 的货品外ꎬ 印有花纹、 文字、 图画的塑料、 橡胶及其制品ꎬ 如果所印花纹、 字画作为其

主要用途ꎬ 应归入第四十九章ꎮ

第三十九章　 塑料及其制品

注释:
一、 本目录所称 “塑料”ꎬ 是指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４ 的材料ꎬ 这些材料能够在聚合时或聚合后在外力 (一般是热力

和压力ꎬ 必要时加入溶剂或增塑剂) 作用下通过模制、 浇铸、 挤压、 滚轧或其他工序制成一定的形状ꎬ 成形后

除去外力ꎬ 其形状仍保持不变ꎮ
本目录所称 “塑料”ꎬ 还应包括钢纸ꎬ 但不包括第十一类的纺织材料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２７ １０ 或 ３４ ０３ 的润滑剂ꎻ
(二) 税目 ２７ １２ 或 ３４ ０４ 的蜡ꎻ
(三) 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有机化合物 (第二十九章)ꎻ
(四) 肝素及其盐 (税目 ３０ ０１)ꎻ
(五) 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３ 所列的任何产品溶于挥发性有机溶剂的溶液 (胶棉除外)ꎬ 但溶剂的重量必须超过溶

液重量的 ５０％ (税目 ３２ ０８)ꎻ 税目 ３２ １２ 的压印箔ꎻ
(六) 有机表面活性剂或税目 ３４ ０２ 的制剂ꎻ
(七) 再熔胶及酯胶 (税目 ３８ ０６)ꎻ
(八) 矿物油 (包括汽油) 或与矿物油用途相同的其他液体用的配制添加剂 (税目 ３８ １１)ꎻ
(九) 以第三十九章的聚乙二醇、 聚硅氧烷或其他聚合物为基本成分配制的液压用液体 (税目 ３８ １９)ꎻ
(十) 附于塑料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用试剂 (税目 ３８ ２２)ꎻ
(十一) 第四十章规定的合成橡胶及其制品ꎻ
(十二) 鞍具及挽具 (税目 ４２ ０１)ꎻ 税目 ４２ ０２ 的衣箱、 提箱、 手提包及其他容器ꎻ
(十三) 第四十六章的缏条、 编结品及其他制品ꎻ
(十四) 税目 ４８ １４ 的壁纸ꎻ
(十五) 第十一类的货品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ꎻ
(十六) 第十二类的物品 (例如ꎬ 鞋靴、 帽类、 雨伞、 阳伞、 手杖、 鞭子、 马鞭及其零件)ꎻ
(十七) 税目 ７１ １７ 的仿首饰ꎻ
(十八) 第十六类的物品 (机器、 机械器具或电气器具)ꎻ
(十九) 第十七类的航空器零件及车辆零件ꎻ
(二十) 第九十章的物品 (例如ꎬ 光学元件、 眼镜架及绘图仪器)ꎻ
(二十一)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钟壳及表壳)ꎻ
(二十二) 第九十二章的物品 (例如ꎬ 乐器及其零件)ꎻ
(二十三)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 照明装置、 灯箱及活动房屋)ꎻ
(二十四)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或

(二十五) 第九十六章的物品 (例如ꎬ 刷子、 纽扣、 拉链、 梳子、 烟斗的嘴及柄、 香烟嘴及类似品、 保温瓶的

５５２



零件及类似品、 钢笔、 活动铅笔、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角架及类似品)ꎮ
三、 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１ 仅适用于化学合成的下列货品:

(一) 采用减压蒸馏法ꎬ 在压力转换为 １０１３ 毫巴下的温度 ３００℃时ꎬ 以体积计馏出量小于 ６０％的液体合成聚烯

烃 (税目 ３９ ０１ 及 ３９ ０２)ꎻ
(二) 非高度聚合的苯并呋喃 茚树脂 (税目 ３９ １１)ꎻ
(三) 平均至少有 ５ 个单体单元的其他合成聚合物ꎻ
(四) 聚硅氧烷 (税目 ３９ １０)ꎻ
(五) 甲阶酚醛树脂 (税目 ３９ ０９) 及其他预聚物ꎮ

四、 所称 “共聚物”ꎬ 包括在整个聚合物中按重量计没有一种单体单元的含量在 ９５％及以上的各种聚合物ꎮ
在本章中ꎬ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共聚物 (包括共缩聚物、 共加聚物ꎬ 嵌段共聚物及接枝共聚物) 及聚合物

混合体应按聚合物中重量最大的那种共聚单体单元所构成的聚合物归入相应税目ꎮ 在本注释中ꎬ 归入同一税目

的聚合物的共聚单体单元应作为一种单体单元对待ꎮ
如果没有任何一种共聚单体单元重量为最大ꎬ 共聚物或聚合物混合体应按号列顺序归入其可归入的最末一个税目ꎮ

五、 化学改性聚合物ꎬ 即聚合物主链上的支链通过化学反应发生了变化的聚合物ꎬ 应按未改性的聚合物的相应税目

归类ꎮ 本规定不适用于接枝共聚物ꎮ
六、 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４ 所称 “初级形状”ꎬ 只限于下列各种形状:

(一) 液状及糊状ꎬ 包括分散体 (乳浊液及悬浮液) 及溶液ꎻ
(二) 不规则形状的块、 团、 粉 (包括压型粉)、 颗粒、 粉片及类似的散装形状ꎮ

七、 税目 ３９ １５ 不适用于已制成初级形状的单一的热塑材料废碎料及下脚料 (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４)ꎮ
八、 税目 ３９ １７ 所称 “管子”ꎬ 是指通常用于输送或供给气体或液体的空心制品或半制品 (例如ꎬ 肋纹浇花软管、

多孔管)ꎬ 还包括香肠用肠衣及其他扁平管ꎮ 除肠衣及扁平管外ꎬ 内截面如果不呈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其长

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５ 倍) 或正几何形ꎬ 则不能视为管子ꎬ 而应作为异型材ꎮ
九、 税目 ３９ １８ 所称 “塑料糊墙品”ꎬ 适用于墙壁或天花板装饰用的宽度不小于 ４５ 厘米的成卷产品ꎬ 这类产品是将塑

料牢固地附着在除纸张以外任何材料的衬背上ꎬ 并且在塑料面起纹、 压花、 着色、 印制图案或用其他方法装饰ꎮ
十、 税目 ３９ ２０ 及 ３９ ２１ 所称 “板、 片、 膜、 箔、 扁条”ꎬ 只适用于未切割或仅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方形) (含切割

后即可供使用的)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的板、 片、 膜、 箔、 扁条 (第五十四章的物品除外) 及正几何形块ꎬ 不

论是否经过印制或其他表面加工ꎮ
十一、 税目 ３９ ２５ 只适用于第二分章以前各税目未包括的下列物品:

(一) 容积超过 ３００ 升的囤、 柜 (包括化粪池)、 罐、 桶及类似容器ꎻ
(二) 用于地板、 墙壁、 隔墙、 天花板或屋顶等方面的结构件ꎻ
(三) 槽管及其附件ꎻ
(四) 门、 窗及其框架和门槛ꎻ
(五) 阳台、 栏杆、 栅栏、 栅门及类似品ꎻ
(六) 窗板、 百叶窗 (包括威尼斯式百叶窗) 或类似品及其零件、 附件ꎻ
(七) 商店、 工棚、 仓库等用的拼装式固定大型货架ꎻ
(八) 建筑用的特色 (例如ꎬ 凹槽、 圆顶及鸽棚式) 装饰件ꎻ 以及

(九) 固定装于门窗、 楼梯、 墙壁或建筑物其他部位的附件及架座ꎬ 例如ꎬ 球形把手、 拉手、 挂钩、 托架、
毛巾架、 开关板及其他护板ꎮ

子目注释:
一、 属于本章任一税目项下的聚合物 (包括共聚物) 及化学改性聚合物应按下列规则归类:

(一) 在同级子目中有一个 “其他” 子目的:
１ 子目所列聚合物名称冠有 “聚 (多) ” 的 (例如ꎬ 聚乙烯及聚酰胺 ６ ６)ꎬ 是指列名的该种聚合物单

体单元含量在整个聚合物中按重量计必须占 ９５％及以上ꎮ
２ 子目 ３９０１ ３０、 ３９０１ ４０、 ３９０３ ２０、 ３９０３ ３０ 及 ３９０４ ３０ 所列的共聚物ꎬ 如果该种共聚单体单元含量在

整个聚合物中按重量计占 ９５％及以上ꎬ 应归入上述子目ꎮ
３ 化学改性聚合物如未在其他子目具体列名ꎬ 应归入列名为 “其他” 的子目内ꎮ
４ 不符合上述 (一)、 (二)、 (三) 款规定的聚合物ꎬ 应按聚合物中重量最大的那种单体单元 (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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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单一的共聚单体单元相比) 所构成的聚合物归入该级其他相应子目ꎮ 为此ꎬ 归入同一子目的聚合

物单体单元应作为一种单体单元对待ꎮ 只有在同级子目中的聚合物共聚单体单元才可以进行比较ꎮ
(二) 在同级子目中没有 “其他” 子目的:

１ 聚合物应按聚合物中重量最大的那种单体单元 (与其他各种单一的共聚单体单元相比) 所构成的聚合

物归入该级相应子目ꎮ 为此ꎬ 归入同一子目的聚合物单体单元应作为一种单体单元对待ꎮ 只有在同级

子目中的聚合物共聚单体单元才可以进行比较ꎮ
２ 化学改性聚合物应按相应的未改性聚合物的子目归类ꎮ

聚合物混合体应按单体单元比例相等、 种类相同的聚合物归入相应子目ꎮ
二、 子目 ３９２０ ４３ 所称 “增塑剂”ꎬ 包括 “次级增塑剂”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初级形状

３９ ０１ 初级形状的乙烯聚合物:
３９０１ １０００ ￣聚乙烯ꎬ 比重小于 ０ ９４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比重ꎻ ６ 底

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３９０１ ２０００ ￣聚乙烯ꎬ 比重在 ０ ９４ 及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比重ꎻ ６ 底

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３９０１ ３０００ ￣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级别ꎻ ７ 品

牌ꎻ ８ 牌号或

型号ꎻ ９ 签约

日期ꎻ １０ 生产

厂商ꎻ １１ 用途

￣乙烯￣α￣烯烃共聚物ꎬ 比重小

于 ０ ９４: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比重ꎻ ６ 底

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３９０１ ４０１０ ￣￣￣乙烯￣丙烯共聚物 (乙丙橡

胶)
３９０１ ４０２０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

３９０１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９０１ ９０１０ ￣￣￣乙烯￣丙烯共聚物 (乙丙橡

胶)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比重ꎻ ６ 底

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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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级别ꎻ ７ 品

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 约 日 期ꎻ
１０ 用途

３９ ０２ 初级形状的丙烯或其他烯烃聚

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级别ꎻ ７ 品

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 约 日 期ꎻ
１０ 用途

３９０２ １０００ ￣聚丙烯

３９０２ ２０００ ￣聚异丁烯

￣丙烯共聚物:
３９０２ ３０１０ ￣￣￣乙烯￣丙烯共聚物 (乙丙橡

胶)
３９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 ０３ 初级形状的苯乙烯聚合物:
￣聚苯乙烯: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可

发性ꎬ 是否改性ꎻ ４ 成

分含量ꎻ ５ 单体单元的

种类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

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３９０３ １１００ ￣￣可发性的

￣￣其他:
３９０３ １９１０ ￣￣￣改性的

３９０３ １９９０ ￣￣￣其他

３９０３ ２０００ ￣苯乙烯￣丙烯腈 ( ＳＡＮ) 共聚

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丙 烯 腈￣丁 二 烯￣苯 乙 烯

(ＡＢＳ) 共聚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是否改性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３９０３ ３０１０ ￣￣￣改性的

３９０３ ３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 ０４ 初级形状的氯乙烯或其他卤化

烯烃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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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聚氯乙烯ꎬ 未掺其他物质: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掺

杂其他物质ꎻ ４ 成分含

量ꎻ ５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ꎻ １０ 用途

３９０４ １０１０ ￣￣￣糊树脂

３９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聚氯乙烯: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塑

化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ꎻ １０ 用途

３９０４ ２１００ ￣￣未塑化

３９０４ ２２００ ￣￣已塑化

３９０４ ３０００ ￣氯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４ ４０００ ￣其他氯乙烯共聚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４ ５０００ ￣偏二氯乙烯聚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氟聚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４ ６１００ ￣￣聚四氟乙烯

３９０４ ６９００ ￣￣其他

３９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 ０５ 初级形状的乙酸乙烯酯或其他

乙烯酯聚合物ꎻ 初级形状的其

他乙烯基聚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聚乙酸乙烯酯:
３９０５ １２００ ￣￣水分散体

３９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乙酸乙烯酯共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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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０５ ２１００ ￣￣水分散体

３９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３９０５ ３０００ ￣聚乙烯醇ꎬ 不论是否含有未水

解的乙酸酯基

￣其他:
３９０５ ９１００ ￣￣共聚物

３９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３９ ０６ 初级形状的丙烯酸聚合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６ １０００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其他:
３９０６ ９０１０ ￣￣￣聚丙烯酰胺

３９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 ０７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 其他聚醚

及环氧树脂ꎻ 初级形状的聚碳

酸酯、 醇酸树脂、 聚烯丙基酯

及其他聚酯:
￣聚缩醛: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７ １０１０ ￣￣￣聚甲醛

３９０７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聚醚: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ꎻ
６ 聚乙二醇请注明相对

分子质量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

３９０７ ２０１０ ￣￣￣聚四亚甲基醚二醇

３９０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０７ ３０００ ￣环氧树脂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及溴含量ꎻ ４ 底料来

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

３９０７ ４０００ ￣聚碳酸酯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

０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０７ ５０００ ￣醇酸树脂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用途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切

片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粘数ꎻ ７ 底料来源

８ 级别ꎻ ９ 品

牌ꎻ １０ 型 号ꎻ
１１ 签约日期

￣￣粘数在 ７８ 毫升 /克或以上:
３９０７ ６１１０ ￣￣￣切片

３９０７ ６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９０７ ６９１０ ￣￣￣切片

３９０７ ６９９０ ￣￣￣其他

３９０７ ７０００ ￣聚乳酸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其他聚酯:
３９０７ ９１００ ￣￣不饱和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饱

和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

￣￣其他:
３９０７ ９９１０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饱

和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饱

和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若为热塑性液晶需注

明ꎻ ７ 底料来源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

期

３９０７ ９９９１ ￣￣￣￣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醇￣丁二

醇酯

３９０７ ９９９９ ￣￣￣￣其他

１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 ０８ 初级形状的聚酰胺: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切

片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单

体单元的种类和比例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级别ꎻ ８ 品

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签约日期ꎻ
１１ 用途

￣聚 酰 胺￣６、 ￣１１、 ￣１２、 ￣６ ６、 ￣
６ ９、 ￣６ １０ 或￣６ １２:
￣￣￣切片:

３９０８ １０１１ ￣￣￣￣聚酰胺￣６ ６ 切片

３９０８ １０１２ ￣￣￣￣聚酰胺￣６ 切片

３９０８ １０１９ ￣￣￣￣其他

３９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９０８ ９０１０ ￣￣￣芳香族聚酰胺及其共聚物

３９０８ ９０２０ ￣￣￣半芳香族聚酰胺及其共聚物

３９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 ０９ 初级形状的氨基树脂、 酚醛树

脂及聚氨酯类: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０９ １０００ ￣尿素树脂ꎻ 硫脲树脂

３９０９ ２０００ ￣蜜胺树脂

￣其他氨基树脂:
３９０９ ３１００ ￣￣聚 (亚甲基苯基异氰酸酯)

(粗 ＭＤＩ、 聚合 ＭＤＩ)
３９０９ ３９００ ￣￣其他

３９０９ ４０００ ￣酚醛树脂

３９０９ ５０００ ￣聚氨基甲酸酯

３９ １０ 初级形状的聚硅氧烷: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用途ꎻ
４ 是否溶于水ꎻ ５ 成分

含量ꎻ ６ 底料来源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签约日

期

３９１０ ００００ 初级形状的聚硅氧烷

３９ １１ 初级形状的石油树脂、 苯并呋

喃￣茚树脂、 多萜树脂、 多硫化

物、 聚砜及本章注释三所规定

的其他税目未列名产品:
３９１１ １０００ ￣石油树脂、 苯并呋喃树脂、 茚

树脂、 苯并呋喃￣茚树脂及多萜

树脂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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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单体单元的种类

和比例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 １２ 初级形状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

纤维素及其化学衍生物:
￣乙酸纤维素: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是否塑

化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底

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用途

３９１２ １１００ ￣￣未塑化

３９１２ １２００ ￣￣已塑化

３９１２ ２０００ ￣硝酸纤维素 (包括胶棉)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用途

￣纤维素醚: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用途

３９１２ ３１００ ￣￣羧甲基纤维素及其盐

３９１２ ３９００ ￣￣其他

３９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用途

３９ １３ 初级形状的其他税目未列名的

天然聚合物 (例如ꎬ 藻酸) 及

改性天然聚合物 (例如ꎬ 硬化

蛋白、 天然橡胶的化学衍生

物):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成分含

量ꎻ ４ 底料来源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签约日

期ꎻ ８ 用途

３９１３ １０００ ￣藻酸及其盐和酯

３９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 １４ 初级形状的离子交换剂ꎬ 以税

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３ 的聚合物为

基本成分的: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形

状、 颜色等)ꎻ ３ 外观ꎻ
４ 成分ꎻ ５ 底料来源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签约日

期ꎻ ９ 级 别ꎻ
１０ 阴离子还是

阳离子还是两

性

３９１４ ００００ 初级形状的离子交换剂ꎬ 以税

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３ 的聚合物为

基本成分的

第二分章　 废碎料及下脚料ꎻ
半制品ꎻ 制成品

３９ １５ 塑料的废碎料及下脚料:

３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１５ １０００ ￣乙烯聚合物的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尺 寸 )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已经破

坏性处理ꎻ ６ 如为铝塑

复合膜需注明

７ 如 为 成 卷ꎬ
需注明是否带

有轴心

废聚乙烯膜ꎬ ２０ ~ ４０
厘米成卷ꎬ 带轴心白

色薄膜ꎬ 纵切破坏性

处理

３９１５ ２０００ ￣苯乙烯聚合物的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尺 寸 )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已经破

坏性处理

６ 如 为 成 卷ꎬ
需注明是否带

有轴心

废聚乙烯膜ꎬ ２０ ~ ４０
厘米成卷ꎬ 带轴心白

色薄膜ꎬ 纵切破坏性

处理

３９１５ ３０００ ￣氯乙烯聚合物的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尺 寸 )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已经破

坏性处理

６ 如 为 成 卷ꎬ
需注明是否带

有轴心

废聚乙烯膜ꎬ ２０ ~ ４０
厘米成卷ꎬ 带轴心白

色薄膜ꎬ 纵切破坏性

处理

￣其他塑料的:
３９１５ ９０１０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的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尺 寸 )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已经破

坏性处理ꎻ ６ 如为 ＰＥＴ
瓶 (砖) 需注明

７ 如 为 成 卷ꎬ
需注明是否带

有轴心

废聚乙烯膜ꎬ ２０ ~ ４０
厘米成卷ꎬ 带轴心白

色薄膜ꎬ 纵切破坏性

处理

３９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观 ( 颜

色、 尺 寸 )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分ꎻ ５ 是否已经破

坏性处理ꎻ ６ 如为废光

盘破碎料请注明

７ 如 为 成 卷ꎬ
需注明是否带

有轴心

废聚乙烯膜ꎬ ２０ ~ ４０
厘米成卷ꎬ 带轴心白

色薄膜ꎬ 纵切破坏性

处理

３９ １６ 塑料制的单丝 (截面直径超过

１ 毫米)、 条、 杆、 型材及异型

材ꎬ 不论是否经表面加工ꎬ 但

未经其他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ꎻ ４ 单丝请注明截面

直径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用途

３９１６ １０００ ￣乙烯聚合物制

￣氯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１６ ２０１０ ￣￣￣异型材

３９１６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塑料制:
３９１６ ９０１０ ￣￣￣聚酰胺制的

３９１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 １７ 塑料制的管子及其附件 (例
如ꎬ 接头、 肘管、 法兰):

３９１７ １０００ ￣硬化蛋白或纤维素材料制的人

造肠衣 (香肠用肠衣)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硬管: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 (乙烯

聚合 物、 丙 烯 聚 合 物、
氯乙烯聚合物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用途

３９１７ ２１００ ￣￣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１７ ２２００ ￣￣丙烯聚合物制

４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１７ ２３００ ￣￣氯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１７ ２９００ ￣￣其他塑料制

￣其他管: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是

否装有附件ꎻ ４ 爆破压

力ꎻ ５ 是否经加强或与

其他材料合制ꎻ ６ 种类

(硬管、 半硬管或软管)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用途

３９１７ ３１００ ￣￣软管  最小爆破压力为 ２７ ６
兆帕斯卡

３９１７ ３２００ ￣￣其他未装有附件的管子ꎬ 未

经加强也未与其他材料合制

３９１７ ３３００ ￣￣其他装有附件的管子ꎬ 未经

加强也未与其他材料合制

３９１７ ３９００ ￣￣其他

３９１７ ４０００ ￣管子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例: 硬聚氯乙烯变接

头

３９ １８ 块状或成卷的塑料铺地制品ꎬ
不论是否胶粘ꎻ 本章注释九所

规定的塑料糊墙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用途

￣氯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１８ １０１０ ￣￣￣糊墙品

３９１８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塑料制:
３９１８ ９０１０ ￣￣￣糊墙品

３９１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 １９ 自粘的塑料板、 片、 膜、 箔、
带、 扁条及其他扁平形状材

料ꎬ 不论是否成卷:
￣成卷ꎬ 宽度不超过 ２０ 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 板、 片、 膜、 箔、
带、 扁条)ꎻ ４ 是否成

卷ꎻ ５ 是否单面自粘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规格尺

寸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１９ １０１０ ￣￣￣丙烯酸树脂类为基本成分

￣￣￣其他:
３９１９ １０９１ ￣￣￣￣胶囊型反光膜

３９１９ １０９９ ￣￣￣￣其他

￣其他:

５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１９ ９０１０ ￣￣￣胶囊型反光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 板、 片、 膜、 箔、
带、 扁条)ꎻ ４ 是否成

卷ꎻ ５ 是否自粘ꎻ ６ 成

分含量ꎻ ７ 规格尺寸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１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半

导体 晶 圆 制 造 用 等 )ꎻ
３ 外 观 ( 板、 片、 膜、
箔、 带、 扁条)ꎻ ４ 是否

成卷ꎻ ５ 是否自粘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规格尺寸ꎻ
８ 若为半导体晶圆制造

用需注明形状 (如圆形

等)

９ 品牌ꎻ １０ 型

号

３９ ２０ 其他非泡沫塑料的板、 片、
膜、 箔及扁条ꎬ 未用其他材料

强化、 层压、 支撑或用类似方

法合制:
￣乙烯聚合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 商 )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适用电

池种类

３９２０ １０１０ ￣￣￣乙烯聚合物制电池隔膜

３９２０ １０９０ ￣￣￣其他

￣丙烯聚合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 商 )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适用电

池种类

３９２０ ２０１０ ￣￣￣丙烯聚合物制电池隔膜

３９２０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２０ ３０００ ￣苯乙烯聚合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氯乙烯聚合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ＰＶＣ 制品请注

明增塑剂含量ꎻ ８ 是否

非泡沫

９ 品牌ꎻ １０ 型

号

６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２０ ４３００ ￣￣按重量计增塑剂含量不小于

６％
３９２０ ４９００ ￣￣其他

￣丙烯酸聚合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２０ ５１００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

３９２０ ５９００ ￣￣其他

￣聚碳酸酯、 醇酸树脂、 聚烯丙

酯或其他聚酯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 包 括 颜 色、 形 状

等)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２０ ６１００ ￣￣聚碳酸酯制

３９２０ ６２００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制

３９２０ ６３００ ￣￣不饱和聚酯制

３９２０ ６９００ ￣￣其他聚酯制

￣纤维素及其化学衍生物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 形 状、 颜 色 等 )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２０ ７１００ ￣￣再生纤维素制

３９２０ ７３００ ￣￣乙酸纤维素制

３９２０ ７９００ ￣￣其他纤维素衍生物制

￣其他塑料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成分ꎻ ６ 规格

尺寸ꎻ ７ 是否非泡沫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３９２０ ９１００ ￣￣聚乙烯醇缩丁醛制

３９２０ ９２００ ￣￣聚酰胺制

３９２０ ９３００ ￣￣氨基树脂制

３９２０ ９４００ ￣￣酚醛树脂制

￣￣其他塑料制:
３９２０ ９９１０ ￣￣￣聚四氟乙烯制

３９２０ ９９９０ ￣￣￣其他塑料制

３９ ２１ 其他塑料板、 片、 膜、 箔、 扁

条: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ꎻ ３ 外

观ꎻ ４ 是否与其他材料

合制ꎻ ５ 泡沫塑料请注

明ꎻ ６ 用途ꎻ ７ 规格尺

寸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

￣泡沫塑料的:

７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２１ １１００ ￣￣苯乙烯聚合物制

￣￣氯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２１ １２１０ ￣￣￣人造革及合成革

３９２１ １２９０ ￣￣￣其他

￣￣氨酯聚合物制:
３９２１ １３１０ ￣￣￣人造革及合成革

３９２１ １３９０ ￣￣￣其他

３９２１ １４００ ￣￣再生纤维素制

￣￣其他塑料制:
３９２１ １９１０ ￣￣￣人造革及合成革

３９２１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３９２１ ９０２０ ￣￣￣聚乙烯嵌有玻璃纤维的板、

片

３９２１ ９０３０ ￣￣￣聚异丁烯为基本成分的附有

人造毛毡的板、 片、 卷材

３９２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 ２２ 塑料浴缸、 淋浴盘、 洗涤槽、
盥洗盆、 坐浴盆、 便盆、 马桶

座圈及盖、 抽水箱及类似卫生

洁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９２２ １０００ ￣浴缸、 淋浴盘、 洗涤槽及盥洗

盆

３９２２ ２０００ ￣马桶座圈及盖

３９２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 ２３ 供运输或包装货物用的塑料制

品ꎻ 塑料制的塞子、 盖子及类

似品:
３９２３ １０００ ￣盒、 箱 (包括板条箱) 及类

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半

导体晶圆、 掩模或光罩

用等)ꎻ ３ 材质ꎻ ４ 半

导体晶圆、 掩模或光罩

用需报是否具有特定形

状或装置ꎻ ５ 半导体晶

圆、 掩模或光罩用需注

明是否有 ＲＯＨＳ 认证

６ 品牌ꎻ ７ 规

格或型号

￣袋及包 (包括锥形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３９２３ ２１００ ￣￣乙烯聚合物制

３９２３ ２９００ ￣￣其他塑料制

３９２３ ３０００ ￣坛、 瓶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８６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２３ ４０００ ￣卷轴、 纡子、 筒管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３９２３ ５０００ ￣塞子、 盖子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３９２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３９ ２４ 塑料制的餐具、 厨房用具、 其

他家庭用具及卫生或盥洗用

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或型号

３９２４ １０００ ￣餐具及厨房用具

３９２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 ２５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建筑用塑料

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塑

料制囤、 柜、 罐、 桶 及

类似容器请注明容积ꎻ
４ 材质

５ 品牌

３９２５ １０００ ￣囤、 柜、 罐、 桶及类似容器ꎬ
容积超过 ３００ 升

３９２５ ２０００ ￣门、 窗及其框架、 门槛

３９２５ ３０００ ￣窗板、 百叶窗 (包括威尼斯

式百叶窗) 或类似制品及其零

件

３９２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 ２６ 其他塑料制品及税目 ３９ ０１ 至

３９ １４ 所列其他材料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和型号

３９２６ １０００ ￣办公室或学校用品

￣衣服及衣着附件 (包括分指

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手套 (包括分指手套、 连指

手套及露指手套):
３９２６ ２０１１ ￣￣￣￣聚氯乙烯制

３９２６ ２０１９ ￣￣￣￣其他

３９２６ ２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２６ ３０００ ￣家具、 车厢或类似品的附件

３９２６ ４０００ ￣小雕塑品及其他装饰品

￣其他:
３９２６ ９０１０ ￣￣￣机器及仪器用零件

３９２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６２



第四十章　 橡胶及其制品

注释:
一、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目录所称 “橡胶”ꎬ 是指不论是否硫化或硬化的下列产品: 天然橡胶、 巴拉塔胶、

古塔波胶、 银胶菊胶、 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胶、 合成橡胶、 从油类中提取的油膏以及上述物品的再生品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第十一类的货品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ꎻ
(二) 第六十四章的鞋靴及其零件ꎻ
(三) 第六十五章的帽类及其零件 (包括游泳帽)ꎻ
(四) 第十六类的硬质橡胶制的机械器具、 电气器具及其零件 (包括各种电气用品)ꎻ
(五) 第九十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四章或第九十六章的物品ꎻ 或

(六)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运动用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及税目 ４０ １１ 至 ４０ １３ 的制品除外)ꎮ
三、 税目 ４０ ０１ 至 ４０ ０３ 及 ４０ ０５ 所称 “初级形状”ꎬ 只限于下列形状:

(一) 液状及糊状ꎬ 包括胶乳 (不论是否预硫化) 及其他分散体和溶液ꎻ
(二) 不规则形状的块ꎬ 团、 包、 粉、 粒、 碎屑及类似的散装形状ꎮ

四、 本章注释一和税目 ４０ ０２ 所称 “合成橡胶”ꎬ 适用于:
(一) 不饱和合成物质ꎬ 即用硫磺硫化能使其不可逆地变为非热塑物质ꎬ 这种物质能在温度 １８℃ ~ ２９℃之间被

拉长到其原长度的 ３ 倍而不致断裂ꎬ 拉长到原长度的 ２ 倍时ꎬ 在 ５ 分钟内能回复到不超过原长度的 １ ５
倍ꎮ 为了进行上述试验ꎬ 可以加入交联所需的硫化活化剂或促进剂ꎻ 也允许含有注释五 (二) ２ 及 ３ 所

述的物质ꎮ 但不能加入非交联所需的物质ꎬ 例如ꎬ 增量剂、 增塑剂及填料ꎮ
(二) 聚硫橡胶 (ＴＭ)ꎻ 以及

(三) 与塑料接枝共聚或混合而改性的天然橡胶、 解聚天然橡胶以及不饱和合成物质与饱和合成高聚物的混合

物ꎬ 但这些产品必须符合以上 (一) 款关于硫化、 延伸及回复的要求ꎮ
五、 (一) 税目 ４０ ０１ 及 ４０ ０２ 不适用于任何凝结前或凝结后与下列物质相混合的橡胶或橡胶混合物:

１ 硫化剂、 促进剂、 防焦剂或活性剂 (为制造预硫胶乳所加入的除外)ꎻ
２ 颜料或其他着色料ꎬ 但仅为易于识别而加入的除外ꎻ
３ 增塑剂或增量剂 (用油增量的橡胶中所加的矿物油除外)、 填料、 增强剂、 有机溶剂或其他物质ꎬ 但

以下 (二) 款所述的除外ꎮ
(二) 含有下列物质的橡胶或橡胶混合物ꎬ 只要仍具有原料的基本特性ꎬ 应归入税目 ４０ ０１ 或 ４０ ０２:

１ 乳化剂或防粘剂ꎻ
２ 少量的乳化剂分解产品ꎻ
３ 微量的下列物质: 热敏剂 (一般为制造热敏胶乳用)、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一般为制造阳性胶乳用)、

抗氧剂、 凝固剂、 碎裂剂、 抗冻剂、 胶溶剂、 保存剂、 稳定剂、 黏度控制剂或类似的特殊用途添加剂ꎮ
六、 税目 ４０ ０４ 所称 “废碎料及下脚料”ꎬ 是指在橡胶或橡胶制品生产或加工过程中由于切割、 磨损或其他原因明

显不能按橡胶或橡胶制品使用的废橡胶及下脚料ꎮ
七、 全部用硫化橡胶制成的线ꎬ 其任一截面的尺寸超过 ５ 毫米的ꎬ 应作为带、 杆或型材及异型材归入税目 ４０ ０８ꎮ
八、 税目 ４０ １０ 包括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织物制成的或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套裹的纱线或绳制

成的传动带、 输送带ꎮ
九、 税目 ４０ ０１、 ４０ ０２、 ４０ ０３、 ４０ ０５ 及 ４０ ０８ 所称 “板” “片” “带”ꎬ 仅指未切割或只简单切割成矩形 (包括正

方形) 的板、 片、 带及正几何形块ꎬ 不论是否具有成品的特征ꎬ 也不论是否经过印制或其他表面加工ꎬ 但未切

割成其他形状或进一步加工ꎮ
税目 ４０ ０８ 所称 “杆” 或 “型材及异型材”ꎬ 仅指不论是否切割成一定长度或表面加工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的

该类产品ꎮ

０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 ０１ 天然橡胶、 巴拉塔胶、 古塔波

胶、 银胶菊胶、 糖胶树胶及类

似的天然树胶ꎬ 初级形状或

板、 片、 带:
４００１ １０００ ￣天然胶乳ꎬ 不论是否预硫化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包

装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干胶含量

￣其他形状的天然橡胶:
４００１ ２１００ ￣￣烟胶片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型

号ꎻ ４ 包装

５ 签约日期

４００１ ２２００ ￣￣技术分类天然橡胶 (ＴＳＮ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型

号ꎻ ４ 包装规格ꎻ ５ 是

否随附生产国主管当局

出具的检验证书ꎬ 并列

明橡胶的等级、 规格及

检验结果

６ 签约日期

４０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型

号ꎻ ４ 包装

５ 签约日期

４００１ ３０００ ￣巴拉塔胶、 古塔波胶、 银胶菊

胶、 糖胶树胶及类似的天然树

胶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型

号ꎻ ４ 包装

５ 签约日期

４０ ０２ 合成橡胶及从油类提取的油

膏ꎬ 初级形状或板、 片、 带ꎻ
税目 ４０ ０１ 所列产品与本税目

所列产品的混合物ꎬ 初级形状

或板、 片、 带:
￣丁苯橡胶 (ＳＢＲ)ꎻ 羧基丁苯

橡胶 (ＸＳＢＲ):
￣￣胶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４００２ １１１０ ￣￣￣羧基丁苯橡胶

４００２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丁苯橡胶请注明

是否充油、 热塑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１ ￣￣￣￣未经任何加工的丁苯橡胶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２ ￣￣￣￣充油丁苯橡胶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３ ￣￣￣￣热塑丁苯橡胶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４ ￣￣￣￣充油热塑丁苯橡胶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５ ￣￣￣￣未经任何加工的溶聚丁苯橡

胶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６ ￣￣￣￣充油溶聚丁苯橡胶

１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０２ １９１９ ￣￣￣￣其他

４０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丁二烯橡胶 (Ｂ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２０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异丁烯￣异戊二烯 (丁基) 橡

胶 ( ＩＩＲ )ꎻ 卤 代 丁 基 橡 胶

(ＣＩＩＲ 或 ＢＩＩ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异丁烯￣异戊二烯 (丁基) 橡

胶 (ＩＩＲ):
４００２ ３１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００２ ３９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３９９０ ￣￣￣其他

￣氯 丁 二 烯 ( 氯 丁 ) 橡 胶

(Ｃ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４１００ ￣￣胶乳

￣￣其他:
４００２ ４９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４９９０ ￣￣￣其他

￣丁腈橡胶 (ＮＢ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５１００ ￣￣胶乳

￣￣其他:
４００２ ５９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５９９０ ￣￣￣其他

￣异戊二烯橡胶 (Ｉ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６０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６０９０ ￣￣￣其他

￣乙丙非共轭二烯橡胶 ( ＥＰ￣
ＤＭ):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７０１０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７０９０ ￣￣￣其他

２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０２ ８０００ ￣税目 ４０ ０１ 所列产品与本税目

所列产品的混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混 合

过程加工

方式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含量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００２ ９１００ ￣￣胶乳

￣￣其他:
￣￣￣其他合成橡胶:

４００２ ９９１１ ￣￣￣￣初级形状的

４００２ ９９１９ ￣￣￣￣其他

４００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０ ０３ 再生橡胶ꎬ 初级形状或板、
片、 带: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来

源

４００３ ００００ 再生 橡 胶ꎬ 初 级 形 状 或 板、
片、 带

４０ ０４ 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的废碎

料、 下脚料及其粉、 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来

源ꎻ ４ 水分ꎻ ５ 杂质

６ 干胶含量

４００４ ００００ 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的废碎

料、 下脚料及其粉、 粒

４０ ０５ 未硫化的复合橡胶ꎬ 初级形状

或板、 片、 带: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例: 未硫化复合橡胶

(成分为丁苯橡胶、
炭黑ꎬ 黑色有弹性的

片状固体)
４００５ １０００ ￣与炭黑或硅石混合

４００５ ２０００ ￣溶液ꎻ 子目 ４００５ １０ 以外的分

散体

￣其他:
４００５ ９１００ ￣￣板、 片、 带

４０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０ ０６ 其他形状 (例如ꎬ 杆、 管或型

材及异型材) 的未硫化橡胶及

未硫化橡胶制品 (例如ꎬ 盘、
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

４ 材质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例: 未硫化的丁腈橡

胶密封圈 (用于机

械设备的密封ꎬ 黑色

有弹性的环)
４００６ １０００ ￣轮胎翻新用胎面补料胎条

￣其他:
４００６ ９０１０ ￣￣￣其他形状的未硫化橡胶

４００６ ９０２０ ￣￣￣未硫化橡胶制品

４０ ０７ 硫化橡胶线及绳: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截

面尺寸

４ 材质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例: 硫化丁二烯橡胶

线 (黑色有弹性单

股线ꎬ 截面尺寸 ４ ５
毫米)

４００７ ００００ 硫化橡胶线及绳

３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 ０８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制

的板、 片、 带、 杆或型材及异

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是

否海绵橡胶ꎻ ４ 规格尺

寸

５ 材质ꎻ ６ 品

牌ꎻ ７ 型号

例: 软质硫化的橡胶

片 ( 海 绵 橡 胶 制ꎬ
红色多孔性高弹性片

状固体ꎬ 厚度 ２ 毫

米ꎬ 长度 １ 米ꎬ 宽度

５０ 厘米)
￣海绵橡胶制:

４００８ １１００ ￣￣板、 片、 带

４０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非海绵橡胶制:
４００８ ２１００ ￣￣板、 片、 带

４００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４０ ０９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制

的管子ꎬ 不论是否装有附件

(例如ꎬ 接头、 肘管、 法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构成 (是否

加强 或 与 其 他 材 料 合

制)ꎻ ５ 是否装有附件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例: 未装附件、 未加

强和未与其他材料合

制的软质硫化的橡胶

管

￣未经加强或未与其他材料合

制:
４００９ １１００ ￣￣未装有附件

４００９ １２００ ￣￣装有附件

￣用金属加强或只与金属合制:
４００９ ２１００ ￣￣未装有附件

４００９ ２２００ ￣￣装有附件

￣用纺织材料加强或只与纺织材

料合制:
４００９ ３１００ ￣￣未装有附件

４００９ ３２００ ￣￣装有附件

￣用其他材料加强或只与其他材

料合制:
４００９ ４１００ ￣￣未装有附件

４００９ ４２００ ￣￣装有附件

４０ １０ 硫化橡胶制的传动带或输送带

及带料:
￣输送带及带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构成 (有加

强材料的也要注明其材

质)ꎻ ５ 规格尺寸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４０１０ １１００ ￣￣仅用金属加强的

４０１０ １２００ ￣￣仅用纺织材料加强的

４０１０ １９００ ￣￣其他

￣传动带及带料:

４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１０ ３１００ ￣￣梯形截面的环形传动带 (三
角带)ꎬ Ｖ 形肋状的ꎬ 外周长

超过 ６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８０ 厘

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ꎻ ６ 截面

形状

７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２００ ￣￣梯形截面的环形传动带 (三
角带)ꎬ 外周长超过 ６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８０ 厘米ꎬ Ｖ 形肋状

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ꎻ ６ 截面

形状

７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３００ ￣￣梯形截面的环形传动带 (三
角带)ꎬ Ｖ 形肋状的ꎬ 外周长

超过 １８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２４０
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ꎻ ６ 截面

形状

７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４００ ￣￣梯形截面的环形传动带 (三
角带)ꎬ 外周长超过 １８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２４０ 厘米ꎬ Ｖ 形肋状

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ꎻ ６ 截面

形状

７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５００ ￣￣环形同步带ꎬ 外周长超过 ６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 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

６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６００ ￣￣环形同步带ꎬ 外周长超过 １５０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９８ 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

６ 品牌

４０１０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外

观ꎻ ４ 材质ꎻ ５ 规格尺

寸 (外周长)ꎻ ６ 截面

形状

７ 品牌

４０ １１ 新的充气橡胶轮胎:
４０１１ １０００ ￣机动小客车 (包括旅行小客

车及赛车)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断

面宽度

６ 胎 面 花 纹ꎻ
７ 品牌ꎻ ８ 速

度等级

４０１１ ２０００ ￣客运机动车辆或货运机动车辆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断

面宽度

６ 胎 面 花 纹ꎻ
７ 品牌

４０１１ ３０００ ￣航空器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断

面宽度

６ 胎 面 花 纹ꎻ
７ 品牌

４０１１ ４０００ ￣摩托车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断

面宽度

６ 胎 面 花 纹ꎻ
７ 品牌

４０１１ ５０００ ￣自行车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断

面宽度

６ 胎 面 花 纹ꎻ
７ 品牌

５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农业或林业车辆及机器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胎

面花纹 (人字型胎面或

类似胎面等)ꎻ ６ 断面宽

度

７ 品牌

４０１１ ７０１０ ￣￣￣人字形胎面或类似胎面

４０１１ ７０９０ ￣￣￣其他

￣建筑业、 采矿业或工业搬运车

辆及机器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胎

面花纹 (人字型胎面或

类似胎面等)ꎻ ６ 断面宽

度

７ 品牌

￣￣￣人字形胎面或类似胎面:
４０１１ ８０１１ ￣￣￣￣辋圈尺寸不超过 ６１ 厘米

４０１１ ８０１２ ￣￣￣￣辋圈尺寸超过 ６１ 厘米

￣￣￣其他:
４０１１ ８０９１ ￣￣￣￣辋圈尺寸不超过 ６１ 厘米

４０１１ ８０９２ ￣￣￣￣辋圈尺寸超过 ６１ 厘米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型

号ꎻ ４ 辋圈尺寸ꎻ ５ 胎

面花纹 (人字型胎面或

类似胎面等)ꎻ ６ 断面宽

度

７ 品牌

４０１１ ９０１０ ￣￣￣人字形胎面或类似胎面的

４０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０ １２ 翻新的或旧的充气橡胶轮胎ꎻ
实心或半实心橡胶轮胎、 橡胶

胎面及橡胶轮胎衬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实心ꎻ ４ 充气轮胎请

注明翻新或旧的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翻新轮胎:
４０１２ １１００ ￣￣机动小客车 (包括旅行小客

车及赛车) 用

４０１２ １２００ ￣￣机动大客车或货运机动车用

４０１２ １３００ ￣￣航空器用

４０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旧的充气轮胎:
４０１２ ２０１０ ￣￣￣汽车用

４０１２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０１２ ９０１０ ￣￣￣航空器用

４０１２ ９０２０ ￣￣￣汽车用

４０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０ １３ 橡胶内胎: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６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１３ １０００ ￣机动小客车 (包括旅行小客

车及赛车)、 客运机动车辆或

货运机动车辆用

４０１３ ２０００ ￣自行车用

￣其他:
４０１３ ９０１０ ￣￣￣航空器用

４０１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０ １４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制

的卫生及医疗用品 (包括奶

嘴)ꎬ 不论是否装有硬质橡胶

制的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４０１４ １０００ ￣避孕套

４０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０ １５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制

的衣着用品及附件 (包括分指

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不包括橡胶线与纺织

材料合制的衣着用品

及附件 (第六十一

或第六十二章)
￣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

套:
４０１５ １１００ ￣￣外科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４０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成

分 (含胶率)ꎻ
５ 规 格 型 号

( Ｓ、 Ｍ、 ＸＬ
等)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４０１５ ９０１０ ￣￣￣医疗用

４０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０ １６ 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的

其他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海绵橡胶、 非海绵

橡胶)ꎻ ４ 是否机器及仪

器用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海绵橡胶制:
４０１６ １０１０ ￣￣￣机器及仪器用零件

４０１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０１６ ９１００ ￣￣铺地制品及门垫

４０１６ ９２００ ￣￣橡皮擦

￣￣垫片、 垫圈及其他密封件:
４０１６ ９３１０ ￣￣￣机器及仪器用

４０１６ ９３９０ ￣￣￣其他

４０１６ ９４００ ￣￣船舶或码头的碰垫ꎬ 不论是

否可充气

７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０１６ ９５００ ￣￣其他可充气制品

￣￣其他:
４０１６ ９９１０ ￣￣￣机器及仪器用零件

４０１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０ １７ 各种形状的硬质橡胶 (例如ꎬ
纯硬质胶)ꎬ 包括废碎料ꎻ 硬

质橡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ꎻ ３ 成

分

４０１７ ００１０ ￣￣￣各种形状的硬质橡胶ꎬ 包括

废碎料

４０１７ ００２０ ￣￣￣硬质橡胶制品

８７２



第八类　 生皮、 皮革、 毛皮及其制品ꎻ 鞍具及挽具ꎻ 旅行用品、 手提包及
类似容器ꎻ 动物肠线 (蚕胶丝除外) 制品

第四十一章　 生皮 (毛皮除外) 及皮革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生皮的边角废料 (税目 ０５ １１)ꎻ
(二) 税目 ０５ ０５ 或 ６７ ０１ 的带羽毛或羽绒的整张或部分鸟皮ꎻ
(三) 带毛生皮或已鞣的带毛皮张 (第四十三章)ꎻ 但下列动物的带毛生皮应归入第四十一章: 牛 (包括水

牛)、 马、 绵羊及羔羊 (不包括阿斯特拉罕、 喀拉科尔、 波斯羔羊或类似羔羊ꎬ 印度、 中国或蒙古羔

羊)、 山羊或小山羊 (不包括也门、 蒙古或西藏的山羊及小山羊)、 猪 (包括野猪)、 小羚羊、 瞪羚、 骆

驼 (包括单峰骆驼)、 驯鹿、 麋、 鹿、 狍或狗ꎮ
二、 (一) 税目 ４１ ０４ 至 ４１ ０６ 不包括经逆鞣 (包括预鞣) 加工的皮 (酌情归入税目 ４１ ０１ 至 ４１ ０３)ꎮ

(二) 税目 ４１ ０４ 至 ４１ ０６ 所称 “坯革”ꎬ 包括在干燥前经复鞣、 染色或加油 (加脂) 的皮ꎮ
三、 本目录所称 “再生皮革”ꎬ 仅指税目 ４１ １５ 的皮革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１ ０１ 生牛皮 (包括水牛皮)、 生马

科动物皮 (鲜的、 盐渍的、 干

的、 石灰浸渍的、 浸酸的或以

其他方法保藏ꎬ 但未鞣制、 未

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

的)ꎬ 不论是否去毛或剖层: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干、 盐 渍、
石灰浸渍、 浸酸、 未鞣

制、 退鞣处理)ꎻ ３ 状态

(整张 /半张ꎬ 是否去肉

修边等)ꎻ ４ 平均每张重

量

５ 种类 (公牛、
未 育 /已 育 母

牛、 奶 牛、 阉

牛、 小 牛、
马 )ꎻ ６ 产 区

(如澳大利亚维

多利 亚、 新 南

威尔士等)

本 税 目 仅 指 生 皮ꎮ
例: 牛皮、 盐干、 整

张臀部烙印、 阉牛、
厚度 ０ ５ ~ １ 毫米、
平均每张 ６４ ~ ６６ 磅、
一级

￣未剖层的整张皮ꎬ 简单干燥的

每张重量不超过 ８ 千克ꎬ 干盐

腌的不超过 １０ 千克ꎬ 鲜的、
湿盐腌的或以其他方法保藏的

不超过 １６ 千克:
￣￣￣牛皮:

４１０１ ２０１１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１ ２０１９ ￣￣￣￣其他

４１０１ ２０２０ ￣￣￣马科动物皮

￣整张皮ꎬ 重量超过 １６ 千克:
￣￣￣牛皮:

４１０１ ５０１１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１ ５０１９ ￣￣￣￣其他

４１０１ ５０２０ ￣￣￣马科动物皮

９７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ꎬ 包括整张或半张的背皮

及腹皮:
￣￣￣牛皮:

４１０１ ９０１１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４１０１ ９０２０ ￣￣￣马科动物皮

４１ ０２ 绵羊或羔羊生皮 (鲜的、 盐渍

的、 干的、 石灰浸渍的、 浸酸

的或经其他方法保藏ꎬ 但未鞣

制、 未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

步加工的)ꎬ 不论是否带毛或

剖层ꎬ 但本章注释一 (三) 所

述不包括的生皮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干、 盐 渍、
石灰浸渍、 浸酸、 未鞣

制、 退鞣处理)ꎻ ３ 种类

(羔羊、 绵羊)ꎻ ４ 状态

(带毛、 不带毛)

５ 规 格 ( 毛

长)ꎻ ６ 请注明

平 方 英 尺 数 /
张ꎻ ７ 等 级ꎻ
８ 用途 (毛革

一体、 制革)

本税目仅指生皮

４１０２ １０００ ￣带毛

￣不带毛:
￣￣浸酸的:

４１０２ ２１１０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２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１０２ ２９１０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２ ２９９０ ￣￣￣其他

４１ ０３ 其他生皮 (鲜的、 盐渍的、 干

的、 石灰浸渍的、 浸酸的或以

其他方法保藏ꎬ 但未鞣制、 未

经羊皮纸化处理或进一步加工

的)ꎬ 不论是否去毛或剖层ꎬ
但本章注释一 (二) 或 (三)
所述不包括的生皮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 法 ( 鲜、 干、 盐 渍、
石灰浸渍、 浸酸、 未鞣

制、 退鞣处理)ꎻ ３ 种类

(山 羊、 猪、 爬 行 动 物

等)

４ 是否源于野

生动物ꎻ ５ 规

格 (长 /宽或面

积)

４１０３ ２０００ ￣爬行动物皮

４１０３ ３０００ ￣猪皮

￣其他:
￣￣￣山羊板皮:

４１０３ ９０１１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３ ９０１９ ￣￣￣￣其他

￣￣￣其他山羊或小山羊皮:
４１０３ ９０２１ ￣￣￣￣经退鞣处理的

４１０３ ９０２９ ￣￣￣￣其他

４１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１ ０４ 经鞣制的不带毛牛皮 (包括水

牛皮)、 马科动物皮及其坯革ꎬ
不论是否剖层ꎬ 但未经进一步

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 干、 鞣 制 无 毛、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

种物质)ꎻ ３ 状态 (湿ꎬ
如蓝 湿ꎬ 整 张 /半 张 /背
皮 /头颈等)

４ 种类 (公牛、
母 牛、 奶 牛、
阉 牛、 马 )ꎻ
５ 是否源于野

生动物ꎻ ６ 规

格 ( 厚 度、 平

均尺寸及平均

重 量 )ꎻ ７ 品

种ꎻ ８ 用 途ꎻ
９ 级别 (头层

皮 ＴＲ１ / ２ / ３ꎬ 二

层 皮 Ａ / Ｂ / Ｃ / Ｄ
级)

￣湿革 (包括蓝湿皮):
￣￣全粒面未剖层革ꎻ 粒面剖层

革:
￣￣￣牛皮:

４１０４ １１１１ ￣￣￣￣蓝湿的

４１０４ １１１９ ￣￣￣￣其他

４１０４ １１２０ ￣￣￣马科动物皮

￣￣其他:
￣￣￣牛皮:

４１０４ １９１１ ￣￣￣￣蓝湿的

４１０４ １９１９ ￣￣￣￣其他

４１０４ １９２０ ￣￣￣马科动物皮

￣干革 (坯革):
４１０４ ４１００ ￣￣全粒面未剖层革ꎻ 粒面剖层

革

￣￣其他:
４１０４ ４９１０ ￣￣￣机器带用牛、 马皮革

４１０４ ４９９０ ￣￣￣其他

４１ ０５ 经鞣制的不带毛绵羊或羔羊皮

革及其坯革ꎬ 不论是否剖层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鞣制无毛)ꎻ
３ 种类 (羔羊、 绵羊)ꎻ
４ 状态 (湿ꎬ 如蓝湿)

５ 是否源于野

生动物ꎻ ６ 规

格 ( 厚 度、 张

幅)
￣湿革 (包括蓝湿皮):

４１０５ １０１０ ￣￣￣蓝湿的

４１０５ １０９０ ￣￣￣其他

４１０５ ３０００ ￣干革 (坯革)
４１ ０６ 经鞣制的其他不带毛动物皮革

及其坯革ꎬ 不论是否剖层ꎬ 但

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干、 鞣制无毛)ꎻ
３ 种类 (如爬行动物、
小山羊)ꎻ ４ 状态 (湿)

５ 是否源于野

生动物ꎻ ６ 规

格 ( 厚 度、 张

幅、 张数)

１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山羊或小山羊的:
４１０６ ２１００ ￣￣湿革 (包括蓝湿皮)
４１０６ ２２００ ￣￣干革 (坯革)

￣猪的:
￣￣湿革 (包括蓝湿皮):

４１０６ ３１１０ ￣￣￣蓝湿的

４１０６ ３１９０ ￣￣￣其他

４１０６ ３２００ ￣￣干革 (坯革)
４１０６ ４０００ ￣爬行动物的

￣其他:
４１０６ ９１００ ￣￣湿革 (包括蓝湿皮)
４１０６ ９２００ ￣￣干革 (坯革)
４１ ０７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

工的不带毛的牛皮革 (包括水

牛皮革) 及马科动物皮革ꎬ 包

括羊皮纸化处理的皮革ꎬ 不论

是否剖层ꎬ 但税目 ４１ １４ 的皮

革除外:
￣整张的:
￣￣全粒面未剖层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４１０７ １１１０ ￣￣￣牛皮

４１０７ １１２０ ￣￣￣马科动物皮

￣￣粒面剖层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４１０７ １２１０ ￣￣￣牛皮

４１０７ １２２０ ￣￣￣马科动物皮

￣￣其他:

２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１０７ １９１０ ￣￣￣机器带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 皮 层 数 )ꎻ ５ 用 途

(机器带用)

６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７ 颜色

４１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其他ꎬ 包括半张的:
４１０７ ９１００ ￣￣全粒面未剖层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４１０７ ９２００ ￣￣粒面剖层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其他:
４１０７ ９９１０ ￣￣￣机器带用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用途 (机
器带用)

６ 规格 (厚度、
平均面积)ꎻ ７
颜色

３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１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表面是否涂覆、
涂覆何种物质)ꎻ ３ 种类

(牛、 马)ꎻ ４ 状态 (是
否整张、 无毛全粒面未

剖层或无毛粒面剖层、
牛皮层数)

５ 规格 (厚度、
平 均 面 积 )ꎻ
６ 颜色ꎻ ７ 用

途 ( 鞋 面、 箱

包、 鞋 底、 家

具、 汽车座椅、
皮带等)

４１ １２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

工的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皮

革ꎬ 包括羊皮纸化处理的皮

革ꎬ 不论是否剖层ꎬ 但税目

４１ １４ 的皮革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状

态 (无毛全粒面或无毛

羊皮纸化等)

４ 规格 (厚度

及面积)ꎻ ５ 颜

色

４１１２ ００００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

工的不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皮

革ꎬ 包括羊皮纸化处理的皮

革ꎬ 不论是否剖层ꎬ 但税目

４１ １４ 的皮革除外

４１ １３ 经鞣制或半硝处理后进一步加

工的不带毛的其他动物皮革ꎬ
包括羊皮纸化处理的皮革ꎬ 不

论是否剖层ꎬ 但税目 ４１ １４ 的

皮革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ꎻ ３ 状态 (无毛全

粒面等)

４ 规格 (长 /宽
或面积)ꎻ ５ 整

张 /背 皮 /腹 皮

等

４１１３ １０００ ￣山羊或小山羊的

４１１３ ２０００ ￣猪的

４１１３ ３０００ ￣爬行动物的

４１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１ １４ 油鞣皮革 (包括结合鞣制的油

鞣皮革)ꎻ 漆皮及层压漆皮ꎻ
镀金属皮革: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漆皮、 镀金属)
３ 规 格 ( 厚

度)ꎻ ４ 请注明

平方英尺数 /张
４１１４ １０００ ￣油鞣皮革 (包括结合鞣制的

油鞣皮革)
４１１４ ２０００ ￣漆皮及层压漆皮ꎻ 镀金属皮革

４１ １５ 以皮革或皮革纤维为基本成分

的再生皮革ꎬ 成块、 成张或成

条ꎬ 不论是否成卷ꎻ 皮革或再

生皮革的边角废料ꎬ 不适宜作

皮革制品用ꎻ 皮革粉末:
４１１５ １０００ ￣以皮革或皮革纤维为基本成分

的再生皮革ꎬ 成块、 成张或成

条的ꎬ 不论是否成卷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再生)ꎻ ３ 状态

(块、 张、 条、 卷、 边角

料、 粉末)

４ 规 格 ( 厚

度)

４１１５ ２００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的边角废料ꎬ
不适宜作皮革制品用ꎻ 皮革粉

末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块、
张、 条、 卷、 边 角 料、
粉末)ꎻ ３ 用途

４ 是否经过筛

选

４８２



第四十二章　 皮革制品ꎻ 鞍具及挽具ꎻ 旅行用品、 手提包及类似容器ꎻ 动物肠线 (蚕胶丝除外) 制品

注释:
一、 本章所称的 “皮革” 包括油鞣皮革 (含包括结合鞣制的油鞣皮革)、 漆皮、 层压漆皮和镀金属皮革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外科用无菌肠线或类似的无菌缝合材料 (税目 ３０ ０６)ꎻ
(二) 以毛皮或人造毛皮衬里或作面 (仅饰边的除外) 的衣服及衣着附件 (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除

外) (税目 ４３ ０３ 或 ４３ ０４)ꎻ
(三) 网线袋及类似品 (税目 ５６ ０８)ꎻ
(四) 第六十四章的物品ꎻ
(五) 第六十五章的帽类及其零件ꎻ
(六) 税目 ６６ ０２ 的鞭子、 马鞭或其他物品ꎻ
(七) 袖扣、 手镯或其他仿首饰 (税目 ７１ １７)ꎻ
(八) 单独报验的挽具附件或装饰物ꎬ 例如ꎬ 马镫、 马嚼子、 马铃铛及类似品、 带扣 (一般归入第十五类)ꎻ
(九) 弦线、 鼓面皮或类似品及其他乐器零件 (税目 ９２ ０９)ꎻ
(十)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ꎬ 灯具及照明装置)ꎻ
(十一)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或

(十二) 税目 ９６ ０６ 的纽扣、 揿扣、 纽扣芯或这些物品的其他零件、 纽扣坯ꎮ
三、 (一) 除上述注释二所规定的以外ꎬ 税目 ４２ ０２ 也不包括:

１ 非供长期使用的带把手塑料薄膜袋ꎬ 不论是否印制 (税目 ３９ ２３)ꎻ
２ 编结材料制品 (税目 ４６ ０２)ꎮ

(二) 税目 ４２ ０２ 及 ４２ ０３ 的制品ꎬ 如果装有用贵金属、 包贵金属、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制的零件ꎬ 即使这些零件不是仅作为小配件或小饰物的ꎬ 只要其未构成物品的基本特征ꎬ
仍应归入上述税目ꎮ 但如果这些零件已构成物品的基本特征ꎬ 则应归入第七十一章ꎮ

四、 税目 ４２ ０３ 所称 “衣服及衣着附件”ꎬ 主要适用于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包括运动手套及防护手

套)、 围裙及其他防护用衣着、 裤吊带、 腰带、 子弹带及腕带ꎬ 但不包括表带 (税目 ９１ １３)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２ ０１ 各种材料制成的鞍具及挽具

(包括缰绳、 挽绳、 护膝垫、
口套、 鞍褥、 马褡裢、 狗外套

及类似品)ꎬ 适合各种动物用: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４２０１ ００００ 各种材料制成的鞍具及挽具

(包括缰绳、 挽绳、 护膝垫、
口套、 鞍褥、 马褡裢、 狗外套

及类似品)ꎬ 适合各种动物用

５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２ ０２ 衣箱、 提箱、 小手袋、 公文

箱、 公文包、 书包、 眼镜盒、
望远镜盒、 照相机套、 乐器

盒、 枪套及类似容器ꎻ 旅行

包、 食品或饮料保温包、 化妆

包、 帆布包、 手提包、 购物

袋、 钱夹、 钱包、 地图盒、 烟

盒、 烟袋、 工具包、 运动包、
瓶盒、 首饰盒、 粉盒、 刀叉餐

具盒及类似容器ꎬ 用皮革或再

生皮革、 塑料片、 纺织材料、
钢纸或纸板制成ꎬ 或者全部或

主要用上述材料或纸包覆制

成:
￣衣箱、 提箱、 小手袋、 公文

箱、 公文包、 书包及类似容

器: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衣

箱、 提箱、 小手袋等)ꎻ
３ 表面材质 (皮革、 再

生皮革等)

４ 品牌及款号

４２０２ １１１０ ￣￣￣衣箱

４２０２ １１９０ ￣￣￣其他

￣￣以塑料或纺织材料作面: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衣

箱、 提箱、 小手袋等)ꎻ
３ 表面材质 (塑料、 纺

织物等)

４ 品牌及款号

４２０２ １２１０ ￣￣￣衣箱

４２０２ １２９０ ￣￣￣其他

４２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衣

箱、 提箱、 小手袋等)ꎻ
３ 表面材质 (塑料、 纺

织物等)

４ 品牌及款号

￣手提包ꎬ 不论是否有背带ꎬ 包

括无把手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手提

包、 晚宴包等)ꎻ ３ 表面

材质 (皮革、 再生皮革、
塑料、 纺织物等)

４ 品牌及款号

４２０２ ２１００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

４２０２ ２２００ ￣￣以塑料片或纺织材料作面

４２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６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通常置于口袋或手提包内的物

品: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钱

夹、 钱包、 手机套等适

放在口袋、 手提袋内)ꎻ
３ 表面材质 (皮革、 再

生皮革、 塑料、 纺织物

等)

４ 品牌及款号

４２０２ ３１００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

４２０２ ３２００ ￣￣以塑料片或纺织材料作面

４２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工具

包、 运动包等)ꎻ ３ 表面

材质 (皮革、 再生皮革、
塑料、 纺织物等)

４ 品牌及款号

４２０２ ９１００ ￣￣以皮革或再生皮革作面

４２０２ ９２００ ￣￣以塑料片或纺织材料作面

４２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２ ０３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的衣服及衣

着附件:
４２０３ １０００ ￣衣服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皮革

或再生皮革)ꎻ ３ 衣服种

类

４ 是否源于野

生动物ꎻ ５ 品

牌及款号

￣手套ꎬ 包括连指或露指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专供

运 动 用、 劳 保 用 等 )ꎻ
３ 材质 (皮革或再生皮

革)
４２０３ ２１００ ￣￣专供运动用

￣￣其他:
４２０３ ２９１０ ￣￣￣劳保手套

４２０３ ２９９０ ￣￣￣其他

￣腰带及子弹带: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皮革

或再生皮革)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品牌)ꎻ
４ 款号

４２０３ ３０１０ ￣￣￣腰带

４２０３ ３０２０ ￣￣￣子弹带

４２０３ ４０００ ￣其他衣着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皮革

或再生皮革)
４２ ０５ 皮革或再生皮革的其他制品:
４２０５ ００１０ ￣￣￣坐具套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皮革

或再生皮革)
４２０５ ００２０ ￣￣￣机器、 机械器具或其他专门

技术用途的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机

械、 技术用等)ꎻ ３ 材质

(皮革或再生皮革)

７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２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皮革或再生皮革)
４ 品牌

４２ ０６ 肠线 (蚕胶丝除外)、 肠膜、
膀胱或筋腱制品:

１ 品名 蚕胶丝应归入税目

５０ ０６ꎻ 不包括税目

３０ ０６ 的货品

４２０６ ００００ 肠线 (蚕胶丝除外)、 肠膜、
膀胱或筋腱制品

８８２



第四十三章　 毛皮、 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注释:
一、 本目录所称 “毛皮”ꎬ 是指已鞣的各种动物的带毛毛皮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４３ ０１ 的生毛皮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带羽毛或羽绒的整张或部分鸟皮 (税目 ０５ ０５ 或 ６７ ０１)ꎻ
(二) 第四十一章的带毛生皮 [参见该章注释一 (三) ]ꎻ
(三) 用皮革与毛皮或用皮革与人造毛皮制成的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税目 ４２ ０３)ꎻ
(四) 第六十四章的物品ꎻ
(五) 第六十五章的帽件及其零件ꎻ 或

(六)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ꎮ
三、 税目 ４３ ０３ 包括加有其他材料缝合的毛皮和毛皮部分品ꎬ 以及缝合成衣服、 衣服部分品、 衣着附件或其他制品

的毛皮和毛皮部分品ꎮ
四、 以毛皮或人造毛皮衬里或作面 (仅饰边的除外) 的衣服及衣着附件 (不包括注释二所述的货品)ꎬ 应分别归入

税目 ４３ ０３ 或 ４３ ０４ꎬ 但毛皮或人造毛皮仅作为装饰的除外ꎮ
五、 本目录所称 “人造毛皮”ꎬ 是指以毛、 发或其他纤维粘附或缝合于皮革、 织物或其他材料之上而构成的仿毛皮ꎬ

但不包括以机织或针织方法制得的仿毛皮 (一般应归入税目 ５８ ０１ 或 ６０ ０１)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３ ０１ 生毛皮 (包括适合加工皮货用

的头、 尾、 爪及其他块、 片)ꎬ
但税目 ４１ ０１、 ４１ ０２ 或 ４１ ０３
的生皮除外:

明显不能做皮货用的

毛皮的废料应归入税

目 ０５ １１ꎻ 不包括税

目 ４１ ０１、 ４１ ０２、
４１ ０３ 的生皮

４３０１ １０００ ￣整张水貂皮ꎬ 不论是否带头、
尾或爪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生毛

皮)ꎻ ３ 外 观 ( 整 张、
带头、 尾、 爪等)ꎻ ４ 重

量、 张数

５ 品种 (深棕、
黑 十 字 等 )ꎻ
６ 性 别 ( 公、
母 )ꎻ ７ 尺 寸

( ５０ 号、 ４０ 号

等)ꎻ ８ 颜色ꎻ
９ 等级 (以各

拍卖会等级体

系为 准、 残 次

皮需明确种类

及等级) (中英

文)ꎻ １０ 是否

来自拍卖会及

拍卖 日 期、 把

号

９８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３０１ ３０００ ￣下列羔羊的整张毛皮ꎬ 不论是

否带头、 尾或爪: 阿斯特拉

罕、 喀拉科尔、 波斯羔羊及类

似羔羊、 印度、 中国或蒙古羔

羊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状态 (生

毛皮)ꎻ ４ 外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４３０１ ６０００ ￣整张狐皮ꎬ 不论是否带头、 尾

或爪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状态 (生

毛皮)ꎻ ４ 外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品种 (蓝狐、
蓝霜狐皮等)ꎻ
６ 尺 寸 ( ５０
号、 ４０ 号等)ꎻ
７ 颜 色 ( 深、
浅 )ꎻ ８ 质 量

(世家皇冠、 世

家级)ꎻ ９ 是否

来自拍卖会及

拍卖会日期

￣整张的其他毛皮ꎬ 不论是否带

头、 尾或爪:
４３０１ ８０１０ ￣￣￣兔皮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状态 (生

毛皮)ꎻ ４ 外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颜色 (白色、
黑色等)

４３０１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状态 (生

毛皮)ꎻ ４ 外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适合加工皮货用的头、 尾、 爪

及其他块、 片: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状态 (生

毛皮)ꎻ ４ 外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４３０１ ９０１０ ￣￣￣黄鼠狼尾

４３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３ ０２ 未缝制或已缝制 (不加其他材

料) 的已鞣毛皮 (包括头、
尾、 爪及其他块、 片)ꎬ 但税

目 ４３ ０３ 的货品除外:
￣未缝制的整张毛皮ꎬ 不论是否

带头、 尾或爪:

０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３０２ １１００ ￣￣水貂皮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３ 外 观

(整 张、 带 头、 尾、 爪

等)ꎻ ４ 重量、 张数

５ 品种 (深棕、
黑 十 字 等 )ꎻ
６ 性 别 ( 公、
母 )ꎻ ７ 尺 寸

( ５０ 号、 ４０ 号

等)ꎻ ８ 颜色ꎻ
９ 等级 (以各

拍卖会等级体

系为 准、 残 次

皮需明确种类

及等级) (中英

文)ꎻ １０ 是否

来自拍卖会及

拍卖 日 期、 把

号

￣￣其他:
４３０２ １９１０ ￣￣￣灰鼠皮、 白 鼬 皮、 其 他 貂

皮、 狐皮、 水獭皮、 旱獭皮及

猞猁皮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品种 (蓝狐、
蓝霜狐皮等)ꎻ
６ 尺 寸 ( ５０
号、 ４０ 号等)ꎻ
７ 颜 色 ( 深、
浅 )ꎻ ８ 质 量

(世家皇冠、 世

家级)ꎻ ９ 是否

来自拍卖会及

拍卖会日期

４３０２ １９２０ ￣￣￣兔皮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规格

４３０２ １９３０ ￣￣￣下列羔羊皮: 阿斯特拉罕、
喀拉科尔、 波斯羔羊及类似羔

羊ꎬ 印度、 中国或蒙古羔羊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规格

４３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规格

１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３０２ ２０００ ￣未缝制的头、 尾、 爪及其他

块、 片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已缝制的整张毛皮及其块、
片: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国

羔羊、 波斯羔羊、 狐皮、
兔皮等)ꎻ ３ 制作或保存

方法 (鞣制未缝制或已

缝 制 毛 皮 )ꎻ ４ 外 观

(整张、 头、 尾、 爪等)

５ 规格

４３０２ ３０１０ ￣￣￣灰 鼠、 白 鼬、 貂、 狐、 水

獭、 旱獭及猞猁的整张毛皮及

其块、 片

４３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４３ ０３ 毛皮制的衣服、 衣着附件及其

他物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里、
外)ꎻ ３ 衣服种类

￣衣服及衣着附件:
４３０３ １０１０ ￣￣￣毛皮衣服

４３０３ １０２０ ￣￣￣毛皮衣着附件

４３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３ ０４ 人造毛皮及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人造

毛皮)
４３０４ ００１０ ￣￣￣人造毛皮

４３０４ ００２０ ￣￣￣人造毛皮制品

２９２



第九类　 木及木制品ꎻ 木炭ꎻ 软木及软木制品ꎻ 稻草、 秸秆、
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ꎻ 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制品ꎻ 木炭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主要作香料、 药料、 杀虫、 杀菌或类似用途的木片、 刨花、 碎木、 木粒或木粉 (税目 １２ １１)ꎻ
(二) 竹或主要作编结用的其他木质材料ꎬ 呈原木状ꎬ 不论是否经劈开、 纵锯或切段 (税目 １４ ０１)ꎻ
(三) 主要作染料或鞣料用的木片、 刨花、 木粒或木粉 (税目 １４ ０４)ꎻ
(四) 活性碳 (税目 ３８ ０２)ꎻ
(五) 税目 ４２ ０２ 的物品ꎻ
(六) 第四十六章的货品ꎻ
(七) 第六十四章的鞋靴及其零件ꎻ
(八) 第六十六章的货品 (例如ꎬ 伞、 手杖及其零件)ꎻ
(九) 税目 ６８ ０８ 的货品ꎻ
(十) 税目 ７１ １７ 的仿首饰ꎻ
(十一) 第十六类或第十七类的货品 (例如ꎬ 机器零件ꎬ 机器及器具的箱、 罩、 壳ꎬ 车辆部件)ꎻ
(十二) 第十八类的货品 (例如ꎬ 钟壳、 乐器及其零件)ꎻ
(十三) 火器的零件 (税目 ９３ ０５)ꎻ
(十四)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 活动房屋)ꎻ
(十五)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十六) 第九十六章的物品 (例如ꎬ 烟斗及其零件、 纽扣、 铅笔、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ꎬ 但税

目 ９６ ０３ 所列物品的木身及木柄除外ꎻ 或

(十七) 第九十七章的物品 (例如ꎬ 艺术品)ꎮ
二、 本章所称 “强化木”ꎬ 是指经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处理 (对于多层黏合木材ꎬ 其处理应超出一般黏合需要)ꎬ 从

而增加了密度或硬度并改善了机械强度、 抗化学或抗电性能的木材ꎮ
三、 税目 ４４ １４ 至 ４４ ２１ 适用于碎料板或类似木质材料板、 纤维板、 层压板或强化木的制品ꎮ
四、 税目 ４４ １０、 ４４ １１ 或 ４４ １２ 的产品ꎬ 可以加工成税目 ４４ ０９ 所述的各种形状ꎬ 也可以加工成弯曲、 瓦楞、 多孔

或其他形状 (正方形或矩形除外)ꎬ 以及经其他任何加工ꎬ 但未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的特性ꎮ
五、 税目 ４４ １７ 不包括装有第八十二章注释一所述材料制成的刀片、 工作刃、 工作面或其他工作部件的工具ꎮ
六、 除上述注释一及其他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税目中所称 “木”ꎬ 也包括竹及其他木质材料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４４０１ ３１ 所称 “木屑棒” 是指由木材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及其他木材加工活动中产生的副产品 (例如ꎬ 刨花、
锯末及碎木片) 直接压制而成或加入按重量计不超过 ３％的黏合剂后黏聚而成的产品ꎮ 此类产品呈圆柱状ꎬ 其直径

不超过 ２５ 毫米ꎬ 长度不超过 １００ 毫米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３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 ０１ 薪柴 (圆木段、 块、 枝、 成捆

或类似形状)ꎻ 木片或木粒ꎻ
锯末、 木废料及碎片ꎬ 不论是

否粘结成圆木段、 块、 片或类

似形状:

涂有树脂或以其他方

法制成点火物的木及

木 废 料 归 入 税 目

３６ ０６

￣薪柴 (圆木段、 块、 枝、 成

捆或类似形状):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外观 (圆

木段、 块、 枝、 成 捆 或

类似形状等)
４４０１ １１００ ￣￣针叶木

４４０１ １２００ ￣￣非针叶木

￣木片或木粒: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

３ 规格ꎻ ４ 用

途

４４０１ ２１００ ￣￣针叶木

４４０１ ２２００ ￣￣非针叶木

￣锯末、 木废料及碎片ꎬ 粘结成

圆木段、 块、 片或类似形状:
４４０１ ３１００ ￣￣木屑棒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 (棒)ꎻ

３ 规格 (直径×长度)
４４０１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 (块、

片或类似形状等)
４４０１ ４０００ ￣锯末、 木废料及碎片ꎬ 未粘结

的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 (末、
废料、 碎片等)

４４ ０２ 木炭 (包括果壳炭及果核炭)ꎬ
不论是否结块:

与香料混合后制成片

状或其他形状的木炭

归入税目 ３３ ０７ꎻ 活

性 碳 归 入 税 目

３８ ０２ꎻ 绘图用木炭

(炭 笔 ) 归 入 税 目

９６ ０９
４４０２ １０００ ￣竹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活化

４４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活化

４ 碳含量ꎻ
５ 挥发份

４４ ０３ 原木ꎬ 不论是否去皮、 去边材

或粗锯成方:

４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用油漆、 着色剂、 杂酚油或其

他防腐剂处理: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加工方法

(用油漆、 着色剂等防腐

剂处理等ꎬ 是否经纵锯、
纵切、 刨切或旋切)

４ 截 面 尺 寸

(圆木直径或方

木宽度×厚度)ꎻ
５ 长度ꎻ ６ 蓝

变、 未 蓝 变ꎻ
７ 烘干、 未烘

干ꎻ ８ 签约日

期

４４０３ １１００ ￣￣针叶木

４４０３ １２００ ￣￣非针叶木

￣其他ꎬ 针叶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加工方法

(是否经纵锯、 纵切、 刨

切或旋切)

４ 截 面 尺 寸

(圆木直径或方

木宽度×厚度)ꎻ
５ 长度ꎻ ６ 级

别 ( 锯 材 级、
切 片 级 等 )ꎻ
７ 蓝 变、 未 蓝

变ꎻ ８ 烘 干、
未烘干ꎻ ９ 签

约日期

￣￣松木ꎬ 截面尺寸在 １５ 厘米及

以上:
４４０３ ２１１０ ￣￣￣红松和樟子松

４４０３ ２１２０ ￣￣￣辐射松

４４０３ ２１３０ ￣￣￣落叶松

４４０３ ２１４０ ￣￣￣花旗松

４４０３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松木:
４４０３ ２２１０ ￣￣￣红松和樟子松

４４０３ ２２２０ ￣￣￣辐射松

４４０３ ２２３０ ￣￣￣落叶松

４４０３ ２２４０ ￣￣￣花旗松

４４０３ ２２９０ ￣￣￣其他

４４０３ ２３００ ￣￣冷杉和云杉ꎬ 截面尺寸在 １５
厘米及以上

４４０３ ２４００ ￣￣其他冷杉和云杉

４４０３ ２５００ ￣￣其他ꎬ 截面尺寸在 １５ 厘米及

以上

４４０３ ２６００ ￣￣其他

５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ꎬ 热带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加工方法

(是否经纵锯、 纵切、 刨

切或旋切)

４ 截 面 尺 寸

(圆木直径或方

木宽度×厚度)ꎻ
５ 长度ꎻ ６ 级

别 ( 锯 材 级、
切 片 级 等 )ꎻ
７ 蓝 变、 未 蓝

变ꎻ ８ 烘 干、
未烘 干ꎻ ９ 签

约日期

４４０３ ４１００ ￣￣深红色红柳桉木、 浅红色红

柳桉木及巴栲红柳桉木

￣￣其他:
４４０３ ４９１０ ￣￣￣柚木

４４０３ ４９２０ ￣￣￣奥克曼 (奥克榄)
４４０３ ４９３０ ￣￣￣龙脑香木 (克隆)
４４０３ ４９４０ ￣￣￣山樟 (香木)
４４０３ ４９５０ ￣￣￣印茄木 (波罗格)
４４０３ ４９６０ ￣￣￣大干巴豆 (门格里斯或康派

斯)
４４０３ ４９７０ ￣￣￣异翅香木

４４０３ ４９８０ ￣￣￣红木

４４０３ ４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加工方法

(是否经纵锯、 纵切、 刨

切或旋切)

４ 截 面 尺 寸

(圆木直径或方

木宽度×厚度)ꎻ
５ 长度ꎻ ６ 级

别 ( 锯 材 级、
切 片 级 等 )ꎻ
７ 蓝 变、 未 蓝

变ꎻ ８ 烘 干、
未烘 干ꎻ ９ 签

约日期

４４０３ ９１００ ￣￣栎木 (橡木)
４４０３ ９３００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ꎬ 截面

尺寸在 １５ 厘米及以上

４４０３ ９４００ ￣￣其他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
４４０３ ９５００ ￣￣桦木ꎬ 截面尺寸在 １５ 厘米及

以上

４４０３ ９６００ ￣￣其他桦木

４４０３ ９７００ ￣￣杨木

４４０３ ９８００ ￣￣桉木

￣￣其他:

６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０３ ９９３０ ￣￣￣红木ꎬ 但税号 ４４０３ ４９８０ 所

列热带红木除外

４４０３ ９９４０ ￣￣￣泡桐木

４４０３ ９９５０ ￣￣￣水曲柳

４４０３ ９９６０ ￣￣￣北美硬阔叶木

４４０３ ９９８０ ￣￣￣其他未列名的温带非针叶木

４４０３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４ ０４ 箍木ꎻ 木劈条ꎻ 已削尖但未经

纵锯的木桩ꎻ 粗加修整但未经

车圆、 弯曲或其他方式加工的

木棒ꎬ 适合制手杖、 伞柄、 工

具把柄及类似品ꎻ 木片条及类

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外观 (棒

状、 条状等)

４４０４ １０００ ￣针叶木的

４４０４ ２０００ ￣非针叶木的

４４ ０５ 木丝ꎻ 木粉: １ 品名

４４０５ ００００ 木丝ꎻ 木粉

４４ ０６ 铁道及电车道枕木: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 否 浸 渍 )ꎻ ３ 规 格

(长 ×宽 ×高)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属名、 拉

丁文种名)
￣未浸渍:

４４０６ １１００ ￣￣针叶木

４４０６ １２００ ￣￣非针叶木

￣其他:
４４０６ ９１００ ￣￣针叶木

４４０６ ９２００ ￣￣非针叶木

４４ ０７ 经纵锯、 纵切、 刨切或旋切的

木材ꎬ 不论是否刨平、 砂光或

端部接合ꎬ 厚度超过 ６ 毫米:
￣针叶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规格 (厚

度×宽度 ×长度)ꎻ ４ 加

工方法 (是否经纵锯、
纵切、 刨切或旋切)

５ 等级ꎻ ６ 蓝

变、 未 蓝 变ꎻ
７ 带边皮、 不

带边皮ꎻ ８ 烘

干、 未 烘 干ꎻ
９ 签约日期

￣￣松木:
４４０７ １１１０ ￣￣￣红松和樟子松

４４０７ １１２０ ￣￣￣辐射松

４４０７ １１３０ ￣￣￣花旗松

４４０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４４０７ １２００ ￣￣冷杉及云杉

７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热带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２１００ ￣￣美洲桃花心木

４４０７ ２２００ ￣￣苏里南肉豆蔻木、 细孔绿心

樟及美洲轻木

４４０７ ２５００ ￣￣深红色红柳桉木、 浅红色红

柳桉木及巴栲红柳桉木

４４０７ ２６００ ￣￣白柳桉木、 白色红柳桉木、
白色柳桉木、 黄色红柳桉木及

阿兰木

４４０７ ２７００ ￣￣沙比利

４４０７ ２８００ ￣￣伊罗科木

￣￣其他:
４４０７ ２９１０ ￣￣￣柚木

４４０７ ２９２０ ￣￣￣非洲桃花心木

４４０７ ２９３０ ￣￣￣波罗格

４４０７ ２９４０ ￣￣￣红木

４４０７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４０７ ９１００ ￣￣栎木 (橡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２００ ￣￣水青冈木 (山毛榉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ꎻ ５ 毛

边板或直边板

请注明

４４０７ ９３００ ￣￣槭木 (枫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４００ ￣￣樱桃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５００ ￣￣白蜡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６００ ￣￣桦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７００ ￣￣杨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８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中文

及拉丁学名)ꎻ ３ 规格

(厚度×宽度×长度)

４ 等级

４４０７ ９９１０ ￣￣￣红木ꎬ 但税号 ４４０７ ２９４０ 所

列热带红木除外

４４０７ ９９２０ ￣￣￣泡桐木

４４０７ ９９３０ ￣￣￣其他北美硬阔叶材

４４０７ ９９８０ ￣￣￣其他温带非针叶材

４４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４ ０８ 饰面用单板 (包括刨切积层木

获得的单板)、 制胶合板或类

似多层板用单板以及其他经纵

锯、 刨切或旋切的木材ꎬ 不论

是否刨平、 砂光、 拼接或端部

结合ꎬ 厚度不超过 ６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饰面

用等)ꎻ ３ 种类 (中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文种

名)ꎻ ４ 规格 (厚度×宽
度×长度)ꎻ ５ 加工工艺

(纵锯、 刨切、 旋切等)

６ 请注明立方

米数或平方米

数

￣针叶木:
￣￣￣饰面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１０１１ ￣￣￣￣用胶合板等多层板制的

４４０８ １０１９ ￣￣￣￣其他

４４０８ １０２０ ￣￣￣制胶合板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热带木:
￣￣深红色红柳桉木、 浅红色红

柳桉木及巴栲红柳桉木:
￣￣￣饰面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３１１１ ￣￣￣￣用胶合板等多层板制的

４４０８ ３１１９ ￣￣￣￣其他

４４０８ ３１２０ ￣￣￣制胶合板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饰面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３９１１ ￣￣￣￣用胶合板等多层板制的

４４０８ ３９１９ ￣￣￣￣其他

４４０８ ３９２０ ￣￣￣制胶合板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３９９０ ￣￣￣其他

￣其他:
￣￣￣饰面用单板:

４４０８ ９０１１ ￣￣￣￣用胶合板等多层板制的

４４０８ ９０１２ ￣￣￣￣温带非针叶木制

４４０８ ９０１３ ￣￣￣￣竹制

４４０８ ９０１９ ￣￣￣￣其他

￣￣￣制胶合板用单板:

９９２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０８ ９０２１ ￣￣￣￣温带非针叶木制

４４０８ ９０２９ ￣￣￣￣其他

￣￣￣其他:
４４０８ ９０９１ ￣￣￣￣温带非针叶木制

４４０８ ９０９９ ￣￣￣￣其他

４４ ０９ 任何一边、 端或面制成连续形

状 (舌榫、 槽榫、 半槽榫、 斜

角、 Ｖ 形接头、 珠榫、 缘饰、
刨圆及类似形状) 的木材 (包
括未装拼的拼花地板用板条及

缘板)ꎬ 不论其任意一边或面

是否刨平、 砂光或端部接合: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ꎻ ３ 外观 (舌

榫、 槽榫、 半槽榫等)ꎻ
４ 规格 (厚度×宽度×长
度)ꎻ ５ 加工工艺

￣针叶木:
４４０９ １０１０ ￣￣￣地板条 (块)
４４０９ １０９０ ￣￣￣其他

￣非针叶木:
￣￣竹的:

４４０９ ２１１０ ￣￣￣地板条 (块)
４４０９ ２１９０ ￣￣￣其他

￣￣热带木的:
４４０９ ２２１０ ￣￣￣地板条 (块)
４４０９ ２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４０９ ２９１０ ￣￣￣地板条 (块)
４４０９ ２９９０ ￣￣￣其他

４４ １０ 碎料板、 定向刨花板 (ＯＳＢ)
及类似板 (例如ꎬ 华夫板)ꎬ
木或其他木质材料制ꎬ 不论是

否用树脂或其他有机黏合剂黏

合: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木质

或类似木质材料)
３ 请注明立方

米数或平方米

数

用水泥、 石膏或其他

无机黏合物质黏聚而

成的木质材料板归入

税目 ６８ ０８

￣木制:
４４１０ １１００ ￣￣碎料板

４４１０ １２００ ￣￣定向刨花板 (ＯＳＢ)
４４１０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
￣￣￣碎料板:

４４１０ ９０１１ ￣￣￣￣麦稻秸秆制

４４１０ ９０１９ ￣￣￣￣其他

４４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４ １１ 木纤维板或其他木质材料纤维

板ꎬ 不论是否用树脂或其他有

机黏合剂黏合:

０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中密度纤维板 (ＭＤＦ):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经机械加工或盖

面、 干 法、 湿 法 等 )ꎻ
３ 密度ꎻ ４ 厚度ꎻ ５ 请

注明是否辐射松制

６ 请注明立方

米数或平方米

数

￣￣厚度不超过 ５ 毫米: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２１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２１９ ￣￣￣￣其他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ꎬ 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２２１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１ １２２９ ￣￣￣￣其他

￣￣￣其他:
４４１１ １２９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２９９ ￣￣￣￣其他

￣￣厚度超过 ５ 毫米ꎬ 但未超过 ９
毫米: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３１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３１９ ￣￣￣￣其他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ꎬ 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３２１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１ １３２９ ￣￣￣￣其他

￣￣￣其他:
４４１１ １３９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３９９ ￣￣￣￣其他

￣￣厚度超过 ９ 毫米: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４１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４１９ ￣￣￣￣其他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ꎬ 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１４２１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１ １４２９ ￣￣￣￣其他

￣￣￣其他:

１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１１ １４９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１４９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经机械加工或盖

面、 干 法、 湿 法 等 )ꎻ
３ 密度ꎻ ４ 请注明是否

辐射松制

５ 请注明立方

米数或平方米

数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９２１０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９２９０ ￣￣￣其他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ꎬ
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８ 克:

４４１１ ９３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１ ９３９０ ￣￣￣其他

￣￣密度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

４４１１ ９４１０ ￣￣￣密度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３５
克ꎬ 但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５
克

￣￣￣密度未超过每立方厘米 ０ ３５
克:

４４１１ ９４２１ ￣￣￣￣未经机械加工或盖面的

４４１１ ９４２９ ￣￣￣￣其他

４４ １２ 胶合板、 单板饰面板及类似的

多层板:
１ 品名ꎻ ２ 每层材质及

树种名称ꎻ ３ 最大的单

层厚度ꎻ ４ 规格 (厚度

×宽度 ×长度)ꎻ ５ 加工

工艺

６ 请注明立方

米数或平方米

数

￣竹制的:
￣￣￣仅由薄板制的胶合板ꎬ 每层

厚度不超过 ６ 毫米:
４４１２ １０１１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

４４１２ １０１９ ￣￣￣￣其他

４４１２ １０２０ ￣￣￣其他ꎬ 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

叶木

￣￣￣其他:
４４１２ １０９１ ￣￣￣￣至少有一层是热带木

４４１２ １０９２ ￣￣￣￣至少含有一层木碎料板

４４１２ １０９９ ￣￣￣￣其他

￣其他仅由薄木板制的其他胶合

板 (竹制除外)ꎬ 每层厚度不

超过 ６ 毫米:
４４１２ ３１００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

２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１２ ３３００ ￣￣其他ꎬ 至少有一表层是下列

非针叶木: 桤木、 白蜡木、 水

青冈木 (山毛榉木)、 桦木、
樱桃木、 栗木、 榆木、 桉木、
山核 桃、 七 叶 树、 椴 木、 槭

木、 栎木 (橡木)、 悬铃木、
杨木、 刺槐木、 鹅掌楸或核桃

木

￣￣其他ꎬ 至少有一表层为子目

４４１２ ３３ 未具体列名的非针叶

木:
４４１２ ３４１０ ￣￣￣其他ꎬ 至少有一表层是温带

非针叶木 (子目 ４４１２ ３３００ 的

非针叶木除外)
４４１２ ３４９０ ￣￣￣其他

４４１２ ３９００ ￣￣其他ꎬ 上下表层均为针叶木

￣其他:
￣￣木块芯胶合板ꎬ 侧板条芯胶

合板及板条芯胶合板:
４４１２ ９４１０ ￣￣￣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

￣￣￣其他:
４４１２ ９４９１ ￣￣￣￣至少有一层是热带木

４４１２ ９４９２ ￣￣￣￣其他ꎬ 至少含有一层木碎料

板

４４１２ ９４９９ ￣￣￣￣其他

￣￣其他:
４４１２ ９９１０ ￣￣￣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

￣￣￣其他:
４４１２ ９９９１ ￣￣￣￣至少有一层是热带木

４４１２ ９９９２ ￣￣￣￣其他ꎬ 至少含有一层木碎料

板

４４１２ ９９９９ ￣￣￣￣其他

４４ １３ 强化木ꎬ 成块、 板、 条或异型

的: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压缩、 浸渍等)ꎻ ３ 外

观 (块、 板、 条、 异型)
４４１３ ００００ 强化木ꎬ 成块、 板、 条或异型

的

４４ １４ 木制的画框、 相框、 镜框及类

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

镶框玻璃镜归入税目

７０ ０９

４４１４ ００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３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 １５ 包装木箱、 木盒、 板条箱、 圆

桶及类似的包装容器ꎻ 木制电

缆卷筒ꎻ 木托板、 箱形托盘及

其他装载用木板ꎻ 木制的托盘

护框: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 类 ( 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文种

名)ꎻ ４ 用途

经特殊设计ꎬ 装备适

于一种或多种运输方

式的集装箱归入税目

８６ ０９

４４１５ １０００ ￣箱、 盒、 板条箱、 圆桶及类似

的包装容器ꎻ 电缆卷筒

￣木托板、 箱形托盘及其他装载

用木板ꎻ 木制的托盘护框:
４４１５ ２０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５ ２０９０ ￣￣￣其他

４４ １６ 木制大桶、 琵琶桶、 盆和其他

木制箍桶及其零件ꎬ 包括桶

板: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
４４１６ ００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４ １７ 木制的工具、 工具支架、 工具

柄、 扫帚及刷子的身及柄ꎻ 木

制鞋靴楦及楦头: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
４４１７ ００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４ １８ 建筑用木工制品ꎬ 包括蜂窝结

构木镶板、 已装拼的地板、 木

瓦及盖屋板:
￣窗、 法兰西式 (落地) 窗及

其框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用)ꎻ ３ 材质 (木制)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

属名、 拉丁文种名)
４４１８ １０１０ ￣￣￣辐射松制的

４４１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４４１８ ２０００ ￣门及其框架和门槛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用)ꎻ ３ 材质 (木制)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

属 名、 拉 丁 文 种 名 )ꎻ
５ 规格

４４１８ ４０００ ￣水泥构件的模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用)ꎻ ３ 材质 (木制)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

属 名、 拉 丁 文 种 名 )ꎻ
５ 规格

４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１８ ５０００ ￣木瓦及盖屋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用)ꎻ ３ 材质 (木制)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

属 名、 拉 丁 文 种 名 )ꎻ
５ 规格

４４１８ ６０００ ￣柱及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类 (中文、 拉

丁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ꎻ
４ 类型 (柱、 梁)ꎻ ５ 规

格

￣已装拼的地板: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已装拼)ꎻ ３ 材质 (木
制等)ꎻ ４ 种类 (中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文种

名)ꎻ ５ 类型 (马赛克

地 板、 多 层 地 板 等 )ꎻ
６ 规格

￣￣竹的或至少顶层 (耐磨层)
是竹的:

４４１８ ７３１０ ￣￣￣马赛克地板用

４４１８ ７３２０ ￣￣￣其他ꎬ 竹制多层的

４４１８ ７３９０ ￣￣￣其他

４４１８ ７４００ ￣￣其他ꎬ 马赛克地板用

４４１８ ７５００ ￣￣其他ꎬ 多层的

４４１８ ７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用)ꎻ ３ 材 质 ( 木 制

等)ꎻ ４ 种类 (中文及

拉丁学名)
４４１８ ９１００ ￣￣竹的

４４１８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４ １９ 木制餐具及厨房用具:
￣竹的: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 木制等)ꎻ ３ 是否是

一次 性 产 品ꎻ ４ 种 类

(如是单一材质申报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
４４１９ １１００ ￣￣切面包板、 砧板及类似板

￣￣筷子:
４４１９ １２１０ ￣￣￣一次性筷子

４４１９ １２９０ ￣￣￣其他

４４１９ １９００ ￣￣其他

５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４４１９ ９０１０ ￣￣￣一次性筷子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 木制等)ꎻ ３ 是否是

一次 性 产 品ꎻ ４ 种 类

(如是单一材质申报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

５ 小包装类别

( 塑 料、 纸 制

等)ꎻ ６ 包含附

件请注明附件

名称

４４１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 木制等)ꎻ ３ 是否是

一次 性 产 品ꎻ ４ 种 类

(如是单一材质申报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
４４ ２０ 镶嵌木 (包括细工镶嵌木)ꎻ

装珠宝或刀具用的木制盒子和

小匣子及类似品ꎻ 木制小雕像

及其他装饰品ꎻ 第九十四章以

外的木制家具: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木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ꎻ
４ 用途

盛装乐器或枪支的木

制箱、 盒及包有皮革

或再生皮革、 纸或纸

板、 钢纸、 塑料片或

纺 织 材 料 的 护 套、
箱、 盒及类似容器归

入税目 ４２ ０２
￣木制小雕像及其他装饰品:
￣￣￣木刻及竹刻:

４４２０ １０１１ ￣￣￣￣木刻

４４２０ １０１２ ￣￣￣￣竹刻

４４２０ １０２０ ￣￣￣木扇

４４２０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４２０ ９０１０ ￣￣￣镶嵌木

４４２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４４ ２１ 其他木制品: 枪托及其他武器零件

归入税目 ９３ ０５
４４２１ １０００ ￣衣架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 木制等)ꎻ ３ 种类

(如是单一材质申报中

文、 拉丁文属名、 拉丁

文种名)
￣其他:
￣￣竹的:

６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４２１ ９１１０ ￣￣￣圆签、 圆棒、 冰果棒、 压舌

片及类似一次性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ꎻ
４ 是否是一次性产品ꎻ
５ 尺 寸 ( 长、 宽、 厚、
直径等)

４４２１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竹

制)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
￣￣其他:

４４２１ ９９１０ ￣￣￣木制圆签、 圆棒、 冰果棒、
压舌片及类似一次性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木制

等)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ꎻ
４ 是否是一次性产品ꎻ
５ 尺 寸 ( 长、 宽、 厚、
直径等)ꎻ ６ 用途

４４２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木制

等)ꎻ ３ 种类 (如是单

一材质申报中文、 拉丁

文属名、 拉丁文种名)ꎻ
４ 用途

７０３



第四十五章　 软木及软木制品

注释:
本章不包括:
一、 第六十四章的鞋靴及其零件ꎻ
二、 第六十五章的帽类及其零件ꎻ 或

三、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５ ０１ 未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天然软

木ꎻ 软木废料ꎻ 碎的、 粒状的

或粉状的软木:
４５０１ １０００ ￣未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天然软木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加工、 简单加工等)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碎

的、 粒状的或粉状的)ꎻ
３ 是否为废料

４５０１ ９０１０ ￣￣￣软木废料

４５０１ ９０２０ ￣￣￣碎的、 粒状的或粉状的软木

(软木碎、 软木粒或软木粉)
４５ ０２ 天然软木ꎬ 除去表皮或粗切成

方形ꎬ 或成长方块、 正方块、
板、 片或条状 (包括做塞子用

的方块坯料):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经除去表皮或粗切成方

形 等 加 工 )ꎻ ３ 外 观

(块、 板、 片或条状等)
４５０２ ００００ 天然软木ꎬ 除去表皮或粗切成

方形ꎬ 或成长方块、 正方块、
板、 片或条状 (包括做塞子用

的方块坯料)
４５ ０３ 天然软木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３ 等级

４５０３ １０００ ￣塞子

４５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５ ０４ 压制软木 (不论是否使用黏合

剂压成) 及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外观 (块、
板、 片等形状)

４５０４ １０００ ￣块、 板、 片及条ꎻ 任何形状的

砖、 瓦ꎻ 实心圆柱体ꎬ 包括圆

片

４５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０３



第四十六章　 稻草、 秸秆、 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ꎻ 篮筐及柳条编结品

注释:
一、 本章所称 “编结材料”ꎬ 是指其状态或形状适于编结、 交织或类似加工的材料ꎬ 包括稻草、 秸秆、 柳条、 竹、

藤、 灯芯草、 芦苇、 木片条、 其他植物材料扁条 (例如ꎬ 树皮条、 狭叶、 酒椰叶纤维或其他从阔叶获取的条)、
未纺的天然纺织纤维、 塑料单丝及扁条、 纸带ꎬ 但不包括皮革、 再生皮革、 毡呢或无纺织物的扁条、 人发、 马

毛、 纺织粗纱或纱线以及第五十四章的单丝和扁条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４８ １４ 的壁纸ꎻ
(二) 不论是否编结而成的线、 绳、 索、 缆 (税目 ５６ ０７)ꎻ
(三) 第六十四章和第六十五章的鞋靴、 帽类及其零件ꎻ
(四) 编结而成的车辆或车身 (第八十七章)ꎻ 或

(五)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ꎮ
三、 税目 ４６ ０１ 所称 “平行连结的成片编结材料、 缏条或类似的编结材料产品”ꎬ 是指编结材料、 缏条及类似的编

结材料产品平行排列连结成片的制品ꎬ 其连结材料不论是否为纺制的纺织材料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６ ０１ 用编结材料编成的缏条及类似

产品ꎬ 不论是否缝合成宽条ꎻ
平行连结或编织的成片编结材

料、 缏条或类似的编结材料产

品ꎬ 不论是否制成品 (例如ꎬ
席子、 席料、 帘子):
￣植物材料制的席子、 席料及帘

子:
４６０１ ２１００ ￣￣竹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ꎻ ３ 用途

４６０１ ２２００ ￣￣藤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

￣￣其他:
￣￣￣草制的:

４６０１ ２９１１ ￣￣￣￣灯心草属材料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ꎻ ３ 单位面

积

４６０１ ２９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

￣￣￣芦苇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

４６０１ ２９２１ ￣￣￣￣苇帘

４６０１ ２９２９ ￣￣￣￣其他

４６０１ ２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

９０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稻草等)

￣￣竹制的:
４６０１ ９２１０ ￣￣￣缏条及类似产品ꎬ 不论是否

缝合成宽条

４６０１ ９２９０ ￣￣￣其他

￣￣藤制的:
４６０１ ９３１０ ￣￣￣缏条及类似产品ꎬ 不论是否

缝合成宽条

４６０１ ９３９０ ￣￣￣其他

￣￣其他植物材料制的:
￣￣￣稻草制的:

４６０１ ９４１１ ￣￣￣￣缏条 (绳)
４６０１ ９４１９ ￣￣￣￣其他

￣￣￣其他:
４６０１ ９４９１ ￣￣￣￣缏条及类似产品ꎬ 不论是否

缝合成宽条

４６０１ ９４９９ ￣￣￣￣其他

￣￣其他:
４６０１ ９９１０ ￣￣￣缏条及类似产品ꎬ 不论是否

缝合成宽条

４６０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６ ０２ 用编结材料直接编成或用税目

４６ ０１ 所列货品制成的篮筐、
柳条编结品及其他制品ꎻ 丝瓜

络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
藤、 草、 玉米皮、 柳 条

等)ꎻ ３ 植物材料制请注

明

４ 品牌

￣植物材料制:
４６０２ １１００ ￣￣竹制的

４６０２ １２００ ￣￣藤制的

￣￣其他:
４６０２ １９１０ ￣￣￣草制的

４６０２ １９２０ ￣￣￣玉米皮制的

４６０２ １９３０ ￣￣￣柳条制的

４６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４６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１３



第十类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ꎻ 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ꎻ 纸、 纸板及其制品

第四十七章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ꎻ 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

注释:
税目 ４７ ０２ 所称 “化学木浆ꎬ 溶解级”ꎬ 是指温度在 ２０℃时浸入含 １８％氢氧化钠的苛性碱溶液内ꎬ １ 小时后ꎬ 按重

量计含有 ９２％及以上的不溶级分的碱木浆或硫酸盐木浆ꎬ 或者含有 ８８％及以上的不溶级分的亚硫酸盐木浆ꎮ 对于亚

硫酸盐木浆ꎬ 按重量计灰分含量不得超过 ０ １５％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７ ０１ 机械木浆: １ 品名 (机械木浆) ２ 品牌ꎻ ３ 签

约日期

４７０１ ００００ 机械木浆

４７ ０２ 化学木浆ꎬ 溶解级: １ 品名 (溶解级化学木

浆)
２ 品牌ꎻ ３ 签

约日期

４ 黏 度ꎻ
５ α 纤维

素 含 量ꎻ
６ 灰分

４７０２ ００００ 化学木浆ꎬ 溶解级

４７ ０３ 碱木浆或硫酸盐木浆ꎬ 但溶解

级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针叶

木、 非针叶木)ꎻ ３ 加工

方法 ( 漂 白、 未 漂 白、
半漂白)

４ 水 分 含 量ꎻ
５ 品牌ꎻ ６ 签

约日期ꎻ ７ 形

状 (卷筒或平

板)
￣未漂白:

４７０３ １１００ ￣￣针叶木的

４７０３ １９００ ￣￣非针叶木的

￣半漂白或漂白:
４７０３ ２１００ ￣￣针叶木的

４７０３ ２９００ ￣￣非针叶木的

４７ ０４ 亚硫酸盐木浆ꎬ 但溶解级的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针叶

木、 非针叶木)ꎻ ３ 加工

方法 ( 漂 白、 未 漂 白、
半漂白)

４ 水 分 含 量ꎻ
５ 品牌

￣未漂白:
４７０４ １１００ ￣￣针叶木的

４７０４ １９００ ￣￣非针叶木的

￣半漂白或漂白:
４７０４ ２１００ ￣￣针叶木的

４７０４ ２９００ ￣￣非针叶木的

１１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７ ０５ 用机械和化学联合制浆法制得

的木浆: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用机械和化学联合制浆

法)

３ 水 分 含 量ꎻ
４ 品牌

４７０５ ００００ 用机械和化学联合制浆法制得

的木浆

４７ ０６ 从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提取

的纤维浆或其他纤维状纤维素

浆:
４７０６ １０００ ￣棉短绒纸浆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棉短

绒)ꎻ ３ 用途 (造纸或

生产粘胶纤维等)ꎻ ４ 粘

度 (具体数值或范围区

间ꎬ 单位为 ｄｌ / ｇ)ꎻ ５ α
纤维素含量 (不溶级分ꎬ
以 Ｒ１８、 硫酸盐法或亚硫

酸盐法计)ꎻ ６ ７２５℃ 时

灰分 (申报具体百分比

数值或范围区间)
４７０６ ２０００ ￣从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提

取的纤维浆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从回

收纸或纸板提取的)ꎻ ３
原料 种 类 ( 如 美 废 １３
号)

４７０６ ３０００ ￣其他ꎬ 竹浆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从回

收纸或纸板提取的)ꎻ ３
用途 (造纸或生产粘胶

纤维等)ꎻ ４ 粘度 (具

体数值或范围区间ꎬ 单

位为 ｄｌ / ｇ)ꎻ ５ α 纤维素

含 量 ( 不 溶 级 分ꎬ 以

Ｒ１８、 硫酸盐法或亚硫酸

盐法计)ꎻ ６ ７２５℃ 时灰

分 (申报具体百分比数

值或范围区间)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草浆

等)ꎻ ３ 加工方法 (机

械、 化学、 半化学)
４７０６ ９１００ ￣￣机械浆

４７０６ ９２００ ￣￣化学浆

４７０６ ９３００ ￣￣用机械和化学联合法制得的

浆

４７ ０７ 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

２１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７０７ １０００ ￣未漂白的牛皮纸或纸板及瓦楞

纸或纸板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漂

白废 牛 皮 纸、 废 瓦 楞

纸)ꎻ ３ 状态 (废碎)

４ 产地标准及

标 号 ( 美 废、
欧 废、 港 废

等)ꎻ ５ 签约日

期

以未漂白的牛皮纸及

瓦楞纸或纸板为主ꎮ
例: 美 废 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９、 ２０、 ２１ 号ꎻ 欧

废 Ａ４、 Ａ５、 Ａ６
４７０７ ２０００ ￣主要由漂白化学木浆制成未经

本体染色的其他纸和纸板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漂白

废牛皮纸、 废报纸等)ꎻ
３ 状态 (废碎)

４ 产地标准及

标 号 ( 美 废、
欧 废、 港 废

等)ꎻ ５ 签约日

期

以漂白化学木浆的纸

及纸板为主ꎮ 例: 废

无尘纸、 废卫生纸、
废滤纸、 废标签纸ꎻ
美 废 ３０、 ３７、 ４０、
４２ 号

４７０７ ３０００ ￣主要由机械浆制成的纸或纸板

(例如ꎬ 报纸、 杂志及类似印

刷品) 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漂

白废 牛 皮 纸、 废 报 纸

等)ꎻ ３ 状态 (废碎)

４ 产地标准及

标 号 ( 美 废、
欧 废、 港 废

等)ꎻ ５ 签约日

期

以机械浆制的纸及纸

板 (如报纸、 杂志

等 ) 为 主ꎮ 例: 美

废 ２、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３ 号ꎻ 欧 废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号

４７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未分选的废碎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漂

白废牛皮纸、 废报纸等)
３ 产地标准及

标 号 ( 美 废、
欧 废、 港 废

等)ꎻ ４ 签约日

期

例: 美 废 ３ꎻ 欧 废

Ａ２ꎻ 废纸尿裤

３１３



第四十八章　 纸及纸板ꎻ 纸浆、 纸或纸板制品

注释:
一、 除条文另有规定外ꎬ 本章所称 “纸” 包括纸板 (不考虑其厚度或每平方米重量)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第三十章的物品ꎻ
(二) 税目 ３２ １２ 的压印箔ꎻ
(三) 香纸及用化妆品浸渍或涂布的纸 (第三十三章)ꎻ
(四) 用肥皂或洗涤剂浸渍、 覆盖或涂布的纸或纤维素絮纸 (税目 ３４ ０１) 和用光洁剂、 擦光膏及类似制剂浸

渍、 覆盖或涂布的纸或纤维素絮纸 (税目 ３４ ０５)ꎻ
(五) 税目 ３７ ０１ 至 ３７ ０４ 的感光纸或感光纸板ꎻ
(六) 用诊断或实验用试剂浸渍的纸 (税目 ３８ ２２)ꎻ
(七) 第三十九章的用纸强化的层压塑料板ꎬ 用塑料覆盖或涂布的单层纸或纸板 (塑料部分占总厚度的一半以

上)ꎬ 以及上述材料的制品ꎬ 但税目 ４８ １４ 的壁纸除外ꎻ
(八) 税目 ４２ ０２ 的物品 (例如ꎬ 旅行用品)ꎻ
(九) 第四十六章的物品 (编结材料制品)ꎻ
(十) 纸纱线或纸纱线纺织物 (第十一类)ꎻ
(十一) 第六十四章或第六十五章的物品ꎻ
(十二) 税目 ６８ ０５ 的砂纸或税目 ６８ １４ 的用纸或纸板衬底的云母 (但涂布云母粉的纸及纸板归入本章)ꎻ
(十三) 用纸或纸板衬底的金属箔 (通常归入第十四类或第十五类)ꎻ
(十四) 税目 ９２ ０９ 的制品ꎻ
(十五)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或

(十六) 第九十六章的物品 [例如ꎬ 纽扣ꎬ 卫生巾 (护垫) 及止血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ꎮ
三、 除注释七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税目 ４８ ０１ 至 ４８ ０５ 包括经砑光、 高度砑光、 釉光或类似处理、 仿水印、 表面施胶

的纸及纸板ꎻ 同时还包括用各种方法本体着色或染成斑纹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纸ꎮ 除税目

４８ ０３ 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上述税目不适用于经过其他方法加工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或纤维素纤维网纸ꎮ
四、 本章所称 “新闻纸”ꎬ 是指所含用机械或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木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重量的 ５０％的未经涂布

的报刊用纸ꎬ 未施胶或微施胶ꎬ 每面粗糙度 [帕克印刷表面粗糙度 (１ 兆帕) ] 超过 ２ ５ 微米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小于 ４０ 克ꎬ 但不超过 ６５ 克ꎬ 并且仅适用于下列规格的纸:
(一) 成条或成卷ꎬ 宽度超过 ２８ 厘米ꎻ 或

(二) 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ꎬ 一边超过 ２８ 厘米ꎬ 另一边超过 １５ 厘米 (以未折叠计)ꎮ
五、 税目 ４８ ０２ 所称 “书写、 印刷或类似用途的纸及纸板” “未打孔的穿孔卡片和穿孔纸带纸”ꎬ 是指主要用漂白

纸浆或用机械或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纸浆制成的纸及纸板ꎬ 并且符合下列任一标准: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１５０ 克的纸或纸板:
(一) 用机械或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纤维含量在 １０％及以上ꎬ 并且

１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８０ 克ꎻ 或

２ 本体着色ꎻ
(二) 灰分含量在 ８％以上ꎬ 并且

１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８０ 克ꎻ 或

２ 本体着色ꎻ
(三) 灰分含量在 ３％以上ꎬ 亮度在 ６０％及以上ꎻ 或

(四) 灰分含量在 ３％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８％ꎬ 亮度低于 ６０％ꎬ 耐破指数等于或小于 ２ ５ 千帕斯卡平方米 /克ꎻ
或

(五) 灰分含量在 ３％及以下ꎬ 亮度在 ６０％及以上ꎬ 耐破指数等于或小于 ２ ５ 千帕斯卡平方米 /克ꎮ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的纸或纸板:
(一) 本体着色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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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亮度在 ６０％及以上ꎬ 并且

１ 厚度在 ２２５ 微米及以下ꎻ 或

２ 厚度在 ２２５ 微米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５０８ 微米ꎬ 灰分含量在 ３％以上ꎻ 或

(三) 亮度低于 ６０％ꎬ 厚度不超过 ２５４ 微米ꎬ 灰分含量在 ８％以上ꎮ
税目 ４８ ０２ 不包括滤纸及纸板 (含茶袋纸) 或毡纸及纸板ꎮ

六、 本章所称 “牛皮纸及纸板”ꎬ 是指所含用硫酸盐法或烧碱法制得的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重量的 ８０％的纸及纸

板ꎮ
七、 除税目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符合税目 ４８ ０１ 至 ４８ １１ 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税目所规定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

及纤维素纤维网纸ꎬ 应按号列顺序归入有关税目中的最末一个税目ꎮ
八、 税目 ４８ ０３ 至 ４８ ０９ 仅适用于下列规格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纸:

(一) 成条或成卷ꎬ 宽度超过 ３６ 厘米ꎻ 或

(二) 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ꎬ 一边超过 ３６ 厘米ꎬ 另一边超过 １５ 厘米 (以未折叠计)ꎮ
九、 税目 ４８ １４ 所称 “壁纸及类似品”ꎬ 仅限于:

(一) 适合作墙壁或天花板装饰用的成卷纸张ꎬ 宽度不小于 ４５ 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６０ 厘米:
１ 起纹、 压花、 染面、 印有图案或经其他装饰的 (例如ꎬ 起绒)ꎬ 不论是否用透明的防护塑料涂布或覆

盖ꎻ
２ 表面饰有木粒或草粒而凹凸不平的ꎻ
３ 表面用塑料涂布或覆盖并起纹、 压花、 染面、 印有图案或经其他装饰的ꎻ 或

４ 表面用不论是否平行连结或编织的编结材料覆盖的ꎻ
(二) 适于装饰墙壁或天花板用的经上述加工的纸边及纸条ꎬ 不论是否成卷ꎻ
(三) 由几幅拼成的壁纸ꎬ 成卷或成张ꎬ 贴到墙上可组成印刷的风景画或图案ꎮ
既可作铺地制品ꎬ 也可作壁纸的以纸或纸板为底的产品ꎬ 应归入税目 ４８ ２３ꎮ

十、 税目 ４８ ２０ 不包括切成一定尺寸的活页纸张或卡片ꎬ 不论是否印制、 压花、 打孔ꎮ
十一、 税目 ４８ ２３ 主要适用于提花机或类似机器用的穿孔纸或卡片ꎬ 以及纸花边ꎮ
十二、 除税目 ４８ １４ 及 ４８ ２１ 的货品外ꎬ 印有图案、 文字或图画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其制品ꎬ 如果所印图

案、 文字或图画作为其主要用途ꎬ 应归入第四十九章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４８０４ １１ 及 ４８０４ １９ 所称 “牛皮衬纸”ꎬ 是指所含用硫酸盐法或烧碱法制得的木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重量

的 ８０％的成卷机器整饰或上光纸及纸板ꎬ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１５ 克ꎬ 并且最低缪伦耐破度符合下表所示 (其他

重量的耐破度可参照下表换算):

重量

(克 /平方米)
最低缪伦耐破度

(千帕斯卡)

１１５ ３９３
１２５ ４１７
２００ ６３７
３００ ８２４
４００ ９６１

二、 子目 ４８０４ ２１ 及 ４８０４ ２９ 所称 “袋用牛皮纸”ꎬ 是指所含用硫酸盐法或烧碱法制得的木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重

量的 ８０％的成卷机器上光纸ꎬ 每平方米重量不少于 ６０ 克ꎬ 但不超过 １１５ 克ꎬ 并且符合下列一种规格:
(一) 缪伦耐破指数不小于 ３ ７ 千帕斯卡平方米 /克ꎬ 并且横向伸长率大于 ４ ５％ꎬ 纵向伸长率大于 ２％ꎻ
(二) 至少能达到下表所示的最小撕裂度和抗张强度 (其他重量的可参照下表换算):

重量

(克 /平方米)

最小撕裂度

(毫牛顿)
最小抗张强度

(千牛顿 /米)

纵向 纵向加横向 横向 纵向加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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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７００ １５１０ １ ９ ６
７０ ８３０ １７９０ ２ ３ ７ ２
８０ ９６５ ２０７０ ２ ８ ８ ３
１００ １２３０ ２６３５ ３ ７ １０ ６
１１５ １４２５ ３０６０ ４ ４ １２ ３

三、 子目 ４８０５ １１ 所称 “半化学的瓦楞纸”ꎬ 是指所含用机械和化学联合法制得的未漂白硬木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

重量的 ６５％的成卷纸张ꎬ 并且在温度为 ２３℃ 和相对湿度为 ５０％时ꎬ 经过 ３０ 分钟的瓦楞芯纸平压强度测定

(ＣＭＴ３０)ꎬ 抗压强度超过 １ ８ 牛顿 /克 /平方米ꎮ
四、 子目 ４８０５ １２ 包括主要用机械和化学联合法制得的草浆制成的成卷纸张ꎬ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１３０ 克及以上ꎬ 并且在

温度为 ２３℃和相对湿度为 ５０％时ꎬ 经过 ３０ 分钟的瓦楞芯纸平压强度测定 (ＣＭＴ３０)ꎬ 抗压强度超过 １ ４ 牛顿 /克 /
平方米ꎮ

五、 子目 ４８０５ ２４ 和 ４８０５ ２５ 包括全部或主要由回收 (废碎) 纸或纸板制得的纸浆制成的纸和纸板ꎮ 强韧箱纸板也

可以有一面用染色纸或漂白或未漂白的非再生浆制得的纸做表层ꎮ 这些产品缪伦耐破指数不小于 ２ 千帕斯卡
平方米 /克ꎮ

六、 子目 ４８０５ ３０ 所称 “亚硫酸盐包装纸”ꎬ 是指所含用亚硫酸盐法制得的木纤维超过全部纤维重量的 ４０％的机器

砑光纸ꎬ 灰分含量不超过 ８％ꎬ 并且缪伦耐破指数不小于 １ ４７ 千帕斯卡平方米 /克ꎮ
七、 子目 ４８１０ ２２ 所称 “轻质涂布纸”ꎬ 是指双面涂布纸ꎬ 其每平方米总重量不超过 ７２ 克ꎬ 每面每平方米的涂层重

量不超过 １５ 克ꎬ 原纸中所含用机械方法制得的木纤维不少于全部纤维重量的 ５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 ０１ 成卷或成张的新闻纸: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用)ꎻ ３ 加工

程度 (未涂布、 未染面

等)ꎻ ４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每平方米克重)

５ 机械或化学

—机械 法 制 得

的 纤 维 含 量ꎻ
６ 粗 糙 度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１ ００１０ ￣￣￣成卷的

４８０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８ ０２ 书写、 印刷或类似用途的未经

涂布的纸及纸板、 未打孔的穿

孔卡片及穿孔纸带纸ꎬ 成卷或

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形)ꎬ 任

何 尺 寸ꎬ 但 税 目 ４８ ０１ 或

４８ ０３ 的纸除外ꎻ 手工制纸及

纸板:
￣手工制纸及纸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加工程度 (未涂

布、 未染面等)ꎻ ５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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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０２ １０１０ ￣￣￣宣纸

４８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手工制纸及纸板

￣光敏、 热敏、 电敏纸及纸板的

原纸和原纸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加工程度 (未涂

布、 未染面等)ꎻ ５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２ ２０１０ ￣￣￣照相原纸

４８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４８０２ ４０００ ￣壁纸原纸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加工程度 (未涂

布、 未染面等)ꎻ ５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其他纸及纸板ꎬ 不含用机械或

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纤维或

所含前述纤维不超过全部纤维

重量的 １０％: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用)ꎻ ３ 种

类ꎻ ４ 加工程度 (未涂

布、 未染面等)ꎻ ５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６ 纤维种类和含量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２ ５４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小于 ４０ 克

４８０２ ５５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４０ 克及以

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 克ꎬ 成卷的

４８０２ ５６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４０ 克及以

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 克ꎬ 成 张

的ꎬ 以未折叠计一边不超过

４３５ 毫米ꎬ 另一边不超过 ２９７
毫米

４８０２ ５７００ ￣￣其他ꎬ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４０ 克

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０２ ５８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

￣其他纸及纸板ꎬ 所含用机械或

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纤维超

过全部纤维重量的 １０％: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用)ꎻ ３ 种

类ꎻ ４ 加工程度 (未涂

布、 未染面等)ꎻ ５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６ 纤维种类和含量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２ ６１００ ￣￣成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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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０２ ６２００ ￣￣成张的ꎬ 以未折叠计一边不

超过 ４３５ 毫米ꎬ 另一边不超过

２９７ 毫米

４８０２ ６９００ ￣￣其他:
４８ ０３ 卫生纸、 面巾纸、 餐巾纸以及

家庭或卫生用的类似纸、 纤维

素絮纸和纤维素纤维网纸ꎬ 不

论是否起纹、 压花、 打孔、 染

面、 饰面或印花ꎬ 成卷或成张

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卫生

纸、 面巾纸等类似纸)ꎻ
３ 规格 (成条、 成卷的

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３ ００００ 卫生纸、 面巾纸、 餐巾纸以及

家庭或卫生用的类似纸、 纤维

素絮纸和纤维素纤维网纸ꎬ 不

论是否起纹、 压花、 打孔、 染

面、 饰面或印花ꎬ 成卷或成张

的

４８ ０４ 成卷或成张的未经涂布的牛皮

纸及 纸 板ꎬ 但 不 包 括 税 目

４８ ０２ 或 ４８ ０３ 的货品:
￣牛皮挂面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牛皮

挂面纸)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漂 白、 漂 白、 未 涂

布)ꎻ ４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 )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量ꎻ ６
请注 明 耐 破 度、 紧 度、
横向环压指数、 横向耐

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ꎻ ９ 厂

商

４８０４ １１００ ￣￣未漂白

４８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袋用牛皮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袋用

牛皮纸)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漂 白、 漂 白、 未 涂

布)ꎻ ４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 )ꎻ
５ 纤 维 种 类 和 含 量ꎻ
６ 请注明缪伦耐破度、
横向伸长率、 纵向伸长

率ꎻ ７ 是否机器上光

８ 品牌ꎻ ９ 签

约日期

４８０４ ２１００ ￣￣未漂白

４８０４ ２９０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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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牛皮纸及纸板ꎬ 每平方米

重量不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０４ ３１００ ￣￣未漂白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 向 环 压 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４８０４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耐磨

纸原纸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漂 白、 漂 白、 未 涂

布)ꎻ ４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 )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量

６ 品牌ꎻ ７ 签

约日期

￣其他牛皮纸及纸板ꎬ 每平方米

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ꎬ 但小于 ２２５
克:

４８０４ ４１００ ￣￣未漂白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 向 环 压 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４８０４ ４２００ ￣￣本体均匀漂白ꎬ 所含用化学

方法制得的木纤维超过全部纤

维重量的 ９５％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水体 均 匀 漂 白、 未 涂

布)ꎻ ４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 )ꎻ
５ 纤 维 种 类 和 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向环压指数、 横向耐

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９１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０４ ４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 向 环 压 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其他牛皮纸及纸板ꎬ 每平方米

重量在 ２２５ 克及以上:
４８０４ ５１００ ￣￣未漂白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 向 环 压 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４８０４ ５２００ ￣￣本体均匀漂白ꎬ 所含用化学

方法制得的木纤维超过全部纤

维重量的 ９５％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本体均匀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卷的

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每平

方米克重)ꎻ ５ 纤维种类

和含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

度、 紧度、 横向环压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４８０４ ５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漂白、 漂白、
未涂布)ꎻ ４ 规格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 长、 每 平 方 米 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

量ꎻ ６ 请注明耐破度、
紧度、 横 向 环 压 指 数、
横向耐折度

７ 品牌ꎻ ８ 签

约日期

４８ ０５ 成卷或成张的其他未经涂布的

纸及纸板ꎬ 加工程度不超过本

章注释三所列范围:

０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瓦楞原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纤维种类和含量

６ 签 约 日 期ꎻ
７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１１００ ￣￣半化学的瓦楞原纸

４８０５ １２００ ￣￣草浆瓦楞原纸

４８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强韧 箱 纸 板 ( 再 生 挂 面 纸

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原料ꎻ ６ 强度

(缪伦耐破指数)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２４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１５０ 克及以

下

４８０５ ２５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０５ ３０００ ￣亚硫酸盐包装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灰分含量ꎻ ６ 强

度 (缪伦耐破指数)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４０００ ￣滤纸及纸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５０００ ￣毡纸及纸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其他: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１５０ 克及以

下:
４８０５ ９１１０ ￣￣￣电解电容器原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型号ꎻ ７ 品

牌或厂商 (中

文或者英文)

１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０５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９２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１５０ 克以上ꎬ
但小于 ２２５ 克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５ ９３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２２５ 克及以

上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涂布)ꎻ ４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

成张的边长ꎬ 每平方米克

重)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 ０６ 成卷或成张的植物羊皮纸、 防

油纸、 描图纸、 半透明纸及其

他高光泽透明或半透明纸:
４８０６ １０００ ￣植物羊皮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

或成张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６ ２０００ ￣防油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

或成张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６ ３０００ ￣描图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规

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

或成张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６ ４０００ ￣高光泽透明或半透明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规

格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

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 ０７ 成卷或成张的复合纸及纸板

(用黏合剂黏合各层纸或纸板

制成)ꎬ 未经表面涂布或未浸

渍ꎬ 不论内层是否有加强材

料: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黏合多层)ꎻ ３ 加工程

度 (未经表面涂布或未

浸渍)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７ ００００ 成卷或成张的复合纸及纸板

(用黏合剂黏合各层纸或纸板

制成)ꎬ 未经表面涂布或未浸

渍ꎬ 不论内层是否有加强材料

２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 ０８ 成卷或成张的瓦楞纸及纸板

(不论是否与平面纸胶合)、 皱

纹纸及纸板、 压纹纸及纸板、
穿孔纸及纸板ꎬ 但税目 ４８ ０３
的纸除外:

４８０８ １０００ ￣瓦楞纸及纸板ꎬ 不论是否穿孔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瓦楞

纸、 皱 纹 牛 皮 纸 等 )ꎻ
３ 规格 (成条、 成卷的

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４ 签 约 日 期ꎻ
５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８ ４０００ ￣皱纹牛皮纸ꎬ 不论是否压花或

穿孔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

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

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４８ ０９ 复写纸、 自印复写纸及其他拷

贝或转印纸 (包括涂布或浸渍

的油印蜡纸或胶印版纸)ꎬ 不

论是否印制ꎬ 成卷或成张的:

压 印 箔 归 入 税 目

３２ １２

４８０９ ２０００ ￣自印复写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自印

复写纸)ꎻ ３ 加工程度

(涂布或浸渍)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

张的边长)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复写

纸、 拷贝纸等)ꎻ ３ 加工

程度 (涂布或浸渍)ꎻ ４
规格 (成条、 成卷的宽

度或成张的边长)

５ 签 约 日 期ꎻ
６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 １０ 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

形) 的任何尺寸的单面或双面

涂布高岭土或其他无机物质

(不论是否加黏合剂) 的纸及

纸板ꎬ 但未涂布其他涂料ꎬ 不

论是否染面、 饰面或印花:

用诊断或实验室试剂

浸渍的纸条归入税目

３８ ２２ꎻ 砂纸或纸板

归入税目 ６８ ０５ꎻ 用

纸或纸板衬底的云母

(云母粉除外) 归入

税目 ６８ １４

３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书写、 印刷或类似用途的纸及

纸板ꎬ 不含用机械或化学—机

械方法制得的纤维或所含前述

纤维不超过全部纤维重量的

１０％: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ꎻ ３ 种类

(牛皮纸、 白板纸、 铜版

纸等)ꎻ ４ 状态 (成卷

或张等)ꎻ ５ 加工程度

(单面或双面涂布无机

物、 漂 白 )ꎻ ６ 规 格

(宽度或边长、 每平方米

克重)ꎻ ７ 纤维种类和含

量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０ １３００ ￣￣成卷的

４８１０ １４００ ￣￣成张的ꎬ 一边不超过 ４３５ 毫

米ꎬ 另一边不超过 ２９７ 毫米

(以未折叠计)
４８１０ １９００ ￣￣其他

￣书写、 印刷或类似用途的纸及

纸板ꎬ 所含用机械或化学—机

械方法制得的纤维超过全部纤

维重量的 １０％: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ꎻ ３ 种类

(牛皮纸、 白板纸、 铜版

纸等)ꎻ ４ 状态 (成卷

或张等)ꎻ ５ 加工程度

(单面或双面涂布无机

物、 漂 白 )ꎻ ６ 规 格

(宽度或边长、 每平方米

克重)ꎻ ７ 纤维种类和含

量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０ ２２００ ￣￣轻质涂布纸

４８１０ ２９００ ￣￣其他

￣牛皮纸及纸板ꎬ 但书写、 印刷

或类似用途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包装

等)ꎻ ３ 种类 (牛皮纸、
白 板 纸、 铜 版 纸 等 )ꎻ
４ 状态 (成卷或张等)ꎻ
５ 加工程度 (单面或双

面涂布无机物、 漂白)ꎻ
６ 规格 (宽度或边长、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７ 纤维

种类和含量

８ 签 约 日 期ꎻ
９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０ ３１００ ￣￣本体均匀漂白ꎬ 所含用化学

方法制得的木纤维超过全部纤

维重量的 ９５％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１０ ３２００ ￣￣本体均匀漂白ꎬ 所含用化学

方法制得的木纤维超过全部纤

维重量的 ９５％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１０ ３９００ ￣￣其他

４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纸及纸板: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书

写、 印刷等)ꎻ ３ 种类

(牛皮纸、 白板纸、 铜版

纸等)ꎻ ４ 状态 (成卷

或张等)ꎻ ５ 加工程度

(单面或双面涂布无机

物、 漂 白 )ꎻ ６ 规 格

(宽度或边长、 每平方米

克重、 各纤维含量)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０ ９２００ ￣￣多层的

４８１０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８ １１ 成卷或成张矩形 (包括正方

形) 的任何尺寸的经涂布、 浸

渍、 覆面、 染面、 饰面或印花

的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纤

维素纤维网纸ꎬ 但税目 ４８ ０３、
４９ ０９ 或 ４８ １０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加

工程 度 ( 涂 布、 浸 渍、
饰面、 漂白等)ꎻ ４ 规格

(外观形状ꎬ 如成条等)ꎻ
５ 每平方米克重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用肥皂或洗涤剂浸

渍、 覆盖或涂布的纸

及纤维素絮纸归入税

目 ３４ ０１ꎻ 用 光 洁

剂、 擦光膏或类似制

剂浸渍、 覆盖或涂布

的纸及纤维素絮纸归

入税目 ３４ ０５ꎻ 石蕊

试纸、 极谱纸及其他

用诊断或实验室试剂

浸渍的纸归入税目

３８ ２２ꎻ 用纸板做基

并以柏油或类似材料

完全包裹或双面覆盖

的 屋 面 归 入 税 目

６８ ０７
４８１１ １０００ ￣焦油纸及纸板、 沥青纸及纸板

￣胶粘纸及纸板:
４８１１ ４１００ ￣￣自粘的

４８１１ ４９００ ￣￣其他

￣用塑料 (不包括黏合剂) 涂

布、 浸渍或覆盖的纸及纸板:
￣￣漂白的ꎬ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
４８１１ ５１１０ ￣￣￣彩色相纸用双面涂塑纸

￣￣￣其他:
４８１１ ５１９１ ￣￣￣￣纸塑铝复合材料

４８１１ ５１９９ ￣￣￣￣其他

￣￣其他:
４８１１ ５９１０ ￣￣￣绝缘纸及纸板

￣￣￣其他:
４８１１ ５９９１ ￣￣￣￣镀铝的

４８１１ ５９９９ ￣￣￣￣其他

５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用蜡、 石蜡、 硬脂精、 油或甘

油涂布、 浸渍、 覆盖的纸及纸

板:
４８１１ ６０１０ ￣￣￣绝缘纸及纸板

４８１１ ６０９０ ￣￣￣其他

４８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

纤维素纤维网纸

４８ １２ 纸浆制的滤块、 滤板及滤片: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纸浆

制)ꎻ ３ 外观 (块、 板、
片)

４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仅压制成片或板状的

棉 短 绒 归 入 税 目

１４ ０４
４８１２ ００００ 纸浆制的滤块、 滤板及滤片

４８ １３ 卷烟纸ꎬ 不论是否切成一定尺

寸、 成小本或管状:
４８１３ １０００ ￣成小本或管状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如成

小本或管状、 宽度)
３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３ ２０００ ￣宽度不超过 ５ 厘米成卷的 １ 品 名ꎻ ２ 规 格 ( 成

卷、 宽度)
３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宽度

等)
３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 １４ 壁纸及类似品ꎻ 窗用透明纸: 外观近似窗用透明的

转印纸 (移画印花

纸 ) 归 入 税 目

４９ ０８ꎻ 纸基纺织糊

墙 品 归 入 税 目

５９ ０５ꎻ 用纸衬背的

铝箔糊墙品归入税目

７６ ０７
４８１４ ２０００ ￣用塑料涂面或盖面的壁纸及类

似品ꎬ 起纹、 压花、 着色、 印

刷图案或经其他装饰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用木粒或草粒、 塑料、
编结材料等饰面、 涂面)

３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ꎻ ４ 规格尺

寸ꎻ ５ 签约日

期

４８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用木粒或草粒、 塑料、
编结 材 料 等 饰 面、 涂

面)ꎻ ３ 是否为窗用透明

纸

４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ꎻ ５ 规格尺

寸ꎻ ６ 签约日

期

４８ １６ 复写纸、 自印复写纸及其他拷

贝或 转 印 纸 (不 包 括 税 目

４８ ０９ 的纸)、 油印蜡纸或胶印

版纸ꎬ 不论是否盒装:

６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１６ ２０００ ￣自印复写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自印

复写 纸、 热 敏 转 印 纸

等)ꎻ ３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４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其他:
４８１６ ９０１０ ￣￣￣热敏转印纸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自印

复写 纸、 热 敏 转 印 纸

等)ꎻ ３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４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１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复写

纸、 拷 贝 纸、 转 印 纸、
油印蜡纸、 胶版纸等)ꎻ
３ 规格 (成条、 成卷的

宽度或成张的边长)

４ 品牌或厂商

( 中 文 或 者 英

文)

４８ １７ 纸或纸板制的信封、 封缄信

片、 素色明信片及通信卡片ꎻ
纸或纸板制的盒子、 袋子及夹

子ꎬ 内装各种纸制文具: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纸

制)
税号 ４８１７ ３０００ 的产

品必须内装各种纸制

文具ꎻ 印有或用其他

方式赋予正在流通的

邮票的信封、 明信片

及信卡等归入税目

４９ ０７ꎻ 供特殊用途

的印刷信件及类似物

品ꎬ 例 如ꎬ 即 期 票

据、 搬迁通知、 广告

信ꎬ 包括需要手工填

写的上述物品归入税

目 ４９ １１ꎻ 印有图画

的首日封及集邮大型

张: 未附邮票的归入

税目 ４９ １１ꎻ 附有邮

票的归入税目 ９７ ０４
４８１７ １０００ ￣信封

４８１７ ２０００ ￣封缄信片、 素色明信片及通信

卡片

４８１７ ３０００ ￣纸或纸板制的盒子、 袋子及夹

子ꎬ 内装各种纸制文具

７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 １８ 卫生纸及类似纸ꎬ 家庭或卫生

用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网

纸ꎬ 成卷宽度不超过 ３６ 厘米

或切成一定尺寸或形状的ꎻ 纸

浆、 纸、 纤维素絮纸或纤维素

纤维网纸制的手帕、 面巾、 台

布、 餐巾、 床单及类似的家

庭、 卫生或医院用品、 衣服及

衣着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家

庭、 卫生、 医院用等)ꎻ
３ 材质 (纸制)ꎻ ４ 种

类 ( 卫 生 纸、 纸 台 布

等)ꎻ ５ 规 格 ( 成 条、
成卷的宽度或成张的边

长)

４８１８ １０００ ￣卫生纸

４８１８ ２０００ ￣纸手帕及纸面巾

４８１８ ３０００ ￣纸台布及纸餐巾

４８１８ ５０００ ￣衣服及衣着附件

４８１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８ １９ 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或纤维

素纤维网纸制的箱、 盒、 匣、
袋及其他包装容器ꎻ 纸或纸板

制的卷宗盒、 信件盘及类似

品ꎬ 供办公室、 商店及类似场

所使用的:
４８１９ １０００ ￣瓦楞纸或纸板制的箱、 盒、 匣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瓦楞

纸或纸板制)ꎻ ３ 规格

４８１９ ２０００ ￣非瓦楞纸或纸板制的可折叠

箱、 盒、 匣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规

格

４８１９ ３０００ ￣底宽 ４０ 厘米及以上的纸袋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规

格ꎻ ４ 底宽长度

４８１９ ４０００ ￣其他纸袋ꎬ 包括锥形袋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规

格ꎻ ４ 底宽长度

４８１９ ５０００ ￣其他包装容器ꎬ 包括唱片套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规

格

４８１９ ６０００ ￣办公室、 商店及类似场所使用

的卷宗盒、 信件盘、 存储盒及

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规

格

４８ ２０ 纸或纸板制的登记本、 账本、
笔记本、 订货本、 收据本、 信

笺本、 记事本、 日记本及类似

品、 练习本、 吸墨纸本、 活动

封面 (活页及非活页)、 文件

夹、 卷宗皮、 多联商业表格

纸、 页间夹有复写纸的本及其

他文具用品ꎻ 纸或纸板制的样

品簿、 粘贴簿及书籍封面: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支 票 簿 归 入 税 目

４９ ０７ꎻ 空白的联券

旅行票据归入税目

４９ １１

８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２０ １０００ ￣登记本、 账本、 笔记本、 订货

本、 收 据 本、 信 笺 本、 记 事

本、 日记本及类似品

４８２０ ２０００ ￣练习本

４８２０ ３０００ ￣活动封面 (书籍封面除外)、
文件夹及卷宗皮

４８２０ ４０００ ￣多联商业表格纸、 页间夹有复

写纸的本

４８２０ ５０００ ￣样品簿及粘贴簿

４８２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８ ２１ 纸或纸板制的各种标签ꎬ 不论

是否印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加

工程度 (印制、 非印制)
捕 蝇 纸 归 入 税 目

３８ ０８ꎻ 纸制太阳伞

归入税目 ６６ ０１ꎻ 人

造花、 簇叶、 果实及

其部分品归入税目

６７ ０２
４８２１ １０００ ￣印制

４８２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８ ２２ 纸浆、 纸或纸板 (不论是否穿

孔或硬化) 制的筒管、 卷轴、
纡子及类似品:

４８２２ １０００ ￣纺织纱线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纺织

纱 线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纸制)
４８２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纸制)
４８ ２３ 切成一定尺寸或形状的其他

纸、 纸板、 纤维素絮纸及纤维

素纤维网纸ꎻ 纸浆、 纸、 纸

板、 纤维素絮纸及纤维素纤维

网纸制的其他物品:
４８２３ ２０００ ￣滤纸及纸板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纸

制)ꎻ ３ 规格 (切成一

定尺 寸 或 形 状、 边 长、
宽度)

４８２３ ４０００ ￣已印制的自动记录器用打印纸

卷、 纸张及纸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已印

制的自动记录器用等)ꎻ
３ 材质 (纸制)ꎻ ４ 规

格 (切成一定尺寸或形

状、 边长、 宽度)
￣纸或纸板制的盘、 碟、 盆、 杯

及类似品:

９２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８２３ ６１００ ￣￣竹浆纸或纸板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竹浆

纸 制 )ꎻ ３ 种 类 ( 盘、
碟、 盆、 杯等)

４ 规格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种

类 (盘、 碟、 盆、 杯等)
４ 规格

４８２３ ６９１０ ￣￣￣非木植物浆制

４８２３ ６９９０ ￣￣￣其他

４８２３ ７０００ ￣压制或模制纸浆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压制、 模制)ꎻ ３ 材质

(纸浆制)ꎻ ４ 规格 (切
成一定尺寸或形状、 边

长、 宽度)
￣其他:

４８２３ ９０１０ ￣￣￣以纸或纸板为底制成的铺地

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以纸或纸板为底制

成)ꎻ ４ 规格

４８２３ ９０２０ ￣￣￣神纸及类似用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纸

制)ꎻ ３ 规格 (切成一

定尺 寸 或 形 状、 边 长、
宽度)

４８２３ ９０３０ ￣￣￣纸扇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纸

制)ꎻ ３ 规格 (切成一

定尺 寸 或 形 状、 边 长、
宽度)

４８２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纸

制)ꎻ ３ 规格 (切成何

种的形状ꎻ 边长、 宽度

等)

０３３



第四十九章　 书籍、 报纸、 印刷图画及其他印刷品ꎻ 手稿、 打字稿及设计图纸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透明基的照相负片或正片 (第三十七章)ꎻ
(二) 立体地图、 设计图表或地球仪、 天体仪ꎬ 不论是否印刷 (税目 ９０ ２３)ꎻ
(三) 第九十五章的扑克牌或其他物品ꎻ 或

(四) 雕版画、 印刷画、 石印画的原本 (税目 ９７ ０２)ꎬ 税目 ９７ ０４ 的邮票、 印花税票、 纪念封、 首日封、 邮政

信笺及类似品ꎬ 以及第九十七章的超过 １００ 年的古物或其他物品ꎮ
二、 第四十九章所称 “印刷”ꎬ 也包括用胶版复印机、 油印机印制ꎬ 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控制下打印绘制ꎬ 压印、

冲印、 感光复印、 热敏复印或打字ꎮ
三、 用纸以外材料装订成册的报纸、 杂志和期刊ꎬ 以及一期以上装订在同一封面里的成套报纸、 杂志和期刊ꎬ 应归

入税目 ４９ ０１ꎬ 不论是否有广告材料ꎮ
四、 税目 ４９ ０１ 还包括:

(一) 附有说明文字ꎬ 每页编有号数以便装订成一册或几册的整集印刷复制品ꎬ 例如ꎬ 美术作品、 绘画ꎻ
(二) 随同成册书籍的图画附刊ꎻ 以及

(三) 供装订书籍或小册子用的散页、 集页或书帖形式的印刷品ꎬ 已构成一部作品的全部或部分ꎮ
但没有说明文字的印刷图画或图解ꎬ 不论是否散页或书帖形式ꎬ 应归入税目 ４９ １１ꎮ

五、 除本章注释三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税目 ４９ ０１ 不包括主要做广告用的出版物 (例如ꎬ 小册子、 散页印刷品、 商业

目录、 同业公会出版的年鉴、 旅游宣传品)ꎬ 这类出版物应归入税目 ４９ １１ꎮ
六、 税目 ４９ ０３ 所称 “儿童图画书”ꎬ 是指以图画为主、 文字为辅ꎬ 供儿童阅览的书籍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９ ０１ 书籍、 小册子、 散页印刷品及

类似印刷品ꎬ 不论是否单张: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字

典、 百科全书等)ꎻ ３ 状

态 (成册、 单张)

载有文字或图案以供

复制并按序号装订的

拷贝纸及转印纸归入

税目 ４８ １６
４９０１ １０００ ￣单张的ꎬ 不论是否折叠

￣其他:
４９０１ ９１００ ￣￣字典或百科全书及其连续出

版的分册

４９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９ ０２ 报纸、 杂志及期刊ꎬ 不论有无

插图或广告材料:
１ 品 名ꎻ ２ 出 版 周 期

(日刊、 周刊等)
由旧报纸、 旧杂志或

旧期刊构成的废纸归

入税目 ４７ ０７
４９０２ １０００ ￣每周至少出版四次

４９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９ ０３ 儿童图画书、 绘画或涂色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儿童

用)ꎻ ３ 种类 (图画书、
绘画或涂色书)

４９０３ ００００ 儿童图画书、 绘画或涂色书

１３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９ ０４ 乐谱原稿或印本ꎬ 不论是否装

订或印有插图: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原稿

或印本等)
４９０４ ００００ 乐谱原稿或印本ꎬ 不论是否装

订或印有插图

４９ ０５ 各种印刷的地图、 水道图及类

似图表ꎬ 包括地图册、 挂图、
地形图及地球仪、 天体仪:

４９０５ １０００ ￣地球仪、 天体仪 １ 品名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状 态 ( 成

册、 非成册)
浮雕地图、 详图及地

球仪ꎬ 不论是否印

制ꎬ 归入税目 ９０ ２３
４９０５ ９１００ ￣￣成册的

４９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４９ ０６ 手绘的建筑、 工程、 工业、 商

业、 地形或类似用途的设计图

纸原稿ꎻ 手稿ꎻ 用感光纸照相

复印或用复写纸誊写的上述物

品复制件:

１ 品名 (设计图纸原稿

或手稿及其复制件)

４９０６ ００００ 手绘的建筑、 工程、 工业、 商

业、 地形或类似用途的设计图

纸原稿ꎻ 手稿ꎻ 用感光纸照相

复印或用复写纸誊写的上述物

品复制件

４９ ０７ 在承认或将承认其面值的国家

流通或新发行且未经使用的邮

票、 印花税票及类似票证ꎻ 印

有邮票或印花税票的纸品ꎻ 钞

票ꎻ 空白支票ꎻ 股票、 债券及

类似所有权凭证:
４９０７ ００１０ ￣￣￣邮票 １ 品名 ２ 外 观 ( 新

的 )ꎻ ３ 种 类

(小型张、 四方

联等)
４９０７ ００２０ ￣￣￣钞票 １ 品名 ２ 外 观 ( 新

的)
４９０７ ００３０ ￣￣￣证券凭证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证

券、 特许权等)
４９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证

券、 特许权等)ꎻ ３ 信息

内容物种类 ( 如软件、
数据、 互联网内容物或

服务等)ꎻ ４ 给予信息内

容物使用权的种类 (如

存取、 复制或密钥等)

２３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４９ ０８ 转印贴花纸 (移画印花法用图

案纸):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釉转印等)
４９０８ １０００ ￣釉转印贴花纸 (移画印花法

用图案纸)
４９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９ ０９ 印刷或有图画的明信片ꎻ 印有

个人问候、 祝贺、 通告的卡

片ꎬ 不论是否有图画、 带信封

或饰边: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印刷或有图画等)

４９０９ ００１０ ￣￣￣印刷或有图画的明信片

４９０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９ １０ 印刷的各种日历ꎬ 包括日历

芯:
１ 品名 包括日历芯ꎻ 又有日

历又可记日记的记事

本 (包括所谓约会

日历本) 归入税目

４８ ２０
４９１０ ００００ 印刷的各种日历ꎬ 包括日历芯

４９ １１ 其他印刷品ꎬ 包括印刷的图片

及照片:
照相软片或硬片的负

片或正片归入税目

３７ ０５ꎻ 在一面印有

图画、 文字的装饰性

玻璃镜ꎬ 不论是否镶

框归入税目 ７０ ０９ 或

７０ １３ꎻ 带磁条的印

刷卡归入税目 ８５ ２３
或 ８５ ２４ꎻ 带电子集

成 电 路 的 印 刷 卡

( “智能” 卡) 归入

税目 ８５ ４２ꎻ 印刷的

邻近卡及牌归入税目

８５ ４３ꎬ 不论这些产

品是否带磁条

￣商业广告品、 商税目录及类似

印刷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有商

业价值、 无商业价值)
４９１１ １０１０ ￣￣￣无商业价值的

４９１１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４９１１ ９１００ ￣￣图片、 设计图样及照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有商

业价值、 无商业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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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有商业价值、 无商

业价值等)ꎻ ４ 信息内容

物种类 (如软件、 数据、
互联 网 内 容 物 或 服 务

等)ꎻ ５ 给予信息内容物

使用权的种类 (如存取、
复制或密钥等)

６ 印刷内容

４９１１ ９９１０ ￣￣￣纸质的

４９１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３３



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注释:
一、 本类不包括:

(一) 制刷用的动物鬃、 毛 (税目 ０５ ０２)ꎻ 马毛及废马毛 (税目 ０５ １１)ꎻ
(二) 人发及人发制品 (税目 ０５ ０１、 ６７ ０３ 或 ６７ ０４)ꎬ 但通常用于榨油机或类似机器的滤布除外 (税目

５９ １１)ꎻ
(三) 第十四章的棉短绒或其他植物材料ꎻ
(四) 税目 ２５ ２４ 的石棉、 税目 ６８ １２ 或 ６８ １３ 的石棉制品或其他产品ꎻ
(五) 税目 ３０ ０５ 或 ３０ ０６ 的物品ꎻ 税目 ３３ ０６ 的用于清洁牙缝的纱线 (牙线)ꎬ 单独零售包装的ꎻ
(六) 税目 ３７ ０１ 至 ３７ ０４ 的感光布ꎻ
(七) 截面尺寸超过 １ 毫米的塑料单丝和表面宽度超过 ５ 毫米的塑料扁条及类似品 (例如ꎬ 人造草) (第三十

九章)ꎬ 以及上述单丝或扁条的缏条、 织物、 篮筐或柳条编结品 (第四十六章)ꎻ
(八) 第三十九章的用塑料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机织物、 针织物或钩编织物、 毡呢或无纺织物及其制品ꎻ
(九) 第四十章的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机织物、 针织物或钩编织物、 毡呢或无纺织物及其制品ꎻ
(十) 带毛皮张 (第四十一章或第四十三章)、 税目 ４３ ０３ 或 ４３ ０４ 的毛皮制品、 人造毛皮及其制品ꎻ
(十一) 税目 ４２ ０１ 或 ４２ ０２ 的用纺织材料制成的物品ꎻ
(十二) 第四十八章的产品或物品 (例如ꎬ 纤维素絮纸)ꎻ
(十三) 第六十四章的鞋靴及其零件、 护腿、 裹腿及类似品ꎻ
(十四) 第六十五章的发网、 其他帽类及其零件ꎻ
(十五) 第六十七章的货品ꎻ
(十六) 涂有研磨料的纺织材料 (税目 ６８ ０５) 以及税目 ６８ １５ 的碳纤维及其制品ꎻ
(十七)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ꎬ 但可见底布的玻璃线刺绣品除外 (第七十章)ꎻ
(十八)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寝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ꎻ
(十九)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 运动用品及网具)ꎻ
(二十) 第九十六章的物品 [例如ꎬ 刷子、 旅行用成套缝纫用具、 拉链、 打字机色带、 卫生巾 (护垫) 及止血

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ꎻ 或

(二十一) 第九十七章的物品ꎮ
二、 (一) 可归入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及税目 ５８ ０９ 或 ５９ ０２ 的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纺织材料混合制成的货品ꎬ 应

按其中重量最大的那种纺织材料归类ꎮ
当没有一种纺织材料重量较大时ꎬ 应按可归入的有关税目中最后一个税目所列的纺织材料归类ꎮ

(二) 应用上述规定时:
１ 马毛粗松螺旋花线 (税目 ５１ １０) 和含金属纱线 (税目 ５６ ０５) 均应作为一种单一的纺织材料ꎬ 其重

量应为它们在纱线中的合计重量ꎻ 在机织物的归类中ꎬ 金属线应作为一种纺织材料ꎻ
２ 在选择合适的税目时ꎬ 应首先确定章ꎬ 然后再确定该章的有关税目ꎬ 至于不归入该章的其他材料可不

予考虑ꎻ
３ 当归入第五十四章及第五十五章的货品与其他章的货品进行比较时ꎬ 应将这两章作为一个单一的章对

待ꎻ
４ 同一章或同一税目所列各种不同的纺织材料应作为单一的纺织材料对待ꎮ

(三) 上述 (一)、 (二) 两款规定亦适用于以下注释三、 四、 五或六所述纱线ꎮ
三、 (一) 本类的纱线 (单纱、 多股纱线或缆线) 除下列 (二) 款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符合以下规格的应作为

“线、 绳、 索、 缆”:
１ 丝或绢丝纱线ꎬ 细度在 ２００００ 分特以上ꎻ
２ 化学纤维纱线 (包括第五十四章的用两根及以上单丝纺成的纱线)ꎬ 细度在 １００００ 分特以上ꎻ
３ 大麻或亚麻纱线:

５３３



(１) 加光或上光的ꎬ 细度在 １４２９ 分特及以上ꎻ 或

(２) 未加光或上光的ꎬ 细度在 ２００００ 分特以上ꎻ
４ 三股或三股以上的椰壳纤维纱线ꎻ
５ 其他植物纤维纱线ꎬ 细度在 ２００００ 分特以上ꎻ 或

６ 用金属线加强的纱线ꎮ
(二) 下列各项不按上述 (一) 款规定办理:

１ 羊毛或其他动物毛纱线及纸纱线ꎬ 但用金属线加强的纱线除外ꎻ
２ 第五十五章的化学纤维长丝丝束以及第五十四章的未加捻或捻度每米少于 ５ 转的复丝纱线ꎻ
３ 税目 ５０ ０６ 的蚕胶丝及第五十四章的单丝ꎻ
４ 税目 ５６ ０５ 的含金属纱线ꎻ 但用金属线加强的纱线按上述 (一) 款 ６ 项规定办理ꎻ 以及

５ 税目 ５６ ０６ 的绳绒线、 粗松螺旋花线及纵行起圈纱线ꎮ
四、 (一) 除下列 (二) 款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四章和第五十五章所称

“供零售用” 纱线ꎬ 是指以下列方式包装的纱线 (单纱、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１ 绕于纸板、 线轴、 纱管或类似芯子上ꎬ 其重量 (含线芯) 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丝、 绢丝或化学纤维长丝纱线ꎬ 不超过 ８５ 克ꎻ 或

(２) 其他纱线ꎬ 不超过 １２５ 克ꎻ
２ 绕成团、 绞或束ꎬ 其重量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细度在 ３０００ 分特以下的化学纤维长丝纱线ꎬ 丝或绢丝纱线ꎬ 不超过 ８５ 克ꎻ
(２) 细度在 ２０００ 分特以下的任何其他纱线ꎬ 不超过 １２５ 克ꎻ 或

(３) 其他纱线ꎬ 不超过 ５００ 克ꎻ
３ 绕成绞或束ꎬ 每绞或每束中有若干用线分开的小绞或小束ꎬ 每小绞或小束的重量相等ꎬ 并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丝、 绢丝或化学纤维长丝纱线ꎬ 不超过 ８５ 克ꎻ 或

(２) 其他纱线ꎬ 不超过 １２５ 克ꎮ
(二) 下列各项不按上述 (一) 款规定办理:

１ 各种纺织材料制的单纱ꎬ 但下列两种除外:
(１) 未漂白的羊毛或动物细毛单纱ꎻ 以及

(２) 漂白、 染色或印色的羊毛或动物细毛单纱ꎬ 细度在 ５０００ 分特以上ꎻ
２ 未漂白的多股纱线或缆线:

(１) 丝或绢丝制的ꎬ 不论何种包装ꎻ 或

(２) 除羊毛或动物细毛外其他纺织材料制ꎬ 成绞或成束的ꎻ
３ 漂白、 染色或印色丝或绢丝制的多股纱线或缆线ꎬ 细度在 １３３ 分特及以下ꎻ 以及

４ 任何纺织材料制的单纱、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１) 交叉绕成绞或束的ꎻ 或

(２) 绕于纱芯上或以其他方式卷绕ꎬ 明显用于纺织工业的 (例如ꎬ 绕于纱管、 加捻管、 纬纱管、 锥形

筒管或锭子上的或者绕成蚕茧状以供绣花机使用的纱线)ꎮ
五、 税目 ５２ ０４、 ５４ ０１ 及 ５５ ０８ 所称 “缝纫线”ꎬ 是指下列多股纱线或缆线:

(一) 绕于芯子 (例如ꎬ 线轴、 纱管) 上ꎬ 重量 (包括纱芯) 不超过 １０００ 克ꎻ
(二) 作为缝纫线上过浆的ꎻ 以及

(三) 终捻为反手 (Ｚ) 捻的ꎮ
六、 本类所称 “高强力纱”ꎬ 是指断裂强度大于下列标准的纱线:

尼龙、 其他聚酰胺或聚酯制的单纱 ６０ 厘牛顿 /特克斯ꎻ
尼龙、 其他聚酰胺或聚酯制的多股纱线或缆线 ５３ 厘牛顿 /特克斯ꎻ
粘胶纤维制的单纱、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２７ 厘牛顿 /特克斯ꎮ

七、 本类所称 “制成的”ꎬ 是指:
(一) 裁剪成除正方形或长方形以外的其他形状的ꎻ
(二) 呈制成状态ꎬ 无须缝纫或其他进一步加工 (或仅需剪断分隔联线) 即可使用的 (例如ꎬ 某些抹布、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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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台布、 方披巾、 毯子)ꎻ
(三) 裁剪成一定尺寸ꎬ 至少有一边为带有可见的锥形或压平形的热封边ꎬ 其余各边经本注释其他各项所述加

工ꎬ 但不包括为防止剪边脱纱而用热切法或其他简单方法处理的织物ꎻ
(四) 已缝边或滚边ꎬ 或者在任一边带有结制的流苏ꎬ 但不包括为防止剪边脱纱而锁边或用其他简单方法处理

的织物ꎻ
(五) 裁剪成一定尺寸并经抽纱加工的ꎻ
(六) 缝合、 胶合或用其他方法拼合而成的 (将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样料子的织物首尾连接而成的匹头ꎬ 以及由

两层或两层以上的织物ꎬ 不论中间有无胎料ꎬ 层叠而成的匹头除外)ꎻ
(七) 针织或钩编成一定形状ꎬ 不论报验时是单件还是以若干件相连成幅的ꎮ

八、 对于第五十章至第六十章:
(一) 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和第六十章ꎬ 以及除条文另有规定以外的第五十六章至第五十九章ꎬ 不适用于上

述注释七所规定的制成货品ꎻ 以及

(二) 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及第六十章不包括第五十六章至第五十九章的货品ꎮ
九、 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的机织物包括由若干层平行纱线以锐角或直角相互层叠ꎬ 在纱线交叉点用黏合剂或以热

黏合法黏合而成的织物ꎮ
十、 以纺织材料和橡胶线制成的弹性产品归入本类ꎮ
十一、 本类所称 “浸渍”ꎬ 包括 “浸泡”ꎮ
十二、 本类所称 “聚酰胺”ꎬ 包括 “芳族聚酰胺”ꎮ
十三、 本类及本目录所称 “弹性纱线”ꎬ 是指合成纤维纺织材料制成的长丝纱线 (包括单丝)ꎬ 但变形纱线除外ꎮ

这些纱线可拉伸至原长的三倍而不断裂ꎬ 并可在拉伸至原长两倍后五分钟内回复到不超过原长度一倍半ꎮ
十四、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各种服装即使成套包装供零售用ꎬ 也应按各自税目分别归类ꎮ 本注释所称 “纺织服

装”ꎬ 是指税目 ６１ ０１ 至 ６１ １４ 及税目 ６２ ０１ 至 ６２ １１ 所列的各种服装ꎮ
子目注释:

一、 本类及本目录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未漂白纱线

１ 带有纤维自然色泽并且未经漂染 (不论是否整体染色) 或印色的纱线ꎻ 或

２ 从回收纤维制得ꎬ 色泽未定的纱线 (本色纱)ꎮ
这种纱线可用无色浆料或易褪色染料 (可轻易地用肥皂洗去) 处理ꎬ 如果是化学纤维纱线ꎬ 则整体用消

光剂 (例如ꎬ 二氧化钛) 进行处理ꎮ
(二) 漂白纱线

１ 经漂白加工、 用漂白纤维制得或经染白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 (不论是否整体染色) 及用白浆料

处理的纱线ꎻ
２ 用未漂白纤维和漂白纤维混纺制得的纱线ꎻ 或

３ 用未漂白纱和漂白纱纺成多股纱线或缆线ꎮ
(三) 着色 (染色或印色) 纱线

１ 染成彩色 (不论是否整体染色ꎬ 但白色或易褪色除外) 或印色的纱线ꎬ 以及用染色或印色纤维纺制的

纱线ꎻ
２ 用各色染色纤维混合纺制或用未漂白或漂白纤维与着色纤维混合制得的纱线 (夹色纱或混色纱)ꎬ 以

及用一种或几种颜色间隔印色而获得点纹印迹的纱线ꎻ
３ 用已经印色的纱条或粗纱纺制的纱线ꎻ 或

４ 用未漂白纱和漂白纱与着色纱纺成的多股纱线或缆线ꎮ
上述定义在必要的地方稍作修改后ꎬ 可适用于第五十四章的单丝、 扁条或类似产品ꎮ

(四) 未漂白机织物

用未漂白纱线织成后未经漂白、 染色或印花的机织物ꎮ 这类织物可用无色浆料或易褪色染料处理ꎮ
(五) 漂白机织物

１ 经漂白、 染白或用白浆料处理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 的成匹机织物ꎻ
２ 用漂白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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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用未漂白纱线和漂白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ꎮ
(六) 染色机织物

１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染成白色以外的其他单一颜色或用白色以外的其他有色整理剂处理的成匹机

织物ꎻ 或

２ 以单一颜色的着色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ꎮ
(七) 色织机织物

除印花机织物以外的下列机织物:
１ 用各种不同颜色纱线或同一颜色不同深浅 (纤维的自然色彩除外) 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ꎻ
２ 用未漂白或漂白纱线与着色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ꎻ 或

３ 用夹色纱线或混色纱线织成的机织物ꎮ
不论何种情况ꎬ 布边或布头的纱线均可忽略不计ꎮ

(八) 印花机织物

成匹印花的机织物ꎬ 不论是否用各色纱线织成ꎮ
用刷子或喷枪、 经转印纸转印、 植绒或蜡防印花等方法印成花纹图案的机织物亦可视为印花机织物ꎮ
上述各类纱线或织物如经丝光工艺处理并不影响其归类ꎮ
上述第 (四) 至 (八) 项的定义在必要的地方稍加修改后ꎬ 可适用于针织或钩编织物ꎮ

(九) 平纹组织

每根纬纱在并排的经纱间上下交错而过ꎬ 而每根经纱也在并排的纬纱间上下交错而过的织物组织ꎮ
二、 (一) 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纺织材料的第五十六章至第六十三章的产品ꎬ 应根据本类注释二对第五十章至第五

十五章或税目 ５８ ０９ 的此类纺织材料产品归类的规定来确定归类ꎮ
(二) 运用本条规定时:

１ 应酌情考虑按归类总规则第三条来确定归类ꎻ
２ 对由底布和绒面或毛圈面构成的纺织品ꎬ 在归类时可不考虑底布的属性ꎻ
３ 对税目 ５８ １０ 的刺绣品及其制品ꎬ 归类时应只考虑底布的属性ꎬ 但不见底布的刺绣品及其制品应根据

绣线的属性确定归类ꎮ

第五十章　 蚕　 丝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０ ０１ 适于缫丝的蚕茧: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缫丝)ꎻ ３ 种类

５００１ ００１０ ￣￣￣适于缫丝的桑蚕茧

５００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５０ ０２ 生丝 (未加捻):
￣￣￣桑蚕丝:

５００２ ００１１ ￣￣￣￣厂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桑蚕

厂丝)ꎻ ３ 是否加捻

５００２ ００１２ ￣￣￣￣土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桑蚕

土丝)ꎻ ３ 是否加捻

５００２ ００１３ ￣￣￣￣双宫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桑蚕

双宫丝)ꎻ ３ 是否加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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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００２ ０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是

否加捻

５００２ ００２０ ￣￣￣柞蚕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柞蚕

丝)ꎻ ３ 是否加捻

５００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是

否加捻

５０ ０３ 废丝 (包括不适于缫丝的蚕

茧、 废纱及回收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梳理 本税目指不适于缫丝

的废丝

￣￣￣未梳:
５００３ ００１１ ￣￣￣￣下茧、 茧衣、 长吐、 滞头

５００３ ００１２ ￣￣￣￣回收纤维

５００３ ０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５００３ ００９１ ￣￣￣￣绵球

５００３ ００９９ ￣￣￣￣其他

５０ ０４ 丝纱线 (绢纺纱线除外)ꎬ 非

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供零售

用

绢纺纱线除外 (归

入税目 ５０ ０５)ꎬ 不

包括税目 ５６ ０４ 的丝

质仿肠线

５００４ ００００ 丝纱线 (绢纺纱线除外)ꎬ 非

供零售用

５０ ０５ 绢纺纱线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绢纺

纱线等)ꎻ ３ 是否供零售

用ꎻ ４ 成分含量

不包括税目 ５６ ０４ 的

丝质仿肠线

５００５ ００１０ ￣￣￣紬丝纱线

５０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

５０ ０６ 丝纱线及绢纺纱线ꎬ 供零售

用ꎻ 蚕胶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绢纺

纱线、 蚕胶丝、 丝纱线、
绸纱线)ꎻ ３ 包装 (供

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量

不包括税目 ５６ ０４ 的

丝质仿肠线、 税目

３０ ０６ 的消毒蚕胶丝

５００６ ００００ 丝纱线及绢纺纱线、 供零售

用ꎻ 蚕胶丝

５０ ０７ 丝或绢丝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绸

丝、 桑蚕丝、 绢 丝、 柞

蚕丝等)ꎻ ３ 织造方法

(机织物)ꎻ ４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

￣紬丝机织物:
５００７ １０１０ ￣￣￣未漂白 (包括未练白或练

白) 或漂白

５００７ １０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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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丝或绢

丝 (丝除外) 含量在 ８５％及以

上:
￣￣￣桑蚕丝机织物:

５００７ ２０１１ ￣￣￣￣未漂白 (包括未练白或练

白) 或漂白

５００７ ２０１９ ￣￣￣￣其他

￣￣￣柞蚕丝机织物:
５００７ ２０２１ ￣￣￣￣未漂白 (包括未练白或练

白) 或漂白

５００７ ２０２９ ￣￣￣￣其他

￣￣￣绢丝机织物:
５００７ ２０３１ ￣￣￣￣未漂白 (包括未练白或练

白) 或漂白

５００７ ２０３９ ￣￣￣￣其他

５００７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机织物:
５００７ ９０１０ ￣￣￣未漂白 (包括未练白或练

白) 或漂白

５０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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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羊毛、 动物细毛或粗毛ꎻ 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

注释:
本目录所称:
一、 “羊毛”ꎬ 是指绵羊或羔羊身上长的天然纤维ꎻ
二、 “动物细毛”ꎬ 是指下列动物的毛: 羊驼、 美洲驼、 驼马、 骆驼 (包括单峰骆驼)、 牦牛、 安哥拉山羊、 西藏山

羊、 克什米尔山羊及类似山羊 (普通山羊除外)、 家兔 (包括安哥拉兔)、 野兔、 海狸、 河狸鼠或麝鼠ꎻ
三、 “动物粗毛”ꎬ 是指以上未提及的其他动物的毛ꎬ 但不包括制刷用鬃、 毛 (税目 ０５ ０２) 以及马毛 (税目

０５ １１)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１ ０１ 未梳的羊毛:
￣含脂羊毛ꎬ 包括剪前水洗毛:

５１０１ １１００ ￣￣剪羊毛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含脂、 脱脂、 碳化等)
３ 剪羊毛请注

明细度 (微米

数)ꎻ ４ 剪羊毛

请 注 明 长 度ꎻ
５ 剪羊毛请注

明草杂含量

例: Ｔ１０７ꎬ ７ ７ＭＩＣꎬ
４６ 英 寸 的 灰 褪 毛ꎬ
草杂含量 ２％

５１０１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含脂、 脱脂、 碳

化等)
￣脱脂羊毛ꎬ 未碳化:

５１０１ ２１００ ￣￣剪羊毛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含脂、 脱脂、 碳

化等)

３ 剪羊毛请注

明细度 (微米

数)ꎻ ４ 剪羊毛

请 注 明 长 度ꎻ
５ 剪羊毛请注

明草杂含量

５１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含脂、 脱脂、 碳

化等)
５１０１ ３０００ ￣碳化羊毛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含脂、 脱脂、 碳

化等)
５１ ０２ 未梳的动物细毛或粗毛:

￣细毛:
５１０２ １１００ ￣￣克什米尔山羊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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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１０２ １９１０ ￣￣￣兔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５１０２ １９２０ ￣￣￣其他山羊绒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３ 颜色ꎻ ４ 纤

维长度ꎻ ５ 净

绒率

５１０２ １９３０ ￣￣￣骆驼毛、 骆驼绒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５１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５１０２ ２０００ ￣粗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未梳

理的兔毛、 克什米尔山

羊毛、 山羊绒、 骆驼毛)
５１ ０３ 羊毛或动物细毛或粗毛的废

料ꎬ 包括废纱线ꎬ 但不包括回

收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落毛、 动物细毛或粗毛

废料)

废料不包括回收纤维

(税目 ５１ ０４)

￣羊毛或动物细毛的落毛:
５１０３ １０１０ ￣￣￣羊毛落毛

５１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羊毛或动物细毛的其他废料:
５１０３ ２０１０ ￣￣￣羊毛废料

５１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５１０３ ３０００ ￣动物粗毛废料

５１ ０４ 羊毛及动物细毛或粗毛的回收

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源于

羊毛、 动物粗、 细毛等

的回收纤维)
５１０４ ００１０ ￣￣￣羊毛的回收纤维

５１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５１ ０５ 已梳的羊毛及动物细毛或粗毛

(包括精梳片毛):
５１０５ １０００ ￣粗梳羊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条、 羊 毛 片 毛、 兔 毛、
克什米尔山羊毛)ꎻ ３ 梳

理方法 (粗梳或精梳)
￣羊毛条及其他精梳羊毛:

５１０５ ２１００ ￣￣精梳片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条、 羊 毛 片 毛、 兔 毛、
克什米尔山羊毛)ꎻ ３ 梳

理方法 (粗梳或精梳)

２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１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条、 羊 毛 片 毛、 兔 毛、
克什米尔山羊毛)ꎻ ３ 梳

理方法 (粗梳或精梳)

４ 其他精梳羊

毛请注明支数ꎻ
５ 其他精梳羊

毛请注明细度

￣已梳动物细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条、 羊 毛 片 毛、 兔 毛、
克什米尔山羊毛)ꎻ ３ 梳

理方法 (粗梳或精梳)
５１０５ ３１００ ￣￣克什米尔山羊的

￣￣其他:
５１０５ ３９１０ ￣￣￣兔毛

￣￣￣其他山羊绒:
５１０５ ３９２１ ￣￣￣￣无毛山羊绒

５１０５ ３９２９ ￣￣￣￣其他

５１０５ ３９９０ ￣￣￣其他

５１０５ ４０００ ￣已梳动物粗毛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条、 羊 毛 片 毛、 兔 毛、
克什米尔山羊毛)ꎻ ３ 梳

理方法 (粗梳或精梳)
５１ ０６ 粗梳羊毛纱线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梳 理 方 法

(粗疏)ꎻ ３ 是否供零售

用ꎻ ４ 成分含量

５１０６ １０００ ￣按重量计羊毛含量在 ８５％及

以上

５１０６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羊毛含量在 ８５％以

下

５１ ０７ 精梳羊毛纱线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梳 理 方 法

(精梳羊毛纱线)ꎻ ３ 是

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

量

５１０７ １０００ ￣按重量计羊毛含量在 ８５％及

以上

５１０７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羊毛含量在 ８５％以

下

５１ ０８ 动物细毛 (粗梳或精梳) 纱

线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梳 理 方 法

(精梳羊毛纱线)ꎻ ３ 是

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

量

￣粗梳:
￣￣￣按重量计动物细毛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的:
５１０８ １０１１ ￣￣￣￣山羊绒的

５１０８ １０１９ ￣￣￣￣其他

３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１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精梳:
￣￣￣按重量计动物细毛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的:
５１０８ ２０１１ ￣￣￣￣山羊绒的

５１０８ ２０１９ ￣￣￣￣其他

５１０８ ２０９０ ￣￣￣其他

５１ ０９ 羊毛或动物细毛的纱线ꎬ 供零

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等)ꎻ ３ 是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量

￣按重量计羊毛或动物细毛含量

在 ８５％及以上:
￣￣￣动物细毛:

５１０９ １０１１ ￣￣￣￣山羊绒的

５１０９ １０１９ ￣￣￣￣其他

５１０９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动物细毛:

５１０９ ９０１１ ￣￣￣￣山羊绒的

５１０９ ９０１９ ￣￣￣￣其他

５１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１ １０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 (包括

马毛粗松螺旋花线)ꎬ 不论是

否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马毛

等粗毛纱线)ꎻ ３ 成分含

量

５１１０ ００００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纱线 (包括

马毛粗松螺旋花线)ꎬ 不论是

否供零售用

５１ １１ 粗梳羊毛或粗梳动物细毛的机

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驼马毛、 美洲驼毛等)ꎻ
３ 织 造 方 法 ( 机 织)ꎻ
４ 梳 理 方 法 ( 粗 梳 )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 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按重量计羊毛或动物细毛含量

在 ８５％及以上: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３００ 克:
￣￣￣动物细毛的:

５１１１ １１１１ ￣￣￣￣山羊绒的

５１１１ １１１９ ￣￣￣￣其他

５１１１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动物细毛的:

５１１１ １９１１ ￣￣￣￣山羊绒的

４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１１１ １９１９ ￣￣￣￣其他

５１１１ １９９０ ￣￣￣其他

５１１１ ２０００ ￣其他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长

丝混纺

５１１１ ３０００ ￣其他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短

纤混纺

５１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１ １２ 精梳羊毛或精梳动物细毛的机

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羊毛、
驼马毛、 美洲驼毛等)ꎻ
３ 织 造 方 法 ( 机 织)ꎻ
４ 梳理方法 (精梳)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按重量计羊毛或动物细毛含量

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１１２ １１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００ 克

５１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５１１２ ２０００ ￣其他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长

丝混纺

５１１２ ３０００ ￣其他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短

纤混纺

５１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１ １３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马毛

等)ꎻ ３ 织造方法 (机

织)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幅

宽ꎻ ６ 每平方米克重

５１１３ ００００ 动物粗毛或马毛的机织物

５４３



第五十二章　 棉　 花

子目注释:
子目 ５２０９ ４２ 及 ５２１１ ４２ 所称 “粗斜纹布 (劳动布) ”ꎬ 是指用不同颜色的纱线织成的三线或四线斜纹织物ꎬ 包括

破斜纹组织的织物ꎬ 这种织物以经纱为面ꎬ 经纱染成一种相同的颜色ꎬ 纬纱未漂白或经漂白、 染成灰色或比经纱稍

浅的颜色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 ０１ 未梳的棉花: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梳理ꎻ
３ 纤维长度

４ 品级

５２０１ ００００ 未梳的棉花

５２ ０２ 废棉 (包括废棉纱线及回收纤

维):
５２０２ １０００ ￣废棉纱线 (包括废棉线)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废棉

线、 回收纤维等)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颜色

￣其他:
５２０２ ９１００ ￣￣回收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废棉

线、 回收纤维等)ꎻ ３ 成

分含量

５２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来源 (废棉

线、 回收纤维等)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棉种类 (包

括 精 落、 抄 斩、 车 肚、
统破籽、 回丝等)

５２ ０３ 已梳的棉花: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梳理ꎻ
３ 纤维长度

５２０３ ００００ 已梳的棉花

５２ ０４ 棉制缝纫线ꎬ 不论是否供零售

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供零售

用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纱

线细度ꎻ ５ 每只重量ꎻ
６ 是否上浆ꎻ ７ 终捻捻

向

￣非供零售用:
５２０４ １１００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及以

上

５２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５２０４ ２０００ ￣供零售用

６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 ０５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ꎬ 按重

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及以上ꎬ 非

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梳 理 方 法

(粗梳、 精梳)ꎻ ３ 纱线

形态 (单纱、 股线或缆

线)ꎻ ４ 是否供零售用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纱线细

度

７ 品牌ꎻ ８ 加

工工艺 (环锭

纺、 气 流 纺、
赛络纺等)

￣未精梳纤维纺制的单纱:
５２０５ １１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及以上

(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１２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５ １３００ ￣￣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５ １４００ ￣￣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超过 ５２ 公

支ꎬ 但不超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５ １５００ ￣￣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下 (超过

８０ 公支)
￣精梳纤维纺制的单纱:

５２０５ ２１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及以上

(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２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３００ ￣￣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４００ ￣￣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超过 ５２ 公

支ꎬ 但不超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６００ ￣￣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下ꎬ 但不

细于 １０６ ３８ 分特 (超过 ８０ 公

支ꎬ 但不超过 ９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７００ ￣￣细度在 １０６ ３８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８３ ３３ 分特 (超过 ９４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１２０ 公支)

５２０５ ２８００ ￣￣细度在 ８３ ３３ 分特以下 (超

过 １２０ 公支)
￣未精梳纤维纺制的多股纱线或

缆线:

７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０５ ３１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及以上 (每根单纱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３２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５ ３３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５ ３４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每
根单纱超过 ５２ 公支ꎬ 但不超

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５ ３５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

下 (每根单纱超过 ８０ 公支)
￣精梳纤维纺制的多股纱线或缆

线:
５２０５ ４１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及以上 (每根单纱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４２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５ ４３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５ ４４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每
根单纱超过 ５２ 公支ꎬ 但不超

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５ ４６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

下ꎬ 但 不 细 于 １０６ ３８ 分 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８０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９４ 公支)
５２０５ ４７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０６ ３８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８３ ３３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９４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１２０ 公支)

８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０５ ４８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８３ ３３ 分特

以下 (每根单纱超过 １２０ 公

支)
５２ ０６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ꎬ 按重

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以下ꎬ 非供

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梳 理 方 法

(粗梳、 精梳)ꎻ ３ 纱线

形态 (单纱、 股线或缆

线)ꎻ ４ 是否供零售用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纱线细

度

７ 品牌或厂商

名称

￣未精梳纤维纺制的单纱:
５２０６ １１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及以上

(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６ １２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６ １３００ ￣￣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６ １４００ ￣￣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超过 ５２ 公

支ꎬ 但不超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６ １５００ ￣￣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下 (超过

８０ 公支)
￣精梳纤维纺制的单纱:

５２０６ ２１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及以上

(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６ ２２００ ￣￣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６ ２３００ ￣￣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６ ２４００ ￣￣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以下ꎬ 但

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超过 ５２ 公

支ꎬ 但不超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６ ２５００ ￣￣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下 (超过

８０ 公支)
￣未精梳纤维纺制的多股纱线或

缆线:
５２０６ ３１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及以上 (每根单纱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９４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０６ ３２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６ ３３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６ ３４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每
根单纱超过 ５２ 公支ꎬ 但不超

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６ ３５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

下 (每根单纱超过 ８０ 公支)
￣精梳纤维纺制的多股纱线或缆

线:
５２０６ ４１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及以上 (每根单纱不超过 １４
公支)

５２０６ ４２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７１４ ２９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１４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４３ 公支)
５２０６ ４３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２３２ ５６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每根单纱超过 ４３ 公支ꎬ 但不

超过 ５２ 公支)
５２０６ ４４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９２ ３１ 分特

以下ꎬ 但不细于 １２５ 分特 (每
根单纱超过 ５２ 公支ꎬ 但不超

过 ８０ 公支)
５２０６ ４５００ ￣￣每根单纱细度在 １２５ 分特以

下 (每根单纱超过 ８０ 公支)
５２ ０７ 棉纱线 (缝纫线除外)ꎬ 供零

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供零售

用ꎻ ３ 成分含量

缝纫线除外

５２０７ １０００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及以

上

５２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 ０８ 棉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及以上ꎬ 每平方米重量不

超过 ２０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物)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 印花等)ꎻ ４ 组织

结构 (平纹、 三线或四线

斜纹、 四线双面斜纹或十

字 斜 纹、 其 他 斜 纹 )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每平方

米克重

７ 品牌

￣未漂白:
５２０８ １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１２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１３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漂白:
５２０８ ２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２２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２３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２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染色:
５２０８ ３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３２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３３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３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２０８ ４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４２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４３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４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印花:

１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０８ ５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不超过 １００ 克

５２０８ ５２００ ￣￣平纹机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

超过 １００ 克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５９１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８ ５９９０ ￣￣￣其他

５２ ０９ 棉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及以上ꎬ 每平方米重量超

过 ２０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物)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 印花等)ꎻ ４ 组织

结构 ( 平 纹、 粗 斜 纹、
其他三线或四线斜纹、
其他斜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

８ 品牌

￣未漂白:
５２０９ １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１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漂白:
５２０９ ２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２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２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染色:
５２０９ ３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３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３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２０９ ４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４２００ ￣￣粗斜纹布 (劳动布)
５２０９ ４３００ ￣￣其他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４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印花:
５２０９ ５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５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０９ ５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２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 １０ 棉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

维混纺ꎬ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０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物)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 印花等)ꎻ ４ 组织

结构 (平纹、 三线或四

线斜纹、 四线双面斜纹

或十字斜纹、 其他斜纹

等)ꎻ ５ 注明与其混纺的

化纤是长丝还是短纤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幅宽ꎻ
８ 每平方米克重

９ 品牌

￣未漂白:
５２１０ １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１９１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１９９０ ￣￣￣其他

￣漂白:
５２１０ ２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２９１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２９９０ ￣￣￣其他

￣染色:
５２１０ ３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３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３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２１０ ４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４９１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４９９０ ￣￣￣其他

￣印花:
５２１０ ５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５９１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０ ５９９０ ￣￣￣其他

３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 １１ 棉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含棉量在

８５％以下ꎬ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２０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物)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 印花等)ꎻ ４ 组织

结构 ( 平 纹、 粗 斜 纹、
其他三线或四线斜纹、
其他斜纹等)ꎻ ５ 注明与

其混纺的化纤是长丝还

是短纤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幅宽ꎻ ８ 每平方米克

重

９ 品牌

￣未漂白:
５２１１ １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１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１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２０００ ￣漂白

￣染色:
５２１１ ３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３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３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２１１ ４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４２００ ￣￣粗斜纹布 (劳动布)
５２１１ ４３００ ￣￣其他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４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印花:
５２１１ ５１００ ￣￣平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５２００ ￣￣三线或四线斜纹机织物ꎬ 包

括双面斜纹机织物

５２１１ ５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５２ １２ 其他棉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物)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 印花等)ꎻ ４ 组织

结构 (平纹、 斜纹等)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００ 克:
５２１２ １１００ ￣￣未漂白

５２１２ １２００ ￣￣漂白

４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２１２ １３００ ￣￣染色

５２１２ １４００ ￣￣色织

５２１２ １５００ ￣￣印花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２００ 克:
５２１２ ２１００ ￣￣未漂白

５２１２ ２２００ ￣￣漂白

５２１２ ２３００ ￣￣染色

５２１２ ２４００ ￣￣色织

５２１２ ２５００ ￣￣印花

５５３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纺织纤维ꎻ 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注释:
一、 本目录所称 “化学纤维”ꎬ 是指通过下列任一方法加工制得的有机聚合物的短纤或长丝:

(一) 将有机单体物质加以聚合而制成的聚合物ꎬ 例如ꎬ 聚酰胺、 聚酯、 聚烯烃、 聚氨基甲酸酯ꎻ 或通过上述

加工得到的聚合物经化学改性制得 (例如ꎬ 聚乙酸乙烯酯水解制得的聚乙烯醇)ꎻ 或

(二) 将天然有机聚合物 (例如ꎬ 纤维素) 溶解或化学处理制成聚合物ꎬ 例如ꎬ 铜铵纤维或粘胶纤维ꎻ 或将天

然有机聚合物 (例如ꎬ 纤维素、 酪蛋白及其他蛋白质或藻酸) 经化学改性制成聚合物ꎬ 例如ꎬ 醋酸纤维

素纤维或藻酸盐纤维ꎮ
对于化学纤维ꎬ 所称 “合成”ꎬ 是指 (一) 款所述的纤维ꎻ 所称 “人造”ꎬ 是指 (二) 款所述的纤维ꎮ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不视作化学纤维ꎮ
对于纺织材料ꎬ 所称 “化学纤维” “合成纤维” 及 “人造纤维”ꎬ 其含义应与上述解释相同ꎮ

二、 税目 ５４ ０２ 及 ５４ ０３ 不适用于第五十五章的合成纤维或人造纤维的长丝丝束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３ ０１ 亚麻ꎬ 生的或经加工但未纺制

的ꎻ 亚麻短纤及废麻 (包括废

麻纱线及回收纤维):
５３０１ １０００ ￣生的或经沤制的亚麻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经沤制、 破开或

打成栉梳、 回收等)
￣破开、 打成栉梳或经其他加工

但未纺制的亚麻:
５３０１ ２１００ ￣￣破开的或打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经沤制、 破开或

打成栉梳、 回收等)

３ 可 纺 支 数ꎻ
４ 长度

５３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经沤制、 破开或

打成栉梳、 回收等)
５３０１ ３０００ ￣亚麻短纤及废麻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经沤制、 破开或

打 成 栉 梳、 回 收 等 )ꎻ
３ 是否为短纤或废麻ꎻ
４ 种类 (二粗、 机械短

麻、 落麻)
５３ ０２ 大麻ꎬ 生的或经加工但未纺制

的ꎻ 大麻短纤及废麻 (包括废

麻纱线及回收纤维):
５３０２ １０００ ￣生的或经沤制的大麻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沤制的)
５３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生的、 沤制的)ꎻ ３ 是

否为短纤或废麻

６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３ ０３ 黄麻及其他纺织用韧皮纤维

(不包括亚麻、 大麻及苎麻)ꎬ
生的或经加工但未纺制的ꎻ 上

述纤维的短纤及废麻 (包括废

纱线及回收纤维):
５３０３ １０００ ￣生的或经沤制的黄麻及其他纺

织用韧皮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麻、
洋麻、 菽麻等)ꎻ ３ 加工

程度 (未纺制的、 生的或

沤制的)
５３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麻、

洋麻、 菽麻等)ꎻ ３ 加工

程度 (未纺制的、 生的或

沤制的)ꎻ ４ 是否为短纤

或废麻

５３ ０５ 椰壳纤维、 蕉麻 (马尼拉麻)、
苎麻及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纺织

用植物纤维ꎬ 生的或经加工但

未纺制的ꎻ 上述纤维的短纤、
落麻及废料 (包括废纱线及回

收纤维):
￣￣￣苎麻:

５３０５ ００１１ ￣￣￣￣生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加工程度 (生的或经

加工但未纺制的)
５３０５ ００１２ ￣￣￣￣经加工但未纺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加工程度 (生的或经

加工但未纺制的)
５３０５ ００１３ ￣￣￣￣短纤及废料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加工程度 (生的或经

加工但未纺制的)ꎻ ４ 是

否为短纤或废麻

５３０５ ０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加工程度 (生的或经

加工但未纺制的)
５３０５ ００２０ ￣￣￣蕉麻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加工程度 (生的或经

加工但未纺制的)

７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蕉麻、 苎麻等)ꎻ
３ 是否为短纤或废麻ꎻ
４ 等级及用途

５ 加工程度及

工艺 (生的或

经加工但未纺

制的、 是 否 梳

理、 是 否 机 卷

及是否制成椰

绳)
５３０５ ００９１ ￣￣￣￣西沙尔麻及其他纺织用龙舌

兰类纤维

５３０５ ００９２ ￣￣￣￣椰壳纤维

５３０５ ００９９ ￣￣￣￣其他

５３ ０６ 亚麻纱线: １ 品 名ꎻ ２ 纱 线 形 态

(单纱、 股线或缆线)
３ 细度

５３０６ １０００ ￣单纱

５３０６ ２０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５３ ０７ 黄麻纱线或税目 ５３ ０３ 的其他

纺织用韧皮纤维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麻、
洋麻、 菽麻等)ꎻ ３ 纱线

形态 (单纱、 股线或缆

线)

４ 细度

５３０７ １０００ ￣单纱

５３０７ ２０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５３ ０８ 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纱线ꎻ 纸纱

线:
５３０８ １０００ ￣椰壳纤维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纱 线、 大 麻 纱 线、
苎麻纱线、 纸纱线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细度

５３０８ ２０００ ￣大麻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纱 线、 大 麻 纱 线、
苎麻纱线、 纸纱线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细度

￣其他:
￣￣￣苎麻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纱 线、 大 麻 纱 线、
苎麻纱线、 纸纱线等)ꎻ
３ 染整方法 (漂白、 未

漂白、 色织)ꎻ ４ 成分含

量

５ 细度

５３０８ ９０１１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及以上的未漂白或漂白纱线

５３０８ ９０１２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及以上的色纱线

５３０８ ９０１３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以下的未漂白或漂白纱线

８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３０８ ９０１４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以下的色纱线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椰壳

纤维 纱 线、 大 麻 纱 线、
苎麻纱线、 纸纱线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细度

５３０８ ９０９１ ￣￣￣￣纸纱线

５３０８ ９０９９ ￣￣￣￣其他

５３ ０９ 亚麻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染 整 方 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幅宽ꎻ
６ 每平方米克重

￣按重量计亚麻含量在 ８５％及

以上: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３０９ １１１０ ￣￣￣未漂白

５３０９ １１２０ ￣￣￣漂白

５３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

￣按重量计亚麻含量在 ８５％以

下: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３０９ ２１１０ ￣￣￣未漂白

５３０９ ２１２０ ￣￣￣漂白

５３０９ ２９００ ￣￣其他

５３ １０ 黄麻或税目 ５３ ０３ 的其他纺织

用韧皮纤维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麻、
洋麻、 菽麻等)ꎻ ３ 织造

方法 (机织)ꎻ ４ 染整工

艺 (漂白、 未漂白、 色

织)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

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５３１０ １０００ ￣未漂白

５３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３ １１ 其他纺织用植物纤维机织物ꎻ
纸纱线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黄麻、
洋麻、 菽麻等)ꎻ ３ 织造

方法 (机织)ꎻ ４ 染整工

艺 (漂白、 未漂白、 色

织)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

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苎麻的:
５３１１ ００１２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及以上的未漂白机织物

９５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３１１ ００１３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及以上的其他机织物

５３１１ ００１４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以下的未漂白机织物

５３１１ ００１５ ￣￣￣￣按重量计苎麻含量在 ８５％
以下的其他机织物

５３１１ ００２０ ￣￣￣纸纱线的

５３１１ ００３０ ￣￣￣大麻的

５３１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０６３



第五十四章　 化学纤维长丝ꎻ 化学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类似品

注释:
一、 本目录所称 “化学纤维”ꎬ 是指通过下列任一方法加工制得的有机聚合物的短纤或长丝:

(一) 将有机单体物质加以聚合而制成的聚合物ꎬ 例如ꎬ 聚酰胺、 聚酯、 聚烯烃、 聚氨基甲酸酯ꎻ 或通过上述

加工得到的聚合物经化学改性制得 (例如ꎬ 聚乙酸乙烯酯水解制得的聚乙烯醇)ꎻ 或

(二) 将天然有机聚合物 (例如ꎬ 纤维素) 溶解或化学处理制成聚合物ꎬ 例如ꎬ 铜铵纤维或粘胶纤维ꎻ 或将天

然有机聚合物 (例如ꎬ 纤维素、 酪蛋白及其他蛋白质或藻酸) 经化学改性制成聚合物ꎬ 例如ꎬ 醋酸纤维

素纤维或藻酸盐纤维ꎮ
对于化学纤维ꎬ 所称 “合成”ꎬ 是指 (一) 款所述的纤维ꎻ 所称 “人造”ꎬ 是指 (二) 款所述的纤维ꎮ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不视作化学纤维ꎮ
对于纺织材料ꎬ 所称 “化学纤维” “合成纤维” 及 “人造纤维”ꎬ 其含义应与上述解释相同ꎮ

二、 税目 ５４ ０２ 及 ５４ ０３ 不适用于第五十五章的合成纤维或人造纤维的长丝丝束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 ０１ 化学纤维长丝纺制的缝纫线ꎬ
不论是否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供零售

用ꎻ ３ 纤维成分 (聚酯

等)ꎻ ４ 每只重量ꎻ ５ 是

否上浆ꎻ ６ 终捻捻向

￣合成纤维长丝纺制:
５４０１ １０１０ ￣￣￣非供零售用

５４０１ １０２０ ￣￣￣供零售用

￣人造纤维长丝纺制:
５４０１ ２０１０ ￣￣￣非供零售用

５４０１ ２０２０ ￣￣￣供零售用

５４ ０２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

外)ꎬ 非供零售用ꎬ 包括细度

在 ６７ 分特以下的合成纤维单

丝: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的高强

力纱ꎬ 不论是否经变形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酰胺等)ꎻ ６ 纱线细度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１１１０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１１２０ ￣￣￣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５４０２ １９１０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的

１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２ １９２０ ￣￣￣聚酰胺￣６ꎬ ６ ( 尼 龙￣６ꎬ ６)
纺制的

５４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５４０２ ２０００ ￣聚酯高强力纱ꎬ 不论是否经变

形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酯等)ꎻ ６ 纱线细度

￣变形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酯等)ꎻ ６ 纱线细度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ꎬ 每

根单纱细度不超过 ５０ 特:
￣￣￣弹力丝:

５４０２ ３１１１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１１２ ￣￣￣￣聚酰胺￣６ ６ (尼龙￣６ ６) 纺

制

５４０２ ３１１３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１１９ ￣￣￣￣其他

５４０２ ３１９０ ￣￣￣其他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ꎬ 每

根单纱细度超过 ５０ 特:
￣￣￣弹力丝:

５４０２ ３２１１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２１２ ￣￣￣￣聚酰胺￣６ ６ (尼龙￣６ ６) 纺

制

５４０２ ３２１３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２１９ ￣￣￣￣其他

５４０２ ３２９０ ￣￣￣其他

￣￣聚酯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３１０ ￣￣￣弹力丝

５４０２ ３３９０ ￣￣￣其他

５４０２ ３４００ ￣￣聚丙烯纺制

５４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单纱ꎬ 未加捻或捻度每米

不超过 ５０ 转:

２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弹性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酯 等)ꎻ ７ 纱 线 细 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５４０２ ４４１０ ￣￣￣氨纶纱线

５４０２ ４４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纱

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酰胺等)ꎻ ７ 纱线细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５４０２ ４５１０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的

５４０２ ４５２０ ￣￣￣聚酰胺￣６ ６ (尼龙￣６ ６) 纺

制的

５４０２ ４５３０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的

５４０２ ４５９０ ￣￣￣其他

５４０２ ４６００ ￣￣其他ꎬ 部分定向聚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酯 等)ꎻ ７ 纱 线 细 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５４０２ ４７００ ￣￣其他ꎬ 聚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酯等)ꎻ ７ 纱线细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注明

捻度)

３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２ ４８００ ￣￣其他ꎬ 聚丙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 )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丙烯)ꎻ ７ 纱线细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注

明捻度)
￣￣其他:

５４０２ ４９１０ ￣￣￣断裂强度大于等于 ２２ｃＮ / ｄｔ￣
ｅｘꎬ 且 初 始 模 量 大 于 等 于

７５０ｃＮ / ｄｔｅｘ 的聚乙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酯等)ꎻ ７ 纱线细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注明

捻度)ꎻ ９ 断裂强度

５４０２ ４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高强纱请

注明用途ꎻ ５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６ 纤维成分 (聚
酯 等)ꎻ ７ 纱 线 细 度ꎻ
８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其他单纱ꎬ 捻度每米超过 ５０
转: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酰胺等)ꎻ ６ 纱线细度ꎻ
７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５４０２ ５１１０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

５４０２ ５１２０ ￣￣￣聚酰胺￣６ ６ (尼龙￣６ ６) 纺

制

５４０２ ５１３０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５１９０ ￣￣￣其他

４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２ ５２００ ￣￣聚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酯等)ꎻ ６ 纱线细度ꎻ ７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注明

捻度)
５４０２ ５３００ ￣￣聚丙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丙烯)ꎻ ６ 纱线细度ꎻ ７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注明

捻度)
￣￣其他:

５４０２ ５９２０ ￣￣￣断裂强度大于等于 ２２ｃＮ / ｄｔ￣
ｅｘꎬ 且 初 始 模 量 大 于 等 于

７５０ｃＮ / ｄｔｅｘ 的聚乙烯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乙 烯)ꎻ ６ 纱 线 细 度ꎻ
７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ꎻ ８ 断裂强度

５４０２ ５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酯 等)ꎻ ６ 纱 线 细 度ꎻ
７ 是否加捻 (如加捻请

注明捻度)
￣其他 纱 线 ( 多 股 纱 线 或 缆

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聚
酯等) ６ 纱线细度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６１１０ ￣￣￣聚酰胺￣６ (尼龙￣６) 纺制

５４０２ ６１２０ ￣￣￣聚酰胺￣６ ６ (尼龙￣６ ６) 纺

制

５４０２ ６１３０ ￣￣￣芳香族聚酰胺纺制

５４０２ ６１９０ ￣￣￣其他

５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２ ６２００ ￣￣聚酯纺制

５４０２ ６３００ ￣￣聚丙烯纺制

￣￣其他:
５４０２ ６９２０ ￣￣￣氨纶纱线

５４０２ ６９９０ ￣￣￣其他

５４ ０３ 人造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

外)ꎬ 非供零售用ꎬ 包括细度

在 ６７ 分特以下的人造纤维单

丝: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高强

力纱 或 变 形 纱 线 等)ꎻ
３ 纱线形态 (单纱、 股

线或缆线)ꎻ ４ 是否供零

售用ꎻ ５ 纤维成分 (如
粘胶等)ꎻ ６ 纱线细度ꎻ
７ 纱线捻度ꎻ ８ 高强力

纱需注明断裂强度 (单
位: 厘牛顿 /特克斯)ꎻ ９
股数

５４０３ １０００ ￣粘胶纤维纺制的高强力纱

￣其他单纱:
￣￣粘胶纤维纺制ꎬ 未加捻或捻

度每米不超过 １２０ 转:
５４０３ ３１１０ ￣￣￣竹制

５４０３ ３１９０ ￣￣￣其他

￣￣粘胶纤维纺制ꎬ 捻度每米超

过 １２０ 转:
５４０３ ３２１０ ￣￣￣竹制

５４０３ ３２９０ ￣￣￣其他

￣￣醋酸纤维纺制:
５４０３ ３３１０ ￣￣￣二醋酸纤维纺制

５４０３ ３３９０ ￣￣￣其他

５４０３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 纱 线 ( 多 股 纱 线 或 缆

线):
５４０３ ４１００ ￣￣粘胶纤维纺制

５４０３ ４２００ ￣￣醋酸纤维纺制

５４０３ ４９００ ￣￣其他

５４ ０４ 截面尺寸不超过 １ 毫米ꎬ 细度

在 ６７ 分特及以上的合成纤维

单丝ꎻ 表观宽度不超过 ５ 毫米

的合成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

类似品 (例如ꎬ 人造草):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丝、 扁条等)ꎻ ３ 纤维成

分ꎻ ４ 单丝细度或扁条

表观宽度

￣单丝:
５４０４ １１００ ￣￣弹性单丝

５４０４ １２００ ￣￣其他ꎬ 聚丙烯单丝

５４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４ ０５ 截面尺寸不超过 １ 毫米ꎬ 细度

在 ６７ 分特及以上的人造纤维

单丝ꎻ 表观宽度不超过 ５ 毫米

的人造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

类似品 (例如ꎬ 人造草):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丝、 扁条等)ꎻ ３ 纤维成

分ꎻ ４ 单丝细度或扁条

表观宽度

５４０５ ００００ 截面尺寸不超过 １ 毫米ꎬ 细度

在 ６７ 分特及以上的人造纤维

单丝ꎻ 表观宽度不超过 ５ 毫米

的人造纤维纺织材料制扁条及

类似品 (例如ꎬ 人造草)
５４ ０６ 化学纤维长丝纱线 (缝纫线除

外)ꎬ 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包装 (供零

售用)ꎻ ３ 纤维成分

５４０６ ００１０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

５４０６ ００２０ ￣￣￣人造纤维长丝纱线

５４ ０７ 合成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物ꎬ
包括税目 ５４ ０４ 所列材料的机

织物: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高强力纱、
聚酯高强力纱纺制的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ꎻ ８ 是否为高强

力纱

９ 品牌

５４０７ １０１０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高强力纱

纺制

５４０７ １０２０ ￣￣￣聚酯高强力纱纺制

５４０７ ２０００ ￣扁条及类似品的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幅宽尺寸ꎻ ７ 每

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７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７ ３０００ ￣第十一类注释九所列的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

８ 品牌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尼龙或

其他聚酰胺长丝含量在 ８５％及

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幅宽尺寸ꎻ ７ 每

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５４０７ ４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７ ４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７ ４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７ ４４００ ￣￣印花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聚酯变

形长丝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 (聚酯变形长丝等成分

及含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

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５４０７ ５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７ ５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７ ５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７ ５４００ ￣￣印花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聚酯长

丝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 (聚酯非变形长丝等成

分及含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５４０７ ６１００ ￣￣按重量计聚酯非变形长丝含

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４０７ ６９００ ￣￣其他

８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其他合

成纤维长丝含量在 ８５％ 及以

上: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合成纤

维种类 (长丝、 短纤)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尺寸ꎻ
８ 每平方米克重

９ 品牌

５４０７ ７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７ ７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７ ７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７ ７４００ ￣￣印花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其他合

成纤维长丝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

８ 品牌

５４０７ ８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７ ８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７ ８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７ ８４００ ￣￣印花

￣其他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

８ 品牌

５４０７ ９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７ ９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７ ９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７ ９４００ ￣￣印花

５４ ０８ 人造纤维长丝纱线的机织物ꎬ
包括税目 ５４ ０５ 所列材料的机

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平行纱层叠黏

合)ꎻ ３ 染整方法 (漂

白、 色 织、 染 色 等 )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

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ꎻ ７ 每平方

米克重

８ 品牌

９６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４０８ １０００ ￣粘胶纤维高强力纱的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人造纤

维长丝、 扁条或类似品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８ ２１１０ ￣￣￣粘胶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１２０ ￣￣￣醋纤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１９０ ￣￣￣其他

￣￣染色:
５４０８ ２２１０ ￣￣￣粘胶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２２０ ￣￣￣醋纤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２９０ ￣￣￣其他

￣￣色织:
５４０８ ２３１０ ￣￣￣粘胶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３２０ ￣￣￣醋纤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３９０ ￣￣￣其他

￣￣印花:
５４０８ ２４１０ ￣￣￣粘胶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４２０ ￣￣￣醋纤纤维制

５４０８ ２４９０ ￣￣￣其他

￣其他机织物:
５４０８ ３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４０８ ３２００ ￣￣染色

５４０８ ３３００ ￣￣色织

５４０８ ３４００ ￣￣印花

０７３



第五十五章　 化学纤维短纤

注释:
税目 ５５ ０１ 和 ５５ ０２ 仅适用于每根与丝束长度相等的平行化学纤维长丝丝束ꎮ 前述丝束应同时符合下列规格:
一、 丝束长度超过 ２ 米ꎻ
二、 捻度每米少于 ５ 转ꎻ
三、 每根长丝细度在 ６７ 分特以下ꎻ
四、 合成纤维长丝丝束ꎬ 须经拉伸处理ꎬ 即本身不能被拉伸至超过本身长度的一倍ꎻ
五、 丝束总细度大于 ２００００ 分特ꎮ
丝束长度不超过 ２ 米的归入税目 ５５ ０３ 或 ５５ ０４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５ ０１ 合成纤维长丝丝束: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ꎻ
３ 单丝细度ꎻ ４ 丝束长

度ꎻ ５ 是否加捻 (如加

捻请注明捻度)ꎻ ６ 丝束

总细度

５５０１ １０００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制

５５０１ ２０００ ￣聚酯制

５５０１ ３０００ ￣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烯腈制

５５０１ ４０００ ￣聚丙烯制

５５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５ ０２ 人造纤维长丝丝束: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ꎻ
３ 单丝细度ꎻ ４ 丝束长

度ꎻ ５ 是否加捻 (如加

捻请注明捻度)ꎻ ６ 丝束

总细度

￣醋酸纤维丝束:
５５０２ １０１０ ￣￣￣二醋酸纤维丝束

５５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５５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５ ０３ 合成纤维短纤ꎬ 未梳或未经其

他纺前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未经纺前加工)ꎻ
３ 纤维成分ꎻ ４ 长度ꎻ
５ 细度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制:
￣￣芳族聚酰胺纺制:

５５０３ １１１０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纺制

５５０３ １１２０ ￣￣￣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纺制

５５０３ １１９０ ￣￣￣其他

５５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５５０３ ２０００ ￣聚酯制

１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５０３ ３０００ ￣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烯腈制

５５０３ ４０００ ￣聚丙烯制

￣其他:
５５０３ ９０１０ ￣￣￣聚苯硫醚制

５５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５ ０４ 人造纤维短纤ꎬ 未梳或未经其

他纺前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未梳、 未经纺前加工)ꎻ
３ 人造纤维种类ꎻ ４ 细

度ꎻ ５ 长度

￣粘胶纤维制:
５５０４ １０１０ ￣￣￣竹制

￣￣￣木制:
５５０４ １０２１ ￣￣￣￣阻燃的

５５０４ １０２９ ￣￣￣￣其他

５５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５５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５ ０５ 化学纤维废料 (包括落绵、 废

纱及回收纤维):
１ 品 名ꎻ ２ 来 源 ( 落

绵、 废纱、 回收纤维)ꎻ
３ 纤 维 成 分ꎻ ４ 颜 色

(白色、 杂色等)
５５０５ １０００ ￣合成纤维的

５５０５ ２０００ ￣人造纤维的

５５ ０６ 合成纤维短纤ꎬ 已梳或经其他

纺前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已梳、 经纺前加工)ꎻ
３ 纤维成分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制:
￣￣￣芳族聚酰胺纺制:

５５０６ １０１１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纺制

５５０６ １０１２ ￣￣￣￣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纺制

５５０６ １０１９ ￣￣￣￣其他

５５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５５０６ ２０００ ￣聚酯制

５５０６ ３０００ ￣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烯腈制

５５０６ ４０００ ￣聚丙烯制

￣其他:
５５０６ ９０１０ ￣￣￣聚苯硫醚制

５５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５ ０７ 人造纤维短纤ꎬ 已梳或经其他

纺前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已梳、 经纺前加工)ꎻ
３ 纤维成分

５５０７ ００００ 人造纤维短纤ꎬ 已梳或经其他

纺前加工

２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５ ０８ 化学纤维短纤纺制的缝纫线ꎬ
不论是否供零售用: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纱线细度ꎻ ４ 每只重

量ꎻ ５ 是否上浆ꎻ ６ 终

捻捻向ꎻ ７ 是否供零售

用

５５０８ １０００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

５５０８ ２０００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

５５ ０９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纱线 (缝
纫线除外)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纱、 股线、 缆线)ꎻ ３ 是

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

量ꎻ ５ 纱线细度ꎻ ６ 股

线注明股数

￣按重量计尼龙或其他聚酰胺短

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０９ １１００ ￣￣单纱

５５０９ １２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按重 量 计 聚 酯 短 纤 含 量 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０９ ２１００ ￣￣单纱

５５０９ ２２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按重量计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

烯腈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０９ ３１００ ￣￣单纱

５５０９ ３２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其他纱线ꎬ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

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０９ ４１００ ￣￣单纱

５５０９ ４２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纱线:
５５０９ ５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人造纤维短纤混

纺

５５０９ ５２００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动物细毛

混纺

５５０９ ５３００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５５０９ ５９００ ￣￣其他

￣其他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烯腈

短纤纺制的纱线:
５５０９ ６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动物细毛

混纺

５５０９ ６２００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５５０９ ６９００ ￣￣其他

￣其他纱线:

３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５０９ ９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动物细毛

混纺

５５０９ ９２００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５５０９ ９９００ ￣￣其他

５５ １０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的纱线 (缝
纫线除外)ꎬ 非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纱、 股线、 缆线)ꎻ ３ 是

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

量ꎻ ５ 纱线细度ꎻ ６ 股

线注明股数

￣按重量计人造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１０ １１００ ￣￣单纱

５５１０ １２００ ￣￣多股纱线或缆线

５５１０ ２０００ ￣其他纱线ꎬ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

动物细毛混纺

５５１０ ３０００ ￣其他纱线ꎬ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５５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５ １１ 化学纤维短纤纺制的纱线 (缝
纫线除外)ꎬ 供零售用: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纱、 股线、 缆线)ꎻ ３ 是

否供零售用ꎻ ４ 成分含

量ꎻ ５ 纱线细度

５５１１ １０００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１１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

５５１１ ３０００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

５５ １２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染 整 方 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等)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纹、 缎纹等)ꎻ
５ 合成纤维种类 (长丝、
短纤 )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幅宽ꎻ ８ 每平方米克

重

９ 品牌

￣按重 量 计 聚 酯 短 纤 含 量 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１２ １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按重量计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

烯腈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１２ ２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４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５５１２ ９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５５ １３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ꎬ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１７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单

纱、 股线、 缆线)ꎻ ３ 织

造方法 (机织)ꎻ ４ 染

整方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等)ꎻ ５ 组织

结构 (平纹、 三线或四

线斜纹、 四线双面斜纹

或十字斜纹、 其他斜纹

等 )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幅宽ꎻ ８ 每平方米克

重

９ 品牌

￣未漂白或漂白: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１１１０ ￣￣￣未漂白

５５１３ １１２０ ￣￣￣漂白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３ １２１０ ￣￣￣未漂白

５５１３ １２２０ ￣￣￣漂白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１３１０ ￣￣￣未漂白

５５１３ １３２０ ￣￣￣漂白

５５１３ １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染色:
５５１３ ２１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２３１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３ ２３９０ ￣￣￣其他

５５１３ ２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５１３ ３１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３９１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３ ３９２０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３９９０ ￣￣￣其他

５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印花:
５５１３ ４１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其他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４９１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３ ４９２０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３ ４９９０ ￣￣￣其他

５５ １４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ꎬ
按重量计合成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ꎬ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７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染 整 方 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等)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三线或四线斜

纹、 四线双面斜纹或十

字斜纹、 其他斜纹等)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未漂白或漂白: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１１１０ ￣￣￣未漂白

５５１４ １１２０ ￣￣￣漂白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４ １２１０ ￣￣￣未漂白

５５１４ １２２０ ￣￣￣漂白

￣￣其他机织物:
￣￣￣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１９１１ ￣￣￣￣未漂白

５５１４ １９１２ ￣￣￣￣漂白

５５１４ １９９０ ￣￣￣其他

￣染色:
５５１４ ２１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２２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４ ２３００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２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色织:
５５１４ ３０１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３０２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６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５１４ ３０３０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３０９０ ￣￣￣其他机织物

￣印花:
５５１４ ４１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平纹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４２００ ￣￣聚酯短纤纺制的三线或四线

斜纹机织物ꎬ 包括双面斜纹机

织物

５５１４ ４３００ ￣￣其他聚酯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５５１４ ４９００ ￣￣其他机织物

５５ １５ 合成纤维短纤纺制的其他机织

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染 整 方 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等)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聚酯短纤纺制:
５５１５ １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粘胶纤维短纤混

纺

５５１５ １２００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长丝混

纺

５５１５ １３００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动物细毛

混纺

５５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聚丙烯腈或变性聚丙烯腈短纤

纺制:
５５１５ ２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长丝混

纺

５５１５ ２２００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动物细毛

混纺

５５１５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机织物:
５５１５ ９１００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维长丝混

纺

５５１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５５ １６ 人造纤维短纤纺制的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染 整 方 法

(漂白、 未漂白、 色织、
染色等)ꎻ ４ 组织结构

(平纹、 斜纹、 缎纹等)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幅宽ꎻ
７ 每平方米克重

８ 品牌

７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按重量计人造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及以上:
５５１６ １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６ １２００ ￣￣染色

５５１６ １３００ ￣￣色织

５５１６ １４００ ￣￣印花

￣按重量计人造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化学纤

维长丝混纺:
５５１６ ２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６ ２２００ ￣￣染色

５５１６ ２３００ ￣￣色织

５５１６ ２４００ ￣￣印花

￣按重量计人造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羊毛或

动物细毛混纺:
５５１６ ３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６ ３２００ ￣￣染色

５５１６ ３３００ ￣￣色织

５５１６ ３４００ ￣￣印花

￣按重量计人造纤维短纤含量在

８５％以下ꎬ 主要或仅与棉混纺:
５５１６ ４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６ ４２００ ￣￣染色

５５１６ ４３００ ￣￣色织

５５１６ ４４００ ￣￣印花

￣其他:
５５１６ ９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５５１６ ９２００ ￣￣染色

５５１６ ９３００ ￣￣色织

５５１６ ９４００ ￣￣印花

８７３



第五十六章　 絮胎、 毡呢及无纺织物ꎻ 特种纱线ꎻ 线、 绳、 索、 缆及其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用各种物质或制剂 (例如ꎬ 第三十三章的香水或化妆品、 税目 ３４ ０１ 的肥皂或洗涤剂、 税目 ３４ ０５ 的光

洁剂及类似制剂、 税目 ３８ ０９ 的织物柔软剂) 浸渍、 涂布、 包覆的絮胎、 毡呢或无纺织物ꎬ 其中的纺织

材料仅作为承载介质ꎻ
(二) 税目 ５８ １１ 的纺织产品ꎻ
(三) 以毡呢或无纺织物为底的砂布及类似品 (税目 ６８ ０５)ꎻ
(四) 以毡呢或无纺织物为底的黏聚或复制云母 (税目 ６８ １４)ꎻ
(五) 以毡呢或无纺织物为底的金属箔 (通常归入第十四类或第十五类)ꎻ 或

(六) 税目 ９６ １９ 的卫生巾 (护垫) 及止血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ꎮ
二、 所称 “毡呢”ꎬ 包括针刺机制毡呢以及纤维本身通过缝编工序增强了抱合力的纺织纤维网状织物ꎮ
三、 税目 ５６ ０２ 及 ５６ ０３ 分别包括用各种性质 (紧密结构或泡沫状) 的塑料或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毡呢

及无纺织物ꎮ
税目 ５６ ０３ 还包括用塑料或橡胶做黏合材料的无纺织物ꎮ
但税目 ５６ ０２ 及 ５６ ０３ 不包括:
(一) 用塑料或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ꎬ 按重量计纺织材料含量在 ５０％及以下的毡呢或者完全嵌入塑料

或橡胶之内的毡呢 (第三十九章或第四十章)ꎻ
(二) 完全嵌入塑料或橡胶之内的无纺织物ꎬ 以及用肉眼可辨别出两面都用塑料或橡胶涂布、 包覆的无纺织物ꎬ

涂布或包覆所引起的颜色变化可不予考虑 (第三十九章或第四十章)ꎻ 或

(三) 与毡呢或无纺织物混制的泡沫塑料或海绵橡胶板、 片或扁条ꎬ 纺织材料仅在其中起增强作用 (第三十九

章或第四十章)ꎮ
四、 税目 ５６ ０４ 不包括用肉眼无法辨别出是否经过浸渍、 涂布或包覆的纺织纱线或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

似品 (通常归入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ꎻ 运用本条规定ꎬ 可不考虑浸渍、 涂布或包覆所引起的颜色变化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６ ０１ 纺织材料絮胎及其制品ꎻ 长度

不超过 ５ 毫米的纺织纤维 (纤
维屑)、 纤维粉末及球结:
￣纺织材料制的絮胎及其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纤 维 成 分

(如棉制)
５６０１ ２１００ ￣￣棉制

￣￣化学纤维制:
５６０１ ２２１０ ￣￣￣卷烟滤嘴

５６０１ ２２９０ ￣￣￣其他

５６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５６０１ ３０００ ￣纤维屑、 纤维粉末及球结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纤维

屑、 球结)

９７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６ ０２ 毡呢ꎬ 不论是否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针 刺 缝 编、 涂 布、 浸

渍、 层 压、 包 覆 等 )ꎻ
３ 纤维成分含量

５６０２ １０００ ￣针刺机制毡呢及纤维缝编织物

￣其他毡呢ꎬ 未浸渍、 涂布、 包

覆或层压:
５６０２ ２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６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６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６ ０３ 无纺织物ꎬ 不论是否浸渍、 涂

布、 包覆或层压:
￣化学纤维长丝制: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５ 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是否化学纤维

长丝制ꎻ ４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用途

５６０３ １１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５６０３ １１９０ ￣￣￣其他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２５ 克ꎬ 但

不超过 ７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是否化学纤维

长丝制ꎻ ４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用途

５６０３ １２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５６０３ １２９０ ￣￣￣其他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７０ 克ꎬ 但

不超过 １５０ 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是否化学纤维

长丝制ꎻ ４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用途

５６０３ １３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５６０３ １３９０ ￣￣￣其他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
５６０３ １４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是否化学纤维

长丝制ꎻ ４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用途

５６０３ １４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化学纤维长丝制应注

明ꎻ ４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用途

０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５ 克:

５６０３ ９１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用途

５６０３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用途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２５ 克ꎬ 但

不超过 ７０ 克:
５６０３ ９２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用途

５６０３ ９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用途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７０ 克ꎬ 但

不超过 １５０ 克:
５６０３ ９３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用途

５６０３ ９３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用途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 克:
５６０３ ９４１０ ￣￣￣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涂布、 浸渍、 层压、 包

覆等)ꎻ ３ 每平方米克

重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用途

５６０３ ９４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方法ꎻ
３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用途

５６ ０４ 用纺织材料包覆的橡胶线及

绳ꎻ 用橡胶或塑料浸渍、 涂

布、 包覆或套裹的纺织纱线及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

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浸渍、 涂布或包覆等)ꎻ
３ 内层材质ꎻ ４ 外层材

质

５６０４ １０００ ￣用纺织材料包覆的橡胶线及绳

５６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６ ０５ 含金属纱线ꎬ 不论是否螺旋花

线ꎬ 由纺织纱线或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与金

属线、 扁条或粉末混合制得或

用金属包覆制得:

１ 品 名ꎻ ２ 含 金 属 纱

线ꎻ ３ 成分含量

５６０５ ００００ 含金属纱线ꎬ 不论是否螺旋花

线ꎬ 由纺织纱线或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与金

属线、 扁条或粉末混合制得或

用金属包覆制得

５６ ０６ 粗松螺旋花线ꎬ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制的螺

旋花线 (税目 ５６ ０５ 的货品及

马毛粗松螺旋花线除外)ꎻ 绳

绒线 (包括植绒绳绒线)ꎻ 纵

行起圈纱线: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绳绒

及粗松花线、 纵行起圈

纱线等)

５６０６ ００００ 粗松螺旋花线ꎬ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制的螺

旋花线 (税目 ５６ ０５ 的货品及

马毛粗松螺旋花线除外)ꎻ 绳

绒线 (包括植绒绳绒线)ꎻ 纵

行起圈纱线

５６ ０７ 线、 绳、 索、 缆ꎬ 不论是否编

织或编结而成ꎬ 也不论是否用

橡胶或塑料浸渍、 涂布、 包覆

或套裹:
￣西沙尔麻或其他纺织用龙舌兰

类纤维纺制:
５６０７ ２１００ ￣￣包扎用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包扎

用等)ꎻ ３ 纤维成分

５６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

￣聚乙烯或聚丙烯纺制:
５６０７ ４１００ ￣￣包扎用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包扎

用等)ꎻ ３ 纤维成分

５６０７ ４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

５６０７ ５０００ ￣其他合成纤维纺制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ꎻ
３ 是否编织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

５６０７ ９０１０ ￣￣￣蕉麻 (马尼拉麻) 或其他硬

质 (叶) 纤维纺制

５６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６ ０８ 线、 绳或索结制的网料ꎻ 纺织

材料制成的渔网及其他网:
￣化学纤维材料制:

２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６０８ １１００ ￣￣制成的渔网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渔

网、 购物网等)ꎻ ３ 纤维

成分ꎻ ４ 成网方式 (结

制)
５６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渔

网、 购物网等)ꎻ ３ 纤维

成分

５６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渔

网、 购物网等)ꎻ ３ 纤维

成分

５６ ０９ 用纱线、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条及类似品或线、 绳、
索、 缆制成的其他税目未列名

物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纤

维成分

５６０９ ００００ 用纱线、 税目 ５４ ０４ 或 ５４ ０５
的扁 条 及 类 似 品 或 线、 绳、
索、 缆制成的其他税目未列名

物品

３８３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

注释:
一、 本章所称 “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ꎬ 是指使用时以纺织材料作面的铺地制品ꎬ 也包括具有纺织材料

铺地制品特征但作其他用途的物品ꎮ
二、 本章不包括铺地制品衬垫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７ ０１ 结织栽绒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

他结织栽绒铺地制品ꎬ 不论是

否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１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７０１ ９０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１ ９０２０ ￣￣￣丝制

５７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７ ０２ 机织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机

织铺地制品ꎬ 未簇绒或未植

绒ꎬ 不论是否制成的ꎬ 包括

“开来姆” “苏麦克” “卡拉马

尼” 及类似的手织地毯:
５７０２ １０００ ￣ “开来姆” “苏麦克” “卡拉

马尼” 及类似的手织地毯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２ ２０００ ￣椰壳纤维制的铺地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其他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ꎬ 未

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２ ３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２ ３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ꎬ 制

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２ ４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２ ４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２ ４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非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ꎬ
未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４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７０２ ５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２ ５０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２ ５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非起绒结构的铺地制品ꎬ
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栽绒、 手织等)ꎻ ３ 纤

维成分

４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２ ９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２ ９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７ ０３ 簇绒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簇

绒铺地制品ꎬ 不论是否制成

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簇绒)ꎻ ３ 纤维成分ꎻ
４ 固定方式 (施胶、 绒

头固定方法等)

５ 规格尺寸

５７０３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３ ２０００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制

５７０３ ３０００ ￣其他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７ ０４ 毡呢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毡

呢铺地制品ꎬ 未簇绒或未植

绒ꎬ 不论是否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毡呢)ꎻ ３ 是否为铺地

制 品ꎻ ４ 纤 维 成 分ꎻ
５ 规格尺寸 (最大表面

面积)
５７０４ １０００ ￣最大表面面积不超过 ０ ３ 平方

米

５７０４ ２０００ ￣最大表面面积超过 ０ ３ 平方米

但不超过 １ 平方米

５７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７ ０５ 其他地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

地制品ꎬ 不论是否制成的: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铺地

制 品ꎻ ３ 纤 维 成 分ꎻ
４ 是 否 含 有 膨 润 土ꎻ
５ 规格尺寸ꎻ ６ 织造方

法 (无纺、 粘绒、 植绒、
针织等)ꎻ ７ 固定方式

(施胶、 涂层粘合等)
５７０５ ０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７０５ ００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７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３



第五十八章　 特种机织物ꎻ 簇绒织物ꎻ 花边ꎻ 装饰毯ꎻ 装饰带ꎻ 刺绣品

注释:
一、 本章不适用于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第五十九章注释一所述的纺织物或第五十九章的其他货品ꎮ
二、 税目 ５８ ０１ 也包括因未将浮纱割断而使表面无竖绒的纬起绒织物ꎮ
三、 税目 ５８ ０３ 所称 “纱罗”ꎬ 是指经线全部或部分由地经纱和绞经纱构成的织物ꎬ 其中绞经纱绕地经纱半圈、 一

圈或几圈而形成圈状ꎬ 纬纱从圈中穿过ꎮ
四、 税目 ５８ ０４ 不适用于税目 ５６ ０８ 的线、 绳、 索结制的网状织物ꎮ
五、 税目 ５８ ０６ 所称 “狭幅机织物”ꎬ 是指:

(一) 幅宽不超过 ３０ 厘米的机织物ꎬ 不论是否织成或从宽幅料剪成ꎬ 但两侧必须有织成的、 胶粘的或用其他方

法制成的布边ꎻ
(二) 压平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的圆筒机织物ꎻ 以及

(三) 折边的斜裁滚条布ꎬ 其未折边时的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ꎮ
流苏状的狭幅机织物归入税目 ５８ ０８ꎮ

六、 税目 ５８ １０ 所称 “刺绣品”ꎬ 除了一般纺织材料绣线绣制的刺绣品外ꎬ 还包括在可见底布上用金属线或玻璃线

刺绣的刺绣品ꎬ 也包括用珠片、 饰珠、 纺织材料或其他材料制的装饰用花纹图案所缝绣的贴花织物ꎮ 该税目不

包括手工针绣嵌花装饰毯 (税目 ５８ ０５)ꎮ
七、 除税目 ５８ ０９ 的产品外ꎬ 本章还包括金属线制的用于衣着、 装饰及类似用途的物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 ０１ 起绒机织物及绳绒织物ꎬ 但税

目 ５８ ０２ 或 ５８ ０６ 的织物除外:
５８０１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ꎻ ３ 幅宽ꎻ ４ 纤

维成分

￣棉制:
５８０１ ２１００ ￣￣不割绒的纬起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５８０１ ２２００ ￣￣割绒的灯芯绒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割 绒 请 注

明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成

分

５８０１ ２３００ ￣￣其他纬起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６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０１ ２６００ ￣￣绳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经起绒织物:
５８０１ ２７１０ ￣￣￣不割绒的 (棱纹绸)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５８０１ ２７２０ ￣￣￣割绒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是 否 为 割 绒ꎻ
５ 幅宽ꎻ ６ 纤维成分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０１ ３１００ ￣￣不割绒的纬起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５８０１ ３２００ ￣￣割绒的灯芯绒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是 否 为 割 绒ꎻ
５ 幅宽ꎻ ６ 纤维成分

５８０１ ３３００ ￣￣其他纬起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５８０１ ３６００ ￣￣绳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经起绒织物:
５８０１ ３７１０ ￣￣￣不割绒的 (棱纹绸)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７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０１ ３７２０ ￣￣￣割绒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是 否 为 割 绒ꎻ
５ 幅宽ꎻ ６ 纤维成分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０１ ９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ꎻ ３ 幅宽ꎻ ４ 纤

维成分

５８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经起绒、 纬起绒或绳

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

成分

５８ ０２ 毛巾织物及类似的毛圈机织

物ꎬ 但税目 ５８ ０６ 的狭幅织物

除 外ꎻ 簇 绒 织 物ꎬ 但 税 目

５７ ０３ 的产品除外:
￣棉制毛巾织物及类似的毛圈机

织物:
５８０２ １１００ ￣￣未漂白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簇绒或毛圈)ꎻ ４ 是否

漂白ꎻ ５ 幅宽ꎻ ６ 纤维

成分

５８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簇 绒 或 毛 圈 )ꎻ ４ 幅

宽ꎻ ５ 纤维成分

￣其他纺织材料制的毛巾织物及

类似的毛圈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簇 绒 或 毛 圈 )ꎻ ４ 幅

宽ꎻ ５ 纤维成分

５８０２ ２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２ ２０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８０２ ２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簇绒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簇 绒 或 毛 圈 )ꎻ ４ 幅

宽ꎻ ５ 纤维成分

５８０２ ３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２ ３０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８０２ ３０３０ ￣￣￣棉或麻制

８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０２ ３０４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０２ ３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 ０３ 纱罗ꎬ 但税目 ５８ ０６ 的狭幅织

物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组 织 结 构

(纱罗)ꎻ ３ 幅宽ꎻ ４ 纤

维成分

５８０３ ００１０ ￣￣￣棉制

５８０３ ０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３ ０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０３ ０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 ０４ 网眼薄纱及其他网眼织物ꎬ 但

不包括机织物、 针织物或钩编

织物ꎻ 成卷、 成条或成小块图

案的花边ꎬ 但税目 ６０ ０２ 至

６０ ０６ 的织物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网

眼、 花边)ꎻ ３ 织造方法

(机制、 手工制)ꎻ ４ 幅

宽ꎻ ５ 纤维成分

￣网眼薄纱及其他网眼织物:
５８０４ １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４ １０２０ ￣￣￣棉制

５８０４ １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机制花边:
５８０４ ２１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０４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４ ２９２０ ￣￣￣棉制

５８０４ ２９９０ ￣￣￣其他

５８０４ ３０００ ￣手工制花边

５８ ０５ “哥白林” “弗朗德” “奥步

生” “波威” 及类似式样的手

织装饰毯ꎬ 以及手工针绣嵌花

装饰毯 (例如ꎬ 小针脚或十字

绣)ꎬ 不论是否制成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装饰

用)ꎻ ３ 种类 (手工针

绣嵌花装饰毯等)ꎻ ４ 幅

宽ꎻ ５ 纤维成分

５８０５ ００１０ ￣￣￣手工针绣嵌花装饰毯

５８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

５８ ０６ 狭幅机织物ꎬ 但税目 ５８ ０７ 的

货品除外ꎻ 用黏合剂黏合制成

的有经纱而无纬纱的狭幅织物

(包扎匹头用带):
￣起绒机织物 (包括毛巾织物

及类似的毛圈织物) 及绳绒织

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 织 )ꎻ ３ 起 绒 方 式

(毛巾、 绳绒等)ꎻ ４ 成

分含量ꎻ ５ 幅宽

５８０６ １０１０ ￣￣￣棉或麻制

５８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９８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０６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弹性纱线或橡胶线含

量在 ５％及以上的其他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幅宽

￣其他机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幅宽

５８０６ ３１００ ￣￣棉制

５８０６ ３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０６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０６ ３９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８０６ ３９９０ ￣￣￣其他

￣用黏合剂黏合制成的有经纱而

无纬纱的织物 (包扎匹头用

带):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幅宽

５８０６ ４０１０ ￣￣￣棉或麻制

５８０６ ４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 ０７ 非绣制的纺织材料制标签、 徽

章及类似品ꎬ 成匹、 成条或裁

成一定形状或尺寸: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针织等)ꎻ ３ 成

分含量ꎻ ４ 幅宽ꎻ ５ 刺

绣请注明

包括除刺绣以外的各

种纺织材料制的标签

５８０７ １０００ ￣机织

５８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８ ０８ 成匹的编带ꎻ 非绣制的成匹装

饰带ꎬ 但针织或钩编的除外ꎻ
流苏、 绒球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规 格 ( 成

匹)ꎻ ３ 幅宽ꎻ ４ 成分

含量

针织和钩编除外

５８０８ １０００ ￣成匹的编带

５８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８ ０９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金属线机织

物及税目 ５６ ０５ 所列含金属纱

线的机织物ꎬ 用于衣着、 装饰

及类似用途: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衣

着、 装饰等)ꎻ ３ 织造方

法 (金属线或含金属纱

线 机 织 )ꎻ ４ 幅 宽ꎻ
５ 成分含量

５８０９ ００１０ ￣￣￣与棉混制

５８０９ ００２０ ￣￣￣与化学纤维混制

５８０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５８ １０ 成匹、 成条或成小块图案的刺

绣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刺 绣 )ꎻ ３ 是 否 见 底

布ꎻ ４ 成分含量

刺 绣 品 归 入 税 目

５８ １０

５８１０ １０００ ￣不见底布的刺绣品

￣其他刺绣品:
５８１０ ９１００ ￣￣棉制

５８１０ ９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０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８１０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５８ １１ 用一层或几层纺织材料与胎料

经绗缝或其他方法组合制成的

被褥状纺织品ꎬ 但税目 ５８ １０
的刺绣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表面成分含

量ꎻ ３ 胎料材质

５８１１ ０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５８１１ ００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５８１１ ００３０ ￣￣￣棉制

５８１１ ００４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８１１ ０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１９３



第五十九章　 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ꎻ 工业用纺织制品

注释:
一、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所称 “纺织物”ꎬ 仅适用于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 税目 ５８ ０３ 及 ５８ ０６ 的机织

物、 税目 ５８ ０８ 的成匹编带和装饰带及税目 ６０ ０２ 至 ６０ ０６ 的针织物或钩编织物ꎮ
二、 税目 ５９ ０３ 适用于:

(一) 用塑料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ꎬ 不论每平方米重量多少以及塑料的性质如何 (紧密结构或泡

沫状的)ꎬ 但下列各项除外:
１ 用肉眼无法辨别出是否经过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织物 (通常归入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 第五

十八章或第六十章)ꎬ 但由于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所引起的颜色变化可不予考虑ꎻ
２ 温度在 １５℃ ~３０℃时ꎬ 用手工将其绕于直径 ７ 毫米的圆柱体上会发生断裂的产品 (通常归入第三十九

章)ꎻ
３ 纺织物完全嵌入塑料内或在其两面均用塑料完全包覆或涂布ꎬ 而这种包覆或涂布用肉眼是能够辨别出

的产品 (但由于包覆或涂布所引起的颜色变化可不予考虑) (第三十九章)ꎻ
４ 用塑料部分涂布或包覆并由此而形成图案的织物 (通常归入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八章或第

六十章)ꎻ
５ 与纺织物混制而其中纺织物仅起增强作用的泡沫塑料板、 片或带 (第三十九章)ꎻ 或

６ 税目 ５８ １１ 的纺织品ꎮ
(二) 由税目 ５６ ０４ 的用塑料浸渍、 涂布、 包覆或套裹的纱线、 扁条或类似品制成的织物ꎮ

三、 税目 ５９ ０５ 所称 “糊墙织物”ꎬ 是指以纺织材料作面ꎬ 固定在一衬背上或在背面进行处理 (浸渍或涂布以便于

裱糊)ꎬ 适于装饰墙壁或天花板ꎬ 且宽度不小于 ４５ 厘米的成卷产品ꎮ
但本税目不适用于以纺织纤维屑或粉末直接粘于纸上 (税目 ４８ １４) 或布底上 (通常归入税目 ５９ ０７) 的糊墙

物品ꎮ
四、 税目 ５９ ０６ 所称 “用橡胶处理的纺织物” 是指:

(一) 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
１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１５００ 克ꎻ 或

２ 每平方米重量超过 １５００ 克ꎬ 按重量计纺织材料含量在 ５０％以上ꎮ
(二) 由税目 ５６ ０４ 的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套裹的纱线、 扁条或类似品制成的织物ꎮ
(三) 平行纺织纱线经橡胶黏合的织物ꎬ 不论每平方米重量多少ꎮ

但本税目不包括与纺织物混制而其中纺织物仅起增强作用的海绵橡胶板、 片或带 (第四十章)ꎬ 也不包

括税目 ５８ １１ 的纺织品ꎮ
五、 税目 ５９ ０７ 不适用于:

(一) 用肉眼无法辨别出是否经过浸渍、 涂布或包覆的织物 (通常归入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八章或

第六十章)ꎬ 但由于浸渍、 涂布或包覆所引起的颜色变化可不予考虑ꎻ
(二) 绘有图画的织物 (作为舞台、 摄影布景或类似品的已绘制的画布除外)ꎻ
(三) 用短绒、 粉末、 软木粉或类似品部分覆面并由此而形成图案的织物ꎬ 但仿绒织物仍归入本税目ꎻ
(四) 以淀粉或类似物质为基本成分的普通浆料上浆整理的织物ꎻ
(五) 以纺织物为底的木饰面板 (税目 ４４ ０８)ꎻ
(六) 以纺织物为底的砂布及类似品 (税目 ６８ ０５)ꎻ
(七) 以纺织物为底的黏聚或复制云母片 (税目 ６８ １４)ꎻ 或

(八) 以纺织物为底的金属箔 (通常归入第十四类或第十五类)ꎮ
六、 税目 ５９ １０ 不适用于:

(一) 厚度小于 ３ 毫米的纺织材料制传动带料或输送带料ꎻ 或

(二) 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织物制成的或用橡胶浸渍、 涂布、 包覆或套裹的纱线或绳制成的传动

带料及输送带料 (税目 ４０ １０)ꎮ
七、 税目 ５９ １１ 适用于下列不能归入第十一类其他税目的货品:

２９３



(一) 下列成匹的、 裁成一定长度或仅裁成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纺织产品 (具有税目 ５９ ０８ 至 ５９ １０ 所列产

品特征的产品除外):
１ 用橡胶、 皮革或其他材料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作针布用的纺织物、 毡呢及毡呢衬里机织物ꎬ 以及其他

专门技术用途的类似织物ꎬ 包括用橡胶浸渍的用于包覆纺锤 (织轴) 的狭幅丝绒织物ꎻ
２ 筛布ꎻ
３ 用于榨油机器或类似机器的纺织材料制或人发制滤布ꎻ
４ 用多股经纱或纬纱平织而成的纺织物ꎬ 不论是否毡化、 浸渍或涂布ꎬ 通常用于机械或其他专门技术用

途ꎻ
５ 专门技术用途的增强纺织物ꎻ
６ 工业上用作填塞或润滑材料的线绳、 编带及类似品ꎬ 不论是否涂布、 浸渍或用金属加强ꎮ

(二) 专门技术用途的纺织制品 (税目 ５９ ０８ 至 ５９ １０ 的货品除外)ꎬ 例如ꎬ 造纸机器或类似机器 (如制浆机或

制石棉水泥的机器) 用的环状或装有连接装置的纺织物或毡呢、 密封垫、 垫圈、 抛光盘及其他机器零

件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９ ０１ 用胶或淀粉物质涂布的纺织

物ꎬ 作书籍封面及类似用途

的ꎻ 描图布ꎻ 制成的油画布ꎻ
作帽里的硬衬布及类似硬挺纺

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处

理材质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处理工艺 (涂布、 浸

渍、 层压)

￣用胶或淀粉物质涂布的纺织

物ꎬ 作书籍封面及类似用途

的:
５９０１ １０１０ ￣￣￣棉或麻制

５９０１ １０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５９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５９０１ ９０１０ ￣￣￣制成的油画布

￣￣￣其他:
５９０１ ９０９１ ￣￣￣￣棉或麻制

５９０１ ９０９２ ￣￣￣￣化学纤维制

５９０１ ９０９９ ￣￣￣￣其他

５９ ０２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 聚酯或黏

胶纤维高强力纱制的帘子布: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是否高强力纱制

￣尼龙或其他聚酰胺制:
５９０２ １０１０ ￣￣￣聚酰胺￣６ (尼龙￣６) 制

５９０２ １０２０ ￣￣￣聚酰胺￣６ꎬ ６ ( 尼 龙￣６ꎬ ６)
制

５９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５９０２ ２０００ ￣聚酯制

５９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５９ ０３ 用塑料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

压的纺织物ꎬ 但税目 ５９ ０２ 的

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处理材质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处理工

艺 ( 涂 布、 浸 渍、 层

压)ꎻ ５ 是否双面涂层或

包覆

￣用聚氯乙烯浸渍、 涂布、 包覆

或层压的:
５９０３ １０１０ ￣￣￣绝缘布或带

５９０３ １０２０ ￣￣￣人造革

５９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用聚氨基甲酸酯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

５９０３ ２０１０ ￣￣￣绝缘布或带

５９０３ ２０２０ ￣￣￣人造革

５９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５９０３ ９０１０ ￣￣￣绝缘布或带

５９０３ ９０２０ ￣￣￣人造革

５９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９ ０４ 列诺伦 (亚麻油地毡)ꎬ 不论

是否剪切成形ꎻ 以织物为底布

经涂布或覆面的铺地制品ꎬ 不

论是否剪切成形:

１ 品名

５９０４ １０００ ￣列诺伦 (亚麻油地毡)
５９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９ ０５ 糊墙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糊 墙

用ꎻ ３ 是否为纸衬背ꎻ
４ 表面层纤维成分含量

５ 幅宽

５９０５ ００００ 糊墙织物

５９ ０６ 用橡胶处理的纺织物ꎬ 但税目

５９ ０２ 的货品除外:
￣宽度不超过 ２０ 厘米的胶粘带: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针织、 钩编等)ꎻ
３ 处 理 材 料 ( 橡 胶 )ꎻ
４ 是否是胶粘带、 绝缘

带ꎻ ５ 幅宽

５９０６ １０１０ ￣￣￣绝缘带

５９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５９０６ ９１００ ￣￣针织或钩编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针织、 钩编等)ꎻ
３ 处 理 材 料 ( 橡 胶 )ꎻ
４ 幅宽

４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５９０６ ９９１０ ￣￣￣绝缘布或带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针织、 钩编等)ꎻ
３ 处 理 材 料 ( 橡 胶 )ꎻ
４ 是否是胶粘带、 绝缘

带ꎻ ５ 幅宽

５９０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针织、 钩编等)ꎻ
３ 处 理 材 料 ( 橡 胶 )ꎻ
４ 幅宽

５９ ０７ 用其他材料浸渍、 涂布或包覆

的纺织物ꎻ 作舞台、 摄影布景

或类似用途的已绘制画布:
５９０７ ００１０ ￣￣￣绝缘布或带 １ 品名ꎻ ２ 处理材料ꎻ

３ 是否为绝缘带

５９０７ ００２０ ￣￣￣已绘制画布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已绘

制画布ꎻ ３ 处理材料

５９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处理材料

５９ ０８ 用纺织材料机织、 编结或针织

而成的灯芯、 炉芯、 打火机

芯、 烛芯或类似品ꎻ 煤气灯纱

筒及纱罩ꎬ 不论是否浸渍: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５９０８ ００００ 用纺织材料机织、 编结或针织

而成的灯芯、 炉芯、 打火机

芯、 烛芯或类似品ꎻ 煤气灯纱

筒及纱罩ꎬ 不论是否浸渍

５９ ０９ 纺织材料制的水龙软管及类似

的管子ꎬ 不论有无其他材料作

衬里、 护套或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

５９０９ ００００ 纺织材料制的水龙软管及类似

的管子ꎬ 不论有无其他材料作

衬里、 护套或附件

５９ １０ 纺织材料制的传动带或输送带

及带料ꎬ 不论是否用塑料浸

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ꎬ 也不

论是否用金属或其他材料加

强:

１ 品名ꎻ ２ 纤维成分ꎻ
３ 厚度

５９１０ ００００ 纺织材料制的传动带或输送带

及带料ꎬ 不论是否用塑料浸

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ꎬ 也不

论是否用金属或其他材料加强

５９ １１ 本章注释七所规定的作专门技

术用途的纺织产品及制品:

５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用橡胶、 皮革或其他材料涂

布、 包覆或层压的作针布用的

纺织物、 毡呢及毡呢衬里机织

物ꎬ 以及作专门技术用途的类

似织物ꎬ 包括用橡胶浸渍的、
用于包覆纺锤 (织轴) 的狭幅

丝绒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５９１１ １０１０ ￣￣￣用橡胶浸渍的、 用于包覆纺

锤 (织轴) 的狭幅丝绒织物

５９１１ １０９０ ￣￣￣其他

５９１１ ２０００ ￣筛布ꎬ 不论是否制成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环状或装有连接装置的纺织物

及毡呢ꎬ 用于造纸机器或类似

机器 (例如ꎬ 制浆机或制石棉

水泥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为环状或有连接装置

的纺织物或毡呢ꎻ ４ 每

平方米克重ꎻ ５ 成分含

量

５９１１ ３１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６５０ 克以下

５９１１ ３２００ ￣￣每平方米重量在 ６５０ 克及以

上

５９１１ ４０００ ￣用于榨油机器或类似机器的滤

布ꎬ 包括人发制滤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成

分含量

５９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半

导体 晶 圆 制 造 用 等 )ꎻ
３ 若为半导体晶圆制造

用需注明是否为自粘式

和是否为圆形ꎻ ４ 成分

含量

６９３



第六十章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５８ ０４ 的钩编花边ꎻ
(二) 税目 ５８ ０７ 的针织或钩编的标签、 徽章及类似品ꎻ 或

(三) 第五十九章的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针织物及钩编织物ꎬ 但经浸渍、 涂布、 包覆或层压的起绒针

织物及起绒钩编织物仍归入税目 ６０ ０１ꎮ
二、 本章还包括用金属线制的用于衣着、 装饰或类似用途的织物ꎮ
三、 本目录所称 “针织物”ꎬ 包括由纺织纱线用链式针法构成的缝编织物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６００５ ３５ 包括由聚乙烯单丝或涤纶复丝制成的织物ꎬ 重量不小于 ３０ 克 /平方米ꎬ 但不超过 ５５ 克 /平方米ꎬ 网眼

尺寸不小于 ２０ 孔 /平方厘米ꎬ 但不超过 １００ 孔 /平方厘米ꎬ 并且用 α￣氯氰菊酯 ( ＩＳＯ)、 虫螨腈 ( ＩＳＯ)、 溴氰菊酯

(ＩＮＮꎬ ＩＳＯ)、 高效氯氟氰菊酯 (ＩＳＯ)、 除虫菊酯 (ＩＳＯ) 或甲基嘧啶磷 (ＩＳＯ) 浸渍或涂层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０ ０１ 针织或钩编的起绒织物ꎬ 包括

“长毛绒” 织物及毛圈织物:
６００１ １０００ ￣ “长毛绒” 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起绒

方法 (毛圈或长毛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成分含

量

￣毛圈绒头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起绒

方法 (毛圈或长毛绒)ꎻ
４ 幅宽ꎻ ５ 纤维成分含

量

６００１ ２１００ ￣￣棉制

６００１ ２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０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 织 或 钩 编 )ꎻ ３ 幅

宽ꎻ ４ 纤维成分含量

６００１ ９１００ ￣￣棉制

６００１ ９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０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０ ０２ 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ꎬ 按重量

计弹性纱线或橡胶线含量在

５％及以上的针织物或钩编织

物ꎬ 但税目 ６０ ０１ 的货品除

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是否

含橡胶线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幅宽

７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按重量计弹性纱线含量在 ５％
及以上ꎬ 但不含橡胶线:

６００２ ４０１０ ￣￣￣棉制

６００２ ４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００２ ４０３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２ ４０４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２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００２ ９０１０ ￣￣￣棉制

６００２ ９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００２ ９０３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２ ９０４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０ ０３ 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的针织或

钩编织物ꎬ 但税目 ６０ ０１ 或

６０ ０２ 的货品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成分

含量ꎻ ４ 幅宽

６００３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００３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００３ ３０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３ ４００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０ ０４ 宽度超过 ３０ 厘米ꎬ 按重量计

弹性纱线或橡胶线含量在 ５％
及以上的针织物或钩编织物ꎬ
但税目 ６０ ０１ 的货品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是否

含橡胶线ꎻ ４ 成分含量ꎻ
５ 幅宽

￣按重量计弹性纱线含量在 ５％
及以上ꎬ 但不含橡胶线:

６００４ １０１０ ￣￣￣棉制

６００４ １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００４ １０３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４ １０４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００４ ９０１０ ￣￣￣棉制

６００４ ９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００４ ９０３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４ ９０４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０ ０５ 经编针织物 (包括由镶边针织

机织成的)ꎬ 但税目 ６０ ０１ 至

６０ ０４ 的货品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 经编)ꎻ ３ 染整

方法 (色织、 染色、 漂

白等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幅宽

￣棉制:
６００５ ２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６００５ ２２００ ￣￣染色

６００５ ２３００ ￣￣色织

６００５ ２４００ ￣￣印花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５ ３５００ ￣￣本章子目注释一所列织物

６００５ ３６００ ￣￣其他ꎬ 未漂白或漂白

６００５ ３７００ ￣￣其他ꎬ 染色

６００５ ３８００ ￣￣其他ꎬ 色织

６００５ ３９００ ￣￣其他ꎬ 印花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５ ４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６００５ ４２００ ￣￣染色

６００５ ４３００ ￣￣色织

６００５ ４４００ ￣￣印花

￣其他:
６００５ ９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０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０ ０６ 其他针织或钩编织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染整

方法 (色织、 染色、 漂

白等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幅宽

６００６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００６ ２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６００６ ２２００ ￣￣染色

６００６ ２３００ ￣￣色织

６００６ ２４００ ￣￣印花

￣合成纤维制:
６００６ ３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６００６ ３２００ ￣￣染色

６００６ ３３００ ￣￣色织

６００６ ３４００ ￣￣印花

￣人造纤维制:
６００６ ４１００ ￣￣未漂白或漂白

９９３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００６ ４２００ ￣￣染色

６００６ ４３００ ￣￣色织

６００６ ４４００ ￣￣印花

６０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００４



第六十一章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仅适用于制成的针织品或钩编织品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６２ １２ 的货品ꎻ
(二) 税目 ６３ ０９ 的旧衣着或其他旧物品ꎻ 或

(三) 矫形器具、 外科手术带、 疝气带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０ ２１)ꎮ
三、 税目 ６１ ０３ 及 ６１ ０４ 所称:

(一) “西服套装”ꎬ 是指面料用相同的织物制成的两件套或三件套的下列成套服装:
一件人体上半身穿着的外套或短上衣ꎬ 除袖子外ꎬ 其面料应由四片或四片以上组成ꎻ 也可附带一件马甲

(西服背心)ꎬ 这件马甲 (西服背心) 的前片面料应与套装其他各件的面料相同ꎬ 后片面料则应与外套或

短上衣的衬里料相同ꎻ 以及

一件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即不带背带或护胸的长裤、 马裤、 短裤 (游泳裤除外)、 裙子或裙裤ꎮ
西服套装各件面料质地、 颜色及构成必须相同ꎬ 其款式也必须相同ꎬ 尺寸大小还须相互般配ꎬ 但可以用

不同织物滚边 (在缝口上缝入长条织物)ꎮ
如果数件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同时报验 (例如ꎬ 两条长裤、 长裤与短裤、 裙子或裙裤与长裤)ꎬ 构成

西服套装下装的应是一条长裤ꎬ 而对于女式西服套装ꎬ 应是裙子或裙裤ꎬ 其他服装应分别归类ꎮ
所称 “西服套装”ꎬ 包括不论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下列配套服装:
常礼服ꎬ 由一件后襟下垂并下端开圆弧形叉的素色短上衣和一条条纹长裤组成ꎻ
晚礼服 (燕尾服)ꎬ 一般用黑色织物制成ꎬ 上衣前襟较短且不闭合ꎬ 背后有燕尾ꎻ
无燕尾套装夜礼服ꎬ 其中上衣款式与普通上衣相似 (可以更为显露衬衣前胸)ꎬ 但有光滑丝质或仿丝质

的翻领ꎮ
(二) “便服套装”ꎬ 是指面料相同并作零售包装的下列成套服装 (西服套装及税目 ６１ ０７、 ６１ ０８ 或 ６１ ０９ 的物

品除外):
一件人体上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但套头衫及背心除外ꎬ 因为套头衫可在两件套服装中作为内衣ꎬ 背心也可

作为内衣ꎻ 以及

一件或两件不同的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即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短裤 (游泳裤除外)、 裙

子或裙裤ꎮ
便服套装各件面料质地、 款式、 颜色及构成必须相同ꎬ 尺寸大小也须相互般配ꎮ 所称 “便服套装”ꎬ 不

包括税目 ６１ １２ 的运动服及滑雪服ꎮ
四、 税目 ６１ ０５ 及 ６１ ０６ 不包括在腰围以下有口袋的服装、 带有罗纹腰带及以其他方式收紧下摆的服装或其织物至

少在 １０ 厘米×１０ 厘米的面积内沿各方向的直线长度上平均每厘米少于 １０ 针的服装ꎮ 税目 ６１ ０５ 不包括无袖服

装ꎮ
五、 税目 ６１ ０９ 不包括带有束带、 罗纹腰带或其他方式收紧下摆的服装ꎮ
六、 对于税目 ６１ １１:

(一) 所称 “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ꎬ 是指用于身高不超过 ８６ 厘米幼儿的服装ꎻ
(二) 既可归入税目 ６１ １１ꎬ 也可归入本章其他税目的物品ꎬ 应归入税目 ６１ １１ꎮ

七、 税目 ６１ １２ 所称 “滑雪服”ꎬ 是指从整个外观和织物质地来看ꎬ 主要在滑雪 (速度滑雪或高山滑雪) 时穿着的

下列服装或成套服装:
(一) “滑雪连身服”ꎬ 即上下身连在一起的单件服装ꎻ 除袖子和领子外ꎬ 滑雪连身服可有口袋或脚带ꎻ 或

(二) “滑雪套装”ꎬ 即由两件或三件构成一套并作零售包装的下列服装:
一件用一条拉链扣合的带风帽的厚夹克、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或类似的服装ꎬ 可以附带一件背心 (滑雪

背心)ꎻ 以及

一条不论是否过腰的长裤、 一条马裤或一条护胸背带工装裤ꎮ
“滑雪套装” 也可由一件类似以上 (一) 款所述的连身服和一件可套在连身服外面的有胎料背心组成ꎮ

１０４



“滑雪套装” 各件颜色可以不同ꎬ 但面料质地、 款式及构成必须相同ꎻ 尺寸大小也须相互般配ꎮ
八、 既可归入税目 ６１ １３ꎬ 也可归入本章其他税目的服装ꎬ 除税目 ６１ １１ 所列的仍归入该税目外ꎬ 其余的应一律归

入税目 ６１ １３ꎮ
九、 本章的服装ꎬ 凡门襟为左压右的ꎬ 应视为男式ꎻ 右压左的ꎬ 应视为女式ꎮ 但本规定不适用于其式样已明显为男

式或女式的服装ꎮ
无法区别是男式还是女式的服装ꎬ 应按女式服装归入有关税目ꎮ

十、 本章物品可用金属线制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 ０１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大衣、 短大

衣、 斗篷、 短斗篷、 带风帽的

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

衣)、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及

类似品ꎬ 但税目 ６１ ０３ 的货品

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防风大衣、 短大衣、 斗

篷 等 )ꎻ ４ 类 别 ( 男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１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１ ３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１ ９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２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大衣、 短大

衣、 斗篷、 短斗篷、 带风帽的

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

衣)、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及

类似品ꎬ 但税目 ６１ ０４ 的货品

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防风大衣、 短大衣、 斗

篷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２ １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２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２ ３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１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３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 上衣、 长裤、 护胸

背带工装裤、 马裤及短裤 (游
泳裤除外):
￣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
上衣、 长裤、 马 裤、 工

装裤等)ꎻ ４ 类别 (男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１０３ １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３ １０２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２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男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１０３ ２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３ ２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３ ２９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３ ２９９０ ￣￣￣其他

￣上衣: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男

式 )ꎻ ５ 成 分 含 量ꎻ
６ 是否全开襟ꎻ ７ 是否

有扣ꎻ ８ 是否有拉链

９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１０ 货号

６１０３ ３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３ ３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３ ３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３ ３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及短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男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３ ４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３ ４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３ ４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３ ４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４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 上衣、 连衣裙、 裙

子、 裙裤、 长裤、 护胸背带工

装裤、 马裤及短裤 (游泳服除

外):
￣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３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０４ １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４ １９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１９２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１０４ ２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２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４ ２９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２９９０ ￣￣￣其他

￣上衣: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 )ꎻ ５ 成 分 含 量ꎻ
６ 是否开襟ꎻ ７ 是否有

扣ꎻ ８ 是否有拉链

９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１０ 货号

６１０４ ３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３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３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４ ３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连衣裙: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４ ４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４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４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４ ４４０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１０４ ４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４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裙子及裙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４ ５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５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５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４ ５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及短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裤、 马裤、 工 装

裤 等 )ꎻ ４ 类 别 ( 女

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４ ６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０４ ６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４ ６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０４ ６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５ 针织或钩编的男衬衫: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 衬 衫、 ＰＯＬＯ 衫 等 )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５ １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５ ２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１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６ 针织或钩编的女衬衫: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 衬 衫、 ＰＯＬＯ 衫 等 )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

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６ １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６ ２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１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７ 针织或钩编的男式内裤、 三角

裤、 长睡衣、 睡衣裤、 浴衣、
晨衣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内衣、 内裤等)ꎻ ４ 类

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内裤及三角裤:
６１０７ １１００ ￣￣棉制

５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０７ １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７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长睡衣及睡衣裤:
６１０７ ２１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７ ２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７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７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１０７ ９１００ ￣￣棉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７ ９９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１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１ ０８ 针织或钩编的女式长衬裙、 衬

裙、 三角裤、 短衬裤、 睡衣、
睡衣裤、 浴衣、 晨衣及类似

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内衣、 内裤等)ꎻ ４ 类

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长衬裙及衬裙:
６１０８ １１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８ １９１０ ￣￣￣棉制

６１０８ １９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８ １９９０ ￣￣￣其他

￣三角裤及短衬裤:
６１０８ ２１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８ ２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８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８ ２９９０ ￣￣￣其他

￣睡衣及睡衣裤:
６１０８ ３１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８ ３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８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８ ３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１０８ ９１００ ￣￣棉制

６１０８ ９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０８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０９ 针织或钩编的 Ｔ 恤衫、 汗衫及

其他内衣背心: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 Ｔ 恤 衫、 汗 衫 等 )ꎻ
４ 如为 Ｔ 恤衫ꎬ 请申报

是否 有 领、 是 否 有 扣、
是否有拉链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０９ １０００ ￣棉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０９ ９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１ １０ 针织或钩编的套头衫、 开襟

衫、 背心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 钩编ꎬ 是否为起

绒)ꎻ ３ 种类 (套头衫、
开襟衫、 背心等)ꎻ ４ 成

分含量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１０ １１００ ￣￣羊毛制

６１１０ １２００ ￣￣克什米尔山羊细毛制

￣￣其他:
６１１０ １９１０ ￣￣￣其他山羊细毛制

６１１０ １９２０ ￣￣￣兔毛制

６１１０ １９９０ ￣￣￣其他

６１１０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１０ ３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１０ ９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１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１ １１ 针织或钩编的婴儿服装及衣着

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外衣、 雨衣等)ꎻ ４ 类

别 (婴儿)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尺寸 (衣长及裤

长)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１１１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１１ ３０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１１ ９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 １２ 针织或钩编的运动服、 滑雪服

及游泳服: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运动套装、 运动装、 滑

雪服、 游泳服)ꎻ ４ 类别

(男式、 女式)ꎻ ５ 成分

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运动服:
６１１２ １１００ ￣￣棉制

６１１２ １２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滑雪服:
６１１２ ２０１０ ￣￣￣棉制

６１１２ ２０９０ ￣￣￣其他

￣男式游泳服:
６１１２ ３１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１２ ３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女式游泳服:
６１１２ ４１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１２ ４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１３ 用税目 ５９ ０３、 ５９ ０６ 或 ５９ ０７
的针织物或钩编织物制成的服

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处理

材料 (塑料、 橡胶)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６１１３ ００００ 用税目 ５９ ０３、 ５９ ０６ 或 ５９ ０７
的针织物或钩编织物制成的服

装

６１ １４ 针织或钩编的其他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身 衣、 夏 服、 水 洗

服、 无袖罩衫等)ꎻ ４ 类

别 ( 男 式、 女 式、 儿

童)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１４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１１４ ３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１４ ９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１ １５ 针织或钩编的连裤袜、 紧身裤

袜、 长统袜、 短袜及其他袜

类ꎬ 包括用以治疗静脉曲张的

长统袜和无外绱鞋底的鞋类:
６１１５ １０００ ￣渐紧压袜类 (例如ꎬ 用以治

疗静脉曲张的长统袜)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８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连裤袜及紧身裤袜:
６１１５ ２１００ ￣￣每根单丝细度在 ６７ 分特以下

的合成纤维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单丝细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１５ ２２００ ￣￣每根单丝细度在 ６７ 分特及以

上的合成纤维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单丝细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６１１５ ２９１０ ￣￣￣棉制

６１１５ ２９９０ ￣￣￣其他

６１１５ ３０００ ￣女式长统袜及中统袜ꎬ 每根单

丝细度在 ６７ 分特以下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是 否 为 女 士 统 袜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单丝细

度

８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９ 货号

￣其他:
６１１５ ９４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单丝细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１５ ９５００ ￣￣棉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单丝细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１１５ ９６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ꎻ ４ 类 别 ( 男 式、
女式)ꎻ ５ 是否为女士统

袜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单

丝细度

８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９ 货号

９０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１１５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种类

(连 裤 袜、 统 袜、 矫 正

袜)ꎻ ４ 类 别 ( 男 式、
女式)ꎻ ５ 是否为女士统

袜ꎻ ６ 成分含量ꎻ ７ 单

丝细度

８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９ 货号

６１ １６ 针织或钩编的分指手套、 连指

手套及露指手套:
６１１６ １０００ ￣用塑料或橡胶浸渍、 涂布或包

覆的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处理

材 料 ( 塑 料、 橡 胶 )ꎻ
４ 成分含量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成分

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６１１６ ９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１１６ ９２００ ￣￣棉制

６１１６ ９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１１６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１ １７ 其他制成的针织或钩编的衣着

附件ꎻ 服装或衣着附件的针织

或钩编的零件:
￣披巾、 头巾、 围巾、 披纱、 面

纱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成分

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动物细毛制:
６１１７ １０１１ ￣￣￣￣山羊绒制

６１１７ １０１９ ￣￣￣￣其他

６１１７ １０２０ ￣￣￣羊毛制

６１１７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成分

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１１７ ８０１０ ￣￣￣领带及领结

６１１７ ８０９０ ￣￣￣其他

６１１７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或钩编)ꎻ ３ 成分

含量

０１４



第六十二章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仅适用于除絮胎以外任何纺织物的制成品ꎬ 但不适用于针织品或钩编织品 (税目 ６２ １２ 的除外)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６３ ０９ 的旧衣着或其他旧物品ꎻ 或

(二) 矫形器具、 外科手术带、 疝气带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０ ２１)ꎮ
三、 税目 ６２ ０３ 及 ６２ ０４ 所称:

(一) “西服套装”ꎬ 是指面料用完全相同的织物制成的两件套或三件套的下列成套服装:
一件人体上半身穿着的外套或短上衣ꎬ 除袖子外ꎬ 应由四片或四片以上面料组成ꎻ 也可附带一件马甲

(西服背心)ꎬ 这件马甲 (西服背心) 的前片面料应与套装其他各件的面料相同ꎬ 后片面料则应与外套或

短上衣的衬里料相同ꎻ 以及

一件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即不带背带或护胸的长裤、 马裤、 短裤 (游泳裤除外)、 裙子或裙裤ꎮ
西服套装各件面料质地、 颜色及构成必须完全相同ꎬ 其款式、 尺寸大小也须相互般配ꎮ 但套装的各件可

以有不同织物的滚边 (缝入夹缝中的成条织物)ꎮ
如果数件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同时报验 (例如ꎬ 两条长裤、 长裤与短裤、 裙子或裙裤与长裤)ꎬ 构成

西服套装下装的应是一条长裤ꎬ 而对于女式西服套装ꎬ 应是裙子或裙裤ꎬ 其他服装应分别归类ꎮ
所称 “西服套装”ꎬ 包括不论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下列配套服装:
常礼服ꎬ 由一件后襟下垂并下端开圆弧形叉的素色短上衣和一条条纹长裤组成ꎻ
晚礼服 (燕尾服)ꎬ 一般用黑色织物制成ꎬ 上衣前襟较短且不闭合ꎬ 背后有燕尾ꎻ
无燕尾套装夜礼服ꎬ 其中上衣款式与普通上衣相似 (可以更为显露衬衣前胸)ꎬ 但有光滑丝质或仿丝质

的翻领ꎮ
(二) “便服套装”ꎬ 是指面料相同并作零售包装的下列成套服装 (西服套装及税目 ６２ ０７ 或 ６２ ０８ 的物品除

外):
一件人体上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但背心除外ꎬ 因为背心可作为内衣ꎻ 以及

一件或两件不同的人体下半身穿着的服装ꎬ 即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短裤 (游泳裤除外)、 裙

子或裙裤ꎮ
便服套装各件面料质地、 款式、 颜色及构成必须相同ꎻ 尺寸大小也须相互般配ꎮ 所称 “便服套装”ꎬ 不

包括税目 ６２ １１ 的运动服及滑雪服ꎮ
四、 对于税目 ６２ ０９:

(一) 所称 “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ꎬ 是指用于身高不超过 ８６ 厘米幼儿的服装ꎻ
(二) 既可归入税目 ６２ ０９ꎬ 也可归入本章其他税目的物品ꎬ 应归入税目 ６２ ０９ꎮ

五、 既可归入税目 ６２ １０ꎬ 也可归入本章其他税目的服装ꎬ 除税目 ６２ ０９ 所列的仍归入该税目外ꎬ 其余的应一律归

入税目 ６２ １０ꎮ
六、 税目 ６２ １１ 所称 “滑雪服”ꎬ 是指从整个外观和织物质地来看ꎬ 主要在滑雪 (速度滑雪和高山滑雪) 时穿着的

下列服装或成套服装:
(一) “滑雪连身服”ꎬ 即上下身连在一起的单件服装ꎻ 除袖子和领子外ꎬ 滑雪连身服可有口袋或脚带ꎻ 或

(二) “滑雪套装”ꎬ 即由两件或三件构成一套并作零售包装的下列服装:
一件用一条拉链扣合的带风帽的厚夹克、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或类似的服装ꎬ 可以附带一件背心 (滑雪

背心)ꎻ 以及

一条不论是否过腰的长裤、 一条马裤或一条护胸背带工装裤ꎮ
“滑雪套装” 也可由一件类似以上 (一) 款所述的连身服和一件可套在连身服外面的有胎料背心组成ꎮ
“滑雪套装” 各件颜色可以不同ꎬ 但面料质地、 款式及构成必须相同ꎻ 尺寸大小也须相互般配ꎮ

七、 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的围巾及围巾式样的物品ꎬ 如果每边均不超过 ６０ 厘米ꎬ 应作为手帕归类 (税目 ６２ １３)ꎮ
任何一边超过 ６０ 厘米的手帕ꎬ 应归入税目 ６２ １４ꎮ

八、 本章的服装ꎬ 凡门襟为左压右的ꎬ 应视为男式ꎻ 右压左的ꎬ 应视为女式ꎮ 但本规定不适用于其式样已明显为男

１１４



式或女式的服装ꎮ
无法区别是男式还是女式的服装ꎬ 应按女式服装归入有关税目ꎮ

九、 本章物品可用金属线制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 ０１ 男式大衣、 短大衣、 斗篷、 短

斗篷、 带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及类似品ꎬ 但税目

６２ ０３ 的货品除外:
￣大衣、 雨衣、 短大衣、 斗篷、
短斗篷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大
衣、 雨衣、 短大 衣、 斗

篷、 短斗篷及类似品)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面

料成分含量ꎻ ６ 填充物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０１ １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２０１ １２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１ １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１ １３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１ １３９０ ￣￣￣其他

６２０１ １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带
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

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

衣、 防风短上衣及类似

品)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面料成分含量ꎻ ６ 填

充物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０１ ９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２０１ ９２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１ ９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１ ９３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１ ９３９０ ￣￣￣其他

６２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２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 ０２ 女式大衣、 短大衣、 斗篷、 短

斗篷、 带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衣、
防风短上衣及类似品ꎬ 但税目

６２ ０４ 的货品除外:
￣大衣、 雨衣、 短大衣、 斗篷、
短斗篷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大
衣、 雨衣、 短大 衣、 斗

篷、 短斗篷及类似品)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面

料成分含量ꎻ ６ 填充物

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０２ １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２０２ １２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２ １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２ １３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２ １３９０ ￣￣￣其他

６２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带
风帽的防寒短上衣 (包

括滑雪短上衣)、 防风

衣、 防风短上衣及类似

品)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面料成分含量ꎻ ６ 填

充物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０２ ９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２０２ ９２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２ ９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２ ９３１０ ￣￣￣羽绒服

６２０２ ９３９０ ￣￣￣其他

６２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０３ 男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 上

衣、 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及短裤 (游泳裤除外):

３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２０３ １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３ １２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３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３ １９９０ ￣￣￣其他

￣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２０３ ２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３ ２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３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３ ２９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３ ２９９０ ￣￣￣其他

￣上衣: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是否开

襟ꎻ ７ 是否有扣ꎻ ８ 是

否有拉链

９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１０ 货号

６２０３ ３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３ ３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３ ３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３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３ ３９９０ ￣￣￣其他

￣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及短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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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０３ ４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棉制:
６２０３ ４２１０ ￣￣￣阿拉伯裤

６２０３ ４２９０ ￣￣￣其他

￣￣合成纤维制:
６２０３ ４３１０ ￣￣￣阿拉伯裤

６２０３ ４３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３ ４９１０ ￣￣￣阿拉伯裤

６２０３ ４９９０ ￣￣￣其他

６２ ０４ 女式西服套装、 便服套装、 上

衣、 连衣裙、 裙子、 裙裤、 长

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及

短裤 (游泳服除外):
￣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２０４ １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１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１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４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便服套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套

装组成及数量

６２０４ ２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２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２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４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４ ２９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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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上衣: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是否全

开 襟ꎻ ７ 是 否 有 扣ꎻ
８ 是否有拉链

９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１０ 货号

６２０４ ３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３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３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４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４ ３９９０ ￣￣￣其他

￣连衣裙: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０４ ４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４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４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２０４ ４４００ ￣￣人造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４ ４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４ ４９９０ ￣￣￣其他

￣裙子及裙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０４ ５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５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５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４ ５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４ ５９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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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长裤、 护胸背带工装裤、 马裤

及短裤: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西
服、 便 服 套 装、 上 衣、
长 裤、 马 裤、 工 装 裤

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０４ ６１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４ ６２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４ ６３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２０４ ６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０５ 男衬衫: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衬
衫、 ＰＯＬＯ 衫等)ꎻ ４ 类

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如为 Ｔ 恤衫ꎬ 请

申报是否有领、 是否有

扣、 是否有拉链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０５ ２０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５ ３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５ ９０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５ ９０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２ ０６ 女衬衫: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衬
衫、 ＰＯＬＯ 衫等)ꎻ ４ 类

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

量ꎻ ６ 如为 Ｔ 恤衫ꎬ 请

申报是否有领、 是否有

扣、 是否有拉链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０６ １０００ ￣丝或绢丝制

６２０６ ２００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６ ３０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６ ４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０７ 男式背心及其他内衣、 内裤、
三角裤、 长睡衣、 睡衣裤、 浴

衣、 晨衣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内
衣、 内裤等)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内裤及三角裤:
６２０７ １１００ ￣￣棉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７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７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０７ １９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长睡衣及睡衣裤:
６２０７ ２１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７ ２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７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７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２０７ ９１００ ￣￣棉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７ ９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７ ９９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０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２ ０８ 女式背心及其他内衣、 长衬

裙、 衬裙、 三角裤、 短衬裤、
睡衣、 睡衣裤、 浴衣、 晨衣及

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内
衣、 内裤等)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长衬裙及衬裙:
６２０８ １１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８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８ １９２０ ￣￣￣棉制

６２０８ １９９０ ￣￣￣其他

￣睡衣及睡衣裤:
６２０８ ２１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８ ２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８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８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２０８ ９１００ ￣￣棉制

６２０８ ９２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８ ９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０８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２ ０９ 婴儿服装及衣着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外
衣、 雨衣等)ꎻ ４ 类别

(婴儿)ꎻ ５ 成分含量ꎻ
６ 尺寸 (衣长及裤长)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０９ ２０００ ￣棉制

８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０９ ３０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０９ ９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０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２ １０ 用税目 ５６ ０２、 ５６ ０３、 ５９ ０３、
５９ ０６ 或 ５９ ０７ 的织物制成的

服装:
￣用税目 ５６ ０２ 或 ５６ ０３ 的织物

制成的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上
衣、 长 裤、 短 裤 等 )ꎻ
４ 类别 (男式、 女式)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１０ １０１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１０ １０２０ ￣￣￣棉或麻制

６２１０ １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０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１０ ２０００ ￣子目 ６２０１ １１ 至 ６２０１ １９ 所列

类型的其他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上
衣、 长 裤、 短 裤 等 )ꎻ
４ 类别 (男式、 女式)ꎻ
５ 处理材料 (塑料、 橡

胶)ꎻ ６ 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１０ ３０００ ￣子目 ６２０２ １１ 至 ６２０２ １９ 所列

类型的其他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上
衣、 长 裤、 短 裤 等 )ꎻ
４ 类别 (男式、 女式)ꎻ
５ 处理材料 (塑料、 橡

胶)ꎻ ６ 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１０ ４０００ ￣其他男式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上
衣、 长 裤、 短 裤 等 )ꎻ
４ 类别 (男式)ꎻ ５ 处

理材料 (塑料、 橡胶)ꎻ
６ 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６２１０ ５０００ ￣其他女式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上
衣、 长 裤、 短 裤 等 )ꎻ
４ 类别 (女式)ꎻ ５ 处

理材料 (塑料、 橡胶)ꎻ
６ 成分含量

７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８ 货号

９１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 １１ 运动服、 滑雪服及游泳服ꎻ 其

他服装: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种类 (连
身 衣、 夏 服、 水 洗 服、
无袖罩衫等)ꎻ ４ 类别

(男 式、 女 式、 儿 童 )ꎻ
５ 成分含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ꎻ ８ 若

为套装申报组

成及数量

￣游泳服:
６２１１ １１００ ￣￣男式

６２１１ １２００ ￣￣女式

￣滑雪服:
６２１１ ２０１０ ￣￣￣棉制

６２１１ ２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男式服装:
￣￣棉制:

６２１１ ３２１０ ￣￣￣阿拉伯袍

６２１１ ３２２０ ￣￣￣运动服

６２１１ ３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１ ３３１０ ￣￣￣阿拉伯袍

６２１１ ３３２０ ￣￣￣运动服

６２１１ ３３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１１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１１ ３９２０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１１ ３９９０ ￣￣￣其他

￣其他女式服装:
￣￣棉制:

６２１１ ４２１０ ￣￣￣运动服

６２１１ ４２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１ ４３１０ ￣￣￣运动服

６２１１ ４３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１１ ４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２１１ ４９９０ ￣￣￣其他

６２ １２ 胸罩、 束腰带、 紧身胸衣、 吊

裤带、 吊袜带、 束袜带和类似

品及其零件ꎬ 不论是否针织或

钩编的: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胸

罩、 腹 带、 束 腰 胸 衣、
吊 袜 带、 吊 裤 带 等 )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胸罩:
６２１２ １０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２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０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束腰带及腹带:
６２１２ ２０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２ ２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束腰胸衣:
６２１２ ３０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２ ３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
６２１２ ９０１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１３ 手帕: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 刺绣、 非刺绣)ꎻ
３ 成分含量ꎻ ４ 尺寸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棉制:
６２１３ ２０１０ ￣￣￣刺绣的

６２１３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１３ ９０２０ ￣￣￣刺绣的

６２１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２ １４ 披巾、 领巾、 围巾、 披纱、 面

纱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６２１４ １０００ ￣丝或绢丝制

￣羊毛或动物细毛制:
６２１４ ２０１０ ￣￣￣羊毛制

６２１４ ２０２０ ￣￣￣山羊绒制

６２１４ ２０９０ ￣￣￣其他

６２１４ ３０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２１４ ４０００ ￣人造纤维制

６２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１５ 领带及领结: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６２１５ １０００ ￣丝或绢丝制

６２１５ ２００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２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２ １６ 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

套: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机织等)ꎻ ３ 是否浸渍

(塑料或橡胶)ꎻ ４ 是否

为运动手套ꎻ ５ 成分含

量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６２１６ ００００ 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

套

１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２ １７ 其他制成的衣着附件ꎻ 服装或

衣着 附 件 的 零 件ꎬ 但 税 目

６２ １２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织造方法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货号

￣附件:
６２１７ １０１０ ￣￣￣袜子及袜套

６２１７ １０２０ ￣￣￣和服腰带

６２１７ １０９０ ￣￣￣其他

６２１７ ９０００ ￣零件

２２４



第六十三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ꎻ 成套物品ꎻ 旧衣着及旧纺织品ꎻ 碎织物

注释:
一、 第一分章仅适用于各种纺织物制成的物品ꎮ
二、 第一分章不包括:

(一) 第五十六章至第六十二章的货品ꎻ 或

(二) 税目 ６３ ０９ 的旧衣着或其他旧物品ꎮ
三、 税目 ６３ ０９ 仅适用于下列货品:

(一) 纺织材料制品:
１ 衣着和衣着附件及其零件ꎻ
２ 毯子及旅行毯ꎻ
３ 床上、 餐桌、 盥洗及厨房用的织物制品ꎻ
４ 装饰用织物制品ꎬ 但税目 ５７ ０１ 至 ５７ ０５ 的地毯及税目 ５８ ０５ 的装饰毯除外ꎮ

(二) 用石棉以外其他任何材料制成的鞋帽类ꎮ
上述物品只有同时符合下列两个条件才能归入本税目:
１ 必须明显看得出穿用过ꎻ 以及

２ 必须以散装、 捆装、 袋装或类似的大包装形式报验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６３０４ ２０ 包括用 α￣氯氰菊酯 ( ＩＳＯ)、 虫螨腈 ( ＩＳＯ)、 溴氰菊酯 ( ＩＮＮꎬ ＩＳＯ)、 高效氯氟氰菊酯 ( ＩＳＯ)、 除虫

菊酯 (ＩＳＯ) 或甲基嘧啶磷 (ＩＳＯ) 浸渍或涂层的经编针织物制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

６３ ０１ 毯子及旅行毯: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毯

子、 旅行毯、 电暖毯)ꎻ
３ 成分含量

６３０１ １０００ ￣电暖毯

６３０１ ２０００ ￣羊毛 或 动 物 细 毛 制 的 毯 子

(电暖毯除外) 及旅行毯

６３０１ ３０００ ￣棉制的毯子 (电暖毯除外)
及旅行毯

６３０１ ４０００ ￣合成纤维制的毯子 (电暖毯

除外) 及旅行毯

６３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毯子及旅行毯

６３ ０２ 床上、 餐桌、 盥洗及厨房用的

织物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床上

用品、 餐桌用品、 盥洗

用品、 厨房用品)ꎻ ３ 织

造方 法 ( 针 织、 钩 编、
机织ꎬ 是否印花、 刺绣、
毛圈等ꎬ 针织或钩编需

说明是否手工制)ꎻ ４ 成

分含量

３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针织或钩编的床上用织物制

品:
６３０２ １０１０ ￣￣￣棉制

６３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印花的床上用织物制品:
￣￣棉制:

６３０２ ２１１０ ￣￣￣床单

６３０２ ２１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２ ２２１０ ￣￣￣床单

６３０２ ２２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２ ２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３０２ ２９２０ ￣￣￣麻制

６３０２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棉制:

６３０２ ３１１０ ￣￣￣刺绣的

￣￣￣其他:
６３０２ ３１９１ ￣￣￣￣床单

６３０２ ３１９２ ￣￣￣￣毛巾被

６３０２ ３１９９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２ ３２１０ ￣￣￣刺绣的

６３０２ ３２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２ ３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麻制:
６３０２ ３９２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２ ３９２９ ￣￣￣￣其他

￣￣￣其他:
６３０２ ３９９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２ ３９９９ ￣￣￣￣其他

￣针织或钩编的餐桌用织物制

品:
６３０２ ４０１０ ￣￣￣手工制

６３０２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棉制:

６３０２ ５１１０ ￣￣￣刺绣的

６３０２ ５１９０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２ ５３１０ ￣￣￣刺绣的

４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３０２ ５３９０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亚麻制:

６３０２ ５９１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２ ５９１９ ￣￣￣￣其他

６３０２ ５９９０ ￣￣￣其他

￣盥洗及厨房用棉制毛巾织物或

类似的毛圈织物的制品:
６３０２ ６０１０ ￣￣￣浴巾

６３０２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３０２ ９１００ ￣￣棉制

６３０２ ９３００ ￣￣化学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２ ９９１０ ￣￣￣亚麻制

６３０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３ ０３ 窗帘 (包括帷帘) 及帐幔ꎻ 帘

帷或床帷: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窗

帘、 帘 帷、 帐 幔、 床

帷)ꎻ ３ 织造方法 (针

织、 钩 编、 机 织 等 )ꎻ
４ 成分含量

￣针织或钩编的:
￣￣合成纤维制:

６３０３ １２１０ ￣￣￣针织的

６３０３ １２２０ ￣￣￣钩编的

￣￣其他纺织材料制:
￣￣￣棉制:

６３０３ １９３１ ￣￣￣￣针织的

６３０３ １９３２ ￣￣￣￣钩编的

￣￣￣其他:
６３０３ １９９１ ￣￣￣￣针织的

６３０３ １９９２ ￣￣￣￣钩编的

￣其他:
６３０３ ９１００ ￣￣棉制

６３０３ ９２０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３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 ０４ 其他装饰用织物制品ꎬ 但税目

９４ ０４ 的货品除外:
￣床罩: １ 品 名ꎻ ２ 织 造 方 法

(针织、 钩编、 机织、 手

工、 刺绣等)ꎻ ３ 成分含

量

￣￣针织或钩编的:
￣￣￣针织的:

６３０４ １１２１ ￣￣￣￣手工制

６３０４ １１２９ ￣￣￣￣其他

５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钩编的:
６３０４ １１３１ ￣￣￣￣手工制

６３０４ １１３９ ￣￣￣￣其他

￣￣其他:
６３０４ １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棉或麻制:
６３０４ １９２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４ １９２９ ￣￣￣￣其他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４ １９３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４ １９３９ ￣￣￣￣其他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４ １９９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４ １９９９ ￣￣￣￣其他

￣本章子目注释一所列的蚊帐: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装 饰

用ꎻ ３ 织造方法 (针织、
钩编、 机织、 手 工、 刺

绣等 )ꎻ ４ 成 分 含 量ꎻ
５ 是否以以下物质浸渍

或 涂 层 【 ａ￣氯 氰 菊 酯

(ＩＳＯ)ꎬ 虫螨腈 ( ＩＳＯ)ꎬ
溴氰菊酯 ( ＩＮＮꎬ ＩＳＯ)ꎬ
高效氯氟氰菊酯 ( ＩＳＯ)ꎬ
除虫菊酯 ( ＩＳＯ)ꎬ 甲基

嘧啶磷 (ＩＳＯ) 】
６３０４ ２０１０ ￣￣￣手工制

６３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装 饰

用ꎻ ３ 织造方法 (针织、
钩编、 机织、 手 工、 刺

绣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针织或钩编的:
￣￣￣针织的:

６３０４ ９１２１ ￣￣￣￣手工制

６３０４ ９１２９ ￣￣￣￣其他

￣￣￣钩编的:
６３０４ ９１３１ ￣￣￣￣手工制

６３０４ ９１３９ ￣￣￣￣其他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ꎬ 棉制:
６３０４ ９２１０ ￣￣￣刺绣的

６３０４ ９２９０ ￣￣￣其他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ꎬ 合成纤

维制:
６３０４ ９３１０ ￣￣￣刺绣的

６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３０４ ９３９０ ￣￣￣其他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ꎬ 其他纺

织材料制:
６３０４ ９９１０ ￣￣￣丝及绢丝制

￣￣￣麻制:
６３０４ ９９２１ ￣￣￣￣刺绣的

６３０４ ９９２９ ￣￣￣￣其他

６３０４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３ ０５ 货物包装用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储运

袋、 茶包等)ꎻ ３ 成分含

量

６３０５ １０００ ￣黄麻或税目 ５３ ０３ 的其他韧皮

纺织纤维制

６３０５ ２０００ ￣棉制

￣化学纤维材料制:
６３０５ ３２００ ￣￣散装货物储运软袋

６３０５ ３３００ ￣￣其他ꎬ 聚乙烯、 聚丙烯扁条

或类似材料制

６３０５ ３９００ ￣￣其他

６３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 ０６ 油苫布、 天篷及遮阳篷ꎻ 帐

篷ꎻ 风帆ꎻ 野营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油苫

布、 天篷、 遮阳 篷、 风

帆、 野营用品)ꎻ ３ 成分

含量

￣油苫布、 天篷及遮阳篷:

６３０６ １２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６ １９１０ ￣￣￣麻制

６３０６ １９２０ ￣￣￣棉制

６３０６ １９９０ ￣￣￣其他

￣帐篷:

６３０６ ２２００ ￣￣合成纤维制

￣￣其他纺织材料制:

６３０６ ２９１０ ￣￣￣棉制

６３０６ ２９９０ ￣￣￣其他

￣风帆:

６３０６ ３０１０ ￣￣￣合成纤维制

６３０６ ３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充气褥垫:

７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３０６ ４０１０ ￣￣￣棉制

６３０６ ４０２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６ ４０９０ ￣￣￣其他纺织材料制

￣其他:

６３０６ ９０１０ ￣￣￣棉制

６３０６ ９０２０ ￣￣￣麻制

６３０６ ９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３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３ ０７ 其他制成品ꎬ 包括服装裁剪

样:

６３０７ １０００ ￣擦地布、 擦碗布、 抹布及类似

擦拭用布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ꎻ
３ 是否清洁剂浸渍、 涂

布或包覆ꎻ ４ 功能用途

６３０７ ２０００ ￣救生衣及安全带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６３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成分含量

第二分章　 成套物品

６３ ０８ 由机织物及纱线构成的零售包

装成套物品ꎬ 不论是否带附

件ꎬ 用以制作小地毯、 装饰

毯、 绣花台布、 餐巾或类似的

纺织物品: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零售

包装ꎻ ３ 是否为制成品

(制成品ꎬ 非制成品)

６３０８ ００００ 由机织物及纱线构成的零售包

装成套物品ꎬ 不论是否带附

件ꎬ 用以制作小地毯、 装饰

毯、 绣花台布、 餐巾或类似的

纺织物品

第三分章　 旧衣着及旧纺织

品ꎻ 碎织物

６３ ０９ 旧衣物: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旧

６３０９ ００００ 旧衣物

６３ １０ 纺织材料的新的或旧的碎织物

及废线、 绳、 索、 缆及其制

品: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经 分

拣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颜色 (如白

色 或 杂 色 )ꎻ
５ 新旧请注明

６３１０ １０００ ￣经分拣的

６３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２４



第十二类　 鞋、 帽、 伞、 杖、 鞭及其零件ꎻ 已加工的羽毛及其
制品ꎻ 人造花ꎻ 人发制品

第六十四章　 鞋靴、 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易损材料 (例如ꎬ 纸、 塑料薄膜) 制的无外绱鞋底的一次性鞋靴罩或套ꎮ 这些产品应按其构成材料归

类ꎻ
(二) 纺织材料制的鞋靴ꎬ 没有用粘、 缝或其他方法将外底固定或安装在鞋面上的 (第十一类)ꎻ
(三) 税目 ６３ ０９ 的旧鞋靴ꎻ
(四) 石棉制品 (税目 ６８ １２)ꎻ
(五) 矫形鞋靴或其他矫形器具及其零件 (税目 ９０ ２１)ꎻ 或

(六) 玩具鞋及装有冰刀或轮子的滑冰鞋ꎻ 护胫或类似的运动防护服装 (第九十五章)ꎮ
二、 税目 ６４ ０６ 所称 “零件”ꎬ 不包括鞋钉、 护鞋铁掌、 鞋眼、 鞋钩、 鞋扣、 饰物、 编带、 鞋带、 绒球或其他装饰

带 (应分别归入相应税目) 及税目 ９６ ０６ 的纽扣或其他货品ꎮ
三、 本章所称:

(一) “橡胶” 及 “塑料”ꎬ 包括能用肉眼辨出其外表有一层橡胶或塑料的机织物或其他纺织产品ꎻ 运用本款

时ꎬ 橡胶或塑料仅引起颜色变化的不计在内ꎻ 以及

(二) “皮革”ꎬ 是指税目 ４１ ０７ 及 ４１ １２ 至 ４１ １４ 的货品ꎮ
四、 除本章注释三另有规定的以外:

(一) 鞋面的材料应以占表面面积最大的那种材料为准ꎬ 计算表面面积可不考虑附件及加固件ꎬ 例如ꎬ 护踝、
裹边、 饰物、 扣子、 拉襻、 鞋眼或类似附属件ꎻ

(二) 外底的主要材料应以与地面接触最广的那种材料为准ꎬ 计算接触面时可不考虑鞋底钉、 铁掌或类似附属

件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６４０２ １２、 ６４０２ １９、 ６４０３ １２、 ６４０３ １９ 及 ６４０４ １１ 所称 “运动鞋靴”ꎬ 仅适用于:
一、 带有或可装鞋底钉、 止滑柱、 夹钳、 马蹄掌或类似品的体育专用鞋靴ꎻ
二、 滑冰靴、 滑雪靴及越野滑雪用鞋靴、 滑雪板靴、 角力靴、 拳击靴及赛车鞋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４ ０１ 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防

水鞋靴ꎬ 其鞋面不是用缝、
铆、 钉、 旋、 塞或类似方法固

定在鞋底上的:
￣装有金属防护鞋头的鞋靴: １ 品 名ꎻ ２ 款 式 ( 高

统、 装 金 属 护 头 等 )ꎻ
３ 鞋面材料ꎻ ４ 鞋底材

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６４０１ １０１０ ￣￣￣橡胶制鞋面的

６４０１ １０９０ ￣￣￣塑料制鞋面的

９２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未过

踝、 过膝、 过踝但未到

膝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中、 短 统 靴 ( 过 踝 但 未 到

膝):
６４０１ ９２１０ ￣￣￣橡胶制鞋面的

６４０１ ９２９０ ￣￣￣塑料制鞋面的

６４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６４ ０２ 橡胶或塑料制外底及鞋面的其

他鞋靴:
￣运动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是否

过踝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６４０２ １２００ ￣￣滑雪靴、 越野滑雪鞋靴及滑

雪板靴

６４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４０２ ２０００ ￣用栓塞方法将鞋面条带装配在

鞋底上的鞋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人字

拖等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ꎻ ５ 请注明

是否栓塞制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是否

过踝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６４０２ ９１００ ￣￣短统靴 (过踝)
￣￣其他:

６４０２ ９９１０ ￣￣￣橡胶制鞋面的

￣￣￣塑料制鞋面的:
６４０２ ９９２１ ￣￣￣￣以机织物或其他纺织材料作

衬底的

６４０２ ９９２９ ￣￣￣￣其他

６４ ０３ 橡胶、 塑料、 皮革或再生皮革

制外底ꎬ 皮革制鞋面的鞋靴:
￣运动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滑冰

靴、 滑 雪 靴、 拳 击 靴

等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６４０３ １２００ ￣￣滑雪靴、 越野滑雪鞋靴及滑

雪板靴

６４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４０３ ２０００ ￣皮革制外底ꎬ 由交叉于脚背并

绕大脚趾的皮革条带构成鞋面

的鞋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ꎻ ３ 鞋

面材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０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４０３ ４０００ ￣装有金属防护鞋头的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装金

属护头等)ꎻ ３ 鞋面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皮革制外底的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未过

踝、 过膝、 过踝但未过

膝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ꎻ ５ 内底长

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短统靴 (过踝):
￣￣￣过脚踝但低于小腿的短统

靴ꎬ 按内底长度分类:
６４０３ ５１１１ ￣￣￣￣小于 ２４ 厘米的

６４０３ ５１１９ ￣￣￣￣其他

￣￣￣其他ꎬ 按内底长度分类:
６４０３ ５１９１ ￣￣￣￣小于 ２４ 厘米的

６４０３ ５１９９ ￣￣￣￣其他

６４０３ ５９００ ￣￣其他

￣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 (未过

踝、 过膝、 过踝但未过

膝 )ꎻ ３ 鞋 面 材 料ꎻ
４ 鞋底材料ꎻ ５ 内底长

度

６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７ 货号

￣￣短统靴 (过踝):
￣￣￣过脚踝但低于小腿的短统

靴ꎬ 按内底长度分类:
６４０３ ９１１１ ￣￣￣￣小于 ２４ 厘米的

６４０３ ９１１９ ￣￣￣￣其他

￣￣￣其他ꎬ 按内底长度分类:
６４０３ ９１９１ ￣￣￣￣小于 ２４ 厘米的

６４０３ ９１９９ ￣￣￣￣其他

６４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６４ ０４ 橡胶、 塑料、 皮革或再生皮革

制外底ꎬ 用纺织材料制鞋面的

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ꎻ ３ 鞋

面材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橡胶或塑料制外底的鞋靴:
６４０４ １１００ ￣￣运动鞋靴ꎻ 网球鞋、 篮球鞋、

体操鞋、 训练鞋及类似鞋

￣￣其他:
６４０４ １９１０ ￣￣￣拖鞋

６４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外底的鞋

靴:
６４０４ ２０１０ ￣￣￣拖鞋

１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４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６４ ０５ 其他鞋靴: １ 品名ꎻ ２ 款式ꎻ ３ 鞋

面材料ꎻ ４ 鞋底材料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６ 货号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鞋面的:
６４０５ １０１０ ￣￣￣橡胶、 塑料、 皮革及再生皮

革制外底的

６４０５ １０９０ ￣￣￣其他材料制外底的

６４０５ ２０００ ￣纺织材料制鞋面的

￣其他:
６４０５ ９０１０ ￣￣￣橡胶、 塑料、 皮革及再生皮

革制外底的

６４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材料制外底的

６４ ０６ 鞋靴零件 (包括鞋面ꎬ 不论是

否带有除外底以外的其他鞋

底)ꎻ 活动式鞋内底、 跟垫及

类似品ꎻ 护腿、 裹腿和类似品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加

工程度 (是否已成型)ꎻ
４ 用途

６４０６ １０００ ￣鞋面及其零件ꎬ 但硬衬除外

￣橡胶或塑料制的外底及鞋跟:
６４０６ ２０１０ ￣￣￣橡胶制的

６４０６ ２０２０ ￣￣￣塑料制的

￣其他:
６４０６ ９０１０ ￣￣￣木制

￣￣￣其他材料制:
６４０６ ９０９１ ￣￣￣￣活动式鞋内底、 跟垫及类似

品

６４０６ ９０９２ ￣￣￣￣护腿、 裹腿和类似品及其零

件

６４０６ ９０９９ ￣￣￣￣其他

２３４



第六十五章　 帽类及其零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６３ ０９ 的旧帽类ꎻ
(二) 石棉制帽类 (税目 ６８ １２)ꎻ 或

(三) 第九十五章的玩偶帽、 其他玩具帽或狂欢节用品ꎮ
二、 税目 ６５ ０２ 不包括缝制的帽坯ꎬ 但仅将条带缝成螺旋形的除外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５ ０１ 毡呢制的帽坯、 帽身及帽兜ꎬ
未楦制成形ꎬ 也未加帽边ꎻ 毡

呢制的圆帽片及制帽用的毡呢

筒 (包括裁开的毡呢筒):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毡

呢)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１ ００００ 毡呢制的帽坯、 帽身及帽兜ꎬ
未楦制成形ꎬ 也未加帽边ꎻ 毡

呢制的圆帽片及制帽用的毡呢

筒 (包括裁开的毡呢筒)
６５ ０２ 编结的帽坯或用任何材料的条

带拼制而成的帽坯ꎬ 未楦制成

形ꎬ 也未加帽边、 衬里或装饰

物: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制

作工艺 (编结、 拼制)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２ ００００ 编结的帽坯或用任何材料的条

带拼制而成的帽坯ꎬ 未楦制成

形ꎬ 也未加帽边、 衬里或装饰

物

６５ ０４ 编结帽或用任何材料的条带拼

制而成的帽类ꎬ 不论有无衬里

或装饰物: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工 艺

(编结、 拼制)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４ ００００ 编结帽或用任何材料的条带拼

制而成的帽类ꎬ 不论有无衬里

或装饰物

６５ ０５ 针织或钩编的帽类ꎬ 用成匹的

花边、 毡呢或其他纺织物 (条
带除外) 制成的帽类ꎬ 不论有

无衬里或装饰物ꎻ 任何材料制

的发网ꎬ 不论有无衬里或装饰

物:
６５０５ ００１０ ￣￣￣发网 １ 品名 ２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５ ００２０ ￣￣￣钩编的帽类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工 艺

(是否钩编)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

３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５０５ ００９１ ￣￣￣￣用税目 ６５ ０１ 的帽身、 帽兜

或圆帽片制成的毡呢帽类ꎬ 无

论有无衬里或装饰物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毡

呢)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５ ００９９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工 艺

(针织、 机织等)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 ０６ 其他帽类ꎬ 不论有无衬里或装

饰物:
６５０６ １０００ ￣安全帽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ꎻ ４ 是否带有能滤除

生物因子滤器的面罩

５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５０６ ９１００ ￣￣橡胶或塑料制

￣￣其他材料制:
６５０６ ９９１０ ￣￣￣皮革制

６５０６ ９９２０ ￣￣￣毛皮制

６５０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５ ０７ 帽圈、 帽衬、 帽套、 帽帮、 帽

骨架、 帽舌及帽颏带: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６５０７ ００００ 帽圈、 帽衬、 帽套、 帽帮、 帽

骨架、 帽舌及帽颏带

４３４



第六十六章　 雨伞、 阳伞、 手杖、 鞭子、 马鞭及其零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丈量用杖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０ １７)ꎻ
(二) 火器手杖、 刀剑手杖、 灌铅手杖及类似品 (第九十三章)ꎻ 或

(三) 第九十五章的货品 (例如ꎬ 玩具雨伞、 玩具阳伞)ꎮ
二、 税目 ６６ ０３ 不包括纺织材料制的零件、 附件及装饰品或者任何材料制的罩套、 流苏、 鞭梢、 伞套及类似品ꎮ 此

类货品即使与税目 ６６ ０１ 或 ６６ ０２ 的物品一同报验ꎬ 只要未装配在一起ꎬ 则不应视为上述税目所列物品的组成

零件ꎬ 而应分别归入各有关税目ꎮ
【要素释义】

一、 归类要素

(一) 款式: 指货品是什么式样类型的ꎮ
(二) 材质: 指货品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ꎮ

二、 价格要素

品牌: 指制造商或经销商加在商品上的标志ꎮ 实际只需要申报出名称即可ꎬ 有外文品牌的以申报外文品牌名称

为主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６ ０１ 雨伞及阳伞 (包括手杖伞、 庭

园用伞及类似伞):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或用途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６０１ １０００ ￣庭园用伞及类似伞

￣其他:
６６０１ ９１００ ￣￣折叠伞

６６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６６ ０２ 手杖、 带座手杖、 鞭子、 马鞭

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６６０２ ００００ 手杖、 带座手杖、 鞭子、 马鞭

及类似品

６６ ０３ 税目 ６６ ０１ 或 ６６ ０２ 所列物品

的零件及装饰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６６０３ ２０００ ￣伞骨ꎬ 包括装在伞柄上的伞骨

６６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３４



第六十七章　 已加工羽毛、 羽绒及其制品ꎻ 人造花ꎻ 人发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人发制滤布 (税目 ５９ １１)ꎻ
(二) 花边、 刺绣品或其他纺织物制成的花卉图案 (第十一类)ꎻ
(三) 鞋靴 (第六十四章)ꎻ
(四) 帽类及发网 (第六十五章)ꎻ
(五) 玩具、 运动用品或狂欢节用品 (第九十五章)ꎻ 或

(六) 羽毛掸帚、 粉扑及人发制的筛子 (第九十六章)ꎮ
二、 税目 ６７ ０１ 不包括:

(一) 羽毛或羽绒仅在其中作为填充料的物品 (例如ꎬ 税目 ９４ ０４ 的寝具)ꎻ
(二) 羽毛或羽绒仅作为饰物或填充料的衣服或衣着附件ꎻ 或

(三) 税目 ６７ ０２ 的人造花、 叶及其部分品ꎬ 以及它们的制成品ꎮ
三、 税目 ６７ ０２ 不包括:

(一) 玻璃制品 (第七十章)ꎻ 或

(二) 用陶器、 石料、 金属、 木料或其他材料经模铸、 锻造、 雕刻、 冲压或其他方法整件制成形的人造花、 叶

或果实ꎻ 用捆扎、 胶粘及类似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将部分品组合而成的上述制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７ ０１ 带羽毛或羽绒的鸟皮及鸟体其

他部分、 羽毛、 部分羽毛、 羽

绒及其制品 (税目 ０５ ０５ 的货

品和经加工的羽管及羽轴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濒危物

种

６７０１ ００００ 带羽毛或羽绒的鸟皮及鸟体其

他部分、 羽毛、 部分羽毛、 羽

绒及其制品 (税目 ０５ ０５ 的货

品和经加工的羽管及羽轴除

外)
６７ ０２ 人造花、 叶、 果实及其零件ꎻ

用人造花、 叶或果实制成的物

品:

１ 品 名ꎻ ２ 制 作 材 料

(塑料丝等)

６７０２ １０００ ￣塑料制

￣其他材料制:
６７０２ ９０１０ ￣￣￣羽毛制

６７０２ ９０２０ ￣￣￣丝及绢丝制

６７０２ ９０３０ ￣￣￣化学纤维制

６７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７ ０３ 经梳理、 稀疏、 脱色或其他方

法加工的人发ꎻ 做假发及类似

品用的羊毛、 其他动物毛或其

他纺织材料: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程 度

(经梳理、 脱色等)ꎻ ３
制作材料

４ 长 度 ( 英

寸)

６７０３ ００００ 经梳理、 稀疏、 脱色或其他方

法加工的人发ꎻ 做假发及类似

品用的羊毛、 其他动物毛或其

他纺织材料

６７ ０４ 人发、 动物毛或纺织材料制的

假发、 假胡须、 假眉毛、 假睫

毛及类似品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

的人发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制作材料 ３ 如为人发制

请 申 报 长 度

(英寸)

￣合成纤维纺织材料制:
６７０４ １１００ ￣￣整头假发

６７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７０４ ２０００ ￣人发制

６７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材料制

７３４



第十三类　 石料、 石膏、 水泥、 石棉、 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ꎻ
陶瓷产品ꎻ 玻璃及其制品

第六十八章　 石料、 石膏、 水泥、 石棉、 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第二十五章的货品ꎻ
(二) 税目 ４８ １０ 或 ４８ １１ 的经涂布、 浸渍或覆盖的纸及纸板 (例如ꎬ 用云母粉或石墨涂布的纸及纸板、 沥青

纸及纸板)ꎻ
(三) 第五十六章或第五十九章的经涂布、 浸渍或包覆的纺织物 (例如ꎬ 用云母粉、 沥青涂布或包覆的织物)ꎻ
(四) 第七十一章的物品ꎻ
(五) 第八十二章的工具及其零件ꎻ
(六) 税目 ８４ ４２ 的印刷用石板ꎻ
(七) 绝缘子 (税目 ８５ ４６) 或绝缘材料制的零件 (税目 ８５ ４７)ꎻ
(八) 牙科用磨锉 (税目 ９０ １８)ꎻ
(九)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钟及钟壳)ꎻ
(十)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 活动房屋)ꎻ
(十一)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十二) 用第九十六章注释二 (二) 所述材料制成的税目 ９６ ０２ 的物品或税目 ９６ ０６ 的物品 (例如ꎬ 纽扣)、

税目 ９６ ０９ 的物品 (例如ꎬ 石笔)、 税目 ９６ １０ 的物品 (例如ꎬ 绘画石板) 或税目 ９６ ２０ 的物品 (独
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ꎻ 或

(十三) 第九十七章的物品 (例如ꎬ 艺术品)ꎮ
二、 税目 ６８ ０２ 所称 “已加工的碑石或建筑用石”ꎬ 不仅适用于已加工的税目 ２５ １５、 ２５ １６ 的各种石料ꎬ 也适用于

所有经类似加工的其他天然石料 (例如ꎬ 石英岩、 燧石、 白云石及冻石)ꎬ 但不适用于板岩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 ０１ 天然石料 (不包括板岩) 制的

长方砌石、 路缘石、 扁平石: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长方

砌 石、 扁 平 石、 路 缘

石)ꎻ ３ 材质

６８０１ ００００ 天然石料 (不包括板岩) 制的

长方砌石、 路缘石、 扁平石

６８ ０２ 已加工的碑石或建筑用石 (不
包括板岩) 及其制品ꎬ 但税目

６８ ０１ 的货品除外ꎻ 天然石料

(包括板岩) 制的镶嵌石 (马
赛克) 及类似品ꎬ 不论是否有

衬背ꎻ 天然石料 (包括板岩)
制的人工染色石粒、 石片及石

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建 筑ꎬ 可 直 接 使 用 )ꎻ
３ 材质 (大理石、 花岗

岩)ꎻ ４ 加工程度 (切、
锯、 抛 光 及 是 否 石 刻

等)ꎻ ５ 尺寸 (最大表

面积的最大边长)

６ 花色品种的

中英文名称

８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砖、 瓦、 方块及类似品ꎬ 不论

是否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ꎬ
其最大表面积以可置入边长小

于 ７ 厘米的方格为限ꎻ 人工染

色的石粒、 石片及石粉:
６８０２ １０１０ ￣￣￣大理石

６８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简单切削或锯开并具有一个平

面的其他碑石或建筑用石及其

制品:
￣￣大理石、 石灰华及蜡石:

６８０２ ２１１０ ￣￣￣大理石

６８０２ ２１２０ ￣￣￣石灰华

６８０２ ２１９０ ￣￣￣其他

６８０２ ２３００ ￣￣花岗岩

￣￣其他石:
６８０２ ２９１０ ￣￣￣其他石灰石

６８０２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
￣￣大理石、 石灰华及蜡石:

６８０２ ９１１０ ￣￣￣石刻

６８０２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石灰石:
６８０２ ９２１０ ￣￣￣石刻

６８０２ ９２９０ ￣￣￣其他

￣￣花岗岩:
￣￣￣石刻:

６８０２ ９３１１ ￣￣￣￣墓碑石

６８０２ ９３１９ ￣￣￣￣其他

６８０２ ９３９０ ￣￣￣其他

￣￣其他石:
６８０２ ９９１０ ￣￣￣石刻

６８０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８ ０３ 已加工的板岩及板岩或黏聚板

岩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加工程度ꎻ
３ 材质

６８０３ ００１０ ￣￣￣板岩制

６８０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 ０４ 未装支架的石磨、 石碾、 砂轮

和类似品及其零件ꎬ 用于研

磨、 磨刃、 抛光、 整形或切

割ꎬ 以及手用磨石、 抛光石及

其零件ꎬ 用天然石料、 黏聚的

天然磨料、 人造磨料或陶瓷制

成ꎬ 不论是否装有由其他材料

制成的零件:
６８０４ １０００ ￣碾磨或磨浆用石磨、 石碾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碾磨

或 磨 浆、 磨 光 用 等 )ꎻ
３ 材质 (石料、 黏聚合

成料等)ꎻ ４ 是否装支架

￣其他石磨、 石碾、 砂轮及类似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碾磨

或 磨 浆、 磨 光 用 等 )ꎻ
３ 材质 (石料、 黏聚合

成料等)ꎻ ４ 是否装支架

５ 品牌

￣￣黏聚合成或天然金刚石制:
６８０４ ２１１０ ￣￣￣砂轮

６８０４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黏聚磨料制或陶瓷制:
６８０４ ２２１０ ￣￣￣砂轮

６８０４ ２２９０ ￣￣￣其他

￣￣天然石料制:
６８０４ ２３１０ ￣￣￣砂轮

６８０４ ２３９０ ￣￣￣其他

￣手用磨石及抛光石:
６８０４ ３０１０ ￣￣￣琢磨油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碾磨

或 磨 浆、 磨 光 用 等 )ꎻ
３ 材质 (石料、 黏聚合

成料等)ꎻ ４ 是否装支架

６８０４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碾磨

或 磨 浆、 磨 光 用 等 )ꎻ
３ 材质 (石料、 黏聚合

成料等)ꎻ ４ 是否装支架

６８ ０５ 砂布、 砂纸及以其他材料为底

的类似品ꎬ 不论是否裁切、 缝

合或用其他方法加工成形:

１ 品名ꎻ ２ 基底材料ꎻ
３ 砂粒材质ꎻ ４ 是否有

涂层 (如有ꎬ 请申报材

质)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尺寸

６８０５ １０００ ￣砂布

６８０５ ２０００ ￣砂纸

６８０５ ３０００ ￣其他

０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 ０６ 矿渣棉、 岩石棉及类似的矿质

棉ꎻ 页状蛭石、 膨胀黏土、 泡

沫矿渣及类似的膨胀矿物材

料ꎻ 具有隔热、 隔音或吸音性

能的矿物材料的混合物及制

品ꎬ 但税目 ６８ １１、 ６８ １２ 或第

六十九章的货品除外:
￣矿渣棉、 岩石棉及类似的矿质

棉 (包括其相互混合物)ꎬ 块

状、 成片或成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矿物

纤 维 等 )ꎻ ３ 形 状ꎻ
４ 含有石棉纤维的要注

明其含量

６８０６ １０１０ ￣￣￣硅酸铝纤维及其制品

６８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６８０６ ２０００ ￣页状蛭石、 膨胀黏土、 泡沫矿

渣及类似的膨胀矿物材料 (包
括其相互混合物)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页状

蛭石、 膨胀黏土、 泡沫

矿 渣 等 )ꎻ ３ 形 状ꎻ
４ 含有石棉纤维的要注

明其含量

６８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形

状ꎻ ４ 含有石棉纤维的

要注明其含量

６８ ０７ 沥青或类似原料 (例如ꎬ 石油

沥青或煤焦油沥青) 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６８０７ １０００ ￣成卷

６８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８ ０８ 镶板、 平板、 瓦、 砖及类似

品ꎬ 用水泥、 石膏及其他矿物

黏合材料黏合植物纤维、 稻

草、 刨花、 木片屑、 木粉、 锯

末或木废料制成: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镶

板、 平 板 瓦、 砖 等 )ꎻ
３ 原 料 ( 稻 草、 刨 花

等)ꎻ ４ 粘 料 ( 水 泥、
石膏等矿物性黏合材料)

６８０８ ００００ 镶板、 平 板、 瓦、 砖 及 类 似

品ꎬ 用水泥、 石膏及其他矿物

黏合材料黏合植物纤维、 稻

草、 刨花、 木片屑、 木粉、 锯

末或木废料制成

６８ ０９ 石膏制品及以石膏为基本成分

的混合材料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加 工 方 法

(是否装饰、 经贴面或加

强等)ꎻ ３ 是否未经装

饰ꎬ 仅用纸或纸板贴面

或加强的ꎻ ４ 成分含量

￣未经装饰的板、 片、 砖、 瓦及

类似品:
６８０９ １１００ ￣￣仅用纸、 纸板贴面或加强的

６８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

１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制品

６８ １０ 水泥、 混凝土或人造石制品ꎬ
不论是否加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铁道

用 等 )ꎻ ３ 种 类 ( 砖、
瓦、 管及建筑构件钢筋

混凝土板等)ꎻ ４ 材料

(水 泥、 混 凝 土、 人 造

石)
￣砖、 瓦、 扁平石及类似品:

６８１０ １１００ ￣￣建筑用砖及石砌块

￣￣其他:
６８１０ １９１０ ￣￣￣人造石制

６８１０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制品:
￣￣建筑或土木工程用的预制结

构件:
６８１０ ９１１０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

管、 杆、 板、 桩等

６８１０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６８１０ ９９１０ ￣￣￣铁道用水泥枕

６８１０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８ １１ 石棉水泥、 纤维素水泥或类似

材料的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砖、
瓦、 管、 板等)ꎻ ３ 材料

(石棉水泥、 纤维素水泥

等)
￣含石棉的:

６８１１ ４０１０ ￣￣￣瓦楞板

６８１１ ４０２０ ￣￣￣其他片、 板、 砖、 瓦及类似

制品

６８１１ ４０３０ ￣￣￣管子及管子附件

６８１１ ４０９０ ￣￣￣其他制品

￣不含石棉的:
６８１１ ８１００ ￣￣瓦楞板

６８１１ ８２００ ￣￣其他片、 板、 瓦及类似制品

￣￣其他制品:
６８１１ ８９１０ ￣￣￣管子及管子附件

６８１１ ８９９０ ￣￣￣其他

２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 １２ 已加工的石棉纤维ꎻ 以石棉为

基本成分或以石棉和碳酸镁为

基本成分的混合物ꎻ 上述混合

物或石棉的制品 (例如ꎬ 纱

线、 机织物、 服装、 帽类、 鞋

靴、 衬垫)ꎬ 不论是否加强ꎬ
但税目 ６８ １１ 或 ６８ １３ 的货品

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纱

线、 机织物、 服 装、 鞋

帽、 衬垫等)ꎻ ３ 材料

(青石棉、 其他石棉、 石

棉纤维)

６８１２ ８０００ ￣青石棉的

￣其他:
６８１２ ９１００ ￣￣服装、 衣着附件、 鞋靴及帽

类

６８１２ ９２００ ￣￣纸、 麻丝板及毡子

６８１２ ９３００ ￣￣成片或成卷的压缩石棉纤维

接合材料

６８１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６８ １３ 以石棉、 其他矿物质或纤维素

为基本成分的未装配摩擦材料

及其 制 品 ( 例 如ꎬ 片、 卷、
带、 盘、 圈、 垫及扇形)ꎬ 适

于作制动器、 离合器及类似

品ꎬ 不论是否与织物或其他材

料结合而成: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种

类 (片、 卷、 带、 闸衬、
闸垫、 扇形等)

￣含石棉的:
６８１３ ２０１０ ￣￣￣闸衬、 闸垫

６８１３ ２０９０ ￣￣￣其他

￣不含石棉的:
６８１３ ８１００ ￣￣闸衬、 闸垫

６８１３ ８９００ ￣￣其他

６８ １４ 已加工的云母及其制品ꎬ 包括

黏聚或复制的云母ꎬ 不论是否

附于纸、 纸板或其他材料上: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云

母)ꎻ ３ 形状 (板、 片、
带等)ꎻ ４ 是否黏聚或复

制的

６８１４ １０００ ￣黏聚或复制云母制的板、 片、
带ꎬ 不论是否附于其他材料上

６８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８ １５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石制品及其

他矿物制品 (包括碳纤维及其

制品和泥煤制品):
６８１５ １０００ ￣非电器用的石墨或其他碳精制

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６８１５ ２０００ ￣泥煤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其他制品:

３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８１５ ９１００ ￣￣含有菱镁矿、 白云石或铬铁

矿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其他:
６８１５ ９９２０ ￣￣￣碳纤维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碳纤维制品:
６８１５ ９９３１ ￣￣￣￣碳布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６８１５ ９９３２ ￣￣￣￣碳纤维预浸料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６８１５ ９９３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碳

纤维纱线请注明碳含量、
比模量和比极限抗拉强

度

６８１５ ９９４０ ￣￣￣玄武岩纤维及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６８１５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４４４



第六十九章　 陶瓷产品

注释:
一、 本章仅适用于成形后经过烧制的陶瓷产品ꎮ 税目 ６９ ０４ 至 ６９ １４ 仅适用于不能归入税目 ６９ ０１ 至 ６９ ０３ 的产品ꎮ
二、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２８ ４４ 的产品ꎻ
(二) 税目 ６８ ０４ 的物品ꎻ
(三) 第七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仿首饰)ꎻ
(四) 税目 ８１ １３ 的金属陶瓷ꎻ
(五) 第八十二章的物品ꎻ
(六) 绝缘子 (税目 ８５ ４６) 或绝缘材料制的零件 (税目 ８５ ４７)ꎻ
(七) 假牙 (税目 ９０ ２１)ꎻ
(八)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钟及钟壳)ꎻ
(九)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 活动房屋)ꎻ
(十)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十一) 税目 ９６ ０６ 的物品 (例如ꎬ 纽扣) 或税目 ９６ １４ 的物品 (例如ꎬ 烟斗)ꎻ 或

(十二) 第九十七章的物品 (例如ꎬ 艺术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硅化石粉或类似

硅土及耐火材料制品

６９ ０１ 硅质化石粉 (例如ꎬ 各种硅藻

土) 或类似硅土制的砖、 块、
瓦及其他陶瓷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硅质

化石粉、 硅藻土或类似

硅土等)ꎻ ３ 种类 (砖、
瓦等)

６９０１ ００００ 硅质化石粉 (例如ꎬ 各种硅藻

土) 或类似硅土制的砖、 块、
瓦及其他陶瓷制品

６９ ０２ 耐火砖、 块、 瓦及类似耐火陶

瓷建材制品ꎬ 但硅质化石粉及

类似硅土制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耐火

砖、 瓦、 块等)ꎻ ３ 成分

含量

４ 耐火温度

６９０２ １０００ ￣单独或同时含有按重量计超过

５０％的镁、 钙或铬 (分别以氧

化镁、 氧化钙或三氧化二铬的

含量计)
６９０２ ２０００ ￣含有按重量计超过 ５０％的三

氧化二铝、 二氧化硅或其混合

物或化合物

６９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９ ０３ 其他耐火陶瓷制品 (例如ꎬ
甑、 坩埚、 马弗罩、 喷管、 栓

塞、 支架、 烤钵、 管子、 护套

及棒条)ꎬ 但硅质化石粉及类

似硅土制的除外: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坩

埚、 支架、 马弗罩等)ꎻ
３ 成分含量

４ 耐火温度

６９０３ １０００ ￣含有按重量计超过 ５０％的石

墨、 其他碳或其混合物

６９０３ ２０００ ￣含有按重量计超过 ５０％的三

氧化二铝或三氧化二铝和二氧

化硅的混合物或化合物

６９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第二分章　 其他陶瓷产品

６９ ０４ 陶瓷制建筑用砖、 铺地砖、 支

撑或填充用砖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建筑

用砖、 地面砖等)
３ 品牌

６９０４ １０００ ￣建筑用砖

６９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０５ 屋顶瓦、 烟囱罩、 通风帽、 烟

囱衬壁、 建筑装饰物及其他建

筑用陶瓷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屋顶

瓦、 烟囱罩等)

６９０５ １０００ ￣屋顶瓦

６９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０６ 陶瓷套管、 导管、 槽管及管子

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套

管、 导管、 槽管等)
６９０６ ００００ 陶瓷套管、 导管、 槽管及管子

附件

６９ ０７ 陶瓷贴面砖、 铺面砖ꎬ 包括炉

面砖及墙面砖ꎻ 陶瓷镶嵌砖

(马赛克) 及其类似品ꎬ 不论

是否有衬背ꎻ 饰面陶瓷: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贴面

砖、 铺 面 砖、 马 赛 克

等)ꎻ ３ 尺寸 (最大表

面积的最大边长)ꎻ ４ 按

重量计吸水率

５ 品牌ꎻ ６ 颜

色

￣贴面砖、 铺面砖ꎬ 包括炉面砖

及墙面砖ꎬ 但子目 ６９０７ ３０ 和

６９０７ ４０ 所列商品除外:
￣￣按 重 量 计 吸 水 率 不 超 过

０ ５％:
６９０７ ２１１０ ￣￣￣不论是否矩形ꎬ 其最大表面

积以可置入边长小于 ７ 厘米的

方格为限

６９０７ ２１９０ ￣￣￣其他

￣￣按重量计吸水率超过 ０ ５％ꎬ
但不超过 １０％:

６９０７ ２２１０ ￣￣￣不论是否矩形ꎬ 其最大表面

积以可置入边长小于 ７ 厘米的

方格为限

６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９０７ ２２９０ ￣￣￣其他

￣￣按重量计吸水率超过 １０％:
６９０７ ２３１０ ￣￣￣不论是否矩形ꎬ 其最大表面

积以可置入边长小于 ７ 厘米的

方格为限

６９０７ ２３９０ ￣￣￣其他

￣镶嵌砖 (马赛克) 及其类似

品ꎬ 但子目 ６９０７ ４０ 的货品除

外:
６９０７ ３０１０ ￣￣￣不论是否矩形ꎬ 其最大表面

积以可置入边长小于 ７ 厘米的

方格为限

６９０７ ３０９０ ￣￣￣其他

￣饰面陶瓷:
６９０７ ４０１０ ￣￣￣不论是否矩形ꎬ 其最大表面

积以可置入边长小于 ７ 厘米的

方格为限

６９０７ ４０９０ ￣￣￣其他

６９ ０９ 实验室、 化学或其他专门技术

用途的陶瓷器ꎻ 农业用陶瓷

槽、 缸及类似容器ꎻ 通常供运

输及盛装货物用的陶瓷罐、 坛

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实验

室用、 化学用、 农业用

等)ꎻ ３ 种 类 ( 瓷 制、
陶制)ꎻ ４ 莫氏硬度

￣实验室、 化学或其他专门技术

用途的陶瓷器:
６９０９ １１００ ￣￣瓷制

６９０９ １２００ ￣￣莫氏硬度为 ９ 或以上的物品

６９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

６９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１０ 陶瓷洗涤槽、 脸盆、 脸盆座、
浴缸、 坐浴盆、 抽水马桶、 水

箱、 小便池及类似的固定卫生

设备: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制)
３ 品牌ꎻ ４ 规

格型号

６９１０ １０００ ￣瓷制

６９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１１ 瓷餐具、 厨房器具及其他家用

或盥洗用瓷器:
￣餐具及厨房器具:
￣￣￣餐具: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 制 )ꎻ ３ 种 类

(餐具、 厨房器具等)ꎻ
４ 是否为骨瓷

５ 品牌

６９１１ １０１１ ￣￣￣￣骨瓷

７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６９１１ １０１９ ￣￣￣￣其他

￣￣￣厨房器具: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 制 )ꎻ ３ 种 类

(餐具、 厨房器具等)

４ 品牌

６９１１ １０２１ ￣￣￣￣刀具

６９１１ １０２９ ￣￣￣￣其他

６９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 制 )ꎻ ３ 种 类

(餐具、 厨房器具等)

４ 品牌

６９ １２ 陶餐具、 厨房器具及其他家用

或盥洗用陶器: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 制 )ꎻ ３ 种 类

(餐具、 厨房器具等)

４ 品牌

６９１２ ００１０ ￣￣￣餐具

６９１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６９ １３ 塑像及其他装饰用陶瓷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制)ꎻ ３ 用途

６９１３ １０００ ￣瓷制

６９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９ １４ 其他陶瓷制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瓷

制、 陶制)ꎻ ３ 用途

６９１４ １０００ ￣瓷制

６９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４４



第七十章　 玻璃及其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３２ ０７ 的货品 (例如ꎬ 珐琅和釉料、 搪瓷玻璃料及其他玻璃粉、 粒或粉片)ꎻ
(二) 第七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仿首饰)ꎻ
(三) 税目 ８５ ４４ 的光缆、 税目 ８５ ４６ 的绝缘子或税目 ８５ ４７ 所列绝缘材料制的零件ꎻ
(四) 光导纤维、 经光学加工的光学元件、 注射用针管、 假眼、 温度计、 气压计、 液体比重计或第九十章的其

他物品ꎻ
(五) 有永久固定电光源的灯具及照明装置、 灯箱标志或铭牌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税目 ９４ ０５)ꎻ
(六) 玩具、 游戏品、 运动用品、 圣诞树装饰品及第九十五章的其他物品 (供玩偶或第九十五章其他物品用的

无机械装置的玻璃假眼除外)ꎻ 或

(七) 纽扣、 保温瓶、 香水喷雾器和类似的喷雾器及第九十六章的其他物品ꎮ
二、 对于税目 ７０ ０３、 ７０ ０４ 及 ７０ ０５:

(一) 玻璃在退火前的各种处理都不视为 “已加工”ꎻ
(二) 玻璃切割成一定形状并不影响其作为板片归类ꎻ
(三) 所称 “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ꎬ 是指极薄的金属或化合物 (例如ꎬ 金属氧化物) 镀层ꎬ 该镀层可以吸

收红外线等光线或可以提高玻璃的反射性能ꎬ 同时仍然使玻璃具有一定程度的透明性或半透明性ꎻ 或者

该镀层可以防止光线在玻璃表面的反射ꎮ
三、 税目 ７０ ０６ 所述产品ꎬ 不论是否具有制成品的特性仍归入该税目ꎮ
四、 税目 ７０ １９ 所称 “玻璃棉”ꎬ 是指:

(一) 按重量计二氧化硅的含量在 ６０％及以上的矿质棉ꎻ
(二) 按重量计二氧化硅的含量在 ６０％以下ꎬ 但碱性氧化物 (氧化钾或氧化钠) 的含量在 ５％以上或氧化硼的

含量在 ２％以上的矿质棉ꎮ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矿质棉归入税目 ６８ ０６ꎮ

五、 本目录所称 “玻璃”ꎬ 包括熔融石英及其他熔融硅石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７０１３ ２２、 ７０１３ ３３、 ７０１３ ４１ 及 ７０１３ ９１ 所称 “铅晶质玻璃”ꎬ 仅指按重量计氧化铅含量不低于 ２４％的玻璃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 ０１ 碎玻璃及废玻璃ꎻ 玻璃块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废、 碎、 块料)
７００１ ００００ 碎玻璃及废玻璃ꎻ 玻璃块料

７０ ０２ 未加工的玻璃球、 棒及管 (税
目 ７０ １８ 的微型玻璃球除外):

７００２ １０００ ￣玻璃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直

径

￣玻璃棒:

９４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０２ ２０１０ ￣￣￣光导纤维预制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光导

纤维预制棒等)
３ 直径ꎻ ４. 品

牌ꎻ ５ 进口状

态 (芯棒或成

品 预 制 棒 )ꎻ
６ 种类 (单模、
多模、 特 种 预

制棒等)
７０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玻璃管:
￣￣熔融石英或其他熔融硅石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光导

纤维用、 光通信用等)ꎻ
３ 材质 (熔融石英、 熔

融 硅 石 等 )ꎻ ４ 级 别

(波导级)

５ 外径

７００２ ３１１０ ￣￣￣光导纤维用波导级石英玻璃

管

７００２ ３１９０ ￣￣￣其他

７００２ ３２００ ￣￣温度在 ０℃至 ３００℃时线膨胀

系数不超过 ５× １０￣６ /开尔文的

其他玻璃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光导

纤维用、 光通信用等)ꎻ
３ 材质 (熔融石英、 熔

融硅石等)ꎻ ４ 线膨胀系

数

５ 级别 (波导

级)ꎻ ６ 外径

７０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光导

纤维用、 光通信用等)ꎻ
３ 材质 (熔融石英、 熔

融硅石等)ꎻ ４ 线膨胀系

数

５ 级别 (波导

级)ꎻ ６ 外径

７０ ０３ 铸制或轧制玻璃板、 片或型材

及异型材ꎬ 不论是否有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ꎬ 但未经其他

加工:
￣非夹丝玻璃板、 片:

７００３ １２００ ￣￣整块着色、 不透明、 镶色或

具有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块着色、 具

有吸收层等)ꎻ ４ 状态

(是 否 夹 丝 )ꎻ ５ 形 状

(板、 片、 型 材、 异 型

材)ꎻ ６ 工艺 (铸制或

轧制)

７ 品牌 (生产

厂 家 )ꎻ ８ 型

号ꎻ ９ 规格尺

寸 (长×宽×厚)

７０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４ 形

状 ( 板、 片、 型 材、 异

型材)ꎻ ５ 工艺 (铸制

或轧制)

６ 品牌 (生产

厂 家 )ꎻ ７ 型

号ꎻ ８ 规格尺

寸 (长×宽×厚)

０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０３ ２０００ ￣夹丝玻璃板、 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４ 形

状 ( 板、 片、 型 材、 异

型材)ꎻ ５ 工艺 (铸制

或轧制)

６ 品牌 (生产

厂 家 )ꎻ ７ 型

号ꎻ ８ 规格尺

寸 (长×宽×厚)

７００３ ３０００ ￣型材及异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４ 形

状 ( 板、 片、 型 材、 异

型材)ꎻ ５ 工艺 (铸制

或轧制)

６ 品牌 (生产

厂 家 )ꎻ ７ 型

号ꎻ ８ 规格尺

寸 (长×宽×厚)

７０ ０４ 拉制或吹制玻璃板、 片ꎬ 不论

是否有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

层ꎬ 但未经其他加工:
７００４ ２０００ ￣整块着色、 不透明、 镶色或具

有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块着色、 具

有吸收层等)ꎻ ４ 状态

(是否经过表面加工)ꎻ
５ 形 状 ( 板、 片 )ꎻ
６ 工艺 (拉制或吹制)

７０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玻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 是 否 经 过 表 面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板、
片)ꎻ ５ 工艺 (拉制或

吹制)
７０ ０５ 浮法玻璃板、 片及表面研磨或

抛光玻璃板、 片ꎬ 不论是否有

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ꎬ 但未

经其他加工:
７００５ １０００ ￣具有吸收、 反射或非反射层的

非夹丝玻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具有吸收、 反

射或非反射层的)ꎻ ４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５ 形

状 (板、 片)ꎻ ６ 工 艺

(浮 法、 表 面 研 磨、 抛

光)
￣其他非夹丝玻璃:

７００５ ２１００ ￣￣整块着色、 不透明、 镶色或

仅表面研磨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整块着色、 不

透明、 镶色等)ꎻ ４ 状态

(是 否 夹 丝 )ꎻ ５ 形 状

(板、 片)ꎻ ６ 工艺 (浮
法、 表面研磨、 抛光)

１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４ 形

状 (板、 片)ꎻ ５ 工 艺

(浮 法、 表 面 研 磨、 抛

光)
７００５ ３０００ ￣夹丝玻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状

态 (是否夹丝)ꎻ ４ 形

状 (板、 片)ꎻ ５ 工 艺

(浮 法、 表 面 研 磨、 抛

光)
７０ ０６ 经弯曲、 磨边、 镂刻、 钻孔、

涂珐琅或其他加工的税目

７０ ０３、 ７０ ０４ 或 ７０ ０５ 的 玻

璃ꎬ 但未用其他材料镶框或装

配: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法 (经弯曲、 磨边、
镂 刻、 钻 孔、 涂 珐 琅

等)ꎻ ４ 状态 (未用其

他材 料 镶 框 或 装 配 )ꎻ
５ 形状 (板、 片、 型材、
异型材)ꎻ ６ 如为液晶玻

璃基板ꎬ 需申报第几代

７ 品牌 (生产

厂 家 )ꎻ ８ 型

号ꎻ ９ 规格尺

寸 (长×宽×厚)

７００６ ００００ 经弯曲、 磨边、 镂刻、 钻孔、
涂珐 琅 或 其 他 加 工 的 税 目

７０ ０３、 ７０ ０４ 或 ７０ ０５ 的 玻

璃ꎬ 但未用其他材料镶框或装

配

７０ ０７ 钢化或层压玻璃制的安全玻

璃: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车

辆、 航 空 器、 航 天 器、
船舶等)ꎻ ３ 加工方法

(钢化、 层压)

４. 品牌

￣钢化安全玻璃:
￣￣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
航空器、 航天器及船舶上:

７００７ １１１０ ￣￣￣航空器、 航天器及船舶用

７００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７０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层压安全玻璃:
￣￣规格及形状适于安装在车辆、
航空器、 航天器及船舶上:

７００７ ２１１０ ￣￣￣航空器、 航天器及船舶用

７００７ ２１９０ ￣￣￣其他

７０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０ ０８ 多层隔温、 隔音玻璃组件: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隔

温、 隔 音 )ꎻ ３ 类 型

(中空、 真空等)ꎻ ４ 层

数

５. 品牌

７００８ ００１０ ￣￣￣中空或真空隔温、 隔音玻璃

２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０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７０ ０９ 玻璃镜 (包括后视镜)ꎬ 不论

是否镶框:
７００９ １０００ ￣车辆后视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车辆

后视用等)ꎻ ３ 加工方法

(未经光学加工)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车辆

后视用等)ꎻ ３ 加工方法

(未经光学加工)ꎻ ４ 是

否镶框

７００９ ９１００ ￣￣未镶框

７００９ ９２００ ￣￣已镶框

７０ １０ 玻璃制的坛、 瓶、 缸、 罐、 安

瓿及其他容器ꎬ 用于运输或盛

装货物ꎻ 玻璃制保藏罐ꎻ 玻璃

塞、 盖及类似的封口器:
７０１０ １０００ ￣安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运输或盛装货物)ꎻ ３ 容

积

７０１０ ２０００ ￣塞、 盖及类似的封口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运输或盛装货物)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运输或盛装货物)ꎻ ３ 容

积

７０１０ ９０１０ ￣￣￣超过 １ 升

７０１０ ９０２０ ￣￣￣超过 ０ ３３ 升ꎬ 但不超过 １ 升

７０１０ ９０３０ ￣￣￣超过 ０ １５ 升ꎬ 但 不 超 过

０ ３３ 升

７０１０ ９０９０ ￣￣￣不超过 ０ １５ 升

７０ １１ 制灯泡、 阴极射线管及类似品

用的未封口玻璃外壳 (包括玻

璃泡及管) 及其玻璃零件ꎬ 但

未装有配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制灯

泡、 阴 极 射 线 管 等 )ꎻ
３ 加工方法 (用荧光物

质衬里、 未封口、 无配

件等)
７０１１ １０００ ￣电灯用

￣阴极射线管用:
７０１１ ２０１０ ￣￣￣显像管玻壳及其零件

７０１１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０１１ ９０１０ ￣￣￣电子管用 (阴极射线管用的

除外)
７０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 １３ 玻璃器ꎬ 供餐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公室、 室内装饰或类似

用途 (税目 ７０ １０ 或 ７０ １８ 的

货品除外):
７０１３ １０００ ￣玻璃陶瓷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餐

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

公 室、 室 内 装 饰 用 )ꎻ
３ 材质 (是否玻璃陶瓷

制)ꎻ ４ 器皿种类 (杯

等)

５ 工 艺 流 程

(手 工、 机 械、
半手工)

￣杯子ꎬ 但玻璃陶瓷制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餐

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

公 室、 室 内 装 饰 用 )ꎻ
３ 是 否 铅 晶 质 玻 璃ꎻ
４ 器 皿 种 类 ( 杯 等 )ꎻ
５ 平脚、 高脚杯ꎻ ６ 规

格

７ 型号ꎻ ８ 品

牌ꎻ ９ 工艺流

程 ( 手 工、 机

械、 半手工)

７０１３ ２２００ ￣￣铅晶质玻璃制

７０１３ ２８００ ￣￣其他

￣其他杯子ꎬ 但玻璃陶瓷制的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餐

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

公 室、 室 内 装 饰 用 )ꎻ
３ 是 否 铅 晶 质 玻 璃ꎻ
４ 器 皿 种 类 ( 杯 等 )ꎻ
５ 平脚、 高脚杯ꎻ ６ 规

格

７ 型号ꎻ ８ 品

牌ꎻ ９ 工艺流

程 ( 手 工、 机

械、 半手工)

７０１３ ３３００ ￣￣铅晶质玻璃制

７０１３ ３７００ ￣￣其他

￣餐桌或厨房用玻璃器皿 (不

包括杯子)ꎬ 但玻璃陶瓷制的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餐

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

公 室、 室 内 装 饰 用 )ꎻ
３ 是 否 铅 晶 质 玻 璃ꎻ
４ 器 皿 种 类 ( 杯 等 )ꎻ
５ 线膨胀系数

６ 工 艺 流 程

(手 工、 机 械、
半手工)

７０１３ ４１００ ￣￣铅晶质玻璃制

７０１３ ４２００ ￣￣温度在 ０℃至 ３００℃时线膨胀

系数不超过 ５× １０￣６ /开尔文的

其他玻璃制

７０１３ ４９００ ￣￣其他

￣其他玻璃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餐

桌、 厨房、 盥洗 室、 办

公 室、 室 内 装 饰 用 )ꎻ
３ 是 否 铅 晶 质 玻 璃ꎻ
４ 器皿种类 (杯等)

５ 工 艺 流 程

(手 工、 机 械、
半手工)

４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１３ ９１００ ￣￣铅晶质玻璃制

７０１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０ １４ 未经光学加工的信号玻璃器及

玻璃制光学元件 (税目 ７０ １５
的货品除外):

７０１４ ００１０ ￣￣￣光学仪器用光学元件毛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具体

列明 用 于 光 学 仪 器 名

称)ꎻ ３ 形状、 尺寸及外

观ꎻ ４ 是否经光学加工

７０１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用于光学仪器)ꎻ ３ 形

状、 尺寸及外观ꎻ ４ 是

否经光学加工

７０ １５ 钟表玻璃及类似玻璃、 视力矫

正或非视力矫正眼镜用玻璃ꎬ
呈弧面、 弯曲、 凹形或类似形

状但未经光学加工的ꎻ 制造上

述玻璃用的凹面圆形及扇形玻

璃:
￣视力矫正眼镜用玻璃:

７０１５ １０１０ ￣￣￣变色镜片坯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制造眼镜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 未 经 光 学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弧 面、 弯 曲、
凹形、 扇形等)ꎻ ５ 元件

种类 (视力矫正玻璃毛

坯 等 )ꎻ ６ 特 殊 功 能

(变色等)
７０１５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制造眼镜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 未 经 光 学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弧 面、 弯 曲、
凹形、 扇形等)ꎻ ５ 元件

种类 (视力矫正玻璃毛

坯等)
￣其他:

７０１５ ９０１０ ￣￣￣钟表玻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制造钟表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 未 经 光 学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弧 面、 弯 曲、
凹形、 扇形等)ꎻ ５ 元件

种类 (视力矫正玻璃毛

坯等)

５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１５ ９０２０ ￣￣￣平光变色镜片坯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制造眼镜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 未 经 光 学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弧 面、 弯 曲、
凹形、 扇形等)ꎻ ５ 元件

种类 (视力矫正玻璃毛

坯 等 )ꎻ ６ 特 殊 功 能

(变色等)
７０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制造眼镜等)ꎻ ３ 加工方

法 ( 未 经 光 学 加 工 )ꎻ
４ 形 状 ( 弧 面、 弯 曲、
凹形、 扇形等)ꎻ ５ 元件

种类 (视力矫正玻璃毛

坯等)
７０ １６ 建筑用压制或模制的铺面用玻

璃块、 砖、 片、 瓦及其他制

品ꎬ 不论是否夹丝ꎻ 供镶嵌或

类似装饰用的玻璃马赛克及其

他小件玻璃品ꎬ 不论是否有衬

背ꎻ 花饰铅条窗玻璃及类似

品ꎻ 多孔或泡沫玻璃块、 板、
片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建筑

铺面用)ꎻ ３ 加工方法

(压制、 模制等)ꎻ ４ 制

品种类 (马赛克ꎬ 花饰

铅条 窗 玻 璃ꎬ 铺 面 砖、
块、 片等)

７０１６ １０００ ￣供镶嵌或类似装饰用的玻璃马

赛克及其他小件玻璃品ꎬ 不论

是否有衬背

￣其他:
７０１６ ９０１０ ￣￣￣花饰铅条窗玻璃及类似品

７０１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０ １７ 实验室、 卫生及配药用的玻璃

器ꎬ 不论有无刻度或标量: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实验

室、 卫 生、 配 药 用 )ꎻ
３ 材质 (熔融石英、 熔

融硅石)ꎻ ４ 器皿种类

(量筒等)ꎻ ５ 线膨胀系

数

７０１７ １０００ ￣熔融石英或其他熔融硅石制

７０１７ ２０００ ￣温度在 ０℃ ~３００℃时线膨胀系

数不超过 ５× １０￣６ /开尔文的其

他玻璃制

７０１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６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 １８ 玻璃珠、 仿珍珠、 仿宝石或仿

半宝石和类似小件玻璃品及其

制品ꎬ 但仿首饰除外ꎻ 玻璃假

眼ꎬ 但医用假眼除外ꎻ 灯工方

法制作的玻璃塑像及其他玻璃

装饰品ꎬ 但仿首饰除外ꎻ 直径

不超过 １ 毫米的微型玻璃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装饰

用 等 )ꎻ ３ 加 工 方 法

(灯工方法等)ꎻ ４ 玻璃

球的直径ꎻ ５ 材质 (钙

钠玻璃、 铅晶玻璃等)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７０１８ １０００ ￣玻璃珠、 仿珍珠、 仿宝石或仿

半宝石及类似小件玻璃品

７０１８ ２０００ ￣直径不超过 １ 毫米的微型玻璃

球

７０１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０ １９ 玻璃纤维 (包括玻璃棉) 及其

制品 (例如ꎬ 玻璃纤维纱线及

其织物):
￣梳条、 粗纱、 纱线及短切纤

维: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种类 (梳

条、 粗 纱、 纱 线、 短

纤)ꎻ ４ 长度

７０１９ １１００ ￣￣长度不超过 ５０ 毫米的短切纤

维

７０１９ １２００ ￣￣粗纱

７０１９ １９００ ￣￣其他

￣薄 片 ( 巴 厘 纱 )、 纤 维 网、
席、 垫、 板及类似无纺产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种类 (席、
薄片、 纤维网、 垫、 板

等)
７０１９ ３１００ ￣￣席
７０１９ ３２００ ￣￣薄片 (巴厘纱)

￣￣其他:
７０１９ ３９１０ ￣￣￣垫
７０１９ ３９９０ ￣￣￣其他

７０１９ ４０００ ￣粗纱机织物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织造方法

(机 织 )ꎻ ４ 纱 线 类 型

(粗纱)
￣其他机织物:

７０１９ ５１００ ￣￣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织造方法

(机 织 )ꎻ ４ 纱 线 类 型

(细纱等)ꎻ ５ 幅宽

７５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０１９ ５２００ ￣￣宽度超过 ３０ 厘米的长丝平纹

织物ꎬ 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

２５０ 克ꎬ 单根纱线细度不超过

１３６ 特克斯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织造方法

(机 织 )ꎻ ４ 纱 线 类 型

(细 纱 等 )ꎻ ５ 幅 宽ꎻ
６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７ 单

纱细度

８ 标称厚度

７０１９ ５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玻璃

纤维制)ꎻ ３ 织造方法

(机 织 )ꎻ ４ 纱 线 类 型

(细 纱 等 )ꎻ ５ 幅 宽ꎻ
６ 每平方米克重ꎻ ７ 单

纱细度

￣其他:
７０１９ ９０１０ ￣￣￣玻璃棉及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棉制)
￣￣￣玻璃纤维布浸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纤维布浸胶)ꎻ
４ 每平方米重量

７０１９ ９０２１ ￣￣￣￣每平方米重量小于 ４５０ 克

７０１９ ９０２９ ￣￣￣￣其他

７０１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纤维制)
７０ ２０ 其他玻璃制品:

￣￣￣工业用:
７０２０ ００１１ ￣￣￣￣导电玻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制)
４ 导电层材质、
电阻值

７０２０ ００１２ ￣￣￣￣绝缘子用玻璃伞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制)
７０２０ ００１３ ￣￣￣￣熔融石英或其他熔融硅石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熔融石英或其他熔

融硅石制)
７０２０ ０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制)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玻璃制)
７０２０ ００９１ ￣￣￣￣保温瓶或其他保温容器用的

玻璃胆

７０２０ ００９９ ￣￣￣￣其他

８５４



第十四类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属、
包贵金属及其制品ꎻ 仿首饰ꎻ 硬币

第七十一章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贵金属、 包贵金属及其制品ꎻ 仿首饰ꎻ 硬币

注释:
一、 除第六类注释一 (一) 及下列各款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制品的全部或部分由下列物品构成ꎬ 均应归入本章:

(一)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ꎻ 或

(二)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ꎮ
二、 (一) 税目 ７１ １３、 ７１ １４ 及 ７１ １５ 不包括带有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小零件或小装饰品 (例如ꎬ 交织字母、

套、 圈、 套环) 的制品ꎬ 上述注释一 (二) 也不适用于这类制品ꎻ
(二) 税目 ７１ １６ 不包括含有贵金属或包贵金属 (仅作为小零件或小装饰品的除外) 的制品ꎮ

三、 本章不包括:
(一) 贵金属汞齐及胶态贵金属 (税目 ２８ ４３)ꎻ
(二) 第三十章的外科用无菌缝合材料、 牙科填料或其他货品ꎻ
(三) 第三十二章的货品 (例如ꎬ 光瓷釉)ꎻ
(四) 载体催化剂 (税目 ３８ １５)ꎻ
(五) 第四十二章注释三 (二) 所述的税目 ４２ ０２ 或 ４２ ０３ 的物品ꎻ
(六) 税目 ４３ ０３ 或 ４３ ０４ 的物品ꎻ
(七) 第十一类的货品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ꎻ
(八) 第六十四章或第六十五章的鞋靴、 帽类及其他物品ꎻ
(九) 第六十六章的伞、 手杖及其他物品ꎻ
(十) 税目 ６８ ０４ 或 ６８ ０５ 及第八十二章含有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或合成) 粉末的研磨材料制品ꎻ 第八十二章

装有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工作部件的器具ꎻ 第十六类的机器、 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及其

零件ꎮ 然而ꎬ 完全以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制成的物品及其零件ꎬ 除未安装的唱针用已加

工蓝宝石或钻石外 (税目 ８５ ２２)ꎬ 其余仍应归入本章ꎻ
(十一)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或第九十二章的物品 (科学仪器、 钟表及乐器)ꎻ
(十二) 武器及其零件 (第九十三章)ꎻ
(十三) 第九十五章注释二所述物品ꎻ
(十四) 根据第九十六章注释四应归入该章的物品ꎻ 或

(十五) 雕塑品原件 (税目 ９７ ０３)、 收藏品 (税目 ９７ ０５) 或超过 １００ 年的古物 (税目 ９７ ０６)ꎬ 但天然或养殖

珍珠、 宝石及半宝石除外ꎮ
四、 (一) 所称 “贵金属”ꎬ 是指银、 金及铂ꎻ

(二) 所称 “铂”ꎬ 是指铂、 铱、 锇、 钯、 铑及钌ꎻ
(三) 所称 “宝石或半宝石”ꎬ 不包括第九十六章注释二 (二) 所述任何物质ꎮ

五、 含有贵金属的合金 (包括烧结及化合的)ꎬ 只要其中任何一种贵金属的含量达到合金重量的 ２％ꎬ 即应视为本

章的贵金属合金ꎮ 贵金属合金应按下列规则归类:
(一) 按重量计含铂量在 ２％及以上的合金ꎬ 应视为铂合金ꎻ
(二) 按重量计含金量在 ２％及以上ꎬ 但不含铂或按重量计含铂量在 ２％以下的合金ꎬ 应视为金合金ꎻ
(三) 按重量计含银量在 ２％及以上的其他合金ꎬ 应视为银合金ꎮ

六、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目录所称贵金属应包括上述注释五所规定的贵金属合金ꎬ 但不包括包贵金属或表面

镀以贵金属的贱金属及非金属ꎮ
七、 本目录所称 “包贵金属”ꎬ 是指以贱金属为底料ꎬ 在其一面或多面用焊接、 熔接、 热轧或类似机械方法覆盖一

层贵金属的材料ꎮ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也包括镶嵌贵金属的贱金属ꎮ

９５４



八、 除第六类注释一 (一) 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符合税目 ７１ １２ 规定的货品ꎬ 应归入该税目而不归入本目录的其他

税目ꎮ
九、 税目 ７１ １３ 所称 “首饰”ꎬ 是指:

(一) 个人用小饰物 (例如ꎬ 戒指、 手镯、 项圈、 饰针、 耳环、 表链、 表链饰物、 垂饰、 领带别针、 袖扣、 饰

扣、 宗教性或其他勋章及徽章)ꎻ 以及

(二) 通常放置在衣袋、 手提包或佩带在身上的个人用品 (例如ꎬ 雪茄盒或烟盒、 鼻烟盒、 口香糖盒或药丸

盒、 粉盒、 链袋、 念珠)ꎮ
这些物品可以和下列物品组合或镶嵌: 例如ꎬ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合成或再造的宝石或半宝石、
玳瑁壳、 珍珠母、 兽牙、 天然或再生琥珀、 黑玉或珊瑚ꎮ

十、 税目 ７１ １４ 所称 “金银器”ꎬ 包括装饰品、 餐具、 梳妆用具、 吸烟用具及类似的家庭、 办公室或宗教用的其他

物品ꎮ
十一、 税目 ７１ １７ 所称 “仿首饰”ꎬ 是指不含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及贵金属或包

贵金属 (仅作为镀层或小零件、 小装饰品的除外) 的上述注释九 (一) 所述的首饰 (不包括税目 ９６ ０６ 的

纽扣及其他物品或税目 ９６ １５ 的梳子、 发夹及类似品)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７１０６ １０、 ７１０８ １１、 ７１１０ １１、 ７１１０ ２１、 ７１１０ ３１ 及 ７１１０ ４１ 所称 “粉末”ꎬ 是指按重量计 ９０％及以上可从

网眼孔径为 ０ ５ 毫米的筛子通过的产品ꎮ
二、 子目 ７１１０ １１ 及 ７１１０ １９ 所称 “铂”ꎬ 可不受本章注释四 (二) 的规定约束ꎬ 不包括铱、 锇、 钯、 铑及钌ꎮ
三、 对于税目 ７１ １０ 项下的子目所列合金的归类ꎬ 按其所含铂、 钯、 铑、 铱、 锇或钌中重量最大的一种金属归类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７１ ０１ 天然或养殖珍珠ꎬ 不论是否加

工或分级ꎬ 但未成串或镶嵌ꎻ
天然或养殖珍珠ꎬ 为便于运输

而暂穿成串: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黑珍

珠 等 )ꎻ ３ 加 工 程 度

( 打 孔、 未 加 工 等 )ꎻ
４ 状态 (未成串、 未镶

嵌等)ꎻ ５ 来源 (天然、
养殖)ꎻ ６ 等级

￣天然珍珠:
￣￣￣未分级:

７１０１ １０１１ ￣￣￣￣黑珍珠

７１０１ １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７１０１ １０９１ ￣￣￣￣黑珍珠

７１０１ １０９９ ￣￣￣￣其他

￣养殖珍珠:
￣￣未加工:

７１０１ ２１１０ ￣￣￣未分级

７１０１ ２１９０ ￣￣￣其他

￣￣已加工:
７１０１ ２２１０ ￣￣￣未分级

７１０１ ２２９０ ￣￣￣其他

０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１ ０２ 钻石ꎬ 不论是否加工ꎬ 但未镶

嵌: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程度 (未加工ꎬ 经简

单 锯 开、 劈 开、 粗 磨

等)ꎻ ４ 来源 (天然)
７１０２ １０００ ￣未分级

￣工业用:
７１０２ ２１００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 劈开

或粗磨

７１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非工业用:
７１０２ ３１００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 劈开

或粗磨

７１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７１ ０３ 宝石 (钻石除外) 或半宝石ꎬ
不论是否加工或分级ꎬ 但未成

串或镶嵌ꎻ 未分级的宝石 (钻
石除外) 或半宝石ꎬ 为便于运

输而暂穿成串:
７１０３ １０００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或粗制成

形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红宝

石、 蓝 宝 石、 祖 母 绿、
翡翠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ꎻ ４ 状 态

(未成串、 未镶嵌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

级

７ 矿物学名及

英 文 名 称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缅

甸公盘成交需

申报玉石编号、
件 数、 重 量ꎻ
１１ 颜色

￣经其他加工:
７１０３ ９１００ ￣￣红宝石、 蓝宝石、 祖母绿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水

晶 /紫晶、 软玉 /和田玉

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钻 孔、 打 磨、
热处理、 充填等)ꎻ ４ 状

态 ( 未 成 串、 未 镶 嵌

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其他:

１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１０３ ９９１０ ￣￣￣翡翠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水

晶 /紫晶、 软玉 /和田玉

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钻 孔、 打 磨、
热处理、 充填等)ꎻ ４ 状

态 ( 未 成 串、 未 镶 嵌

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７１０３ ９９２０ ￣￣￣水晶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水

晶 / 紫晶、 软玉 /和田玉

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钻 孔、 打 磨、
热处理、 充填等)ꎻ ４ 状

态 ( 未 成 串、 未 镶 嵌

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７１０３ ９９３０ ￣￣￣碧玺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水

晶 /紫晶、 软玉 /和田玉

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钻 孔、 打 磨、
热处理、 充填等)ꎻ ４ 状

态 ( 未 成 串、 未 镶 嵌

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７１０３ ９９４０ ￣￣￣软玉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水

晶 /紫晶、 软玉 /和田玉

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

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钻 孔、 打 磨、
热处理、 充填等)ꎻ ４ 状

态 ( 未 成 串、 未 镶 嵌

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７１０３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红宝

石、 蓝 宝 石、 祖 母 绿、
翡翠等)ꎻ ３ 加工程度

(未加工ꎬ 经简单锯开、
粗 制 成 形 )ꎻ ４ 状 态

(未成串、 未镶嵌等)ꎻ
５ 来源 (天然)ꎻ ６ 等

级

７ 矿 物 学 名ꎻ
８ 规格ꎻ ９ 化

学成分ꎻ １０ 颜

色

２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１ ０４ 合成或再造的宝石或半宝石ꎬ
不论是否加工或分级ꎬ 但未成

串或镶嵌的ꎻ 未分级的合成或

再造的宝石或半宝石ꎬ 为便于

运输而暂穿成串: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 压 电 石 英 等 )ꎻ
４ 加工程度 (经简单锯

开、 粗制成形)ꎻ ５ 状态

(未成串、 未镶嵌等)ꎻ
６ 来源 (合成、 再造)

７１０４ １０００ ￣压电石英

￣其他ꎬ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或

粗制成形:
７１０４ ２０１０ ￣￣￣钻石

７１０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工业用:

７１０４ ９０１１ ￣￣￣￣钻石

７１０４ ９０１２ ￣￣￣￣蓝宝石

７１０４ ９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７１０４ ９０９１ ￣￣￣￣钻石

７１０４ ９０９９ ￣￣￣￣其他

７１ ０５ 天然或合成的宝石或半宝石的

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压电

石英等)ꎻ ３ 状态 (未

成串、 未镶嵌等)ꎻ ４ 来

源 (天然、 合成、 再造)
￣钻石的:

７１０５ １０１０ ￣￣￣天然的

７１０５ １０２０ ￣￣￣人工合成的

７１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第二分章　 贵金属及包贵金属

７１ ０６ 银 (包括镀金、 镀铂的银)ꎬ
未锻造、 半制成或粉末状:
￣银粉: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ꎻ ３ 材 质 ( 纯 银、
银合金、 镀金、 镀铂)ꎻ
４ 加工程度 (未锻造、
半 制 成 )ꎻ ５ 纯 度ꎻ
６ 平均粒径

￣￣￣非片状粉末:
７１０６ １０１１ ￣￣￣￣平均粒径小于 ３ 微米

７１０６ １０１９ ￣￣￣￣其他

￣￣￣片状粉末:
７１０６ １０２１ ￣￣￣￣平均粒径小于 １０ 微米

７１０６ １０２９ ￣￣￣￣其他

３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ꎻ ３ 材 质 ( 纯 银、
银合金、 镀金、 镀铂)ꎻ
４ 加工程度 (未锻造、
半制成)ꎻ ５ 纯度

￣￣未锻造:
７１０６ ９１１０ ￣￣￣纯度达 ９９ ９９％及以上

７１０６ ９１９０ ￣￣￣其他

￣￣半制成:
７１０６ ９２１０ ￣￣￣纯度达 ９９ ９９％及以上

７１０６ ９２９０ ￣￣￣其他

７１ ０７ 以贱金属为底的包银材料: １ 品 名ꎻ ２ 基 底 材 质

(铜等)
７１０７ ００００ 以贱金属为底的包银材料

７１ ０８ 金 (包括镀铂的金)ꎬ 未锻造、
半制成或粉末状: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ꎻ ３ 材 质 ( 纯 金、
金合金、 镀铂)ꎻ ４ 纯

度ꎻ ５ 加工程度 (未锻

造、 半制成)ꎻ ６ 货币用

请注明用途

￣非货币用:
７１０８ １１００ ￣￣金粉

７１０８ １２００ ￣￣其他未锻造形状

７１０８ １３００ ￣￣其他半制成形状

７１０８ ２０００ ￣货币用

７１ ０９ 以贱金属或银为底的包金材

料:
１ 品 名ꎻ ２ 基 底 材 质

(铜、 银等)
７１０９ ００００ 以贱金属或银为底的包金材料

７１ １０ 铂ꎬ 未锻造、 半制成或粉末

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粉末

等)ꎻ ３ 材质 (铂、 钯、
铑、 铱、 锇、 钌)ꎻ ４ 加

工程 度 ( 未 锻 造ꎬ 板、
片等)

５ 贵金属成分

含量

￣铂:
７１１０ １１００ ￣￣未锻造或粉末状

￣￣其他:
７１１０ １９１０ ￣￣￣板、 片

７１１０ １９９０ ￣￣￣其他

￣钯:
７１１０ ２１００ ￣￣未锻造或粉末状

￣￣其他:
７１１０ ２９１０ ￣￣￣板、 片

７１１０ ２９９０ ￣￣￣其他

４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铑:
７１１０ ３１００ ￣￣未锻造或粉末状

￣￣其他:
７１１０ ３９１０ ￣￣￣板、 片

７１１０ ３９９０ ￣￣￣其他

￣铱、 锇及钌:
７１１０ ４１００ ￣￣未锻造或粉末状

￣￣其他:
７１１０ ４９１０ ￣￣￣板、 片

７１１０ ４９９０ ￣￣￣其他

７１ １１ 以贱金属、 银或金为底的包铂

材料:
１ 品 名ꎻ ２ 基 底 材 质

(铜、 银、 金等)
７１１１ ００００ 以贱金属、 银或金为底的包铂

材料

７１ １２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废碎料ꎻ
含有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的

其他废碎料ꎬ 主要用于回收贵

金属:

１ 品名ꎻ ２ 状态 (废碎

料、 灰)ꎻ ３ 来 源 ( 由

破碎含有贵金属的电路

板而得等)ꎻ ４ 贵金属的

成分含量

￣含有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的

灰:
７１１２ ３０１０ ￣￣￣含有银或银化合物的

７１１２ ３０９０ ￣￣￣其他

￣其他:
￣￣金及包金的废碎料ꎬ 但含有

其他贵金属的除外:
７１１２ ９１１０ ￣￣￣金及包金的废碎料

７１１２ ９１２０ ￣￣￣含有金及金化合物的废碎料

￣￣铂及包铂的废碎料ꎬ 但含有

其他贵金属的地脚除外:
７１１２ ９２１０ ￣￣￣铂及包铂的废碎料

７１１２ ９２２０ ￣￣￣含有铂或铂化合物的废碎料

￣￣其他:
７１１２ ９９１０ ￣￣￣含有银或银化合物的废碎料

７１１２ ９９２０ ￣￣￣含其他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

物的废碎料

７１１２ ９９９０ ￣￣￣其他

第三分章　 珠宝首饰、
金银器及其他制品

５６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１ １３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首饰及

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铂、
金、 银等)ꎻ ３ 加工方法

(镶嵌宝石、 包金、 包银

等)ꎻ ４ 首饰种类 (戒

指等)

５ 贵金属成分

含量

￣贵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贵

金属:
￣￣银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其他

贵金属:
７１１３ １１１０ ￣￣￣镶嵌钻石的

７１１３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贵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贵金属:
￣￣￣黄金制:

７１１３ １９１１ ￣￣￣￣镶嵌钻石的

７１１３ １９１９ ￣￣￣￣其他

￣￣￣铂制:
７１１３ １９２１ ￣￣￣￣镶嵌钻石的

７１１３ １９２９ ￣￣￣￣其他

￣￣￣其他:
７１１３ １９９１ ￣￣￣￣镶嵌钻石的

７１１３ １９９９ ￣￣￣￣其他

￣以贱金属为底的包贵金属制:
７１１３ ２０１０ ￣￣￣镶嵌钻石的

７１１３ ２０９０ ￣￣￣其他

７１ １４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金银器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餐具

等)ꎻ ３ 材质 (铂、 金、
银 等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包金、 镀金等)

５ 贵金属成分

含量

￣贵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贵

金属:
７１１４ １１００ ￣￣银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其他

贵金属

７１１４ １９００ ￣￣其他贵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包、
镀贵金属

７１１４ ２０００ ￣以贱金属为底的包贵金属制

７１ １５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其他制

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实验室用等)ꎻ ３ 种

类 (坩埚等)ꎻ ４ 形状

(格栅形状等)ꎻ ５ 材质

(铂等)

６ 贵金属成分

含量

７１１５ １０００ ￣金属丝布或格栅形状的铂催化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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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７１１５ ９０１０ ￣￣￣工业或实验室用

７１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１ １６ 用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

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制

成的物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手镯

等)ꎻ ３ 材质 (养殖珍

珠、 天 然 珍 珠、 宝 石、
半宝石)

７１１６ １０００ ￣天然或养殖珍珠制

７１１６ ２０００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

或再造) 制

７１ １７ 仿首饰: １ 品 名ꎻ ２ 种 类 ( 袖

扣、 饰 扣、 手 镯 等 )ꎻ
３ 材质

４ 是否镀贵金

属ꎻ ５ 品牌

￣贱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镀贵金

属:
７１１７ １１００ ￣￣袖扣、 饰扣

７１１７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１１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１ １８ 硬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法定

货 币、 非 法 定 货 币 )ꎻ
３ 材质 (铜制等)

４ 成分含量

７１１８ １０００ ￣非法定货币的硬币 (金币除

外)
７１１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６４



第十五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注释:
一、 本类不包括:

(一) 以金属粉末为基本成分的调制油漆、 油墨或其他产品 (税目 ３２ ０７ 至 ３２ １０、 ３２ １２、 ３２ １３ 或 ３２ １５)ꎻ
(二) 铈铁或其他引火合金 (税目 ３６ ０６)ꎻ
(三) 税目 ６５ ０６ 或 ６５ ０７ 的帽类及其零件ꎻ
(四) 税目 ６６ ０３ 的伞骨及其他物品ꎻ
(五) 第七十一章的货品 (例如ꎬ 贵金属合金、 以贱金属为底的包贵金属、 仿首饰)ꎻ
(六) 第十六类的物品 (机器、 机械器具及电气设备)ꎻ
(七) 已装配的铁道或电车道轨道 (税目 ８６ ０８) 或第十七类的其他物品 (车辆、 船舶、 航空器)ꎻ
(八) 第十八类的仪器及器具ꎬ 包括钟表发条ꎻ
(九) 做弹药用的铅弹 (税目 ９３ ０６) 或第十九类的其他物品 (武器、 弹药)ꎻ
(十)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弹簧床垫ꎬ 灯具及照明装置、 发光标志、 活动房屋)ꎻ
(十一)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例如ꎬ 玩具、 游戏品及运动用品)ꎻ
(十二) 手用筛子、 纽扣、 钢笔、 铅笔套、 钢笔尖、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或第九十六章的其他物

品 (杂项制品)ꎻ 或

(十三) 第九十七章的物品 (例如ꎬ 艺术品)ꎮ
二、 本目录所称 “通用零件”ꎬ 是指:

(一) 税目 ７３ ０７、 ７３ １２、 ７３ １５、 ７３ １７ 或 ７３ １８ 的物品及其他贱金属制的类似品ꎻ
(二) 贱金属制的弹簧及弹簧片ꎬ 但钟表发条 (税目 ９１ １４) 除外ꎻ 以及

(三) 税目 ８３ ０１、 ８３ ０２、 ８３ ０８、 ８３ １０ 的物品及税目 ８３ ０６ 的贱金属制的框架及镜子ꎮ
第七十三章至第七十六章 (税目 ７３ １５ 除外) 及第七十八章至第八十二章所列货品的零件ꎬ 不包括上述的通用

零件ꎮ
除上段及第八十三章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第七十二章至第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不包括第八

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的物品ꎮ
三、 本目录所称 “贱金属” 是指: 铁及钢、 铜、 镍、 铝、 铅、 锌、 锡、 钨、 钼、 钽、 镁、 钴、 铋、 镉、 钛、 锆、

锑、 锰、 铍、 铬、 锗、 钒、 镓、 铪、 铟、 铌 (钶)、 铼及铊ꎮ
四、 本目录所称 “金属陶瓷”ꎬ 是指金属与陶瓷成分以极细微粒不均匀结合而成的产品ꎮ “金属陶瓷” 包括硬质合

金 (金属碳化物与金属烧结而成)ꎮ
五、 合金的归类规则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四章所规定的铁合金及母合金除外):

(一) 贱金属的合金按其所含重量最大的金属归类ꎻ
(二) 由本类的贱金属和非本类的元素构成的合金ꎬ 如果所含贱金属的总重量等于或超过所含其他元素的总重

量ꎬ 应作为本类贱金属合金归类ꎻ
(三) 本类所称 “合金”ꎬ 包括金属粉末的烧结混合物、 熔化而得的不均匀紧密混合物 (金属陶瓷除外) 及金

属间化合物ꎮ
六、 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目录所称的贱金属包括贱金属合金ꎬ 这类合金应按上述注释五的规则进行归

类ꎮ
七、 复合材料制品的归类规则:

除各税目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贱金属制品 (包括根据 “归类总规则” 作为贱金属制品的混合材料制品) 如果含

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贱金属的ꎬ 按其所含重量最大的贱金属的制品归类ꎮ
为此:
(一) 钢、 铁或不同种类的钢铁ꎬ 均视为一种金属ꎻ
(二) 按照注释五的规定作为某一种金属归类的合金ꎬ 应视为一种金属ꎻ 以及

(三) 税目 ８１ １３ 的金属陶瓷ꎬ 应视为一种贱金属ꎮ

８６４



八、 本类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废碎料

在金属生产或机械加工中产生的废料及碎屑ꎬ 以及因破裂、 切断、 磨损及其他原因而明显不能作为原物

使用的金属货品ꎮ
(二) 粉末

按重量计 ９０％及以上可从网眼孔径为 １ 毫米的筛子通过的产品ꎮ

第七十二章　 钢　 铁

注释:
一、 本章所述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本条注释 (四)、 (五)、 (六) 适用于本目录其他各章]:

(一) 生铁

无实用可锻性的铁碳合金ꎬ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２％以上并可含有一种或几种下列含量范围的其他元素:
铬不超过 １０％ꎻ
锰不超过 ６％ꎻ
磷不超过 ３％ꎻ
硅不超过 ８％ꎻ
其他元素合计不超过 １０％ꎮ

(二) 镜铁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６％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３０％的铁碳合金ꎬ 其他方面符合上述 (一) 款所列标准ꎮ
(三) 铁合金

锭、 块、 团或类似初级形状、 连续铸造而形成的各种形状及颗粒、 粉末状的合金ꎬ 不论是否烧结ꎬ 通常

用于其他合金生产过程中的添加剂或在黑色金属冶炼中作除氧剂、 脱硫剂及类似用途ꎬ 一般无实用可锻

性ꎬ 按重量计铁元素含量在 ４％及以上并含有下列一种或几种元素:
铬超过 １０％ꎻ
锰超过 ３０％ꎻ
磷超过 ３％ꎻ
硅超过 ８％ꎻ
除碳以外的其他元素ꎬ 合计超过 １０％ꎬ 但最高含铜量不得超过 １０％ꎮ

(四) 钢

除税目 ７２ ０３ 以外的黑色金属材料 (某些铸造而成的种类除外)ꎬ 具有实用可锻性ꎬ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２％及以下ꎬ 但铬钢可具有较高的含碳量ꎮ
(五) 不锈钢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１ ２％及以下ꎬ 含铬量在 １０ ５％及以上的合金钢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ꎮ
(六) 其他合金钢

不符合以上不锈钢定义的钢ꎬ 含有一种或几种按重量计符合下列含量比例的元素:
铝 ０ ３％及以上ꎻ
硼 ０ ０００８％及以上ꎻ
铬 ０ ３％及以上ꎻ
钴 ０ ３％及以上ꎻ
铜 ０ ４％及以上ꎻ
铅 ０ ４％及以上ꎻ
锰 １ ６５％及以上ꎻ
钼 ０ ０８％及以上ꎻ
镍 ０ ３％及以上ꎻ
铌 ０ ０６％及以上ꎻ
硅 ０ ６％及以上ꎻ

９６４



钛 ０ ０５％及以上ꎻ
钨 ０ ３％及以上ꎻ
钒 ０ １％及以上ꎻ
锆 ０ ０５％及以上ꎻ
其他元素 (硫、 磷、 碳及氮除外) 单项含量在 ０ １％及以上ꎮ

(七) 供再熔的碎料钢铁锭

粗铸成形无缩孔或冒口的锭块产品ꎬ 表面有明显瑕疵ꎬ 化学成分不同于生铁、 镜铁及铁合金ꎮ
(八) 颗粒

按重量计不到 ９０％可从网眼孔径为 １ 毫米的筛子通过ꎬ 而 ９０％及以上可从网眼孔径为 ５ 毫米的筛子通过

的产品ꎮ
(九) 半制成品

连续铸造的实心产品ꎬ 不论是否初步热轧ꎻ 其他实心产品ꎬ 除经初步热轧或锻造粗制成形以外未经进一

步加工ꎬ 包括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的坯件ꎮ
本类产品不包括成卷的产品ꎮ

(十) 平板轧材

截面为矩形 (正方形除外) 并且不符合以上第 (九) 款所述定义的下列形状实心轧制产品:
１ 层叠的卷材ꎻ 或

２ 平直形状ꎬ 其厚度如果在 ４ ７５ 毫米以下ꎬ 则宽度至少是厚度的十倍ꎻ 其厚度如果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ꎬ
其宽度应超过 １５０ 毫米ꎬ 并且至少应为厚度的两倍ꎮ
平板轧材包括直接轧制而成并有凸起式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 菱形) 的产品以及穿

孔、 抛光或制成瓦楞形的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各种规格的平板轧材 (矩形或正方形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ꎬ 都应作为宽

度为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的产品归类ꎮ
(十一) 不规则盘绕的热轧条、 杆

经热轧不规则盘绕的实心产品ꎬ 其截面为圆形、 扇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其他

外凸多边形 (包括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ꎬ 即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形)ꎮ
这类产品可带有在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凹痕、 凸缘、 槽沟或其他变形 (钢筋)ꎮ

(十二) 其他条、 杆

不符合上述 (九)、 (十)、 (十一) 款或 “丝” 定义的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扇形、 椭圆

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其他外凸多边形 (包括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ꎬ 即相对两边

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形)ꎮ 这些产品可以:
１ 带有在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凹痕、 凸缘、 槽沟或其他变形 (钢筋)ꎻ
２ 轧制后扭曲的ꎮ

(十三) 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

不符合上述 (九)、 (十)、 (十一)、 (十二) 款或 “丝” 定义ꎬ 但其全长截面均为同样形状的实心产

品ꎮ
第七十二章不包括税目 ７３ ０１ 或 ７３ ０２ 的产品ꎮ

(十四) 丝

不符合平板轧材定义但全长截面均为同样形状的盘卷冷成形实心产品ꎮ
(十五) 空心钻钢

适合钻探用的各种截面的空心条、 杆ꎬ 其最大外形尺寸超过 １５ 毫米但不超过 ５２ 毫米ꎬ 最大内孔尺寸

不超过最大外形尺寸的 １ / ２ꎮ 不符合本定义的钢铁空心条、 杆应归入税目 ７３ ０４ꎮ
二、 用一种黑色金属包覆不同种类的黑色金属ꎬ 应按其中重量最大的材料归类ꎮ
三、 用电解沉积法、 压铸法或烧结法所得的钢铁产品ꎬ 应按其形状、 成分及外观归入本章类似热轧产品的相应税

目ꎮ
子目注释:

一、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０７４



(一) 合金生铁

按重量计含有一种或几种下列比例的元素的生铁:
铬 ０ ２％以上ꎻ
铜 ０ ３％以上ꎻ
镍 ０ ３％以上ꎻ
０ １％以上的任何下列元素: 铝、 钼、 钛、 钨、 钒ꎮ

(二) 非合金易切削钢

按重量计含有一种或几种下列比例的元素的非合金钢:
硫 ０ ０８％及以上ꎻ
铅 ０ １％及以上ꎻ
硒 ０ ０５％以上ꎻ
碲 ０ ０１％以上ꎻ
铋 ０ ０５％以上ꎮ

(三) 硅电钢

按重量计含硅量至少为 ０ ６％但不超过 ６％ꎬ 含碳量不超过 ０ ０８％的合金钢ꎮ 这类钢还可含有按重量计不

超过 １％的铝ꎬ 但所含其他元素的比例并不使其具有其他合金钢的特性ꎮ
(四) 高速钢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ꎬ 但至少含有按重量计合计含量在 ７％及以上的钼、 钨、 钒中两种元素的合金钢ꎬ
按重量计其含碳量在 ０ ６％及以上ꎬ 含铬量在 ３％~６％ꎮ

(五) 硅锰钢

按重量计同时含有下列元素的合金钢:
碳不超过 ０ ７％ꎻ
锰 ０ ５％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 ９％ꎻ 以及

硅 ０ ６％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 ３％ꎮ 但所含其他元素的比例并不使其具有其他合金钢的特性ꎮ
二、 税目 ７２ ０２ 项下的子目所列铁合金ꎬ 应按照下列规则归类:

对于只有一种元素超出本章注释一 (三) 规定的最低百分比的铁合金ꎬ 应作为二元合金归入相应的子目ꎮ 以此

类推ꎬ 如果有两种或三种合金元素超出了最低百分比的ꎬ 则可分别作为三元或四元合金ꎮ
在运用本规定时ꎬ 本章注释一 (三) 所述的未列名的 “其他元素”ꎬ 按重量计单项含量必须超过 １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第一分章　 原料ꎻ 粒状及

粉状产品

７２ ０１ 生铁及镜铁ꎬ 锭、 块或其他初

级形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等)ꎻ ３ 材质 (生铁、
镜 铁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铁、 碳、 铬、 锰、 磷、
硅的含量)

７２０１ １０００ ￣非合金生铁ꎬ 按重量计含磷量

在 ０ ５％及以下

７２０１ ２０００ ￣非合金生铁ꎬ 按重量计含磷量

在 ０ ５％以上

７２０１ ５０００ ￣合金生铁ꎻ 镜铁

７２ ０２ 铁合金:

１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锰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 及 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ꎻ ４ 碳含量

７２０２ １１００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２％以上

７２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硅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２０２ ２１００ ￣￣按重量计含硅量在 ５５％以上

７２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０２ ３０００ ￣硅锰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铬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签约日期

７２０２ ４１００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４％以上

７２０２ ４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０２ ５０００ ￣硅铬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２０２ ６０００ ￣镍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４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５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６ 计 价 日 期ꎻ
７ 签约日期

７２０２ ７０００ ￣钼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２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钨铁及硅钨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２０２ ８０１０ ￣￣￣钨铁

７２０２ ８０２０ ￣￣￣硅钨铁

￣其他:
７２０２ ９１００ ￣￣钛铁及硅钛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钒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２０２ ９２１０ ￣￣￣按重量计含钒量在 ７５％及以

上

７２０２ ９２９０ ￣￣￣其他

７２０２ ９３００ ￣￣铌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锰

铁、 硅铁、 铬铁、 镍 铁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铁

含量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４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钕铁硼合金:
７２０２ ９９１１ ￣￣￣￣速凝永磁片

７２０２ ９９１２ ￣￣￣￣磁粉

７２０２ ９９１９ ￣￣￣￣其他

￣￣￣其他:
７２０２ ９９９１ ￣￣￣￣按重量计稀土元素总含量在

１０％以上的

７２０２ ９９９９ ￣￣￣￣其他

７２ ０３ 直接从铁矿还原所得的铁产品

及其他海绵铁产品ꎬ 块、 团、
团粒及类似形状ꎻ 按重量计纯

度在 ９９ ９４％及以上的铁ꎬ 块、
团、 团粒及类似形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块、
团、 团粒等)ꎻ ３ 来源

(是直接从铁矿还原所得

还是海绵铁产品)ꎻ ４ 成

分含量 (铁、 碳、 合金

元素、 非合金元素的含

量)
７２０３ １０００ ￣直接从铁矿还原所得的铁产品

７２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 ０４ 钢铁废碎料ꎻ 供再熔的碎料钢

铁锭:
７２０４ １０００ ￣铸铁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合金钢废碎料:
７２０４ ２１００ ￣￣不锈钢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钢号 ８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７２０４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７２０４ ３０００ ￣镀锡钢铁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其他废碎料:

４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０４ ４１００ ￣￣车、 刨、 铣、 磨、 锯、 锉、
剪、 冲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

料ꎬ 不论是否成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７２０４ ４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ꎻ ８
成分含量

(所 含 金

属总含量

和各种金

属名称及

含量)
７２０４ ５０００ ￣供再熔的碎料钢铁锭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再

熔 炼 钢 用 )ꎻ ３ 形 状

(废碎、 切割、 压缩成包

或板、 条状等)ꎻ ４ 材质

(铸铁、 合金钢、 不锈钢

等)ꎻ ５ 来源 (机械加

工产生、 由破碎何种钢

铁制品而得)ꎻ ６ 是否汽

车压件、 废五金电器

７ 成 分

含量 (所
含金属总

含量和各

种金属名

称 及 含

量)

７２ ０５ 生铁、 镜铁及钢铁的颗粒和粉

末:
７２０５ １０００ ￣颗粒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颗

粒、 粉 末 )ꎻ ３ 材 质

(生 铁、 镜 铁、 合 金 钢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粒度

６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粉末:
７２０５ ２１００ ￣￣合金钢的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颗

粒、 粉 末 )ꎻ ３ 材 质

(生 铁、 镜 铁、 合 金 钢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粒度

６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５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颗

粒、 粉 末 )ꎻ ３ 材 质

(生 铁、 镜 铁、 合 金 钢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粒度

第二分章　 铁及非合金钢

７２ ０６ 铁及非合金钢ꎬ 锭状或其他初

级形状 (税目 ７２ ０３ 的铁除

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方

锭、 其他初级形状等)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 金

钢)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７２０６ １０００ ￣锭状

７２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０７ 铁及非合金钢的半制成品: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０ ２５％以

下:
７２０７ １１００ ￣￣矩形 (包括正方形) 截面ꎬ

宽度小于厚度的两倍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大方

坯、 小方坯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初 轧、 粗 锻

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截面形

状 (正方形等)ꎻ ７ 截

面尺寸

７２０７ １２００ ￣￣其他矩形 (正方形除外) 截

面的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大方

坯、 小方坯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初 轧、 粗 锻

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截面形

状 (正方形等)ꎻ ７ 截

面尺寸

７２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大方

坯、 小方坯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初 轧、 粗 锻

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截面形

状 (正方形等)

７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８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９ 计 价 日 期ꎻ
１０ 签约日期

６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０７ ２０００ ￣按重量计含碳量在 ０ ２５％及

以上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大方

坯、 小方坯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初 轧、 粗 锻

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截面形

状 (正方形等)
７２ ０８ 宽度在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

非合金钢平板轧材ꎬ 经热轧ꎬ
但未经包覆、 镀层或涂层: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板 )ꎻ ３ 材 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热 轧 等 )ꎻ
５ 加工程度 (是否酸洗、
是否轧有花纹、 是否包

覆 及 镀 层、 涂 层 等 )ꎻ
６ 成 分 含 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ꎻ ８ 技

术参数 (屈服强度)

９ 钢号

７２０８ １０００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的基

材ꎬ 已轧压花纹

￣其他经酸洗的卷材ꎬ 除热轧外

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０８ ２５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２６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３５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７２０８ ２６９０ ￣￣￣其他

￣￣厚度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０８ ２７１０ ￣￣￣厚度小于 １ 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２７９０ ￣￣￣其他

￣其他卷材ꎬ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

步加工:
７２０８ ３６００ ￣￣厚度超过 １０ 毫米

７２０８ ３７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０ 毫米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３８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３５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７２０８ ３８９０ ￣￣￣其他

￣￣厚度小于 ３ 毫米:

７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０８ ３９１０ ￣￣￣厚度小于 １ 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３９９０ ￣￣￣其他

７２０８ ４０００ ￣已轧压花纹的非卷材ꎬ 除热轧

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其他非卷材ꎬ 除热轧外未经进

一步加工:
￣￣厚度超过 １０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１１０ ￣￣￣厚度超过 ５０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１２０ ￣￣￣厚度在 ２０ 毫米以上ꎬ 但不

超过 ５０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１９０ ￣￣￣其他

７２０８ ５２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０ 毫米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３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３５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３９０ ￣￣￣其他

￣￣厚度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４１０ ￣￣￣厚度小于 １ ５ 毫米

７２０８ ５４９０ ￣￣￣其他

７２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０９ 宽度在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

非合金钢平板轧材ꎬ 经冷轧ꎬ
但未经包覆、 镀层或涂层: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板 )ꎻ ３ 材 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方法 (冷轧)ꎻ ５ 加

工程度 (未包覆、 未镀

层、 未涂层等)ꎻ ６ 成分

含量 (铁、 碳、 合金元

素、 非 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ꎻ ７ 规格 (板材的

厚度、 宽度)ꎻ ８ 技术参

数 (屈服强度)

９ 钢号

￣卷材ꎬ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０９ １５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３５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５９０ ￣￣￣其他

￣￣厚度超过 １ 毫米ꎬ 但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６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２７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８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０９ １６９０ ￣￣￣其他

￣￣厚度在 ０ 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 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７１０ ￣￣￣屈服强度大于 ２７５ 牛顿 /平

方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７９０ ￣￣￣其他

￣￣厚度小于 ０ ５ 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８１０ ￣￣￣厚度小于 ０ ３ 毫米

７２０９ １８９０ ￣￣￣其他

￣非卷材ꎬ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

加工:
７２０９ ２５００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０９ ２６００ ￣￣厚度超过 １ 毫米ꎬ 但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０９ ２７００ ￣￣厚度在 ０ 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 毫米

７２０９ ２８００ ￣￣厚度小于 ０ ５ 毫米

７２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０ 宽度在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的铁或

非合金钢平板轧材ꎬ 经包覆、
镀层或涂层: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板 )ꎻ ３ 材 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方法 (经包覆、 经镀

层、 经涂层)ꎻ ５ 成分含

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材的厚度、 宽

度)ꎻ ７ 涂层种类 (锡、
铅、 电镀锌、 涂锌等)

８ 钢号

￣镀或涂锡的:
７２１０ １１００ ￣￣厚度在 ０ ５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１０ １２００ ￣￣厚度小于 ０ ５ 毫米

７２１０ ２０００ ￣镀或涂铅的ꎬ 包括镀铅锡钢板

７２１０ ３０００ ￣电镀锌的

￣用其他方法镀或涂锌的:
７２１０ ４１００ ￣￣瓦楞形

７２１０ ４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１０ ５０００ ￣镀或涂氧化铬或铬及氧化铬的

￣镀或涂铝的:
７２１０ ６１００ ￣￣镀或涂铝锌合金的

７２１０ ６９００ ￣￣其他

￣涂漆或涂塑的:
７２１０ ７０１０ ￣￣￣厚度小于 １ ５ 毫米

７２１０ ７０９０ ￣￣￣其他

９７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１ 宽度小于 ６００ 毫米的铁或非合

金钢平板轧材ꎬ 但未经包覆、
镀层或涂层: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板 )ꎻ ３ 材 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方 法 ( 热 轧、 冷 轧、
未包覆、 未镀层、 未涂

层 等 )ꎻ ５ 成 分 含 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６ 规

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１１ １３００ ￣￣经四面轧制或在闭合匣内轧

制的非卷材ꎬ 宽度超过 １５０ 毫

米ꎬ 厚度不小于 ４ 毫米ꎬ 未轧

压花纹

７２１１ １４００ ￣￣其他ꎬ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

上

７２１１ １９００ ￣￣其他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１１ ２３００ ￣￣按重量计含碳量低于 ０ ２５％
７２１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２ 宽度小于 ６００ 毫米的铁或非合

金钢平板轧材ꎬ 经包覆、 镀层

或涂层: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板 )ꎻ ３ 材 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

工方 法 ( 热 轧、 冷 轧、
经包覆、 经镀层、 经涂

层)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ꎻ
７ 涂层种类 ( 锡、 铅、
电镀锌、 涂锌等)

７２１２ １０００ ￣镀或涂锡的

７２１２ ２０００ ￣电镀锌的

７２１２ ３０００ ￣用其他方法镀或涂锌的

７２１２ ４０００ ￣涂漆或涂塑的

７２１２ ５０００ ￣镀或涂其他材料的

７２１２ ６０００ ￣经包覆的

７２ １３ 不规则盘卷的铁及非合金钢的

热轧条、 杆:

０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３ １０００ ￣带有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凹痕、
凸缘、 槽沟及其他变形的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ꎻ ５ 状态 (不规

则盘卷ꎬ 带有凹痕、 凸

缘 等 )ꎻ ６ 成 分 含 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规格 (条、
杆的直径)

７２１３ ２０００ ￣其他ꎬ 易切削钢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质 (易切削

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ꎻ ５ 状态 (不规则

盘卷、 不带有凹痕、 凸

缘 等 )ꎻ ６ 成 分 含 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规格 (条、
杆的直径)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ꎻ ５ 状态 (不规

则盘卷)ꎻ ６ 成分含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截面形状ꎻ
８ 规格 (圆形截面需报

条、 杆的直径)
７２１３ ９１００ ￣￣直径小于 １４ 毫米的圆形截面

的

７２１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４ 铁或非合金钢的其他条、 杆ꎬ
除锻造、 热轧、 热拉拔或热挤

压外未经进一步加工ꎬ 包括轧

制后扭曲的:
７２１４ １０００ ￣锻造的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锻 造 )ꎻ ５ 成 分 含 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条、
杆的直径)

１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４ ２０００ ￣带有轧制过程中产生的凹痕、
凸缘、 槽沟或其他变形及轧制

后扭曲的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 热 拉 拔、 热 挤

压)ꎻ ５ 状态 (带有轧

制产生的变形或轧制后

的扭曲)ꎻ ６ 成分含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规格 (条、
杆的直径)

８ 钢号

７２１４ ３０００ ￣其他ꎬ 易切削钢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质 (易切削

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 热拉拔、 热挤压)ꎻ
５ 成分含量 (合金元素、
非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 )ꎻ
６ 状态 (不带有轧制产

生的变形或轧制后的扭

曲)ꎻ ７ 规 格 ( 条、 杆

的直径)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 热 拉 拔、 热 挤

压)ꎻ ５ 成分含量 (合

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的

含量)ꎻ ６ 状态 (不带

有轧制产生的变形或轧

制后的扭曲)ꎻ ７ 规格

(条、 杆的直径)ꎻ ８ 截

面形状 (正方形等)
７２１４ ９１００ ￣￣矩形 (正方形除外) 截面的

７２１４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５ 铁及非合金钢的其他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 热 加 工、 冷 加 工 )ꎻ
５ 加工程度ꎻ ６ 成分含

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 )ꎻ
７ 规 格 ( 条、 杆 的 直

径)ꎻ ８ 易切削钢请注明

７２１５ １０００ ￣易切削钢制ꎬ 除冷成形或冷加

工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２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５ ５０００ ￣其他ꎬ 除冷成形或冷加工外未

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６ 铁或非合金钢的角材、 型材及

异型材: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槽

钢、 角 钢、 工 字 钢、 Ｈ
型钢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 热 拉 拔、 热 挤

压、 冷 加 工、 冷 成 形

等)ꎻ ５ 加工程度 (例

如ꎬ 打孔、 冲孔、 扭绞、
涂层等)ꎻ ６ 成分含量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７ 规格 (型

材的截面高度)
￣槽钢、 工字钢及 Ｈ 型钢ꎬ 除

热轧、 热拉拔或热挤压外未经

进一步加工ꎬ 截面高度低于 ８０
毫米:

７２１６ １０１０ ￣￣￣Ｈ 型钢

７２１６ １０２０ ￣￣￣工字钢

７２１６ １０９０ ￣￣￣其他

￣角钢及丁字钢ꎬ 除热轧、 热拉

拔或热挤压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ꎬ 截面高度低于 ８０ 毫米:
７２１６ ２１００ ￣￣角钢

７２１６ ２２００ ￣￣丁字钢

￣槽钢、 工字钢及 Ｈ 型钢ꎬ 除

热轧、 热拉拔或热挤压外未经

进一步加工ꎬ 截面高度在 ８０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１６ ３１００ ￣￣槽钢

￣￣工字钢:
７２１６ ３２１０ ￣￣￣截面高度在 ２００ 毫米以上

７２１６ ３２９０ ￣￣￣其他

￣￣Ｈ 型钢:
￣￣￣截面高度在 ２００ 毫米以上:

７２１６ ３３１１ ￣￣￣￣截面高度在 ８００ 毫米以上

７２１６ ３３１９ ￣￣￣￣其他

７２１６ ３３９０ ￣￣￣其他

３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角钢及丁字钢ꎬ 除热轧、 热拉

拔或热挤压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ꎬ 截面高度在 ８０ 毫米及以

上:
７２１６ ４０１０ ￣￣￣角钢

７２１６ ４０２０ ￣￣￣丁字钢

￣其他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ꎬ 除

热轧、 热拉拔或热挤压外未经

进一步加工:
７２１６ ５０１０ ￣￣￣乙字钢

７２１６ ５０２０ ￣￣￣球扁钢

７２１６ ５０９０ ￣￣￣其他

￣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ꎬ 除冷成

形或冷加工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
７２１６ ６１００ ￣￣平板轧材制的

７２１６ ６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７２１６ ９１００ ￣￣平板轧材经冷成形或冷加工

制的

７２１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７ 铁丝或非合金钢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 质 ( 铁、 非 合 金

钢)ꎻ ４ 加工方法 (镀

层、 涂层)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６ 涂

层 种 类 ( 锌、 铜 等 )ꎻ
７ 直径ꎻ ８ 状态 (盘、
卷等)

７２１７ １０００ ￣未经镀或涂层ꎬ 不论是否抛光

７２１７ ２０００ ￣镀或涂锌的

￣镀或涂其他贱金属的:
７２１７ ３０１０ ￣￣￣镀或涂铜的

７２１７ ３０９０ ￣￣￣其他

７２１７ ９０００ ￣其他

第三分章　 不锈钢

７２ １８ 不锈钢ꎬ 锭状或其他初级形

状ꎻ 不锈钢半制成品: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方锭

等)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ꎻ ４ 截面形状 (正

方形等)

５ 钢号

７２１８ １０００ ￣锭状或其他初级形状

￣其他:

４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８ ９１００ ￣￣矩形 (正方形除外) 截面的

７２１８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２ １９ 不锈钢平板轧材ꎬ 宽度在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的卷

材: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卷

板、 平板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轧)ꎻ ５ 加工

程度 ( 是 否 经 酸 洗 )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规 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８ 钢号

７２１９ １１００ ￣￣厚度超过 １０ 毫米

７２１９ １２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０ 毫米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未经酸洗的:

７２１９ １３１２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５ ５％及

以上的铬锰系不锈钢

７２１９ １３１９ ￣￣￣￣其他

￣￣￣经酸洗的:
７２１９ １３２２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５ ５％及

以上的铬锰系不锈钢

７２１９ １３２９ ￣￣￣￣其他

￣￣厚度小于 ３ 毫米:
￣￣￣未经酸洗的:

７２１９ １４１２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５ ５％及

以上的铬锰系不锈钢

７２１９ １４１９ ￣￣￣￣其他

￣￣￣经酸洗的:
７２１９ １４２２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５ ５％及

以上的铬锰系不锈钢

７２１９ １４２９ ￣￣￣￣其他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的非

卷材: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卷

板、 平板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轧)ꎻ ５ 加工

程 度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规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８ 钢号

７２１９ ２１００ ￣￣厚度超过 １０ 毫米

７２１９ ２２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０ 毫米

５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１９ ２３００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厚度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１９ ２４１０ ￣￣￣厚度超过 １ 毫米但小于 ３ 毫

米

７２１９ ２４２０ ￣￣￣厚度在 ０ 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 毫米

７２１９ ２４３０ ￣￣￣厚度小于 ０ ５ 毫米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卷

板、 平板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轧)ꎻ ５ 加工

程 度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规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８ 钢号

７２１９ ３１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１９ ３２００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ꎬ 但小

于 ４ ７５ 毫米

￣￣厚度超过 １ 毫米ꎬ 但小于 ３
毫米:

７２１９ ３３１０ ￣￣￣按重量计含锰量在 ５ ５％及

以上的铬锰系不锈钢

７２１９ ３３９０ ￣￣￣其他

７２１９ ３４００ ￣￣厚度在 ０ ５ 毫米及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１ 毫米

７２１９ ３５００ ￣￣厚度小于 ０ ５ 毫米

７２１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卷

板、 平板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轧)ꎻ ５ 加工

程 度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规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８ 钢号

７２ ２０ 不锈钢平板轧材ꎬ 宽度小于

６００ 毫米: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卷

板、 平板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轧)ꎻ ５ 加工

程度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铬及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７ 规

格 (板材的厚度、 宽度)

８ 钢号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２０ １１００ ￣￣厚度在 ４ ７５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２０ １２００ ￣￣厚度小于 ４ ７５ 毫米

６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２０ ２０２０ ￣￣￣厚度在 ０ ３５ 毫米及以下

７２２０ ２０３０ ￣￣￣厚度在 ０ ３５ 毫米以上但小

于 ３ 毫米

７２２０ ２０４０ ￣￣￣厚度在 ３ 毫米及以上

７２２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２ ２１ 不规则盘卷的不锈钢热轧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ꎻ ５ 状态 (不规则

盘 卷 )ꎻ ６ 成 分 含 量

(铁、 碳、 铬 及 合 金 元

素、 非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ꎻ ８ 直

径

７２２１ ００００ 不规则盘卷的不锈钢热轧条、
杆

７２ ２２ 不锈钢其他条、 杆ꎻ 不锈钢角

材、 型材及异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角材、 型材、 异 型

材)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ꎻ ４ 加工方法 (热

轧、 热 拉 拔、 热 挤 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５ 成

分含量 (铁、 碳、 铬及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截面形状

(圆形、 方形等)

７ 钢号

￣条、 杆ꎬ 除热轧、 热拉拔或热

挤压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２２ １１００ ￣￣圆形截面的

７２２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２２ ２０００ ￣条、 杆ꎬ 除冷成形或冷加工外

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２２ ３０００ ￣其他条、 杆

７２２２ ４０００ ￣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

７２ ２３ 不锈钢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 )ꎻ
４ 加工方法 (镀层、 涂

层)ꎻ ５ 成分含量 (铁、
碳、 铬及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６ 截 面 尺 寸

(圆形填直径ꎬ
矩形填宽度厚

度)ꎻ ７ 钢号

７２２３ ００００ 不锈钢丝

第四分章　 其他合金钢ꎻ 合金

钢或非合金钢制的空心钻钢

７２ ２４ 其他合金钢ꎬ 锭状或其他初级

形状ꎻ 其他合金钢制的半制成

品:

７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２４ １０００ ￣锭状及其他初级形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方锭

等)ꎻ ３ 材质 (硅锰钢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及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５ 钢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方锭

等)ꎻ ３ 材质 (硅锰钢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铁、
碳及合金元素、 非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粗铸锻

件坯请注明单件重量

６ 钢号

７２２４ ９０１０ ￣￣￣单件重量在 １０ 吨及以上的

粗铸锻件坯

７２２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２ ２５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ꎬ 宽度在

６００ 毫米及以上:
￣硅电钢制: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

轧、 镀层、 涂层种类)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牌号ꎻ ８ 厂

家名称

７２２５ １１００ ￣￣取向性硅电钢

７２２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２５ ３０００ ￣其他卷材ꎬ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

步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冷轧或热

轧、 是否镀层及涂层)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８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非卷材ꎬ 除热轧外未经进

一步加工: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冷轧或热

轧、 是否镀层及涂层)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７２２５ ４０１０ ￣￣￣工具钢

￣￣￣其他:
７２２５ ４０９１ ￣￣￣￣含硼合金钢

７２２５ ４０９９ ￣￣￣￣其他

７２２５ ５０００ ￣其他ꎬ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冷轧或热

轧、 是否镀层及涂层)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冷轧或热

轧、 是否镀层及涂层)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７２２５ ９１００ ￣￣电镀或涂锌的

７２２５ ９２００ ￣￣用其他方法镀或涂锌的

￣￣其他:
７２２５ ９９１０ ￣￣￣高速钢制

７２２５ ９９９０ ￣￣￣其他

７２ ２６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ꎬ 宽度小

于 ６００ 毫米:

９８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硅电钢制: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

轧、 镀层、 涂层种类)ꎻ
５ 成分含量 (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合金元素

的含量)ꎻ ６ 规格 (板

材的厚度、 宽度)

７ 牌号ꎻ ８ 厂

家名称

７２２６ １１００ ￣￣取向性硅电钢

７２２６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２２６ ２０００ ￣高速钢制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

轧、 镀层、 涂层)ꎻ ５ 成

分含量 (铁、 碳、 合金

元素、 非合金元素的含

量)ꎻ ６ 规格 (板材的

厚度、 宽度)

７ 钢号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平

板、 卷 材 )ꎻ ３ 材 质

(硅电钢、 高速钢等ꎬ 取

向性 硅 电 钢 请 注 明 )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 冷

轧、 镀层、 涂层)ꎻ ５ 成

分含量 (铁、 碳、 合金

元素、 非合金元素的含

量)ꎻ ６ 规 格 (板材的

厚度、 宽度)ꎻ ７ 涂层种

类 (电镀锌、 涂锌等)

８ 钢号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７２２６ ９１１０ ￣￣￣工具钢

￣￣￣其他:
７２２６ ９１９１ ￣￣￣￣含硼合金钢

７２２６ ９１９９ ￣￣￣￣其他

７２２６ ９２００ ￣￣除冷轧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其他:
７２２６ ９９１０ ￣￣￣电镀锌的

７２２６ ９９２０ ￣￣￣用其他方法镀或涂锌的

７２２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０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 ２７ 不规则盘卷的其他合金钢热轧

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４ 加工方法

(热轧)ꎻ ５ 状态 (不规

则盘卷)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７２２７ １０００ ￣高速钢制

７２２７ ２０００ ￣硅锰钢制

￣其他:
７２２７ ９０１０ ￣￣￣含硼合金钢制

７２２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２ ２８ 其他合金钢条、 杆ꎻ 其他合金

钢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ꎻ 合金

钢或非合金钢制的空心钻钢:
７２２８ １０００ ￣高速钢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 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７２２８ ２０００ ￣硅锰钢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其他条、 杆ꎬ 除热轧、 热拉拔

或热挤压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１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２８ ３０１０ ￣￣￣含硼合金钢制

７２２８ ３０９０ ￣￣￣其他

７２２８ ４０００ ￣其他条、 杆ꎬ 除锻造外未经进

一步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７２２８ ５０００ ￣其他条、 杆ꎬ 除冷成形或冷加

工外未经进一步加工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７２２８ ６０００ ￣其他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
７２２８ ７０１０ ￣￣￣履带板型钢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７ 空

心钻钢需额外申报最大

外形尺寸和最大内孔尺

寸

８ 钢号

２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２２８ ７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

７ 钢号

７２２８ ８０００ ￣空心钻钢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场所或下游产品)ꎻ ３ 形

状 ( 条、 杆、 角 材、 型

材、 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高速钢、 硅锰钢等)ꎻ
５ 加工方法 (热轧、 热

拉拔、 热挤压、 冷成形、
冷加工)ꎻ ６ 成分含量

(铁、 碳、 合金元素、 非

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７ 空

心钻钢需额外申报最大

外形尺寸和最大内孔尺

寸

８ 钢号

７２ ２９ 其他合金钢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质 (高速钢、 硅锰

钢 等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镀层、 涂层)ꎻ ５ 成分

含量 (铁、 碳、 合金元

素、 非 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ꎻ ６ 用途

７ 钢号

７２２９ ２０００ ￣硅锰钢制

￣其他:
７２２９ ９０１０ ￣￣￣高速钢制

７２２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９４



第七十三章　 钢铁制品

注释:
一、 本章所称 “铸铁”ꎬ 适用于经铸造而得的产品ꎬ 按重量计其铁元素含量超过其他元素单项含量并与第七十二章

注释一 (四) 所述的钢的化学成分不同ꎮ
二、 本章所称 “丝”ꎬ 是指热或冷成形的任何截面形状的产品ꎬ 但其截面尺寸均不超过 １６ 毫米ꎮ

【要素释义】
一、 归类要素

(一) “品名” 是指货品的具体商业名称ꎮ
(二) 形状: 指物体的外观或表现形态ꎮ 例如ꎬ 税目 ７３ ０３ 货品填写 “圆形截面管” “空心异型材” 等ꎮ
(三) 材质: 指商品的组成材料ꎮ 例如ꎬ 税目 ７３ ０１ 与 ７３ ０２、 ７３ ０４、 ７３ ０５、 ７３ ０６、 ７３ ０７、 ７３ １４、 ７３ ２３、

７３ ２４ 货品填写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金钢” 中的具体材质ꎮ
(四) 种类: 指钢铁制品所属类别ꎮ 例如ꎬ 税目 ７３ ０４ 货品填写 “无缝管” 等ꎻ 税目 ７３ ０５ 与 ７３ ０６ 货品填写

“焊接管” 等ꎮ
(五) 用途: 指商品应用的方面、 范围ꎮ 例如ꎬ 税目 ７３ ０２ 货品填写 “铁道及电车道铺轨用” 等ꎻ 税目 ７３ ２６

货品填写 “工业用” 或 “非工业用”ꎮ
(六) 加工方法: 指物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的具体加工工艺ꎮ 例如ꎬ 税目 ７３ ０４ 货品填写 “冷拔” “冷轧” 或

“热轧”ꎻ 税目 ７３ ２３ 与 ７３ ２４ 货品填写 “已搪瓷” 或 “未搪瓷”ꎮ
二、 价格要素

(一) 加工方法 (冷轧、 热轧等): 该要素是税目 ７３ ０１ 钢铁板桩的专有价格要素ꎮ 只需填写 “冷轧” 或者

“热轧” 即可ꎮ
(二) 规格 (截面尺寸): 该要素是税目 ７３ ０１ 钢铁板桩的价格要素ꎬ 指钢铁板桩的长、 宽、 高的截面尺寸大

小ꎮ 不仅需填写 “规格”ꎬ 还需填写 “截面尺寸”ꎮ 其中ꎬ “规格” 需申报 “宽、 高、 厚”ꎬ 例如 “４００ 毫

米×１２５ 毫米×１３ 毫米”ꎻ “截面尺寸” 需申报 “每桩” 和 “每米墙身” 的 “截面尺寸”ꎬ 例如 “每桩”
的 “截面尺寸” ７６ ４ 平方厘米ꎻ “每米墙身” 的 “截面尺寸” １９１ 平方厘米ꎮ

(三) 品牌: 指制造商或经销商加在商品上的标志ꎮ 实际只需要申报出名称即可ꎬ 有外文品牌的以申报外文品

牌名称为主ꎮ
(四) 规格型号: 该要素是子目 ７３１８ １５９ 其他钢铁制品的价格要素ꎬ 是指不同生产厂家钢铁产品的性能和用途

的代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 ０１ 钢铁板桩ꎬ 不论是否钻孔、 打

眼或组装ꎻ 焊接的钢铁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板

桩ꎬ 焊接的角材、 型材、
异型材)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

金钢)

４ 加 工 方 法

( 冷 轧、 热 轧

等 )ꎻ ５ 规 格

(截面尺寸)

７３０１ １０００ ￣钢铁板桩

７３０１ ２０００ ￣角材、 型材及异型材

４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 ０２ 铁道及电车道铺轨用钢铁材料

(钢轨、 护轨、 齿轨、 道岔尖

轨、 辙叉、 尖轨拉杆及其他岔

道段体、 轨枕、 鱼尾板、 轨

座、 轨座楔、 钢轨垫板、 钢轨

夹、 底板、 固定板及其他专门

用于连接或加固路轨的材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铁道

及电 车 道 铺 轨 用 等 )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金钢)ꎻ ４ 制

品种 类 ( 钢 轨、 轨 枕、
岔道段体等)

７３０２ １０００ ￣钢轨

７３０２ ３０００ ￣道岔尖轨、 辙叉、 尖轨拉杆及

其他岔道段体

７３０２ ４０００ ￣鱼尾板及钢轨垫板

￣其他:
７３０２ ９０１０ ￣￣￣轨枕

７３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３ ０３ 铸铁管及空心异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内径)ꎻ ３ 形状 (圆形

截面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４ 材质 (铸铁)

７３０３ ００１０ ￣￣￣内径在 ５００ 毫米及以上的圆

型截面管

７３０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７３ ０４ 无缝钢铁管及空心异型材 (铸
铁的除外):
￣石油或天然气管道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不锈钢制:

７３０４ １１１０ ￣￣￣外径大于等于 ２１５ ９ 毫米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６ ４ 毫米

７３０４ １１２０ ￣￣￣外径超过 １１４ ３ 毫米ꎬ 但小

于 ２１５ ９ 毫米

７３０４ １１３０ ￣￣￣外径不超过 １１４ ３ 毫米

７３０４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０４ １９１０ ￣￣￣外径大于等于 ２１５ ９ 毫米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６ ４ 毫米

７３０４ １９２０ ￣￣￣外径超过 １１４ ３ 毫米ꎬ 但小

于 ２１５ ９ 毫米

７３０４ １９３０ ￣￣￣外径不超过 １１４ ３ 毫米

５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０４ １９９０ ￣￣￣其他

￣钻探石油或天然气用的套管、
导管及钻管:
￣￣不锈钢钻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７３０４ ２２１０ ￣￣￣外径不超过 １６８ ３ 毫米

７３０４ ２２９０ ￣￣￣其他

￣￣其他钻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７３０４ ２３１０ ￣￣￣外径不超过 １６８ ３ 毫米

７３０４ ２３９０ ￣￣￣其他

７３０４ ２４００ ￣￣其他不锈钢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 类 ( 无 缝

管)ꎻ ８ 屈服强度

７３０４ ２９１０ ￣￣￣屈服强度小于 ５５２ 兆帕的

６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０４ ２９２０ ￣￣￣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５５２ 兆

帕ꎬ 但小于 ７５８ 兆帕的

７３０４ ２９３０ ￣￣￣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７５８ 兆帕

的

￣铁或非合金钢的其他圆形截面

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冷拔或冷轧的:

７３０４ ３１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３１２０ ￣￣￣地质钻管、 套管

７３０４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０４ ３９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３９２０ ￣￣￣地质钻管、 套管

７３０４ ３９９０ ￣￣￣其他

￣不锈钢的其他圆形截面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冷拔或冷轧的:

７３０４ ４１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４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０４ ４９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４９９０ ￣￣￣其他

７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合金钢的其他圆形截面

管: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冷拔或冷轧的:

７３０４ ５１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５１２０ ￣￣￣地质钻管、 套管

７３０４ ５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０４ ５９１０ ￣￣￣锅炉管

７３０４ ５９２０ ￣￣￣地质钻管、 套管

７３０４ ５９９０ ￣￣￣其他

７３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锅炉

用、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

用 等 )ꎻ ４ 形 状 ( 管、
空心异型材)ꎻ ５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６ 加工方

法 (冷拔、 冷轧、 热轧

等)ꎻ ７ 种类 (无缝管)
７３ ０５ 其他圆形截面钢铁管 (例如ꎬ

焊、 铆及用类似方法接合的

管)ꎬ 外径超过 ４０６ ４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管的

外径)ꎻ ３ 用途 (石油

或天 然 气 管 道 用 等 )ꎻ
４ 材质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金钢)ꎻ ５ 种

类 (焊接管)ꎻ ６ 加工

方法 (铆、 纵向焊、 埋

弧 焊 )ꎻ ７ 截 面 形 状

(圆形)
￣石油或天然气管道管:

７３０５ １１００ ￣￣纵向埋弧焊接的

７３０５ １２００ ￣￣其他纵向焊接的

７３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０５ ２０００ ￣钻探石油或天然气用套管

￣其他焊接的:
７３０５ ３１００ ￣￣纵向焊接的

７３０５ ３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 ０６ 其他钢铁管及空心异型材 (例
如ꎬ 辊缝、 焊、 铆及类似方法

接合的):

１ 品名ꎻ ２ 规格 (圆管

的外径、 壁厚)ꎻ ３ 用途

(石油或天然气管道用

等)ꎻ ４ 材 质 ( 铁、 非

合金钢、 不锈钢、 合金

钢)ꎻ ５ 种 类 ( 焊 接

管)ꎻ ６ 加工方法 (铆、
纵向焊、 埋弧焊)ꎻ ７ 截

面形状 (圆形、 方形或

椭圆形等)
￣石油及天然气管道管:

７３０６ １１００ ￣￣不锈钢焊缝管

７３０６ １９００ ￣￣其他

￣钻探石油及天然气用的套管及

导管:
７３０６ ２１００ ￣￣不锈钢焊缝管

７３０６ ２９００ ￣￣其他

￣铁或非合金钢制的其他圆形截

面焊缝管:
￣￣￣外径不超过 １０ 毫米的:

７３０６ ３０１１ ￣￣￣￣壁厚在 ０ ７ 毫米及以下

７３０６ ３０１９ ￣￣￣￣其他

７３０６ ３０９０ ￣￣￣其他

７３０６ ４０００ ￣不锈钢制的其他圆形截面焊缝

管

７３０６ ５０００ ￣其他合金钢的圆形截面焊缝管

￣非圆形截面的其他焊缝管:
７３０６ ６１００ ￣￣矩形或正方形截面的

７３０６ ６９００ ￣￣其他非圆形截面的

７３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３ ０７ 钢铁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头、
肘管、 管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管子之间连通)ꎻ ３ 材质

(无可锻性铸铁、 不锈

钢、 其他钢铁)ꎻ ４ 种类

(法 兰、 管 套、 十 字 接

头、 对焊件等)ꎻ ５ 加工

方法 (铸造、 锻造等)
￣铸件:

７３０７ １１００ ￣￣无可锻性铸铁制

７３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ꎬ 不锈钢制:
７３０７ ２１００ ￣￣法兰

７３０７ ２２００ ￣￣螺纹肘管、 弯管及管套

９９４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０７ ２３００ ￣￣对焊件

７３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０７ ９１００ ￣￣法兰

７３０７ ９２００ ￣￣螺纹肘管、 弯管及管套

７３０７ ９３００ ￣￣对焊件

７３０７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３ ０８ 钢铁结构体 (税目 ９４ ０６ 的活

动房屋除外) 及其部件 (例
如ꎬ 桥梁及桥梁体段、 闸门、
塔楼、 格构杆、 屋顶、 屋顶框

架、 门窗及其框架、 门槛、 百

叶窗、 栏杆、 支柱及立柱)ꎻ
上述结构体用的已加工钢铁

板、 杆、 角 材、 型 材、 异 型

材、 管子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支撑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 钢

铁)ꎻ ４ 种 类 ( 门 窗、
立 柱、 塔 楼、 脚 手 架、
桥梁体段等)

７３０８ １０００ ￣桥梁及桥梁体段

７３０８ ２０００ ￣塔楼及格构杆

７３０８ ３０００ ￣门窗及其框架、 门槛

７３０８ ４０００ ￣脚手架、 模板或坑道支撑用的

支柱及类似设备

７３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３ ０９ 盛装物料用的钢铁囤、 柜、
罐、 桶及类似容器 (装压缩气

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

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盛装

液 体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罐、
桶 等 )ꎻ ５ 规 格 ( 容

积)ꎻ ６ 是否装有机械或

热力装置

７３０９ ００００ 盛装 物 料 用 的 钢 铁 囤、 柜、
罐、 桶及类似容器 (装压缩气

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

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７３ １０ 盛装物料用的钢铁柜、 桶、
罐、 听、 盒及类似容器 (装压

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不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

衬里或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

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盛装

液 体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罐、
桶 等 )ꎻ ５ 加 工 方 法

(焊边接合、 卷边接合

等)ꎻ ６ 规格 (容积)ꎻ
７ 是否装有机械或热力

装置

７３１０ １０００ ￣容积在 ５０ 升及以上

￣容积在 ５０ 升以下:
￣￣焊边或卷边接合的罐:

０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１０ ２１１０ ￣￣￣易拉罐及罐体

７３１０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１０ ２９１０ ￣￣￣易拉罐及罐体

７３１０ ２９９０ ￣￣￣其他

７３ １１ 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用的钢

铁容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压缩

气体或液化气体用、 零

售包装用等)ꎻ ３ 材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罐、
桶等)

７３１１ ００１０ ￣￣￣零售包装用

７３１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７３ １２ 非绝缘的钢铁绞股线、 绳、
缆、 编带、 吊索及类似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钢

铁)ꎻ ３ 制品种类 (绞

股 线、 吊 索、 绳 等 )ꎻ
４ 注明 “非绝缘”

７３１２ １０００ ￣绞股线、 绳、 缆

７３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３ １３ 带刺钢铁丝ꎻ 围篱用的钢铁绞

带或单股扁丝 (不论是否带

刺) 及松绞的双股丝: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围篱

用)ꎻ ３ 材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带刺钢铁丝、
绞带、 单股扁丝、 松绞

的双股丝)ꎻ ５ 截面尺寸

７３１３ ００００ 带刺钢铁丝ꎻ 围篱用的钢铁绞

带或单股扁丝 (不论是否带

刺) 及松绞的双股丝

７３ １４ 钢铁丝制的布 (包括环形带)、
网、 篱、 格栅ꎻ 网眼钢铁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

金 钢 )ꎻ ４ 种 类 ( 网、
篱、 格栅等)ꎻ ５ 加工方

法 (镀锌、 涂锌、 涂塑

等)ꎻ ６ 规格 (网眼尺

寸、 丝的截面尺寸)
￣机织品:

７３１４ １２００ ￣￣不锈钢制的机器用环形带

７３１４ １４００ ￣￣不锈钢制的其他机织品

７３１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１４ ２０００ ￣交点焊接的网、 篱及格栅ꎬ 其

丝的最大截面尺寸在 ３ 毫米及

以上ꎬ 网眼尺寸在 １００ 平方厘

米及以上

￣其他交点焊接的网、 篱及格

栅:

１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１４ ３１００ ￣￣镀或涂锌的

７３１４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网、 篱及格栅:
７３１４ ４１００ ￣￣镀或涂锌的

７３１４ ４２００ ￣￣涂塑的

７３１４ ４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１４ ５０００ ￣网眼钢铁板

７３ １５ 钢铁链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自行

车 用、 摩 托 车 用 等 )ꎻ
３ 材质 (钢铁)ꎻ ４ 种

类 ( 铰 接 链、 滚 子 链、
日字环节链等)

￣铰接链及其零件:
￣￣滚子链:

７３１５ １１１０ ￣￣￣自行车用

７３１５ １１２０ ￣￣￣摩托车用

７３１５ １１９０ ￣￣￣其他

７３１５ １２００ ￣￣其他链

７３１５ １９００ ￣￣零件

７３１５ ２０００ ￣防滑链

￣其他链:
７３１５ ８１００ ￣￣日字环节链

７３１５ ８２００ ￣￣其他焊接链

７３１５ ８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零件

７３ １６ 钢铁锚、 多爪锚及其零件: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钢

铁)ꎻ ３ 种类 (钢铁锚、
多爪锚等)

７３１６ ００００ 钢铁锚、 多爪锚及其零件

７３ １７ 钢铁制的钉、 平头钉、 图钉、
波纹钉、 Ｕ 形钉 (税目 ８３ ０５
的货品除外) 及类似品ꎬ 不论

钉头是否用其他材料制成ꎬ 但

不包括铜头钉: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钢

铁)ꎻ ３ 种类 (图钉、 Ｕ
形钉、 平头钉、 波纹钉

等)

７３１７ ００００ 钢铁制的钉、 平头钉、 图钉、
波纹钉、 Ｕ 形钉 (税目 ８３ ０５
的货品除外) 及类似品ꎬ 不论

钉头是否用其他材料制成ꎬ 但

不包括铜头钉

７３ １８ 钢铁制的螺钉、 螺栓、 螺母、
方头螺钉、 钩头螺钉、 铆钉、
销、 开尾销、 垫圈 (包括弹簧

垫圈) 及类似品:

２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螺纹制品:
７３１８ １１００ ￣￣方头螺钉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螺

钉种类 (方头)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７３１８ １２００ ￣￣其他木螺钉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３１８ １３００ ￣￣钩头螺钉及环头螺钉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３１８ １４００ ￣￣自攻螺钉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螺钉及螺栓ꎬ 不论是否

带有螺母或垫圈:
７３１８ １５１０ ￣￣￣抗拉强度在 ８００ 兆帕及以上

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抗

拉强度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型号

７３１８ １５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种

类 (螺钉、 螺母、 垫圈、
铆钉、 销等)ꎻ ４ 抗拉强

度

５ 品牌ꎻ ６ 规

格型号

７３１８ １６００ ￣￣螺母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３１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种

类 (螺钉、 螺母、 垫圈、
铆钉、 销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无螺纹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３１８ ２１００ ￣￣弹簧垫圈及其他防松垫圈

７３１８ ２２００ ￣￣其他垫圈

７３１８ ２３００ ￣￣铆钉

７３１８ ２４００ ￣￣销及开尾销

７３１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３ １９ 钢铁制手工缝针、 编织针、 引

针、 钩针、 刺绣穿孔锥及类似

制品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钢铁

制安全别针及其他别针: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钢

铁)ꎻ ３ 种 类 ( 缝 针、
织补针、 刺绣针、 别针

等)
￣安全别针及其他别针:

７３１９ ４０１０ ￣￣￣安全别针

７３１９ ４０９０ ￣￣￣其他

７３１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３ ２０ 钢铁制弹簧及弹簧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汽车

用、 铁 道 车 辆 用 等 )ꎻ
３ 材质 (钢铁)ꎻ ４ 种

类 (片簧、 螺旋弹簧等)
￣片簧及簧片:

７３２０ １０１０ ￣￣￣铁道车辆用

３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２０ １０２０ ￣￣￣汽车用

７３２０ １０９０ ￣￣￣其他

￣螺旋弹簧:
７３２０ ２０１０ ￣￣￣铁道车辆用

７３２０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２０ ９０１０ ￣￣￣铁道车辆用

７３２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３ ２１ 非电热的钢铁制家用炉、 灶

(包括附有集中供暖用的热水

锅的炉)、 烤肉架、 烤炉、 煤

气灶、 加热板和类似非电热的

家用器具及其零件: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钢

铁)ꎻ ３ 种类 (煤油炉、
煤气灶、 烤肉架、 烤炉

等)ꎻ ４ 原 理 ( 非 电

热)ꎻ ５ 燃料种类 (液

体、 固体、 气体燃料)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炊事器具及加热板:
７３２１ １１００ ￣￣使用气体燃料或可使用气体

燃料及其他燃料的

￣￣使用液体燃料的:
７３２１ １２１０ ￣￣￣煤油炉

７３２１ １２９０ ￣￣￣其他

７３２１ １９００ ￣￣其他ꎬ 包括使用固体燃料的

器具

￣其他器具:
７３２１ ８１００ ￣￣使用气体燃料或可使用气体

燃料及其他燃料的

７３２１ ８２００ ￣￣使用液体燃料的

７３２１ ８９００ ￣￣其他ꎬ 包括使用固体燃料的

器具

７３２１ ９０００ ￣零件

７３ ２２ 非电热的钢铁制集中供暖用散

热器及其零件ꎻ 非电热的钢铁

制空气加热器、 暖气分布器

(包括可分布新鲜空气或调节

空气的) 及其零件ꎬ 装有电动

风扇或鼓风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集中

供 暖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散热

器、 空气加热器、 暖气

分 布 器 等 )ꎻ ５ 原 理

(非电热)ꎻ ６ 是否装有

电动风扇或鼓风机

￣散热器及其零件:
７３２２ １１００ ￣￣铸铁制

７３２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２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４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 ２３ 餐桌、 厨房或其他家用钢铁器

具及其零件ꎻ 钢铁丝绒ꎻ 钢铁

制擦锅器、 洗刷擦光用的块

垫、 手套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厨房

用、 餐桌用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 合 金 钢、 不 锈

钢、 合金钢)ꎻ ４ 种类

(水壶、 煎锅等)ꎻ ５ 加

工方法 (已搪瓷、 未搪

瓷)

６ 品牌

７３２３ １０００ ￣钢铁丝绒ꎻ 擦锅器及洗刷擦光

用的块垫、 手套及类似品

￣其他:
７３２３ ９１００ ￣￣铸铁制ꎬ 未搪瓷

７３２３ ９２００ ￣￣铸铁制ꎬ 已搪瓷

７３２３ ９３００ ￣￣不锈钢制

￣￣钢铁 (铸铁除外) 制ꎬ 已搪

瓷:
７３２３ ９４１０ ￣￣￣面盆

７３２３ ９４２０ ￣￣￣烤锅

７３２３ ９４９０ ￣￣￣其他

７３２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３ ２４ 钢铁制卫生器具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卫生

间用等)ꎻ ３ 材质 (铁、
非合金钢、 不锈钢、 合

金钢)ꎻ ４ 种类 (脸盆、
浴缸等)ꎻ ５ 加工方法

(已搪瓷、 未搪瓷)

６ 品牌

７３２４ １０００ ￣不锈钢制洗涤槽及脸盆

￣浴缸:
７３２４ ２１００ ￣￣铸铁制ꎬ 不论是否搪瓷

７３２４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３２４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零件

７３ ２５ 其他钢铁铸造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 研磨机

用等)ꎻ ３ 材质 (无可

锻性铸铁等)ꎻ ４ 种类

(井盖、 研磨球等)
￣无可锻性铸铁制:

７３２５ １０１０ ￣￣￣工业用

７３２５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３２５ ９１００ ￣￣研磨机用的研磨球及类似品

￣￣其他:
７３２５ ９９１０ ￣￣￣工业用

７３２５ ９９９０ ￣￣￣其他

５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３ ２６ 其他钢铁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钢铁)ꎻ ４ 种类 (捕鼠

器、 香烟盒等)ꎻ ５ 加工

方法 ( 锻 造、 冲 压 等ꎬ
是否经进一步加工)

￣经锻造或冲压ꎬ 但未经进一步

加工:
７３２６ １１００ ￣￣研磨机用的研磨球及类似品

￣￣其他:
７３２６ １９１０ ￣￣￣工业用

７３２６ １９９０ ￣￣￣其他

￣钢铁丝制品:
７３２６ ２０１０ ￣￣￣工业用

７３２６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工业用:

７３２６ ９０１１ ￣￣￣￣钢铁纤维及其制品

７３２６ ９０１９ ￣￣￣￣其他

７３２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６０５



第七十四章　 铜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精炼铜

按重量计含铜量至少为 ９９ ８５％的金属ꎻ 或

按重量计含铜量至少为 ９７ ５％ꎬ 但其他各种元素的含量不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量的金属: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Ａｇ 银 ０ ２５
Ａｓ 砷 ０ ５
Ｃｄ 镉 １ ３
Ｃｒ 铬 １ ４
Ｍｇ 镁 ０ ８
Ｐｂ 铅 １ ５
Ｓ 硫 ０ ７
Ｓｎ 锡 ０ ８
Ｔｅ 碲 ０ ８
Ｚｎ 锌 １
Ｚｒ 锆 ０ ３

其他元素∗ 每种 ０ ３

　 　 ∗其他元素ꎬ 例如ꎬ 铝、 铍、 钴、 铁、 锰、 镍、 硅ꎮ

二、 铜合金

除未精炼铜以外的金属物质ꎬ 按重量计含铜量大于其他元素单项含量ꎬ 但:
１ 按重量计至少有一种其他元素的含量超过上表中规定的限量ꎻ 或

２ 按重量计其他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２ ５％ꎮ
三、 铜母合金

含有其他元素ꎬ 但按重量计含铜量超过 １０％的合金ꎬ 该合金无实用可锻性ꎬ 通常用作生产其他合金的添加剂或

用作冶炼有色金属的脱氧剂、 脱硫剂及类似用途ꎮ 但按重量计含磷量超过 １５％的磷化铜 (磷铜) 归入税目

２８ ５３ꎮ
四、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

产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

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线锭及坯段ꎬ 已具锥形尾端或经其他简单加工以便送入机器制成盘条或管子等的ꎬ 仍应作为未锻轧铜归入税目

７４ ０３ꎮ
五、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六、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７０５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

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七、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７４ ０３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

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税目 ７４ ０９ 及 ７４ １０ 还适用于具有花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及菱形) 的板、 片、 带、 箔ꎬ 以及

穿孔、 抛光、 涂层或制成瓦楞形的这类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八、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空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铜锌合金 (黄铜)

铜与锌的合金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ꎮ 含有其他元素时:
———按重量计含锌量应大于其他各种元素的单项含量ꎻ
———按重量计含镍量应低于 ５％ [参见铜镍锌合金 (德银) ]ꎻ 以及

———按重量计含锡量应低于 ３％ [参见铜锡合金 (青铜) ]ꎮ
二、 铜锡合金 (青铜)

铜与锡的合金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ꎮ 含有其他元素时ꎬ 按重量计含锡量应大于其他各种元素的单项含量ꎮ
当按重量计含锡量在 ３％及以上时ꎬ 锌的含量可大于锡的含量ꎬ 但必须小于 １０％ꎮ

三、 铜镍锌合金 (德银)
铜、 镍、 锌的合金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ꎬ 按重量计含镍量在 ５％及以上 [参见铜锌合金 (黄铜) ]ꎮ

四、 铜镍合金

铜与镍的合金ꎬ 不论是否含有其他元素ꎬ 但按重量计含锌量不得大于 １％ꎮ 含有其他元素时ꎬ 按重量计含镍量

应大于其他各种元素的单项含量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 ０１ 铜锍ꎻ 沉积铜 (泥铜):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铜

锍、 沉积铜)ꎻ ３ 成分含

量 (铜化合物的含量)
７４０１ ００００ 铜锍ꎻ 沉积铜 (泥铜)

８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 ０２ 未精炼铜ꎻ 电解精炼用的铜阳

极:
１ 品 名ꎻ ２ 成 分 含 量

(铜的含量及黄金含量)ꎻ
３ 形 状 ( 块 状、 粉 末

等)ꎻ ４ 材质 (未精炼

铜)ꎻ ５ 用途 (电解精

炼用等)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７４０２ ００００ 未精炼铜ꎻ 电解精炼用的铜阳

极

７４ ０３ 未锻轧的精炼铜及铜合金:
￣精炼铜:
￣￣阴极及阴极型材: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型

材、 线 锭、 坯 段 等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加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６ 定 价 日 期ꎻ
７ 签 约 日 期ꎻ
８ 定价方式

￣￣￣阴极:
７４０３ １１１１ ￣￣￣￣按 重 量 计 铜 含 量 超 过

９９ ９９３５％的

７４０３ １１１９ ￣￣￣￣其他

７４０３ １１９０ ￣￣￣阴极型材

７４０３ １２００ ￣￣线锭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型

材、 线 锭、 坯 段 等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加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７４０３ １３００ ￣￣坯段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型

材、 线 锭、 坯 段 等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加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７４０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型

材、 线 锭、 坯 段 等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加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９０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铜合金: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型

材、 线 锭、 坯 段 等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加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７４０３ ２１００ ￣￣铜锌合金 (黄铜)
７４０３ ２２００ ￣￣铜锡合金 (青铜)
７４０３ ２９００ ￣￣其他铜合金 (税目 ７４ ０５ 的

铜母合金除外)
７４ ０４ 铜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 铜 用 )ꎻ ３ 材 质

(铜 )ꎻ ４ 状 态 ( 废、
碎、 管、 板、 线、 棒、
边 角 料 等 )ꎻ ５ 来 源

(废 的 电 机、 电 线、 电

缆、 五金等)ꎻ ６ 成分含

量 (回收金属的含量)
７４０４ ００００ 铜废碎料

７４ ０５ 铜母合金: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作

炼铜的添加剂)ꎻ ３ 成分

含量 (铜、 磷的含量)
７４０５ ００００ 铜母合金

７４ ０６ 铜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作

电镀 基 底、 金 属 颜 料

等)ꎻ ３ 形状 (片状粉

末、 非片状粉末)ꎻ ４ 材

质 (精炼铜、 黄铜、 青

铜、 白铜等)ꎻ ５ 成分含

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含

量)ꎻ ６ 粒度

７ 牌号或型号

￣非片状粉末:
７４０６ １０１０ ￣￣￣精炼铜制

７４０６ １０２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制

７４０６ １０３０ ￣￣￣铜锌合金 (黄铜) 制

７４０６ １０４０ ￣￣￣铜锡合金 (青铜) 制

７４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铜合金制

￣片状粉末:
７４０６ ２０１０ ￣￣￣精炼铜制

７４０６ ２０２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制

７４０６ ２０９０ ￣￣￣其他铜合金制

０１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 ０７ 铜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精炼铜制: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４０７ １０１０ ￣￣￣铬锆铜制

７４０７ １０９０ ￣￣￣其他

￣铜合金制:
￣￣铜锌合金 (黄铜):
￣￣￣铜条、 杆:

７４０７ ２１１１ ￣￣￣￣直线度不大于 ０ ５ 毫米 /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ꎻ ５ 直线度

７４０７ ２１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４０７ ２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４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４ ０８ 铜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成分

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ꎻ ５ 规格 (丝的

最大截面尺寸)

６ 牌号或型号

￣精炼铜制:
７４０８ １１００ ￣￣最大截面尺寸超过 ６ 毫米

１１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铜合金制:
７４０８ ２１００ ￣￣铜锌合金 (黄铜)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７４０８ ２２１０ ￣￣￣铜镍锌铅合金 (加铅德银)
７４０８ ２２９０ ￣￣￣其他

７４０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４ ０９ 铜板、 片及带ꎬ 厚度超过 ０ １５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板、
片、 带)ꎻ ３ 材 质 ( 精

炼铜、 黄铜、 青 铜、 白

铜等)ꎻ ４ 状态 (盘卷、
平板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６ 规格 (长×宽×厚)

７ 品牌或厂商

名称ꎻ ８ 牌号

或型号

￣精炼铜制:
￣￣盘卷的:

７４０９ １１１０ ￣￣￣含氧量不超过 １０ＰＰＭ 的

７４０９ １１９０ ￣￣￣其他

７４０９ １９００ ￣￣其他

￣铜锌合金 (黄铜) 制:
７４０９ ２１００ ￣￣盘卷的

７４０９ ２９００ ￣￣其他

￣铜锡合金 (青铜) 制:
７４０９ ３１００ ￣￣盘卷的

７４０９ ３９００ ￣￣其他

７４０９ ４００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制

７４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铜合金制

７４ １０ 铜箔 (不论是否印花或用纸、
纸板、 塑料或类似材料衬背)ꎬ
厚度 (衬背除外) 不超过 ０ １５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箔)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状态

(有无衬背)ꎻ ５ 成分含

量 (铜及合金元素的各

自含量)ꎻ ６ 规格 (整

体厚度、 铜箔厚度、 长

度、 宽度)ꎻ ７ 用途

８ 品牌ꎻ ９ 牌

号ꎻ １０ 种 类

(压延铜箔、 电

解铜 箔ꎬ 刚 性

覆铜 板、 柔 性

覆 铜 板 )ꎻ
１１ 覆铜板的铜

箔层数ꎻ １２ 基

材材质 (纸基、
玻璃 布 基、 复

合基、 环 保 型

基等)ꎻ １３ 生

产厂商

￣无衬背:
７４１０ １１００ ￣￣精炼铜制

￣￣铜合金制:

２１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１０ １２１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７４１０ １２９０ ￣￣￣其他

￣有衬背:
￣￣精炼铜制:

７４１０ ２１１０ ￣￣￣印制电路用覆铜板

７４１０ ２１９０ ￣￣￣其他

￣￣铜合金制:
７４１０ ２２１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７４１０ ２２９０ ￣￣￣其他

７４ １１ 铜管: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精炼

铜、 黄铜、 青铜、 白 铜

等)ꎻ ３ 成分含量 (铜

及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 )ꎻ
４ 外径ꎻ ５ 有无螺纹或

翅片

６ 用途ꎻ ７ 品

牌ꎻ ８ 型号或

牌号

￣精炼铜制:
￣￣￣外径不超过 ２５ 毫米的:

７４１１ １０１１ ￣￣￣￣带有螺纹或翅片的

７４１１ １０１９ ￣￣￣￣其他

７４１１ １０２０ ￣￣￣外径超过 ７０ 毫米的

７４１１ １０９０ ￣￣￣其他

￣铜合金制:
￣￣铜锌合金 (黄铜):

７４１１ ２１１０ ￣￣￣盘卷的

７４１１ ２１９０ ￣￣￣其他

７４１１ ２２０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７４１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４ １２ 铜制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头、
肘管、 管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管子之间连通)ꎻ ３ 材质

(精炼铜、 黄铜、 青铜、
白铜等)ꎻ ４ 种类 (接

头、 肘管、 管套)ꎻ ５ 成

分含量 (铜及合金元素

的含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或牌号

７４１２ １０００ ￣精炼铜制

￣铜合金制:
７４１２ ２０１０ ￣￣￣铜镍合金 (白铜) 或铜镍锌

合金 (德银)
７４１２ ２０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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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 １３ 非绝缘的铜丝绞股线、 缆、 编

带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 ( 绞股线、 缆、
编带等)ꎻ ４ 注明 “非

绝缘”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或牌号

７４１３ ００００ 非绝缘的铜丝绞股线、 缆、 编

带及类似品

７４ １５ 铜制或钢铁制带铜头的钉、 平

头钉、 图钉、 Ｕ 形钉 (税目

８３ ０５ 的货品除外) 及类似品ꎻ
铜制螺钉、 螺栓、 螺母、 钩头

螺钉、 铆钉、 销、 开尾销、 垫

圈 (包括弹簧垫圈) 及类似

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 (图钉、 Ｕ 形钉、
螺钉、 螺母、 垫 圈、 铆

钉等)

４ 型号或品牌

７４１５ １０００ ￣钉、 平头钉、 图钉、 Ｕ 形钉及

类似品

￣其他无螺纹制品:
７４１５ ２１００ ￣￣垫圈 (包括弹簧垫圈)
７４１５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螺纹制品:
￣￣螺钉ꎻ 螺栓及螺母:

７４１５ ３３１０ ￣￣￣木螺钉

７４１５ ３３９０ ￣￣￣其他

７４１５ ３９００ ￣￣其他

７４ １８ 餐桌、 厨房或其他家用铜制器

具及其零件ꎻ 铜制刷锅器、 洗

刷擦光用的块垫、 手套及类似

品ꎻ 铜制卫生器具及其零件:
￣餐桌、 厨房或其他家用器具及

其零件ꎻ 刷锅器及洗刷擦光用

的块垫、 手套及类似品:
７４１８ １０１０ ￣￣￣擦锅器及洗刷、 擦光用的块

垫、 手套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厨房

用、 餐 桌 用、 卫 生 用

等)ꎻ ３ 材 质 ( 铜 )ꎻ
４ 种 类 ( 水 壶、 煎 锅

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４１８ １０２０ ￣￣￣非电热的铜制家用烹饪器具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 (煤油炉、 煤气

灶等)ꎻ ４ 原理 (非电

热)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４１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厨房

用、 餐 桌 用、 卫 生 用

等)ꎻ ３ 材 质 ( 铜 )ꎻ
４ 种 类 ( 水 壶、 煎 锅

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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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４１８ ２０００ ￣卫生器具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厨房

用、 餐 桌 用、 卫 生 用

等)ꎻ ３ 材 质 ( 铜 )ꎻ
４ 种 类 ( 水 壶、 煎 锅

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４ １９ 其他铜制品:
７４１９ １０００ ￣链条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铜)ꎻ ４ 种类 (链条、
容器等)ꎻ ５ 加工方法

(锻造、 冲压等)ꎻ ６ 型

号

￣其他:
￣￣铸造、 模压、 冲压或锻造ꎬ
但未经进一步加工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铜)ꎻ ４ 种类 (链条、
容器等)ꎻ ５ 加工方法

(锻造、 冲压等)ꎻ ６ 型

号

７４１９ ９１１０ ￣￣￣工业用

７４１９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４１９ ９９２０ ￣￣￣铜弹簧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用途

７４１９ ９９３０ ￣￣￣铜丝制的布 (包括环形带)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用途

７４１９ ９９４０ ￣￣￣铜丝制的网、 格栅、 网眼铜

板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 (网、 格栅、 网

眼铜板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用途

７４１９ ９９５０ ￣￣￣非电热的铜制家用供暖器具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铜)ꎻ
３ 种类ꎻ ４ 原理 (非电

热)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用途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铜)ꎻ ４ 种类 (链条、
容器等)ꎻ ５ 加工方法

(锻造、 冲压等)
７４１９ ９９９１ ￣￣￣￣工业用

７４１９ ９９９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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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　 镍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

产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

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二、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三、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

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四、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７５ ０２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

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税目 ７５ ０６ 还适用于具有花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及菱形) 的板、 片、 带、 箔ꎬ 以及穿孔、 抛

光、 涂层或制成瓦楞形的这类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五、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空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一、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非合金镍

按重量计镍及钴的含量至少为 ９９％的金属ꎬ 但:
１ 按重量计含钴量不超过 １ ５％ꎻ 以及

２ 按重量计其他各种元素的含量不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量: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Ｆｅ 铁 ０ ５

　 　 　 Ｏ 氧 ０ ４

　 　 　 其他元素 每种 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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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镍合金

按重量计含镍量大于其他元素单项含量的金属物质ꎬ 但:
１ 按重量计含钴量超过 １ ５％ꎻ
２ 按重量计至少有一种其他元素的含量超过上表中规定的限量ꎻ 或

３ 除镍及钴以外ꎬ 按重量计其他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１％ꎮ
二、 子目 ７５０８ １０ 所称 “丝”ꎬ 不受本章注释三的限制ꎬ 仅适用于截面尺寸不超过 ６ 毫米的任何截面形状的产品ꎬ

不论是否盘卷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５ ０１ 镍锍、 氧化镍烧结物及镍冶炼

的其他中间产品:
７５０１ １０００ ￣镍锍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镍

锍、 氧化镍烧结物等)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镍化合物的含量)
￣氧化镍烧结物及镍冶炼的其他

中间产品:
１ 品 名ꎻ ２ 材 质 ( 镍

锍、 氧化镍烧结物等)ꎻ
３ 来 源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镍化合物的含量)

５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６ 申

报价格是否为

最终结算价格ꎻ
７ 定价日期

７５０１ ２０１０ ￣￣￣镍湿法冶炼中间品

７５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７５ ０２ 未锻轧镍:
￣非合金镍: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等)ꎻ ３ 材质 (非合

金镍、 镍合金)ꎻ ４ 加工

方法 (未锻轧)ꎻ ５ 成

分含量 (例如ꎬ 未锻轧

非 合 金 镍 锭ꎬ 含 镍

９９ ９８６％ꎬ 含 钴

０ ００４％)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７５０２ １０１０ ￣￣￣按 重 量 计 镍、 钴 总 量 在

９９ ９９％及以上的ꎬ 但钴含量不

超过 ０ ００５％
７５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７５０２ ２０００ ￣镍合金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等)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镍、 镍合金)ꎻ ４ 加工方

法 (未锻轧)ꎻ ５ 成分含

量 (例如ꎬ 未锻轧非合金

镍锭ꎬ 含镍 ９９ ９８６％ꎬ 含

钴 ０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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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５ ０３ 镍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镍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ꎻ ４ 来源 (非合金

镍、 镍合金的废碎料)ꎻ
５ 成分含量 (镍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７５０３ ００００ 镍废碎料

７５ ０４ 镍粉及片状粉末:
７５０４ ００１０ ￣￣￣非合金镍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片状

粉 末、 非 片 状 粉 末 )ꎻ
３ 材质 (非合金镍、 镍

合 金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镍及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粒度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７５０４ ００２０ ￣￣￣合金镍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片状

粉 末、 非 片 状 粉 末 )ꎻ
３ 材质 (非合金镍、 镍

合 金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镍及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５ 粒度

７５ ０５ 镍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

丝:
￣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丝)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镍、 镍合金)ꎻ ４ 成分含

量 (镍及合金元素的含

量)
７５０５ １１００ ￣￣非合金镍制

７５０５ １２００ ￣￣镍合金制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丝)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镍、 镍合金)ꎻ ４ 成分含

量 (镍及合金元素的含

量)ꎻ ５ 丝的直径

７５０５ ２１００ ￣￣非合金镍制

７５０５ ２２００ ￣￣镍合金制

７５ ０６ 镍板、 片、 带、 箔: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板、
片、 带、 箔 )ꎻ ３ 材 质

(非合金镍、 镍合金)ꎻ
４ 成分含量 (镍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５ 规 格 ( 长 ×
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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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５０６ １０００ ￣非合金镍制

７５０６ ２０００ ￣镍合金制

７５ ０７ 镍管及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

头、 肘管、 管套):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非合

金镍、 镍合金)ꎻ ３ 种类

(管、 接头、 肘管、 管套

等)ꎻ ４ 成分含量 (镍

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镍管:

７５０７ １１００ ￣￣非合金镍制

７５０７ １２００ ￣￣镍合金制

７５０７ ２０００ ￣管子附件

７５ ０８ 其他镍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电镀

用、 工 业 用、 非 工 业

用)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镍、 镍合金)ꎻ ４ 种类

(网、 篱、 格栅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镍丝制的布、 网及格栅:
７５０８ １０１０ ￣￣￣镍丝布

７５０８ １０８０ ￣￣￣其他工业用镍制品

７５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５０８ ９０１０ ￣￣￣电镀用镍阳极

７５０８ ９０８０ ￣￣￣其他工业用镍制品

７５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１５



第七十六章　 铝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

产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

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二、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三、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度

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四、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７６ ０１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

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税目 ７６ ０６ 和 ７６ ０７ 还适用于具有花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及菱形) 的板、 片、 带、 箔ꎬ 以及

穿孔、 抛光、 涂层或制成瓦楞形的这类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五、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空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一、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非合金铝

按重量计含铝量至少为 ９９％的金属ꎬ 但其他各种元素的含量不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量: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Ｆｅ＋Ｓｉ (铁＋硅)
其他元素 (１)ꎬ 每种

１
０ １ (２)

(１) 其他元素ꎬ 例如ꎬ 铬、 铜、 镁、 锰、 镍、 锌ꎮ
(２) 含铜成分可大于 ０ １％ꎬ 但不得大于 ０ ２％ꎬ 且铬和锰的含量均不得超过 ０ ０５％ꎮ

(二) 铝合金

按重量计含铝量大于其他元素单项含量的金属物质ꎬ 但:

０２５



１ 按重量计至少有一种其他元素或铁加硅的含量大于上表中规定的限量ꎻ 或

２ 按重量计其他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１％ꎮ
二、 子目 ７６１６ ９１ 所称 “丝”ꎬ 不受本章注释三的限制ꎬ 仅适用于截面尺寸不超过 ６ 毫米的任何截面形状的产品ꎬ

不论是否盘卷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６ ０１ 未锻轧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铝、 铝合金)ꎻ ４ 加工方

法 (未锻轧或铸造、 烧

结 等 )ꎻ ５ 成 分 含 量

(铝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非合金铝:
７６０１ １０１０ ￣￣￣按重量计含铝量在 ９９ ９５％

及以上

７６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７６０１ ２０００ ￣铝合金

７６ ０２ 铝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铝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 板、 管、 线、 边 角

料等)ꎻ ４ 来源 (废电

线、 废电缆、 废五金电

器 等 )ꎻ ５ 成 分 含 量

(回收金属的含量)

６ 包 装 形 式

( 散 装、 集 装

箱)

７６０２ ００００ 铝废碎料

７６ ０３ 铝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片状

粉 末、 非 片 状 粉 末 )ꎻ
３ 材质 (非合金铝、 铝

合 金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铝的含量)ꎻ ５ 粒度ꎻ
６ 用途

７６０３ １０００ ￣非片状粉末

７６０３ ２０００ ￣片状粉末

１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６ ０４ 铝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ꎻ
３ 材质 (非合金铝、 铝

合 金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铝及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５ 型材、 异型材请注明

是否空心ꎻ ６ 铝合金条、
杆 请 注 明 截 面 周 长ꎻ
７ 柱形实心体铝合金请

注明 ２０℃ 时的极限抗拉

强度

８ 牌号

￣非合金铝制:
７６０４ １０１０ ￣￣￣铝条、 杆

７６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铝合金制:
７６０４ ２１００ ￣￣空心异型材

￣￣其他:
７６０４ ２９１０ ￣￣￣铝合金条、 杆

７６０４ ２９９０ ￣￣￣其他

７６ ０５ 铝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质 (非合金铝、 铝

合 金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铝及合金元素的含量)ꎻ
５ 规格 (丝的最大截面

尺寸)
￣非合金铝制:

７６０５ １１００ ￣￣最大截面尺寸超过 ７ 毫米

７６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铝合金制:
７６０５ ２１００ ￣￣最大截面尺寸超过 ７ 毫米

７６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６ ０６ 铝板、 片及带ꎬ 厚度超过 ０ ２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矩形

等)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铝、 铝合金)ꎻ ４ 状态

(板、 片、 带)ꎻ ５ 成分

含量 (铝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ꎻ ６ 规 格 ( 长 ×
宽×厚)

７ 品牌 (中英

文)ꎻ ８ 用途ꎻ
９ 牌号

￣矩形 (包括正方形):
￣￣非合金铝制:
￣￣￣厚度在 ０ ３０ 毫米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０ ３６ 毫米:

７６０６ １１２１ ￣￣￣￣铝塑复合的

２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６０６ １１２９ ￣￣￣￣其他

￣￣￣其他:
７６０６ １１９１ ￣￣￣￣铝塑复合的

７６０６ １１９９ ￣￣￣￣其他

￣￣铝合金制:
７６０６ １２２０ ￣￣￣厚度小于 ０ ２８ 毫米

７６０６ １２３０ ￣￣￣厚度在 ０ ２８ 毫米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０ ３５ 毫米

￣￣￣厚度在 ０ ３５ 毫米以上ꎬ 但

不超过 ４ 毫米:
７６０６ １２５１ ￣￣￣￣铝塑复合的

７６０６ １２５９ ￣￣￣￣其他

７６０６ １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７６０６ ９１００ ￣￣非合金铝制

７６０６ ９２００ ￣￣铝合金制

７６ ０７ 铝箔 (不论是否印花或用纸、
纸板、 塑料或类似材料衬背)ꎬ
厚度 (衬背除外) 不超过 ０ ２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箔)ꎻ
３ 材质 (铝)ꎻ ４ 状态

(有无衬背、 衬背材料)ꎻ
５ 规格 (长 ×宽 ×厚)ꎻ
６ 加工方法 (轧制等)ꎻ
７ 加工程度 (是否进一

步加工)
￣无衬背:
￣￣轧制后未经进一步加工的:

７６０７ １１１０ ￣￣￣厚度不超过 ０ ００７ 毫米

７６０７ １１２０ ￣￣￣厚度大于 ０ ００７ 毫米ꎬ 但不

超过 ０ ０１ 毫米

７６０７ １１９０ ￣￣￣其他

７６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６０７ ２０００ ￣有衬背

７６ ０８ 铝管: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非合

金铝、 铝合金)ꎻ ３ 种类

(管)ꎻ ４ 成分含量 (铝
及合 金 元 素 的 含 量 )ꎻ
５ 管壁厚度、 管壁外径、
孔眼直径、 管材长度

７６０８ １０００ ￣非合金铝制

￣铝合金制:
７６０８ ２０１０ ￣￣￣外径不超过 １０ 厘米的

￣￣￣其他:
７６０８ ２０９１ ￣￣￣￣壁厚不超过 ２５ 毫米

７６０８ ２０９９ ￣￣￣￣其他

３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６ ０９ 铝制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头、
肘管、 管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 非 合 金 铝、 铝 合

金)ꎻ ４ 种 类 ( 接 头、
肘管、 管套)

７６０９ ００００ 铝制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头、
肘管、 管套)

７６ １０ 铝制结构体 (税目 ９４ ０６ 的活

动房屋除外) 及其部件 (例
如ꎬ 桥梁及桥梁体段、 塔、 格

构杆、 屋顶、 屋顶框架、 门窗

及其框架、 门槛、 栏杆、 支柱

及立柱)ꎻ 上述结构体用的已

加工铝板、 杆、 型材、 异型

材、 管子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铝)ꎻ
３ 种类 ( 门窗、 门槛、
塔 楼、 桥 梁 体 段 等 )ꎻ
４ 加工方法 (铆接、 栓

接、 钻孔、 弯曲等)

７６１０ １０００ ￣门窗及其框架、 门槛

７６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６ １１ 盛装物料用的铝制囤、 柜、
罐、 桶及类似容器 (装压缩气

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

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盛装

液 体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铝)ꎻ ４ 种类 (罐、 桶

等)ꎻ ５ 规格 (容积)

６ 品牌

７６１１ ００００ 盛装 物 料 用 的 铝 制 囤、 柜、
罐、 桶及类似容器 (装压缩气

体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

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７６ １２ 盛装物料用的铝制桶、 罐、
听、 盒及类似容器ꎬ 包括软管

容器及硬管容器 (装压缩气体

或液化气体的除外)ꎬ 容积不

超过 ３００ 升ꎬ 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ꎬ 但无机械或热力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盛装

液 体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铝)ꎻ ４ 种类 (罐、 桶

等)ꎻ ５ 规格 (容积)

６ 品牌

７６１２ １０００ ￣软管容器

￣其他:
７６１２ ９０１０ ￣￣￣易拉罐及罐体

７６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７６ １３ 装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用的铝

制容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盛装

液 体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铝)ꎻ ４ 种类 (罐、 桶

等)ꎻ ５ 规格 (容积)

６ 品牌

７６１３ ００１０ ￣￣￣零售包装用

７６１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４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６ １４ 非绝缘的铝制绞股线、 缆、 编

带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铝)ꎻ
３ 种类 ( 绞股线、 缆、
编带等)ꎻ ４ 状态 (非

绝缘)ꎻ ５ 带钢芯请注明

７６１４ １０００ ￣带钢芯的

７６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６ １５ 餐桌、 厨房或其他家用铝制器

具及其零件ꎻ 铝制擦锅器、 洗

刷擦光用的块垫ꎬ 手套及类似

品ꎻ 铝制卫生器具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厨房

用、 餐 桌 用、 卫 生 用

等)ꎻ ３ 材 质 ( 铝 )ꎻ
４ 种 类 ( 水 壶、 煎 锅

等)
￣餐桌、 厨房或其他家用器具及

其零件ꎻ 擦锅器及洗刷擦光用

的块垫、 手套及类似品:
７６１５ １０１０ ￣￣￣擦锅器、 洗刷、 擦光用的块

垫、 手套及类似品

７６１５ １０９０ ￣￣￣其他

７６１５ ２０００ ￣卫生器具及其零件

７６ １６ 其他铝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铝)ꎻ ４ 种类 (图钉、
螺钉、 布、 网、 篱等)

７６１６ １０００ ￣钉、 平头钉、 Ｕ 形钉 (税目

８３ ０５ 的货品除外)、 螺钉、 螺

栓、 螺母、 钩头螺钉、 铆钉、
销、 开尾销、 垫圈及类似品

￣其他:
７６１６ ９１００ ￣￣铝丝制的布、 网、 篱及格栅

￣￣其他:
７６１６ ９９１０ ￣￣￣工业用

７６１６ ９９９０ ￣￣￣其他

５２５



第七十八章　 铅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

产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

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二、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三、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

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四、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７８ ０１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

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税目 ７８ ０４ 还适用于具有花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及菱形) 的板、 片、 带、 箔ꎬ 以及穿孔、 抛

光、 涂层或制成瓦楞形的这类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五、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实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本章所称 “精炼铅”ꎬ 是指:
按重量计含铅量至少为 ９９ ９％的金属ꎬ 但其他各种元素的含量不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量: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Ａｇ 银 ０ ０２ Ｆｅ 铁 ０ ００２

Ａｓ 砷 ０ ００５ Ｓ 硫 ０ ００２

Ｂｉ 铋 ０ ０５ Ｓｂ 锑 ０ ００５

Ｃａ 钙 ０ ００２ Ｓｎ 锡 ０ ００５

Ｃｄ 镉 ０ ００２ Ｚｎ 锌 ０ ００２

Ｃｕ 铜 ０ ０８ 其他 (例如碲) 每种 ０ ００１

６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８ ０１ 未锻轧铅: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ꎻ ３ 材质 (精炼铅、
铅合金)ꎻ ４ 加工方法

(未锻轧)ꎻ ５ 成分含量

(铅及合金元素的含量)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７８０１ １０００ ￣精炼铅

￣其他:
７８０１ ９１００ ￣￣按重量计所含其他元素是以

锑为主的

７８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８ ０２ 铅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 铅 用 )ꎻ ３ 材 质

(铅 )ꎻ ４ 状 态 ( 废、
碎)ꎻ ５ 来源 (精炼铅、
铅合金的废碎料)ꎻ ６ 成

分含量 (铅的含量)
７８０２ ００００ 铅废碎料

７８ ０４ 铅板、 片、 带、 箔ꎻ 铅粉及片

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板、
片、 带、 箔、 粉末 及 片

状 粉 末 )ꎻ ３ 材 质

(铅)ꎻ ４ 规格 (板、 箔

的厚度)ꎻ ５ 粒度

￣板、 片、 带、 箔:
７８０４ １１００ ￣￣片、 带及厚度 (衬背除外)

不超过 ０ ２ 毫米的箔

７８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７８０４ ２０００ ￣粉末及片状粉末

７８ ０６ 其他铅制品:
７８０６ ００１０ ￣￣￣铅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丝)ꎻ ３ 材质 (铅)

７８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 非工业用)ꎻ ３ 材质

(铅)ꎻ ４ 种类 (容器、
铅坠等)

７２５



第七十九章　 锌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名词解释如下:
一、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

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

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

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二、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三、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

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四、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７９ ０１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

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税目 ７９ ０５ 还适用于具有花样 (例如ꎬ 凹槽、 肋条形、 格槽、 珠粒及菱形) 的板、 片、 带、 箔ꎬ 以及穿孔、 抛

光、 涂层或制成瓦楞形的这类产品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五、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空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非合金锌

按重量计含锌量至少为 ９７ ５％的金属ꎮ
二、 锌合金

按重量计含锌量大于其他元素单项含量的金属物质ꎬ 但按重量计其他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２ ５％ꎮ
三、 锌末

冷凝锌雾所得的锌末ꎮ 该产品由球形微粒组成ꎬ 比锌粉更为精细ꎬ 按重量计至少 ８０％的微粒可以通过孔径为

６３ 微米的筛子ꎬ 而且必须含有按重量计至少为 ８５％的金属锌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９ ０１ 未锻轧锌:
￣非合金锌:
￣￣按重量计含锌量在 ９９ ９９％及

以上: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锌、 锌合金)ꎻ ４ 加工方

法 (未锻轧)ꎻ ５ 成分

含量 (锌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６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 ７ 需

要 二 次 结 算、
无需二次结算ꎻ
８ 计 价 日 期ꎻ
９ 签约日期

７９０１ １１１０ ￣￣￣按重量计含锌量在 ９９ ９９５％
及以上

７９０１ １１９０ ￣￣￣其他

７９０１ １２００ ￣￣按重量计含锌量低于 ９９ ９９％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锌、 锌合金)ꎻ ４ 加工方

法 (未锻轧)ꎻ ５ 成分

含量 (锌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９０１ ２０００ ￣锌合金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ꎻ ３ 材质 (非合金

锌、 锌合金)ꎻ ４ 加工方

法 (未锻轧)ꎻ ５ 成分

含量 (锌及合金元素的

含量)
７９ ０２ 锌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锌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ꎻ ４ 来源 (精炼锌、
锌合金的废碎料)ꎻ ５ 成

分含量 (锌的含量)
７９０２ ００００ 锌废碎料

７９ ０３ 锌末、 锌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作

硬质 合 金 的 黏 合 剂 )ꎻ
３ 形状 (片状粉末、 非

片 状 粉 末 )ꎻ ４ 材 质

(锌)ꎻ ５ 成分含量 (锌
的含量)ꎻ ６ 粒度

７９０３ １０００ ￣锌末

７９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７９ ０４ 锌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丝)ꎻ ３ 材质 (锌)

７９０４ ００００ 锌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丝

９２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７９ ０５ 锌板、 片、 带、 箔: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矩形

等)ꎻ ３ 材质 (锌等)ꎻ
４ 状态 (板、 片、 带)ꎻ
５ 成分含量 (锌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ꎻ ６ 规格

(长×宽×厚)

７ 品牌 (中英

文)ꎻ ８ 用途ꎻ
９ 加 工 程 度

(是否经表面处

理剂处理方法

和所用材料)
７９０５ ００００ 锌板、 片、 带、 箔

７９ ０７ 其他锌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锌)ꎻ ４ 种类 (管、
接头、 肘管、 管套等)

７９０７ ００２０ ￣￣￣锌管及锌制管子附件 (例

如ꎬ 接头、 肘管、 管套)
７９０７ ００３０ ￣￣￣电池壳体坯料 (锌饼)
７９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０３５



第八十章　 锡及其制品

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条、 杆

轧、 挤、 拔或锻制的实心产品ꎬ 非成卷的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

或规则外凸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

矩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

产品ꎬ 其厚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所述条、 杆也包括同样形状及尺寸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

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二、 型材及异型材

轧、 挤、 拔、 锻制的产品或其他成型产品ꎬ 不论是否成卷ꎬ 其全长截面相同ꎬ 但与条、 杆、 丝、 板、 片、 带、
箔、 管的定义不相符合ꎮ 同时也包括同样形状的铸造或烧结产品ꎮ 该产品在铸造或烧结后再经加工 (简单剪修

或去氧化皮的除外)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三、 丝

盘卷的轧、 挤或拔制实心产品ꎬ 其全长截面均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

多边形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扁圆形” 及 “变形矩形” )ꎮ 对于矩形 (包括

正方形)、 三角形或多边形截面的产品ꎬ 其全长边角可经磨圆ꎮ 矩形 (包括 “变形矩形” ) 截面的产品ꎬ 其厚

度应大于宽度的 １ / １０ꎮ
四、 板、 片、 带、 箔

成卷或非成卷的平面产品 (税目 ８０ ０１ 的未锻轧产品除外)ꎬ 截面均为厚度相同的实心矩形 (不包括正方形)ꎬ
不论边角是否磨圆 (包括相对两边为弧拱形ꎬ 另外两边为等长平行直线的 “变形矩形” )ꎬ 并且符合以下规

格:
(一)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的ꎬ 厚度不超过宽度的 １ / １０ꎻ
(二) 矩形或正方形以外形状的ꎬ 任何尺寸ꎬ 但不具有其他税目所列制品或产品的特征ꎮ

五、 管

全长截面及管壁厚度相同并只有一个闭合空间的空心产品ꎬ 成卷或非成卷的ꎬ 其截面为圆形、 椭圆形、 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形ꎮ 对于截面为矩形 (包括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规则外凸多边

形的产品ꎬ 不论全长边角是否磨圆ꎬ 只要其内外截面为同一圆心并为同样形状及同一轴向ꎬ 也可视为管子ꎮ 上

述截面的管子可经抛光、 涂层、 弯曲、 攻丝、 钻孔、 缩腰、 胀口、 成锥形或装法兰、 颈圈或套环ꎮ
子目注释:

本章所用有关名词解释如下:
一、 非合金锡

按重量计含锡量至少为 ９９％的金属ꎬ 但含铋量或含铜量不超过下表中规定的限量: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所含重量百分比

Ｂｉ　 　 铋 ０ １
Ｃｕ　 　 铜 ０ ４

二、 锡合金

按重量计含锡量大于其他元素单项含量的金属物质ꎬ 但:
(一) 按重量计其他元素的总含量超过 １％ꎻ 或

(二) 按重量计含铋量或含铜量应等于或大于上表中规定的限量ꎮ

１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０ ０１ 未锻轧锡: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锭、
块、 粒)ꎻ ３ 材 质 ( 非

合金锡、 锡合金)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ꎻ
５ 成分含量 (锡及合金

元素的含量)
８００１ １０００ ￣非合金锡

￣锡合金:
８００１ ２０１０ ￣￣￣锡基巴毕脱合金

￣￣￣焊锡:
８００１ ２０２１ ￣￣￣￣按重量计含铅量在 ０ １％以

下的

８００１ ２０２９ ￣￣￣￣其他

８０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０ ０２ 锡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锡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ꎻ ４ 来源 (非合金

锡、 锡合金的废碎料)ꎻ
５ 成 分 含 量 ( 锡 的 含

量)
８００２ ００００ 锡废碎料

８０ ０３ 锡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丝)ꎻ ３ 材 质 ( 锡 )ꎻ
４ 状态 (是否带焊剂)

８００３ ００００ 锡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或丝

８０ ０７ 其他锡制品:
８００７ ００２０ ￣￣￣锡板、 片 及 带ꎬ 厚 度 超 过

０ ２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板、
片、 带)ꎻ ３ 规格 (长、
宽、 厚 )ꎻ ４ 材 质

(锡)ꎻ ５ 状态 (有无衬

背、 衬背材料)
８００７ ００３０ ￣￣￣锡箔 (不论是否印花或用

纸、 纸板、 塑料或类似材料衬

背)ꎬ 厚度 (衬背除外) 不超

过 ０ ２ 毫米ꎻ 锡粉及片状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箔、
粉末)ꎻ ３ 材质 (锡)ꎻ
４ 状态 (有无衬背、 衬

背材料)ꎻ ５ 规格 (锡

箔长×宽×厚、 粉末粒度)
８００７ ００４０ ￣￣￣锡管及管子附件 (例如ꎬ 接

头、 肘管、 管套)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锡)ꎻ
３ 种类 ( 接头、 肘管、
管套等)

８０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锡)ꎻ
３ 种类

２３５



第八十一章　 其他贱金属、 金属陶瓷及其制品

子目注释:
第七十四章注释中有关 “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丝” 及 “板、 片、 带、 箔” 的规定也适用于本章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 ０１ 钨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８１０１ １０００ ￣粉末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ꎻ ３ 材 质 ( 钨 )ꎻ
４ 成 分 含 量 ( 钨 的 含

量)ꎻ ５ 粒度

￣其他:
８１０１ ９４００ ￣￣未锻轧钨ꎬ 包括简单烧结而

成的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等)ꎻ ３ 材质 (钨)ꎻ
４ 加工方法 (未锻轧、
简单烧结等)

８１０１ ９６００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质 (钨)

８１０１ ９７００ ￣￣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 钨 用 )ꎻ ３ 材 质

(钨 )ꎻ ４ 状 态 ( 废、
碎)ꎻ ５ 来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材、 异型材、 板、
片、 带、 箔 )ꎻ ３ 材 质

(钨、 钨合金)ꎻ ４ 加工

方法 (锻轧)ꎻ ５ 用途ꎻ
６ 成分含量

７ 每 个 重 量ꎻ
８ 圆柱形请注

明 是 否 空 心、
内径

８１０１ ９９１０ ￣￣￣条、 杆ꎬ 但简单烧结而成的

除外ꎻ 型 材 及 异 型 材ꎬ 板、
片、 带、 箔

８１０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１ ０２ 钼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８１０２ １０００ ￣粉末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ꎻ ３ 材 质 ( 钼 )ꎻ
４ 粉末请注明细度

￣其他:
８１０２ ９４００ ￣￣未锻轧钼ꎬ 包括简单烧结而

成的条、 杆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ꎻ ３ 材 质 ( 钼 )ꎻ
４ 加工方法 (未锻轧、
简单烧结等)

３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０２ ９５００ ￣￣条、 杆ꎬ 但简单烧结而成的

除外ꎻ 型 材 及 异 型 材ꎬ 板、
片、 带、 箔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材、 异型材、 板、
片、 带、 箔 )ꎻ ３ 材 质

(钼、 钼合金)ꎻ ４ 加工

方法 (锻轧)
８１０２ ９６００ ￣￣丝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丝)ꎻ

３ 材质 (钼)
８１０２ ９７００ ￣￣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 钼 用 )ꎻ ３ 材 质

(钼)ꎻ ４ 来源

８１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钼)ꎻ
３ 种类

８１ ０３ 钽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未锻轧钽ꎬ 包括简单烧结而成

的条、 杆ꎻ 粉末: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钽、 钽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锻轧、 未锻轧、 简单烧

结 等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钽

的含量)ꎻ ７ 粉末需申报

松装密度

￣￣￣钽粉:
８１０３ ２０１１ ￣￣￣￣松装密度小于 ２ ２ 克 /立方

厘米的

８１０３ ２０１９ ￣￣￣￣其他

８１０３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１０３ ３０００ ￣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钽、 钽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锻轧、 未锻轧、 简单烧

结 等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钽

的含量)

４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钽、 钽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锻轧、 未锻轧、 简单烧

结 等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钽

的含量)ꎻ ７ 丝需申报直

径

￣￣￣钽丝:
８１０３ ９０１１ ￣￣￣￣直径小于 ０ ５ 毫米

８１０３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１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１ ０４ 镁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未锻轧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镁)ꎻ

３ 加工方法 (未锻轧)ꎻ
４ 成 分 含 量 ( 镁 的 含

量)ꎻ ５ 粉末粒度

８１０４ １１００ ￣￣按 重 量 计 含 镁 量 至 少 为

９９ ８％
８１０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１０４ ２０００ ￣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镁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ꎻ ４ 来源

８１０４ ３０００ ￣锉屑、 车屑及颗粒ꎬ 已按规格

分级的ꎻ 粉末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粉末

等)ꎻ ３ 材 质 ( 镁 )ꎻ
４ 来 源 ( 锉 屑、 车 屑

等)ꎻ ５ 成分含量 (镁

的含量)ꎻ ６ 粒度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镁)ꎻ
３ 加工方法 (锻轧等)

８１０４ ９０１０ ￣￣￣锻轧镁

８１０４ ９０２０ ￣￣￣镁制品

８１ ０５ 钴锍及其他冶炼钴时所得的中

间产品ꎻ 钴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

碎料:
￣钴锍及其他冶炼钴时所得中间

产品ꎻ 未锻轧钴ꎻ 粉末:

５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０５ ２０１０ ￣￣￣钴湿法冶炼中间品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钴、 钴

合金、 钴锍)ꎻ ４ 加工方

法 ( 锻 轧、 未 锻 轧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分含量 (以干基钴

为标准)ꎻ ７ 粉末粒度

８ 定 价 方 式

(公式定价、 现

货价等)ꎻ ９ 计

价日期ꎻ １０ 计

价系数ꎻ １１ 签

约日期

８１０５ ２０２０ ￣￣￣未锻轧钴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钴、 钴

合金、 钴锍)ꎻ ４ 加工方

法 ( 锻 轧、 未 锻 轧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分含量 (以干基钴

为标准)ꎻ ７ 粉末粒度

８１０５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钴、 钴

合金、 钴锍)ꎻ ４ 加工方

法 ( 锻 轧、 未 锻 轧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分含量 (以干基钴

为标准)ꎻ ７ 粉末粒度

８１０５ ３０００ ￣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钴、 钴

合金、 钴锍)ꎻ ４ 加工方

法 ( 锻 轧、 未 锻 轧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分含量 (以干基钴

为标准)ꎻ ７ 粉末粒度

８１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钴、 钴

合金、 钴锍)ꎻ ４ 加工方

法 ( 锻 轧、 未 锻 轧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分含量 (以干基钴

为标准)ꎻ ７ 粉末粒度

６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 ０６ 铋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铋、 铋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锻轧、 未锻轧)ꎻ ５ 状

态 (废、 碎)ꎻ ６ 成 分

含量 (铋的含量)
８１０６ ００１０ ￣￣￣未锻轧铋ꎻ 废碎料ꎻ 粉末

８１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１ ０７ 镉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镉、 镉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锻轧、 未锻轧)ꎻ ５ 状

态 (废、 碎)
８１０７ ２０００ ￣未锻轧镉ꎻ 粉末

８１０７ ３０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１ ０８ 钛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未锻轧钛ꎻ 粉末: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杆 等 )ꎻ ３ 材 质

(钛)ꎻ ４ 加工方法 (未
锻 轧 )ꎻ ５ 成 分 含 量

(钛的含量)ꎻ ６ 粉末粒

度

￣￣￣未锻轧钛:
８１０８ ２０２１ ￣￣￣￣海绵钛

８１０８ ２０２９ ￣￣￣￣其他

８１０８ ２０３０ ￣￣￣粉末

８１０８ ３０００ ￣废碎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供回

收钛用)ꎻ ３ 状态 (废、
碎)ꎻ ４ 来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形状 (条、
杆、 型材、 异型材、 板、
片、 带、 箔等)ꎻ ３ 材质

(钛)ꎻ ４ 种类ꎻ ５ 加工

方 法ꎻ ６ 板、 片、 带、
箔的厚度

８１０８ ９０１０ ￣￣￣条、 杆、 型材及异型材

８１０８ ９０２０ ￣￣￣丝
￣￣￣板、 片、 带、 箔:

８１０８ ９０３１ ￣￣￣￣厚度不超过 ０ ８ 毫米

７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０８ ９０３２ ￣￣￣￣厚度超过 ０ ８ 毫米

８１０８ ９０４０ ￣￣￣管
８１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１ ０９ 锆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锆、 锆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状 态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锆的含量)ꎻ ７ 粉末粒

度

８１０９ ２０００ ￣未锻轧锆ꎻ 粉末

８１０９ ３０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１ １０ 锑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锑、 锑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状 态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锑的含量)ꎻ ７ 粉末粒

度

￣未锻轧锑ꎻ 粉末:
８１１０ １０１０ ￣￣￣未锻轧锑

８１１０ １０２０ ￣￣￣粉末

８１１０ ２０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１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１ １１ 锰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锰、 锰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未 锻 轧、 锻 压、 模 压

等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ꎻ ６ 成分含量 (锰

的含量)ꎻ ７ 粉末粒度

８１１１ ００１０ ￣￣￣未锻轧锰ꎻ 废碎料ꎻ 粉末

８１１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３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１ １２ 铍、 铬、 锗、 钒、 镓、 铪、
铟、 铼、 铌、 铊及其制品ꎬ 包

括废碎料: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粉

末、 条、 杆、 型 材、 异

型 材、 板、 片、 带、
箔)ꎻ ３ 材 质 ( 铍、 铬

等贱 金 属 及 其 合 金 )ꎻ
４ 加 工 方 法 ( 未 锻 轧

等 )ꎻ ５ 状 态 ( 废、
碎 )ꎻ ６ 成 分 含 量ꎻ
７ 粉末粒度

￣铍:
８１１２ １２００ ￣￣未锻轧铍ꎻ 粉末

８１１２ １３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１２ １９００ ￣￣其他

￣铬:
８１１２ ２１００ ￣￣未锻轧铬ꎻ 粉末

８１１２ ２２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１２ ２９００ ￣￣其他

￣铊:
８１１２ ５１００ ￣￣未锻轧铊ꎻ 粉末

８１１２ ５２００ ￣￣废碎料

８１１２ ５９００ ￣￣其他

￣其他:
￣￣未锻轧ꎻ 废碎料ꎻ 粉末:

８１１２ ９２１０ ￣￣￣锗
８１１２ ９２２０ ￣￣￣钒
８１１２ ９２３０ ￣￣￣铟
８１１２ ９２４０ ￣￣￣铌
８１１２ ９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１１２ ９９１０ ￣￣￣锗
８１１２ ９９２０ ￣￣￣钒
８１１２ ９９３０ ￣￣￣铟
８１１２ ９９４０ ￣￣￣铌
８１１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１ １３ 金属陶瓷及其制品ꎬ 包括废碎

料: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金属

陶 瓷 )ꎻ ３ 状 态 ( 废、
碎)

８１１３ ００１０ ￣￣￣颗粒ꎻ 粉末

８１１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５



第八十二章　 贱金属工具、 器具、 利口器、 餐匙、 餐叉及其零件

注释:
一、 除喷灯、 轻便锻炉、 带支架的砂轮、 修指甲和修脚用器具及税目 ８２ ０９ 的货品外ꎬ 本章仅包括带有用下列材料

制成的刀片、 工作刃、 工作面或其他工作部件的物品:
(一) 贱金属ꎻ
(二) 硬质合金或金属陶瓷ꎻ
(三) 装于贱金属、 硬质合金或金属陶瓷底座上的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ꎻ 或

(四) 附于贱金属底座上的磨料ꎬ 当附上磨料后ꎬ 所具有的切齿、 沟、 槽或类似结构仍保持其特性及功能ꎮ
二、 本章所列物品的贱金属零件ꎬ 应与该制品归入同一税目ꎬ 但具体列名的零件及手工工具的工具夹具 (税目

８４ ６６) 除外ꎮ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述的通用零件ꎬ 均不归入本章ꎮ
电动剃须刀及电动毛发推剪的刀头、 刀片应归入税目 ８５ １０ꎮ

三、 由税目 ８２ １１ 的一把或多把刀具与税目 ８２ １５ 至少数量相同的物品构成的成套货品应归入税目 ８２ １５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 ０１ 锹、 铲、 镐、 锄、 叉及耙ꎻ 斧

子、 钩刀及类似砍伐工具ꎻ 各

种修枝用剪刀ꎻ 镰刀、 秣刀、
树篱剪、 伐木楔子及其他农

业、 园艺或林业用手工工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砍伐

用、 修枝用等)ꎻ ３ 材质

(合金钢制等)ꎻ ４ 种类

(锹、 铲、 剪等)ꎻ ５ 式

样 (单手操作等)

６ 品牌

８２０１ １０００ ￣锹及铲

８２０１ ３０００ ￣镐、 锄及耙

８２０１ ４０００ ￣斧子、 钩刀及类似砍伐工具

８２０１ ５０００ ￣修枝剪及类似的单手操作剪刀

(包括家禽剪)
８２０１ ６０００ ￣树篱剪、 双手修枝剪及类似的

双手操作剪刀

￣用于农业、 园艺或林业的其他

手工工具:
８２０１ ９０１０ ￣￣￣叉
８２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２ ０２ 手工锯ꎻ 各种锯的锯片 (包括

切条、 切槽或无齿锯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加工

金 属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合金钢制等)ꎻ ４ 种类

(手工锯、 带锯片、 圆锯

片、 直锯片等)ꎻ ５ 圆锯

片带有钢制、 金刚石制、
氮化硼制工作部件请注

明

６ 品牌

８２０２ １０００ ￣手工锯

￣带锯片:
８２０２ ２０１０ ￣￣￣双金属带锯条

０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圆锯片 (包括切条或切槽锯

片):
８２０２ ３１００ ￣￣带有钢制工作部件

￣￣其他ꎬ 包括部件:
８２０２ ３９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２ ３９９０ ￣￣￣其他

８２０２ ４０００ ￣链锯片

￣其他锯片:
￣￣直锯片ꎬ 加工金属用:

８２０２ ９１１０ ￣￣￣机械锯用

８２０２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２０２ ９９１０ ￣￣￣机械锯用

８２０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２ ０３ 钢锉、 木锉、 钳子 (包括剪

钳)、 镊子、 白铁剪、 切管器、
螺栓切头器、 打孔冲子及类似

手工工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锉木

材用等)ꎻ ３ 材质 (合

金 钢 制 等 )ꎻ ４ 种 类

(锉、 钳子、 镊子等)

５ 品牌

８２０３ １０００ ￣钢锉、 木锉及类似工具

８２０３ ２０００ ￣钳子 (包括剪钳)、 镊子及类

似工具

８２０３ ３０００ ￣白铁剪及类似工具

８２０３ ４０００ ￣切管器、 螺栓切头器、 打孔冲

子及类似工具

８２ ０４ 手动扳手及扳钳 (包括转矩扳

手ꎬ 但不包括丝锥扳手)ꎻ 可

互换的扳手套筒ꎬ 不论是否带

手柄:
￣手动扳手及扳钳: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合金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扳

手、 扳 钳、 扳 手 套 筒

等)ꎻ ４ 式样 (固定的、
可调的)

５ 品牌

８２０４ １１００ ￣￣固定的

８２０４ １２００ ￣￣可调的

８２０４ ２０００ ￣可互换的扳手套筒ꎬ 不论是否

带手柄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合金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扳

手、 扳钳、 扳手套筒等)

４ 品牌

１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 ０５ 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手工工具

(包括玻璃刀)ꎻ 喷灯ꎻ 台钳、
夹钳及类似品ꎬ 但作为机床或

水射流切割机附件或零件的除

外ꎻ 砧ꎻ 轻便锻炉ꎻ 带支架的

手摇或脚踏砂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家用

等)ꎻ ３ 材质 (合金钢

制等)ꎻ ４ 种类 (锤子、
螺丝刀等)ꎻ ５ 是否成套

６ 品牌

８２０５ １０００ ￣钻孔或攻丝工具

８２０５ ２０００ ￣锤子

８２０５ ３０００ ￣木工用刨子、 凿子及类似切削

工具

８２０５ ４０００ ￣螺丝刀

￣其他 手 工 工 具 ( 包 括 玻 璃

刀):
８２０５ ５１００ ￣￣家用工具

８２０５ ５９００ ￣￣其他

８２０５ ６０００ ￣喷灯

８２０５ ７０００ ￣台钳、 夹钳及类似品

８２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由本税目项下两个

或多个子目所列物品组成的成

套货品

８２ ０６ 由税目 ８２ ０２ 至 ８２ ０５ 中两个

或多个税目所列工具组成的零

售包装成套货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合金

钢制等)ꎻ ３ 包含的种类

(扳 手、 钳 子、 螺 丝 刀

等)ꎻ ４ 是否零售包装成

套

５ 品牌

８２０６ ００００ 由税目 ８２ ０２ 至 ８２ ０５ 中两个

或多个税目所列工具组成的零

售包装成套货品

８２ ０７ 手工工具 (不论是否有动力装

置) 及机床 (例如ꎬ 锻压、 冲

压、 攻丝、 钻孔、 镗孔、 铰孔

及铣削、 车削或上螺丝用的机

器) 的可互换工具ꎬ 包括金属

拉拔或挤压用模及凿岩或钻探

工具: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钻

探、 铣削、 锻压、 镗 孔

用等)ꎻ ３ 材质 (合金

钢制等)ꎻ ４ 种类 (锻

模、 铣刀等)ꎻ ５ 是否带

工作部件ꎬ 若带有请注

明材质 (金属陶瓷、 金

刚石等)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凿岩或钻探工具:
８２０７ １３００ ￣￣带有金属陶瓷制的工作部件

￣￣其他ꎬ 包括部件:
８２０７ １９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金属拉拔或挤压用模:

２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０７ ２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２０７ ３０００ ￣锻压或冲压工具

８２０７ ４０００ ￣攻丝工具

￣钻孔工具ꎬ 但凿岩及钻探用的

除外:
８２０７ ５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５０９０ ￣￣￣其他

￣镗孔或铰孔工具:
８２０７ ６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６０９０ ￣￣￣其他

￣铣削工具:
８２０７ ７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７０９０ ￣￣￣其他

￣车削工具:
８２０７ ８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８０９０ ￣￣￣其他

￣其他可互换工具:
８２０７ ９０１０ ￣￣￣带有天然或合成金刚石、 立

方氮化硼制的工作部件

８２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２ ０８ 机器或机械器具的刀及刀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金属

加工 用、 木 器 加 工 用

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

制等)ꎻ ４ 种类 (机器

用刀片等)ꎻ ５ 金属加工

用的需要申报是否经镀

层或涂层

６ 品牌

￣金属加工用:
￣￣￣硬质合金制的:

８２０８ １０１１ ￣￣￣￣经镀或涂层的

８２０８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２０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２０８ ２０００ ￣木器加工用

８２０８ ３０００ ￣厨房器具或食品工业机器用

８２０８ ４０００ ￣农业、 园艺或林业机器用

８２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 ０９ 未装配的工具用金属陶瓷板、
杆、 刀头及类似品:

８２０９ ００１０ ￣￣￣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具

用)ꎻ ３ 材质 (金属陶

瓷 制 )ꎻ ４ 种 类 ( 板、
杆、 刀头等)ꎻ ５ 是否装

配

６ 品牌

￣￣￣条、 杆:
８２０９ ００２１ ￣￣￣￣晶粒度小于 ０ ８ 微米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具

用)ꎻ ３ 材质 (金属陶

瓷 制 )ꎻ ４ 种 类 ( 板、
杆、 刀头等)ꎻ ５ 是否装

配ꎻ ６ 晶粒度

７ 品牌

８２０９ ００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具

用)ꎻ ３ 材质 (金属陶

瓷 制 )ꎻ ４ 种 类 ( 板、
杆、 刀头等)ꎻ ５ 是否装

配

６ 品牌

８２０９ ００３０ ￣￣￣刀头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具

用)ꎻ ３ 材质 (金属陶

瓷 制 )ꎻ ４ 种 类 ( 板、
杆、 刀头等)ꎻ ５ 是否装

配

６ 品牌

８２０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具

用)ꎻ ３ 材质 (金属陶

瓷 制 )ꎻ ４ 种 类 ( 板、
杆、 刀头等)ꎻ ５ 是否装

配

６ 品牌

８２ １０ 用于加工或调制食品或饮料的

手动机械器具ꎬ 重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加工

食 品 用 等 )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ꎻ ４ 种类

(绞肉机、 榨汁机等)ꎻ
５ 原理 (手动)ꎻ ６ 单

件重量

７ 品牌

８２１０ ００００ 用于加工或调制食品或饮料的

手动机械器具ꎬ 重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

８２ １１ 有刃口的刀及其刀片ꎬ 不论是

否有锯齿 (包括整枝刀)ꎬ 但

税目 ８２ ０８ 的刀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餐

刀、 折叠刀等)ꎻ ４ 式样

(刃面固定、 可换刃面)ꎻ
５ 是否成套

６ 品牌

８２１１ １０００ ￣成套货品

￣其他:

４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２１１ ９１００ ￣￣刃面固定的餐刀

８２１１ ９２００ ￣￣刃面固定的其他刀

８２１１ ９３００ ￣￣可换刃面的刀

８２１１ ９４００ ￣￣刀片

８２１１ ９５００ ￣￣贱金属制的刀柄

８２ １２ 剃刀及其刀片 (包括未分开的

刀片条):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剃

刀、 安全刀片等)

４ 品牌

８２１２ １０００ ￣剃刀

８２１２ ２０００ ￣安全刀片ꎬ 包括未分开的刀片

条

８２１２ ９０００ ￣其他零件

８２ １３ 剪刀、 裁缝剪刀及类似品、 剪

刀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裁缝

用等)ꎻ ３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４ 种类 (剪

刀、 剪刀片等)

５ 品牌

８２１３ ００００ 剪刀、 裁缝剪刀及类似品、 剪

刀片

８２ １４ 其他利口器 (例如ꎬ 理发推

剪、 屠刀、 砍骨刀、 切肉刀、
切菜刀、 裁纸刀)ꎻ 修指甲及

修脚用具 (包括指甲锉):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裁

纸刀、 指甲锉、 手动理

发推剪、 切菜刀等)

４ 品牌

８２１４ １０００ ￣裁纸刀、 开信刀、 改错刀、 铅

笔刀及其刀片

８２１４ ２０００ ￣修指甲及修脚用具 (包括指

甲锉)
８２１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２ １５ 餐匙、 餐叉、 长柄勺、 漏勺、
糕点夹、 鱼刀、 黄油刀、 糖块

夹及类似的厨房或餐桌用具: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餐

桌、 厨房用)ꎻ ３ 材质

(不锈钢制等)ꎻ ４ 种类

(餐叉、 漏勺等)ꎻ ５ 是

否镀贵金属ꎻ ６ 是否成

套

７ 品牌

８２１５ １０００ ￣成套货品ꎬ 至少其中一件物品

是镀贵金属的

８２１５ ２０００ ￣其他成套货品

￣其他:
８２１５ ９１００ ￣￣镀贵金属的

８２１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５４５



第八十三章　 贱金属杂项制品

注释:
一、 在本章ꎬ 贱金属零件应与制品一同归类ꎮ 但税目 ７３ １２、 ７３ １５、 ７３ １７、 ７３ １８ 及 ７３ ２０ 的钢铁制品或其他贱金

属 (第七十四章至第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 制的类似物品不应视为本章制品的零件ꎮ
二、 税目 ８３ ０２ 所称 “脚轮”ꎬ 是指直径 (对于有胎的ꎬ 连胎计算在内ꎬ 下同) 不超过 ７５ 毫米的或直径虽超过 ７５

毫米ꎬ 但所装轮或胎的宽度必须小于 ３０ 毫米的脚轮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３ ０１ 贱金属制的锁 (钥匙锁、 数码

锁及电动锁)ꎻ 贱金属制带锁

的扣环及扣环框架ꎻ 上述锁的

贱金属制钥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 制 等)ꎻ ４
种类 (钥匙锁、 数码锁、
电动锁、 钥匙等)

５ 品牌

８３０１ １０００ ￣挂锁

￣机动车用锁:
８３０１ ２０１０ ￣￣￣中央控制门锁

８３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３０１ ３０００ ￣家具用锁

８３０１ ４０００ ￣其他锁

８３０１ ５０００ ￣带锁的扣环及扣环框架

８３０１ ６０００ ￣零件

８３０１ ７０００ ￣钥匙

８３ ０２ 用于家具、 门窗、 楼梯、 百叶

窗、 车厢、 鞍具、 衣箱、 盒子

及类似品的贱金属附件及架

座ꎻ 贱金属制帽架、 帽钩、 托

架及类似品ꎻ 用贱金属做支架

的小脚轮ꎻ 贱金属制的自动闭

门器:
８３０２ １０００ ￣铰链 (折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

４ 品牌

８３０２ ２０００ ￣小脚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 制 等 )ꎻ
４ 直径ꎻ ５ 所装轮或胎

的宽度

６ 品牌

８３０２ ３０００ ￣机动车辆用的其他附件及架座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

４ 品牌

６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附件及架座: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

４ 品牌

８３０２ ４１００ ￣￣建筑用

８３０２ ４２００ ￣￣其他ꎬ 家具用

８３０２ ４９００ ￣￣其他

８３０２ ５０００ ￣帽架、 帽钩、 托架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

４ 品牌

８３０２ ６０００ ￣自动闭门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机动

车用、 家具用等)ꎻ ３ 材

质 (不锈钢制等)

４ 品牌

８３ ０３ 装甲或加强的贱金属制保险

箱、 保险柜及保险库的门和带

锁保险储存橱、 钱箱、 契约箱

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保

险箱、 保险柜、 保险库

的门等)

４ 品牌

８３０３ ００００ 装甲或加强的贱金属制保险

箱、 保险柜及保险库的门和带

锁保险储存橱、 钱箱、 契约箱

及类似品

８３ ０４ 贱金属制的档案柜、 卡片索引

柜、 文件盘、 文件篮、 笔盘、
公章架及类似的办公用具ꎬ 但

税目 ９４ ０３ 的办公室家具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办公

室用)ꎻ ３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４ 种类 (档

案柜、 卡片索引柜、 文

件盘等)ꎻ ５ 式样 (非

落地)

６ 品牌

８３０４ ００００ 贱金属制的档案柜、 卡片索引

柜、 文件盘、 文件篮、 笔盘、
公章架及类似的办公用具ꎬ 但

税目 ９４ ０３ 的办公室家具除外

８３ ０５ 活页夹、 卷宗夹的贱金属附

件ꎬ 贱金属制的信夹、 信角、
文件夹、 索引标签及类似的办

公用品ꎻ 贱金属制的成条订书

钉 (例如ꎬ 供办公室、 室内装

饰或包装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办公

室用、 室内装饰或包装

用)ꎻ ３ 材质 (不锈钢

制等)ꎻ ４ 种类 (活页

夹、 宗卷夹、 成条订书

钉等)

５ 品牌

８３０５ １０００ ￣活页夹或卷宗夹的附件

８３０５ ２０００ ￣成条订书钉

８３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零件

７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３ ０６ 非电动的贱金属铃、 钟、 锣及

类似品ꎻ 贱金属雕塑像及其他

装饰品ꎻ 贱金属相框或画框及

类似框架ꎻ 贱金属镜子: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不锈

钢制等)ꎻ ３ 种类 (铃、
钟、 锣、 雕塑像、 相框、
画框等)ꎻ ４ 是否镀贵金

属ꎻ ５ 铃、 钟、 锣请注

明非电动

６ 品牌

８３０６ １０００ ￣铃、 钟、 锣及类似品

￣雕塑像及其他装饰品:
８３０６ ２１００ ￣￣镀贵金属的

￣￣其他:
８３０６ ２９１０ ￣￣￣景泰蓝的

８３０６ ２９９０ ￣￣￣其他

８３０６ ３０００ ￣相框、 画框及类似框架ꎻ 镜子

８３ ０７ 贱金属软管ꎬ 不论是否有附

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钢铁

制、 其 他 贱 金 属 制 )ꎻ
３ 种类 (软管)

４ 品牌

８３０７ １０００ ￣钢铁制

８３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贱金属制

８３ ０８ 贱金属制的扣、 钩、 环、 眼及

类似品ꎬ 用于衣着或衣着附

件、 鞋靴、 珠宝首饰、 手表、
书籍、 天篷、 皮革制品、 旅行

用品或马具或其他制成品ꎻ 贱

金属制的管形铆钉及开口铆

钉ꎻ 贱金属制的珠子及亮晶

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用于

衣服、 提包上等)ꎻ ３ 材

质 ( 不 锈 钢 制 等 )ꎻ
４ 种 类 ( 扣、 钩、 环、
铆钉等)

５ 品牌

８３０８ １０００ ￣钩、 环及眼

８３０８ ２０００ ￣管形铆钉及开口铆钉

８３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零件

８３ ０９ 贱金属制的塞子、 盖子 (包括

冠形瓶塞、 螺口盖及倒水塞)、
瓶帽、 螺口塞、 塞子帽、 封志

及其他包装用附件:

１ 品 名ꎻ ２ 形 状 ( 冠

形、 圆形等)ꎻ ３ 材质

(不锈钢制等)ꎻ ４ 种类

(塞子、 盖子等)

５ 品牌

８３０９ １０００ ￣冠形瓶塞

８３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３ １０ 贱金属制的标志牌、 铭牌、 地

名牌及类似品ꎬ 号码、 字母及

类似标志ꎬ 但税目 ９４ ０５ 的货

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汽车

用等)ꎻ ３ 材质 (不锈

钢制、 贱金属种类等)ꎻ
４ 种 类 ( 标 志、 铭 牌

等)

５ 品牌

８３１０ ００００ 贱金属制的标志牌、 铭牌、 地

名牌及类似品ꎬ 号码、 字母及

类似标志ꎬ 但税目 ９４ ０５ 的货

品除外

８４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３ １１ 贱金属或硬质合金制的丝、
条、 管、 板、 电极及类似品ꎬ
以焊剂涂面或以焊剂为芯ꎬ 用

于焊接或沉积金属、 硬质合

金ꎻ 贱金属粉黏聚而成的丝或

条ꎬ 供金属喷镀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电弧

焊用、 气焊用、 钎焊用

等)ꎻ ３ 材质 (贱金属、
硬质合金制)ꎻ ４ 种类

(电极、 焊条、 焊丝等)ꎻ
５ 状态 (以焊剂涂面、
以焊剂为芯)

６ 品牌

８３１１ １０００ ￣以焊剂涂面的贱金属制电极ꎬ
电弧焊用

８３１１ ２０００ ￣以焊剂为芯的贱金属制焊丝ꎬ
电弧焊用

８３１１ ３０００ ￣以焊剂涂面或以焊剂为芯的贱

金属条或丝ꎬ 钎焊或气焊用

８３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４５



第十六类　 机器、 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ꎻ 录音机及放声机、 电视图像、
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类不包括:

(一) 第三十九章的塑料或税目 ４０ １０ 的硫化橡胶制的传动带、 输送带ꎻ 除硬质橡胶以外的硫化橡胶制的机器、
机械器具、 电气器具或其他专门技术用途的物品 (税目 ４０ １６)ꎻ

(二) 机器、 机械器具或其他专门技术用途的皮革、 再生皮革 (税目 ４２ ０５) 或毛皮 (税目 ４３ ０３) 的制品ꎻ
(三) 各种材料 (例如ꎬ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八章及第十五类的材料) 制的筒管、 卷

轴、 纡子、 锥形筒管、 芯子、 线轴及类似品ꎻ
(四) 提花机及类似机器用的穿孔卡片 (例如ꎬ 归入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八章或第十五类的)ꎻ
(五) 纺织材料制的传动带、 输送带及其带料 (税目 ５９ １０) 或专门技术用途的其他纺织材料制品 (税目

５９ １１)ꎻ
(六) 税目 ７１ ０２ 至 ７１ ０４ 的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或税目 ７１ １６ 的完全以宝石或半宝石制成的

物品ꎬ 但已加工未装配的唱针用蓝宝石和钻石除外 (税目 ８５ ２２)ꎻ
(七)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及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八) 钻管 (税目 ７３ ０４)ꎻ
(九) 金属丝、 带制的环形带 (第十五类)ꎻ
(十) 第八十二章或第八十三章的物品ꎻ
(十一) 第十七类的物品ꎻ
(十二) 第九十章的物品ꎻ
(十三) 第九十一章的钟、 表及其他物品ꎻ
(十四) 税目 ８２ ０７ 的可互换工具及作为机器零件的刷子 (税目 ９６ ０３)ꎻ 类似的可互换工具应按其构成工作部

件的材料归类 (例如ꎬ 归入第四十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五章、 第五十九章或税目

６８ ０４、 ６９ ０９)ꎻ
(十五)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ꎻ 或

(十六) 打字机色带或类似色带ꎬ 不论是否带轴或装盒 (应按其材料属性归类ꎻ 如已上油或经其他方法处理能

着色的ꎬ 应归入税号 ９６ １２)ꎬ 或税号 ９６ ２０ 的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ꎮ
二、 除本类注释一、 第八十四章注释一及第八十五章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机器零件 (不属于税目 ８４ ８４、

８５ ４４、 ８５ ４５、 ８５ ４６ 或 ８５ ４７ 所列物品的零件) 应按下列规定归类:
(一) 凡在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的税目 (税目 ８４ ０９、 ８４ ３１、 ８４ ４８、 ８４ ６６、 ８４ ７３、 ８４ ８７、 ８５ ０３、

８５ ２２、 ８５ ２９、 ８５ ３８ 及 ８５ ４８ 除外) 列名的货品ꎬ 均应归入该两章的相应税目ꎻ
(二)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某一种机器或同一税目的多种机器 (包括税目 ８４ ７９ 或 ８５ ４３ 的机器) 的其他零件ꎬ

应与该种机器一并归类ꎬ 或酌情归入税目 ８４ ０９、 ８４ ３１、 ８４ ４８、 ８４ ６６、 ８４ ７３、 ８５ ０３、 ８５ ２２、 ８５ ２９
或 ８５ ３８ꎬ 但能同时主要用于税目 ８５ １７ 和 ８５ ２５ 至 ８５ ２８ 所列机器的零件ꎬ 应归入税目 ８５ １７ꎻ

(三) 所有其他零件应酌情归入税目 ８４ ０９、 ８４ ３１、 ８４ ４８、 ８４ ６６、 ８４ ７３、 ８５ ０３、 ８５ ２２、 ８５ ２９ 或 ８５ ３８ꎬ 如

不能归入上述税目ꎬ 则应归入税目 ８４ ８７ 或 ８５ ４８ꎮ
三、 由两部及两部以上机器装配在一起形成的组合式机器ꎬ 或具有两种及两种以上互补或交替功能的机器ꎬ 除条文

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应按具有主要功能的机器归类ꎮ
四、 由不同独立部件 (不论是否分开或由管道、 传动装置、 电缆或其他装置连接) 组成的机器 (包括机组)ꎬ 如果

组合后明显具有一种第八十四章或第八十五章某个税目所列功能ꎬ 则全部机器应按其功能归入有关税目ꎮ
五、 上述各注释所称 “机器”ꎬ 是指第八十四章或第八十五章各税目所列的各种机器、 设备、 装置及器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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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　 核反应堆、 锅炉、 机器、 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第六十八章的石磨、 石碾及其他物品ꎻ
(二) 陶瓷材料制的机器或器具 (例如ꎬ 泵) 及供任何材料制的机器或器具用的陶瓷零件 (第六十九章)ꎻ
(三) 实验室用玻璃器 (税目 ７０ １７)ꎻ 玻璃制的机器、 器具或其他专门技术用途的物品及其零件 (税目 ７０ １９

或 ７０ ２０)ꎻ
(四) 税目 ７３ ２１ 或 ７３ ２２ 的物品或其他贱金属制的类似物品 (第七十四章至第七十六章或第七十八章至第八

十一章)ꎻ
(五) 税目 ８５ ０８ 的真空吸尘器ꎻ
(六) 税号 ８５ ０９ 的家用电动器具ꎻ 税号 ８５ ２５ 的数字照相机ꎻ
(七) 第十七类物品用的散热器ꎻ 或

(八) 非机动的手工操作地板清扫器 (税目 ９６ ０３)ꎮ
二、 除第十六类注释三及本章注释九另有规定以外ꎬ 如果某种机器或器具既符合税目 ８４ ０１ 至 ８４ ２４ 中一个或几个

税目的规定ꎬ 或符合税目 ８４ ８６ 的规定ꎬ 又符合税目 ８４ ２５ 至 ８４ ８０ 中一个或几个税目的规定ꎬ 则应酌情归入

税目 ８４ ０１ 至 ８４ ２４ 中的相应税目或税目 ８４ ８６ꎬ 而不归入税目 ８４ ２５ 至 ８４ ８０ 中的有关税目ꎮ
但税目 ８４ １９ 不包括:
(一) 催芽装置、 孵卵器或育雏器 (税目 ８４ ３６)ꎻ
(二) 谷物调湿机 (税目 ８４ ３７)ꎻ
(三) 萃取糖汁的浸提装置 (税目 ８４ ３８)ꎻ
(四) 纱线、 织物及纺织制品的热处理机器 (税目 ８４ ５１)ꎻ 或

(五) 温度变化 (即使必不可少) 仅作为辅助功能的机器、 设备或实验室设备ꎮ
税目 ８４ ２２ 不包括:
(一) 缝合袋子或类似品用的缝纫机 (税目 ８４ ５２)ꎻ 或

(二) 税目 ８４ ７２ 的办公室用机器ꎮ
税目 ８４ ２４ 不包括:
(一) 喷墨印刷 (打印) 机器 (税目 ８４ ４３)ꎻ 或

(二) 水射流切割机 (税目 ８４ ５６)ꎮ
三、 如果用于加工各种材料的某种机床既符合税目 ８４ ５６ 的规定ꎬ 又符合税目 ８４ ５７、 ８４ ５８、 ８４ ５９、 ８４ ６０、

８４ ６１、 ８４ ６４ 或 ８４ ６５ 的规定ꎬ 则应归入税目 ８４ ５６ꎮ
四、 税目 ８４ ５７ 仅适用于可以完成下列不同形式机械操作的金属加工机床ꎬ 但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除外:

(一) 按照机械加工程序从刀具库中自动更换刀具 (加工中心)ꎻ
(二) 同时或顺序地自动使用不同的动力头对固定不动的工件进行加工 (单工位组合机床)ꎻ 或

(三) 自动将工件送向不同的动力头 (多工位组合机床)ꎮ
五、 (一) 税目 ８４ ７１ 所称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ꎬ 是指具有以下功能的机器:

１ 存储处理程序及执行程序直接需要的起码的数据ꎻ
２ 按照用户的要求随意编辑程序ꎻ
３ 按照用户指令进行算术计算ꎻ 以及

４ 在运行过程中ꎬ 可不需人为干预而通过逻辑判断ꎬ 执行一个处理程序ꎬ 这个处理程序可改变计算机指

令的执行ꎮ
(二)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可以是一套由若干单独部件所组成的系统ꎮ
(三) 除本条注释 (四) 及 (五) 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一个部件如果符合下列所有规定ꎬ 即可视为自动数据处理

系统的一部分:
１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自动数据处理系统ꎻ
２ 可以直接或通过一个或几个其他部件同中央处理器相连接ꎻ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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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能够以本系统所使用的方式 (代码或信号) 接收或传送数据ꎮ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部件如果单独报验ꎬ 应归入税目 ８４ ７１ꎮ
但是ꎬ 键盘、 Ｘ Ｙ 坐标输入装置及盘 (片) 式存储部件ꎬ 只要符合上述注释 (三) ２ 及 (三) ３ 所列的

规定ꎬ 应一律作为税目 ８４ ７１ 的部件归类ꎮ
(四) 税目 ８４ ７１ 不包括单独报验的下述设备ꎬ 即使它们符合上述注释五 (三) 的所有规定:

１ 打印机、 复印机、 传真机ꎬ 不论是否组合式ꎻ
２ 发送或接收声音、 图像或其他数据的设备ꎬ 包括有线或无线网络 (例如ꎬ 局域网或广域网) 通信设

备ꎻ
３ 扬声器及传声器 (麦克风)ꎻ
４ 电视摄像机、 数字照相机及视频摄录一体机ꎻ
５ 监视器及投影机ꎬ 未装有电视接收装置ꎮ

(五) 装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连接使用ꎬ 但却从事数据处理以外的某项专门功能的机器ꎬ
应按其功能归入相应的税目ꎬ 对于无法按功能归类的ꎬ 应归入未列名税目ꎮ

六、 税目 ８４ ８２ 还包括最大直径及最小直径与标称直径相差均不超过 １％或 ０ ０５ 毫米 (以相差数值较小的为准) 的

抛光钢珠ꎬ 其他钢珠归入税目 ７３ ２６ꎮ
七、 具有一种以上用途的机器在归类时ꎬ 其主要用途可作为唯一的用途对待ꎮ

除本章注释二、 第十六类注释三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任何税目都未列明其主要用途的机器ꎬ 以及没有哪一种用

途是主要用途的机器ꎬ 均应归入税目 ８４ ７９ꎮ 税目 ８４ ７９ 还包括将金属丝、 纺织纱线或其他各种材料以及它们

的混合材料制成绳、 缆的机器 (例如ꎬ 捻股机、 绞扭机、 制缆机)ꎮ
八、 税目 ８４ ７０ 所称 “袖珍式”ꎬ 仅适用于外形尺寸不超过 １７０ 毫米×１００ 毫米×４５ 毫米的机器ꎮ
九、 (一) 第八十五章注释九 (一) 及 (二) 也同样适用于本条注释及税目 ８４ ８６ 中所称的 “半导体器件” 及 “集

成电路”ꎮ 但本条注释及税目 ８４ ８６ 所称 “半导体器件”ꎬ 也包括光敏半导体器件及发光二极管 (ＬＥＤ)ꎮ
(二) 本条注释及税目 ８４ ８６ 所称 “平板显示器的制造”ꎬ 包括将各层基片制造成一层平板ꎬ 但不包括玻璃的

制造或将印刷电路板或其他电子元件装配在平板上ꎮ 所称 “平板显示” 不包括阴极射线管技术ꎮ
(三) 税目 ８４ ８６ 也包括专用于或主要用于下列用途的机器及装置:

１ 制造或修补掩膜版及刻线ꎻ
２ 组装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ꎻ
３ 升降、 搬运、 装卸单晶柱、 圆片、 半导体器件、 集成电路及平板显示器ꎮ

(四) 除第十六类注释一及第八十四章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符合税目 ８４ ８６ 规定的设备及装置ꎬ 应归入该

税目而不归入本目录的其他税目ꎮ
子目注释:

一、 子目 ８４６５ ２０ 所称 “加工中心”ꎬ 仅适用于加工木材、 软木、 骨、 硬质橡胶、 硬质塑料或类似硬质材料的加工

机床ꎮ 这些设备可根据机械加工程序ꎬ 从刀具库或类似装置中自动更换刀具ꎬ 以完成不同形式的机械加工ꎮ
二、 子目 ８４７１ ４９ 所称 “系统”ꎬ 是指各部件符合第八十四章注释五 (三) 所列条件ꎬ 并且至少由一个中央处理部

件、 一个输入部件 (例如ꎬ 键盘或扫描器) 及一个输出部件 (例如ꎬ 视频显示器或打印机) 组成的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ꎮ
三、 子目 ８４８１ ２０ 所称 “油压或气压传动阀”ꎬ 是指在液压或气压系统中专用于传递 “流体动力” 的阀门ꎬ 其能源

以加压流体 (液体或气体) 的形式供给ꎮ 这些阀门可以具有各种形式 (例如ꎬ 减压阀、 止回阀)ꎮ 子目

８４８１ ２０ 优先于税目 ８４ ８１ 的所有其他子目ꎮ
四、 子目 ８４８２ ４０ 仅包括滚柱直径相同ꎬ 最大不超过 ５ 毫米ꎬ 且长度至少是直径 ３ 倍的圆滚柱轴承ꎬ 滚柱的两端可

以磨圆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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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０１ 核反应堆ꎻ 核反应堆的未辐照

燃料元件 (释热元件)ꎻ 同位

素分离机器及装置:
８４０１ １０００ ￣核反应堆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８４０１ ２０００ ￣同位素分离机器、 装置及其零

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未辐 照 燃 料 元 件 ( 释 热 元

件):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８４０１ ３０１０ ￣￣￣未辐照燃料元件

８４０１ ３０９０ ￣￣￣未辐照燃料元件的零件

￣核反应堆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０１ ４０１０ ￣￣￣未辐照相关组件

８４０１ ４０２０ ￣￣￣堆内构件

８４０１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０２ 蒸汽锅炉 (能产生低压水蒸气

的集中供暖用的热水锅炉除

外)ꎻ 过热水锅炉:
￣蒸汽锅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构

造方式ꎻ ４ 蒸发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蒸发量超过 ４５ 吨 /时的水管

锅炉:
８４０２ １１１０ ￣￣￣蒸发量在 ９００ 吨 /时及以上

的发电用锅炉

８４０２ １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０２ １２００ ￣￣蒸发量不超过 ４５ 吨 /时的水

管锅炉

８４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蒸汽锅炉ꎬ 包括混合式

锅炉

８４０２ ２０００ ￣过热水锅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温

度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０２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０３ 集中供暖用的热水锅炉ꎬ 但税

目 ８４ ０２ 的货品除外:
￣锅炉:

８４０３ １０１０ ￣￣￣家用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是否装

有 循 环 装 置ꎻ
６ 功率ꎻ ７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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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温度

８４０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０４ 税目 ８４ ０２ 或 ８４ ０３ 所列锅炉

的辅助设备 (例如ꎬ 节热器、
过热器、 除灰器、 气体回收

器)ꎻ 水蒸气或其他蒸汽动力

装置的冷凝器:
￣税目 ８４ ０２ 或 ８４ ０３ 所列锅炉

的辅助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８４０４ １０１０ ￣￣￣税目 ８４ ０２ 所列锅炉的辅助

设备

８４０４ １０２０ ￣￣￣税目 ８４ ０３ 所列锅炉的辅助

设备

８４０４ ２０００ ￣水蒸气或其他蒸汽动力装置的

冷凝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０４ ９０１０ ￣￣￣税号 ８４０４ １０２０ 所列设备的

零件

８４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０５ 煤气发生器ꎬ 不论有无净化

器ꎻ 乙炔发生器及类似的水解

气体发生器ꎬ 不论有无净化

器:
８４０５ １０００ ￣煤气发生器ꎬ 不论有无净化

器ꎻ 乙炔发生器及类似的水解

气体发生器ꎬ 不论有无净化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０５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０６ 汽轮机:
８４０６ １０００ ￣船舶动力用汽轮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输出功

率

￣其他汽轮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输出功率超过 ４０ 兆瓦的:
８４０６ ８１１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１００ 兆瓦的

８４０６ ８１２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１００ 兆瓦ꎬ 但

不超过 ３５０ 兆瓦的

４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０６ ８１３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５０ 兆瓦的

８４０６ ８２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４０ 兆瓦的

８４０６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０７ 点燃往复式或旋转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
￣航空器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燃料类

型

８４０７ １０１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２９８ 千瓦

８４０７ １０２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２９８ 千瓦

￣船舶发动机:
８４０７ ２１００ ￣￣舷外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发

动机安装位置 (舷外或

舷内)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燃料类

型ꎻ ７ 功率

８４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发

动机安装位置 (舷外或

舷内)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燃料类

型ꎻ ７ 是否提

供 主 动 力ꎻ
８ 功率

￣用于第八十七章所列车辆的往

复式活塞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排

气量ꎻ ４ 成套散件或毛

坯请注明ꎻ ５ 燃料类型ꎻ
６ 状态 (成品、 半成品、
成套散件)ꎻ ７ 生产件的

通用 零 件 编 号 后 加 注

“ / ＴＹ”ꎻ８ 成套散件装配

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编

号

９ 品牌ꎻ １０ 型

号ꎻ １１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４０７ ３１００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５０ 毫升

８４０７ ３２００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５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 毫升

８４０７ ３３００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５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０７ ３４１０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８４０７ ３４２０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 毫升

￣其他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燃

料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转速

８４０７ ９０１０ ￣￣￣沼气发动机

８４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０８ 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

或半柴油发动机):
８４０８ １０００ ￣船舶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输出功

率

￣用于第八十七章所列车辆的发

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ꎻ ４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４０８ ２０１０ ￣￣￣输出 功 率 在 １３２ ３９ 千 瓦

(１８０ 马力) 及以上

８４０８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转速

８４０８ ９０１０ ￣￣￣机车发动机

￣￣￣其他:
８４０８ ９０９１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１４ 千瓦

８４０８ ９０９２ ￣￣￣￣输出功率超过 １４ 千瓦ꎬ 但

小于 １３２ ３９ 千瓦 (１８０ 马力)
８４０８ ９０９３ ￣￣￣￣输出 功 率 在 １３２ ３９ 千 瓦

(１８０ 马力) 及以上

８４ ０９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４ ０７
或 ８４ ０８ 所列发动机的零件:

６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０９ １０００ ￣航空器发动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何种用

途发动机 ( 如飞机用、
船舶用等)ꎻ ３ 适用发动

机的类型 (点燃式 /压燃

式)

４ 品牌ꎻ ５ 零

件号

￣其他: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点燃式活

塞内燃发动机的: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何种用

途发动机 ( 如飞机用、
船舶用等)ꎻ ３ 适用发动

机的类型 (点燃式 /压燃

式)

４ 品牌ꎻ ５ 零

件号

８４０９ ９１１０ ￣￣￣船舶发动机用

￣￣￣其他:
８４０９ ９１９１ ￣￣￣￣电控燃油喷射装置

８４０９ ９１９９ ￣￣￣￣其他

￣￣其他:
８４０９ ９９１０ ￣￣￣船舶发动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何种用

途发动机 ( 如飞机用、
船舶用等)ꎻ ３ 适用发动

机的类型 (点燃式 /压燃

式)ꎻ ４ 发动机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零

件号

８４０９ ９９２０ ￣￣￣机车发动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何种用

途发动机 ( 如飞机用、
船舶用等)ꎻ ３ 适用发动

机的类型 (点燃式 /压燃

式)ꎻ ４ 发动机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零

件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何种用

途发动机 ( 如飞机用、
船舶用等)ꎻ ３ 适用发动

机的类型 (点燃式 /压燃

式)ꎻ ４ 发动机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零

件号

８４０９ ９９９１ ￣￣￣￣输出 功 率 在 １３２ ３９ 千 瓦

(１８０ 马力) 及以上的发动机

用

８４０９ ９９９９ ￣￣￣￣其他

８４ １０ 水轮机、 水轮及其调节器:
￣水轮机及水轮:

８４１０ １１００ ￣￣功率不超过 １０００ 千瓦 １ 品名ꎻ ２ 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０ １２００ ￣￣功率超过 １０００ 千瓦ꎬ 但不超

过 １００００ 千瓦

１ 品名ꎻ ２ 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功率超过 １００００ 千瓦: １ 品名ꎻ ２ 功率ꎻ ３ 工

作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７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０ １３１０ ￣￣￣功率超过 ３００００ 千瓦的冲击

式水轮机及水轮

８４１０ １３２０ ￣￣￣功率超过 ３５０００ 千瓦的贯流

式水轮机及水轮

８４１０ １３３０ ￣￣￣功率超过 ２０００００ 千瓦的水

泵水轮机及水轮

８４１０ １３９０ ￣￣￣其他

￣零件ꎬ 包括调节器:
８４１０ ９０１０ ￣￣￣调节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原

理ꎻ ４ 型号

８４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 １１ 涡轮喷气发动机、 涡轮螺桨发

动机及其他燃气轮机:
￣涡轮喷气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推

力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推力不超过 ２５ 千牛顿:
８４１１ １１１０ ￣￣￣涡轮风扇发动机

８４１１ １１９０ ￣￣￣其他

￣￣推力超过 ２５ 千牛顿:
８４１１ １２１０ ￣￣￣涡轮风扇发动机

８４１１ １２９０ ￣￣￣其他

￣涡轮螺桨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１ ２１００ ￣￣功率不超过 １１００ 千瓦

￣￣功率超过 １１００ 千瓦:
８４１１ ２２１０ ￣￣￣功率超过 １１００ 千瓦ꎬ 但不

超过 ２２３８ 千瓦

８４１１ ２２２０ ￣￣￣功率超过 ２２３８ 千瓦ꎬ 但不

超过 ３７３０ 千瓦

８４１１ ２２３０ ￣￣￣功率超过 ３７３０ 千瓦

￣其他燃气轮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１ ８１００ ￣￣功率不超过 ５０００ 千瓦

８４１１ ８２００ ￣￣功率超过 ５０００ 千瓦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１ ９１００ ￣￣涡轮喷气发动机或涡轮螺桨

发动机用

￣￣其他:
８４１１ ９９１０ ￣￣￣涡轮轴发动机用

８４１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１２ 其他发动机及动力装置:
￣喷气发动机ꎬ 但涡轮喷气发动

机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２ １０１０ ￣￣￣航空器及航天器用

８４１２ １０９０ ￣￣￣其他

￣液压动力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用途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８４１２ ２１００ ￣￣直线作用 (液压缸) 的

￣￣其他:
８４１２ ２９１０ ￣￣￣液压马达

８４１２ ２９９０ ￣￣￣其他

￣气压动力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用途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８４１２ ３１００ ￣￣直线作用 (气压缸) 的

８４１２ ３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１２ ８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用途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２ ９０１０ ￣￣￣税号 ８４１２ １０１０ 所列机器的

零件

８４１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１３ 液体泵ꎬ 不论是否装有计量装

置ꎻ 液体提升机:
￣装有或可装计量装置的泵: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装有或可装计量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３ １１００ ￣￣分装燃料或润滑油的泵ꎬ 用

于加油站或车库

８４１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１３ ２０００ ￣手 泵ꎬ 但 子 目 ８４１３ １１ 或

８４１３ １９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手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活塞式内燃发动机用的燃油

泵、 润滑油泵或冷却剂泵: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为活 塞 式 内 燃 发 动 机

用)ꎻ ３ 适用发动机的输

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燃油泵:
８４１３ ３０２１ ￣￣￣￣输出 功 率 在 １３２ ３９ 千 瓦

(１８０ 马力) 及以上的发动机

用燃油泵

８４１３ ３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１３ ３０３０ ￣￣￣润滑油泵

８４１３ ３０９０ ￣￣￣其他

９５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３ ４０００ ￣混凝土泵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往复式排液泵: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气动、 电动、 液压等)ꎻ
３ 原理 (往复式、 回转

式、 离心式等)

４ 用途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８４１３ ５０１０ ￣￣￣气动式

８４１３ ５０２０ ￣￣￣电动式

￣￣￣液压式:
８４１３ ５０３１ ￣￣￣￣柱塞泵

８４１３ ５０３９ ￣￣￣￣其他

８４１３ ５０９０ ￣￣￣其他

￣其他回转式排液泵: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气动、 电动、 液压等)ꎻ
３ 原理 (往复式、 回转

式、 离心式等)

４ 用途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齿轮泵:
８４１３ ６０２１ ￣￣￣￣电动式

８４１３ ６０２２ ￣￣￣￣液压式

８４１３ ６０２９ ￣￣￣￣其他

￣￣￣叶片泵:
８４１３ ６０３１ ￣￣￣￣电动式

８４１３ ６０３２ ￣￣￣￣液压式

８４１３ ６０３９ ￣￣￣￣其他

８４１３ ６０４０ ￣￣￣螺杆泵

８４１３ ６０５０ ￣￣￣径向柱塞泵

８４１３ ６０６０ ￣￣￣轴向柱塞泵

８４１３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离心泵: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气动、 电动、 液压等)ꎻ
３ 原理 (往复式、 回转

式、 离心式等)ꎻ ４ 转速

５ 用途ꎻ ６ 品

牌ꎻ ７ 型号

８４１３ ７０１０ ￣￣￣转速在 １００００ 转 /分及以上

￣￣￣其他:
８４１３ ７０９１ ￣￣￣￣电动潜油泵及潜水电泵

８４１３ ７０９９ ￣￣￣￣其他

￣其他泵ꎻ 液体提升机: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原理 (柱塞

式、 齿 轮 式、
螺杆式等)

８４１３ ８１００ ￣￣泵
８４１３ ８２００ ￣￣液体提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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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３ ９１００ ￣￣泵用

８４１３ ９２００ ￣￣液体提升机用

８４ １４ 空气泵或真空泵、 空气及其他

气体压缩机、 风机、 风扇ꎻ 装

有风扇的通风罩或循环气罩ꎬ
不论是否装有过滤器:

８４１４ １０００ ￣真空泵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半

导体晶圆或平板显示屏

制造用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性 能

(抽气能力)
８４１４ ２０００ ￣手动或脚踏式空气泵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手动或

脚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用于制冷设备的压缩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ꎻ ４ 额定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１ ￣￣￣￣冷藏箱或冷冻箱用ꎬ 电动机

额定功率不超过 ０ ４ 千瓦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２ ￣￣￣￣冷藏箱或冷冻箱用ꎬ 电动机

额定功率超过 ０ ４ 千瓦ꎬ 但不

超过 ５ 千瓦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３ ￣￣￣￣空气调节器用ꎬ 电动机额定

功率超过 ０ ４ 千瓦ꎬ 但不超过

５ 千瓦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４ ￣￣￣￣空气调节器用ꎬ 电动机额定

功率超过 ５ 千瓦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５ ￣￣￣￣冷冻或冷藏设备用ꎬ 电动机

额定功率超过 ５ 千瓦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１４ ３０９０ ￣￣￣非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

８４１４ ４０００ ￣装在拖车底盘上的空气压缩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风机、 风扇:
￣￣台扇、 落地扇、 壁扇、 换气

扇或吊扇ꎬ 包括风机ꎬ 本身装

有一个输出功率不超过 １２５ 瓦

的电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如吊

扇、 落地扇、 壁扇等)ꎻ
３ 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４ ５１１０ ￣￣￣吊扇

８４１４ ５１２０ ￣￣￣换气扇

８４１４ ５１３０ ￣￣￣具有旋转导风轮的风扇

￣￣￣其他:
８４１４ ５１９１ ￣￣￣￣台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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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４ ５１９２ ￣￣￣￣落地扇

８４１４ ５１９３ ￣￣￣￣壁扇

８４１４ ５１９９ ￣￣￣￣其他

￣￣其他:
８４１４ ５９１０ ￣￣￣吊扇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如吊

扇、 落地扇、 壁扇等)ꎻ
３ 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４ ５９２０ ￣￣￣换气扇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如吊

扇、 落地扇、 壁扇等)ꎻ
３ 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４ ５９３０ ￣￣￣离心通风机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如吊

扇、 落地扇、 壁扇等)ꎻ
３ 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４ ５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微

处理器、 电信设备、 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或装置

用等)ꎻ ３ 类型 (如吊

扇、 落地扇、 壁扇等)ꎻ
４ 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罩的平面最大边长不超过 １２０
厘米的通风罩或循环气罩:

１ 品名ꎻ ２ 罩的平面最

大边长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４ ６０１０ ￣￣￣抽油烟机

８４１４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１４ ８０１０ ￣￣￣燃气轮机用的自由活塞式发

生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４ ８０２０ ￣￣￣二氧化碳压缩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４ ８０３０ ￣￣￣发动机用增压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压力比

８４１４ ８０４０ ￣￣￣空气及其他气体压缩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４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材质

￣￣￣税号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１ 至 ８４１４ ３０１４
及 ８４１４ ３０９０所列机器的零件:

８４１４ ９０１１ ￣￣￣￣压缩机进、 排气阀片

８４１４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１４ ９０２０ ￣￣￣税号 ８４１４ ５１１０ 至 ８４１４ ５１９９
及 ８４１４ ６０００所列机器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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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１５ 空气调节器ꎬ 装有电扇及调

温、 调湿装置ꎬ 包括不能单独

调湿的空调器:
￣窗式、 壁式、 置于天花板或地

板上的ꎬ 独立的或分体的:
８４１５ １０１０ ￣￣￣独立式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窗式或

壁式安装ꎻ ３ 是否为独

立式或分体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分体式: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窗式或

壁式安装ꎻ ３ 是否为独

立式或分体式ꎻ ４ 制冷

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５ １０２１ ￣￣￣￣制冷量不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８４１５ １０２２ ￣￣￣￣制冷量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８４１５ ２０００ ￣机动车辆上供人使用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装有一个制冷装置及冷热循

环换向阀 (可逆式热泵) 的: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装有制

冷装置ꎻ ３ 是否装有冷

热换向阀ꎻ ４ 制冷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５ ８１１０ ￣￣￣制冷量不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８４１５ ８１２０ ￣￣￣制冷量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其他ꎬ 装有制冷装置的: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装有制

冷装置ꎻ ３ 是否装有冷

热换向阀ꎻ ４ 制冷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５ ８２１０ ￣￣￣制冷量不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８４１５ ８２２０ ￣￣￣制冷量超过 ４０００ 大卡 /时
８４１５ ８３００ ￣￣未装有制冷装置的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结

构ꎻ ４ 型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若为多元

件集成电路需注明结构

组成ꎻ ４ 适用机型制冷

量 (以 “大卡 /时” 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５ ９０１０ ￣￣￣税 号 ８４１５ １０１０、 ８４１５ １０２１、
８４１５ ８１１０及 ８４１５ ８２１０ 所列设备

的零件

８４１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１６ 使用液体燃料、 粉状固体燃料

或气体燃料的炉用燃烧器ꎻ 机

械加煤机ꎬ 包括其机械炉箅、
机械出灰器及类似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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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６ １０００ ￣使用液体燃料的炉用燃烧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燃

料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炉用燃烧器ꎬ 包括复式燃

烧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燃

料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气体的:
８４１６ ２０１１ ￣￣￣￣使用天然气的

８４１６ ２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１６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１６ ３０００ ￣机械加煤机ꎬ 包括其机械炉

箅、 机械出灰器及类似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８４１６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１７ 非电热的工业或实验室用炉及

烘箱ꎬ 包括焚烧炉:
８４１７ １０００ ￣矿砂、 黄铁矿或金属的焙烧、

熔化或其他热处理用炉及烘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７ ２０００ ￣面包房用烤炉及烘箱ꎬ 包括做

饼干用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７ ８０１０ ￣￣￣炼焦炉

８４１７ ８０２０ ￣￣￣放射性废物焚烧炉

８４１７ ８０３０ ￣￣￣水泥回转窑

８４１７ ８０４０ ￣￣￣石灰石分解炉

８４１７ ８０５０ ￣￣￣垃圾焚烧炉

８４１７ ８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７ ９０１０ ￣￣￣海绵铁回转窑用

８４１７ ９０２０ ￣￣￣炼焦炉用

８４１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１８ 电气或非电气的冷藏箱、 冷冻

箱及其他制冷设备ꎻ 热泵ꎬ 但

税目 ８４ １５ 的空气调节器除

外:
￣冷藏—冷冻组合机ꎬ 各自装有

单独外门的: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 [冷藏

—冷冻组合机 (各自装

有单 独 外 门 的 ) ]ꎻ ３
容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８ １０１０ ￣￣￣容积超过 ５０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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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１８ １０２０ ￣￣￣容积超过 ２００ 升ꎬ 但不超过

５００ 升

８４１８ １０３０ ￣￣￣容积不超过 ２００ 升

￣家用型冷藏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家用)ꎻ ３ 原理ꎻ ４ 容

积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压缩式:
８４１８ ２１１０ ￣￣￣容积超过 １５０ 升

８４１８ ２１２０ ￣￣￣容积超过 ５０ 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 升

８４１８ ２１３０ ￣￣￣容积不超过 ５０ 升

￣￣其他:
８４１８ ２９１０ ￣￣￣半导体制冷式

８４１８ ２９２０ ￣￣￣电气吸收式

８４１８ ２９９０ ￣￣￣其他

￣柜式冷冻箱ꎬ 容积不超过 ８００
升:

１ 品名ꎻ ２ 容积ꎻ ３ 最

低制冷温度ꎻ ４ 是否柜

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８ ３０１０ ￣￣￣制冷温度在￣４０℃及以下

￣￣￣制冷温度在￣４０℃以上:
８４１８ ３０２１ ￣￣￣￣容积超过 ５００ 升

８４１８ ３０２９ ￣￣￣￣其他

￣立式冷冻箱ꎬ 容积不超过 ９００
升: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 (是否

为立式)ꎻ ３ 容积ꎻ ４
最低制冷温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１８ ４０１０ ￣￣￣制冷温度在￣４０℃及以下

￣￣￣制冷温度在￣４０℃以上:
８４１８ ４０２１ ￣￣￣￣容积超过 ５００ 升

８４１８ ４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１８ ５０００ ￣装有冷藏或冷冻装置的其他设

备 (柜、 箱、 展示台、 陈列箱

及类似品)ꎬ 用于存储及展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容 积ꎻ
６ 最低制冷温

度

￣其他制冷设备ꎻ 热泵: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是否

为压缩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热泵ꎬ 税目 ８４ １５ 的空气调

节器除外:
８４１８ ６１２０ ￣￣￣压缩式

８４１８ ６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１８ ６９２０ ￣￣￣制冷机组

８４１８ ６９９０ ￣￣￣其他

５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适用机型

的制冷温度和容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８ ９１００ ￣￣冷藏或冷冻设备专用的特制

家具

￣￣其他:
８４１８ ９９１０ ￣￣￣制冷机组及热泵用

￣￣￣其他:
８４１８ ９９９１ ￣￣￣￣制冷温度在￣４０℃ 及以下的

冷冻设备用

８４１８ ９９９２ ￣￣￣￣制冷温度在￣４０℃ 以上ꎬ 但

容积超过 ５００ 升的冷藏或冷冻

设备用

８４１８ ９９９９ ￣￣￣￣其他

８４ １９ 利用温度变化处理材料的机

器、 装置及类似的实验室设

备ꎬ 例 如ꎬ 加 热、 烹 煮、 烘

炒、 蒸 馏、 精 馏、 消 毒、 灭

菌、 汽 蒸、 干 燥、 蒸 发、 气

化、 冷凝、 冷却的机器设备ꎬ
不论是否电热的 (不包括税目

８５ １４ 的炉、 烘箱及其他设

备)ꎬ 但家用的除外ꎻ 非电热

的快速热水器或贮备式热水

器:
￣非电热的快速热水器或贮备式

热水器: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加

热方式

４ 用途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８４１９ １１００ ￣￣燃气快速热水器

￣￣其他:
８４１９ １９１０ ￣￣￣太阳能热水器

８４１９ １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１９ ２０００ ￣医用或实验室用消毒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干燥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干

燥材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９ ３１００ ￣￣农产品干燥用

８４１９ ３２００ ￣￣木材、 纸浆、 纸或纸板干燥

用

￣￣其他:
８４１９ ３９１０ ￣￣￣微空气流动陶瓷坯件干燥器

８４１９ ３９９０ ￣￣￣其他

６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蒸馏或精馏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原理

８４１９ ４０１０ ￣￣￣提净塔

８４１９ ４０２０ ￣￣￣精馏塔

８４１９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１９ ５０００ ￣热交换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若为用氟聚

合物制造的需注明ꎻ ３
若为用氟聚合物制造的

需注明入口管和出口管

内径尺寸

４ 用途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液化空气或其他气体的机器:
￣￣￣制氧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制

氧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１９ ６０１１ ￣￣￣￣制氧量在 １５０００ 立方米 /小
时及以上

８４１９ ６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１９ ６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机器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９ ８１００ ￣￣加工热饮料或烹调、 加热食

品用

￣￣其他:
８４１９ ８９１０ ￣￣￣加氢反应器

８４１９ ８９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１９ ９０１０ ￣￣￣热水器用

８４１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２０ 砑光机或其他滚压机器及其滚

筒ꎬ 但加工金属或玻璃用的除

外:
８４２０ １０００ ￣砑光机或其他滚压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印

刷电路板基板或印刷电

路制造用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０ ９１００ ￣￣滚筒

８４２０ ９９００ ￣￣其他

７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２１ 离心机ꎬ 包括离心干燥机ꎻ 液

体或气体的过滤、 净化机器及

装置:
￣离心机ꎬ 包括离心干燥机:

８４２１ １１００ ￣￣奶油分离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干衣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干衣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１ １２１０ ￣￣￣干衣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

８４２１ １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１ １９１０ ￣￣￣脱水机

８４２１ １９２０ ￣￣￣固液分离机

８４２１ １９９０ ￣￣￣其他

￣液体的过滤、 净化机器及装

置:
￣￣过滤或净化水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原 理ꎻ
６ 单位时间水

处理量

８４２１ ２１１０ ￣￣￣家用型

￣￣￣其他:
８４２１ ２１９１ ￣￣￣￣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

８４２１ ２１９９ ￣￣￣￣其他

８４２１ ２２００ ￣￣过滤或净化饮料 (水除外)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１ ２３００ ￣￣内燃发动机的滤油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若为用氟聚合物

制造的需注明ꎻ ５ 氟聚

合物制的需报过滤或净

化介质的外观 (膜等)
及厚度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４２１ ２９１０ ￣￣￣压滤机

８４２１ ２９９０ ￣￣￣其他

￣气体的过滤、 净化机器及装

置:
８４２１ ３１００ ￣￣内燃发动机的进气过滤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８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１ ３９１０ ￣￣￣家用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工业用除尘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装备不锈钢外壳需注

明ꎻ ４ 若为装备不锈钢

外壳需注明入口管和出

口管内径尺寸ꎻ ５ 原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８４２１ ３９２１ ￣￣￣￣静电除尘器

８４２１ ３９２２ ￣￣￣￣袋式除尘器

８４２１ ３９２３ ￣￣￣￣旋风式除尘器

８４２１ ３９２４ ￣￣￣￣电袋复合除尘器

８４２１ ３９２９ ￣￣￣￣其他

８４２１ ３９３０ ￣￣￣内燃发动机排气过滤及净化

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装备不锈钢外壳需注

明ꎻ ４ 若为装备不锈钢

外壳需注明入口管和出

口管内径尺寸ꎻ ５ 原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８４２１ ３９４０ ￣￣￣烟气脱硫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装备不锈钢外壳需注

明ꎻ ４ 若为装备不锈钢

外壳需注明入口管和出

口管内径尺寸ꎻ ５ 原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８４２１ ３９５０ ￣￣￣烟气脱硝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装备不锈钢外壳需注

明ꎻ ４ 若为装备不锈钢

外壳需注明入口管和出

口管内径尺寸ꎻ ５ 原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８４２１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装备不锈钢外壳需注

明ꎻ ４ 若为装备不锈钢

外壳需注明入口管和出

口管内径尺寸ꎻ ５ 原理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额定功

率 (非电动的

不需注明额定

功率)
￣零件:
￣￣离心机用ꎬ 包括离心干燥机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１ ９１１０ ￣￣￣干衣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的干

衣机用

８４２１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９６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１ ９９１０ ￣￣￣家用型过滤、 净化装置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１ ９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２２ 洗碟机ꎻ 瓶子及其他容器的洗

涤或干燥机器ꎻ 瓶、 罐、 箱、
袋或其他容器装填、 封口、 密

封、 贴标签的机器ꎻ 瓶、 罐、
管、 筒或类似容器的包封机

器ꎻ 其他包装或打包机器 (包
括热缩包装机器)ꎻ 饮料充气

机:
￣洗碟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２２ １１００ ￣￣家用型

８４２２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２２ ２０００ ￣瓶子或其他容器的洗涤或干燥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瓶、 罐、 箱、 袋或其他容器的

装填、 封口、 密封、 贴标签的

机器ꎻ 瓶、 罐、 管、 筒或类似

容器的包封机器ꎻ 饮料充气

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２ ３０１０ ￣￣￣饮料及液体食品灌装设备

￣￣￣水泥包装机:
８４２２ ３０２１ ￣￣￣￣全自动灌包机

８４２２ ３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２２ ３０３０ ￣￣￣其他包装机

８４２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２ ４０００ ￣其他包装或打包机器 (包括

热缩包装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２ ９０１０ ￣￣￣洗碟机用

８４２２ ９０２０ ￣￣￣饮料及液体食品灌装设备用

８４２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２３ 衡器 (感量为 ５０ 毫克或更精

密的天平除外)ꎬ 包括计数或

检验用的衡器ꎻ 衡器用的各种

砝码、 秤砣:

０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３ １０００ ￣体重计ꎬ 包括婴儿秤ꎻ 家用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输送带上连续称货的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３ ２０１０ ￣￣￣电子皮带秤

８４２３ ２０９０ ￣￣￣其他

￣恒定秤、 物料定量装袋或装容

器用的秤ꎬ 包括库秤:
８４２３ ３０１０ ￣￣￣定量包装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３ ３０２０ ￣￣￣定量分选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３ ３０３０ ￣￣￣配料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３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衡器:
￣￣最大称量不超过 ３０ 千克:

８４２３ ８１１０ ￣￣￣计价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最大称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３ ８１２０ ￣￣￣弹簧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最大称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３ ８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ꎻ
４ 最大称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最大称量超过 ３０ 千克ꎬ 但不

超过 ５０００ 千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ꎻ
４ 最大称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３ ８２１０ ￣￣￣地中衡

８４２３ ８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称重等)ꎻ
４ 最大称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３ ８９１０ ￣￣￣地中衡

８４２３ ８９２０ ￣￣￣轨道衡

８４２３ ８９３０ ￣￣￣吊秤

８４２３ ８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３ ９０００ ￣衡器用的各种砝码、 秤砣ꎻ 衡

器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机型ꎬ 如电子式称重衡

器用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１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２４ 液体或粉末的喷射、 散布或喷

雾的机械器具 (不论是否手工

操作)ꎻ 灭火器ꎬ 不论是否装

药ꎻ 喷枪及类似器具ꎻ 喷气

机、 喷砂机及类似的喷射机

器:
８４２４ １０００ ￣灭火器ꎬ 不论是否装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４ ２０００ ￣喷枪及类似器具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喷射材

料ꎻ ５ 型号

８４２４ ３０００ ￣喷气机、 喷砂机及类似的喷射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喷射材料 ３ 用途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农业或园艺用喷雾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喷

射材料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４ ４１００ ￣￣便携式喷雾器

８４２４ ４９００ ￣￣其他

￣其他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喷

射材料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４ ８２００ ￣￣农业或园艺用

￣￣其他:
８４２４ ８９１０ ￣￣￣家用型

８４２４ ８９２０ ￣￣￣喷涂机器人

￣￣￣其他:
８４２４ ８９９１ ￣￣￣￣船用洗舱机

８４２４ ８９９９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４ ９０１０ ￣￣￣税号 ８４２４ １０００ 所列器具的

零件

８４２４ ９０２０ ￣￣￣税号 ８４２４ ８９１０ 所列器具的

零件

８４２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２５ 滑车及提升机ꎬ 但倒卸式提升

机除外ꎻ 卷扬机及绞盘ꎻ 千斤

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最大提

升 高 度 ( 距

离)ꎻ ７ 最大提

升重量

２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滑车及提升机ꎬ 但倒卸式提升

机及提升车辆用的提升机除

外:
８４２５ １１００ ￣￣电动的

８４２５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卷扬机ꎻ 绞盘:
￣￣电动的:

８４２５ ３１１０ ￣￣￣矿井口卷扬装置ꎻ 专为井下

使用设计的卷扬机

８４２５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２５ ３９１０ ￣￣￣矿井口卷扬装置ꎻ 专为井下

使用设计的卷扬机

８４２５ ３９９０ ￣￣￣其他

￣千斤顶ꎻ 提升车辆用的提升

机:
８４２５ ４１００ ￣￣车库中使用的固定千斤顶系

统

￣￣其他液压千斤顶及提升机:
８４２５ ４２１０ ￣￣￣液压千斤顶

８４２５ ４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２５ ４９１０ ￣￣￣其他千斤顶

８４２５ ４９９０ ￣￣￣其他

８４ ２６ 船用桅杆式起重机ꎻ 起重机ꎬ
包括缆式起重机ꎻ 移动式吊运

架、 跨运车及装有起重机的工

作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高架移动式起重机、 桁架桥式

起重机、 龙门起重机、 桥式起

重机、 移动式吊运架及跨运

车:
￣￣固定支架的高架移动式起重

机:
８４２６ １１２０ ￣￣￣通用桥式起重机

８４２６ １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６ １２００ ￣￣带胶轮的移动式吊运架及跨

运车

￣￣其他:
８４２６ １９１０ ￣￣￣装船机

￣￣￣卸船机:
８４２６ １９２１ ￣￣￣￣抓斗式

８４２６ １９２９ ￣￣￣￣其他

３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６ １９３０ ￣￣￣龙门式起重机

￣￣￣装卸桥:
８４２６ １９４１ ￣￣￣￣门式装卸桥

８４２６ １９４２ ￣￣￣￣集装箱装卸桥

８４２６ １９４３ ￣￣￣￣其他动臂式装卸桥

８４２６ １９４９ ￣￣￣￣其他

８４２６ １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６ ２０００ ￣塔式起重机

８４２６ ３０００ ￣门座式起重机及座式旋臂起重

机

￣其他自推进机械:
￣￣带胶轮的:

８４２６ ４１１０ ￣￣￣轮胎式起重机

８４２６ ４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２６ ４９１０ ￣￣￣履带式起重机

８４２６ ４９９０ ￣￣￣其他

￣其他机械:
８４２６ ９１００ ￣￣供装于公路车辆的

８４２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２７ 叉车ꎻ 其他装有升降或搬运装

置的工作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推

进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最大提

升 高 度 ( 距

离)ꎻ ７ 最大提

升重量

￣电动机推进的机动车:
８４２７ １０１０ ￣￣￣有轨巷道堆垛机

８４２７ １０２０ ￣￣￣无轨巷道堆垛机

８４２７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机动车:
８４２７ ２０１０ ￣￣￣集装箱叉车

８４２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７ ９０００ ￣其他车

８４ ２８ 其他升降、 搬运、 装卸机械

(例如ꎬ 升降机、 自动梯、 输

送机、 缆车):
￣升降机及倒卸式起重机:

８４２８ １０１０ ￣￣￣载客电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提升速

度ꎻ ６ 停层数ꎻ
７ 载重量

４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８ ２０００ ￣气压升降机及输送机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用于连续运送货物或材料

的升降机及输送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运

送方式ꎻ ４ 工作构件类

型 (斗式、 带式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８ ３１００ ￣￣地下专用的

８４２８ ３２００ ￣￣其他ꎬ 斗式

８４２８ ３３００ ￣￣其他ꎬ 带式

￣￣其他:
８４２８ ３９１０ ￣￣￣链式

８４２８ ３９２０ ￣￣￣辊式

８４２８ ３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２８ ４０００ ￣自动梯及自动人行道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缆车、 座式升降机、 滑雪拉

索、 索道用牵引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结构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２８ ６０１０ ￣￣￣货运架空索道

￣￣￣客运架空索道:
８４２８ ６０２１ ￣￣￣￣单线循环式

８４２８ ６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２８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机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２８ ９０１０ ￣￣￣矿车推动机、 铁道机车或货

车的转车台、 货车倾卸装置及

类似的铁道货车搬运装置

８４２８ ９０２０ ￣￣￣机械式停车设备

￣￣￣其他装卸机械:
８４２８ ９０３１ ￣￣￣￣堆取料机械

８４２８ ９０３９ ￣￣￣￣其他

８４２８ ９０４０ ￣￣￣搬运机器人

８４２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２９ 机动推土机、 侧铲推土机、 筑

路机、 平地机、 铲运机、 机械

铲、 挖掘机、 机铲装载机、 捣

固机械及压路机:
￣推土机及侧铲推土机: １ 品名ꎻ ２ 行走装置类

型 ( 轮 胎 式、 履 带 式

等)ꎻ ３ 发动机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是

否 自 推 进ꎻ ６
型号ꎻ ７ 机械

重量

￣￣履带式:

５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９ １１１０ ￣￣￣发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２３５ ３６
千瓦 (３２０ 马力) 的

８４２９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２９ １９１０ ￣￣￣发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２３５ ３６

千瓦 (３２０ 马力) 的

８４２９ １９９０ ￣￣￣其他

￣筑路机及平地机: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自 推

进ꎻ ３ 发动机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９ ２０１０ ￣￣￣发动机输出功率超过 ２３５ ３６
千瓦 (３２０ 马力) 的

８４２９ ２０９０ ￣￣￣其他

￣铲运机: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自 推

进ꎻ ３ 斗容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２９ ３０１０ ￣￣￣斗容量超过 １０ 立方米的

８４２９ ３０９０ ￣￣￣其他

￣捣固机械及压路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机重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机动压路机:
８４２９ ４０１１ ￣￣￣￣机重 １８ 吨及以上的振动式

压路机

８４２９ ４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２９ ４０９０ ￣￣￣其他

￣机械铲、 挖掘机及机铲装载

机:
８４２９ ５１００ ￣￣前铲装载机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自推进 ３ 品牌ꎻ ４ 行

走 装 置 类 型

(轮胎式、 履带

式等)ꎻ ５ 型号

￣￣上部结构可旋转 ３６０ 度的机

械:
￣￣￣挖掘机: １ 品名ꎻ ２ 行走装置类

型 ( 轮 胎 式、 履 带 式

等)ꎻ ３ 是否自推进ꎻ ４
是否上部结构可旋转 ３６０
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斗容量ꎻ
８ 功率ꎻ ９ 机

重

８４２９ ５２１１ ￣￣￣￣轮胎式

８４２９ ５２１２ ￣￣￣￣履带式

８４２９ ５２１９ ￣￣￣￣其他

８４２９ ５２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自 推

进ꎻ ３ 是否上部结构可

旋转 ３６０ 度

４ 品牌ꎻ ５ 行

走 装 置 类 型

(轮胎式、 履带

式等)ꎻ ６ 型号

６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２９ ５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自推进 ３ 品牌ꎻ ４ 行

走 装 置 类 型

(轮胎式、 履带

式 等 )ꎻ ５ 型

号ꎻ ６ 斗容量ꎻ
７ 功率ꎻ ８ 机

重

８４ ３０ 泥土、 矿物或矿石的运送、 平

整、 铲 运、 挖 掘、 捣 固、 压

实、 开采或钻探机械ꎻ 打桩机

及拔桩机ꎻ 扫雪机及吹雪机:
８４３０ １０００ ￣打桩机及拔桩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３０ ２０００ ￣扫雪机及吹雪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是否自

推进

￣采 (截) 煤机、 凿岩机及隧

道掘进机: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自推进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自推进的:
８４３０ ３１１０ ￣￣￣采 (截) 煤机

８４３０ ３１２０ ￣￣￣凿岩机

８４３０ ３１３０ ￣￣￣隧道掘进机

８４３０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钻探或凿井机械:
￣￣自推进的:
￣￣￣石油及天然气钻探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４１１１ ￣￣￣￣钻探深度在 ６０００ 米及以上

的

８４３０ ４１１９ ￣￣￣￣其他

￣￣￣其他钻探机:
８４３０ ４１２１ ￣￣￣￣钻探深度在 ６０００ 米及以上

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４１２２ ￣￣￣￣钻探深度在 ６０００ 米以下的

履带式自推进钻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机身号ꎻ
８ 钻 头 直 径ꎻ
９ 机身重量

８４３０ ４１２９ ￣￣￣￣钻探深度在 ６０００ 米以下的

其他钻探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４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４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探深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自推进机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牙轮直径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５０１０ ￣￣￣其他采油机械

８４３０ ５０２０ ￣￣￣矿用电铲

￣￣￣采矿钻机:
８４３０ ５０３１ ￣￣￣￣牙轮直径 ３８０ 毫米及以上

８４３０ ５０３９ ￣￣￣￣其他

８４３０ ５０９０ ￣￣￣其他

￣其他非自推进机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推进ꎻ ４ 钻筒直径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０ ６１００ ￣￣捣固或压实机械

￣￣其他:
￣￣￣工程钻机:

８４３０ ６９１１ ￣￣￣￣钻筒直径在 ３ 米及以上

８４３０ ６９１９ ￣￣￣￣其他

８４３０ ６９２０ ￣￣￣铲运机

８４３０ ６９９０ ￣￣￣其他

８４ ３１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４ ２５
至 ８４ ３０ 所列机械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如为破碎

锤注明是否带有钎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３１ １０００ ￣税目 ８４ ２５ 所列机械的零件

￣税目 ８４ ２７ 所列机械的零件:
８４３１ ２０１０ ￣￣￣装有差速器的驱动桥及其零

件ꎬ 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部

件

８４３１ ２０９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２８ 所列机械的零件:
８４３１ ３１００ ￣￣升降机、 倒卸式起重机或自

动梯的零件

８４３１ ３９０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２６、 ８４ ２９ 或 ８４ ３０
所列机械的零件:

８４３１ ４１００ ￣￣戽斗、 铲斗、 抓斗及夹斗

８４３１ ４２００ ￣￣推土机或侧铲推土机用铲

￣￣子目 ８４３０ ４１ 或 ８４３０ ４９ 所列

钻探或凿井机械的零件:
８４３１ ４３１０ ￣￣￣石油或天然气钻探机用

８４３１ ４３２０ ￣￣￣其他钻探机用

８４３１ ４３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３１ ４９２０ ￣￣￣装有差速器的驱动桥及其零

件ꎬ 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部

件

￣￣￣其他:
８４３１ ４９９１ ￣￣￣￣矿用电铲用

８４３１ ４９９９ ￣￣￣￣其他

８４ ３２ 农业、 园艺及林业用整地或耕

作机械ꎻ 草坪及运动场地滚压

机:
８４３２ １０００ ￣犁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耙、 松土机、 中耕机、 除草机

及耕耘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２ ２１００ ￣￣圆盘耙

８４３２ ２９００ ￣￣其他

￣播种机、 种植机及移植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免耕直接播种机、 种植机及

移植机:
￣￣￣免耕直接播种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１１ ￣￣￣￣谷物播种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１９ ￣￣￣￣其他

￣￣￣免耕直接种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２１ ￣￣￣￣马铃薯种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２９ ￣￣￣￣其他

￣￣￣免耕直接移植机 (栽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３１ ￣￣￣￣水稻插秧机

８４３２ ３１３９ ￣￣￣￣其他

￣￣其他:
￣￣￣播种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１１ ￣￣￣￣谷物播种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１９ ￣￣￣￣其他

￣￣￣种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２１ ￣￣￣￣马铃薯种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２９ ￣￣￣￣其他

￣￣￣移植机 (栽植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３１ ￣￣￣￣水稻插秧机

８４３２ ３９３９ ￣￣￣￣其他

￣施肥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２ ４１００ ￣￣粪肥施肥机

８４３２ ４２００ ￣￣化肥施肥机

９７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机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２ ８０１０ ￣￣￣草坪及运动场地滚压机

８４３２ ８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３２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３３ 收割机、 脱粒机ꎬ 包括草料打

包机ꎻ 割草机ꎻ 蛋类、 水果或

其他农产品的清洁、 分选、 分

级机器ꎬ 但税目 ８４ ３７ 的机器

除外:
￣草坪、 公园或运动场地用的割

草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ꎻ ４ 切割装置的

旋转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３３ １１００ ￣￣机动的ꎬ 切割装置在同一水

平面上旋转的

８４３３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３３ ２０００ ￣其他割草机ꎬ 包括牵引装置用

的刀具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３ ３０００ ￣其他干草切割、 翻晒机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３３ ４０００ ￣草料打包机ꎬ 包括收集打包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其他收割机ꎻ 脱粒机:
８４３３ ５１００ ￣￣联合收割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功率

８４３３ ５２００ ￣￣其他脱粒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３ ５３００ ￣￣根茎或块茎收获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功率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功率

８４３３ ５９１０ ￣￣￣甘蔗收获机

８４３３ ５９２０ ￣￣￣棉花采摘机

８４３３ ５９９０ ￣￣￣其他

￣蛋类、 水果或其他农产品的清

洁、 分选、 分级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３ ６０１０ ￣￣￣蛋类清洁、 分选、 分级机器

８４３３ ６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０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３３ ９０１０ ￣￣￣联合收割机用

８４３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３４ 挤奶机及乳品加工机器:
８４３４ １０００ ￣挤奶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４ ２０００ ￣乳品加工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４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３５ 制酒、 制果汁或制类似饮料用

的压榨机、 轧碎机及类似机

器:
８４３５ １０００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５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３６ 农业、 园艺、 林业、 家禽饲养

业或养蜂业用的其他机器ꎬ 包

括装有机械或热力装置的催芽

设备ꎻ 家禽孵卵器及育雏器:
８４３６ １０００ ￣动物饲料配制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家禽饲养用的机器ꎻ 家禽孵卵

器及育雏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６ ２１００ ￣￣家禽孵卵器及育雏器

８４３６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３６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６ ９１００ ￣￣家禽饲养用机器的零件或家

禽孵卵器及育雏器的零件

８４３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３７ 种子、 谷物或干豆的清洁、 分

选或分级机器ꎻ 谷物磨粉业加

工机器或谷物、 干豆加工机

器ꎬ 但农业用机器除外:
￣种子、 谷物或干豆的清洁、 分

选或分级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１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３７ １０１０ ￣￣￣光学色差颗粒选别机 (色选

机)
８４３７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３７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７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３８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食品、
饮料工业用的生产或加工机

器ꎬ 但提取、 加工动物油脂或

植物固定油脂的机器除外:
８４３８ １０００ ￣糕点加工机器及生产通心粉、

面条或类似产品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２０００ ￣生产糖果、 可可粉、 巧克力的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３０００ ￣制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４０００ ￣酿酒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５０００ ￣肉类或家禽加工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６０００ ￣水果、 坚果或蔬菜加工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８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３９ 纤维素纸浆、 纸及纸板的制造

或整理机器:
８４３９ １０００ ￣制造纤维素纸浆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９ ２０００ ￣纸或纸板的抄造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９ ３０００ ￣纸或纸板的整理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３９ ９１００ ￣￣制造纤维素纸浆的机器用

８４３９ ９９００ ￣￣其他

２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４０ 书本装订机器ꎬ 包括锁线订书

机: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０ １０１０ ￣￣￣锁线装订机

８４４０ １０２０ ￣￣￣胶订机

８４４０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０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４１ 其他制造纸浆制品、 纸制品或

纸板制品的机器ꎬ 包括各种切

纸机:
８４４１ １０００ ￣切纸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１ ２０００ ￣制造包、 袋或信封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制造箱、 盒、 管、 桶或类似容

器的机器ꎬ 但模制成型机器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１ ３０１０ ￣￣￣制造纸塑铝复合罐的生产设

备

８４４１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１ ４０００ ￣纸浆、 纸或纸板制品模制成型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１ ８０１０ ￣￣￣制造纸塑铝软包装的生产设

备

８４４１ ８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１ ９０１０ ￣￣￣切纸机用

８４４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２ 制印刷版 (片)、 滚筒及其他

印刷部件用的机器、 器具及设

备 (税目 ８４ ５６ 至 ８４ ６５ 的机

器除外)ꎻ 印刷用版 (片)、 滚

筒及其他印刷部件ꎻ 制成供印

刷用 (例如ꎬ 刨平、 压纹或抛

光) 的板 (片)、 滚筒及石板:

３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机器、 器具及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４２ ３０１０ ￣￣￣铸字机

￣￣￣制版机器、 器具及设备:
８４４２ ３０２１ ￣￣￣￣计算机直接制版设备

８４４２ ３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４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２ ４０００ ￣上述机器、 器具及设备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２ ５０００ ￣印刷用版 (片)、 滚筒及其他

印刷部件ꎻ 制成供印刷用 (例
如ꎬ 刨平、 压纹或抛光) 的板

(片)、 滚筒及石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 ４３ 用税 目 ８４ ４２ 的 印 刷 用 版

(片)、 滚筒及其他印刷部件进

行印刷的机器ꎻ 其他打印机、
复印机及传真机ꎬ 不论是否组

合式ꎻ 上述机器的零件及附

件:
￣用 税 目 ８４ ４２ 的 印 刷 用 版

(片)、 滚筒及其他印刷部件进

行印刷的机器:
８４４３ １１００ ￣￣卷取进料式胶印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４３ １２００ ￣￣办公室用片取进料式胶印机

(以未折叠计ꎬ 片尺寸一边长

不超过 ２２ 厘米ꎬ 另一边长不

超过 ３６ 厘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胶印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印刷速

度ꎻ ８ 印刷方

式

￣￣￣平张纸进料式:
８４４３ １３１１ ￣￣￣￣单色机

８４４３ １３１２ ￣￣￣￣双色机

８４４３ １３１３ ￣￣￣￣四色机

８４４３ １３１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１３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３ １４００ ￣￣卷取进料式凸版印刷机ꎬ 但

不包括苯胺印刷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４３ １５００ ￣￣除卷取进料式以外的凸版印

刷机ꎬ 但不包括苯胺印刷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４３ １６００ ￣￣苯胺印刷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线速度ꎻ
８ 幅宽

８４４３ １７００ ￣￣凹版印刷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印 刷 速 度ꎻ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进料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网式印刷机:
８４４３ １９２１ ￣￣￣￣圆网印刷机

８４４３ １９２２ ￣￣￣￣平网印刷机

８４４３ １９２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１９８０ ￣￣￣其他

￣其他印刷 (打印) 机、 复印

机及传真机ꎬ 不论是否组合

式:
￣￣具有印刷 (打印)、 复印或传

真中两种及以上功能的机器ꎬ
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或网络

连接: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４３ ３１１０ ￣￣￣静电感光式

８４４３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ꎬ 可与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或网络连接:
￣￣￣专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设备

的打印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专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

设备)ꎻ ３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打印幅

宽ꎻ ７ 打印速

度

８４４３ ３２１１ ￣￣￣￣针式打印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１２ ￣￣￣￣激光打印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１３ ￣￣￣￣喷墨打印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１４ ￣￣￣￣热敏打印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１９ ￣￣￣￣其他

￣￣￣数字式印刷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４３ ３２２１ ￣￣￣￣喷墨印刷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２２ ￣￣￣￣静电照相印刷机 (激光印

刷机)
８４４３ ３２２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３２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５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是否

专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

设备)ꎻ ３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静电感光复印设备:
８４４３ ３９１１ ￣￣￣￣将原件直接复印的 (直接

法)
８４４３ ３９１２ ￣￣￣￣将原件通过中间体转印的

(间接法)
￣￣￣其他感光复印设备:

８４４３ ３９２１ ￣￣￣￣带有光学系统的

８４４３ ３９２２ ￣￣￣￣接触式的

８４４３ ３９２３ ￣￣￣￣热敏复印设备

８４４３ ３９２４ ￣￣￣￣热升华复印设备

￣￣￣数字式印刷设备:
８４４３ ３９３１ ￣￣￣￣喷墨印刷机

８４４３ ３９３２ ￣￣￣￣静电照相印刷机 (激光印

刷机)
８４４３ ３９３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３９９０ ￣￣￣其他

￣零件及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用税 目 ８４ ４２ 的 印 刷 用 版

(片)、 滚筒及其他印刷部件进

行印刷的机器的零件及附件:
￣￣￣印刷用辅助机器:

８４４３ ９１１１ ￣￣￣￣卷筒料给料机

８４４３ ９１１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４３ ９９１０ ￣￣￣数字印刷设备用辅助机器

￣￣￣数字印刷设备的零件:
８４４３ ９９２１ ￣￣￣￣热敏打印头

８４４３ ９９２９ ￣￣￣￣其他

８４４３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４ 化学纺织纤维挤压、 拉伸、 变

形或切割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４ ００１０ ￣￣￣合成纤维长丝纺丝机

８４４４ ００２０ ￣￣￣合成纤维短丝纺丝机

８４４４ ００３０ ￣￣￣人造纤维纺丝机

８４４４ ００４０ ￣￣￣化学纤维变形机

８４４４ ００５０ ￣￣￣化学纤维切断机

６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４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５ 纺织纤维的预处理机器ꎻ 纺纱

机ꎬ 并线机、 加捻机及其他生

产纺织纱线的机器ꎻ 摇纱机、
络纱机 (包括卷纬机) 及处理

税目 ８４ ４６ 或 ８４ ４７ 所列机器

用的纺织纱线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纺织纤维的预处理机器:
￣￣梳理机:
￣￣￣棉纤维型:

８４４５ １１１１ ￣￣￣￣清梳联合机

８４４５ １１１２ ￣￣￣￣自动抓棉机

８４４５ １１１３ ￣￣￣￣梳棉机

８４４５ １１１９ ￣￣￣￣其他

８４４５ １１２０ ￣￣￣毛纤维型

８４４５ １１９０ ￣￣￣其他

￣￣精梳机:
８４４５ １２１０ ￣￣￣棉精梳机

８４４５ １２２０ ￣￣￣毛精梳机

８４４５ １２９０ ￣￣￣其他

￣￣拉伸机或粗纱机:
８４４５ １３１０ ￣￣￣拉伸机

￣￣￣粗纱机:
８４４５ １３２１ ￣￣￣￣棉纺粗纱机

８４４５ １３２２ ￣￣￣￣毛纺粗纱机

８４４５ １３２９ ￣￣￣￣其他

８４４５ １９００ ￣￣其他

￣纺纱机:
￣￣￣自由端纺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３１ ￣￣￣￣转杯纺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３２ ￣￣￣￣喷气纺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３９ ￣￣￣￣其他

￣￣￣环锭细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４１ ￣￣￣￣棉细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４２ ￣￣￣￣毛细纱机

８４４５ ２０４９ ￣￣￣￣其他

８４４５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５ ３０００ ￣并线机或加捻机

￣络纱机 (包括卷纬机) 或摇

纱机:
８４４５ ４０１０ ￣￣￣自动络筒机

８４４５ ４０９０ ￣￣￣其他

７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８４４５ ９０１０ ￣￣￣整经机

８４４５ ９０２０ ￣￣￣浆纱机

８４４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６ 织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织物宽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４６ １０００ ￣所织织物宽度不超过 ３０ 厘米

的织机

￣所织织物宽度超过 ３０ 厘米的

梭织机:
￣￣动力织机:

８４４６ ２１１０ ￣￣￣地毯织机

８４４６ ２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６ ２９００ ￣￣其他

￣所织织物宽度超过 ３０ 厘米的

无梭织机:
８４４６ ３０２０ ￣￣￣剑杆织机

８４４６ ３０３０ ￣￣￣片梭织机

８４４６ ３０４０ ￣￣￣喷水织机

８４４６ ３０５０ ￣￣￣喷气织机

８４４６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７ 针织机、 缝编机及制粗松螺旋

花线、 网眼薄纱、 花边、 刺绣

品、 装饰带、 编织带或网的机

器及簇绒机:
￣圆型针织机: １ 品名ꎻ ２ 圆筒直径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７ １１００ ￣￣圆筒直径不超过 １６５ 毫米

８４４７ １２００ ￣￣圆筒直径超过 １６５ 毫米

￣平型针织机ꎻ 缝编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幅宽

￣￣￣经编机:
８４４７ ２０１１ ￣￣￣￣特里科经编机

８４４７ ２０１２ ￣￣￣￣拉舍尔经编机

８４４７ ２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４７ ２０２０ ￣￣￣平型纬编机

８４４７ ２０３０ ￣￣￣缝编机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簇绒机:
８４４７ ９０１１ ￣￣￣￣地毯织机

８４４７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４７ ９０２０ ￣￣￣绣花机

８４４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４８ 税目 ８４ ４４、 ８４ ４５、 ８４ ４６ 或

８４ ４７ 所列机器的辅助机器

(例如ꎬ 多臂机、 提花机、 自

停装置及换梭装置)ꎻ 专用于

或 主 要 用 于 税 目 ８４ ４４、
８４ ４５、 ８４ ４６ 或 ８４ ４７ 所列机

器的零件、 附件 (例如ꎬ 锭

子、 锭壳、 钢丝针布、 梳、 喷

丝头、 梭子、 综丝、 综框、 针

织机用针):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税目 ８４ ４４、 ８４ ４５、 ８４ ４６ 或

８４ ４７ 所列机器的辅助机器:
８４４８ １１００ ￣￣多臂机或提花机及其所用的

卡片缩小、 复制、 穿孔或汇编

机器

８４４８ １９０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４４ 所列机器及其辅助

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８４４８ ２０２０ ￣￣￣喷丝头或喷丝板

８４４８ ２０９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４５ 所列机器及其辅助

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８４４８ ３１００ ￣￣钢丝针布

８４４８ ３２００ ￣￣纺织纤维预处理机器的零件、
附件ꎬ 但钢丝针布除外

￣￣锭子、 锭壳、 纺丝环、 钢丝

圈:
８４４８ ３３１０ ￣￣￣络筒锭

８４４８ ３３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４８ ３９１０ ￣￣￣气流杯

８４４８ ３９２０ ￣￣￣电子清纱器

８４４８ ３９３０ ￣￣￣空气捻接器

８４４８ ３９４０ ￣￣￣环锭细纱机紧密纺装置

８４４８ ３９９０ ￣￣￣其他

￣织机及其辅助机器的零件、 附

件:
８４４８ ４２００ ￣￣织机用筘、 综丝及综框

￣￣其他:
８４４８ ４９１０ ￣￣￣接、 投梭箱

８４４８ ４９２０ ￣￣￣引纬、 送经装置

９８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４８ ４９３０ ￣￣￣梭子

８４４８ ４９９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４７ 所列机器及其辅助

机器的零件、 附件:
￣￣沉降片、 织针及其他成圈机

件:
８４４８ ５１２０ ￣￣￣针织机用 ２８ 号以下的弹簧

针、 钩针及复合针

８４４８ ５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４８ ５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４９ 成匹、 成形的毡呢或无纺织物

制造或整理机器ꎬ 包括制毡呢

帽机器ꎻ 帽模: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４９ ００１０ ￣￣￣针刺机

８４４９ ００２０ ￣￣￣水刺设备

８４４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５０ 家用型或洗衣房用洗衣机ꎬ 包

括洗涤干燥两用机:
￣干衣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的洗衣

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全自动ꎻ ４ 干衣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全自动的:
８４５０ １１１０ ￣￣￣波轮式

８４５０ １１２０ ￣￣￣滚筒式

８４５０ １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５０ １２００ ￣￣其他机器ꎬ 装有离心甩干机

８４５０ １９００ ￣￣其他

￣干衣量超过 １０ 千克的洗衣机: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全自动ꎻ ４ 干衣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全自动的:
８４５０ ２０１１ ￣￣￣￣波轮式

８４５０ ２０１２ ￣￣￣￣滚筒式

８４５０ ２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５０ ２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０ ９０１０ ￣￣￣干衣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的洗

衣机用

８４５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５１ 纱线、 织物及纺织制品的洗

涤、 清 洁、 绞 拧、 干 燥、 熨

烫、 挤压 (包括熔压)、 漂白、
染色、 上浆、 整理、 涂布或浸

渍机器 (税目 ８４ ５０ 的机器除

外)ꎻ 列诺伦 (亚麻油地毡)
及类似铺地制品的布基或其他

底布的浆料涂布机器ꎻ 纺织物

的卷绕、 退绕、 折叠、 剪切或

剪齿边机器:
８４５１ １０００ ￣干洗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衣容量

(千克)
￣干燥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干

衣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５１ ２１００ ￣￣干衣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

８４５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５１ ３０００ ￣熨烫机及挤压机 (包括熔压

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１ ４０００ ￣洗涤、 漂白或染色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１ ５０００ ￣纺织物的卷绕、 退绕、 折叠、
剪切或剪齿边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１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１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５２ 缝纫机ꎬ 但税目 ８４ ４０ 的锁线

订书机除外ꎻ 缝纫机专用的特

制家具、 底座及罩盖ꎻ 缝纫机

针:
￣家用型缝纫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手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５２ １０１０ ￣￣￣多功能家用缝纫机

￣￣￣其他:
８４５２ １０９１ ￣￣￣￣手动式

８４５２ １０９９ ￣￣￣￣其他

￣其他缝纫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自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自动的:
８４５２ ２１１０ ￣￣￣平缝机

８４５２ ２１２０ ￣￣￣包缝机

１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５２ ２１３０ ￣￣￣绷缝机

８４５２ ２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５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５２ ３０００ ￣缝纫机针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缝纫机专用的特制家具、 底座

和罩盖及其零件ꎻ 缝纫机的其

他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家用型缝纫机用:
８４５２ ９０１１ ￣￣￣￣旋梭

８４５２ ９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８４５２ ９０９１ ￣￣￣￣旋梭

８４５２ ９０９２ ￣￣￣￣缝纫机专用的特制家具、 底

座和罩盖及其零件

８４５２ ９０９９ ￣￣￣￣其他

８４ ５３ 生皮、 皮革的处理、 鞣制或加

工机器ꎬ 鞋靴、 毛皮及其他皮

革制品的制作或修理机器ꎬ 但

缝纫机除外:
８４５３ １０００ ￣生皮、 皮革的处理、 鞣制或加

工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３ ２０００ ￣鞋靴制作或修理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３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５４ 金属冶炼及铸造用的转炉、 浇

包、 锭模及铸造机:
８４５４ １０００ ￣转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锭模及浇包: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４ ２０１０ ￣￣￣炉外精炼设备

８４５４ ２０９０ ￣￣￣其他

￣铸造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４ ３０１０ ￣￣￣冷室压铸机

￣￣￣钢坯连铸机:
８４５４ ３０２１ ￣￣￣￣方坯连铸机

８４５４ ３０２２ ￣￣￣￣板坯连铸机

２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５４ ３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５４ ３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５４ ９０１０ ￣￣￣炉外精炼设备用

￣￣￣钢坯连铸机用:
８４５４ ９０２１ ￣￣￣￣结晶器

８４５４ ９０２２ ￣￣￣￣振动装置

８４５４ ９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５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５５ 金属轧机及其轧辊:
￣轧管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５５ １０１０ ￣￣￣热轧管机

８４５５ １０２０ ￣￣￣冷轧管机

８４５５ １０３０ ￣￣￣定减径轧管机

８４５５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轧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热轧机或冷热联合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１１０ ￣￣￣板材热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１２０ ￣￣￣型钢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１３０ ￣￣￣线材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１９０ ￣￣￣其他

￣￣冷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２１０ ￣￣￣板材冷轧机

８４５５ ２２９０ ￣￣￣其他

８４５５ ３０００ ￣轧机用轧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规 格

(轧辊长度、 辊

身直 径、 辊 颈

直径)
８４５５ ９０００ ￣其他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５６ 用激光、 其他光、 光子束、 超

声波、 放电、 电化学法、 电子

束、 离子束或等离子弧处理各

种材料的加工机床ꎻ 水射流切

割机:
￣用激光、 其他光或光子束处理

的: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３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５６ １１００ ￣￣用激光处理的

８４５６ １２００ ￣￣用其他光或光子束处理的

８４５６ ２０００ ￣用超声波处理的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用放电处理的:
８４５６ ３０１０ ￣￣￣数控的 １ 品名ꎻ ２ 控制方式ꎻ

３ 功能ꎻ ４ 加工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功 率ꎻ
８ 加工精度

８４５６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控制方式ꎻ
３ 功能ꎻ ４ 加工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功率

￣用等离子弧处理的: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５６ ４０１０ ￣￣￣等离子切割机

８４５６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５６ ５０００ ￣水射流切割机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５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加

工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 ５７ 加工金属的加工中心、 单工位

组合机床及多工位组合机床:
￣加工中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如金属钻、 镗、 铣

等)ꎻ ４ 可加装刀库注明

刀 库 容 量 及 选 配 件ꎻ
５ 是否可自动换刀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５７ １０１０ ￣￣￣立式

８４５７ １０２０ ￣￣￣卧式

８４５７ １０３０ ￣￣￣龙门式

￣￣￣其他:
８４５７ １０９１ ￣￣￣￣铣车复合

８４５７ １０９９ ￣￣￣￣其他

８４５７ ２０００ ￣单工位组合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如金属钻、 镗、 铣

等)ꎻ ４ 加 工 工 位 数ꎻ
５ 动力头个数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４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５７ ３０００ ￣多工位组合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如金属钻、 镗、 铣

等)ꎻ ４ 加 工 工 位 数ꎻ
５ 动力头个数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 ５８ 切削金属的车床 (包括车削中

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 式ꎻ ４ 主 轴 方 向

(垂直或水平)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卧式车床:
８４５８ １１００ ￣￣数控的

８４５８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车床:
￣￣数控的:

８４５８ ９１１０ ￣￣￣立式

８４５８ ９１２０ ￣￣￣其他

８４５８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５９ 切削金属的钻床、 镗床、 铣

床、 攻丝机床 (包括直线移动

式动力头机床)ꎬ 但税目 ８４ ５８
的车床 (包括车削中心) 除

外:
８４５９ １０００ ￣直线移动式动力头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动力头移动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控

制方式ꎻ ７ 型

号ꎻ ８ 可加装

刀库注明刀库

容量及选配件

５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钻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８４５９ ２１００ ￣￣数控的

８４５９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镗铣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５９ ３１００ ￣￣数控的

８４５９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镗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５９ ４１００ ￣￣数控的

８４５９ ４９００ ￣￣其他

￣升降台式铣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ꎻ ５ 是

否为升降台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５９ ５１００ ￣￣数控的

６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５９ ５９００ ￣￣其他

￣其他铣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ꎻ ５ 是

否为龙门式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的:
８４５９ ６１１０ ￣￣￣龙门铣床

８４５９ ６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５９ ６９１０ ￣￣￣龙门铣床

８４５９ ６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５９ ７０００ ￣其他攻丝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控

制方式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 ６０ 用磨石、 磨料或抛光材料对金

属或金属陶瓷进行去毛刺、 刃

磨、 磨削、 珩磨、 研磨、 抛光

或其他精加工的机床ꎬ 但税目

８４ ６１ 的切齿机、 齿轮磨床或

齿轮精加工机床除外:
￣平面磨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式ꎻ ４ 坐标定位精

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数控的:
８４６０ １２１０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７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６０ １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６０ １９１０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８４６０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磨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式ꎻ ４ 坐标定位精

度ꎻ ５ 结构类型 (内圆、
外圆等)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无心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２１０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８４６０ ２２９０ ￣￣￣其他

￣￣数控外圆磨床: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８４６０ ２３１１ ￣￣￣￣曲轴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３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０ ２３９０ ￣￣￣其他

￣￣其他ꎬ 数控的: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８４６０ ２４１１ ￣￣￣￣内圆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４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０ ２４９０ ￣￣￣其他

￣￣其他:
￣￣￣在任一坐标的定位精度至少

是 ０ ０１ 毫米:
８４６０ ２９１１ ￣￣￣￣外圆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９１２ ￣￣￣￣内圆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９１３ ￣￣￣￣轧辊磨床

８４６０ ２９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０ ２９９０ ￣￣￣其他

８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刃磨 (工具或刀具) 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６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６０ ３１００ ￣￣数控的

８４６０ ３９００ ￣￣其他

￣珩磨或研磨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５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８４６０ ４０１０ ￣￣￣珩磨

８４６０ ４０２０ ￣￣￣研磨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６０ ９０１０ ￣￣￣砂轮机

８４６０ ９０２０ ￣￣￣抛光机床

８４６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６１ 切削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刨床、
牛头刨床、 插床、 拉床、 切齿

机、 齿轮磨床或齿轮精加工机

床、 锯床、 切断机及其他税目

未列名的切削机床:
￣牛头刨床或插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结构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６１ ２０１０ ￣￣￣牛头刨床

８４６１ ２０２０ ￣￣￣插床

８４６１ ３０００ ￣拉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结构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９５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切齿机、 齿轮磨床或齿轮精加

工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式ꎻ ４ 功能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的:
８４６１ ４０１１ ￣￣￣￣齿轮磨床

８４６１ ４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１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６１ ５０００ ￣锯床或切断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６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结构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刨床:
８４６１ ９０１１ ￣￣￣￣龙门刨床

８４６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６２ 加工金属的锻造 (包括模锻)
或冲压机床ꎻ 加工金属的弯

曲、 折 叠、 矫 直、 矫 平、 剪

切、 冲孔或开槽机床ꎻ 其他加

工金属或硬质合金的压力机:
￣锻造 (包括模锻) 或冲压机

床及锻锤: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０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６２ １０１０ ￣￣￣数控的

８４６２ １０９０ ￣￣￣其他

￣弯曲、 折叠、 矫直或矫平机

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的:
８４６２ ２１１０ ￣￣￣矫直机

８４６２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６２ ２９１０ ￣￣￣矫直机

８４６２ ２９９０ ￣￣￣其他

￣剪切机床ꎬ 但冲剪两用机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的:
８４６２ ３１１０ ￣￣￣板带纵剪机

８４６２ ３１２０ ￣￣￣板带横剪机

８４６２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６２ ３９１０ ￣￣￣板带纵剪机

８４６２ ３９２０ ￣￣￣板带横剪机

８４６２ ３９９０ ￣￣￣其他

￣冲孔或开槽机床ꎬ 包括冲剪两

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控制方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７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数控的:

１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冲床:
８４６２ ４１１１ ￣￣￣￣自动模式数控步冲压力机

８４６２ ４１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２ ４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６２ ４９００ ￣￣其他

￣其他:
￣￣液压压力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６ 中 韩

自贸协定

项下进口

数控机床

请注明所

用数控装

置 品 牌、
型号及原

产地

８４６２ ９１１０ ￣￣￣金属型材挤压机

８４６２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６ ＥＣＦＡ
和中韩自

贸协定项

下进口数

控机床请

注明所用

数控装置

品牌、 型

号及原产

地

８４６２ ９９１０ ￣￣￣机械压力机

８４６２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４ ６３ 金属或金属陶瓷的其他非切削

加工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杆、 管、 型材、 异型材、 丝及

类似品的拉拔机:
￣￣￣冷拔管机:

８４６３ １０１１ ￣￣￣￣拉拔力为 ３００ 吨及以下

８４６３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３ １０２０ ￣￣￣拔丝机

８４６３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６３ ２０００ ￣螺纹滚轧机

８４６３ ３０００ ￣金属丝加工机

８４６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６４ 石料、 陶瓷、 混凝土、 石棉水

泥或类似矿物材料的加工机

床、 玻璃冷加工机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加工材料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锯床:
８４６４ １０１０ ￣￣￣圆盘锯

８４６４ １０２０ ￣￣￣钢丝锯

８４６４ １０９０ ￣￣￣其他

￣研磨或抛光机床:
８４６４ ２０１０ ￣￣￣玻璃研磨或抛光机床

８４６４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玻璃的其他冷加工机床:

８４６４ ９０１１ ￣￣￣￣切割机

８４６４ ９０１２ ￣￣￣￣刻花机

８４６４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６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６５ 木材、 软木、 骨、 硬质橡胶、
硬质塑料或类似硬质材料的加

工机床 (包括用打钉或打 Ｕ 形

钉、 胶粘或其他方法组合前述

材料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加工材料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４６５ １０００ ￣不需更换工具即可进行不同机

械加工的机器

８４６５ ２０００ ￣加工中心:
￣其他:

８４６５ ９１００ ￣￣锯床

８４６５ ９２００ ￣￣刨、 铣或切削成形机器

８４６５ ９３００ ￣￣研磨、 砂磨或抛光机器

８４６５ ９４００ ￣￣弯曲或装配机器

８４６５ ９５００ ￣￣钻孔或凿榫机器

８４６５ ９６００ ￣￣剖开、 切片或刮削机器

８４６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６６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４ ５６
至 ８４ ６５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

件ꎬ 包括工件或工具的夹具、
自启板牙切头、 分度头及其他

专用于机器的附件ꎻ 各种手提

工具的工具夹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６６ １０００ ￣工具夹具及自启板牙切头

８４６６ ２０００ ￣工件夹具

８４６６ ３０００ ￣分度头及其他专用于机器的附

件

３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８４６６ ９１００ ￣￣税目 ８４ ６４ 所列机器用

８４６６ ９２００ ￣￣税目 ８４ ６５ 所列机器用

￣￣税目 ８４ ５６ 至 ８４ ６１ 所列机

器用:
８４６６ ９３１０ ￣￣￣刀库及自动换刀装置

８４６６ ９３９０ ￣￣￣其他

８４６６ ９４００ ￣￣税目 ８４ ６２ 或 ８４ ６３ 所列机

器用

８４ ６７ 手提式风动或液压工具及本身

装有电动或非电动动力装置的

手提式工具:
￣风动的: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ꎻ

３ 是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７ １１００ ￣￣旋转式 (包括旋转冲击式的)
８４６７ １９００ ￣￣其他

￣本身装有电动动力装置的: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ꎻ
３ 是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７ ２１００ ￣￣各种钻

￣￣锯:
８４６７ ２２１０ ￣￣￣链锯

８４６７ ２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４６７ ２９１０ ￣￣￣砂磨工具 (包括磨光机、 砂

光机、 砂轮机等)
８４６７ ２９２０ ￣￣￣电刨

８４６７ ２９９０ ￣￣￣其他

￣其他工具: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ꎻ
３ 是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７ ８１００ ￣￣链锯

８４６７ ８９０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链锯用:
８４６７ ９１１０ ￣￣￣电动的

８４６７ ９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６７ ９２００ ￣￣风动工具用

￣￣其他:
８４６７ ９９１０ ￣￣￣电动工具用

８４６７ ９９９０ ￣￣￣其他

４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６８ 焊接机器及装置ꎬ 不论是否兼

有切割功能ꎬ 但税目 ８５ １５ 的

货品除外ꎻ 气体加温表面回火

机器及装置:
８４６８ １０００ ￣手提喷焊器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８ ２０００ ￣其他气体焊接或表面回火机器

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８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为手提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６８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０ 计算机器及具有计算功能的袖

珍式数据记录、 重现及显示机

器ꎻ 装有计算装置的会计计算

机、 邮资盖戳机、 售票机及类

似机器ꎻ 现金出纳机:
８４７０ １０００ ￣不需外接电源的电子计算器及

具有计算功能的袖珍式数据记

录、 重现及显示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需外接

电源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电子计算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有打印

装置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０ ２１００ ￣￣装有打印装置的

８４７０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７０ ３０００ ￣其他计算机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现金出纳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０ ５０１０ ￣￣￣销售点终端出纳机

８４７０ ５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０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１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ꎻ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磁性或光学

阅读机、 将数据以代码形式转

录到数据记录媒体的机器及处

理这些数据的机器:
￣重量不超过 １０ 千克的便携数

字式自动数据处理设备ꎬ 至少

由一个中央处理部件、 一个键

盘及一个显示器组成: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１ ３０１０ ￣￣￣平板电脑

８４７１ ３０９０ ￣￣￣其他

５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同一机壳内至少有一个中央

处理部件及一个输入和输出部

件ꎬ 不论是否组合式: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操作系

统

８４７１ ４１１０ ￣￣￣巨型机、 大型机及中型机

８４７１ ４１２０ ￣￣￣小型机

８４７１ ４１４０ ￣￣￣微型机

８４７１ ４１９０ ￣￣￣其他

￣￣其他ꎬ 以系统形式进口或出

口的:
８４７１ ４９１０ ￣￣￣巨型机、 大型机及中型机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ꎻ ４
是否以系统形式报验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操作系

统

８４７１ ４９２０ ￣￣￣小型机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ꎻ ４
是否以系统形式报验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操作系

统

８４７１ ４９４０ ￣￣￣微型机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ꎻ ４
是否以系统形式报验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操作系

统

￣￣￣其他:
８４７１ ４９９１ ￣￣￣￣分散型工业过程控制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例如ꎬ 包括现场控

制站、 操作员站以及工

程师站等)ꎻ ４ 是否以系

统形式报验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操作系

统

８４７１ ４９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ꎻ ４
是否以系统形式报验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操作系

统

￣子目 ８４７１ ４１ 或 ８４７１ ４９ 所列

以外的处理部件ꎬ 不论是否在

同一机壳内有一个或两个下列

部件存储部件、 输入部件、 输

出部件:

１ 品名ꎻ ２ 机型ꎻ ３ 配

置 (系统组成部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操作系

统ꎻ ７ 用途

８４７１ ５０１０ ￣￣￣巨型机、 大型机及中型机的

８４７１ ５０２０ ￣￣￣小型机的

８４７１ ５０４０ ￣￣￣微型机的

８４７１ ５０９０ ￣￣￣其他

￣输入或输出部件ꎬ 不论是否在

同一机壳内有存储部件:
８４７１ ６０４０ ￣￣￣巨型机、 大型机、 中型机及

小型机用终端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７１ ６０５０ ￣￣￣扫描仪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６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７１ ６０６０ ￣￣￣数字化仪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键盘、 鼠标器:
８４７１ ６０７１ ￣￣￣￣键盘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连接方

式 ( 有 线、 无

线)
８４７１ ６０７２ ￣￣￣￣鼠标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连接方

式 ( 有 线、 无

线) ５ ＤＰＩ (分
辨 率 )ꎻ ６ ＣＰＩ
(鼠标精度)

８４７１ ６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存储部件:
８４７１ ７０１０ ￣￣￣硬盘驱动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硬盘容

量及缓存容量ꎻ
５ 转速

８４７１ ７０２０ ￣￣￣软盘驱动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７１ ７０３０ ￣￣￣光盘驱动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是否带

有 刻 录 功 能ꎻ
５ 刻录速度

８４７１ ７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７１ ８０００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其他部件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７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４ ７２ 其他办公室用机器 (例如ꎬ 胶

版复印机、 油印机、 地址印写

机、 自动付钞机、 硬币分类、
计数及包装机、 削铅笔机、 打

洞机或订书机):
８４７２ １０００ ￣胶版复印机、 油印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信件分类或折叠机或信件装封

机、 信件开封或闭封机、 粘贴

或盖销邮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３０１０ ￣￣￣邮政信件分拣及封装设备

８４７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７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８４７２ ９０１０ ￣￣￣自动柜员机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存

款、 取款、 存取款一体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配 置ꎻ
６ 安 装 方 式

(穿墙式等)
￣￣￣装订用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２１ ￣￣￣￣打洞机

８４７２ ９０２２ ￣￣￣￣订书机

８４７２ ９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７２ ９０３０ ￣￣￣碎纸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４０ ￣￣￣地址印写机及地址铭牌压印

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５０ ￣￣￣文字处理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６０ ￣￣￣打字机ꎬ 但税目 ８４ ４３ 的打

印机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３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０
至 ８４ ７２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

件 (罩套、 提箱及类似品除

外):
￣税目 ８４ ７０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３ ２１００ ￣￣子 目 ８４７０ １０、 ８４７０ ２１ 或

８４７０ ２９ 所列电子计算器的零

件、 附件

８４７３ ２９００ ￣￣其他

￣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８４７３ ３０１０ ￣￣￣税 号 ８４７１ ４１１０、 ８４７１ ４１２０、
８４７１ ４９１０、 ８４７１ ４９２０、 ８４７１ ５０１０、
８４７１ ５０２０、 ８４７１ ６０９０、 ８４７１ ７０１０、
８４７１ ７０２０、 ８４７１ ７０３０ 及 ８４７１ ７０９０
所列机器及装置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３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如为内

存条需申报容

量

８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税号 ８４ ７２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３ ４０１０ ￣￣￣自动柜员机用出钞器和循环

出钞器

８４７３ ４０２０ ￣￣￣税号 ８４７２ ９０５０、 ８４７２ ９０６０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８４７３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３ ５０００ ￣同 样 适 用 于 税 目 ８４ ７０ 至

８４ ７２ 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税目

所列机器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４ 泥土、 石料、 矿石或其他固体

(包括粉状、 浆状) 矿物质的

分类、 筛选、 分离、 洗涤、 破

碎、 磨粉、 混合或搅拌机器ꎻ
固体矿物燃料、 陶瓷坯泥、 未

硬化水泥、 石膏材料或其他粉

状、 浆状矿产品的黏聚或成形

机器ꎻ 铸造用砂模的成形机

器:
８４７４ １０００ ￣分类、 筛选、 分离或洗涤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破碎或磨粉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４ ２０１０ ￣￣￣齿辊式

８４７４ ２０２０ ￣￣￣球磨式

８４７４ ２０９０ ￣￣￣其他

￣混合或搅拌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４ ３１００ ￣￣混凝土或砂浆混合机器

８４７４ ３２００ ￣￣矿物与沥青的混合机器

８４７４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４ ８０１０ ￣￣￣辊压成型机

８４７４ ８０２０ ￣￣￣模压成型机

８４７４ ８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４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 ７５ 白炽灯泡、 灯管、 放电灯管、
电子管、 闪光灯泡及类似品的

封装机器ꎻ 玻璃或玻璃制品的

制造或热加工机器:
８４７５ １０００ ￣白炽灯泡、 灯管、 放电灯管、

电子管、 闪光灯泡及类似品的

封装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玻璃或玻璃制品的制造或热加

工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５ ２１００ ￣￣制造光导纤维及其预制棒的

机器

￣￣其他:
￣￣￣玻璃的热加工设备:

８４７５ ２９１１ ￣￣￣￣连续式玻璃热弯炉

８４７５ ２９１２ ￣￣￣￣玻璃纤维拉丝机 (光纤拉

丝机除外)
８４７５ ２９１９ ￣￣￣￣其他

８４７５ ２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５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６ 自动售货机 (例如ꎬ 出售邮

票、 香烟、 食品或饮料的机

器)ꎬ 包括钱币兑换机:
￣饮料自动销售机: １ 品名ꎻ ２ 供应商品种

类ꎻ ３ 是否装有加热或

制冷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６ ２１００ ￣￣装有加热或制冷装置的

８４７６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供应商品种

类ꎻ ３ 是否装有加热或

制冷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６ ８１００ ￣￣装有加热或制冷装置的

８４７６ ８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７６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７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橡胶或

塑料及其产品的加工机器:
￣注射机:

０１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７７ １０１０ ￣￣￣注塑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合模力ꎻ
７ 螺 杆 直 径ꎻ
８ 注 射 容 量ꎻ
９ 射出速度

８４７７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合模力

￣挤出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７ ２０１０ ￣￣￣塑料造粒机

８４７７ ２０９０ ￣￣￣其他

￣吹塑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７ ３０１０ ￣￣￣挤出吹塑机

８４７７ ３０２０ ￣￣￣注射吹塑机

８４７７ ３０９０ ￣￣￣其他

￣真空模塑机器及其他热成型机

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７ ４０１０ ￣￣￣塑料中空成型机

８４７７ ４０２０ ￣￣￣塑料压延成型机

８４７７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模塑或成型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７ ５１００ ￣￣用于充气轮胎模塑或翻新的

机器及内胎模塑或用其他方法

成型的机器

￣￣其他:
８４７７ ５９１０ ￣￣￣三维打印机 (３Ｄ 打印机)
８４７７ ５９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７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７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８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烟草加

工及制作机器:
８４７８ １０００ ￣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８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７９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具有独

立功能的机器及机械器具:

１１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公共工程用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摊铺机:
８４７９ １０２１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８４７９ １０２２ ￣￣￣￣稳定土摊铺机

８４７９ １０２９ ￣￣￣￣其他

８４７９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９ ２０００ ￣提取、 加工动物油脂或植物固

定油脂的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９ ３０００ ￣木碎料板或木纤维板的挤压机

及其他木材或软木处理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９ ４０００ ￣绳或缆的制造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未列名工业用机器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７９ ５０１０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

８４７９ ５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９ ６０００ ￣蒸发式空气冷却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旅客登机 (船) 桥: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９ ７１００ ￣￣用于机场的

８４７９ ７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机器及机械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处理金属的机械ꎬ 包括线圈

绕线机:
８４７９ ８１１０ ￣￣￣绕线机

８４７９ ８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７９ ８２００ ￣￣混 合、 搅 拌、 轧 碎、 研 磨、
筛选、 均化或乳化机器

￣￣其他:
８４７９ ８９１０ ￣￣￣船舶用舵机及陀螺稳定器

８４７９ ８９２０ ￣￣￣空气增湿器及减湿器

８４７９ ８９４０ ￣￣￣邮政用包裹、 印刷品分拣设

备

８４７９ ８９５０ ￣￣￣放射性废物压实机

￣￣￣在印刷电路板上装配元器件

的机器:
８４７９ ８９６１ ￣￣￣￣自动插件机

８４７９ ８９６２ ￣￣￣￣自动贴片机

８４７９ ８９６９ ￣￣￣￣其他

２１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８４７９ ８９９２ ￣￣￣￣自动化立体仓储设备

８４７９ ８９９９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７９ ９０１０ ￣￣￣船舶用舵机及陀螺稳定器用

８４７９ ９０２０ ￣￣￣空气增湿器及减湿器用

８４７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８０ 金属铸造用型箱ꎻ 型模底板ꎻ
阳模ꎻ 金属用型模 (锭模除

外)、 硬质合金、 玻璃、 矿物

材料、 橡胶或塑料用型模:
８４８０ １０００ ￣金属铸造用型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０ ２０００ ￣型模底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０ ３０００ ￣阳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金属、 硬质合金用型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原理

￣￣注模或压模:
８４８０ ４１１０ ￣￣￣压铸模

８４８０ ４１２０ ￣￣￣粉末冶金用压模

８４８０ ４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８０ ４９００ ￣￣其他

８４８０ ５０００ ￣玻璃用型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０ ６０００ ￣矿物材料用型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塑料或橡胶用型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材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原理

￣￣注模或压模:
８４８０ ７１１０ ￣￣￣硫化轮胎用囊式型模

８４８０ ７１９０ ￣￣￣其他

８４８０ ７９００ ￣￣其他

８４ ８１ 用于管道、 锅炉、 罐、 桶或类

似品的龙头ꎬ 旋塞、 阀门及类

似装置ꎬ 包括减压阀及恒温控

制阀:
８４８１ １０００ ￣减压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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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油压或气压传动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１ ２０１０ ￣￣￣油压的

８４８１ ２０２０ ￣￣￣气压的

８４８１ ３０００ ￣止回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１ ４０００ ￣安全阀或溢流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器具:
￣￣￣换向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电磁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１ ８０２１ ￣￣￣￣电磁式

８４８１ ８０２９ ￣￣￣￣其他

￣￣￣流量阀: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１ ８０３１ ￣￣￣￣电子膨胀阀

８４８１ ８０３９ ￣￣￣￣其他

８４８１ ８０４０ ￣￣￣其他阀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１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１ ９０１０ ￣￣￣阀门用

８４８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４ ８２ 滚动轴承:
￣滚珠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２ １０１０ ￣￣￣调心球轴承

８４８２ １０２０ ￣￣￣深沟球轴承

８４８２ １０３０ ￣￣￣角接触轴承

８４８２ １０４０ ￣￣￣推力球轴承

８４８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８２ ２０００ ￣锥形滚子轴承ꎬ 包括锥形滚子

组件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２ ３０００ ￣鼓形滚子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２ ４０００ ￣滚针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ꎻ
３ 滚柱直径、 长度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２ ５０００ ￣其他圆柱形滚子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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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８２ ８０００ ￣其他ꎬ 包括球、 柱混合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８４８２ ９１００ ￣￣滚珠、 滚针及滚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如是滚珠

请申报最大、 最小及标

称直径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８３ 传动轴 (包括凸轮轴及曲柄

轴) 及曲柄ꎻ 轴承座及滑动轴

承ꎻ 齿轮及齿轮传动装置ꎻ 滚

珠或滚子螺杆传动装置ꎻ 齿轮

箱及其他变速装置ꎬ 包括扭矩

变换器ꎻ 飞轮及滑轮ꎬ 包括滑

轮组ꎻ 离合器及联轴器 (包括

万向节):
￣传动轴 (包括凸轮轴及曲柄

轴) 及曲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船舶用传动轴:
８４８３ １０１１ ￣￣￣￣柴油机曲轴

８４８３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４８３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８３ ２０００ ￣装有滚珠或滚子轴承的轴承座 １ 品名ꎻ ２ 注明是否装

有滚珠或滚子轴承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３ ３０００ ￣未装有滚珠或滚子轴承的轴承

座ꎻ 滑动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如为轴承座

需注明是否带有滚珠或

滚子轴承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齿轮及齿轮传动装置ꎬ 但单独

报验的带齿的轮、 链轮及其他

传动元件除外ꎻ 滚珠或滚子螺

杆传动装置ꎻ 齿轮箱及其他变

速装置ꎬ 包括扭矩变换器: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３ ４０１０ ￣￣￣滚子螺杆传动装置

８４８３ ４０２０ ￣￣￣行星齿轮减速器

８４８３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４８３ ５０００ ￣飞轮及滑轮ꎬ 包括滑轮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３ ６０００ ￣离合器及联轴器 (包括万向

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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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８３ ９０００ ￣单独报验的带齿的轮、 链轮及

其他传动元件ꎻ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 ８４ 密封垫或类似接合衬垫ꎬ 用金

属片与其他材料制成或用双层

或多层金属片制成ꎻ 成套或各

种不同材料的密封垫或类似接

合衬垫ꎬ 装于袋、 套或类似包

装内ꎻ 机械密封件:
８４８４ １０００ ￣密封垫或类似接合衬垫ꎬ 用金

属片与其他材料制成或用双层

或多层金属片制成

１ 品名ꎻ ２ 组成材料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４ ２０００ ￣机械密封件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各自构成材

料ꎻ ３ 是否成套包装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 ８６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制造半导体

单晶柱或圆片、 半导体器件、
集成电路或平板显示器的机器

及装置ꎻ 本章注释九 (三) 规

定的机器及装置ꎻ 零件及附

件:
￣制造单晶柱或圆片用的机器及

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６ １０１０ ￣￣￣利用温度变化处理单晶硅的

机器及装置

８４８６ １０２０ ￣￣￣研磨设备

８４８６ １０３０ ￣￣￣切割设备

８４８６ １０４０ ￣￣￣化学机械抛光设备 (ＣＭＰ)
８４８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制造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用

的机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６ ２０１０ ￣￣￣氧化、 扩散、 退火及其他热

处理设备

￣￣￣薄膜沉积设备:
８４８６ ２０２１ ￣￣￣￣化学气相沉积装置 (ＣＶＤ)
８４８６ ２０２２ ￣￣￣￣物理气相沉积装置 (ＰＶＤ)
８４８６ ２０２９ ￣￣￣￣其他

￣￣￣将电路图投影或绘制到感光

半导体材料上的装置:
８４８６ ２０３１ ￣￣￣￣分步重复光刻机 (步进光

刻机)
８４８６ ２０３９ ￣￣￣￣其他

￣￣￣刻蚀及剥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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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８６ ２０４１ ￣￣￣￣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机

８４８６ ２０４９ ￣￣￣￣其他

８４８６ ２０５０ ￣￣￣离子注入机

８４８６ ２０９０ ￣￣￣其他

￣制造平板显示器用的机器及装

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６ ３０１０ ￣￣￣扩散、 氧化、 退火及其他热

处理设备

￣￣￣薄膜沉积设备:
８４８６ ３０２１ ￣￣￣￣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ＣＶＤ)
８４８６ ３０２２ ￣￣￣￣物理气相沉积设备 (ＰＶＤ)
８４８６ ３０２９ ￣￣￣￣其他

￣￣￣将电路图投影或绘制到感光

半导体材料上的装置:
８４８６ ３０３１ ￣￣￣￣分布重复光刻机

８４８６ ３０３９ ￣￣￣￣其他

￣￣￣湿法蚀刻、 显影、 剥离、 清

洗装置:
８４８６ ３０４１ ￣￣￣￣超声波清洗装置

８４８６ ３０４９ ￣￣￣￣其他

８４８６ ３０９０ ￣￣￣其他

￣本章注释九 (三) 规定的机

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４８６ ４０１０ ￣￣￣主要用于或专用于制作和修

复掩膜版 (ｍａｓｋ) 或投影掩膜

版 (ｒｅｔｉｃｌｅ) 的装置

￣￣￣主要用于或专用于装配与封

装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的设

备:
８４８６ ４０２１ ￣￣￣￣塑封机

８４８６ ４０２２ ￣￣￣￣引线键合装置

８４８６ ４０２９ ￣￣￣￣其他

￣￣￣主要用于或专用于升降、 装

卸、 搬运单晶柱、 晶圆、 半导

体器件、 集成电路或平板显示

器的装置:
８４８６ ４０３１ ￣￣￣￣集成电路工厂专用的自动搬

运机器人

８４８６ ４０３９ ￣￣￣￣其他

￣零件及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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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４８６ ９０１０ ￣￣￣升降、 搬 运、 装 卸 机 器 用

(自动搬运设备用除外)
８４８６ ９０２０ ￣￣￣引线键合装置用

￣￣￣其他:
８４８６ ９０９１ ￣￣￣￣带背板的溅射靶材组件

８４８６ ９０９９ ￣￣￣￣其他

８４ ８７ 本章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机器零

件ꎬ 不具有电气接插件、 绝缘

体、 线圈、 触点或其他电气器

材特征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４８７ １０００ ￣船用推进器及桨叶

８４８７ ９００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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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　 电机、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ꎻ 录音机及放声机、 电视图像、
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电暖的毯子、 褥子、 足套及类似品ꎬ 电暖的衣服、 靴、 鞋、 耳套或其他供人穿戴的电暖物品ꎻ
(二) 税目 ７０ １１ 的玻璃制品ꎻ
(三) 税目 ８４ ８６ 的机器及装置ꎻ
(四) 用于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的真空设备 (税目 ９０ １８)ꎻ 或

(五) 第九十四章的电热家具ꎮ
二、 税目 ８５ ０１ 至 ８５ ０４ 不适用于税目 ８５ １１、 ８５ １２、 ８５ ４０、 ８５ ４１ 或 ８５ ４２ 的货品ꎮ 但金属槽汞弧整流器仍归入

税目 ８５ ０４ꎮ
三、 税目 ８５. ０７ 所称 “蓄电池”ꎬ 包括与其一同报验的辅助元件ꎬ 这些辅助元件具有储电、 供电功能ꎬ 或保护蓄电

池免遭损坏ꎮ 例如ꎬ 电路连接器、 温控装置 (例如ꎬ 热敏电阻) 及电路保护装置ꎬ 也可包括蓄电池的部分保护

外壳ꎮ
四、 税目 ８５ ０９ 仅包括通常供家用的下列电动器具:

(一) 任何重量的地板打蜡机、 食品研磨机及食品搅拌器ꎬ 水果或蔬菜的榨汁器ꎻ
(二) 重量不超过 ２０ 千克的其他机器ꎮ
但该税目不适用于风机、 风扇或装有风扇的通风罩及循环气罩 (不论是否装有过滤器) (税目 ８４ １４)、 离心干

衣机 (税目 ８４ ２１)、 洗碟机 (税目 ８４ ２２)、 家用洗衣机 (税目 ８４ ５０)、 滚筒式或其他形式的熨烫机器 (税目

８４ ２０ 或 ８４ ５１)、 缝纫机 (税目 ８４ ５２)、 电剪子 (税目 ８４ ６７) 或电热器具 (税目 ８５ １６)ꎮ
五、 税目 ８５ ２３ 所称:

(一) “固态、 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例如ꎬ “闪存卡” 或 “电子闪存卡” ) 是指带有接口的存储器件ꎬ 其在同

一壳体内包含一个或多个闪存 (ＦＬＡＳＨ Ｅ２ ＰＲＯＭ)ꎬ 以集成电路的形式装配在一块印刷电路板上ꎮ 它们

可以包括一个集成电路形式的控制器及多个分立无源元件ꎬ 例如ꎬ 电容器及电阻器ꎮ
(二) “智能卡”ꎬ 是指装有一个或多个集成电路 [微处理器、 随机存取存储器 (ＲＡＭ) 或只读存储器

(ＲＯＭ) ] 芯片的卡ꎮ 这些卡可带有触点、 磁条或嵌入式天线ꎬ 但不包含任何其他有源或无源电路元件ꎮ
六、 税目 ８５ ３４ 所称 “印刷电路”ꎬ 是指采用各种印制方法 (例如ꎬ 压印、 覆镀、 腐蚀) 或采用 “膜电路” 工艺ꎬ

将导线、 接点或其他印制元件 (例如ꎬ 电感器、 电阻器、 电容器) 按预定的图形单独或互相连接地印制在绝缘

基片上的电路ꎬ 但能够产生、 整流、 调制或放大电信号的元件 (例如ꎬ 半导体元件) 除外ꎮ
税目 ８５ ３４ 所称 “印刷电路”ꎬ 不包括装有非印制元件的电路ꎬ 也不包括单个的分立式电阻器、 电容器及电感

器ꎮ 但印刷电路可配有非经印刷的连接元件ꎮ
用同样工艺制得的无源元件及有源元件组成的薄膜电路或厚膜电路应归入税目 ８５ ４２ꎮ

七、 税目 ８５ ３６ 所称 “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束或光缆用连接器”ꎬ 是指在有线数字通讯设备中ꎬ 简单机械地把光纤

端部相连成一线的连接器ꎮ 它们不具备诸如对信号进行放大、 再生或修正等其他功能ꎮ
八、 税目 ８５ ３７ 不包括电视接收机或其他电气设备用的无绳红外遥控器 (税目 ８５ ４３)ꎮ
九、 税目 ８５ ４１ 及 ８５ ４２ 所称:

(一) “二极管、 晶体管及类似的半导体器件”ꎬ 是指那些依靠外加电场引起电阻率的变化而进行工作的半导体

器件ꎮ
(二) “集成电路”ꎬ 是指:
１ 单片集成电路ꎬ 即电路元件 (二极管、 晶体管、 电阻器、 电容器、 电感器等) 主要整体制作在一片半导体

材料或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例如ꎬ 掺杂硅、 砷化镓、 硅锗或磷化铟) 基片的表面ꎬ 并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

起的电路ꎻ
２ 混合集成电路ꎬ 即通过薄膜或厚膜工艺制得的无源元件 (电阻器、 电容器、 电感器等) 和通过半导体工艺

制得的有源元件 (二极管、 晶体管、 单片集成电路等) 用互连或连接线实际上不可分割地组合在同一绝缘

基片 (玻璃、 陶瓷等) 上的电路ꎬ 这种电路也可包括分立元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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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芯片集成电路是由两个或多个单片集成电路实际上不可分割地组合在一片或多片绝缘基片上构成的电路ꎬ
不论是否带有引线框架ꎬ 但不带有其他有源或无源的电路元件ꎻ

４ 多元件集成电路 (ＭＣＯｓ): 由一个或多个单片、 混合或多芯片集成电路以及下列至少一个元件组成: 硅基

传感器、 执行器、 振荡器、 谐振器或其组件所构成的组合体ꎬ 或者具有税目 ８５ ３２、 ８５ ３３、 ８５ ４１ 所列商品

功能的元件ꎬ 或税目 ８５ ０４ 的电感器ꎮ 其像集成电路一样实际上不可分割地组合成一体ꎬ 作为一种元件ꎬ 通

过引脚、 引线、 焊球、 底面触点、 凸点或导电压点进行连接ꎬ 组装到印刷电路板 (ＰＣＢ) 或其他载体上ꎮ
在本定义中:
(１) “元件” 可以是分立的ꎬ 独立制造后组装到多元件 (ＭＣＯ) 的其余部分上ꎬ 或者集成到其他元件内ꎮ
(２) “硅基” 是指在硅基片上制造ꎬ 或由硅材料制造而成ꎬ 或者制造在集成电路裸片上ꎮ
(３) ①硅基传感器是由在半导体材料内部或表面制作的微电子或机械结构组成ꎬ 具有探测物理量和化学量

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 (因电特性变化或机械结构位移而产生) 的功能ꎮ “物理量或化学量” 与现实

世界的现象相关ꎬ 例如ꎬ 压力、 声波、 加速度、 振动、 运动、 方向、 张力、 磁场强度、 电场强度、
光、 放射性、 湿度、 流量和化学浓度等ꎮ

②硅基执行器是由在半导体材料内部或表面制作的微电子或机械结构组成ꎬ 具有将电信号转换成物理

运动的功能ꎮ
③硅基谐振器是由在半导体材料内部或表面制作的微电子或机械结构组成ꎬ 具有按预先设定的频率产

生机械或电振荡的功能ꎬ 频率取决于响应外部输入的结构的物理参数ꎮ
④硅基振荡器是有缘器件ꎬ 由在半导体材料内部或表面制作的微电子或机械结构组成ꎬ 具有按预先设

定的频率产生机械或电振荡的功能ꎬ 频率取决于这些结构的物理参数ꎮ
本注释所述物品在归类时ꎬ 即使本目录其他税目涉及上述物品ꎬ 尤其是物品的功能ꎬ 仍应优先考虑归入税目

８５ ４１ 及 ８５ ４２ꎬ 但涉及税目 ８５ ２３ 的情况除外ꎮ
十、 税目 ８５ ４８ 所称 “废原电池、 废原电池组及废蓄电池”ꎬ 是指因破损、 拆解、 耗尽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再使用ꎬ

也不能再充电的电池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８５２７ １２ 仅包括有内置放大器但无内置扬声器的盒式磁带放声机ꎬ 它不需外接电源即能工作ꎬ 且外形尺寸不超

过 １７０ 毫米×１００ 毫米×４５ 毫米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０１ 电动机及发电机 (不包括发电

机组):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３７ ５ 瓦的电

动机:
８５０１ １０１０ ￣￣￣玩具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输

出功率ꎻ ４ 机座尺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０１ １０９１ ￣￣￣￣微电机ꎬ 机座尺寸在 ２０ 毫

米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３９ 毫米

８５０１ １０９９ ￣￣￣￣其他

８５０１ ２０００ ￣交直流两用电动机ꎬ 输出功率

超过 ３７ ５ 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为交直流两用ꎻ ４ 输

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０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直流电动机ꎻ 直流发电

机:
１ 品 名ꎻ ２ 是 否 为 直

流ꎻ ３ 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０１ ３１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７５０ 瓦

８５０１ ３２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０ 瓦ꎬ 但不

超过 ７５ 千瓦

８５０１ ３３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 千瓦ꎬ 但不

超过 ３７５ 千瓦

８５０１ ３４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７５ 千瓦

８５０１ ４０００ ￣其他单相交流电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单相

交流ꎻ ３ 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多相交流电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输出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１ ５１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７５０ 瓦

８５０１ ５２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０ 瓦ꎬ 但不

超过 ７５ 千瓦

８５０１ ５３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 千瓦

￣交流发电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为交流ꎻ ４ 输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０１ ６１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７５ 千伏安

８５０１ ６２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 千伏安ꎬ 但

不超过 ３７５ 千伏安

８５０１ ６３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７５ 千伏安ꎬ
但不超过 ７５０ 千伏安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０ 千伏安:
８５０１ ６４１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０ 千伏安ꎬ

但不超过 ３５０ 兆伏安

８５０１ ６４２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５０ 兆伏安ꎬ
但不超过 ６６５ 兆伏安

８５０１ ６４３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６６５ 兆伏安

８５ ０２ 发电机组及旋转式变流机: １ 品名ꎻ ２ 组成原动机

类型ꎻ ３ 输出功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的发

电机组:
８５０２ １１００ ￣￣输出功率不超过 ７５ 千伏安

８５０２ １２０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７５ 千伏安ꎬ 但

不超过 ３７５ 千伏安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７５ 千伏安:
８５０２ １３１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３７５ 千伏安ꎬ

但不超过 ２ 兆伏安

８５０２ １３２０ ￣￣￣输出功率超过 ２ 兆伏安

８５０２ ２０００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

发电机组

１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发电机组:
８５０２ ３１００ ￣￣风力驱动的

８５０２ ３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０２ ４０００ ￣旋转式变流机

８５ ０３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５ ０１
或 ８５ ０２ 所列机器的零件:

８５０３ ００１０ ￣￣￣税号 ８５０１ １０１０ 及 ８５０１ １０９１
所列电动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３ ００２０ ￣￣￣税号 ８５０１ ６４２０ 及 ８５０１ ６４３０
所列发电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所适

用整机的类型及输出功

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３ ００３０ ￣￣￣税号 ８５０２ ３１００ 所列发电机

组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所适

用整机的类型及输出功

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０４ 变压器、 静止式变流器 (例
如ꎬ 整流器) 及电感器:
￣放电灯或放电管用镇流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４ １０１０ ￣￣￣电子镇流器

８５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液体介质变压器: １ 品名ꎻ ２ 额定容量ꎻ
３ 是否为液体介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０４ ２１００ ￣￣额定容量不超过 ６５０ 千伏安

８５０４ ２２００ ￣￣额定容量超过 ６５０ 千伏安ꎬ
但不超过 １０ 兆伏安

￣￣额定容量超过 １０ 兆伏安:
￣￣￣额定容量超过 １０ 兆伏安ꎬ
但小于 ４００ 兆伏安:

８５０４ ２３１１ ￣￣￣￣额定容量超过 １０ 兆伏安ꎬ
但小于 ２２０ 兆伏安

８５０４ ２３１２ ￣￣￣￣额定容量大于等于 ２２０ 兆伏

安ꎬ 但小于 ３３０ 兆伏安

８５０４ ２３１３ ￣￣￣￣额定容量大于等于 ３３０ 兆伏

安ꎬ 但小于 ４００ 兆伏安

￣￣￣额定容量在 ４００ 兆伏安及以

上:
８５０４ ２３２１ ￣￣￣￣额定容量在 ４００ 兆伏安及以

上ꎬ 但小于 ５００ 兆伏安

８５０４ ２３２９ ￣￣￣￣其他

２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变压器: １ 品名ꎻ ２ 额定容量ꎻ
３ 是否为液体介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额定容量不超过 １ 千伏安:
８５０４ ３１１０ ￣￣￣互感器

８５０４ ３１９０ ￣￣￣其他

￣￣额定容量超过 １ 千伏安ꎬ 但

不超过 １６ 千伏安:
８５０４ ３２１０ ￣￣￣互感器

８５０４ ３２９０ ￣￣￣其他

￣￣额定容量超过 １６ 千伏安ꎬ 但

不超过 ５００ 千伏安:
８５０４ ３３１０ ￣￣￣互感器

８５０４ ３３９０ ￣￣￣其他

￣￣额定容量超过 ５００ 千伏安:
８５０４ ３４１０ ￣￣￣互感器

８５０４ ３４９０ ￣￣￣其他

￣静止式变流器:
￣￣￣稳压电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交流稳压电源或直

流稳压电源)ꎻ ４ 额定输

出功率ꎻ ５ 精度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５０４ ４０１３ ￣￣￣￣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机器用

８５０４ ４０１４ ￣￣￣￣其他直流稳压电源ꎬ 功率小

于 １ 千瓦ꎬ 精度低于万分之一

８５０４ ４０１５ ￣￣￣￣其他交流稳压电源ꎬ 功率小

于 １０ 千瓦ꎬ 精度低于千分之

一

８５０４ ４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０４ ４０２０ ￣￣￣不间断供电电源 １ 品名ꎻ ２ 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４ ４０３０ ￣￣￣逆变器 １ 品名ꎻ ２ 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８５０４ ４０９１ ￣￣￣￣具有变流功能的半导体模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封装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０４ ４０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率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０４ ５０００ ￣其他电感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变压器用: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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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０４ ９０１１ ￣￣￣￣税号 ８５０４ ２３２１ꎬ ８５０４ ２３２９
所列变压器用

８５０４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０４ ９０２０ ￣￣￣稳压电源及不间断供电电源

用

８５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０５ 电磁铁ꎻ 永磁铁及磁化后准备

制永磁铁的物品ꎻ 电磁铁或永

磁铁卡盘、 夹具及类似的工件

夹具ꎻ 电磁联轴节、 离合器及

制动器ꎻ 电磁起重吸盘:
￣永磁铁及磁化后准备制永磁铁

的物品:
￣￣金属的:

８５０５ １１１０ ￣￣￣稀土的 １ 品名ꎻ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５ 稀 土

元素的重

量 百 分

比ꎬ以 [Ａ]
表示

８５０５ １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５ ２０００ ￣电磁联轴节、 离合器及制动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ꎬ 包括零件:
８５０５ ９０１０ ￣￣￣电磁起重吸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如核

磁共振成像装置用等)ꎻ
３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 ０６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二氧化锰的:
￣￣￣碱性锌锰的:

８５０６ １０１１ ￣￣￣￣扣式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形状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容 量ꎻ
８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１０１２ ￣￣￣￣圆柱形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形状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容 量ꎻ
８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１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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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０６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３０００ ￣氧化汞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４０００ ￣氧化银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５０００ ￣锂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６０００ ￣锌空气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８５０６ ８０００ ￣其他原电池及原电池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否含汞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原电池或原电池组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６ ９０１０ ￣￣￣税号 ８５０６ １０００ 所列电池用

８５０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０７ 蓄电池ꎬ 包括隔板ꎬ 不论是否

矩形 (包括正方形):
８５０７ １０００ ￣铅酸蓄电池ꎬ 用于启动活塞式

发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８５０７ ２０００ ￣其他铅酸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８５０７ ３０００ ￣镍镉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８５０７ ４０００ ￣镍铁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８５０７ ５０００ ￣镍氢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５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０７ ６０００ ￣锂离子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其他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 量ꎻ
７ 是 否 含 汞ꎻ
８ 额定电压

８５０７ ８０３０ ￣￣￣全钒液流电池

８５０７ ８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７ ９０１０ ￣￣￣铅酸蓄电池用

８５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０８ 真空吸尘器:
￣电动的: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ꎻ

３ 集尘器容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功率

８５０８ １１００ ￣￣功率不超过 １５００ 瓦ꎬ 且带有

容积不超过 ２０ 升的集尘袋或

其他集尘容器

８５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０８ ６０００ ￣其他真空吸尘器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０８ ７０１０ ￣￣￣税号 ８５０８ １１００ 所列吸尘器

用

８５０８ ７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０９ 家用电动器具ꎬ 税目 ８５ ０８ 的

真空吸尘器除外:
￣食品研磨机及搅拌器ꎻ 水果或

蔬菜的榨汁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机

重ꎻ ４ 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０９ ４０１０ ￣￣￣水果或蔬菜的榨汁机

８５０９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机

重ꎻ ４ 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０９ ８０１０ ￣￣￣地板打蜡机

８５０９ ８０２０ ￣￣￣厨房废物处理器

８５０９ ８０９０ ￣￣￣其他

６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０９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１０ 电动剃须刀、 电动毛发推剪及

电动脱毛器:
８５１０ １０００ ￣剃须刀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０ ２０００ ￣毛发推剪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０ ３０００ ￣脱毛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０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１１ 点燃式或压燃式内燃发动机用

的电点火及电启动装置 (例
如ꎬ 点火磁电机、 永磁直流发

电机、 点火线圈、 火花塞、 电

热塞及启动电机)ꎻ 附属于上

述内燃发动机的发电机 (例
如ꎬ 直流发电机、 交流发电

机) 及断流器:
８５１１ １０００ ￣火花塞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点火磁电机ꎻ 永磁直流发电

机ꎻ 磁飞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１ ２０１０ ￣￣￣机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８５１１ ２０９０ ￣￣￣其他

￣分电器ꎻ 点火线圈: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１ ３０１０ ￣￣￣机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８５１１ ３０９０ ￣￣￣其他

７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启动电机及两用启动发电机:
８５１１ ４０１０ ￣￣￣机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适用发动机的输

出功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１１ ４０９１ ￣￣￣￣输出 功 率 在 １３２ ３９ 千 瓦

(１８０ 马力) 及以上的发动机

用启动电机

８５１１ ４０９９ ￣￣￣￣其他

￣其他发电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１ ５０１０ ￣￣￣机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８５１１ ５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１１ ８０００ ￣其他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１ ９０１０ ￣￣￣本税目所列供机车、 航空器

及船舶用各种装置的零件

８５１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１２ 自行车或机动车辆用的电气照

明或信号装置 (税目 ８５ ３９ 的

物品除外)、 风挡刮水器、 除

霜器及去雾器:
８５１２ １０００ ￣自行车用照明或视觉信号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照明或视觉信号装置:
８５１２ ２０１０ ￣￣￣机动车辆用照明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２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音响信号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机动车辆用:

８５１２ ３０１１ ￣￣￣￣喇叭、 蜂鸣器

８５１２ ３０１２ ￣￣￣￣防盗报警器

８５１２ ３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１２ ３０９０ ￣￣￣其他

９２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２ ４０００ ￣风挡刮水器、 除霜器及去雾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５１２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功能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件编号

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

散件装配后完整品的零

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５ １３ 自供能源 (例如ꎬ 使用干电

池、 蓄电池、 永磁发电机) 的

手提式电灯ꎬ 但税目 ８５ １２ 的

照明装置除外:
￣灯: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手提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３ １０１０ ￣￣￣手电筒

８５１３ １０９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３ ９０１０ ￣￣￣手电筒用

８５１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０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１４ 工业或实验室用电炉及电烘箱

(包括通过感应或介质损耗工

作的)ꎻ 工业或实验室用其他

通过感应或介质损耗对材料进

行热处理的设备:
￣电阻加热的炉及烘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ꎬ 实验室用)ꎻ ３ 加热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４ １０１０ ￣￣￣可控气氛热处理炉

８５１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１４ ２０００ ￣通过感应或介质损耗工作的炉

及烘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ꎬ 实验室用)ꎻ ３ 加热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４ ３０００ ￣其他炉及烘箱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ꎬ 实验室用)ꎻ ３ 加热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４ ４０００ ￣其他通过感应或介质损耗对材

料进行热处理的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工业

用ꎬ 实验室用)ꎻ ３ 加热

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４ ９０１０ ￣￣￣炼钢电炉用

８５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１５ 电气 (包括电热气体)、 激光、
其他光、 光子束、 超声波、 电

子束、 磁脉冲或等离子弧焊接

机器及装置ꎬ 不论是否兼有切

割功能ꎻ 用于热喷金属或金属

陶瓷的电气机器及装置:
￣钎焊机器及装置:

８５１５ １１００ ￣￣烙铁及焊枪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焊

接过程中是否使用钎料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若

为印刷电路组件制造用

需注明ꎻ ４ 焊接过程中

是否使用钎料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电阻焊接机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为全自动或半自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８５１５ ２１２０ ￣￣￣机器人

￣￣￣其他:
８５１５ ２１９１ ￣￣￣￣直缝焊管机

８５１５ ２１９９ ￣￣￣￣其他

１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５ ２９００ ￣￣其他

￣电弧 (包括等离子弧) 焊接

机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为全自动或半自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８５１５ ３１２０ ￣￣￣机器人

￣￣￣其他:
８５１５ ３１９１ ￣￣￣￣螺旋焊管机

８５１５ ３１９９ ￣￣￣￣其他

８５１５ ３９００ ￣￣其他

￣其他机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５ ８０１０ ￣￣￣激光焊接机器人

８５１５ ８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１５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若为印刷

电路组件制造用需注明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 １６ 电热的快速热水器、 储存式热

水器、 浸入式液体加热器ꎻ 电

气空间加热器及土壤加热器ꎻ
电热的理发器具 (例如ꎬ 电吹

风机、 电卷发器、 电热发钳)
及干手器ꎻ 电熨斗ꎻ 其他家用

电热器具ꎻ 加热电阻器ꎬ 但税

目 ８５ ４５ 的货品除外:
￣电热的快速热水器、 储存式热

水器、 浸入式液体加热器:
８５１６ １０１０ ￣￣￣储存式电热水器 １ 品 名ꎻ ２ 工 作 方 式

(储存式、 即热式、 浸入

式等)ꎻ ３ 加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量

８５１６ １０２０ ￣￣￣即热式电热水器 １ 品 名ꎻ ２ 工 作 方 式

(储存式、 即热式、 浸入

式等)ꎻ ３ 加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６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工 作 方 式

(储存式、 即热式、 浸入

式等)ꎻ ３ 加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电气空间加热器及土壤加热

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工

作方式 (储存式、 辐射

式、 对流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６ ２１００ ￣￣储存式散热器

￣￣其他:
８５１６ ２９１０ ￣￣￣土壤加热器

８５１６ ２９２０ ￣￣￣辐射式空间加热器

２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对流式空间加热器:
８５１６ ２９３１ ￣￣￣￣风扇式

８５１６ ２９３２ ￣￣￣￣充液式

８５１６ ２９３９ ￣￣￣￣其他

８５１６ ２９９０ ￣￣￣其他

￣电热的理发器具及干手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６ ３１００ ￣￣吹风机

８５１６ ３２００ ￣￣其他理发器具

８５１６ ３３００ ￣￣干手器

８５１６ ４０００ ￣电熨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６ ５０００ ￣微波炉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炉ꎻ 电锅、 电热板、 加热

环、 烧烤炉及烘烤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６ ６０１０ ￣￣￣电磁炉

８５１６ ６０３０ ￣￣￣电饭锅

８５１６ ６０４０ ￣￣￣电炒锅

８５１６ ６０５０ ￣￣￣电烤箱

８５１６ ６０９０ ￣￣￣其他

￣其他电热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加

热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咖啡壶或茶壶:
８５１６ ７１１０ ￣￣￣滴液式咖啡机

８５１６ ７１２０ ￣￣￣蒸馏渗滤式咖啡机

８５１６ ７１３０ ￣￣￣泵压式咖啡机

８５１６ ７１９０ ￣￣￣其他

￣￣烤面包器:
８５１６ ７２１０ ￣￣￣家用自动面包机

８５１６ ７２２０ ￣￣￣片式烤面包机 (多士炉)
８５１６ ７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５１６ ７９１０ ￣￣￣电热饮水机

８５１６ ７９９０ ￣￣￣其他

８５１６ ８０００ ￣加热电阻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６ ９０１０ ￣￣￣土壤加热器及加热电阻器用

８５１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１７ 电话机ꎬ 包括用于蜂窝网络或

其他无线网络的电话机ꎻ 其他

发送或接收声音、 图像或其他

数据用的设备ꎬ 包括有线或无

线网络 (例如ꎬ 局域网或广域

网) 的 通 信 设 备ꎬ 但 税 目

８４ ４３、 ８５ ２５、 ８５ ２７ 或 ８５ ２８
的发送或接收设备除外:
￣电话机ꎬ 包括蜂窝网络或其他

无线网络的电话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适

用网络种类 (蜂窝网络、
无线 网 络、 有 线 网 络、
以太网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是否加

密

８５１７ １１００ ￣￣无绳电话机

￣￣用于蜂窝网络或其他无线网

络的电话机:
８５１７ １２１０ ￣￣￣手持 (包括车载) 式无线电

话机

８５１７ １２２０ ￣￣￣对讲机

８５１７ １２９０ ￣￣￣其他

８５１７ １８００ ￣￣其他

￣其他发送或接收声音、 图像或

其他数据用的设备ꎬ 包括有线

或无线网络 (例如ꎬ 局域网或

广域网) 的通信设备:
￣￣基站: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是否加

密

８５１７ ６１１０ ￣￣￣移动通信基站

８５１７ ６１９０ ￣￣￣其他

￣￣接收、 转换并且发送或再生

声音、 图像或其他数据用的设

备ꎬ 包括交换及路由设备:
￣￣￣数字式程控电话或电报交换

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控

制方式ꎻ ４ 处理信号的

类型

５ 型号

８５１７ ６２１１ ￣￣￣￣局用电话交换机ꎻ 长途电话

交换机ꎻ 电报交换机

８５１７ ６２１２ ￣￣￣￣移动通信交换机

８５１７ ６２１９ ￣￣￣￣其他电话交换机

￣￣￣光通讯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通

讯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是否加

密

８５１７ ６２２１ ￣￣￣￣光端机及脉冲编码调制设备

(ＰＣＭ)

４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７ ６２２２ ￣￣￣￣波分复用光传输设备

８５１７ ６２２９ ￣￣￣￣其他

￣￣￣其他有线数字通信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通

讯方式ꎻ ４ 适用网络种

类 (蜂窝网络、 有线网

络、 以太网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１ ￣￣￣￣通信网络时钟同步设备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２ ￣￣￣￣以太网络交换机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３ ￣￣￣￣ＩＰ 电话信号转换设备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４ ￣￣￣￣调制解调器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５ ￣￣￣￣集线器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６ ￣￣￣￣路由器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７ ￣￣￣￣有线网络接口卡

８５１７ ６２３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适 用 网 络 种 类

(蜂窝网络、 有线网络、
以太网等)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１７ ６２９２ ￣￣￣￣无线网络接口卡

８５１７ ６２９３ ￣￣￣￣无限接入固定台

８５１７ ６２９４ ￣￣￣￣无线耳机

８５１７ ６２９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６９１０ ￣￣￣其他无线设备

８５１７ ６９９０ ￣￣￣其他有线设备

￣零件:
８５１７ ７０１０ ￣￣￣数字式程控电话或电报交换

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７０２０ ￣￣￣光端机及脉冲编码调制设备

(ＰＣＭ)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７０３０ ￣￣￣手持式无线电话机用 (天线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显示屏或

显示 模 块 请 申 报 尺 寸

(英寸)ꎻ ４ 显示屏或显

示模块请申报种类 (如

ＬＥＤ、 ＯＬＥＤ 等)ꎻ ５ 显

示屏或显示模块请申报

是否需要二次加工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５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７ ７０４０ ￣￣￣对讲机用 (天线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７０６０ ￣￣￣光通信设备的激光收发模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７０７０ ￣￣￣税目 ８５ １７ 所列设备用天线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７ ７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１８ 传声器 (麦克风) 及其座架ꎻ
扬声器ꎬ 不论是否装成音箱ꎻ
耳机及耳塞机ꎬ 不论是否装有

传声器ꎬ 以及由传声器及一个

或多个扬声器组成的组合机ꎻ
音频扩大器ꎻ 电气扩音机组:

８５１８ １０００ ￣传声器 (麦克风) 及其座架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扬声器ꎬ 不论是否装成音箱:
８５１８ ２１００ ￣￣单喇叭音箱 １ 品 名ꎻ ２ 结 构 类 型

(是否有箱体)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１８ ２２００ ￣￣多喇叭音箱 １ 品 名ꎻ ２ 结 构 类 型

(是否有箱体)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喇叭数

量和尺寸

８５１８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结 构 类 型

(是否有箱体)ꎻ ３ 用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喇叭尺

寸

８５１８ ３０００ ￣耳机及耳塞机ꎬ 不论是否装有

传声器ꎬ 以及由传声器及一个

或多个扬声器组成的组合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８ ４０００ ￣音频扩大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８ ５０００ ￣电气扩音机组 １ 品名ꎻ ２ 组成部件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１８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１９ 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８５１９ ２０００ ￣用硬币、 钞票、 银行卡、 代币

或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设

备

１ 品名ꎻ ２ 支付方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６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１９ ３０００ ￣唱机转盘 (唱机唱盘)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１９ ５０００ ￣电话应答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其他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使用媒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使用磁性、 光学或半导体媒

体的:
￣￣￣使用磁性媒体的:

８５１９ ８１１１ ￣￣￣￣未装有声音录制装置的盒式

磁带型声音重放装置ꎬ 编辑节

目用放声机除外

８５１９ ８１１２ ￣￣￣￣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盒式磁

带型录音机

８５１９ ８１１９ ￣￣￣￣其他

￣￣￣使用光学媒体的:
８５１９ ８１２１ ￣￣￣￣激光唱机ꎬ 未装有声音录制

装置

８５１９ ８１２９ ￣￣￣￣其他

￣￣￣使用半导体媒体的:
８５１９ ８１３１ ￣￣￣￣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闪速存

储器型声音录制设备

８５１９ ８１３９ ￣￣￣￣其他

￣￣其他:
８５１９ ８９１０ ￣￣￣不带录制装置的其他唱机ꎬ

不论是否带有扬声器

８５１９ ８９９０ ￣￣￣其他声音录制或重放设备

８５ ２１ 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备ꎬ 不

论是否装有高频调谐器:
￣磁带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使

用媒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录像机:
８５２１ １０１１ ￣￣￣￣广播级

８５２１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２１ １０２０ ￣￣￣放像机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使用媒介ꎻ
３ 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激光视盘机:
８５２１ ９０１１ ￣￣￣￣视频高密光盘 ( ＶＣＤ) 播

放机

８５２１ ９０１２ ￣￣￣￣数字化视频光盘 ( ＤＶＤ)
播放机

８５２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７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２２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５ １９
或 ８５ ２１ 所列设备的零件、 附

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２ １０００ ￣拾音头

￣其他:
８５２２ ９０１０ ￣￣￣转盘或唱机用

￣￣￣盒式磁带录音机或放声机

用:
８５２２ ９０２１ ￣￣￣￣走带机构 (机芯)ꎬ 不论是

否装有磁头

８５２２ ９０２２ ￣￣￣￣磁头

８５２２ ９０２３ ￣￣￣￣磁头零件

８５２２ ９０２９ ￣￣￣￣其他

￣￣￣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备

用:
８５２２ ９０３１ ￣￣￣￣激光视盘机的机芯

８５２２ ９０３９ ￣￣￣￣其他

￣￣￣其他:
８５２２ ９０９１ ￣￣￣￣车载音频转播器或发射器

８５２２ ９０９９ ￣￣￣￣其他

８５ ２３ 录制声音或其他信息用的圆

盘、 磁带、 固态非易失性数据

存储器件、 “智能卡” 及其他

媒体ꎬ 不论是否已录制ꎬ 包括

供复制圆盘用的母片及母带ꎬ
但不包括第三十七章的产品:
￣磁性媒体:
￣￣磁条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录制内

容类型

８５２３ ２１１０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２１２０ ￣￣￣已录制

￣￣其他:
￣￣￣磁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录制内

容类型

８５２３ ２９１１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２９１９ ￣￣￣￣其他

￣￣￣磁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ꎻ ４ 磁带宽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录制内

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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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３ ２９２１ ￣￣￣￣未录制的宽度不超过 ４ 毫米

的磁带

８５２３ ２９２２ ￣￣￣￣未录制的宽度超过 ４ 毫米ꎬ
但不超过 ６ ５ 毫米的磁带

８５２３ ２９２３ ￣￣￣￣未录制的宽度超过 ６ ５ 毫米

的磁带

８５２３ ２９２８ ￣￣￣￣重放声音或图像信息的磁带

８５２３ ２９２９ ￣￣￣￣已录制的其他磁带

８５２３ ２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录制内

容类型

￣光学媒体: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ꎻ ４ 录制内容类

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存储容

量ꎻ ８ 读取速

度

８５２３ ４１００ ￣￣未录制

￣￣其他:
８５２３ ４９１０ ￣￣￣仅用于重放声音信息的

８５２３ ４９２０ ￣￣￣用于重放声音、 图像以外信

息的ꎬ 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机器用

８５２３ ４９９０ ￣￣￣其他

￣半导体媒体:
￣￣固态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闪
速存储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容量

８５２３ ５１１０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５１２０ ￣￣￣已录制

￣￣ “智能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是否加

密ꎻ ７ 存储容

量

８５２３ ５２１０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５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３ ５９１０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５９２０ ￣￣￣已录制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录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唱片:
８５２３ ８０１１ ￣￣￣￣已录制唱片

８５２３ ８０１９ ￣￣￣￣其他

￣￣￣税目 ８４ ７１ 所列机器用:
８５２３ ８０２１ ￣￣￣￣未录制

９３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３ ８０２９ ￣￣￣￣其他

￣￣￣其他:
８５２３ ８０９１ ￣￣￣￣未录制

８５２３ ８０９９ ￣￣￣￣其他

８５ ２５ 无线电广播、 电视发送设备ꎬ
不论是否装有接收装置或声音

的录制、 重放装置ꎻ 电视摄像

机、 数字照相机及视频摄录一

体机:
８５２５ ５０００ ￣发送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装有接收装置的发送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组成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６０１０ ￣￣￣卫星地面站设备

８５２５ ６０９０ ￣￣￣其他

￣电视摄像机、 数字照相机及视

频摄录一体机:
￣￣￣电视摄像机:

８５２５ ８０１１ ￣￣￣￣特种用途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１２ ￣￣￣￣非特种用途的广播级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１３ ￣￣￣￣非特种用途的其他类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高

清摄像头报玻璃镜头层

数ꎻ ４ 高清摄像头报接

口类型 (是否 ＵＳＢ２ ０ 以

上接口)ꎻ ５ 高清摄像头

报 硬 件 传 感 器 像 素ꎻ
６ 是否可装内置存储装

置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

￣￣￣数字照相机:
８５２５ ８０２１ ￣￣￣￣特种用途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２２ ￣￣￣￣非特种用途的ꎬ 单镜头反光

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２５ ￣￣￣￣非特种用途的ꎬ 其他可换镜

头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２９ ￣￣￣￣非特种用途的ꎬ 其他类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视频摄录一体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可装内置存储装置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５ ８０３１ ￣￣￣￣特种用途的

８５２５ ８０３２ ￣￣￣￣非特种用途的广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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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５ ８０３３ ￣￣￣￣非特种用途的家用型

８５２５ ８０３９ ￣￣￣￣非特种用途的其他类型

８５ ２６ 雷达设备、 无线电导航设备及

无线电遥控设备:
￣雷达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６ １０１０ ￣￣￣导航用

８５２６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无线电导航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６ ９１１０ ￣￣￣机动车辆用

８５２６ ９１９０ ￣￣￣其他

８５２６ ９２００ ￣￣无线电遥控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控制距

离

８５ ２７ 无线电广播接收设备ꎬ 不论是

否与声音的录制、 重放装置或

时钟组合在同一机壳内:
￣不需外接电源的无线电收音

机:
１ 品 名ꎻ ２ 使 用 媒 介

(是 否 为 盒 式 磁 带 )ꎻ
３ 是否需外接电源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外形尺

寸

８５２７ １２００ ￣￣袖珍盒式磁带收放机

８５２７ １３００ ￣￣其他收录 (放) 音组合机

８５２７ １９００ ￣￣其他

￣需外接电源的汽车用无线电收

音机:
８５２７ ２１００ ￣￣收录 (放) 音组合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组成ꎻ ４ 具备接收和

转换数字广播数据系统

信号功能的需注明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２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组成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７ ９１００ ￣￣收录 (放) 音组合机

８５２７ ９２００ ￣￣带时钟的收音机

８５２７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５ ２８ 监视器及投影机ꎬ 未装电视接

收装置ꎻ 电视接收装置ꎬ 不论

是否装有无线电收音装置或声

音、 图像的录制或重放装置:
￣阴极射线管监视器:

１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８ ４２００ ￣￣可直接连接且设计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ꎻ ５ 接口类型 (包括

接口电路)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２８ ４９１０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４９９０ ￣￣￣单色的

￣其他监视器:
￣￣可直接连接且设计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液晶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ꎻ ５ 接口类型 (包括

接 口 电 路 )ꎻ ６ 构 成

(是否带标记板、 解码板

或高频头板等信号处理

板)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

８５２８ ５２１１ ￣￣￣￣专用 于 或 主 要 用 于 税 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８５２８ ５２１２ ￣￣￣￣其他ꎬ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５２１９ ￣￣￣￣其他ꎬ 单色的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ꎻ ５ 接口类型 (包括

接口电路)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５２８ ５２９１ ￣￣￣￣专用 于 或 主 要 用 于 税 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ꎬ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５２９２ ￣￣￣￣其他ꎬ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５２９９ ￣￣￣￣其他ꎬ 单色的

￣￣其他:
８５２８ ５９１０ ￣￣￣彩色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最高分

辨率

８５２８ ５９９０ ￣￣￣单色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投影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 理ꎻ ４ 接 口 类 型

(包括接口电路)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亮度

￣￣可直接连接且设计用于税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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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２８ ６２１０ ￣￣￣专用 于 或 主 要 用 于 税 目

８４ ７１ 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

８５２８ ６２２０ ￣￣￣其他ꎬ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６２９０ ￣￣￣其他ꎬ 单色的

￣￣其他:
８５２８ ６９１０ ￣￣￣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６９９０ ￣￣￣单色的

￣电视接收装置ꎬ 不论是否装有

无线电收音装置或声音、 图像

的录制或重放装置:
￣￣在设计上不带有视频显示器

或屏幕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带显示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８ ７１１０ ￣￣￣彩色卫星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１８０ ￣￣￣其他彩色的

８５２８ ７１９０ ￣￣￣单色的

￣￣其他ꎬ 彩色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阴极射线显像管的:
８５２８ ７２１１ ￣￣￣￣模拟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１２ ￣￣￣￣数字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１９ ￣￣￣￣其他

￣￣￣液晶显示器的:
８５２８ ７２２１ ￣￣￣￣模拟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２２ ￣￣￣￣数字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２９ ￣￣￣￣其他

￣￣￣等离子显示器的:
８５２８ ７２３１ ￣￣￣￣模拟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３２ ￣￣￣￣数字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３９ ￣￣￣￣其他

￣￣￣其他:
８５２８ ７２９１ ￣￣￣￣模拟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９２ ￣￣￣￣数字电视接收机

８５２８ ７２９９ ￣￣￣￣其他

８５２８ ７３００ ￣￣其他ꎬ 单色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ꎻ ４ 显示屏幕尺

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 ２９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５ ２５
至 ８５ ２８ 所列装置或设备的零

件:

３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各种天线或天线反射器及其零

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９ １０１０ ￣￣￣雷达设备及无线电导航设备

用

８５２９ １０２０ ￣￣￣无线电收音机及其组合机、
电视接收机用

８５２９ １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５２９ ９０１０ ￣￣￣电视发送、 差转设备及卫星

电视地面接收转播设备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电视摄像机、 其他视频摄录

一体机、 数字照相机用:
８５２９ ９０４１ ￣￣￣￣特种用途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９ ９０４２ ￣￣￣￣非特种用途的取像模块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是否带有

数字信号处理电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２９ ９０４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９ ９０５０ ￣￣￣雷达设备及无线电导航设备

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９ ９０６０ ￣￣￣无线电收音机及其组合机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电视接收机用 (高频调谐器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２９ ９０８１ ￣￣￣￣彩色电视接收机用 (等离

子显像组件、 及其零件、 有机

发光二极管显示屏除外)
８５２９ ９０８２ ￣￣￣￣等离子显像组件及其零件

８５２９ ９０８３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

８５２９ ９０８９ ￣￣￣￣其他

８５２９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４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３０ 铁道、 电车道、 道路或内河航

道、 停车场、 港口或机场用的

电气信号、 安全或交通管理设

备 (税目 ８６ ０８ 的货品除外):
８５３０ １０００ ￣铁道或电车道用的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０ ８０００ ￣其他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０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３１ 电气音响或视觉信号装置 (例
如ꎬ 电铃、 电笛、 显示板、 防

盗或防火报警器)ꎬ 但税目

８５ １２ 或 ８５ ３０ 的货品除外:
８５３１ １０００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工作原

理

８５３１ ２０００ ￣装有液晶装置 (ＬＣＤ) 或发光

二极管 (ＬＥＤ) 的显示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显

示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规格尺

寸

￣其他装置:
８５３１ ８０１０ ￣￣￣蜂鸣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音

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１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１ ９０１０ ￣￣￣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

置用

８５３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３２ 固定、 可变或可调 (微调) 电

容器:
８５３２ １０００ ￣固定电容器ꎬ 用于 ５０ / ６０ 赫兹

电路ꎬ 其额定无功功率不低于

０ ５ 千瓦 (电力电容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额

定无功功率ꎻ ４ 适用频

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固定电容器: １ 品 名ꎻ ２ 结 构 类 型

(单层、 多层等和片式、
非片式)ꎻ ３ 介质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钽电容器:
８５３２ ２１１０ ￣￣￣片式

８５３２ ２１９０ ￣￣￣其他

￣￣铝电解电容器:

５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３２ ２２１０ ￣￣￣片式

８５３２ ２２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２ ２３００ ￣￣单层瓷介电容器

￣￣多层瓷介电容器:
８５３２ ２４１０ ￣￣￣片式

８５３２ ２４９０ ￣￣￣其他

￣￣纸介质或塑料介质电容器:
８５３２ ２５１０ ￣￣￣片式

８５３２ ２５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２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３２ ３０００ ￣可变或可调 (微调) 电容器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可变、
可调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２ ９０１０ ￣￣￣税号 ８５３２ １０００ 所列电容器

用

８５３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３３ 电阻器 (包括变阻器及电位

器)ꎬ 但加热电阻器除外:
８５３３ １０００ ￣固定碳质电阻器ꎬ 合成或薄膜

式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ꎻ
３ 介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固定电阻器: １ 品 名ꎻ ２ 额 定 功 率ꎻ
３ 结构类型 (片式、 线

绕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额定功率不超过 ２０ 瓦:
８５３３ ２１１０ ￣￣￣片式

８５３３ ２１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３ ２９００ ￣￣其他

￣线绕可变电阻器ꎬ 包括变阻器

及电位器:
１ 品 名ꎻ ２ 额 定 功 率ꎻ
３ 结构类型 (片式、 线

绕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３ ３１００ ￣￣额定功率不超过 ２０ 瓦

８５３３ ３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３３ ４０００ ￣其他可变电阻器ꎬ 包括变阻器

及电位器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３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３４ 印刷电路: １ 品名ꎻ ２ 电路层数ꎻ
３ 是否装有机械元件或

电气元件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４ ００１０ ￣￣￣４ 层以上的

６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３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３５ 电路的开关、 保护或连接用的

电气装置 (例如ꎬ 开关、 熔断

器、 避雷器、 电压限幅器、 电

涌抑制器、 插头及其他连接

器、 接线盒)ꎬ 用于电压超过

１０００ 伏的线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５ １０００ ￣熔断器

￣自动断路器:
８５３５ ２１００ ￣￣用于电压低于 ７２ ５ 千伏的线

路

￣￣其他:
８５３５ ２９１０ ￣￣￣用于电压在 ７２ ５ 千伏及以

上ꎬ 但不高于 ２２０ 千伏的线路

８５３５ ２９２０ ￣￣￣用于电压高于 ２２０ 千伏ꎬ 但

不高于 ７５０ 千伏的线路

８５３５ ２９９０ ￣￣￣其他

￣隔离开关及断续开关:
８５３５ ３０１０ ￣￣￣用于电压在 ７２ ５ 千伏及以

上ꎬ 但不高于 ２２０ 千伏的线路

８５３５ ３０２０ ￣￣￣用于电压高于 ２２０ 千伏ꎬ 但

不高于 ７５０ 千伏的线路

８５３５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５ ４０００ ￣避雷器、 电压限幅器及电涌抑

制器

８５３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５ ３６ 电路的开关、 保护或连接用的

电气装置 (例如ꎬ 开关、 继电

器、 熔断器、 电涌抑制器、 插

头、 插座、 灯座及其他连接

器、 接线盒)ꎬ 用于电压不超

过 １０００ 伏的线路ꎻ 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束或光缆用连接器:

８５３６ １０００ ￣熔断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６ ２０００ ￣自动断路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６ ３０００ ￣其他电路保护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继电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用于电压不超过 ６０ 伏的线

路:

７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３６ ４１１０ ￣￣￣用于电压不超过 ３６ 伏的线

路

８５３６ ４１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６ ４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３６ ５０００ ￣其他开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灯座、 插头及插座: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６ ６１００ ￣￣灯座

８５３６ ６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３６ ７０００ ￣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束或光缆

用连接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电

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接插件:
８５３６ ９０１１ ￣￣￣￣工作电压不超过 ３６ 伏的

８５３６ ９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３６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３７ 用于电气控制或电力分配的

盘、 板、 台、 柜及其他基座ꎬ
装有两个或多个税目 ８５ ３５ 或

８５ ３６ 所列的装置ꎬ 包括装有

第九十章所列的仪器或装置ꎬ
以及数控装置ꎬ 但税目 ８５ １７
的交换机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电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用于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 伏的线

路:
￣￣￣数控装置:

８５３７ １０１１ ￣￣￣￣可编程序控制器

８５３７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３７ １０９０ ￣￣￣其他

￣用于电压超过 １０００ 伏的线路:
８５３７ ２０１０ ￣￣￣全封闭组合式高压开关装

置ꎬ 用于电压在 ５００ 千伏及以

上的线路

８５３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３８ 专用于或主要用于税目 ８５ ３５、
８５ ３６ 或 ８５ ３７ 所列装置的零

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税目 ８５ ３７ 所列货品用的盘、
板、 台、 柜及其他基座ꎬ 但未

装有关装置:
８５３８ １０１０ ￣￣￣税号 ８５３７ ２０１０ 所列货品用

８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３８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３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５ ３９ 白炽灯泡、 放电灯管ꎬ 包括封

闭式聚光灯及紫外线灯管或红

外线灯泡ꎻ 弧光灯ꎻ 发光二极

管 (ＬＥＤ) 灯泡 (管):
８５３９ １０００ ￣封闭式聚光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白炽灯泡ꎬ 但不包括紫外

线灯管或红外线灯泡:
￣￣卤钨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３９ ２１１０ ￣￣￣科研、 医疗专用

８５３９ ２１２０ ￣￣￣火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８５３９ ２１３０ ￣￣￣机动车辆用

８５３９ ２１９０ ￣￣￣其他

￣￣其他灯ꎬ 功率不超过 ２００ 瓦ꎬ
但额定电压超过 １００ 伏: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功率ꎻ ５ 额定电

压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５３９ ２２１０ ￣￣￣科研、 医疗专用

８５３９ ２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功率ꎻ ５ 额定电

压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８５３９ ２９１０ ￣￣￣科研、 医疗专用

８５３９ ２９２０ ￣￣￣火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８５３９ ２９３０ ￣￣￣机动车辆用

￣￣￣其他:
８５３９ ２９９１ ￣￣￣￣１２ 伏及以下的

８５３９ ２９９９ ￣￣￣￣其他

￣放电灯管ꎬ 但紫外线灯管除

外:
￣￣热阴极荧光灯: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３１１０ ￣￣￣科研、 医疗专用

８５３９ ３１２０ ￣￣￣火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其他:
８５３９ ３１９１ ￣￣￣￣紧凑型

８５３９ ３１９９ ￣￣￣￣其他

￣￣汞或钠蒸气灯ꎻ 金属卤化物

灯: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３２３０ ￣￣￣钠蒸气灯

９４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３９ ３２４０ ￣￣￣汞蒸气灯

８５３９ ３２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５３９ ３９１０ ￣￣￣科研、 医疗专用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３９２０ ￣￣￣火车、 航空器及船舶用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３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紫外线灯管或红外线灯泡ꎻ 弧

光灯: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４１００ ￣￣弧光灯

８５３９ ４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３９ ５０００ ￣发 光 二 极 管 ( ＬＥＤ ) 灯 泡

(管)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３９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４０ 热电子管、 冷阴极管或光阴极

管 (例如ꎬ 真空管或充气管、
汞弧整流管、 阴极射线管、 电

视摄像管):
￣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ꎬ 包括视

频监视器用阴极射线管: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０ １１００ ￣￣彩色的

８５４０ １２００ ￣￣单色的

￣电视摄像管ꎻ 变像管及图像增

强管ꎻ 其他光阴极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０ ２０１０ ￣￣￣电视摄像管

８５４０ ２０９０ ￣￣￣其他

￣单色的数据 /图形显示管ꎻ 彩

色的数据 /图形显示管ꎬ 屏幕

荧光点间距小于 ０ ４ 毫米:
８５４０ ４０１０ ￣￣￣彩色的数据 /图形显示管ꎬ

屏幕荧光点间距小于 ０ ４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彩色ꎻ
３ 荧光点距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０ ４０２０ ￣￣￣单色的数据 /图形显示管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单色ꎻ
３ 荧光点距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阴极射线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０ ６０１０ ￣￣￣雷达显示管

８５４０ ６０９０ ￣￣￣其他

０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微波管 (例如ꎬ 磁控管、 速

调管、 行波管、 返波管)ꎬ 但

不包括栅控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０ ７１００ ￣￣磁控管

￣￣其他:
８５４０ ７９１０ ￣￣￣速调管

８５４０ ７９９０ ￣￣￣其他

￣其他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０ ８１００ ￣￣接收管或放大管

８５４０ ８９００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阴极射线管用:
８５４０ ９１１０ ￣￣￣电视显像管用

８５４０ ９１２０ ￣￣￣雷达显示管用

８５４０ ９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５４０ ９９１０ ￣￣￣电视摄像管用

８５４０ ９９９０ ￣￣￣其他

８５ ４１ 二极管、 晶体管及类似的半导

体器件ꎻ 光敏半导体器件ꎬ 包

括不论是否装在组件内或组装

成块的光电池ꎻ 发光二极管ꎻ
已装配的压电晶体:

８５４１ １０００ ￣二极管ꎬ 但光敏二极管或发光

二极管除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晶体管ꎬ 但光敏晶体管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耗散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１ ２１００ ￣￣耗散功率小于 １ 瓦的

８５４１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４１ ３０００ ￣半导体开关元件、 两端交流开

关元件及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

元件ꎬ 但光敏器件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ꎻ ３ 是

否由多个半导体元件构

成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光敏半导体器件ꎬ 包括不论是

否装在组件内或组装成块的光

电池ꎻ 发光二极管:
８５４１ ４０１０ ￣￣￣发光二极管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４１ ４０２０ ￣￣￣太阳能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额定功率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转换效

率

１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４１ ４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５４１ ５０００ ￣其他半导体器件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ꎻ ３ 是

否由多个半导体元件构

成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１ ６０００ ￣已装配的压电晶体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已装配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１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４２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
￣￣处理器及控制器ꎬ 不论是否

带有存储器、 转换器、 逻辑电

路、 放大器、 时钟及时序电路

或其他电路: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封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是否为

已蚀刻且未切

割、 未 封 装 的

集成电路原片

请注明ꎻ ８ 是

否量产 (量产

或非量产)
￣￣￣多元件集成电路:

８５４２ ３１１１ ￣￣￣￣具有变流功能的半导体模块

８５４２ ３１１９ ￣￣￣￣其他

８５４２ ３１９０ ￣￣￣其他

￣￣存储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封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是否为

已蚀刻且未切

割、 未 封 装 的

集成电路原片

请注明ꎻ ８ 是

否量产 (量产

或非量产)ꎻ ９
容量

８５４２ ３２１０ ￣￣￣多元件集成电路

８５４２ ３２９０ ￣￣￣其他

￣￣放大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封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是否为

已蚀刻且未切

割、 未 封 装 的

集成电路原片

请注明ꎻ ８ 是

否量产 (量产

或非量产)
８５４２ ３３１０ ￣￣￣多元件集成电路

２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４２ ３３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封装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是否为

已蚀刻且未切

割、 未 封 装 的

集成电路原片

请注明ꎻ ８ 是

否量产 (量产

或非量产)
８５４２ ３９１０ ￣￣￣多元件集成电路

８５４２ ３９９０ ￣￣￣其他

８５４２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４３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具有独

立功能的电气设备及装置:
８５４３ １０００ ￣粒子加速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信号发生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输出信号频率范

围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５４３ ２０１０ ￣￣￣输出信号频率在 １５００ 兆赫

兹以下的通用信号发生器

８５４３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４３ ３０００ ￣电镀、 电解或电泳设备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设备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３ ７０９１ ￣￣￣￣金属、 矿藏探测器

８５４３ ７０９２ ￣￣￣￣高、 中频放大器

８５４３ ７０９３ ￣￣￣￣电篱网激发器

８５４３ ７０９９ ￣￣￣￣其他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３ ９０１０ ￣￣￣粒子加速器用

￣￣￣信号发生器用:
８５４３ ９０２１ ￣￣￣￣输出信号频率在 １５００ 兆赫

兹以下的通用信号发生器用

８５４３ ９０２９ ￣￣￣￣其他

８５４３ ９０３０ ￣￣￣金属、 矿藏探测器用

８５４３ ９０４０ ￣￣￣高、 中频放大器用

８５４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３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４４ 绝缘 (包括漆包或阳极化处

理) 电线、 电缆 (包括同轴电

缆) 及其他绝缘电导体ꎬ 不论

是否有接头ꎻ 由每根被覆光纤

组成的光缆ꎬ 不论是否与电导

体装配或装有接头:
￣绕组电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４ １１００ ￣￣铜制

８５４４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４４ ２０００ ￣同轴电缆及其他同轴电导体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同轴、 有接头

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车辆、 航空器、 船舶用点火布

线组及其他布线组:
８５４４ ３０２０ ￣￣￣机动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额定电

压

８５４４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有接头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其他电导体ꎬ 额定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 伏:
￣￣有接头:
￣￣￣额定电压不超过 ８０ 伏:

８５４４ ４２１１ ￣￣￣￣电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８５４４ ４２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导体)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额定电压超过 ８０ 伏ꎬ 但不

超过 １０００ 伏:
８５４４ ４２２１ ￣￣￣￣电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８５４４ ４２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导体)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其他:
￣￣￣额定电压不超过 ８０ 伏:

８５４４ ４９１１ ￣￣￣￣电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４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４４ ４９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导体)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额定电压超过 ８０ 伏ꎬ 但不

超过 １０００ 伏:
８５４４ ４９２１ ￣￣￣￣电缆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８５４４ ４９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是否有接头ꎻ
是否同轴电导体)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其他电导体ꎬ 额定电压超过

１０００ 伏: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类型 (有接头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额定电

压

￣￣￣电缆:
８５４４ ６０１２ ￣￣￣￣额定电压不超过 ３５ 千伏

８５４４ ６０１３ ￣￣￣￣额定电压超过 ３５ 千伏ꎬ 但

不超过 １１０ 千伏

８５４４ ６０１４ ￣￣￣￣额定电压超过 １１０ 千伏ꎬ 但

不超过 ２２０ 千伏

８５４４ ６０１９ ￣￣￣￣其他

８５４４ ６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４４ ７０００ ￣光缆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每根光

纤被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 ４５ 碳电极、 碳刷、 灯碳棒、 电池

碳棒及电气设备用的其他石墨

或碳精制品ꎬ 不论是否带金

属: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碳电极:
８５４５ １１００ ￣￣炉用

８５４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８５４５ ２０００ ￣碳刷

８５４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５ ４６ 各种材料制的绝缘子: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６ １０００ ￣玻璃制

￣陶瓷制:
８５４６ ２０１０ ￣￣￣输变电线路绝缘瓷套管

８５４６ ２０９０ ￣￣￣其他

８５４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５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５ ４７ 电气机器、 器具或设备用的绝

缘零件ꎬ 除了为装配需要而在

模制时装入的小金属零件 (例
如ꎬ 螺纹孔) 以外ꎬ 全部用绝

缘材料制成ꎬ 但税目 ８５ ４６ 的

绝缘子除外ꎻ 内衬绝缘材料的

贱金属制线路导管及其接头: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５４７ １０００ ￣陶瓷制绝缘零件

８５４７ ２０００ ￣塑料制绝缘零件

￣其他:
８５４７ ９０１０ ￣￣￣内衬绝缘材料的贱金属制线

路导管及其接头

８５４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５ ４８ 原电池、 原电池组及蓄电池的

废碎料ꎻ 废原电池、 废原电池

组及废蓄电池ꎻ 机器或设备的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电气零

件:
８５４８ １０００ ￣原电池、 原电池组及蓄电池的

废碎料ꎻ 废原电池、 废原电池

组及废蓄电池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５４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若

为触 摸 屏 需 注 明 结 构

(是否有显示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６５６



第十七类　 车辆、 航空器、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注释:
一、 本类不包括税目 ９５ ０３ 或 ９５ ０８ 的物品ꎬ 以及税目 ９５ ０６ 的长雪橇、 平底雪橇及类似品ꎮ
二、 本类所称 “零件” 及 “零件、 附件”ꎬ 不适用于下列货品ꎬ 不论其是否确定为供本类货品使用:

(一) 各种材料制的接头、 垫圈或类似品 (按其构成材料归类或归入税目 ８４ ８４) 或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的其他制品 (税目 ４０ １６)ꎻ

(二)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三) 第八十二章的物品 (工具)ꎻ
(四) 税目 ８３ ０６ 的物品ꎻ
(五) 税目 ８４ ０１ 至 ８４ ７９ 的机器或装置及其零件ꎬ 但供本类所列货品使用的散热器除外ꎻ 税目 ８４ ８１ 或 ８４ ８２

的物品及税目 ８４ ８３ 的物品 (这些物品是构成发动机或其他动力装置所必需的)ꎻ
(六) 电机或电气设备 (第八十五章)ꎻ
(七) 第九十章的物品ꎻ
(八)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ꎻ
(九) 武器 (第九十三章)ꎻ
(十) 税目 ９４ ０５ 的灯具或照明装置ꎻ 或

(十一) 作为车辆零件的刷子 (税目 ９６ ０３)ꎮ
三、 第八十六章至第八十八章所称 “零件” 或 “附件”ꎬ 不适用于那些非专用于或非主要用于这几章所列物品的零

件、 附件ꎮ 同时符合这几章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税目规定的零件、 附件ꎬ 应按其主要用途归入相应的税目ꎮ
四、 在本类中:

(一) 既可在道路上又可在轨道上行驶的特殊构造的车辆ꎬ 应归入第八十七章的相应税目ꎻ
(二) 水陆两用的机动车辆ꎬ 应归入第八十七章的相应税目ꎻ
(三) 可兼作地面车辆使用的特殊构造的航空器ꎬ 应归入第八十八章的相应税目ꎮ

五、 气垫运输工具应按本类最相似的运输工具归类ꎬ 其规定如下:
(一) 在导轨上运行的 (气垫火车)ꎬ 归入第八十六章ꎻ
(二) 在陆地行驶或水陆两用的ꎬ 归入第八十七章ꎻ
(三) 在水上航行的ꎬ 不论能否在海滩或浮码头登陆及能否在冰上行驶ꎬ 一律归入第八十九章ꎮ
气垫运输工具的零件、 附件ꎬ 应按照上述规定ꎬ 与最相类似的运输工具的零件、 附件一并归类ꎮ
气垫火车的导轨固定装置及其附件应与铁道轨道固定装置及其附件一并归类ꎮ 气垫火车运行系统的信号、 安全

或交通管理设备应与铁路的信号、 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一并归类ꎮ

第八十六章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 车辆及其零件ꎻ 铁道及电车道轨道固定装置

及其零件、 附件ꎻ 各种机械 (包括电动机械) 交通信号设备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木制或混凝土制的铁道或电车道轨枕及气垫火车用的混凝土导轨 (税目 ４４ ０６ 或 ６８ １０)ꎻ
(二) 税目 ７３ ０２ 的铁道及电车道铺轨用钢铁材料ꎻ 或

(三) 税目 ８５ ３０ 的电气信号、 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ꎮ
二、 税目 ８６ ０７ 主要适用于:

(一) 轴、 轮、 行走机构、 金属轮箍、 轮圈、 毂及轮子的其他零件ꎻ
(二) 车架、 底架、 转向架ꎻ
(三) 轴箱ꎻ 制动装置ꎻ
(四) 车辆缓冲器ꎻ 钩或其他联结器及车厢走廊联结装置ꎻ

７５６



(五) 车身ꎮ
三、 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税目 ８６ ０８ 包括:

(一) 已装配的轨道、 转车台、 站台缓冲器、 量载规ꎻ
(二) 铁道及电车道、 道路、 内河航道、 停车场、 港口或机场用的臂板信号机、 机械信号盘、 平交道口控制器、

信号及道岔控制器及其他机械 (包括电动机械) 信号、 安全或交通管理设备ꎬ 不论是否装有电力照明装

置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６ ０１ 铁道电力机车ꎬ 由外部电力或

蓄电池驱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装置类型ꎻ ４ 控制装

置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由外部电力驱动:
￣￣￣直流电机驱动的:

８６０１ １０１１ ￣￣￣￣微型机控制的

８６０１ １０１９ ￣￣￣￣其他

８６０１ １０２０ ￣￣￣交流电机驱动的

８６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６０１ ２０００ ￣由蓄电池驱动

８６ ０２ 其他铁道机车ꎻ 机车煤水车:
￣柴油电力机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装置类型ꎻ ４ 控制装

置类型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６０２ １０１０ ￣￣￣微型机控制的

８６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８６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装置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６ ０３ 铁道及电车道用的机动客车、
货车、 敞车ꎬ 但税目 ８６ ０４ 的

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装置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６０３ １０００ ￣由外部电力驱动

８６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６ ０４ 铁道及电车道用的维修或服务

车ꎬ 不论是否机动 (例如ꎬ 工

场车、 起重机车、 道碴捣固

车、 轨道校正车、 检验车及查

道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检验车及查道车:
８６０４ ００１１ ￣￣￣￣隧道限界检查车

８６０４ ００１２ ￣￣￣￣钢轨在线打磨列车

８６０４ ０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８６０４ ００９１ ￣￣￣￣电气化接触网架线机 (轨

行式)

８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６０４ ００９９ ￣￣￣￣其他

８６ ０５ 铁道及电车道用的非机动客

车ꎻ 行李车、 邮政车和其他铁

道及电车道用的非机动特殊用

途车辆 (税目 ８６ ０４ 的货品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６０５ ００１０ ￣￣￣铁道客车

８６０５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６ ０６ 铁道及电车道用的非机动有篷

及无篷货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结构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６０６ １０００ ￣油罐货车及类似车

８６０６ ３０００ ￣自卸货车ꎬ 但税号 ８６０６ １０００
的货品除外

￣其他:
８６０６ ９１００ ￣￣带篷及封闭的

８６０６ ９２００ ￣￣敞篷的ꎬ 厢壁固定且高度超

过 ６０ 厘米

８６０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６ ０７ 铁道及电车道机车或其他车辆

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车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转向架、 轴、 轮及其零件:
８６０７ １１００ ￣￣驾驶转向架

８６０７ １２００ ￣￣其他转向架

￣￣其他ꎬ 包括零件:
８６０７ １９１０ ￣￣￣轴
８６０７ １９９０ ￣￣￣其他

￣制动装置及其零件:
８６０７ ２１００ ￣￣空气制动器及其零件

８６０７ ２９００ ￣￣其他

８６０７ ３０００ ￣钩、 其他联结器、 缓冲器及其

零件

￣其他:
８６０７ ９１００ ￣￣机车用

８６０７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６ ０８ 铁道及电车道轨道固定装置及

附件ꎻ 供铁道、 电车道、 道

路、 内河航道、 停车场、 港口

或机场用的机械 (包括电动机

械) 信号、 安全或交通管理设

备ꎻ 上述货品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６０８ ００１０ ￣￣￣轨道自动计轴设备

８６０８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５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６ ０９ 集装箱 (包括运输液体的集装

箱)ꎬ 经特殊设计、 装备适用

于各种运输方式:

１ 品名ꎻ ２ 类型 (公路

等)ꎻ ３ 规格尺寸

４ 品牌

￣￣￣２０ 英尺的:
８６０９ ００１１ ￣￣￣￣保温式

８６０９ ００１２ ￣￣￣￣罐式

８６０９ ００１９ ￣￣￣￣其他

￣￣￣４０ 英尺的:
８６０９ ００２１ ￣￣￣￣保温式

８６０９ ００２２ ￣￣￣￣罐式

８６０９ ００２９ ￣￣￣￣其他

８６０９ ００３０ ￣￣￣４５、 ４８、 ５３ 英尺的

８６０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０６６



第八十七章　 车辆及其零件、 附件ꎬ 但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仅可在钢轨上运行的铁道及电车道车辆ꎮ
二、 本章所称 “牵引车、 拖拉机”ꎬ 是指主要为牵引或推动其他车辆、 器具或重物的车辆ꎮ 除了上述主要用途以外ꎬ

不论其是否还具有装运工具、 种子、 肥料或其他货品的辅助装置ꎮ
用于安装在税目 ８７ ０１ 的牵引车或拖拉机上ꎬ 作为可替换设备的机器或作业工具ꎬ 即使与牵引车或拖拉机一同

报验ꎬ 不论其是否已安装在车 (机) 上ꎬ 仍应归入其各自相应的税目ꎮ
三、 装有驾驶室的机动车辆底盘ꎬ 应归入税目 ８７ ０２ 至 ８７ ０４ꎬ 而不归入税目 ８７ ０６ꎮ
四、 税目 ８７ １２ 包括所有儿童两轮车ꎬ 其他儿童脚踏车归入税目 ９５ ０３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 ０１ 牵引车、 拖拉机 (税目 ８７ ０９
的牵引车除外):

８７０１ １０００ ￣单轴拖拉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７０１ ２０００ ￣半挂车用的公路牵引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１ ３０００ ￣履带式牵引车、 拖拉机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结

构类型ꎻ ４ 型

号

￣其他ꎬ 其发动机功率: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类型ꎻ
３ 功率

４ 用途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号

￣￣不超过 １８ 千瓦:
８７０１ ９１１０ ￣￣￣拖拉机

８７０１ ９１９０ ￣￣￣其他

￣￣超过 １８ 千瓦ꎬ 但不超过 ３７
千瓦:

８７０１ ９２１０ ￣￣￣拖拉机

８７０１ ９２９０ ￣￣￣其他

￣￣超过 ３７ 千瓦ꎬ 但不超过 ７５
千瓦:

８７０１ ９３１０ ￣￣￣拖拉机

８７０１ ９３９０ ￣￣￣其他

￣￣超过 ７５ 千瓦ꎬ 但不超过 １３０
千瓦:

８７０１ ９４１０ ￣￣￣拖拉机

８７０１ ９４９０ ￣￣￣其他

￣￣超过 １３０ 千瓦:
８７０１ ９５１０ ￣￣￣拖拉机

８７０１ ９５９０ ￣￣￣其他

１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 ０２ 客运机动车辆ꎬ １０ 座及以上

(包括驾驶座):
￣仅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半柴油式) 的车辆:
８７０２ １０２０ ￣￣￣机坪客车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明

４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５ 签

注名称ꎻ ６ 排

气量 (毫升)ꎻ
７ 规格型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规格型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３０ 座及以上 (大型客车)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２ ￣￣￣￣２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９

座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３ ￣￣￣￣１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９
座

￣同时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

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及

驱动电动机的车辆:
８７０２ ２０１０ ￣￣￣机坪客车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明

４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５ 签

注名称ꎻ ６ 排

气量 (毫升)ꎻ
７ 规格型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规格型号

８７０２ ２０９１ ￣￣￣￣３０ 座及以上 (大型客车)
８７０２ ２０９２ ￣￣￣￣２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９

座

８７０２ ２０９３ ￣￣￣￣１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９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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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汽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规格型号

８７０２ ３０１０ ￣￣￣３０ 座及以上 (大型客车)
８７０２ ３０２０ ￣￣￣２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９

座

８７０２ ３０３０ ￣￣￣１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９
座

￣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电动等)ꎻ ３ 成套散件

请注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功

率 ( 千 瓦 )ꎻ
８ 规格型号

８７０２ ４０１０ ￣￣￣３０ 座及以上 (大型客车)
８７０２ ４０２０ ￣￣￣２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９

座

８７０２ ４０３０ ￣￣￣１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９
座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规格型号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３０ 座及以上 (大型客车)
８７０２ ９０２０ ￣￣￣２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９

座

８７０２ ９０３０ ￣￣￣１０ 座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１９
座

８７ ０３ 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辆 (税
目 ８７ ０２ 的货品除外)ꎬ 包括

旅行小客车及赛车:
￣雪地行走专用车ꎻ 高尔夫球车

及类似车辆:
￣￣￣高尔夫球车及类似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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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３ １０１１ ￣￣￣￣全地形车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型号

８７０３ １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排气量 (毫升)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型

号

８７０３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排气量 (毫升)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型

号

￣仅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

动机的其他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型号ꎻ ９ 是

否中规车请注

明 ( 中 规 车、
非 中 规 车 )ꎻ
１０ 非中规车请

注明原销售目

的国 车 版、 型

(美 规、 欧 规、
加规、 中 东 规

等)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２１３０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１４０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１５０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１９０ ￣￣￣其他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２２３０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２４０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２５０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２９０ ￣￣￣其他

４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２３４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４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３４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４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０００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０毫升:
８７０３ ２３５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５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３５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５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２３６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６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３６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３６９ ￣￣￣￣其他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 毫升: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００毫升:
８７０３ ２４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４１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４１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４１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４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２４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２４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２４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２４２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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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仅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的其

他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型号ꎻ ９ 是

否中规车请注

明 ( 中 规 车、
非 中 规 车 )ꎻ
１０ 非中规车请

注明原销售目

的国 车 版、 型

(美 规、 欧 规、
加规、 中 东 规

等)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３１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１１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３１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１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１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３１２９ ￣￣￣￣其他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０ 毫

升: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３２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２１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２１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３２１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３２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２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２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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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３ ３２２９ ￣￣￣￣其他

￣￣气缸容量 (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０ 毫升: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３３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１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３１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１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３３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３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２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４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３３６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６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３３６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３３６９ ￣￣￣￣其他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

辆ꎬ 可通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

充电的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汽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ꎻ ５ 是否可通

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

６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可

省略)ꎻ ７ 签注

名称ꎻ ８ 排 气

量 ( 毫 升 )ꎻ
９ 型号ꎻ １０ 是

否中规车请注明

(中规车、 非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

中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规、 加规、 中

东规等)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１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１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１９ ￣￣￣￣其他

７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２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３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３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３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３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４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４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４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４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５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５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５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５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６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６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６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６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４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４０７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７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４０７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４０７９ ￣￣￣￣其他

８７０３ ４０９０ ￣￣￣其他

８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同时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

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及

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ꎬ 可通

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的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ꎻ ５ 是否可通

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

电

６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可

省略)ꎻ ７ 签注

名称ꎻ ８ 排 气

量 ( 毫 升 )ꎻ
９ 型号ꎻ １０ 是

否中规车请注明

(中规车、 非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

中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规、 加规、 中

东规等)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１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１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１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２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２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２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２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１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３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３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３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３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４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４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４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４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３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５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５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５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５９ ￣￣￣￣其他

９６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３０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４０００ 毫

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６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６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６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６９ ￣￣￣￣其他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４０００ 毫升:
８７０３ ５０７１ ￣￣￣￣小轿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７２ ￣￣￣￣越野车 (４ 轮驱动)
８７０３ ５０７３ ￣￣￣￣９ 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８７０３ ５０７９ ￣￣￣￣其他

８７０３ ５０９０ ￣￣￣其他

８７０３ ６０００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

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 可通过

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的其他

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汽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ꎻ ５ 是否可通

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

电

６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７ 签

注名称ꎻ ８ 排

气量 (毫升)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是否中规车

请注明 (中规

车、 非 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中

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 规、 加 规、
中东规等)

８７０３ ７０００ ￣同时装有压燃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及驱

动电动机、 可通过接插外部电

源进行充电的其他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油及驱动电动机等)ꎻ
３ 成 套 散 件 请 注 明ꎻ
４ 座位数ꎻ ５ 是否可通

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

电

６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７ 签

注名称ꎻ ８ 排

气量 (毫升)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是否中规车

请注明 (中规

车、 非 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中

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 规、 加 规、
中东规等)

０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３ ８０００ ￣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电动等)ꎻ ３ 成套散件

请注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功

率 ( 千 瓦 )ꎻ
８ 型号ꎻ ９ 是

否中规车请注

明 ( 中 规 车、
非 中 规 车 )ꎻ
１０ 非中规车请

注明原销售目

的国 车 版、 型

(美 规、 欧 规、
加规、 中 东 规

等)
８７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成套散件请注

明ꎻ ４ 座位数

５ 厂牌 (如与

签注名称相同

可省略)ꎻ ６ 签

注名称ꎻ ７ 排

气量 (毫升)ꎻ
８ 型号ꎻ ９ 是

否中规车请注

明 ( 中 规 车、
非 中 规 车 )ꎻ
１０ 非中规车请

注明原销售目

的国 车 版、 型

(美 规、 欧 规、
加规、 中 东 规

等)
８７ ０４ 货运机动车辆:

￣非公路用自卸车: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电动轮货运自卸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为电动轮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为电动轮ꎻ ４ 发动机

类型 ( 柴 油、 半 柴 油、
汽油 等 )ꎻ ５ 车 体 长、
宽、 高 ( 空 载 状 态 )ꎻ
６ 汽车总重量

７ 品 牌 ( 厂

牌)ꎻ ８ 型号

￣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 的其

他货车:

１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车辆总重量不超过 ５ 吨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 )ꎻ ３ 车 辆 总 重ꎻ
４ 整备质量ꎻ ５ 驾驶室

座位排数ꎻ ６ 驾驶室座

位数ꎻ ７ 载货重量

８ 品 牌 ( 厂

牌)ꎻ ９ 型号ꎻ
１０ 是否中规车

请注明 (中规

车、 非 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中

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 规、 加 规、
中东规等)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５ 吨ꎬ 但不

超过 ２０ 吨: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车辆总重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５ 吨ꎬ 但小

于 １４ 吨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车辆总重量在 １４ 吨及以上ꎬ
但不超过 ２０ 吨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２０ 吨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车辆总重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的

其他货车: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 ￣￣车辆总重量不超过 ５ 吨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 )ꎻ ３ 车 辆 总 重ꎻ
４ 整备质量ꎻ ５ 驾驶室

座位排数ꎻ ６ 驾驶室座

位数ꎻ ７ 载货重量

８ 品 牌 ( 厂

牌)ꎻ ９ 型号ꎻ
１０ 是否中规车

请注明 (中规

车、 非 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中

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 规、 加 规、
中东规等)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５ 吨: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车辆总重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５ 吨ꎬ 但不

超过 ８ 吨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车辆总重量超过 ８ 吨

２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４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柴 油、 半 柴 油、 汽 油

等)ꎻ ３ 车辆总重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ꎻ
６ 是否中规车

请注明 (中规

车、 非 中 规

车)ꎻ １１ 非中

规车请注明原

销售目的国车

版、 型 (美规、
欧 规、 加 规、
中东规等)

８７ ０５ 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 (例如ꎬ
抢修车、 起重车、 救火车、 混

凝土搅拌车、 道路清洁车、 喷

洒车、 流动工场车及流动放射

线检查车)ꎬ 但主要用于载人

或运货的车辆除外:
￣起重车: １ 品 名ꎻ ２ 作 业 范 围

(全路面等)ꎻ ３ 最大起

重重量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全路面起重车:
８７０５ １０２１ ￣￣￣￣最大起重重量不超过 ５０ 吨

８７０５ １０２２ ￣￣￣￣最大起重重量超过 ５０ 吨ꎬ
但不超过 １００ 吨

８７０５ １０２３ ￣￣￣￣最大起重重量超过 １００ 吨

￣￣￣其他:
８７０５ １０９１ ￣￣￣￣最大起重重量不超过 ５０ 吨

８７０５ １０９２ ￣￣￣￣最大起重重量超过 ５０ 吨ꎬ
但不超过 １００ 吨

８７０５ １０９３ ￣￣￣￣最大起重重量超过 １００ 吨

８７０５ ２０００ ￣钻探车 １ 品名 ２ 用途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救火车: １ 品名ꎻ ２ 固定安装配

置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５ ３０１０ ￣￣￣装有云梯的救火车

８７０５ ３０９０ ￣￣￣其他

８７０５ ４０００ ￣混凝土搅拌车 １ 品名ꎻ ２ 固定安装配

置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固

定安装配置

４ 品 牌 ( 厂

牌)ꎻ ５ 型号

８７０５ ９０１０ ￣￣￣无线电通信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２０ ￣￣￣放射线检查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３０ ￣￣￣环境监测车

３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５ ９０４０ ￣￣￣医疗车

￣￣￣电源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５１ ￣￣￣￣航空电源车 (频率为 ４００ 赫

兹)
８７０５ ９０５９ ￣￣￣￣其他

８７０５ ９０６０ ￣￣￣飞机加油车、 调温车、 除冰

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７０ ￣￣￣道路 (包括跑道) 扫雪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８０ ￣￣￣石油测井车、 压裂车、 混沙

车

￣￣￣其他:
８７０５ ９０９１ ￣￣￣￣混凝土泵车

８７０５ ９０９９ ￣￣￣￣其他

８７ ０６ 装有发动机的机动车辆底盘ꎬ
税目 ８７ ０１ 至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６ ００１０ ￣￣￣非公路用自卸车底盘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货车底盘: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车辆总重量ꎻ ４ 是否

带驾驶室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７０６ ００２１ ￣￣￣￣车辆总重量在 １４ 吨及以上

的

８７０６ ００２２ ￣￣￣￣车辆总重量在 １４ 吨以下的

８７０６ ００３０ ￣￣￣大型客车底盘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是否带驾驶室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０６ ００４０ ￣￣￣汽车起重机底盘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是否带驾驶室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０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 ０７ 机动车辆的车身 (包括驾驶

室)ꎬ 税目 ８７ ０１ 至 ８７ ０５ 所列

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７ １０００ ￣税目 ８７ ０３ 所列车辆用

￣其他:
８７０７ ９０１０ ￣￣￣税 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２、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３、

８７０２ ９０２０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７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７ ０８ 机动车辆的零件、 附件ꎬ 税目

８７ ０１ 至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４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１０００ ￣缓冲器 (保险杠) 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３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４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５ 品牌ꎻ ６ 适

用车型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车身 (包括驾驶室) 的其他

零件、 附件:
８７０８ ２１００ ￣￣座椅安全带 １ 品名ꎻ ２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３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４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５ 品牌ꎻ ６ 适

用车型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其他:

５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２９３０ ￣￣￣车窗玻璃升降器 １ 品名ꎻ ２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３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４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５ 品牌ꎻ ６ 适

用车型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天窗:

８７０８ ２９４１ ￣￣￣￣电动的 １ 品名ꎻ ２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３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４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５ 品牌ꎻ ６ 适

用车型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２９４２ ￣￣￣￣手动的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适

用车型ꎻ ４ 型

号

￣￣￣其他车身覆盖件: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适

用车型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１ ￣￣￣￣侧围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２ ￣￣￣￣车门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３ ￣￣￣￣发动机罩盖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４ ￣￣￣￣前围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５ ￣￣￣￣行李箱盖 (或背门)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６ ￣￣￣￣后围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７ ￣￣￣￣翼子板 (或叶子板)

６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２９５９ ￣￣￣￣其他

８７０８ ２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适

用车型ꎻ ４ 型

号

￣制动器、 助力制动器及其零

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３０１０ ￣￣￣装在蹄片上的制动摩擦片

￣￣￣防抱死制动系统 (ＡＢＳ):
８７０８ ３０２１ ￣￣￣￣税目 ８７ ０１、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２９ ￣￣￣￣其他

￣￣￣其他: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１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２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３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４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５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６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３０９９ ￣￣￣￣其他车辆用

￣变速箱及其零件:

７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４０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４０２０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 ＷＦ / ” )ꎻ ９
座位数

８７０８ ４０３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扭

矩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完整

编号并在前加

注“Ｓ / ”“Ｗ / ”或
“ ＷＦ / ” 之 一

( 生 产 件 填 报

“ Ｓ / ”ꎬ 品 牌 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一致的维修

件填报 “Ｗ / ”ꎬ
品牌和适用的

整车厂牌不一

致的维修件的

填报 “ＷＦ / ” )

８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４０４０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扭

矩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完整

编号并在前加

注“Ｓ / ”“Ｗ / ”或
“ ＷＦ / ” 之 一

( 生 产 件 填 报

“ Ｓ / ”ꎬ 品 牌 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一致的维修

件填报 “Ｗ / ”ꎬ
品牌和适用的

整车厂牌不一

致的维修件的

填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４０５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扭

矩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完整

编号并在前加

注“Ｓ / ”“Ｗ / ”或
“ ＷＦ / ” 之 一

( 生 产 件 填 报

“ Ｓ / ”ꎬ 品 牌 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一致的维修

件填报 “Ｗ / ”ꎬ
品牌和适用的

整车厂牌不一

致的维修件的

填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４０６０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扭

矩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完整

编号并在前加

注“Ｓ / ”“Ｗ / ”或
“ ＷＦ / ” 之 一

( 生 产 件 填 报

“ Ｓ / ”ꎬ 品 牌 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一致的维修

件填报 “Ｗ / ”ꎬ
品牌和适用的

整车厂牌不一

致的维修件的

填报 “ＷＦ / ” )

９７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原理 (是否为 ６ 档及

６ 档以上)ꎻ ４ 成套散件

或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产

件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

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件

装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

的编号

７ 品牌ꎻ ８ 扭

矩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零部件完整

编号并在前加

注“Ｓ / ”“Ｗ / ”或
“ ＷＦ / ” 之 一

( 生 产 件 填 报

“ Ｓ / ”ꎬ 品 牌 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一致的维修

件填报 “Ｗ / ”ꎬ
品牌和适用的

整车厂牌不一

致的维修件的

填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４０９１ ￣￣￣￣小轿车用自动换挡变速箱及

其零件

８７０８ ４０９９ ￣￣￣￣其他

￣装有差速器的驱动桥及其零

件ꎬ 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部

件ꎻ 非驱动桥及其零件:
￣￣￣装有差速器的驱动桥及其零

件ꎬ 不论是否装有其他传动部

件: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１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轴荷ꎻ
５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６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７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０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２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轴荷ꎻ
５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６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７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３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轴荷ꎻ
５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６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７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４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成套散

件或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

产件的通用零件编号后

加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

件装配后完整品的零部

件的编号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１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５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成套散

件或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

产件的通用零件编号后

加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

件装配后完整品的零部

件的编号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６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驱动位置ꎻ ４ 成套散

件或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

产件的通用零件编号后

加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

件装配后完整品的零部

件的编号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５０７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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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非驱动桥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１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２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３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４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５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６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５０８９ ￣￣￣￣其他

￣车轮及其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适

用车型ꎻ ４ 成套散件或

毛坯请注明ꎻ ５ 生产件

的通用零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６ 成套散件装

配后完整品的零部件的

编号

７ 车 轮 尺 寸ꎻ
８ 品牌ꎻ ９ 型

号ꎻ １０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７０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７０２０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３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７０３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７０４０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８ ７０５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７０６０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其他:
８７０８ ７０９１ ￣￣￣￣铝合金制的

８７０８ ７０９９ ￣￣￣￣其他

￣悬挂系统及其零件 (包括减

震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８０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３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８０９０ ￣￣￣其他

￣其他零件、 附件:
￣￣散热器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１１０ ￣￣￣水箱散热器

８７０８ ９１２０ ￣￣￣机油冷却器

４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１９０ ￣￣￣其他

８７０８ ９２００ ￣￣消声器 (消音器)、 排气管及

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离合器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３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２０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３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４０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５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６０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３９０ ￣￣￣其他

￣￣转向盘、 转向柱、 转向器及

其零件:

５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４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４２０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ꎻ ６
座位数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ꎻ ９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４３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６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４４０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４５０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４６０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转向

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７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４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５００ ￣￣带充气系统的安全气囊及其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其他:

８７０８ ９９１０ ￣￣￣税目 ８７ ０１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税号 ８７０２ １０９１ 及 ８７０２ ９０１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９２１ ￣￣￣￣车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９２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座位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税号 ８７０４ １０３０ 及 ８７０４ １０９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９３１ ￣￣￣￣车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９３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税 号 ８７０４ ２１００、 ８７０４ ２２３０、
８７０４ ３１００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３０ 所列车辆

用:

９８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９４１ ￣￣￣￣车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９４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税号 ８７０４ ２２４０、 ８７０４ ２３００
及 ８７０４ ３２４０ 所列车辆用:

８７０８ ９９５１ ￣￣￣￣车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９５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８ ９９６０ ￣￣￣税目 ８７ ０５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０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０８ ９９９１ ￣￣￣￣车架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ꎻ
３ 成套散件或毛坯请注

明ꎻ ４ 生产件的通用零

件编号后加注 “ / ＴＹ”ꎻ
５ 成套散件装配后完整

品的零部件的编号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零部件

完整编号并在

前 加 注 “ Ｓ / ”
“Ｗ / ”或“ＷＦ / ”
之一 (生产件

填报 “Ｓ / ”ꎬ 品

牌和适用的整

车厂牌一致的

维 修 件 填 报

“Ｗ / ”ꎬ 品牌和

适用的整车厂

牌不一致的维

修 件 的 填 报

“ＷＦ / ” )
８７０８ ９９９２ ￣￣￣￣传动轴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０８ ９９９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适用车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 ０９ 短距离运输货物的机动车辆ꎬ
未装有提升或搬运设备ꎬ 用于

工厂、 仓库、 码头或机场ꎻ 火

车站台上用的牵引车ꎻ 上述车

辆的零件:
￣车辆: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适用场所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技术参

数 (最高时速、
转弯半径等)

￣￣电动的:
８７０９ １１１０ ￣￣￣牵引车

８７０９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７０９ １９１０ ￣￣￣牵引车

８７０９ １９９０ ￣￣￣其他

８７０９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车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 １０ 坦克及其他机动装甲战斗车

辆ꎬ 不论是否装有武器ꎻ 上述

车辆的零件: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７１０ ００１０ ￣￣￣整车

８７１０ ００９０ ￣￣￣零件

８７ １１ 摩托车 (包括机器脚踏两用

车) 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

车ꎬ 不论有无边车ꎻ 边车:

１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１１ １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ꎬ
气缸容量 (排气量) 不超过 ５０
毫升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ꎬ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５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２５０ 毫升: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１ ２０１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５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１００ 毫升

８７１１ ２０２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１０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１２５ 毫升

８７１１ ２０３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１２５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１５０ 毫升

８７１１ ２０４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１５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２００ 毫升

８７１１ ２０５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２０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２５０ 毫升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ꎬ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２５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５００ 毫升: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１ ３０１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２５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４００ 毫升

８７１１ ３０２０ ￣￣￣气缸容量超过 ４００ 毫升ꎬ 但

不超过 ５００ 毫升

８７１１ ４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ꎬ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５００
毫升ꎬ 但不超过 ８００ 毫升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１ ５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ꎬ
气缸容量 (排气量) 超过 ８００
毫升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１ ６０００ ￣装有驱动电动机的 １ 品名ꎻ ２ 发动机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１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发 动 机 类

型ꎻ ３ 排气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 １２ 自行车及其他非机动脚踏车

(包括运货三轮脚踏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竞赛

型、 山 地 型、 越 野 型

等)ꎻ ３ 轮径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２ ００２０ ￣￣￣竞赛型自行车

８７１２ ００３０ ￣￣￣山地自行车

￣￣￣越野自行车:
８７１２ ００４１ ￣￣￣￣１６、 １８ 及 ２０ 英寸

８７１２ ００４９ ￣￣￣￣其他

￣￣￣其他自行车:
８７１２ ００８１ ￣￣￣￣１６ 英寸及以下

２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１２ ００８９ ￣￣￣￣其他

８７１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７ １３ 残疾人用车ꎬ 不论是否机动或

其他机械驱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３ １０００ ￣非机械驱动

８７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７ １４ 零件、 附件ꎬ 税目 ８７ １１ 至

８７ １３ 所列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车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７１４ １０００ ￣摩托车 (包括机器脚踏两用

车) 用

８７１４ ２０００ ￣残疾人车辆用

￣其他:
８７１４ ９１００ ￣￣车架、 轮叉及其零件

￣￣轮圈及辐条:
８７１４ ９２１０ ￣￣￣轮圈

８７１４ ９２９０ ￣￣￣辐条

￣￣轮毂 (倒轮制动毂及毂闸除

外)ꎻ 飞轮、 链轮:
８７１４ ９３１０ ￣￣￣轮毂

８７１４ ９３２０ ￣￣￣飞轮

８７１４ ９３９０ ￣￣￣其他

８７１４ ９４００ ￣￣制动器 (包括倒轮制动毂及

毂闸) 及其零件

８７１４ ９５００ ￣￣鞍座

￣￣脚蹬、 曲柄链轮及其零件:
８７１４ ９６１０ ￣￣￣脚蹬及其零件

８７１４ ９６２０ ￣￣￣曲柄链轮及其零件

８７１４ ９９００ ￣￣其他

８７ １５ 婴孩车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若为零件请

注明适用车型

３ 品牌

８７１５ ００００ 婴孩车及其零件

８７ １６ 挂车及半挂车或其他非机械驱

动车辆及其零件:
８７１６ １０００ ￣供居住或野营用厢式挂车及半

挂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７１６ ２０００ ￣农用自装或自卸式挂车及半挂

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货运挂车及半挂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罐式挂车及半挂车:
８７１６ ３１１０ ￣￣￣油罐挂车及半挂车

３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７１６ ３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８７１６ ３９１０ ￣￣￣货柜挂车及半挂车

８７１６ ３９９０ ￣￣￣其他

８７１６ ４０００ ￣其他挂车及半挂车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７１６ ８０００ ￣其他车辆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８７１６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车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４９６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 航天器及其零件

子目注释:
子目 ８８０２ １１ 至 ８８０２ ４０ 所称 “空载重量”ꎬ 是指航空器在正常飞行状态下ꎬ 除去机组人员、 燃料及非永久性安装

设备后的重量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８ ０１ 气球及飞艇ꎻ 滑翔机、 悬挂滑

翔机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８０１ ００１０ ￣￣￣滑翔机及悬挂滑翔机

８８０１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８ ０２ 其他航空器 (例如ꎬ 直升机、
飞机)ꎻ 航天器 (包括卫星)
及其运载工具、 亚轨道运载工

具:
￣直升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空载重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８８０２ １１００ ￣￣空载重量不超过 ２０００ 千克

￣￣空载重量超过 ２０００ 千克:
８８０２ １２１０ ￣￣￣空载重量超过 ２０００ 千克ꎬ

但不超过 ７０００ 千克

８８０２ １２２０ ￣￣￣空载重量超过 ７０００ 千克

８８０２ ２０００ ￣飞机及其他航空器ꎬ 空载重量

不超过 ２０００ 千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空载重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公务机

请注明ꎻ ８ 民

航 局 注 册 号、
飞机出厂序列

号 ( Ｓ / Ｎꎬ 即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
ＢＥＲ)ꎻ ９ 旧飞

机请注明并申

报飞机原生产

日期

５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８０２ ３０００ ￣飞机及其他航空器ꎬ 空载重量

超过 ２０００ 千 克ꎬ 但 不 超 过

１５０００ 千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空载重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公务机

请注明ꎻ ８ 民

航 局 注 册 号、
飞机出厂序列

号 ( Ｓ / Ｎꎬ 即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
ＢＥＲ)ꎻ ９ 旧飞

机请注明并申

报飞机原生产

日期

￣飞机及其他航空器ꎬ 空载重量

超过 １５０００ 千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空载重量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公务机

请注明ꎻ ８ 民

航 局 注 册 号、
飞机出厂序列

号 ( Ｓ / Ｎꎬ 即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
ＢＥＲ)ꎻ ９ 旧飞

机请注明并申

报飞机原生产

日期

８８０２ ４０１０ ￣￣￣空载重量超过 １５０００ 千克ꎬ
但不超过 ４５０００ 千克

８８０２ ４０２０ ￣￣￣空载重量超过 ４５０００ 千克

８８０２ ６０００ ￣航天器 (包括卫星) 及其运

载工具、 亚轨道运载工具

１ 品名ꎻ ２ 若为通信用

需注明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８ ０３ 税目 ８８ ０１ 或 ８８ ０２ 所列货品

的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机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８０３ １０００ ￣推进器、 水平旋翼及其零件

８８０３ ２０００ ￣起落架及其零件

８８０３ ３０００ ￣飞机及直升机的其他零件

８８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８ ０４ 降落伞 (包括可操纵降落伞及

滑翔伞)、 旋翼降落伞及其零

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机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８０４ ００００ 降落伞 (包括可操纵降落伞及

滑翔伞)、 旋翼降落伞及其零

件、 附件

８８ ０５ 航空器的发射装置、 甲板停机

装置或类似装置和地面飞行训

练器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机型)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６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８０５ １０００ ￣航空器的发射装置及其零件ꎻ
甲板停机装置或类似装置及其

零件

￣地面飞行训练器及其零件:
８８０５ ２１００ ￣￣空战模拟器及其零件

８８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７９６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注释:
已装配、 未装配或已拆卸的船体ꎬ 未完工或不完整的船舶以及未装配或已拆卸的完整船舶ꎬ 如果不具有某种船舶的

基本特征ꎬ 应归入税目 ８９ ０６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９ ０１ 巡航船、 游览船、 渡船、 货

船、 驳船及类似的客运或货运

船舶:
￣巡航船、 游览船及主要用于客

运的类似船舶ꎻ 各式渡船: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最高时

速

８９０１ １０１０ ￣￣￣机动船舶

８９０１ １０９０ ￣￣￣非机动船舶

￣液货船:
￣￣￣成品油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载

重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２０１１ ￣￣￣￣载重量不超过 １０ 万吨

８９０１ ２０１２ ￣￣￣￣载重量超过 １０ 万吨ꎬ 但不

超过 ３０ 万吨

８９０１ ２０１３ ￣￣￣￣载重量超过 ３０ 万吨

￣￣￣原油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载

重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２０２１ ￣￣￣￣载重量不超过 １５ 万吨

８９０１ ２０２２ ￣￣￣￣载重量超过 １５ 万吨ꎬ 但不

超过 ３０ 万吨

８９０１ ２０２３ ￣￣￣￣载重量超过 ３０ 万吨

￣￣￣液化石油气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容

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２０３１ ￣￣￣￣容积在 ２００００ 立方米及以下

８９０１ ２０３２ ￣￣￣￣容积在 ２００００ 立方米以上

￣￣￣液化天然气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容

积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２０４１ ￣￣￣￣容积在 ２００００ 立方米及以下

８９０１ ２０４２ ￣￣￣￣容积在 ２００００ 立方米以上

８９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载

重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３０００ ￣冷藏船ꎬ 但子目 ８９０１ ２０ 的船

舶除外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其他货运船舶及其他客货兼运

船舶:

８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机动集装箱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可

载标准集装箱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９０２１ ￣￣￣￣可载标准集装箱在 ６０００ 箱

及以下

８９０１ ９０２２ ￣￣￣￣可载标准集装箱在 ６０００ 箱

以上

￣￣￣机动滚装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载

重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９０３１ ￣￣￣￣载重量在 ２ 万吨及以下

８９０１ ９０３２ ￣￣￣￣载重量在 ２ 万吨以上

￣￣￣机动散货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载

重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１ ９０４１ ￣￣￣￣载重量不超过 １５ 万吨

８９０１ ９０４２ ￣￣￣￣载重量超过 １５ 万吨ꎬ 但不

超过 ３０ 万吨

８９０１ ９０４３ ￣￣￣￣载重量超过 ３０ 万吨

８９０１ ９０５０ ￣￣￣机动多用途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０１ ９０８０ ￣￣￣其他机动船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非机动船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 ０２ 捕鱼船ꎻ 加工船及其他加工保

藏鱼类产品的船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２ ００１０ ￣￣￣机动船舶

８９０２ ００９０ ￣￣￣非机动船舶

８９ ０３ 娱乐或运动用快艇及其他船

舶ꎻ 划艇及轻舟:
８９０３ １０００ ￣充气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发动机安装方式ꎻ
５ 船体长度ꎻ ６ 固定安

装配置

７ 品牌ꎻ ８ 型

号

￣其他:
８９０３ ９１００ ￣￣帆船ꎬ 不论是否装有辅助发

动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发动机安装方式ꎻ
５ 船体长度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发动机

品 牌、 型 号ꎻ
９ 发动机功率

８９０３ ９２００ ￣￣汽艇ꎬ 但装有舷外发动机的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发动机安装方式ꎻ
５ 船体长度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发动机

品 牌、 型 号ꎻ
９ 发动机功率

９９６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８９０３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ꎻ ４ 船体长度ꎻ ５ 固

定安装配置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ꎻ ８ 发动机

品 牌、 型 号ꎻ
９ 发动机功率

８９ ０４ 拖轮及顶推船: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０４ ００００ 拖轮及顶推船

８９ ０５ 灯船、 消防船、 挖泥船、 起重

船及其他不以航行为主要功能

的船舶ꎻ 浮船坞ꎻ 浮动或潜水

式钻探或生产平台:
８９０５ １０００ ￣挖泥船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０５ ２０００ ￣浮动或潜水式钻探或生产平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结

构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５ ９０１０ ￣￣￣浮船坞

８９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８９ ０６ 其他船舶ꎬ 包括军舰及救生

船ꎬ 但划艇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驱

动方式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９０６ １０００ ￣军舰

￣其他:
８９０６ ９０１０ ￣￣￣机动船舶

８９０６ ９０２０ ￣￣￣非机动船舶

８９０６ ９０３０ ￣￣￣未制成或不完整的船舶ꎬ 包

括船舶分段

８９ ０７ 其他浮动结构体 (例如ꎬ 筏、
柜、 潜水箱、 浮码头、 浮筒及

航标):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９０７ １０００ ￣充气筏

８９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９ ０８ 供拆卸的船舶及其他浮动结构

体:
１ 品名ꎻ ２ 轻吨数 (不
包括非金属固定压载在

内的空船重量)ꎻ ３ 船型

(如油轮、 客船、 驳船、
集装箱船等)

８９０８ ００００ 供拆卸的船舶及其他浮动结构

体

００７



第十八类　 光学、 照相、 电影、 计量、 检验、 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
精密仪器及设备ꎻ 钟表ꎻ 乐器ꎻ 上述物品的零件、 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学、 照相、 电影、 计量、 检验、 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
精密仪器及设备ꎻ 上述物品的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机器、 设备或其他专门技术用途的硫化橡胶 (硬质橡胶除外) 制品 (税目 ４０ １６)、 皮革或再生皮革制品

(税目 ４２ ０５) 或纺织材料制品 (税目 ５９ １１)ꎻ
(二) 纺织材料制的承托带及其他承托物品ꎬ 其承托器官的作用仅依靠自身的弹性 (例如ꎬ 孕妇用的承托带ꎬ

用于胸部、 腹部、 关节或肌肉的承托绷带) (第十一类)ꎻ
(三) 税目 ６９ ０３ 的耐火材料制品ꎻ 税目 ６９ ０９ 的实验室、 化学或其他专门技术用途的陶瓷器ꎻ
(四) 税目 ７０ ０９ 的未经光学加工的玻璃镜及税目 ８３ ０６ 或第七十一章的非光学元件的贱金属或贵金属制的镜

子ꎻ
(五) 税目 ７０ ０７、 ７０ ０８、 ７０ １１、 ７０ １４、 ７０ １５ 或 ７０ １７ 的货品ꎻ
(六)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七) 税目 ８４ １３ 的装有计量装置的泵ꎻ 计数和检验用的衡器或单独报验的天平砝码 (税目 ８４ ２３)ꎻ 升降、 起

重及搬运机械 (税目 ８４ ２５ 至 ８４ ２８)ꎻ 纸张或纸板的各种切割机器 (税目 ８４ ４１)ꎻ 税目 ８４ ６６ 的用于机

床或水射流切割机上调整工件或工具的附件ꎬ 包括具有读度用的光学装置的附件 (例如ꎬ “光学” 分度

头)ꎬ 但其本身主要是光学仪器的除外 (例如ꎬ 校直望远镜)ꎻ 计算机器 (税目 ８４ ７０)ꎻ 税目 ８４ ８１ 的阀

门及其他装置ꎻ 税目 ８４ ８６ 的机器及装置 (包括将电路图投影或绘制到感光半导体材料上的装置)ꎻ
(八) 自行车或机动车辆用探照灯或聚光灯 (税目 ８５ １２)ꎻ 税目 ８５ １３ 的手提式电灯ꎻ 电影录音机、 还音机及

转录机 (税目 ８５ １９)ꎻ 拾音头或录音头 (税目 ８５ ２２)ꎻ 电视摄像机、 数字照相机及视频摄录一体机

(税目 ８５ ２５)ꎻ 雷达设备、 无线电导航设备或无线电遥控设备 (税目 ８５ ２６)ꎻ 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束或

光缆用连接器 (税目 ８５ ３６)ꎻ 税目 ８５ ３７ 的数字控制装置ꎻ 税目 ８５ ３９ 的封闭式聚光灯ꎻ 税目 ８５ ４４ 的

光缆ꎻ
(九) 税目 ９４ ０５ 的探照灯及聚光灯ꎻ
(十)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ꎻ
(十一) 税目 ９６ ２０ 的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ꎻ
(十二) 容量的计量器具 (按其构成的材料归类)ꎻ 或

(十三) 卷轴、 线轴及类似芯子 (按其构成材料归类ꎬ 例如ꎬ 归入税目 ３９ ２３ 或第十五类)ꎮ
二、 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本章各税目所列机器、 设备、 仪器或器具的零件、 附件ꎬ 应按下列规定归类:

(一) 凡零件、 附件本身已构成本章或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或第九十一章各税目 (税目 ８４ ８７、 ８５ ４８ 或

９０ ３３ 除外) 所包括的货品ꎬ 应一律归入其相应的税目ꎻ
(二) 其他零件、 附件ꎬ 如果专用于或主要用于某种或同一税目项下的多种机器、 仪器或器具 (包括税目

９０ １０、 ９０ １３ 或 ９０ ３１ 的机器、 仪器或器具)ꎬ 应归入相应机器、 仪器或器具的税目ꎻ
(三) 所有其他零件、 附件均应归入税目 ９０ ３３ꎮ

三、 第十六类注释三及四的规定也适用于本章ꎮ
四、 税目 ９０ ０５ 不包括武器用望远镜瞄准具、 潜艇或坦克上的潜望镜式望远镜及本章或第十六类的机器、 设备、 仪

器或器具用的望远镜ꎻ 这类望远镜瞄准具及望远镜应归入税目 ９０ １３ꎮ
五、 计量或检验用的光学仪器、 器具或机器ꎬ 如果既可归入税目 ９０ １３ꎬ 又可归入税目 ９０ ３１ꎬ 则应归入税目

９０ ３１ꎮ
六、 税目 ９０ ２１ 所称 “矫形器具”ꎬ 是指下列用途的器具:

１０７



预防或矫正躯体畸变ꎻ 或

生病、 手术或受伤后人体部位的支撑或固定ꎮ
矫形器具包括用于矫正畸形的鞋及特种鞋垫ꎬ 但需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一) 定制的ꎻ
(二) 成批生产的ꎬ 单独报验且不成双的ꎬ 设计为左右两脚同样适用ꎮ

七、 税目 ９０ ３２ 仅适用于:
(一) 液体或气体的流量、 液位、 压力或其他变化量的自动控制仪器及装置或温度自动控制装置ꎬ 不论其是否

依靠要被自动控制的因素所发生的不同的电现象来进行工作的ꎬ 它们将要被自控的因素调到并保持在一

设定值上ꎬ 通过持续或定期测量实际值来保持稳定ꎬ 修正任何偏差ꎻ 以及

(二) 电量自动调节器及自动控制非电量的仪器或装置ꎬ 依靠要被控制的因素所发生的不同的电现象进行工作

的ꎬ 它们将要被控制的因素调到并保持在一设定值上ꎬ 通过持续或定期测量实际值来保持稳定ꎬ 修正任

何偏差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 ０１ 光导纤维及光导纤维束ꎻ 光

缆ꎬ 但税目 ８５ ４４ 的货品除

外ꎻ 偏振材料制的片及板ꎻ 未

装配的各种材料制透镜 (包括

隐形眼镜片)、 棱镜、 反射镜

及其他光学元件ꎬ 但未经光学

加工的玻璃制上述元件除外:
９００１ １０００ ￣光导纤维、 光导纤维束及光缆 １ 品名ꎻ ２ 结构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１ ２０００ ￣偏振材料制的片及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规格尺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０１ ３０００ ￣隐形眼镜片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ꎻ ４ 材 质ꎻ
５ 种类 (软片

或硬片)ꎻ ６ 颜

色ꎻ ７ 直 径ꎻ
８ 使 用 周 期

( 日 抛、 月 抛

等 )ꎻ ９ 度 数

(近视或远视度

数ꎬ 是 否 带 散

光度数)
￣玻璃制眼镜片: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类

型 (变色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１ ４０１０ ￣￣￣变色镜片

￣￣￣其他:
９００１ ４０９１ ￣￣￣￣太阳镜片

９００１ ４０９９ ￣￣￣￣其他

￣其他材料制眼镜片: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类

型 (变色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２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０１ ５０１０ ￣￣￣变色镜片

￣￣￣其他:
９００１ ５０９１ ￣￣￣￣太阳镜片

９００１ ５０９９ ￣￣￣￣其他

￣其他:
９００１ ９０１０ ￣￣￣彩色滤光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材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 × 机 等 )ꎻ ３ 材 质ꎻ
４ 如为薄膜滤光片请申

报波长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 ０２ 已装配的各种材料制透镜、 棱

镜、 反射镜及其他光学元件ꎬ
作为仪器或装置的零件、 配

件ꎬ 但未经光学加工的玻璃制

上述元件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ꎻ ３ 是否已装

配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物镜:
￣￣照相机、 投影仪、 照片放大

机及缩片机用:
９００２ １１１０ ￣￣￣税号 ９００６ １０１０ 至 ９００６ ３０００

所列照相机用

９００２ １１２０ ￣￣￣缩微阅读机用

￣￣￣其他照相机用:
９００２ １１３１ ￣￣￣￣单反相机镜头

９００２ １１３９ ￣￣￣￣其他

９００２ １１９０ ￣￣￣其他

￣￣其他:
９００２ １９１０ ￣￣￣摄影机或放映机用

９００２ １９９０ ￣￣￣其他

￣滤色镜:
９００２ ２０１０ ￣￣￣照相机用

９００２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９００２ ９０１０ ￣￣￣照相机用

９００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０３ 眼镜架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眼镜架:
９００３ １１００ ￣￣塑料制

￣￣其他材料制:

３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０３ １９１０ ￣￣￣金属材料制

９００３ １９２０ ￣￣￣天然材料制

９００３ １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０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９０ ０４ 矫正视力、 保护眼睛或其他用

途的眼镜、 挡风镜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类

型 (变色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４ １０００ ￣太阳镜

￣其他:
９００４ ９０１０ ￣￣￣变色镜

９０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０５ 双筒望远镜、 单筒望远镜、 其

他光学望远镜及其座架ꎻ 其他

天文仪器及其座架ꎬ 但不包括

射电天文仪器:
９００５ １０００ ￣双筒望远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是

否双筒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仪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０５ ８０１０ ￣￣￣天文望远镜及其他天文仪器

９００５ ８０９０ ￣￣￣其他

￣零件、 附件 (包括座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０５ ９０１０ ￣￣￣天文望远镜及其他天文仪器

用

９０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０６ 照相机 (电影摄影机除外)ꎻ
照相闪光灯装置及闪光灯泡ꎬ
但税目 ８５ ３９ 的放电灯泡除

外:
９００６ ３０００ ￣水下、 航空测量或体内器官检

查用的特种照相机ꎻ 法庭或犯

罪学用的比较照相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６ ４０００ ￣一次成像照相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照相机:
９００６ ５１００ ￣￣通过镜头取景 [单镜头反光

式 ( ＳＬＲ) ]ꎬ 使用胶片宽度

不超过 ３５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胶片宽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ꎬ 使用胶片宽度小于 ３５
毫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胶片宽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０６ ５２１０ ￣￣￣缩微照相机ꎬ 使用缩微胶

卷、 胶片或其他缩微品的

４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０６ ５２９０ ￣￣￣其他

９００６ ５３００ ￣￣其他ꎬ 使用胶片宽度为 ３５ 毫

米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胶片宽度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６ ５９１０ ￣￣￣激光照相排版设备

￣￣￣制版照相机:
９００６ ５９２１ ￣￣￣￣电子分色机

９００６ ５９２９ ￣￣￣￣其他

９００６ ５９９０ ￣￣￣其他

￣照相闪光灯装置及闪光灯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６ ６１００ ￣￣放电式 (电子式) 闪光灯装

置

￣￣其他:
９００６ ６９１０ ￣￣￣闪光灯泡

９００６ ６９９０ ￣￣￣其他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照相机用:
９００６ ９１１０ ￣￣￣税 号 ９００６ ３０００、 ９００６ ５９２１、

９００６ ５９２９所列照相机用

９００６ ９１２０ ￣￣￣一次成像照相机用

￣￣￣其他:
９００６ ９１９１ ￣￣￣￣自动调焦组件

９００６ ９１９２ ￣￣￣￣快门组件

９００６ ９１９９ ￣￣￣￣其他

９００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９０ ０７ 电影摄影机、 放映机ꎬ 不论是

否带有声音的录制或重放装

置:
￣摄影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胶片宽度ꎻ ５ 摄

影速度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９００７ １０１０ ￣￣￣高速摄影机

９００７ １０９０ ￣￣￣其他

￣放映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７ ２０１０ ￣￣￣数字式

９００７ ２０９０ ￣￣￣其他

５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０７ ９１００ ￣￣摄影机用

９００７ ９２００ ￣￣放映机用

９０ ０８ 影像投影仪ꎬ 但电影用除外ꎻ
照片 (电影片除外) 放大机及

缩片机:
￣投影仪、 放大机及缩片机:

９００８ ５０１０ ￣￣￣幻灯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０８ ５０２０ ￣￣￣缩微胶卷、 缩微胶片或其他

缩微品的阅读机ꎬ 不论是否可

以进行复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影像投影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０８ ５０３１ ￣￣￣￣正射投影仪

９００８ ５０３９ ￣￣￣￣其他

９００８ ５０４０ ￣￣￣照片 (电影片除外) 放大机

及缩片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０８ ９０１０ ￣￣￣缩微阅读机用

９００８ ９０２０ ￣￣￣照片放大机及缩片机用

９０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１０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照相

(包括电影) 洗印用装置及设

备ꎻ 负片显示器ꎻ 银幕及其他

投影屏幕:
￣照相 (包括电影) 胶卷或成

卷感光纸的自动显影装置及设

备或将已冲洗胶卷自动曝光到

成卷感光纸上的装置及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０ １０１０ ￣￣￣电影用

９０１０ １０２０ ￣￣￣特种照相用

￣￣￣其他:
９０１０ １０９１ ￣￣￣￣彩色胶卷用

９０１０ １０９９ ￣￣￣￣其他

￣照相 (包括电影) 洗印用其

他装置及设备ꎻ 负片显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０ ５０１０ ￣￣￣负片显示器

￣￣￣其他:

６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１０ ５０２１ ￣￣￣￣电影用

９０１０ ５０２２ ￣￣￣￣特种照相用

９０１０ ５０２９ ￣￣￣￣其他

９０１０ ６０００ ￣银幕及其他投影屏幕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０ ９０１０ ￣￣￣电影用

９０１０ ９０２０ ￣￣￣特种照相用

９０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１１ 复式光学显微镜ꎬ 包括用于缩

微照相、 显微电影摄影及显微

投影的:
９０１１ １０００ ￣立体显微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倍数

９０１１ ２０００ ￣显微照相、 显微电影摄影及显

微投影用的其他显微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倍数

９０１１ ８０００ ￣其他显微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倍数

９０１１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１２ 显微镜ꎬ 但光学显微镜除外ꎻ
衍射设备:

９０１２ １０００ ￣显微镜ꎬ 但光学显微镜除外ꎻ
衍射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２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１３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液晶装置ꎻ
激光器ꎬ 但激光二极管除外ꎻ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光学仪

器及器具:
９０１３ １０００ ￣武器用望远镜瞄准具ꎻ 潜望镜

式望远镜ꎻ 作为本章或第十六

类的机器、 设备、 仪器或器具

部件的望远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３ ２０００ ￣激光器ꎬ 但激光二极管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装置、 仪器及器具:
９０１３ ８０１０ ￣￣￣放大镜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１３ ８０２０ ￣￣￣光学门眼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３ ８０３０ ￣￣￣液晶显示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 是 否 为 液 晶)ꎻ ４
尺寸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配 置

(请注明配置显

示驱动板、 ＨＤ￣
ＭＩ 接口、 标记

板、 解 码 板、
高频 头、 视 频

接口、 触 摸 功

能等)
９０１３ ８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３ ９０１０ ￣￣￣税号 ９０１３ １０００ 及 ９０１３ ２０００
所列货品用

９０１３ ９０２０ ￣￣￣税号 ９０１３ ８０３０ 所列货品用

９０１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１４ 定向罗盘ꎻ 其他导航仪器及装

置:
９０１４ １０００ ￣定向罗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航空或航天导航仪器及装置

(罗盘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４ ２０１０ ￣￣￣自动驾驶仪

９０１４ ２０９０ ￣￣￣其他

９０１４ ８０００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４ ９０１０ ￣￣￣自动驾驶仪用

９０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１５ 大地测量 (包括摄影测量)、
水道测量、 海洋、 水文、 气象

或地球物理用仪器及装置ꎬ 不

包括罗盘ꎻ 测距仪:
９０１５ １０００ ￣测距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５ ２０００ ￣经纬仪及视距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８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１５ ３０００ ￣水平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５ ４０００ ￣摄影测量用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５ ８０００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５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１６ 感量为 ５０ 毫克或更精密的天

平ꎬ 不论是否带有砝码:
１ 品名ꎻ ２ 感量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６ ００１０ ￣￣￣感量为 ０ １ 毫克或更精密的

天平

９０１６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１７ 绘图、 划线或数学计算仪器及

器具 (例如ꎬ 绘图机、 比例缩

放仪、 分度规、 绘图工具、 计

算尺及盘式计算器)ꎻ 本章其

他税目未列名的手用测量长度

的器具 (例如ꎬ 量尺、 量带、
千分尺及卡尺):

９０１７ １０００ ￣绘图台及绘图机ꎬ 不论是否自

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７ ２０００ ￣其他绘图、 划线或数学计算器

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手用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１７ ３０００ ￣千分尺、 卡尺及量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手用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１７ ８０００ ￣其他仪器及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７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１８ 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用仪

器及器具ꎬ 包括闪烁扫描装

置、 其他电气医疗装置及视力

检查仪器:
￣电气诊断装置 (包括功能检

查或生理参数检查用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如

为整机ꎬ 请申报原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探头数

量

９０１８ １１００ ￣￣心电图记录仪

￣￣超声波扫描装置:
９０１８ １２１０ ￣￣￣Ｂ 型超声波诊断仪

￣￣￣其他:
９０１８ １２９１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９０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１８ １２９９ ￣￣￣￣其他

￣￣核磁共振成像装置:
９０１８ １３１０ ￣￣￣成套装置

９０１８ １３９０ ￣￣￣零件

９０１８ １４００ ￣￣闪烁摄影装置

￣￣其他:
９０１８ １９３０ ￣￣￣病员监护仪

￣￣￣听力诊断装置:
９０１８ １９４１ ￣￣￣￣听力计

９０１８ １９４９ ￣￣￣￣其他

９０１８ １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１８ ２０００ ￣紫外线及红外线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注射器、 针、 导管、 插管及类

似品:
９０１８ ３１００ ￣￣注射器ꎬ 不论是否装有针头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管状金属针头及缝合用针: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８ ３２１０ ￣￣￣管状金属针头

９０１８ ３２２０ ￣￣￣缝合用针

９０１８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牙科用其他仪器及器具:
９０１８ ４１００ ￣￣牙钻机ꎬ 不论是否与其他牙

科设备组装在同一底座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其他:
９０１８ ４９１０ ￣￣￣装有牙科设备的牙科用椅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８ ４９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８ ５０００ ￣眼科用其他仪器及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仪器及器具:
９０１８ ９０１０ ￣￣￣听诊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８ ９０２０ ￣￣￣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８ ９０３０ ￣￣￣内窥镜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ꎻ ５ 配 置

(如含三晶片摄

像系 统、 监 视

器、 冷光源等)

０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１８ ９０４０ ￣￣￣肾脏透析设备 (人工肾)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

９０１８ ９０５０ ￣￣￣透热疗法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

９０１８ ９０６０ ￣￣￣输血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１８ ９０７０ ￣￣￣麻醉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如电子式等)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８ ９０９１ ￣￣￣￣宫内节育器

９０１８ ９０９９ ￣￣￣￣其他

９０ １９ 机械疗法器具ꎻ 按摩器具ꎻ 心

理功能测验装置ꎻ 臭氧治疗

器ꎻ 氧气治疗器、 喷雾治疗

器、 人工呼吸器及其他治疗用

呼吸器具:
￣机械疗法器具ꎻ 按摩器具ꎻ 心

理功能测验装置:
９０１９ １０１０ ￣￣￣按摩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１９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原理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１９ ２０００ ￣臭氧治疗器、 氧气治疗器、 喷

雾治疗器、 人工呼吸器及其他

治疗用呼吸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 ２０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ꎬ 但

不包括既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

换过滤器的防护面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构

成ꎻ ４ 有无机械零件或

可互换过滤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２０ ００００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ꎬ 但

不包括既无机械零件又无可互

换过滤器的防护面具

９０ ２１ 矫形器具ꎬ 包括支具、 外科手

术带、 疝气带ꎻ 夹板及其他骨

折用具ꎻ 人造的人体部分ꎻ 助

听器及为弥补生理缺陷或残疾

而穿戴、 携带或植入人体内的

其他器具:
９０２１ １０００ ￣矫形或骨折用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材

质ꎻ ５ 型 号ꎻ
６ 技术参数

￣假牙及牙齿固定件: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材

质ꎻ ４ 型号

９０２１ ２１００ ￣￣假牙

１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２１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人造的人体部分:
９０２１ ３１００ ￣￣人造关节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人

造关节部位

４ 品牌ꎻ ５ 材

质ꎻ ６ 型号

９０２１ ３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材

质ꎻ ５ 型号

９０２１ ４０００ ￣助听器ꎬ 不包括零件、 附件 １ 品名

９０２１ ５０００ ￣心脏起搏器ꎬ 不包括零件、 附

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支架:
９０２１ ９０１１ ￣￣￣￣血管支架

９０２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９０２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２２ Ｘ 射线或 α 射线、 β 射线、 γ
射线的应用设备ꎬ 不论是否用

于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ꎬ
包括射线照相及射线治疗设

备ꎬ Ｘ 射线管及其他 Ｘ 射线发

生器、 高压发生器、 控制板及

控制台、 荧光屏、 检查或治疗

用的桌、 椅及类似品:
￣Ｘ 射线的应用设备ꎬ 不论是否

用于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

医ꎬ 包括射线照相或射线治疗

设备:
９０２２ １２００ ￣￣Ｘ 射线断层检查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ꎻ ６ 排数

９０２２ １３００ ￣￣其他ꎬ 牙科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２ １４００ ￣￣其他ꎬ 医疗、 外科或兽医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２ １９１０ ￣￣￣低剂量 Ｘ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９０２２ １９２０ ￣￣￣Ｘ 射线无损探伤检测仪

９０２２ １９９０ ￣￣￣其他

￣α 射线、 β 射线、 γ 射线的应

用设备ꎬ 不论是否用于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ꎬ 包括射线

照相或射线治疗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２ ２１００ ￣￣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用

２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９０２２ ２９１０ ￣￣￣γ 射线无损探伤检测仪

９０２２ ２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２２ ３０００ ￣Ｘ 射线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ꎬ 包括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２ ９０１０ ￣￣￣Ｘ 射线影像增强器

９０２２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２３ 专供示范 (例如ꎬ 教学或展

览) 而无其他用途的仪器、 装

置及模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３ ００１０ ￣￣￣教习头

９０２３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０ ２４ 各种材料 (例如ꎬ 金属、 木

材、 纺织材料、 纸张、 塑料)
的硬度、 强度、 压缩性、 弹性

或其他机械性能的试验机器及

器具:
￣金属材料的试验用机器及器

具: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试

验材料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４ １０１０ ￣￣￣电子万能试验机

９０２４ １０２０ ￣￣￣硬度计

９０２４ １０９０ ￣￣￣其他

９０２４ ８０００ ￣其他机器及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试

验材料类型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４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２５ 记录式或非记录式的液体比重

计及类似的浮子式仪器、 温度

计、 高温计、 气压计、 湿度

计、 干湿球湿度计及其组合装

置:
￣温度计及高温计ꎬ 未与其他仪

器组合: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是

否可直接读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５ １１００ ￣￣液体温度计ꎬ 可直接读数

￣￣其他:
９０２５ １９１０ ￣￣￣工业用

９０２５ １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２５ ８０００ ￣其他仪器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３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２５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２６ 液体或气体的流量、 液位、 压

力或其他变化量的测量或检验

仪器及装置 (例如ꎬ 流量计、
液位计、 压力表、 热量计)ꎬ
但不包括税目 ９０ １４、 ９０ １５、
９０ ２８ 或 ９０ ３２ 的仪器及装置:

９０２６ １０００ ￣测量、 检验液体流量或液位的

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检

测对象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测量、 检验压力的仪器及装

置: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检

测对象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６ ２０１０ ￣￣￣压力 /差压变送器

９０２６ ２０９０ ￣￣￣其他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功能ꎻ ３ 检

测对象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２６ ８０１０ ￣￣￣测量气体流量的仪器及装置

９０２６ ８０９０ ￣￣￣其他

９０２６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２７ 理化分析仪器及装置 (例如ꎬ
偏振计、 折光仪、 分光仪、 气

体或烟雾分析仪)ꎻ 测量或检

验黏性、 多孔性、 膨胀性、 表

面张力及类似性能的仪器及装

置ꎻ 测量或检验热量、 声量或

光量的仪器及装置 (包括曝光

表)ꎻ 检镜切片机:
９０２７ １０００ ￣气体或烟雾分析仪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ꎻ ４ 检测对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色谱仪及电泳仪: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ꎻ ４ 检测对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色谱仪:
９０２７ ２０１１ ￣￣￣￣气相色谱仪

９０２７ ２０１２ ￣￣￣￣液相色谱仪

９０２７ ２０１９ ￣￣￣￣其他

９０２７ ２０２０ ￣￣￣电泳仪

９０２７ ３０００ ￣使用光学射线 (紫外线、 可

见光、 红外线) 的分光仪、 分

光光度计及摄谱仪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ꎻ ４ 检测对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４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２７ ５０００ ￣使用光学射线 (紫外线、 可

见光、 红外线) 的其他仪器及

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ꎻ ４ 检测对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原理ꎻ ３ 功

能ꎻ ４ 检测对象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质谱仪:
９０２７ ８０１１ ￣￣￣￣集成电路生产用氦质谱检漏

台

９０２７ ８０１２ ￣￣￣￣质谱联用仪

９０２７ ８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９０２７ ８０９１ ￣￣￣￣曝光表

９０２７ ８０９９ ￣￣￣￣其他

９０２７ ９０００ ￣检镜切片机ꎻ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２８ 生产或供应气体、 液体及电力

用的计量仪表ꎬ 包括它们的校

准仪表:
￣气量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８ １０１０ ￣￣￣煤气表

９０２８ １０９０ ￣￣￣其他

￣液量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８ ２０１０ ￣￣￣水表

９０２８ ２０９０ ￣￣￣其他

￣电量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电度表:
９０２８ ３０１１ ￣￣￣￣单相感应式

９０２８ ３０１２ ￣￣￣￣三相感应式

９０２８ ３０１３ ￣￣￣￣单相电子式 (静止式)
９０２８ ３０１４ ￣￣￣￣三相电子式 (静止式)
９０２８ ３０１９ ￣￣￣￣其他

９０２８ ３０９０ ￣￣￣其他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８ ９０１０ ￣￣￣工业用

９０２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５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 ２９ 转数计、 产量计数器、 车费

计、 里程计、 步数计及类似仪

表ꎻ 速度计及转速表ꎬ 税目

９０ １４ 及 ９０ １５ 的仪表除外ꎻ
频闪观测仪:
￣转数计、 产量计数器、 车费

计、 里程计、 步数计及类似仪

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９ １０１０ ￣￣￣转数计

９０２９ １０２０ ￣￣￣车费计、 里程计

９０２９ １０９０ ￣￣￣其他

￣速度计及转速表ꎬ 频闪观测

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２９ ２０１０ ￣￣￣车辆用速度计

９０２９ ２０９０ ￣￣￣其他

９０２９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３０ 示波器、 频谱分析仪及其他用

于电量测量或检验的仪器和装

置ꎬ 不包括税目 ９０ ２８ 的各种

仪表ꎻ α 射线、 β 射线、 γ 射

线、 Ｘ 射线、 宇宙射线或其他

离子射线的测量或检验仪器及

装置:
９０３０ １０００ ￣离子射线的测量或检验仪器及

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示波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频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２０１０ ￣￣￣测试频率在 ３００ 兆赫兹以下

的通用示波器

９０３０ ２０９０ ￣￣￣其他

￣检测电压、 电流、 电阻或功率

的其他仪器及装置:
￣￣万用表ꎬ 不带记录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量程ꎻ ５ 是否带

记录装置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９０３０ ３１１０ ￣￣￣量程在五位半及以下的数字

万用表

９０３０ ３１９０ ￣￣￣其他

９０３０ ３２００ ￣￣万用表ꎬ 带记录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量程ꎻ ５ 是否带

记录装置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其他ꎬ 不带记录装置:

６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３０ ３３１０ ￣￣￣量程在五位半及以下的数字

电流表、 电压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量程ꎻ ５ 是否带

记录装置

６ 品牌ꎻ ７ 型

号

９０３０ ３３２０ ￣￣￣电阻测试仪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３３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３９００ ￣￣其他ꎬ 带记录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通讯专用的其他仪器及装置

(例如ꎬ 串音测试器、 增益测

量仪、 失真度表、 噪声计):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测试频率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４０１０ ￣￣￣测试频率在 １２ ４ 千兆赫兹

以下的数字式频率计

９０３０ ４０９０ ￣￣￣其他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９０３０ ８２００ ￣￣测试或检验半导体圆片或器

件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测试结

果 显 示 内 容

( 例 如ꎬ 电 压

值、 电流值等)
￣￣其他ꎬ 带记录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８４１０ ￣￣￣电感及电容测试仪

９０３０ ８４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ꎻ ４ 是否带记录装置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０ ８９１０ ￣￣￣电感及电容测试仪

９０３０ ８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３０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３１ 本章其他税目未列名的测量或

检验仪器、 器具及机器ꎻ 轮廓

投影仪:
９０３１ １０００ ￣机械零件平衡试验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０３１ ２０００ ￣试验台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其他光学仪器及器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功

能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７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３１ ４１００ ￣￣制造半导体器件时检验半导

体晶片、 器件或检测光掩模或

光栅用

￣￣其他:
９０３１ ４９１０ ￣￣￣轮廓投影仪

９０３１ ４９２０ ￣￣￣光栅测量装置

９０３１ ４９９０ ￣￣￣其他

￣其他仪器、 器具及机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功能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１ ８０１０ ￣￣￣光纤通信及光纤性能测试仪

９０３１ ８０２０ ￣￣￣坐标测量仪

￣￣￣无损探伤检测仪器 (射线探

伤仪除外):
９０３１ ８０３１ ￣￣￣￣超声波探伤检测仪

９０３１ ８０３２ ￣￣￣￣磁粉探伤检测仪

９０３１ ８０３３ ￣￣￣￣涡流探伤检测仪

９０３１ ８０３９ ￣￣￣￣其他

９０３１ ８０９０ ￣￣￣其他

９０３１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 ３２ 自动调节或控制仪器及装置:
９０３２ １０００ ￣恒温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功能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２ ２０００ ￣恒压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功能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其他仪器及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原

理ꎻ ４ 功能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９０３２ ８１００ ￣￣液压或气压的

￣￣其他: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ＡＴＣ)
车载设备:

９０３２ ８９１１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ＡＴＰ)
车载设备

９０３２ ８９１２ ￣￣￣￣列车自动运行系统 (ＡＴＯ)
车载设备

９０３２ ８９１９ ￣￣￣￣其他

９０３２ ８９９０ ￣￣￣其他

９０３２ ９００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８１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０ ３３ 第九十章所列机器、 器具、 仪

器或装置用的本章其他税目未

列名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于××品牌××机或通用于

××机等)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０３３ ００００ 第九十章所列机器、 器具、 仪

器或装置用的本章其他税目未

列名的零件、 附件

９１７



第九十一章　 钟表及其零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钟表玻璃及钟锤 (按其构成材料归类)ꎻ
(二) 表链 (根据不同情况ꎬ 归入税目 ７１ １３ 或 ７１ １７)ꎻ
(三)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 及贵金属或

包贵金属制的类似品 (一般归入税目 ７１ １５)ꎻ 但钟、 表发条则应作为钟、 表的零件归类 (税目 ９１ １４)ꎻ
(四) 轴承滚珠 (根据不同情况ꎬ 归入税目 ７３ ２６ 或 ８４ ８２)ꎻ
(五) 税目 ８４ １２ 的物品ꎬ 不需擒纵器可以工作的ꎻ
(六) 滚珠轴承 (税目 ８４ ８２)ꎻ 或

(七) 第八十五章的物品ꎬ 本身未组装在或未与其他零件组装在钟、 表机芯内ꎬ 也未组装成专用于或主要用于

钟、 表机芯零件的 (第八十五章)ꎮ
二、 税目 ９１ ０１ 仅包括表壳完全以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的表ꎬ 以及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与税目 ７１ ０１ 至 ７１ ０４ 的天

然、 养殖珍珠或宝石、 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合制的表ꎮ 用贱金属上镶嵌贵金属制成表壳的表应归入税

目 ９１ ０２ꎮ
三、 本章所称 “表芯”ꎬ 是指由摆轮及游丝、 石英晶体或其他能确定时间间隔的装置来进行调节的机构ꎬ 并带有显

示器或可装机械指示器的系统ꎮ 表芯的厚度不超过 １２ 毫米ꎬ 长、 宽或直径不超过 ５０ 毫米ꎮ
四、 除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钟、 表的机芯及其他零件ꎬ 既适用于钟或表ꎬ 又适用于其他物品 (例如ꎬ 精密仪

器) 的ꎬ 均应归入本章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１ ０１ 手表、 怀表及其他表ꎬ 包括秒

表ꎬ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

制成的:

１ 品 名ꎻ ２ 外 壳 材 质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ꎻ
３ 驱动方式 (电子、 机

械、 自 动、 非 自 动 )ꎻ
４ 指示方式 (指针、 光

电)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电力驱动的手表ꎬ 不论是否附

有秒表装置:
９１０１ １１００ ￣￣仅有机械指示器的

￣￣其他:
９１０１ １９１０ ￣￣￣仅有光电显示器的

９１０１ １９９０ ￣￣￣其他

￣其他手表ꎬ 不论是否附有秒表

装置:
９１０１ ２１００ ￣￣自动上弦的

９１０１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９１０１ ９１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１ ９９００ ￣￣其他

０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１ ０２ 手表、 怀表及其他表ꎬ 包括秒

表ꎬ 但税目 ９１ ０１ 的货品除

外:

１ 品 名ꎻ ２ 外 壳 材 质

(金属制等)ꎻ ３ 驱动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自动)ꎻ ４ 指示方式

(指针、 光电)

５ 品牌ꎻ ６ 型

号

￣电力驱动的手表ꎬ 不论是否附

有秒表装置:
９１０２ １１００ ￣￣仅有机械指示器的

９１０２ １２００ ￣￣仅有光电显示器的

９１０２ １９００ ￣￣其他

￣其他手表ꎬ 不论是否装有秒表

装置:
９１０２ ２１００ ￣￣自动上弦的

９１０２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９１０２ ９１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２ ９９００ ￣￣其他

９１ ０３ 以表芯装成的钟ꎬ 但不包括税

目 ９１ ０４ 的钟: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１０３ １０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１ ０４ 仪表板钟及车辆、 航空器、 航

天器或船舶用的类似钟: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１０４ ００００ 仪表板钟及车辆、 航空器、 航

天器或船舶用的类似钟

９１ ０５ 其他钟:
￣闹钟: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１０５ １１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５ １９００ ￣￣其他

￣挂钟: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１０５ ２１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５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５ ９１１０ ￣￣￣天文钟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车

辆、 船舶等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１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１０５ ９１９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式 (电子、 机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１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式 (电子、 机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１ ０６ 时间记录器以及测量、 记录或

指示时间间隔的装置ꎬ 装有

钟、 表机芯或同步电动机的

(例如ꎬ 考勤钟、 时刻记录

器):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式 (电子、 机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１０６ １０００ ￣考勤钟、 时刻记录器

９１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１ ０７ 装有钟、 表机芯或同步电动机

的定时开关: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式 (电子、 机械)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９１０７ ００００ 装有钟、 表机芯或同步电动机

的定时开关

９１ ０８ 已组装的完整表芯:
￣电力驱动的: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式 (电子、 机械)ꎻ ４
表面尺寸ꎻ ５ 指示方式

６ 品牌

９１０８ １１００ ￣￣仅有机械指示器或有可装机

械指示器的装置的

９１０８ １２００ ￣￣仅有光电显示器的

９１０８ １９００ ￣￣其他

９１０８ ２０００ ￣自动上弦的 １ 品 名ꎻ ２ 用 途 ( 闹

钟、 天文钟等)ꎻ ３ 驱动

方 式 ( 电 子、 机 械 )ꎻ
４ 表面尺寸ꎻ ５ 指示方

式

６ 品牌

￣其他:
９１０８ ９０１０ ￣￣￣表面尺寸在 ３３ ８ 毫米及以

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考勤

钟、 停 车 记 时 表 等 )ꎻ
３ 驱动方式 (电子、 机

械)ꎻ ４ 表芯的表面尺寸

５ 品牌

９１０８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表面尺寸

９１ ０９ 已组装的完整钟芯: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９１０９ １０００ ￣电力驱动的

９１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２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１ １０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钟、
表机芯 (机芯套装件)ꎻ 已组

装的不完整钟、 表机芯ꎻ 未组

装的不完整钟、 表机芯:
￣表的: １ 品 名ꎻ ２ 驱 动 方 式

(电子、 机械、 自动、 非

自动)
９１１０ １１００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机

芯 (机芯套装件)
９１１０ １２００ ￣￣已组装的不完整机芯

９１１０ １９００ ￣￣未组装的不完整机芯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１１０ ９０１０ ￣￣￣未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完整机

芯

９１１０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１ １１ 表壳及其零件:
９１１１ １０００ ￣贵金属表壳或包贵金属表壳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贵

金属含量

９１１１ ２０００ ￣贱金属表壳ꎬ 不论是否镀金或

镀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９１１１ ８０００ ￣其他表壳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９１１１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９１ １２ 钟壳和本章所列其他货品的类

似外壳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１１２ ２０００ ￣壳
９１１２ ９０００ ￣零件

９１ １３ 表带及其零件:
９１１３ １０００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ꎻ ３ 贵金

属含量

９１１３ ２０００ ￣贱金属制ꎬ 不论是否镀金或镀

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
９１１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ꎻ ３ 是否

野生动物皮制

９１ １４ 钟、 表的其他零件:
９１１４ １０００ ￣发条ꎬ 包括游丝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材质

９１１４ ３０００ ￣钟面或表面 １ 品名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
９１１４ ４０００ ￣夹板及横担 (过桥) １ 品名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
￣其他:

９１１４ ９０１０ ￣￣￣宝石轴承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材质

３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１１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材质 (贵金

属、 贱金属等)

４２７



第九十二章　 乐器及其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二) 第八十五章或第九十章的传声器、 扩大器、 扬声器、 耳机、 开关、 频闪观测仪及其他附属仪器、 器具或

设备ꎬ 虽用于本章物品但未与该物品组成一体或安装在同一机壳内ꎻ
(三) 玩具乐器或器具 (税目 ９５ ０３)ꎻ
(四) 清洁乐器用的刷子 (税目 ９６ ０３)ꎬ 或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６ ２０)ꎻ 或

(五) 收藏品或古物 (税目 ９７ ０５ 或 ９７ ０６)ꎮ
二、 用于演奏税目 ９２ ０２、 ９２ ０６ 所列乐器的弓、 槌及类似品ꎬ 如果与该乐器一同报验ꎬ 数量合理ꎬ 用途明确ꎬ 应

归入有关乐器的相应税目ꎮ
税目 ９２ ０９ 的卡片、 盘或卷ꎬ 即使与乐器一同报验ꎬ 也不视为该乐器的组成部分ꎬ 而应作为单独报验的物品对

待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２ ０１ 钢琴ꎬ 包括自动钢琴、 拨弦古

钢琴及其他键盘弦乐器:
１ 品名 ２ 产 品 编 码ꎻ

３ 材质 (象牙

琴键、 贵金属、
贱 金 属 等 )ꎻ
４ 种类 (新旧、
竖卧 式、 是 否

数 码 )ꎻ ５ 品

牌ꎻ ６ 型 号ꎻ
７ 旧钢琴请申

报生产年份

９２０１ １０００ ￣竖式钢琴

９２０１ ２０００ ￣大钢琴

９２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２ ０２ 其他弦乐器 (例如ꎬ 吉他、 小

提琴、 竖琴):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野生

动物皮制

３ 用途ꎻ ４ 型

号ꎻ ５ 品牌

９２０２ １０００ ￣弓弦乐器

９２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２ ０５ 管乐器 (例如ꎬ 键盘管风琴、
手风琴、 单簧管、 小号、 风

笛)ꎬ 但游艺场风琴及手摇风

琴除外:

１ 品名 ２ 种类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９２０５ １０００ ￣铜管乐器

￣其他:
９２０５ ９０１０ ￣￣￣键盘管风琴ꎻ 簧风琴及类似

的游离金属簧片键盘乐器

９２０５ ９０２０ ￣￣￣手风琴及类似乐器

９２０５ ９０３０ ￣￣￣口琴

５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２０５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２ ０６ 打击乐器 (例如ꎬ 鼓、 木琴、
铙、 钹、 响板、 响葫芦):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为野生

动物皮制

３ 用途ꎻ ４ 品

牌ꎻ ５ 型号

９２０６ ００００ 打击乐器 (例如ꎬ 鼓、 木琴、
铙、 钹、 响板、 响葫芦)

９２ ０７ 通过电产生或扩大声音的乐器

(例如ꎬ 电风琴、 电吉他、 电

手风琴):

１ 品名 ２ 种类ꎻ ３ 品

牌ꎻ ４ 型号

９２０７ １０００ ￣键盘乐器ꎬ 但手风琴除外

９２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２ ０８ 百音盒、 游艺场风琴、 手摇风

琴、 机械鸣禽、 乐锯及本章其

他税目未列名的其他乐器ꎻ 各

种媒诱音响器、 哨子、 号角、
口吹音响信号器:

９２０８ １０００ ￣百音盒 １ 品名 ２ 种类ꎻ ３ 品

牌

９２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

９２ ０９ 乐器的零件 (例如ꎬ 百音盒的

机械装置)、 附件 (例如ꎬ 机

械乐器用的卡片、 盘及带卷)ꎻ
节拍器、 音叉及各种定音管:

９２０９ ３０００ ￣乐器用的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乐器类型)
３ 品牌ꎻ ４ 材

质ꎻ ５ 型号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２０９ ９１００ ￣￣钢琴的零件、 附件

９２０９ ９２００ ￣￣税目 ９２ ０２ 所列乐器的零件、
附件

９２０９ ９４００ ￣￣税目 ９２ ０７ 所列乐器的零件、
附件

￣￣其他:
９２０９ ９９１０ ￣￣￣节拍器、 音叉及定音管

９２０９ ９９２０ ￣￣￣百音盒的机械装置

９２０９ ９９９０ ￣￣￣其他

６２７



第十九类　 武器、 弹药及其零件、 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 弹药及其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第三十六章的货品 (例如ꎬ 火帽、 雷管、 信号弹)ꎻ
(二)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三) 装甲战斗车辆 (税目 ８７ １０)ꎻ
(四) 武器用的望远镜瞄准具及其他光学装置 (第九十章)ꎬ 但安装在武器上或与武器一同报验以备安装在该

武器上的除外ꎻ
(五) 弓、 箭、 钝头击剑或玩具 (第九十五章)ꎻ 或

(六) 收藏品或古物 (税目 ９７ ０５ 或 ９７ ０６)ꎮ
二、 税目 ９３ ０６ 所称 “零件”ꎬ 不包括税目 ８５ ２６ 的无线电设备及雷达设备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３ ０１ 军用武器ꎬ 但左轮手枪、 其他

手枪及税目 ９３ ０７ 的兵器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驱动方式 ３ 型号

￣火炮武器 (例如ꎬ 大炮、 榴

弹炮及迫击炮):
９３０１ １０１０ ￣￣￣自推进的

９３０１ １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０１ ２０００ ￣火箭发射器ꎻ 火焰喷射器ꎻ 手

榴弹发射器ꎻ 鱼雷发射管及类

似的发射装置

９３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３ ０２ 左轮手枪及其他手枪ꎬ 但税目

９３ ０３ 或 ９３ ０４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 ２ 型号

９３０２ ００００ 左轮手枪及其他手枪ꎬ 但税目

９３ ０３ 或 ９３ ０４ 的货品除外

９３ ０３ 靠爆炸药发射的其他火器及类

似装置 (例如ꎬ 运动用猎枪及

步枪、 前装枪、 维利式信号枪

及其他专为发射信号弹的装

置、 发射空包弹的左轮手枪和

其他手枪、 弩枪式无痛捕杀

器、 抛缆枪):

１ 品名 ２ 型号

９３０３ １０００ ￣前装枪

９３０３ ２０００ ￣其他运动、 狩猎或打靶用猎

枪ꎬ 包括组合式滑膛来复枪

７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３０３ ３０００ ￣其他运动、 狩猎或打靶用步枪

９３０３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３ ０４ 其他武器 (例如ꎬ 弹簧枪、 气

枪、 气手枪、 警棍)ꎬ 但不包

括税目 ９３ ０７ 的货品:

１ 品名 ２ 型号

９３０４ ００００ 其他武器 (例如ꎬ 弹簧枪、 气

枪、 气手枪、 警棍)ꎬ 但不包

括税目 ９３ ０７ 的货品

９３ ０５ 税目 ９３ ０１ 至 ９３ ０４ 所列物品

的零件、 附件:
１ 品名 ２ 型号

９３０５ １０００ ￣左轮手枪或其他手枪用

９３０５ ２０００ ￣税目 ９３ ０３ 的猎枪或步枪用

￣其他:
９３０５ ９１００ ￣￣税目 ９３ ０１ 的军用武器用

９３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９３ ０６ 炸弹、 手榴弹、 鱼雷、 地雷、
水雷、 导弹及类似武器及其零

件ꎻ 子弹、 其他弹药和射弹及

其零件ꎬ 包括弹丸及弹垫:

１ 品名 ２ 型号

￣猎枪子弹及其零件ꎻ 气枪弹

丸:
９３０６ ２１００ ￣￣猎枪子弹

９３０６ ２９００ ￣￣其他

￣其他子弹及其零件:
９３０６ ３０８０ ￣￣￣铆接机或类似工具用及弩枪

式无痛捕杀器用子弹及其零件

９３０６ ３０９０ ￣￣￣其他

９３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３ ０７ 剑、 短弯刀、 刺刀、 长矛和类

似的武器及其零件ꎻ 刀鞘、 剑

鞘: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３０７ ００１０ ￣￣￣军用

９３０７ ００９０ ￣￣￣其他

８２７



第二十类　 杂项制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ꎻ 寝具、 褥垫、 弹簧床垫、 软坐垫及类似的填充制品ꎻ 未列名灯具及

照明装置ꎻ 发光标志、 发光铭牌及类似品ꎻ 活动房屋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或第六十三章的充气或充水的褥垫、 枕头及坐垫ꎻ
(二) 落地镜 [例如ꎬ 税目 ７０ ０９ 的试衣镜 (旋转镜) ]ꎻ
(三) 第七十一章的物品ꎻ
(四)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 或税目 ８３ ０３

的保险箱ꎻ
(五) 冷藏或冷冻设备专用的特制家具 (税目 ８４ １８)ꎻ 缝纫机专用的特制家具 (税目 ８４ ５２)ꎻ
(六) 第八十五章的灯具及照明装置ꎻ
(七) 税目 ８５ １８、 ８５ １９、 ８５ ２１ 或税目 ８５ ２５ 至 ８５ ２８ 所列装置专用的特制家具 (应分别归入税目 ８５ １８、

８５ ２２ 或 ８５ ２９)ꎻ
(八) 税目 ８７ １４ 的物品ꎻ
(九) 装有税目 ９０ １８ 所列牙科用器具或漱口盂的牙科用椅 (税目 ９０ １８)ꎻ
(十)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钟及钟壳)ꎻ
(十一) 玩具家具、 玩具灯或玩具照明装置 (税目 ９５ ０３)、 台球桌或其他供游戏用的特制家具 (税目 ９５ ０４)、

魔术用的特制家具或中国灯笼及类似的装饰品 (电气彩灯串除外) (税目 ９５ ０５)ꎻ 或

(十二)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６ ２０)ꎮ
二、 税目 ９４ ０１ 至 ９４ ０３ 的物品 (零件除外)ꎬ 只适用于落地式的物品ꎮ

对下列物品ꎬ 即使是悬挂的、 固定在墙壁上的或叠摞的ꎬ 仍归入上述各税目:
(一) 碗橱、 书柜、 其他架式家具 (包括与将其固定于墙上的支撑物一同报验的单层搁架) 及组合家具ꎻ
(二) 坐具及床ꎮ

三、 (一) 税目 ９４ ０１ 至 ９４ ０３ 所列货品的零件ꎬ 不包括玻璃 (包括镜子)、 大理石或其他石料以及第六十八章及第

六十九章所列任何其他材料的片、 块 (不论是否切割成形ꎬ 但未与其他零件组装)ꎻ
(二) 税目 ９４ ０４ 的货品ꎬ 如果单独报验ꎬ 不能作为税目 ９４ ０１、 ９４ ０２ 或 ９４ ０３ 所列货品的零件归类ꎮ

四、 税目 ９４ ０６ 所称 “活动房屋”ꎬ 是指在工厂制成成品或制成部件并一同报验ꎬ 供以后在有关地点上组装的房屋ꎮ
例如ꎬ 工地用房、 办公室、 学校、 店铺、 工作棚、 车房或类似的建筑物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４ ０１ 坐具 (包括能作床用的两用

椅ꎬ 但税目 ９４ ０２ 的货品除

外) 及其零件:
９４０１ １０００ ￣飞机用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机动车辆用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车型)ꎻ ３ 材质 (骨架

及覆面)

４ 品牌 (中文

及 外 文 名 称ꎬ
无品牌请申报

厂商)

９２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４０１ ２０１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

９４０１ ２０９０ ￣￣￣其他

９４０１ ３０００ ￣可调高度的转动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是否可调节、 可

转动

５ 品牌

￣能做床用的两用椅ꎬ 但庭园坐

具或野营设备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ꎻ ４ 是否可做床用

５ 品牌

９４０１ ４０１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

９４０１ ４０９０ ￣￣￣其他

￣藤、 柳条、 竹及类似材料制的

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

９４０１ ５２００ ￣￣竹制的

９４０１ ５３００ ￣￣藤制的

９４０１ ５９００ ￣￣其他

￣木框架的其他坐具:
￣￣装软垫的:

９４０１ ６１１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座

面的表面材质ꎻ ４ 框架

材质ꎻ ５ 是否装软垫

６ 品牌

９４０１ ６１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表

面材质ꎻ ４ 框架材质ꎻ
５ 是否装软垫

６ 品牌

９４０１ ６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座

面的表面材质ꎻ ４ 框架

材质ꎻ ５ 是否装软垫

６ 品牌

￣金属框架的其他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座

面的表面材质ꎻ ４ 框架

材质ꎻ ５ 是否装软垫

６ 品牌

￣￣装软垫的:
９４０１ ７１１０ ￣￣￣皮革或再生皮革面的

９４０１ ７１９０ ￣￣￣其他

９４０１ ７９００ ￣￣其他

￣其他坐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

９４０１ ８０１０ ￣￣￣石制的

９４０１ ８０９０ ￣￣￣其他

￣零件:
￣￣￣机动车辆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适用

车型)ꎻ ３ 材质

９４０１ ９０１１ ￣￣￣￣座椅调角器

９４０１ ９０１９ ￣￣￣￣其他

９４０１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０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４ ０２ 医疗、 外科、 牙科或兽医用家

具 (例如ꎬ 手术台、 检查台、
带机械装置的病床、 牙科用

椅)ꎻ 有旋转、 倾斜、 升降装

置的理发用椅及类似椅ꎻ 上述

物品的零件:
￣牙科、 理发及类似用途的椅及

其零件:
９４０２ １０１０ ￣￣￣理发用椅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

９４０２ １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配

置附属装置ꎻ ４ 是否带

医疗用具

５ 品牌

９４０２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配

置附属装置ꎻ ４ 是否带

医疗用具

５ 品牌

９４ ０３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９４０３ １０００ ￣办公室用金属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办公室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２０００ ￣其他金属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３０００ ￣办公室用木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办公室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４０００ ￣厨房用木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厨房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卧室用木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是

否卧室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５０１０ ￣￣￣红木制

￣￣￣其他:
９４０３ ５０９１ ￣￣￣￣天然漆 (大漆) 漆木家具

９４０３ ５０９９ ￣￣￣￣其他

￣其他木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６０１０ ￣￣￣红木制

￣￣￣其他:
９４０３ ６０９１ ￣￣￣￣天然漆 (大漆) 漆木家具

９４０３ ６０９９ ￣￣￣￣其他

９４０３ ７０００ ￣塑料家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其他材料制的家具ꎬ 包括藤、
柳条、 竹或类似材料制的: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品牌ꎻ ５ 规

格

９４０３ ８２００ ￣￣竹制的

９４０３ ８３００ ￣￣藤制的

１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其他:
９４０３ ８９１０ ￣￣￣柳条及类似材料制的

９４０３ ８９２０ ￣￣￣石制的

９４０３ ８９９０ ￣￣￣其他

９４０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４ 规格

９４ ０４ 弹簧床垫ꎻ 寝具及类似用品ꎬ
装有弹簧、 内部用任何材料填

充、 衬垫或用海绵橡胶、 泡沫

塑料制成ꎬ 不论是否包面 (例
如ꎬ 褥垫、 棉被、 羽绒被、 靠

垫、 坐垫及枕头):
９４０４ １０００ ￣弹簧床垫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规

格

￣褥垫: １ 品名 ３ 品牌ꎻ ４ 规

格

９４０４ ２１００ ￣￣海绵橡胶或泡沫塑料制ꎬ 不

论是否包面

９４０４ ２９００ ￣￣其他材料制

￣睡袋: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填充

物)
３ 品牌ꎻ ４ 规

格

９４０４ ３０１０ ￣￣￣羽毛或羽绒填充的

９４０４ ３０９０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填充

物)
３ 品牌ꎻ ４ 规

格

９４０４ ９０１０ ￣￣￣羽毛或羽绒填充的

９４０４ ９０２０ ￣￣￣兽毛填充的

９４０４ ９０３０ ￣￣￣丝棉填充的

９４０４ ９０４０ ￣￣￣化纤棉填充的

９４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４ ０５ 其他税目未列名的灯具及照明

装置ꎬ 包括探照灯、 聚光灯及

其零件ꎻ 装有固定光源的发光

标志、 发光铭牌及类似品ꎬ 以

及其他税目未列名的这些货品

的零件:
９４０５ １０００ ￣枝形吊灯及天花板或墙壁上的

其他电气照明装置ꎬ 但不包括

公共露天场所或街道上的电气

照明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４０５ ２０００ ￣电气的台灯、 床头灯或落地灯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

２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４０５ ３０００ ￣圣诞树用的成套灯具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

￣其他电灯及照明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４０５ ４０１０ ￣￣￣探照灯

９４０５ ４０２０ ￣￣￣聚光灯

９４０５ ４０９０ ￣￣￣其他

９４０５ ５０００ ￣非电气的灯具及照明装置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

９４０５ ６０００ ￣发光标志、 发光铭牌及类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４ 品牌

￣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用

途

９４０５ ９１００ ￣￣玻璃制

９４０５ ９２００ ￣￣塑料制

９４０５ ９９００ ￣￣其他

９４ ０６ 活动房屋: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内

部配置

４ 规 格 ( 尺

寸)
９４０６ １０００ ￣木制的

９４０６ ９０００ ￣其他

３３７



第九十五章　 玩具、 游戏品、 运动用品及其零件、 附件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蜡烛 (税目 ３４ ０６)ꎻ
(二) 税目 ３６ ０４ 的烟花、 爆竹或其他烟火制品ꎻ
(三) 已切成一定长度但未制成钓鱼线的纱线、 单丝、 绳、 肠线及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 税目 ４２ ０６ 或第十一

类)ꎻ
(四) 税目 ４２ ０２、 ４３ ０３ 或 ４３ ０４ 的运动用袋或其他容器ꎻ
(五) 第六十一章或第六十二章的纺织品制的化装舞会服装ꎻ 第六十一章或第六十二章的纺织品制的运动服装

或特殊衣着 (例如ꎬ 击剑服或足球守门员球衣)ꎬ 无论是否附带保护配件ꎬ 例如ꎬ 肘部、 膝部或腹股沟

部位的保护垫或填充物ꎻ
(六) 第六十三章的纺织品制的旗帜及帆板或滑行车用帆ꎻ
(七) 第六十四章的运动鞋靴 (装有冰刀或滑轮的溜冰鞋除外) 或第六十五章的运动用帽ꎻ
(八) 手杖、 鞭子、 马鞭或类似品 (税目 ６６ ０２) 及其零件 (税目 ６６ ０３)ꎻ
(九) 税目 ７０ １８ 的未装配的玩偶或其他玩具用的玻璃假眼ꎻ
(十)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货品 (第三十九章)ꎻ
(十一) 税目 ８３ ０６ 的铃、 钟、 锣及类似品ꎻ
(十二) 液体泵 (税目 ８４ １３)、 液体或气体的过滤、 净化机器及装置 (税目 ８４ ２１)、 电动机 (税目 ８５ ０１)、

变压器 (税目 ８５ ０４)ꎻ 录制声音或其他信息用的圆盘、 磁带、 固态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件、 “智能卡”
及其他媒体ꎬ 不论是否已录制 (税目 ８５ ２３)ꎻ 无线电遥控设备 (税目 ８５ ２６) 或无绳红外线遥控器件

(税目 ８５ ４３)ꎻ
(十三) 第十七类的运动用车辆 (长雪橇、 平底雪橇及类似品除外)ꎻ
(十四) 儿童两轮车 (税目 ８７ １２)ꎻ
(十五) 运动用船艇ꎬ 例如ꎬ 轻舟、 赛艇 (第八十九章) 及其桨、 橹和类似品 (木制的归入第四十四章)ꎻ
(十六) 运动及户外游戏用的眼镜、 护目镜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０ ０４)ꎻ
(十七) 媒诱音响器及哨子 (税目 ９２ ０８)ꎻ
(十八) 第九十三章的武器及其他物品ꎻ
(十九) 各种电气彩灯串 (税目 ９４ ０５)ꎻ
(二十)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似品 (税目 ９６ ２０)ꎻ
(二十一) 球拍线、 帐篷或类似的野营用品、 分指手套、 连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按其构成材料归类)ꎻ 或

(二十二) 餐具、 厨房用具、 盥洗用品、 地毯及纺织材料制的其他铺地制品、 服装、 床上、 餐桌、 盥洗及厨房

用的织物制品及具有实用功能的类似货品 (按其构成材料归类)ꎮ
二、 本章包括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只作为小零件的物品ꎮ
三、 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凡专用于或主要用于本章各税目所列物品的零件、 附件ꎬ 应与有关物品一并归

类ꎮ
四、 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税目 ９５ ０３ 主要适用于该税目所列的物品与一项或多项其他货品组合而成的物

品ꎬ 只要这些物品为零售包装ꎬ 且组合后具有玩具的基本特征ꎮ 这些组合物品不能视为归类总规则三 (二) 所

指的成套货品ꎬ 如果单独报验ꎬ 应归入其他税目ꎮ
五、 税目 ９５ ０３ 不包括因其设计、 形状或构成材料可确认为专供动物使用的物品ꎬ 例如ꎬ “宠物玩具” (归入其适当

税目)ꎮ
子目注释:

子目 ９５０４ ５０ 包括:
(一) 在电视机、 监视器或其他外部屏幕或表面上重放图像的视频游戏控制器ꎻ 或

(二) 自带显示屏的视频游戏设备ꎬ 不论是否便携式ꎮ
本子目不包括用硬币、 钞票、 银行卡、 代币或任何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的视频游戏控制器或设备 (子目

４３７



９５０４ ３０)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５ ０３ 三轮车、 踏板车、 踏板汽车及

类似的带轮玩具ꎻ 玩偶车ꎻ 玩

偶ꎻ 其他玩具ꎻ 缩小 (按比例

缩小) 的模型及类似的娱乐用

模型ꎬ 不论是否活动ꎻ 各种智

力玩具:
９５０３ ００１０ ￣￣￣三轮车、 踏板车、 踏板汽车

和类似的带轮玩具ꎻ 玩偶车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玩偶ꎬ 不论是否着装ꎻ 玩具

动物: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９５０３ ００２１ ￣￣￣￣动物

９５０３ ００２９ ￣￣￣￣其他

９５０３ ００６０ ￣￣￣智力玩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其他玩具

９５０３ ００８３ ￣￣￣￣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是否带有动力装

置

５ 品牌

９５０３ ００８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９５０３ ００９０ ￣￣￣零件、 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９５ ０４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 游艺

场所、 桌上或室内游戏用品ꎬ
包括弹球机、 台球、 娱乐专用

桌及保龄球自动球道设备:
９５０４ ２０００ ￣各种台球用品及附件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用硬币、 钞票、 银行卡、 代币

或任何其他支付方式使其工作

的其他游戏用品ꎬ 但保龄球自

动球道设备除外:
９５０４ ３０１０ ￣￣￣电子游戏机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

９５０４ ３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５０４ ４０００ ￣扑克牌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ꎬ 但子

目 ９５０４ ３０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ꎻ ４ 是否与电视接收

机配套使用

５ 品牌

￣￣￣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的:
９５０４ ５０１１ ￣￣￣￣零件及附件

５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５０４ ５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９５０４ ５０９１ ￣￣￣￣零件及附件

９５０４ ５０９９ ￣￣￣￣其他

￣其他:
９５０４ ９０１０ ￣￣￣其他电子游戏机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

￣￣￣保龄球自动球道设备及器

具: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

９５０４ ９０２１ ￣￣￣￣保龄球自动分瓶机

９５０４ ９０２２ ￣￣￣￣保龄球

９５０４ ９０２３ ￣￣￣￣保龄球瓶

９５０４ ９０２９ ￣￣￣￣其他

９５０４ ９０３０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跳棋

等棋类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

９５０４ ９０４０ ￣￣￣麻将及类似桌上游戏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

９５０４ ９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

９５ ０５ 节日 (包括狂欢节) 用品或其

他娱乐用品ꎬ 包括魔术道具及

嬉戏品:
９５０５ １０００ ￣圣诞节用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５０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５ ０６ 一般的体育活动、 体操、 竞技

及其他运动 (包括乒乓球运

动) 或户外游戏用的本章其他

税目未列名用品及设备ꎻ 游泳

池或戏水池:
￣滑雪屐及其他滑雪用具: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６ １１００ ￣￣滑雪屐

９５０６ １２００ ￣￣滑雪屐扣件 (滑雪屐带)
９５０６ １９００ ￣￣其他

￣滑水板、 冲浪板、 帆板及其他

水上运动用具: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６ ２１００ ￣￣帆板

９５０６ ２９００ ￣￣其他

￣高尔夫球棍及其他高尔夫球用

具: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９５０６ ３１００ ￣￣棍ꎬ 全套

９５０６ ３２００ ￣￣球
９５０６ ３９００ ￣￣其他

￣乒乓球运动用品及器械: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６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５０６ ４０１０ ￣￣￣乒乓球

９５０６ ４０９０ ￣￣￣其他

￣网球拍、 羽毛球拍或类似的球

拍ꎬ 不论是否装弦: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６ ５１００ ￣￣草地网球拍ꎬ 不论是否装弦

９５０６ ５９００ ￣￣其他

￣球ꎬ 但高尔夫球及乒乓球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６ ６１００ ￣￣草地网球

￣￣可充气的球:
９５０６ ６２１０ ￣￣￣篮球、 足球、 排球

９５０６ ６２９０ ￣￣￣其他

９５０６ ６９００ ￣￣其他

￣溜冰鞋及旱冰鞋ꎬ 包括装有冰

刀的溜冰靴: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６ ７０１０ ￣￣￣溜冰鞋

９５０６ ７０２０ ￣￣￣旱冰鞋

￣其他:
￣￣一般的体育活动、 体操或竞

技用品及设备: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种

类

４ 品牌ꎻ ５ 型

号

￣￣￣健身及康复器械:
９５０６ ９１１１ ￣￣￣￣跑步机

９５０６ ９１１９ ￣￣￣￣其他

９５０６ ９１２０ ￣￣￣滑板

９５０６ ９１９０ ￣￣￣其他

９５０６ ９９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 ０７ 钓鱼竿、 钓鱼钩及其他钓鱼用

品ꎻ 捞鱼网、 捕蝶网及类似

网ꎻ 囮子 “鸟” (税目 ９２ ０８
或 ９７ ０５ 的货品除外) 以及类

似的狩猎用品:
９５０７ １０００ ￣钓鱼竿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５０７ ２０００ ￣钓鱼钩ꎬ 不论有无系钩丝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９５０７ ３０００ ￣钓线轮 １ 品名 ２ 品牌ꎻ ３ 型

号

９５０７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７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５ ０８ 旋转木马、 秋千、 射击用靶及

其他游乐场的娱乐设备ꎻ 流动

马戏团及流动动物园ꎻ 流动剧

团:

１ 品名

９５０８ １０００ ￣流动马戏团及流动动物园

９５０８ ９０００ ￣其他

８３７



第九十六章　 杂项制品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化妆盥洗用笔 (第三十三章)ꎻ
(二) 第六十六章的制品 (例如ꎬ 伞或手杖的零件)ꎻ
(三) 仿首饰 (税目 ７１ １７)ꎻ
(四) 第十五类注释二所规定的贱金属制通用零件 (第十五类) 或塑料制的类似品 (第三十九章)ꎻ
(五) 第八十二章的利口器及其他物品ꎬ 其柄或其他零件是雕刻或模塑材料制的ꎻ 但税目 ９６ ０１ 或 ９６ ０２ 适用

于单独报验的上述物品的柄或其他零件ꎻ
(六) 第九十章的物品ꎬ 例如ꎬ 眼镜架 (税目 ９０ ０３)、 数学绘图笔 (税目 ９０ １７) 及各种牙科、 医疗、 外科或

兽医专用刷子 (税目 ９０ １８)ꎻ
(七) 第九十一章的物品 (例如ꎬ 钟壳或表壳)ꎻ
(八) 乐器及其零件、 附件 (第九十二章)ꎻ
(九) 第九十三章的物品 (武器及其零件)ꎻ
(十) 第九十四章的物品 (例如ꎬ 家具、 灯具及照明装置)ꎻ
(十一) 第九十五章的物品 (玩具、 游戏品、 运动用品)ꎻ 或

(十二) 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 (第九十七章)ꎮ
二、 税目 ９６ ０２ 所称 “植物质或矿物质雕刻材料”ꎬ 是指:

(一) 用于雕刻的硬种子、 硬果核、 硬果壳、 坚果及类似植物材料 (例如ꎬ 象牙果及棕榈子)ꎻ
(二) 琥珀、 海泡石、 黏聚琥珀、 黏聚海泡石、 黑玉及其矿物代用品ꎮ

三、 税目 ９６ ０３ 所称 “制帚、 制刷用成束、 成簇的材料”ꎬ 仅指未装配的成束、 成簇的兽毛、 植物纤维或其他材料ꎮ
这些成束、 成簇的材料无需分开即可安装在帚、 刷之上ꎬ 或只需经过简单加工 (例如ꎬ 将顶端修剪成形) 即可

安装的ꎮ
四、 除税目 ９６ ０１ 至 ９６ ０６ 或 ９６ １５ 的货品以外的本章的物品还包括全部或部分用贵金属、 包贵金属、 天然或养殖

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制成的物品ꎮ 而且ꎬ 税目 ９６ ０１ 至 ９６ ０６ 及 ９６ １５ 包括天然或养殖

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天然、 合成或再造)、 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只作为小零件的物品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 ０１ 已加工的兽牙、 骨、 玳瑁壳、
角、 鹿角、 珊瑚、 珍珠母及其

他动物质雕刻材料及其制品

(包括模塑制品):
９６０１ １０００ ￣已加工的兽牙及其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野生动

物产品

９６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加

工工艺

９３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 ０２ 已加工的植物质或矿物质雕刻

材料及其制品ꎻ 蜡、 硬脂、 天

然树胶、 天然树脂或塑型膏制

成的模塑或雕刻制品以及其他

税目未列名的模塑或雕刻制

品ꎻ 已加工的未硬化明胶 (税
目 ３５ ０３ 的明胶除外) 及未硬

化明胶制品:
９６０２ ００１０ ￣￣￣装药用胶囊 １ 品名

９６０２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加

工工艺

９６ ０３ 帚、 刷 (包括作为机器、 器

具、 车辆零件的刷)、 非机动

的手工操作地板清扫器、 拖把

及毛掸ꎻ 供制帚、 刷用的成束

或成簇的材料ꎻ 油漆块垫及滚

筒ꎻ 橡皮扫帚 (橡皮辊除外):
９６０３ １０００ ￣用枝条或其他植物材料捆扎而

成的帚及刷ꎬ 不论是否有把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牙刷、 剃须刷、 发刷、 指甲

刷、 睫毛刷及其他人体化妆用

刷ꎬ 包括作为器具零件的上述

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９６０３ ２１００ ￣￣牙刷ꎬ 包括齿板刷

９６０３ ２９００ ￣￣其他

￣画笔、 毛笔及化妆用的类似

笔: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９６０３ ３０１０ ￣￣￣画笔

９６０３ ３０２０ ￣￣￣毛笔

９６０３ ３０９０ ￣￣￣其他

￣油漆刷、 涂料刷、 清漆刷及类

似的刷 (子目 ９６０３ ３０ 的货品

除外)ꎻ 油漆块垫及滚筒: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漆刷及类似刷:
９６０３ ４０１１ ￣￣￣￣猪鬃制

９６０３ ４０１９ ￣￣￣￣其他

９６０３ ４０２０ ￣￣￣油漆块垫及滚筒

￣作为机器、 器具、 车辆零件的

刷: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具体

作为何种机器、 器具零

件ꎬ 作用)ꎻ ３ 材质

￣￣￣金属丝刷:
９６０３ ５０１１ ￣￣￣￣作为机器、 器具零件的刷

９６０３ ５０１９ ￣￣￣￣其他

￣￣￣其他:

０４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０３ ５０９１ ￣￣￣￣作为机器、 器具零件的刷

９６０３ ５０９９ ￣￣￣￣其他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９６０３ ９０１０ ￣￣￣羽毛掸

９６０３ ９０９０ ￣￣￣其他

９６ ０４ 手用粗筛、 细筛: １ 品名

９６０４ ００００ 手用粗筛、 细筛

９６ ０５ 个人梳妆、 缝纫或清洁鞋靴、
衣服用的成套旅行用具:

１ 品名ꎻ ２ 组成 (内装

货品)
９６０５ ００００ 个人梳妆、 缝纫或清洁鞋靴、

衣服用的成套旅行用具

９６ ０６ 纽扣、 揿扣、 纽扣芯及纽扣和

揿扣的其他零件ꎻ 纽扣坯:
９６０６ １０００ ￣揿扣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种

类ꎻ ４ 是否用纺织材料

包裹

￣纽扣: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ꎻ ３ 纺

织材料包裹、 非纺织材

料包裹ꎻ ４ 种类 (是否

袖口、 饰扣)
９６０６ ２１００ ￣￣塑料制ꎬ 未用纺织材料包裹

９６０６ ２２００ ￣￣贱金属制ꎬ 未用纺织材料包

裹

９６０６ ２９００ ￣￣其他

９６０６ ３０００ ￣纽扣芯及纽扣的其他零件ꎻ 纽

扣坯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９６ ０７ 拉链及其零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如

为拉链应申报

是否装有贱金

属制咪牙齿

￣拉链:
９６０７ １１００ ￣￣装有贱金属制咪牙齿的

９６０７ １９００ ￣￣其他

９６０７ ２０００ ￣零件

９６ ０８ 圆珠笔ꎻ 毡尖和其他渗水式笔

尖笔及唛头笔ꎻ 自来水笔、 铁

笔型自来水笔及其他钢笔ꎻ 蜡

纸铁笔ꎻ 活动铅笔ꎻ 钢笔杆、
铅笔套及类似的笔套ꎻ 上述物

品的零件 (包括帽、 夹)ꎬ 但

税目 ９６ ０９ 的货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６０８ １０００ ￣圆珠笔

１４７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０８ ２０００ ￣毡尖和其他渗水式笔尖笔及唛

头笔

￣自来水笔、 铁笔型自来水笔及

其他钢笔:
９６０８ ３０１０ ￣￣￣墨汁画笔

９６０８ ３０２０ ￣￣￣自来水笔

９６０８ ３０９０ ￣￣￣其他

９６０８ ４０００ ￣活动铅笔

９６０８ ５０００ ￣由上述两个或多个子目所列物

品组成的成套货品

９６０８ ６０００ ￣圆珠笔芯ꎬ 由圆珠笔头和墨芯

构成

￣其他:
９６０８ ９１００ ￣￣钢笔头及笔尖粒

￣￣其他:
９６０８ ９９１０ ￣￣￣机器、 仪器用笔

９６０８ ９９２０ ￣￣￣蜡纸铁笔ꎻ 钢笔杆、 铅笔杆

及类似的笔杆

９６０８ ９９９０ ￣￣￣其他

９６ ０９ 铅笔 (税目 ９６ ０８ 的铅笔除

外)、 颜色铅笔、 铅笔芯、 蜡

笔、 图画碳笔、 书写或绘画用

粉笔及裁缝划粉: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铅笔及颜色铅笔:
９６０９ １０１０ ￣￣￣铅笔

９６０９ １０２０ ￣￣￣颜色铅笔

９６０９ ２０００ ￣铅笔芯ꎬ 黑的或其他颜色的

９６０９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６ １０ 具有书写或绘画面的石板、 黑

板及类似板ꎬ 不论是否镶框: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品牌

９６１０ ００００ 具有书写或绘画面的石板、 黑

板及类似板ꎬ 不论是否镶框

９６ １１ 手用日期戳、 封缄戳、 编号戳

及类似印戳 (包括标签压印

器)ꎻ 手工操作的排字盘及带

有排字盘的手印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６１１ ００００ 手用日期戳、 封缄戳、 编号戳

及类似印戳 (包括标签压印

器)ꎻ 手工操作的排字盘及带

有排字盘的手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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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 １２ 打字机色带或类似色带ꎬ 已上

油或经其他方法处理能着色

的ꎬ 不论是否装轴或装盒ꎻ 印

台ꎬ 不论是否已加印油或带盒

子: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６１２ １０００ ￣色带

９６１２ ２０００ ￣印台

９６ １３ 香烟打火机和其他打火器 (不
论是机械的ꎬ 还是电气的) 及

其零件ꎬ 但打火石及打火机芯

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型号ꎻ ４ 品

牌

９６１３ １０００ ￣袖珍气体打火机ꎬ 一次性的

９６１３ ２０００ ￣袖珍气体打火机ꎬ 可充气的

９６１３ ８０００ ￣其他打火器

９６１３ ９０００ ￣零件

９６ １４ 烟斗 (包括烟斗头) 和烟嘴及

其零件:
９６１４ ００１０ ￣￣￣烟斗及烟斗头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ꎻ ４ 型

号

９６１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

９６ １５ 梳子、 发夹及类似品ꎻ 发卡、
卷发夹、 卷发器或类似品及其

零件ꎬ 但税目 ８５ １６ 的货品除

外: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３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

￣梳子、 发夹及类似品:
９６１５ １１００ ￣￣硬质橡胶或塑料制

９６１５ １９００ ￣￣其他

９６１５ ９０００ ￣其他

９６ １６ 香水喷雾器或类似的化妆用喷

雾器及其座架、 喷头ꎻ 粉扑及

粉拍ꎬ 施敷脂粉或化妆品用:
９６１６ １０００ ￣香水喷雾器或类似的化妆用喷

雾器及其座架、 喷头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９６１６ ２０００ ￣粉扑及粉拍ꎬ 施敷脂粉或化妆

品用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材质

９６ １７ 带壳的保温瓶和其他真空容器

及其零件ꎬ 但玻璃瓶胆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带外壳

的保温瓶

３ 内 胆 材 质ꎻ
４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名称)ꎻ
５ 型号

￣￣￣保温瓶:
９６１７ ００１１ ￣￣￣￣玻璃内胆制

９６１７ ００１９ ￣￣￣￣其他

９６１７ ００９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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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６ １８ 裁缝用人体模型及其他人体活

动模型ꎻ 橱窗装饰用的自动模

型及其他活动陈列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ꎻ ３ 材

质

９６１８ ００００ 裁缝用人体模型及其他人体活

动模型ꎻ 橱窗装饰用的自动模

型及其他活动陈列品

９６ １９ 任何材料制的卫生巾 (护垫)
及止血塞、 婴儿尿布及尿布衬

里和类似品:
￣￣￣尿裤及尿布: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婴儿

用、 成人用等)
３ 品牌 (包括

中英文品牌名

称)ꎻ ４ 系列ꎻ
５ 码 数 ( 型

号)ꎻ ６ 包装规

格 (每包所含

片数)ꎻ ７ 个体

重量 (每包重

量)
９６１９ ００１１ ￣￣￣￣供婴儿使用的

９６１９ ００１９ ￣￣￣￣其他

９６１９ ００２０ ￣￣￣卫生巾 (护垫) 及止血塞 １ 品名 ２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品牌名

称)ꎻ ３ 系列ꎻ
４ 包 装 规 格

( 每 包 所 含 片

数)ꎻ ５ 每包重

量 (ｋｇ)
９６１９ ００９０ ￣￣￣其他 １ 品名 ２ 品牌 (中文

及外文品牌名

称)ꎻ ３ 系列ꎻ
４ 包 装 规 格

( 每 包 所 含 片

数)ꎻ ５ 每包重

量 (ｋｇ)
９６ ２０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

似品

１ 品名ꎻ ２ 用途 ３ 品牌

９６２０ ００００ 独脚架、 双脚架、 三脚架及类

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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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类　 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

第九十七章　 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

注释:
一、 本章不包括:

(一) 税目 ４９ ０７ 的未经使用的邮票、 印花税票、 邮政信笺 (印有邮票的纸品) 及类似的票证ꎻ
(二) 作舞台、 摄影的布景及类似用途的已绘制画布 (税目 ５９ ０７)ꎬ 但可归入税目 ９７ ０６ 的除外ꎻ 或

(三)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半宝石 (税目 ７１ ０１ 至 ７１ ０３)ꎮ
二、 税目 ９７ ０２ 所称 “雕版画、 印制画、 石印画的原本”ꎬ 是指以艺术家完全手工制作的单块或数块印版直接印制

出来的黑白或彩色原本ꎬ 不论艺术家使用何种方法或材料ꎬ 但不包括使用机器或照相制版方法制作的ꎮ
三、 税目 ９７ ０３ 不适用于成批生产的复制品及具有商业性质的传统手工艺品ꎬ 即使这些物品是艺术家设计或创造

的ꎮ
四、 (一) 除上述注释一至三另有规定的以外ꎬ 可归入本章各税目的物品ꎬ 均应归入本章的相应税目而不归入本目

录的其他税目ꎻ
(二) 税目 ９７ ０６ 不适用于可以归入本章其他各税目的物品ꎮ

五、 已装框的油画、 粉画及其他绘画、 版画、 拼贴画及类似装饰板ꎬ 如果框架的种类及价值与作品相称ꎬ 应与作品

一并归类ꎮ 如果框架的种类及价值与作品不相称ꎬ 应分别归类ꎮ

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７ ０１ 油画、 粉画及其他手绘画ꎬ 但

带有手工绘制及手工描饰的制

品或税目 ４９ ０６ 的图纸除外ꎻ
拼贴画及类似装饰板:
￣油画、 粉画及其他手绘画:
￣￣￣原件:

９７０１ １０１１ ￣￣￣￣唐卡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野生动

物产品

３ 尺寸大小

９７０１ １０１９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野生动

物产品

３ 尺 寸 大 小ꎻ
４ 作者ꎻ ５ 作

品名称

９７０１ １０２０ ￣￣￣复制品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野生动

物产品

３ 尺寸大小

９７０１ ９０００ ￣其他 １ 品名ꎻ ２ 是否野生动

物产品

３ 尺寸大小

９７ ０２ 雕版画、 印制画、 石印画的原

本:
１ 品名 ２ 尺 寸 大 小ꎻ

３ 原作者姓名ꎻ
４ 创 作 年 份ꎻ
５ 作品名称

９７０２ ００００ 雕版画、 印制画、 石印画的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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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商　 品　 名　 称

申　 报　 要　 素

归类要素 价格要素 其他要素
说　 明　 举　 例

９７ ０３ 各种材料制的雕塑品原件: １ 品名ꎻ ２ 材质 (是否

濒危动植物制)
３ 尺 寸 大 小ꎻ
４ 作者ꎻ ５ 作

品名称

９７０３ ００００ 各种材料制的雕塑品原件

９７ ０４ 使用过或未使用过的邮票、 印

花税票、 邮戳印记、 首日封、
邮政信笺 (印有邮票的纸品)
及类似品ꎬ 但税目 ４９ ０７ 的货

品除外: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 ３ 指运国 (地

区)

９７０４ ００１０ ￣￣￣邮票

９７０４ ００９０ ￣￣￣其他

９７ ０５ 具有动物学、 植物学、 矿物

学、 解剖学、 历史学、 考古

学、 古生物学、 人种学或钱币

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

１ 品名ꎻ ２ 种类ꎻ ３ 年

代ꎻ ４ 是否野生动物产

品

９７０５ ００００ 具有动物学、 植物学、 矿物

学、 解 剖 学、 历 史 学、 考 古

学、 古生物学、 人种学或钱币

学意义的收集品及珍藏品

９７ ０６ 超过 １００ 年的古物: １ 品名ꎻ ２ 年代ꎻ ３ 是

否野生动物产品

９７０６ ００００ 超过 １００ 年的古物

注 １: 录入报关单商品 “规格型号” 字段时ꎬ 商品某一规范申报要素如仅申报单一字段 (如 “是”、 “非”、 “有”、
“无”、 “否” ) 时ꎬ 将会弹出提示框 “不可仅申报单个文字ꎬ 请根据提示信息完整申报内容”ꎬ 请按要求进行要素申报ꎻ

注 ２: 录入报关单商品 “规格型号” 字段时ꎬ 涉及到日期的要素ꎬ 如签约日期、 计价日期等ꎬ 将会弹出提示框 “日
期格式应为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ꎬ 如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应申报为 ２０１９１０２６”ꎬ 请按要求进行要素申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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