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版《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修订及调整（上）

第1页，目录，第三类，本页第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三类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第1页，目录，第十五章，本页第22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十五章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第1页，目录，第四类，本页第23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非经燃烧吸用的产

品，不论是否含有尼古丁；其他供人体摄入尼古丁的含尼古丁的产品”

第1页，目录，第十六章标题，本页第24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十六章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以及昆虫的制品”

第1页，目录，第二十四章标题，本页倒数第10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二十四章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非经燃烧吸用的产品，不论是否含

有尼古丁；其他供人体摄入尼古丁的含尼古丁的产品”

第3页，归类总规则，规则三，本页倒数第19—16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只有在品目条文和类、章注释无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运用本规则。例如，



第九十七章章注四（二）规定，根据品目条文既可归入品目97.01 至97.05 中的一个品

目，又可归入品目97.06的货品，应归入品目97.01 至97.05 中的其中一个品目。这些

货品应按第九十七章注释五（二）的规定归类，而不应根据本规则进行归类。”

第3页，归类总规则，规则三（一），本页倒数第5—2行

将原文修改为：

“2.钢化或层压玻璃制的未镶框安全玻璃，确定用于飞机上，但未制成特定形状。

不应作为品目88.01、88.02或88.06所列货品的零件归入品目88.07，而应归入品目

70.07，因品目70.07 所列安全玻璃更为具体。”

第8页，第一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7—18行

将原文修改为：

“运输途中死亡的动物，包括昆虫，如果适合供人食用的归入品目02.01至02.05、

02.07、02.08或04.10，其余的归入品目05.11。”

第12页，第二章，章注释，本页第4行

本页第4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二：

“二、可食用的死昆虫（品目 04.10）；”

原章注释二和三相应地调整为三和四。

第18页，第三章，章注释，本页第10行

本页第10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三：

“三、品目03.05至03.08不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细粉、粗粉及团粒（品目03.09）。”

第18页，第三章，子目注释，本页第11—14行

删除子目注释及上方的子目注释标志。

第18页，第三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8—4行

将原文修改为：

“然而，烹煮或未按本章规定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

水生无脊椎动物（例如，仅用面糊或面包屑包裹的鱼片、煮过的鱼）应归入第十六章。

但必须注意，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烹煮了的熏鱼及熏制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

水生无脊椎动物，以及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甲壳动物，仍应分别归入品目03.05、

03.06、03.07及03.08。仅经过在运输或冷冻之前为打开外壳或使其保持稳定的烫洗或

其他类型的瞬时热处理（但并不致其烹煮）的软体动物，仍归入本章。烹煮过的鱼、甲



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得的细粉、粗粉及团粒也仍应归入品目

03.09。”

第19页，第三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1—14行

删除子目注释及上方的子目注释标志。

第20页，品目03.02，子目条文，本页第12—13行

子目0302.3，将原文修改为：

“— 金枪鱼（金枪鱼属）、鲣，但子目0302.91至0302.99的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第20页，品目03.02，子目条文，本页第16行

子目0302.33，将原文修改为：

“33 — — 鲣”

第20页，品目03.02，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2行

子目0302.55，将原文修改为：

“55 — — 阿拉斯加狭鳕鱼”

第22页，品目03.03，子目条文，本页第20—21行

子目0303.4，将原文修改为：

“— 金枪鱼（金枪鱼属）、鲣，但子目0303.91至0303.99的可食用鱼杂碎除外：”

第22页，品目03.03，子目条文，本页第24行

子目0303.43，将原文修改为：

“43 — — 鲣”

第23页，品目03.03，子目条文，本页第6行

子目0303.67，将原文修改为：

“67 — — 阿拉斯加狭鳕鱼”

第24页，品目03.0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1行

子目0304.75，将原文修改为：

“75 — — 阿拉斯加狭鳕鱼”

第25页，品目03.04，子目条文，本页第1行



子目0304.87，将原文修改为：

“87 — — 金枪鱼（金枪鱼属）、鲣”

第25页，品目03.04，子目条文，本页第10行

子目0304.94，将原文修改为：

“94 — — 阿拉斯加狭鳕鱼”

第25页，品目03.04，子目条文，本页第11—12行

子目0304.95，将原文修改为：

“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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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狭鳕鱼除外”

第25页，品目03.05，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9—8行

将原文修改为：

“03.05 干、盐腌或盐渍的鱼；熏鱼，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

第25页，品目03.05，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7行

删除子目0305.10。

第27页，品目03.05，注释条文，本页第3—4行
“适合供人食用的经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本品目所列方法制作的鱼，应归入本品目。”

第27页，品目03.05，排他条款，本页第17行

删除排他条款（四）。

第27页，品目03.06，品目条文，本页22—24行

将原文修改为：

“03.06 带壳或去壳的甲壳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或

去壳甲壳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

甲壳动物，不论是否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

第27页，品目03.06，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9行

子目0306.19，将原文修改为：

“19 — — 其他”



第27页，品目03.06，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子目0306.39，将原文修改为：

“39 — — 其他”

第28页，品目03.06，子目条文，本页第7行

子目0306.99，将原文修改为：

“99 — — 其他”

第28页，品目03.06，注释条文，本页第16行

删除本行。即删除“本品目还包括供人食用的甲壳动物

的粗粉、细粉及团粒。”

第28页，品目03.07，品目条文，本页第21—22行

将原文修改为：

“03.07 带壳或去壳的软体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或盐渍的；熏制的带壳

或去壳软体动物，不论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

第28页，品目03.07，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3行

子目0307.2，将原文修改为：

“— 扇贝及其他扇贝科的软体动物：”

第29页，品目03.07，子目条文，本页第17行

子目0307.9，将原文修改为：

“ — 其他：”

第29页，品目03.07，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5行
“本品目还包括适合供人食用的牡蛎苗（即养殖用的小牡蛎）。”

第29页，品目03.08，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2—10行
“03.08 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脊椎动物，活、鲜、冷、冻、干、盐腌

或盐渍的；熏制的不属于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的水生无脊椎动物，不论在熏

制前或熏制过程中是否烹煮：”

第30页，品目03.08，注释条文，本页第8行



删除本行。即删除：“本品目还包括适于供人食用的水

生无脊椎动物的粗粉、细粉及团粒。”

第30页，品目03.09，品目条文、子目条文、注释条文，本页

第10行

本页第10行之后插入新增品目03.09品目条文、新增子目

0309.10及0309.90子目条文，及相应注释条文：

“03.09 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细粉、粗

粉及团粒：

10 — 鱼的

90 — 其他

本品目包括从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得的细粉、粗粉及

团粒，不论是否经过烹煮。

经脱脂（例如，用溶剂提取法）或热处理的鱼的细粉或粗粉，适合供人食用的，仍

归入本品目。

本品目不包括不适合供人食用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

细粉、粗粉及团粒（品目23.01）。”

第31页，第四章，章注释，本页第3行

本页第3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二

“二、品目04.03所称“酸乳”可以浓缩或调味，可以含糖或其他甜味物质、水果、

坚果、可可、巧克力、调味香料、咖啡或咖啡提取物、其他植物或植物的部分、谷物或

面包制品，但添加的任何物质不能用于全部或部分取代任何乳成分，而且产品需保留酸

乳的基本特征。”

原章注释二至四相应地调整为三至五。

第31页，第四章，章注释，本页第16行

本页第16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五（一）：

“（一）不适合供人食用的死昆虫（品目05.11）；”

原章注释四（一）至四（三）【现章注释五（一）至五

（三）】相应地调整为章注释五（二）至五（四）。



第31页，第四章，章注释，本页第21行

本页第21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六：

“六、品目04.10所称“昆虫”是指全部或部分可食用的死昆虫，新鲜的、冷藏的、

冷冻的、干燥的、烟熏的、盐腌或盐渍的；以及适合供人食用的昆虫的细粉和粗粉。但

本品目不包括用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食用的死昆虫（第四类）。”

第32页，第四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8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其他品目未列名的昆虫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第33页，品目04.03，品目条文，本页第8—9行

将原文修改为：

“04.03 酸乳；酪乳、结块的乳及稀奶油、酸乳酒及其他发酵或酸化的乳和稀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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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页，品目04.03，子目条文，本页第10行

删除子目0403.10并替换为新增子目0403.20：
“20 — 酸乳”

第33页，品目04.03，注释条文，本页第20行

本页第20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此外，酸乳还可以添加巧克力、调味香料、咖啡或咖啡提取物、其他植物或植物

的部分、谷物或面包制品，但添加的任何物质不能用于全部或部分代替任何乳成分，而

且产品需保留酸乳的基本特征。”

第34页，品目04.05，注释条文，本页第9—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类包括天然黄油、乳清黄油及调制黄油（淡的、加盐或酸败的，包括罐装黄油）。

黄油必须是完全用乳制得的，按重量计其乳脂含量必须占80％及以上，但不超过95％，

乳的无脂固形物最大含量不得超过2％，以及水的含量最大不得超过16％。黄油中不含

添加的乳化剂，但可含有氯化钠、食用色素、中和盐及无害乳酸菌的培养物〔参见本章

注释三（一）〕。”

第34页，品目04.05，注释条文，本页第15—17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类包括的乳酱，是指一种油包水型可涂抹的乳状物，乳脂是该制品所含的唯一

的脂肪，按重量计其含量在39％及以上，但小于80％〔参见本章注释三（二）〕。乳酱可

含有某些配料，例如，无害乳酸菌培养物、维生素、氯化钠、糖、动物胶、淀粉、食用

色素、香料、乳化剂、增稠剂和防腐剂。”

第36页，品目04.10，品目条文，本页第7行

将原文修改为：

“04.10 其他品目未列名的昆虫及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第36页，品目04.10，子目条文，本页第7行

本页第7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0410.10及0410.90：
“10 — 昆虫

90 — 其他”

第36页，品目04.10，注释条文，本页第8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昆虫（本章注释六定义的）和其他适合供人食用的协调制度未列名的

动物产品。然而，不适合供人食用的死昆虫（包括细粉、粗粉）应归入品目05.11。”

第41页，品目05.11，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8—16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胭脂虫及类似昆虫，不适合供人食用的。胭脂虫是寄生于某些仙人掌的一

种昆虫。商业上的胭脂虫有黑色、灰色或银色及淡红色三种。胭脂虫可作为一种红色染

料（胭脂虫精）（品目32.03），用以制造胭脂红色淀（品目32.05）。”

第46页，第七章，章注释，本页第11行

本页第11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五

“五、品目07.11适用于使用前在运输或贮存时仅为暂时保藏而进行处理（例如,使

用二氧化硫气体、盐水、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的蔬菜，但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第47页，品目07.0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0行

子目0704.10，将原文修改为：

“10 — 菜花及西兰花”

第47页，品目07.04，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6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菜花及西兰花（例如，Brassica oleracea var. botrytis和 Brassica oleracea var.
italica）”

第47页，品目07.04，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4—3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三、其他硬花芥属蔬菜（例如，白卷心菜、皱叶卷心菜、红卷心菜、大白菜）、羽

衣甘蓝和其他阔叶芥属蔬菜、以及发芽芥属蔬菜及球茎甘蓝。

第49页，品目07.09，子目条文，本页第9行

本页第9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0709.52至0709.56：
“52 — — 牛肝菌属蘑菇

53 — — 鸡油菌属蘑菇

54 — — 香菇

55 — — 松茸（松口蘑、美洲松口蘑、雪松口蘑、甜味松口蘑、欧洲松口蘑）

56 — — 块菌（松露属）”

第49页，品目07.09，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8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蘑菇（包括伞菌属蘑菇，例如，普通的白蘑菇、牛肝菌属蘑菇、鸡油菌属蘑

菇、香菇属香菇和松茸【松口蘑（Tricholoma matsutake）、美洲松口蘑（Tricholoma

magnivelare）、雪松口蘑（Tricholoma anatolicum）、甜味松口蘑（Tricholoma

dulciolens）、欧洲松口蘑（Tricholoma caligatum）】及块菌（Tuber spp.）。”

第50页，品目07.11，品目条文，本页第17—18行

将原文修改为：

“07.11 暂时保藏的蔬菜，但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第50页，品目07.11，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4—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适用于使用前在运输或贮存时仅为暂时保藏而进行处理（例如，使用二氧

化硫气体、盐水、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的蔬菜，但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第50页，品目07.12，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3行

本页倒数第3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0712.34：
“34 — — 香菇”

第53页，第八章，章注释，本页第7行



本页第7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四

“四、品目08.12适用于使用前在运输或贮存时仅为暂时保藏而进行处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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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适于直接食用

的。”

第55页，品目08.02，子目条文，本页第2行

将子目0802.90修改为：

“ — 其他：

91 — — 未去壳松子

92 — — 去壳松子

99 — — 其他”

第55页，品目08.02，注释条文，本页第3—4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的坚果主要有扁桃核及仁（甜的或苦的）、榛子或榛果、核桃、栗子、阿

月浑子果、马卡达姆坚果（也称夏威夷果或澳洲坚果）、山核桃和松子。”

第55页，品目08.05，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5行

子目0805.40，将原文修改为：
“40 — 葡萄柚及柚”

第56页，品目08.05，注释条文，本页第8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葡萄柚及柚。”

第58页，品目08.12，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9—8行

将原文修改为：

“08.12 暂时保藏的水果及坚果，但不适于直接食用的：”

第58页，品目08.12，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5—3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适用于使用前在运输或储存过程中仅为暂时保藏而进行处理（例如，用二

氧化硫气体、盐水、亚硫酸水或其他防腐液处理）的水果或坚果（不论是否去皮或烫漂），

这些果实所处状态不适合直接食用。”

第66页，第十章，章注释，本页第5行



章注释一（二），将原文修改为：

“（二）本章不包括已去壳或经其他加工的谷物。但去壳、碾磨、磨光、上光、半

熟或破碎的稻米仍归入品目10.06。同样，已全部或部分去皮以分离皂苷，但没有经过

任何其他加工的昆诺阿藜（藜麦）仍应归入品目10.08。”

第66页，第十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4—15行

将原文修改为：

“去壳、碾磨、上光、磨光、半熟或破碎的稻米，如果未经其他加工，仍归入品目

10.06。同样，已全部或部分去皮以分离皂苷，但没有经过任何其他加工的昆诺阿藜（藜

麦）仍应归入品目10.08。但其他谷物，如果去壳或经其他加工，例如，经品目11.04所

列的加工，则不归入本章（参见相应的注释）。”

第73页，品目11.04，排他条款，本页第17行

本页第17行之后插入新的排他条款：

“（二）已全部或部分去皮以分离皂苷，但没有经过其他加工的昆诺阿藜（藜麦）（品

目10.08）。”

原第（二）项相应地调整为第（三）项。

第80页，品目12.11，子目条文，本页第16行

本页第16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1211.60：
“60 — 非洲李的树皮”

第87页，第十三章，章注释，本页第10行

章注释七，将原文修改为：

“七、品目30.03或30.04的药品及品目38.22的血型试剂；”

第90页，品目13.02，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5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七）作血型试剂用的浸膏（品目38.22）。”

第97页，第三类，标题，本页第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三类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



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

植物蜡”

第97页，第十五章，标题，本页第3—4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十五章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

第97页，第十五章，子目注释，本页第18行

本页第18行之后插入新的子目注释一

“一、子目1509.30所称“初榨油橄榄油”，游离酸度（以油酸计）不超过2.0克/100

克，可根据《食品法典标准》（33—1981）与其他初榨油橄榄油类别加以区分。”

原子目注释相应地调整为子目注释二。

第97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倒数第11—10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不论是否初榨、纯净、精制或用某些方法处理

的（例如，熟炼、硫化或氢化）。”

第97页，第十五章，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行—第98页第1

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油渣（品目23.01）；提取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所剩的油渣饼、橄榄渣及其他

残渣（油脚除外）（品目23.04至23.06）。”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5行

将原文修改为：

“除鲸油及希蒙得木油以外，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都是含脂肪酸（例如，软脂

酸、硬脂酸及油酸）甘油的酯类。”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7—9行



将原文修改为：

“它们呈固态或液态，而且都比水轻，长期暴露于空气中会因水解和氧化而酸败。

加热会分解，发出一股辛辣刺鼻的气味。不溶于水，但可完全溶于二乙醚、二硫化碳、

四氯化碳、苯等。蓖麻油可溶于酒精，而其他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仅稍溶于酒精。

它们在纸上会留下难以除去的油迹。”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22行

将原文修改为：

“除本章注释一所列不包括的货品外，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不论是

供食用，或是供技术或工业用（例如，供制肥皂、蜡烛、润滑剂、清漆或涂料用），均

归入本章。”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6—15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品目15.07至15.15包括这些品目所列的单一（即未与其他性质的油、脂混合）

固定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2—11行

将原文修改为：

“归入这些品目的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是固定油、脂，即具有不分解不易被蒸馏、

不会挥发以及不被过热蒸汽带走（但会被分解及皂化）等特征。”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8行

本页倒数第8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微生物油脂也是甘油酯的混合物，其主要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例如，花生四烯

酸和亚油酸），它们在室温下是液态。”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3—1行

将原文修改为：

“这些品目所包括的植物油、脂主要来源于品目12.01至12.07的含油子仁及果实，

也有从归入其他品目的植物原料制得（例如，橄榄油、从品目12.12的桃、杏或李的仁

制取的油、从品目08.02的杏仁、核桃、食用松子、阿月浑子果等制得的油及从谷物胚

芽制得的油）。”

第98页，第十五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品目15.15的微生物油脂是通过从产油微生物中提取油脂获得的。微生物油脂也

被称为单细胞油脂（SCO）。”

第99页，第十五章，排他条款，本页第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这些品目不包括食用或非食用的混合物及制品和经化学改性的植物或微生物油、

脂【归入品目15.16、15.17或15.18；如果已经具有其他品目（例如，品目30.03、30.04、

33.03至33.07、34.03）所列货品的特征，则应分别归入有关品目】。”

第102页，品目15.09，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删除子目1509.10并插入新增子目1509.20至1509.40：
“20 — 特级初榨油橄榄油

30 — 初榨油橄榄油

40 — 其他初榨油橄榄油”

第103页，品目15.09，注释条文，本页第3—14行

将原文修改为：

“初榨的油橄榄油是指在未改变油脂的条件下（主要是加热的状态），仅用机械或

其他物理方法处理油橄榄制得的油，所经过的处理不得超过洗涤、倾析、离心分离或过

滤范围。

一、特级初榨油橄榄油，是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的油，特别是对油橄榄的加工前处理

和在加工、储存期间的温度控制，不会导致油的任何变化。就感官特征而言，其果味浓

郁，无缺陷，颜色为清澈的浅黄到绿色，适合在天然状态下食用。特级初榨油橄榄油的

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0.8克，可根据《食品法典标准》（33—1981）所

述特征与其他种类的油橄榄油区分。

二、初榨油橄榄油，是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的油，特别是在加工、储存期间的温热条

件下，可能会导致油的轻微变化，产生不超过《食品法典标准》（33—1981）规定的感

官缺陷。它具有独特的果味，颜色为清澈的浅黄到绿色，适合在天然状态下食用。初榨

油橄榄油的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2.0克，可根据《食品法典标准》

（33—1981）所述特征与其他种类的油橄榄油区分。

三、其他初榨油橄榄油，在未经进一步精炼的条件下可能不适合供人食用，包括以

下两种，即灯油橄榄油和普通初榨油橄榄油。

四、其他，用上述子目所列的初榨的油橄榄油精炼而得的油，不改变其原来的甘油

酯结构。它包括以下两类：

（一）精炼油橄榄油，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0.3克，且其他特征与

《食品法典标准》（33—1981）所述特征相对应。它是一种清澈、透明的油，不含沉淀

物，颜色为浅黄色，没有特定的气味或味道，可能适合供人食用。

（二）精炼油橄榄油和初榨的油橄榄油的混合油，是由精炼油橄榄油和适合食用的

初榨油橄榄油混合而成的油。它的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1克，其他特性



与《食品法典标准》（33—1981）第三部分所述一致。它的颜色为浅黄至绿色，气味、

口感好。

五、分离品及以上一至四所述油的混合物。”

第103页，品目15.09，注释条文、排他条款，本页第15—20

行

将原注释条文删除，排他条款修改为：

“本品目不包括油橄榄果渣油和它与初榨油橄榄油的混合物（品目15.10）或从橄

榄油制取的再酯化油（品目15.16）。”

第103页，品目15.10，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4行

本页倒数第1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1510.10及1510.90：
“10 — 粗提油橄榄果渣油

90 — 其他”

第103页，品目15.10，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3—6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品目15.09以外的从橄榄制得的其他油。

本品目包括从油橄榄果渣中获得的油。油橄榄果渣是提取品目15.09的油橄榄油后

的固体残渣。这种残渣仍然含有一定量的水和油。

本品目的油可以是初榨的，也可以是精炼的，或经其他方法处理但没有改变原甘油

酯结构的。

本品目还包括油的分离品，及本品目的油或分离品与品目15.09的油或分离品的混

合油。最常见的混合油是精炼油橄榄果渣油与初榨油橄榄油的混合物。

一、粗提油橄榄果渣油，是对提取品目15.09的油橄榄油后的残渣进行溶剂萃取或

其他物理方法处理获得的油。可根据《国际橄榄油理事会标准》（COI/T.15/NC No.3）所

述这类油的特性，将其与品目15.09的油进行区分。此产品用于技术用途或精炼后供人

食用。

二、精炼油橄榄果渣油，是由粗提油橄榄果渣油通过精炼得到的不改变原甘油酯结

构的油。

精炼油橄榄果渣油包括：

1.精炼油橄榄果渣油：其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0.3克，其它特征与

《食品法典标准》（33—1981）中这一类油的相关特征相对应。它的颜色为浅黄色至棕

黄色，气味和口感均可接受，适合供人食用；但是，只有在允许零售的国家，它才能直

接销售给消费者。

2.油橄榄果渣油，是由精炼油橄榄果渣油与特级初榨油橄榄油或初榨油橄榄油混合

制成的油。其游离酸度（以油酸计）每100克不超过1克，其它特征与《食品法典标准》

（33—1981）中这一类油的相关特征相对应。它的颜色为浅黄至绿色，气味、口感好，



适合供人食用。
*

* *

本品目不包括从橄榄油制取的再酯化油（品目15.16）。”

第106页，品目15.15，品目条文，本页第4行

将原文修改为：

“15.15 其他固定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包括希蒙得木油）及其分离品，不论是否精

制，但未经化学改性(+)：”

第106页，品目15.15，子目条文，本页第12行

本页第12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1515.60：
“60 — 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第106页，品目15.15，注释条文，本页第14—15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单一的固定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参见总注释第二款），

但品目15.07至15.14所列货品除外。在商业上特别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106页，品目15.15，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4行

本页倒数第14行之后插入新的第五项：

“五、微生物油、脂，又称为单细胞油脂（SCOs），是通过从真菌（包括酵母）、细

菌和微藻等产油微生物中提取的脂类。这些脂类含有高百分比的三酰基甘油（TAGs），

主要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如花生四烯酸和亚油酸，它们在室温下是液体。它们可用于植

物油相同的用途范围。从其他产油多细胞微生物获得的油也包括在本品目中。例如：

（一）花生四烯酸（ARA）油，一种黄色或橙黄色液体，从真菌（Mortierella alpina ）

中提取，可作为食品、动物饲料、药品或化妆品成分。

（二）裂壶藻油，从一种名为“裂壶藻（裂殖壶菌）（Schizochytrium sp.）”的微

藻中提取，可作为食品成分。

可获得微生物油脂的产油微生物包括酵母、真菌、微藻和细菌等。”

原注释五至八相应地调整为六至九。

第107页，品目15.16，品目条文，本页第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15.16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全部或部分氢化、相互酯化、再酯化

或反油酸化，不论是否精制，但未经进一步加工：”



第107页，品目15.16，子目条文，本页第4行

本页第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1516.30：
“30 — 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第107页，品目15.16，注释条文，本页第5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用下列某一种化学方法改性但未进一步加工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

脂。”

第107页，品目15.16，注释条文，本页第6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还包括用类似方法处理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的分离品。”

第107页，品目15.17，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9—8行

将原文修改为：

“15.17 人造黄油；本章各种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食用油、

脂或制品，但品目15.16的食用油、脂及其分离品除外：”

第107页，品目15.17，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5—4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本章的各种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人造黄油

及其他食用油脂或制品，但品目15.16所列的除外。这类混合食用油脂或制品通常为液

体或固体，由以下成分组成：”

第107页，品目15.17，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二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不同的植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第107页，品目15.17，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三、不同的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或

四、两种或两种以上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第108页，品目15.17，注释条文，本页第11—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本章各种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食用油、脂或食

品，但品目15.16所列食用油、脂或其分离品除外；例如，人造猪油、液态人造黄油及

糕饼油（从改变结构的油、脂制得）。”

第108页，品目15.17，注释条文，本页第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还包括作下模剂用的本章各种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或其分离品制成

的食用混合品或制剂。”

第108页，品目15.18，品目条文，本页第22—25行

将原文修改为：

“15.18 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经过熟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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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品目15.16的产

品除外；本章各种油、脂及其分离品混合制成的其他品目未列名的非食用油、

脂或制品：”

第108页，品目15.18，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4—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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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化学方法改性的，但品目15.16的产品除外”

第108页，品目15.18，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2—10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部分包括经加工后改变了化学结构以改善其粘性、干性（即暴露于空气中具有

吸氧并形成弹性薄膜的性质）或改变其他性质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及其分离品，

但这些产品必须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基本结构，而且在其他品目又未具体列名。例如：”

第110页，品目15.21，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4—3行

将原文修改为：

“蜂蜡及其他虫蜡，不论是否天然状态（包括天然蜂巢）或经熔化、压制、精制，

也不论是否漂白或着色，均归入本品目。”

第112页，第四类，标题，本页第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四类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

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非经燃烧

吸用的产品，不论是否含有尼古丁；

其他供人体摄入尼古丁的含尼古丁

的产品”

第112页，第十六章，标题，本页第5—6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十六章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

无脊椎动物、以及昆虫的制品”

第112页，第十六章，章注释，本页第8—9行

章注释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本章不包括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注释六及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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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昆虫。”

第112页，第十六章，章注释，本页第10—13行

章注释二，将原文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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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昆虫、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对于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

前述产品的食品，则应按其中重量最大的产品归入第十六章的相应品目。但本条规定不

适用于品目 19.02 的包馅食品和品目 21.03 及21.04 的食品。”

第112页，第十六章，子目注释，本页第15—18行

子目注释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子目 1602.10 的“均化食品”，是指用肉、食用杂碎、血或昆虫经精细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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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味、

保藏或其他目的，均化食品中可以加入少量其他配料，还可以含有少量可见的肉粒、食

用杂碎粒或昆虫碎粒。归类时该子目优先于品目 16.02的其他子目。”

第112页，第十六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11—9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章包括通过加工肉、食用杂碎（例如，脚、皮、心、舌、肝、肠、胃）、血、

昆虫、鱼（包括鱼皮）、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所得的食品。本章

包括超出第二章、第三章及品目05.04所列加工范围以外的经制作或保藏的产品，其加

工方法列举如下：”

第112页，第十六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7—4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煮、蒸、烤、煎、炸、炒或其他方法烹饪，但在熏制前或熏制过程中制熟的

熏鱼、熏制的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品目03.05、03.06、03.07

及03.08）、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带壳甲壳动物（品目03.06）、仅经过在运输或冷冻之前为

打开外壳或使其保持稳定的烫洗或其他类型的瞬时热处理（但并不致其烹煮）的软体动

物（品目03.07）以及从制熟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得的

细粉、粗粉及团粒（品目03.09）除外。”

第112页，第十六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第113

页第2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精细均化及仅以本章所列产品为基料制成（即，经制作或保藏的肉、食用杂

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这些均化食品可含

有少量可见的肉、鱼等碎块和少量为调味、保藏或其他目的加入的配料。但是，均化本

身并不是产品可作为第十六章食品归类的依据。”

第113页，第十六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4—6行

本段第一句，将原文修改为：

“本章还包括由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

生无脊椎动物与蔬菜、面条、调味汁等组成的配制食品（包括所谓“配餐”），但所含香肠、

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

按重量计超过20%的。”

第113页，第十六章，排他条款，本页第12—15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适合供人食用的肉或食用杂碎的细粉及粗粉（包括海生哺乳动物的在内）（品

目02.10）、鱼粉（品目03.09）及昆虫粉（品目04.10）。



（二）不适合供人食用的昆虫粉及团粒（品目05.11）、肉粉及团粒（包括海生哺乳

动物的在内）及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粉及团粒（品目

23.01）。”

第113页，品目16.01，品目条文，本页第18行

将原文修改为：

“16.01 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或昆虫制成的香肠及类似产品；用香肠制成的食品”

第113页，品目16.01，注释条文，本页第19—20行

本段第一句，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香肠及类似品，即将血或绞碎的肉、食用杂碎（包括肠及胃）或昆虫

灌入肠子、胃、膀胱、皮或类似肠衣（天然或人造）内制成的食品。”

第113页，品目16.02，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16.02 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或昆虫：”

第114页，品目16.02，注释条文，本页第13—14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所有归入本章的经制作或保藏的肉、食用杂碎、血或昆虫，但香肠

及类似品（品目16.01）或肉精及肉汁（品目16.03）除外。”

第114页，品目16.02，注释条文，本页第22—23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五、按重量计含有20%的肉、食用杂碎、血或昆虫的配制食品（包括所谓“配餐”）

（参见本章总注释）。”

第115页，品目16.04，子目条文，本页第13行

子目1604.14，将原文修改为：

“14 — — 金枪鱼、鲣及狐鲣（狐鲣属）”

第122页，第十八章，章注释，本页第3—4行

章注释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本章不包括：

（一）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

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超过20%的食品（第十六章）；



（二）品目04.03、19.01、19.02、19.04、19.05、21.05、22.02、22.08、30.03、

30.04的制品。”

第125页，第十九章，章注释，本页第4—5行

章注释一（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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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品目19.02的包馅

食品除外；”

第125页，第十九章，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2—1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含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

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重量超过20%的调制食品（品目19.02所列包馅产品除外）（第十

六章）。”

第126页，品目19.01，排他条款，本页第22—23行

将原文修改为：

“应注意到，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

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重量超过20%的食品除外（第十六章）。”

第128页，品目19.02，排他条款，本页第10—1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除包馅面食外的其他含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

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重量超过20%的食品（第十六章）。”

第130页，品目19.05，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0—9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含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其他水生

无脊椎动物及其混合物重量超过20%的食品（例如，肉包子）（第十六章）。”

第132页，第二十章，章注释，本页第4行

本页第4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一（二）:
“（二）植物油、脂（第十五章）；”

原章注释一（二）至（四）相应地调整为一（三）至（五）。

第132页，第二十章，章注释，本页第5行



原章注释一（二）【现章注释一（三）】，将原文修改为：

“（三）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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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3页，第二十章，排他条款，本页第6—7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血、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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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6页，品目20.08，子目条文，本页第9行

子目2008.93，将原文修改为：

“93 — — 蔓越橘（大果蔓越橘，小果蔓越橘）、越橘”

第137页，品目20.09，品目条文，本页第2行

将原文修改为：

“20.09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或坚果汁（包括酿酒葡萄汁及椰子水）、蔬菜汁，不

论是否加糖或其他甜物质（+）：”

第137页，品目 20.09，子目条文，本页第7行

子目2009.2，将原文修改为：

“— 葡萄柚汁；柚汁：”

第137页，品目20.09，子目条文，本页第23行

子目2009.8，将原文修改为：

“— 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

第137页，品目20.09，子目条文，本页第24行

子目2009.81，将原文修改为：

“81 — — 蔓越橘汁（大果蔓越橘，小果蔓越橘）、越橘汁”

第137页，品目20.09，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至第138页

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的处理后，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成为清澈透明未发酵的液



体。然而，某些液汁（特别是从杏、桃、番茄等肉质水果制得的液汁）仍含有悬浮或沉

淀的纤细果肉。”

第138页，品目20.09，注释条文，本页第9—10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的水果汁、坚果汁或植物汁，只要仍保持其原有特征，可含有下列物质，

不论这些物质是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或是专门加入的：”

第138页，品目20.09，注释条文，本页第20—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同时，同类或不同类的水果汁、坚果汁和蔬菜汁之间的混合汁仍归入本品目。复

制汁（即在浓缩汁中加入不超过非浓缩汁正常含量的水制得的汁）也归入本品目。”

第138页，品目20.09，排他条款，本页第22—24行

将原文修改为：

“但在正常的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中加入的水，或在浓缩汁中加入的水超过复

制原天然汁所需的量，其稀释品即具有品目22.02所列饮料的特征。二氧化碳含量超过

处理时所需正常含量的水果汁、坚果汁（充气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柠檬水和加

入水果汁、坚果汁调味的汽水都不归入本品目（品目22.02）。”

第138页，品目20.09，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4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按容量计酒精浓度已超过0.5％的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第二十二章）。”

第139页，第二十一章，章注释，本页第8行

章注释一（五），将原文修改为：

“（五）按重量计含香肠、肉、食用杂碎、动物血、昆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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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品目21.03或21.04

的产品除外；”

第139页，第二十一章，章注释，本页第9行

本页第9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一（六）：

“（六）品目24.04的产品；”

原注释一（六）及（七）依次调整为注释一（七）及（八）。

第144页，品目21.06，注释条文，本页第10—11行



将原文修改为：

“3. 用水果汁或坚果汁加香味的糖浆，其水果汁或坚果汁中添加物质（例如，柠

檬酸、从水果中提取的精油等）的量明显破坏了天然果汁中所含各种成分的平衡状态。”

第144页，品目21.06，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的排他条款：

“（四）含尼古丁的口香糖（品目24.04）。”

第146页，品目22.02，品目条文，本页第20—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22.02 加味、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水，包括矿泉水及汽水，其他无酒精饮料，但不包

括品目20.09的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

第146页，品目22.02，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0—8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饮料，例如，柠檬水、橘子水、可乐，即加有水果汁、坚果汁、果子精或

加复合精汁的香味普通饮用水，不论是否甜的。香味剂中有时加入柠檬酸或酒石酸。这

些饮料通常充入二氧化碳气体，用瓶子或其他密封容器包装。”

第147页，品目22.02，排他条款，本页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三）水果汁、坚果汁及蔬菜汁，不论是否用作饮料（品目20.09）。”

第148页，品目22.0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五、用鲜葡萄汁以外的水果汁（无花果汁、椰枣汁、浆果汁）、坚果汁或蔬菜汁

发酵而成的酒，按容量计酒精浓度超过0.5％的。”

第149页，品目22.06，排他条款，本页第12—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不包括水果汁（苹果汁、梨汁等）、坚果汁及其他饮料，按容量计酒精浓

度不超过0.5％的（分别归入品目20.09或品目22.02）。”

第150页，品目22.08，注释条文，本页第7—1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利口酒及柯迪尔酒，为已添加糖、蜂蜜或其他天然甜料以及精汁或香精的酒

精饮料（例如，通过蒸馏或混合乙醇或蒸馏酒及下列一种或多种材料制得的酒精饮料：

果子、花卉或植物的其他部分、精汁、香料、精油或液汁，不论其是否已经浓缩）。这

些产品也包括含有结晶糖的利口酒及柯迪尔酒、水果汁、坚果汁利口酒、蛋利口酒、香

草利口酒、浆果利口酒、香料利口酒、茶利口酒、巧克力利口酒、乳利口酒及蜂蜜利口

酒。”

第150页，品目22.08，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十五）含有添加酒精，其酒精浓度按容量计超过0.5％的水果汁、坚果汁或蔬菜

汁，但品目22.04的产品除外。”

第152页，品目23.01，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8行

本页倒数第8行之后插入新的排他条款；

“本品目不包括不适合供人食用的昆虫的细粉及粗粉（品目05.11）。”

第153页，品目23.02，排他条款，本页第19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不包括提取植物、微生物油、脂所剩的油渣饼或其他固体残渣（品目23.04

至23.06）。”

第154页，品目23.06，品目条文，本页第17行

将原文修改为：

“23.06 品目23.04或23.05以外的提炼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所得的油渣饼及其他固体残

渣，不论是否碾磨或制成团粒(+)：”

第154页，品目23.0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9—8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提取微生物油脂或含油子仁及果实、谷物胚芽经溶剂、液压或螺旋榨

油机提取油类后所剩的油渣饼及其他固体残渣，但品目23.04或23.05所列的产品除外。”

第158页，第二十四章，标题，本页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二十四章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非

经燃烧吸用的产品，不论是否含有尼



古丁；其他供人体摄入尼古丁的含尼

古丁的产品”

第158页，第二十四章，章注释，本页第3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本章不包括药用卷烟（第三十章）。

二、既可归入品目24.04 又可归入本章其他品目的产品，应归入品目24.04。

三、品目 24.04 所称“非经燃烧吸用”，是指不通过燃烧，而是通过加热或其他方

式吸用。”

第159页，品目24.02，排他条款，本页第17行

本页第17行之后插入新排他条款：

“本品目不包括与上述产品形式相似的非经燃烧吸用的含烟草、再造烟草或烟草代

用品的制品（品目24.04）。”

第 159 页，品目 24.03，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 2 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一）尼古丁（从烟草提取的有毒生物碱）（品目29.39）。”

第160页，品目24.04，品目条文、子目条文、注释条文，本

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增品目24.04品目条文、新增

子目2404.1至2404.99子目条文，及相应注释条文：

“24.04 含烟草、再造烟草、尼古丁、或烟草或尼古丁代用品，非经燃烧吸用的产品；

其他供人体摄入尼古丁的含尼古丁的产品：

－ 非经燃烧吸用的产品：

11 －－ 含有烟草或再造烟草的

12 －－ 其他，含有尼古丁的

19 －－ 其他

－ 其他：

91 －－ 经口腔摄入的

92 －－ 经皮肤摄入的

99 －－ 其他



本品目包括：

一、本章注释三定义的非经燃烧吸用的含有烟草、再造烟草、尼古丁、或烟草或尼

古丁代用品的产品。

这些产品包括：

1.用于电子烟及类似的个人电子雾化设备的含尼古丁溶液；

2.不同形式的（例如条状或颗粒状的）用于烟草加热系统的含烟草或再造烟草的产

品，其中加热是指通过电气设备（EHTS）、化学反应、碳热源（CHTP）或其他方式；

3.设计用于电子烟及类似的个人电子雾化设备的含烟草代用品或尼古丁代用品但

不含烟草、再造烟草或尼古丁的产品；

4.设计用于非加热方式（例如化学工艺或超声雾化）产生可吸入气溶胶的设备的类

似产品；

5.一次性电子烟和类似的一次性个人电子雾化设备，该设备集成了用于非经燃烧吸

用的产品（如电子烟油或凝胶）和传输装置，设计为产品或电池耗尽后即丢弃的商品（不

可反复充填或充电）。

二、除吸用外，通过咀嚼、溶解、嗅闻、透皮吸收等其他任何方式将尼古丁摄入人

体的含尼古丁但不含烟草或再造烟草的其他产品。

这类产品包括娱乐性使用的含尼古丁产品，以及旨在帮助戒烟的尼古丁替代疗法

（NRT）产品，用于尼古丁摄入减量计划，以减少人体对这种物质的依赖。

本品目不包括：

（一）经燃烧吸用的含有烟草、再造烟草或烟草代用品的产品（品目24.02或24.03），

以及咀嚼烟和鼻烟（品目24.03）。

（二）尼古丁（从烟草提取或合成的生物碱）（品目29.39）。”

第161页，第二十五章，章注释，本页第17行

本页第15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二（五）：

“（五）夯混白云石（品目38.16）；”

原章注二（五）至二（九）相应地调整为二（六）至二

（十）。

第170页，品目25.18，品目条文，本页第18、19行

将原文修改为：

“25.18 白云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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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0页，品目25.18，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7行

删除子目2518.30。



第170页，品目25.18，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1—9行

删除本段，即删除“本品目也包括用作耐火材料的夯混

白云石（例如，炉用衬料）。这些产品销售时呈粉状或小颗

粒状，主要成分为砸碎的烧结白云石。根据夯混白云石使用

范围及温度的不同，可加入不同的非水硬粘合剂（例如，焦

油、沥青、树脂）。”

第170页，品目25.18，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8行

将原文修改为：

“但本品目不包括混凝土集料、铺路或铁道路基用的砸碎白云石（品目25.17）或

夯混白云石（品目38.16）。”

第177页，第二十六章，章注释，本页第9—10行

章注释一（六），将原文修改为：

“（六）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废碎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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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71.12或85.49）；或”

第184页，品目26.20，注释条文，本页第11—12行

本段第三句，将原文修改为：

“但机械加工金属所剩的废料及残旧破烂的金属制品碎料不包括在内（第十四类、

第十五类或第十六类）。”

第184页，品目26.20，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废碎料（包括废或破的铂合金网催化剂及主要用于

回收贵金属的含贵金属或贵金属化合物的废碎料）（品目71.12或85.49）。”

第186页，第二十七章，子目注释，本页倒数第8—7行

子目注释五，将原文修改为：

“五、品目27.10的子目所称“生物柴油”，是指从动植物油脂或微生物油脂（不论

是否使用过）得到的用作燃料的脂肪酸单烷基酯。”

第192页，品目27.11，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4行



在本页倒数第14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本品目还包括其他气体如液化石油气（LPG）。”

第196页，第六类，类注释，本页第15行

本页第15行之后插入新的类注释四：

“四、其列名或功能既符合第六类中一个或多个品目的规定，又符合品目38.27的

规定的产品，应按列名或功能归入相应品目，而不归入品目38.27。”

第197页，第六类，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的注释四：

“注释四：

注释四规定，第六类中列名或功能符合的其他品目优先于品目38.27。因此，例如，

既可作为“有机复合溶剂”归入品目38.14 ，又可归入品目38.27的产品应归入品目

38.14，即使品目38.14条文第一部分和品目38.27条文都有“其他品目未列名”的相同

表述。但应注意，品目38.27优先于品目38.24，因为品目38.24没有列名或列明功能的

相关产品。”

第263页，品目28.4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5—13行

子目2844.40，将原文修改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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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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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残渣：

41 — — 氚及其化合物；含氚及其化合物的合金、分散体（包括金属陶瓷）、陶

瓷产品及混合物

42 — — 锕-225、锕-227、锎-253、锔-240、锔-241、锔-242、锔-243、锔-244、

锿-253、锿-254、钆-148、钋-208、钋-209、钋-210、镭-223、铀-230

或铀-232及其化合物；含这些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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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其他放射性元素、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其他含这些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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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放射性残渣”

第268页，品目28.45，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5行

本页倒数第5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2845.20至2845.40：
“20 — 硼-10浓缩硼及其化合物

30 — 锂-6浓缩锂及其化合物

40 — 氦-3”



第276页，第二十九章，章注释，本页第14—15行

章注释一（七），将原文修改为：

“（七）为了便于识别或安全起见，加入抗尘剂、着色剂、气味剂或催吐剂的上述

（一）、（二）、（三）、（四）、（五）、（六）各款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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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8页，第二十九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8—19行

本段最后一句，将原文修改为：

“这些化合物还可按加入着色剂相同的条件加入有味物质（例如，在品目29.03的

溴甲烷中加入少量的三氯硝基甲烷）或催吐剂。”

第279页，第二十九章，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7行

将原文修改为：

“六、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及其复合衍生物；品目29.11、29.12、29.14、

29.18及29.22所称“含氧基””

第280页，第二十九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行

本页第1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本章注释四最后一段和品目29.11、29.12、29.14、29.18及29.22条文中所称“含

氧基”，仅限于品目29.05至29.20的有机含氧基。影响其归入29.11、29.12、29.14及29.18

的含氧官能团应保持完整。”

第287页，品目29.03，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8—6行

删除子目2903.3至2903.39，新增子目2909.4至2909.69：
“ — 无环烃的饱和氟化衍生物：

41 — — 三氟甲烷（HFC-23）

42 — — 二氟甲烷（HFC-32）

43 — — 一氟甲烷（HFC-41）、1,2-二氟乙烷（HFC-152）及1,1 -二氟乙烷

（HFC-152a）

44 — — 五氟乙烷（HFC-125）、1,1,1-三氟乙烷（HFC-143a）及1,1,2-三氟乙

烷（HFC-143）

45 — — 1,1,1,2-四氟乙烷（HFC-134a）及1,1,2,2-四氟乙烷（HFC-134）

46 — — 1,1,1,2,3,3,3-七氟丙烷（HFC-227ea）、1,1,1,2,2,3-六氟丙烷

（HFC-236cb）、1,1,1,2,3,3-六氟丙烷（HFC-236ea）、1,1,1,3,3,3-

六氟丙烷（HFC-236fa）

47 — — 1,1,1,3,3-五氟丙烷（HFC-245fa）及1,1,2,2,3-五氟丙烷（HFC-245ca）

48 — — 1,1,1,3,3-五氟丁烷（HFC-365mfc）及1,1,1,2,2,3,4,5,5,5-十氟戊

烷（HFC-43-10mee）



49 — — 其他

— 无环烃的不饱和氟化衍生物：

51 — — 2,3,3,3-四氟丙烯（HFO-1234yf）、1,3,3,3-四氟丙烯（HFO-1234ze）

及(Z)-1,1,1,4,4,4-六氟-2-丁烯（HFO-1336mzz）

59 — — 其他

— 无环烃的溴化或碘化衍生物：

61 — — 甲基溴（溴甲烷）

62 — — 二溴乙烷（ISO）（1,2-二溴乙烷）

69 — — 其他”

第287页，品目29.03，子目条文，倒数第4行至288页第2行

子目2903.71至2903.76，将原文修改为：

“71 — — 一氯二氟甲烷（HCFC-22）

72 — — 二氯三氟乙烷（HCFC-123）

73 — — 二氯一氟乙烷（HCFC-141,141b）

74 — — 一氯二氟乙烷（HCFC-142,142b）

75 — — 二氯五氟丙烷（HCFC-225,225ca,225cb）

76 — — 溴氯二氟甲烷（Halon-1211）、一溴三氟甲烷（Halon-1301）及二溴

四氟乙烷（Halon-2402）”

第288页，品目29.03，注释条文，倒数第1行

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的第三、四点：

“三、无环烃的饱和氟化衍生物

三氟甲烷（HFC-23）、二氟甲烷（HFC-32）、一氟甲烷（HFC-41）、1,2-二氟乙烷

（HFC-152）、1,1 -二氟乙烷（HFC-152a）、五氟乙烷（HFC-125）、1,1,1-三氟乙烷（HFC-143a）、
1,1,2-三氟乙烷（HFC-143）、1,1,1,2-四氟乙烷（HFC-134a）、1,1,2,2-四氟乙烷（HFC-134）、
1,1,1,2,3,3,3-七氟丙烷（HFC-227ea）、1,1,1,2,2,3-六氟丙烷（HFC-236cb）、1,1,1,2,3,3-六
氟丙烷（HFC-236ea）、1,1,1,3,3,3-六氟丙烷（HFC-236fa）、1,1,1,3,3-五氟丙烷（HFC-245fa）、
1,1,2,2,3-五氟丙烷（HFC-245ca）、1,1,1,3,3-五氟丁烷（HFC-365mfc）及1,1,1,2,2,3,4,5,5,5
-十氟戊烷（HFC-43-10mee）的贸易受《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管

制。

四、无环烃的不饱和氟化衍生物

2,3,3,3-四氟丙烯（HFO-1234yf）、1,3,3,3-四氟丙烯（HFO-1234ze）及(Z)-1,1,1,4,4,4-
六氟-2-丁烯（HFO-1336mzz）。氢氟烯烃（HFOs）是不饱和的氟碳化合物（即，两个碳

原子之间有双键的分子）。双键的存在使得分子拥有很短的寿命和很低的全球变暖潜能

值（GWP）。大部分氢氟烯烃是不饱和的氢氟烃，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为4—9，
且不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管制。例如，HFO-1234yf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可移动空调

系统，其全球变暖潜能值为4。

原第三、四、五、六点相应地调整为第五、六、七、八点。

第289页，品目29.03，注释条文，本页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五、无环烃的溴化或碘化衍生物”

第289页，品目29.03，注释条文，本页第11—14行

将原文修改为：

“六、含有二个或多个不同卤素无环烃的卤化衍生物

一氯二氟甲烷（HCFC-22）、二氯三氟乙烷（HCFC-123）、二氯一氟乙烷（HCFC-141，

141b）、一氯二氟乙烷（HCFC-142，142b）、二氯五氟丙烷（HCFC-225，225ca，225cb）、

溴氯二氟甲烷（Halon-1211）、溴三氟甲烷（Halon-1301）、二溴四氟乙烷（Halon-2402）、

三氯氟甲烷（CFC-11）、二氯二氟甲烷（CFC-12）、三氯三氟乙烷、二氯四氟乙烷、氯

五氟乙烷的贸易受到《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管制。”

第297页，第四分章，分章标题，本页倒数第5—2行

将原文修改为：

“第四分章 醚、过氧化醇、过氧化醚、缩醛及半缩醛过

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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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7页，品目29.09，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至第298页

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29.09 醚、醚醇、醚酚、醚醇酚、过氧化醇、过氧化醚、缩醛及半缩醛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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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8页，品目29.09，子目条文，本页第13行

子目2909.60，将原文修改为：

“60 — 过氧化醇、过氧化醚、缩醛及半缩醛过氧化物、过氧化酮及其卤化、

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第299页，品目29.09，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9—4行

第四点，将原文修改为：

“四、过氧化醇、过氧化醚、缩醛及半缩醛过氧化物及过氧化酮



这些化合物是通式为ROOH及ROOR1的化合物，其中R和R1是有机基团。

例如，乙过醇及过氧化二乙基。

本品目也包括缩醛及半缩醛过氧化物（包括过氧缩酮），例如，1,1-二（过氧化叔

丁基）环己烷*； 以及过氧化酮（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例如，过氧化环己酮（1-

氢过氧化环己基-1-羟基环己基过氧化物）*。”

第299页，品目29.09，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行

删除该排他条款。

第300页，品目29.11，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3行

删除本行，即删除“本品目还包括过氧缩酮。”

第301页，品目29.11，注释条文，本页第4行

删除第（四）点。

第331页，品目29.30，子目条文，本页第1行

本页第1行前插入新增子目2930.10：
“10 — 2-(N,N-二甲基氨基)乙硫醇”

第332页，品目29.31，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9行至第333页

第2行

删除子目2931.3至2931.39，新增子目2931.4至2931.59，

将原文修改为：

“ — 非卤化有机磷衍生物：

41 — — 甲基膦酸二甲酯

42 — — 丙基膦酸二甲酯

43 — — 乙基膦酸二乙酯

44 — — 甲基膦酸

45 — — 甲基膦酸和脒基尿素（1:1）生成的盐

46 — — 1-丙基磷酸环酐

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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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 3,9-二甲基-2,4,8,10-四氧杂-3,9-二磷杂螺[5,5]十一烷-3,9二氧化物

49 — — 其他

— 卤化有机磷衍生物：

51 — — 甲基膦酰二氯

52 — — 丙基膦酰二氯

53 — — O-(3-氯丙基)-O-[4-硝基-3-(三氟甲基)苯基]甲基硫代膦酸酯



54 — — 敌百虫（ISO）

59 — — 其他”

第333页，品目29.31，注释条文，本页第7—15行

第三点，将原文修改为：

“三、有机磷化合物。

这些有机化合物含有至少一个直接与碳原子连接的磷原子。

本组包括：

（一）非卤化有机磷衍生物，例如：

1. 甲基膦酸二甲酯*、丙基膦酸二甲酯、乙基膦酸二乙酯及甲基膦酸。

2. 甲基膦酸和脒基尿素（1:1）生成的盐。

3. 1-丙基磷酸环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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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9-二甲基-2,4,8,10-四氧杂-3,9-二磷杂螺[5,5]十一烷-3,9二氧化物。

6. 3-(三羟基硅基)丙基甲基膦酸酯钠盐。

（二）卤化有机磷衍生物，例如：

1. 甲基膦酰二氯。

2. 丙基膦酰二氯。

3. O-(3-氯丙基)-O-[4-硝基-3-(三氟甲基)苯基]甲基硫代膦酸酯。

4. 敌百虫（ISO）。

5. 邻-甲氟膦酸异丙酯（沙林）。

6. 邻-甲氟膦酸叔已酯（梭曼）。

上述第（一）、（二）点中列举的化学品，除敌百虫（ISO）的贸易受《鹿特丹公

约》的管制外，其余化学品的贸易均受《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管制。”

第334页，品目29.32，子目条文，本页第18行

本页第18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2932.96：
“96 — — 克百威（ISO）”

第336页，品目29.32，注释条文，本页第5行

本页第5行之后插入新增的第（十一）点：

“（十一）克百威（ISO），是一种剧毒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其贸易受《鹿特丹

公约》的管制。”

第336页，品目29.33，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5—1行

修改子目2933.33，新增子目2933.34至2933.37，将原文

修改为：

“33 — — 阿芬太尼（INN）、阿尼利定（INN）、苯氰米特（INN）、溴西泮（INN）、



卡芬太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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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哌利定（INN）、

哌苯甲醇（INN）、哌氰米特（INN）、哌丙吡胺（INN）、瑞芬太尼（INN）

和三甲利定（INN）以及它们的盐

34 — — 其他芬太尼及它们的衍生物

35 — — 奎宁环-3-醇（3-奎宁醇）

36 — — 4-苯氨基-N-苯乙基哌啶（ANPP）

37 — — N-苯乙基-4-哌啶酮（NPP）”

第338页，品目29.33，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21行

本页倒数第21行之后插入新增的第（四）、（五）点：

“（四）芬太尼（INN），是一种含有苯基哌啶环的人工合成的阿片类镇痛剂和麻醉

剂，属于麻醉药物。

（五）芬太尼衍生物，包括但不限于阿芬太尼（INN）、卡芬太尼（INN）、瑞芬太尼

（INN）。

结构上除了含有未稠合的哌啶环外，还含有氧或硫杂环（如呋喃环或噻吩环）的芬

太尼衍生物，不归入本品目（品目29.34）。”

第341页，品目29.34，子目条文，本页第6行

子目2934.91之后插入新增的子目2934.92：
“92 — — 其他芬太尼以及它们的衍生物”

第341页，品目29.34，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2行

本页倒数第2行之后插入新增的第（八）点：

“（八）芬太尼衍生物包括舒芬太尼（INN），几乎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是一种人

工合成的阿片类镇痛剂。

本品目的衍生物结构上除了含有未稠合的哌啶环外，还含有氧或硫杂环，如呋喃环

或噻吩环。

仅含有含氮杂环的芬太尼衍生物不归入本品目（品目29.33）。”

第343页，品目29.36，子目条文，本页第10行

子目2936.24，将原文修改为：

“24 — — D或 DL-泛酸（维生素B5）及其衍生物”

第345页，品目29.36，注释条文，本页第8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五、D-或 DL-泛酸（也称作维生素B5）及其主要用作维生素的衍生物”



第345页，品目29.36，注释条文，本页第11—13行

将本段第二句修改为：

“这种维生素也称维生素 B5，存在于所有的生物细胞及组织中（例如，存在于哺乳

动物的肝及肾、米皮、酒酵母、牛奶、粗糖蜜等中）。”

第345页，品目29.36，注释条文，本页第16行

将原文修改为：

“（三）D-泛酸钙及DL-泛酸钙，为白色粉末，溶于水，是维生素B5的最普通形式。”

第347页，品目29.3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9行

将原文修改为：

“十四、维生素 PP（也称作烟酸和烟酰胺，或维生素 B3）及其主要用作维生素的

衍生物”

第359页，品目29.39，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3行至第360页

第3行

修改子目2939.4，新增子目2939.45：
“ — 麻黄生物碱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41 — — 麻黄碱及其盐

42 — — 假麻黄碱（INN）及其盐

43 — — d-去甲假麻黄碱（INN）及其盐

44 — — 去甲麻黄碱及其盐

45 — — 左甲苯丙胺、去氧麻黄碱（INN）、去氧麻黄碱外消旋体以及它们的盐

49 — — 其他”

第360页，品目29.39，子目条文，本页第13—14行

删除子目2939.71，替换为子目2939.72：
“72 — — 可卡因、芽子碱，它们的盐、酯及其他衍生物”

第361页，品目29.39，注释条文，本页第14—19行

第四点，将原文修改为：

“四、麻黄生物碱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麻黄生物碱包括存在于麻黄属植物的，也包括人工合成的。

（一）麻黄碱*，存在于麻黄中，也可合成而得；为无色结晶体，用于医药。

（二）伪麻黄碱（INN）。

（三）去甲伪麻黄碱（INN）。



（四）去甲麻黄碱。

（五）甲基麻黄碱。

（六）乙基麻黄碱。

（七）麻黄生物碱衍生物，例如，左甲苯丙胺、甲基苯丙胺（INN）、甲基苯丙胺外

消旋体、乙基麻黄碱（INN）。”

第361页，品目29.39，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6行

将原文修改为：

“八、其他植物来源的生物碱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第362页，品目29.39，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5行

删除第（三十）项。

第367页，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 I 经1972年协议修订

的受《1961年麻醉药物单项公约》管制的麻醉药物》（对2017

年版《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第六期）的再修订）

将以下药物的条目修改为：

乙色胺（INN） 2939.79 1

醋酸乙色胺 2939.79 1

盐酸乙色胺 2939.79 1

删除该两项：
醋氢可酮（INN） 2939.11 1

蒂巴因 2939.11 1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I 经1972年协议修

订的受《1961年麻醉药物单项公约》管制的麻醉药物》

将以下药物的条目修改为：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公约附

表编号

乙酰芬太尼 2933.34 3258-84-2 1

乙酰阿法甲基芬太尼 2933.34 101860-00-8 1

丙烯酰芬太尼 2933.34 82003-75-6 1

丁苯芬 2933.34 1169-70-6 1

卡芬太尼（INN） 2933.33 59708-52-0 1

可卡因 2939.72 50-36-2 1



d-可卡因 2939.72 478-73-9 1

苯甲酸可卡因 2939.72 1

硼酸可卡因 2939.72 1

柠檬酸可卡因 2939.72 1

甲酸可卡因 2939.72 1

氢碘酸可卡因 2939.72 1

氢溴酸可卡因 2939.72 1

盐酸可卡因 2939.72 53-21-4 1

乳酸可卡因 2939.72 1

硝酸可卡因 2939.72 5913-62-2 1

水杨酸可卡因 2939.72 5913-64-4 1

硫酸可卡因 2939.72 1

酒石酸可卡因 2939.72 1

芽子碱，及其可转化为芽子碱和可卡因

的酯和衍生物
2939.72 481-37-8 1

芽子碱苯酰乙酯 2939.72 1

芽子碱苯酰丙酯 2939.72 1

芽子碱肉桂酰甲酯 2939.72 1

芽子碱2,6二甲基苯酰甲酯 2939.72 1

盐酸芽子碱 2939.72 1

芽子碱羟苯甲酯 2939.72 1

芽子碱甲酯 2939.72 1

盐酸芽子碱甲酯 2939.72 1

芽子碱苯乙酰甲酯 2939.72 1

对氟芬太尼 2933.34 4

盐酸对氟芬太尼 2933.34 4

4-氟异丁基芬太尼 (4-FIBF, pFIBF) 2933.34 244195-32-2 1

呋喃芬太尼 2934.92 101345-66-8 1

倍他羟基芬太尼 2933.34 4

盐酸倍他羟基芬太尼 2933.34 4

（+）顺式-β-羟基-3-间-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倍他羟基-3-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盐酸倍他羟基-3-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3-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3-甲基芬太尼盐酸盐 2933.34 4

阿法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盐酸阿法甲基芬太尼 2933.34 4

阿法甲基硫代芬太尼 2934.92 1

阿法甲基硫代芬太尼盐酸盐 2934.92 1

3-甲基硫代芬太尼 2934.92 4

3-甲基硫代芬太尼 2934.92 4

（+）-顺式-3-甲基硫代芬太尼 2934.92 4

（+）-顺式-3-甲基硫代芬太尼盐酸盐 2934.92



奥芬太尼（INN） 2933.34 101343-69-5 1

瑞芬太尼（INN） 2933.33 132875-61-7 1

盐酸瑞芬太尼 2933.33 1

四氢呋喃芬太尼 2934.92 1

硫代芬太尼 2934.92 1165-22-6 4

醋酸硫代芬太尼 2934.92 1

盐酸硫代芬太尼 2934.92 4

”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I 经1972年协议修

订的受《1961年麻醉药物单项公约》管制的麻醉药物》

在“罂粟秆浓缩物”之后插入新的一条：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公约附

表编号

环丙基芬太尼 2933.34 1169-68-2 1

”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I 经1972年协议修

订的受《1961年麻醉药物单项公约》管制的麻醉药物》

在“柠檬酸芬太尼”之后插入新的两条：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公约附

表编号

对氟丁酰芬太尼 2933.34 244195-31-1 1

邻氟芬太尼 2933.34 910616-29-4 1

”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I 经1972年协议修

订的受《1961年麻醉药物单项公约》管制的麻醉药物》

在“美沙酮（INN）中间体：4-氰基-2-二甲氨基-4,4-二

苯丁烷或2-二甲氨基-4,4-二苯基-4-氰丁烷”之后插入新的一

条：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公约附

表编号



甲氧基乙酰芬太尼 2933.34 101345-67-9 1

”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Ⅱ 受《1971年精

神治疗药物公约》管制的精神治疗药物》

将以下药物的条目修改为：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公约附

表编号

左甲苯丙胺 2939.45 2

盐酸左甲苯丙胺 2939.45 2

甲基苯丙胺（INN） 2939.45 537-46-2 2

盐酸甲基苯丙胺 2939.45 51-57-0 2

重酒石酸甲基苯丙胺 2939.45 2

甲基苯丙胺外消旋体 2939.45 7632-10-2 2

盐酸甲基苯丙胺外消旋体 2939.45 2

硫酸甲基苯丙胺 2939.45 2

”

第二十九章，麻醉药与精神治疗药物表，《Ⅲ 前体》

将以下药物的条目修改为：

“

名 称 HS编码 （CAS）编号

4-苯胺-N-苯乙基哌啶（ANPP） 2933.36 21409-26-7

N-苯乙基-4-哌啶酮（NPP） 2933.37 39742-60-4

”

第387页，《非法生产某些管制物质的最常见前体及主要化学

品表》

将第一列第二项修改为：

“可卡因或甲基苯甲酰芽子碱

（2939.72）”

第394页，《非法生产某些管制物质的最常见前体及主要化学

品表》

将第一列第一项修改为：

“甲基苯丙酮（INN）或2-甲氨基-1-苯基丙烷或去氧麻黄碱



（2939.45）”

第402页，在第二十九章注释中述及的某些产品的化学结构

在“过氧化酮（过氧化环己酮）”之后插入新的一行：

“

1,1-二(叔丁基过氧

化)环己烷

”

第403页，在第二十九章注释中述及的某些产品的化学结构

删除“过氧化醚 1,1-二(叔丁基过氧化) 环己烷”一行。

第417页，在第二十九章注释中述及的某些产品的化学结构

在“结构中含有一个非稠合吡啶环（不论是否氢化）的

化合物”之后插入新的一行：

“

芬太尼（INN）

”

第422页，在第二十九章注释中述及的某些产品的化学结构

倒数第三行，将该条目修改为：

“

四、
麻黄生物碱及其衍

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

第427页，第三十章，章注释，本页第6行

章注释一（二），将原文修改为：

“（二）含尼古丁并用于帮助吸烟者戒烟的产品，例如，片剂、咀嚼胶或透皮贴片

（品目24.04）；”



第427页，第三十章，章注释，本页第11行

章注释一（七），将原文修改为：

“（七）以熟石膏为基本成分的牙科用制品（品目34.07）；”

第427页，第三十章，章注释，本页第12行

章注释一（八），将原文修改为：

“（八）不作治疗及预防疾病用的血清蛋白（品目35.02）；或”

第427页，第三十章，章注释，本页第12行

在本页第12行之后插入新的章注释一（九）：

“（九）品目38.22的诊断试剂。”

第427页，第三十章，章注释，本页倒数第7行

章注释四（五），将原文修改为：

“（五）安慰剂和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用于经许可的临床试验，已

配定剂量，即使它们可能含有活性药物。”

第429页，品目30.02，品目条文、子目条文，本页第12—23

行

修改品目 30.02条文，删除子目 3002.11、 3002.19、

3002.20、3002.30，插入新增子目3002.4至3002.49、3002.5

至3002.59，将原文修改为：

“30.02 人血；治病、防病或诊断用的动物血制品；抗血清、其他血份及免疫制品，

不论是否修饰或通过生物工艺加工制得；疫苗、毒素、培养微生物（不包括

酵母）及类似产品；细胞培养物，不论是否修饰：”

— 抗血清、其他血份及免疫制品，不论是否修饰或通过生物工艺

加工制得：

12 — — 抗血清及其他血份

13 — — 非混合的免疫制品，未配定剂量或制成零售包装

14 — — 混合的免疫制品，未配定剂量或制成零售包装

15 — — 免疫制品，已配定剂量或制成零售包装

— 疫苗、毒素、培养微生物（不包括酵母）及类似产品：

41 — — 人用疫苗

42 — — 兽用疫苗

49 — — 其他



— 细胞培养物，不论是否修饰：

51 — — 细胞治疗产品

59 — — 其他

90 — 其他”

第 430 页，品目 30.02，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 14 行

在本页倒数第 14 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此外，本品目还包括核酸疫苗。例如包括 DNA质粒疫苗和 mRNA 疫苗。DNA质粒

疫苗携带来自目标病原体的蛋白质编码基因，而 mRNA 编码为病原体的特异性蛋白质。

DNA质粒和mRNA在体内复制或向身体发出信号，使其复制所需的抗原，从而使机体产生

免疫应答。”

第430页，品目30.02，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2行

在本页倒数第12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本品目不包括用于经许可临床试验的成套疫苗（品目30.06），不论其是作为待测

疫苗，还是在试验中作为对照物质（有时称为“安慰剂”）与另一种待测疫苗进行比对。”

第430页，品目30.02，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至第431页

第6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五）细胞培养物，不论是否修饰。
细胞培养物是在受控条件下，通常是在其自然环境之外生长的细胞。在这种情况下，

细胞培养物是指多细胞生物的细胞培养物，特别是人类或动物的细胞。培养微生物（不
包括酵母）应归入子目3002.49。

细胞治疗产品是指经细胞操作修饰的，用于注射、移植或植入患者体内的细胞材料。
细胞治疗在许多疾病中都有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上的应

用。其他应用包括：心脏疾病（心肌梗塞和心力衰竭）、糖尿病、骨骼和关节疾病、遗
传疾病及皮肤和软组织创伤。

细胞治疗产品包括干细胞和干细胞衍生产品（如来自造血、间充质、胚胎和脐带血
的上述产品）、癌症疫苗与免疫疗法产品（如树突状细胞疫苗、活化 T或 B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经修饰或未经修饰的癌细胞）、同种异体胰岛细胞、用于软骨修复的软骨细
胞、角质形成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肝细胞。”

第431页，品目30.02，子目注释，本页第15行

在本页第15行之后插入新的子目注释：

“子目3002.51

子目3002.51所称的“细胞治疗产品”是指通过操作（选择性去除、富集、扩增或

功能性地改变细胞的活体外操作）使其生物特性被实质性改变的活细胞，用于体内以达

到为受体治疗或预防疾病的效果。细胞治疗产品可以包括源于人类或动物的细胞。

子目3002.51不包括未经过上述操作或仅经最小程度、不改变细胞相关生物特性的

操作的细胞。”



第434页，品目30.04，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六）含尼古丁并用于帮助吸烟者戒烟的产品，例如，片剂、咀嚼胶或透皮贴片

（品目24.04）。”

第435页，品目30.05，排他条款，本页第14行

将原文修改为：

“（四）品目96.19的卫生巾（护垫）及卫生棉条、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

第435页，品目30.06，子目条文，本页第15—28行

删除子目3006.20，插入新增子目3006.93，将原文修改

为：
“30.06 本章注释四所规定的医药用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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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胶布；无菌昆布及无菌

昆布塞条；外科或牙科用无菌吸收性止血材料；外科或牙科用无

菌抗粘连阻隔材料，不论是否可吸收

30 — Ｘ光检查造影剂；用于病人的诊断试剂

40 — 牙科粘固剂及其他牙科填料；骨骼粘固剂

50 — 急救药箱、药包

60 — 以激素、品目29.37的其他产品或杀精子剂为基本成分的化学避孕

药物：

70 — 专用于人类或兽药的凝胶制剂，作为外科手术或体检时躯体部位

的润滑剂，或者作为躯体和医疗器械之间的耦合剂

— 其他：

91 — — 可确定用于造口术的用具

92 — — 废药物

93 — — 安慰剂和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用于经许可的临床

试验，已配定剂量

第436页，品目30.06，注释条文，本页第11行至第437页倒数

第1行

删除第五项全部内容。原第六至十二项相应地调整为第

五至十一项。

第437页，品目30.0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在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以下内容：

“十二、安慰剂

归入本品目的安慰剂在外观上模仿药品，用于经许可的临床试验。一般情况下，安

慰剂是一种药物惰性产品，通常由被研究的药品的成分去除活性成分所组成。归入本品

目的安慰剂还包括已获准用于经许可临床试验作对照物质的疫苗。安慰剂有多种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片剂、液体、注射剂和贴片。药品中的成分（赋形剂）必须通常被认为对

人体是安全的，否则不能使用。

十三、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即成套的临床试验药物）

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即成套的临床试验药物）仅用于盲法医学试验，

包括试验药物、相关安慰剂或者两者皆有，其目的是为了对药物进行隐匿。对于新药试

验，通常使用随机双盲法。关于双盲试验试剂盒的确切信息，如它是否含有活性药物或

安慰剂或两者皆有，都不会随附于套盒，也无法提供给海关。

套盒可能包括仅为安全运输或储存货物所需的任何物品或包装，如温度记录器、篡

改检测器或冷却包，以及任何相关或必要的文件及表格，不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

归入本品目的安慰剂、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成套药物）为用于经许

可临床试验的已配定剂量产品。

临床试验的目的是进行人体或动物药物试验，其中研究对象是一种含待测活性成分

的药物或是用作临床试验对照物的安慰剂。被测试的活性成分可以包括用于治疗或预防

疾病的草药产品。

经许可的临床试验，须符合进口国（地区）关于临床试验研究产品进口的所有相关

监管要求。

非用于经许可的临床试验的“安慰剂”和“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产

品，应根据其不同的成分和形式，分别归入其他品目（例如，品目17.04、21.06等）。”

第446页，品目32.0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5行

本页倒数第15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204.18：
“18 — — 类胡萝卜素着色料及以其为基本成分的制品”

第448页，品目32.04，子目注释，本页倒数第5—4行

将原文修改为：

“——其他可归入子目3204.11至3204.18中两个或多个具体列名子目的，应按顺序

归入其可归入的最后一个子目。”

第448页，品目32.04，子目注释，本页倒数第3—2行

将原文修改为：

“——既可归入子目3204.11至3204.18中的某一具体列名子目，又可归入“其他”

子目3204.19的有机合成着色料，应归入具体列名的有关子目项下。”

第469页，第三十四章，章注释，本页第6行



章注释一（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用作脱模剂的食用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混合物或制品（品目15.17）；”

第471页，第三十四章，子目条文，本页第19-24行

删除子目 3402.1至 3402.20，插入新增子目 3402.3至

3402.50：
“ — 阴离子型有机表面活性剂，不论是否零售包装：

31 — — 直链烷基苯磺酸及其盐

39 — — 其他

— 其他有机表面活性剂，不论是否零售包装：

41 — — 阳离子型

42 — — 非离子型

49 — — 其他

50 — 零售包装的制品”

第488页，品目36.03，子目条文，本页第4行

本页第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603.10至3603.60：
“ 10 — 安全导火索

20 — 导爆索

30 — 火帽

40 — 雷管

50 — 引爆器

60 — 电雷管”

第488页，品目36.03，注释条文

第二点，将原文修改为：
“二、导爆索

导爆索（又称为导爆引信、起爆索或引爆索）用以起爆一个或多个装药，通常以太

安（季戊四醇四硝酸酯）或其他炸药作芯子，外包防水织物或塑料（软导火线）制成。

太安的爆速约为6.5千米（4英里）每秒。导爆索可以引爆大部分商用高爆炸药（达纳炸

药、葛里炸药、敏化凝胶等），但无法单独引爆低感度炸药，如铵油炸药（硝酸铵燃料

油炸药）。它们最常用于采矿场、采石场及土木工程工地。”

第491页，第三十七章，章注释，本页第4行

章注释二，将原文修改为：

“本章所称“摄影”，是指光或其他射线作用于感光面（包括热敏面）上直接或间

接形成可见影像的过程。”



第496页，第三十八章，章注释，本页第11行

本页第11行之后插入新增章注释一（三）：

“（三）品目24.04的产品；”

原章注释一（三）至（五）依次改为一（四）至（六）。

第496页，第三十八章，章注释，本页倒数第8—7行

章注释四（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已从垃圾中分拣出来的单独的材料或物品，例如，废的塑料、橡胶、木材、

纸张、纺织品、玻璃、金属和电子电气废弃物及碎料（包括废电池），这些材料或物品

应归入本目录中适当品目；”

第497页，第三十八章，章注释，本页第7-8行

章注释七，将原文修改为：

“七、品目38.26所称的“生物柴油”，是指从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不论是否使用

过）得到的用作燃料的脂肪酸单烷基酯。”

第497页，第三十八章，子目注释，本页第10-19行

子目注释一，将原文修改为：

“一、子目3808.52及3808.59仅包括品目38.08的货品，含有一种或多种下列物质：

甲草胺（ISO）、涕灭威（ISO）、艾氏剂（ISO）、谷硫磷（ISO）、乐杀螨（ISO）、毒杀芬

（ISO）、敌菌丹（ISO）、克百威（ISO）、氯丹（ISO）、杀虫脒（ISO）、乙酯杀螨醇（ISO）、

滴滴涕（ISO，INN）〔1,1,1-三氯-2,2-双（4-氯苯基）乙烷〕、狄氏剂（ISO，INN）、4,6

-二硝基邻甲酚〔二硝酚（ISO）〕及其盐、地乐酚（ISO）及其盐或酯、硫丹（ISO）、1,2

-二溴乙烷（ISO）、1,2-二氯乙烷（ISO）、氟乙酰胺（ISO）、七氯（ISO）、六氯苯（ISO）、

1,2,3,4,5,6-六氯环己烷〔六六六（ISO）〕，包括林丹（ISO，INN）、汞化合物、甲胺磷

（ISO）、久效磷（ISO）、环氧乙烷（氧化乙烯）、对硫磷（ISO）、甲基对硫磷（ISO）、

五氯苯酚（ISO）及其盐或酯、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全氟辛基磺胺、全氟辛基磺酰氯、

磷胺（ISO）、2,4,5-涕（ISO）（2,4,5-三氯苯氧基乙酸）及其盐或酯、三丁基锡化合物、

敌百虫（ISO）。”

第497页，第三十八章，子目注释，本页第24-29行

子目注释三，将原文修改为：

“三、子目3824.81至3824.89仅包括含有下列一种或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制品：环

氧乙烷（氧化乙烯）、多溴联苯（PBBs）、多氯联苯（PCBs）、多氯三联苯（PCTs）、三（2,3

-二溴丙基）磷酸酯、艾氏剂（ISO）、毒杀芬（ISO）、氯丹（ISO）、十氯酮（ISO）、滴



滴涕（ISO，INN）〔1,1,1-三氯-2,2-双（4-氯苯基）乙烷〕、狄氏剂（ISO，INN）、硫丹

（ISO）、异狄氏剂（ISO）、七氯（ISO）、灭蚁灵（ISO）、1,2,3,4,5,6-六氯环己烷〔六

六六（ISO）〕，包括林丹（ISO，INN）、五氯苯（ISO）、六氯苯（ISO）、全氟辛基磺酸及

其盐、全氟辛基磺胺、全氟辛基磺酰氯，四、五、六、七或八溴联苯醚、短链氯化石蜡。

短链氯化石蜡是指分子式为 CxH（2x-y+2）Cly)（其中 x=10-13，y=1-13），按重量计氯

含量大于48%的化合物的混合物。”

第498页，第三十八章，总注释条文，本页第12—15行

将原文修改为：

“引用本章注释一（二）的规定时，混合物中含有“食物或其他营养物质”不一定

就不能归入第三十八章。作为化工产品的物质（例如，食品添加剂或加工助剂），如具

有的某种营养价值仅为次要于化工产品自身功能的，不应视为此注释所称的“食物或营

养物质”。本章注释一（二）所限定不能归入第三十八章的仅是那些用于配制食品的以

营养价值为主的混合物。”

第514页，品目38.16，品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0行

将原文修改为：

“38.16 耐火的水泥、灰泥、混凝土及类似耐火混合制品，包括夯混白云石，但品

目38.01的产品除外”

第514页，品目38.1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6行

本页倒数第6行之后插入新的一段：
“本品目也包括用作耐火材料的夯混白云石（例如，炉用衬料）。这些产品销售时

呈粉状或小颗粒状，主要成分为砸碎的烧结白云石。根据夯混白云石使用范围及温度的

不同，可加入不同的非水硬粘合剂（例如，焦油、沥青、树脂）。 ”

第514页，品目38.16，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至第515页

第1行

将原文修改为：

“二、搪炉料，其组分与以上第一款所述产品相似，通过手持式风动捣砂机进行密

实涂布或填塞。”

第515页，品目38.16，排他条款，本页第4—6行

将原文修改为：

“本品目不包括品目38.01的碳糊。”



第516页，品目38.22，品目条文，本页第18-19行

将原文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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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否制成试剂盒形式，但品目30.06的货品除外；有证标准样品：”

第516页，品目38.22，子目条文，本页第19行

本页第19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822.1至3822.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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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否制成试剂盒形式，但品目30.06的货品

除 外：

11 — — 疟疾用

12 — — 寨卡病毒及由伊蚊属蚊子传播的其他疾病用

13 — — 血型鉴定用

19 — — 其他

90 — 其他”

第516页，品目38.22，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2-20行

本品目注释前三段修改为：

“本品目包括附于衬背上的诊断或实验室用试剂，以及不论是否附于衬背上的诊断

或实验用配制试剂，不论是否制成试剂盒形式，包括血型试剂，但品目30.06的诊断病

人用的诊断试剂除外。本品目也包括有证标准样品。

诊断试剂用于对动物和人类体内物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过程及状况的评估；其

功能是以构成试剂的生物或化学物质中所发生的可测量或可观察的变化为基础。本品目

的诊断用配制试剂在功能上可能与病人用的诊断试剂（子目3006.30）相似，其区别在

于它们是用于体外而非用于体内。实验用配制试剂不仅包括诊断试剂，还包括除了用于

检测或诊断以外的其他分析试剂。诊断和实验室用配制试剂可用于医疗、兽医、科研或

工业实验室，也可用于医院、工业、农田，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在家庭使用。

本品目的试剂既可以附于衬背上，也可以制成配制试剂，因此它们含有一种以上成

分。例如，它们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试剂混合物所组成，或由溶解于除水以外的其他

溶剂中的单一成分试剂所组成。它们也可以是浸渍或涂布了一种或多种诊断或实验用试

剂的纸、塑料或者其他材料（作为衬背或载体），例如，石蕊试纸、pH值试纸、极谱纸

或预涂布的免疫测定板。本品目的试剂还可以配制成含有多种成分的试剂盒形式，即使

其中一种或多种成分是第二十八章或第二十九章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单独化合物，或是品

目32.04的合成着色料，或是单独报验时应归入另一品目的其他物质，都不影响其归入

本品目。例如，测试血液中的葡萄糖、尿液中的酮的试剂盒，以及酶基质试剂盒。

本品目的试剂必须可明显判别为仅可作诊断或实验室用试剂，可以清楚地根据产品

的成分、标签、用于体外或实验室的使用说明、具体诊断测试的指示或物质形态（例如，



附于衬背或载体上）加以判别。

基于如凝集、沉淀、中和、补体结合、血液凝集和酶联免疫吸附分析（ELISA）等

反应的诊断试剂盒归入本品目。例如，基于pLDH（疟原虫乳酸脱氢酶）单克隆抗体的疟

疾诊断试剂盒应归入本品目。

但具有品目30.06产品特征的诊断试剂盒【例如，用于经许可的临床试验的，已配

定剂量的盲法（或双盲法）临床试验试剂盒】除外。

血型试剂也归入本品目。归入本品目的试剂必须可直接用于血型试验。它们既可是

人类或动物血清，也可是植物种子或植物其他部分的浸膏（植物凝集素）。这些试剂根

据血细胞或血清的特征来确定血型。除活性成分外，它们可能还含有增强活性或起稳定

作用的物质（防腐剂、抗菌素等）。

一、下列货品可作为根据血细胞的特征来确定血型的试剂：

（一）用来确定A、B、O及 AB血型、A1及 A2亚型和 H因子的制剂。

（二）用来确定M、N、S及 P血型和其他如Lu、K及 Le等型的制剂。

（三）用来确定Rh血型及 Cw、F、V等亚型的制剂。

（四）用来确定动物血型的制剂。

二、用来测定血清特征的试剂是：

（一）用来测定Gm、Km等系统特征的制剂。

（二）来用测定Gc、Ag等血清类型的制剂。

三、为某些血型技术所需的抗人体球蛋白血清（库姆斯血清）也应作为本品目的试

剂归类。

需进一步加工后方能作试剂用的粗血清和其他半制成物质应根据其组成物质归类。

四、用于确定HLA性质（HLA抗原）的试剂归入本品目，但它们必须是可直接使用

的。它们可以是人体血清，也可以是动物血清。这些试剂与试验物体的外周血液淋巴球

反应以确定HLA抗原。试验物体的HLA抗原可根据不同的HLA试验血清反应方式加以确

定。除活性成分外，试剂还含有起稳定及保存作用的添加剂。

它们包括：

（一）用来确定HLA A、B及 C抗原的制剂。

（二）用来确定HLA DR 抗原的制剂。

（三）用来确定HLA D 抗原的制剂。

（四）含有一系列不同 HLA抗血清，用来确定 HLA A、B及 C抗原的成品试剂（例

如，试验板）。

（五）用来确定HLA DR 位的成品试剂（例如，试验板）。”

第518页，品目38.2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13—2行

删除子目3824.7至3824.79。

第519页，品目38.24，子目条文，本页第10行

本页第10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824.89：
“89 — — 含短链氯化石蜡的”



第519页，品目38.24，子目条文，本页第14行

本页第1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824.92：
“92 — — 甲基膦酸聚乙二醇酯”

第523页，品目38.24，子目注释，本页第17-21行

将原文修改为：

“子目3824.89

含有短链氯化石蜡的混合物的贸易受《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管制。”

第523页，品目38.24，子目注释，本页第24行

本页第24行之后插入新子目注释：

“子目3824.92

含有甲基膦酸聚乙二醇的混合物的贸易受《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管制。”

第525页，品目38.27，品目条文、子目条文、注释条文，本

页第13行

本页第13行之后插入新增品目38.27品目条文、新增子目

3827.1至3827.90子目条文，及相应注释条文：

“38.27 其他品目未列名的，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卤化衍生物的混合物：

— 含全氯氟烃（CFCs）的，不论是否含氢氯氟烃（HCFCs）、全氟烃

（PFCs）或氢氟烃（HFCs）；含氢溴氟烃（HBFCs）的；含四氯化

碳的；含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的：

11 — — 含全氯氟烃（CFCs）的，不论是否含氢氯氟烃（HCFCs）、全氟烃

（PFCs）或氢氟烃（HFCs）

12 — — 含氢溴氟烃（HBFCs）的

13 — — 含四氯化碳的

14 — — 含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的

20 — 含溴氯二氟甲烷（Halon-1211）、三氟溴甲烷（Halon-1301）或

二溴四氟乙烷（Halon-2402）的

— 含氢氯氟烃（HCFCs）的，不论是否含全氟烃（PFCs）或氢氟烃

（HFCs），但不含全氯氟烃（CFCs）；

31 — — 含子目2903.41至2903.48物质的

32 — — 其他，含子目2903.71至2903.75物质的

39 — — 其他



40 — 含溴化甲烷（甲基溴）或溴氯甲烷的

— 含三氟甲烷（HFC-23）或 全氟烃（PFCs），但不含全氯氟烃（CFCs）

或氢氯氟烃（HCFCs）的：

51 — — 含三氟甲烷（HFC-23）的

59 — — 其他

— 含其他氢氟烃（HFCs），但不含全氯氟烃（CFCs）或氢氯氟烃

（HCFCs）的：

61 — — 按重量计含15%及以上1,1,1-三氟乙烷（HFC-143a）的

62 — — 其他，不归入上述子目，按重量计含55%及以上五氟乙烷

（HFC-125），但不含无环烃的不饱和氟化衍生物（HFOs）的

63 — — 其他，不归入上述子目，按重量计含40%及以上五氟乙烷

（HFC-125）的

64 — — 其他，不归入上述子目，按重量计含30%及以上1,1,1,2-四氟乙

烷（HFC-134a）的，但不含无环烃的不饱和氟化衍生物（HFOs）

65 — — 其他，不归入上述子目的，按重量计含20%及以上二氟甲烷

（HFC-32）和20%及以上五氟乙烷（HFC-125）的

68 — — 其他，不归入上述子目，含子目2903.41至2903.48所列物质的

69 — — 其他

90 — 其他

本品目包括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卤化衍生物的混合物，也包括此类卤化衍生物与

其他物质的混合物。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卤化衍生物的混合物的贸易受《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的管制。

根据第六类注释四，其列名或功能既符合第六类中一个或多个品目的规定，又符合

品目38.27规定的产品，应按列名或功能归入相应品目，而不归入品目38.27。”

第526页，第七类，总注释条文，本页倒数第15—14行

总注释类注二第二句，将原文修订为：

“但所有其他本类所列的塑料或橡胶货品，如以所印花纹、字画作为主要用途，塑

料或橡胶仅作为印刷品的载体的，均应归入第四十九章。”

第541页，品目39.07，子目条文，本页第3行

子目3907.20，将原文修改为：

“ — 其他聚醚：

21 — — 双(聚氧乙烯)甲基膦酸酯

29 — — 其他”

第544页，品目39.11，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3行



在倒数第13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3911.20：
“ 20 — 聚(1,3-亚苯基甲基膦酸酯)”

第570页，品目40.15，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5行

删除子目4015.11，插入新增子目4015.12：
“ 12 — —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用”

第571页，品目40.15，子目注释，本页第1—3行

将原文修改为：

“子目4015.12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用手套是一次性无菌包装或非无菌散装的，具有高防水性

和拉伸性，以保护患者和使用者免受交叉感染。这些手套还可以用于诊断目的、科学和

医学研究实验室，或用于处理受污染的医疗材料。”

第591页，第四十四章，子目注释，本页第5行

本页第5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注释二至四：

“二、子目4401.32所称的“木屑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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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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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粘合剂后粘聚而成的产品。此类产品呈立方体、多面体或圆柱状，其最小横

截面尺寸大于25毫米。

三、子目4407.13所称“云杉-松木-冷杉”是指来源于云杉、松木、冷杉混合林的

木材，其各树种的比例是未知的且各不相同。

四、子目4407.14所称“铁杉-冷杉”是指来源于西部铁杉、冷杉混合林的木材，其

各树种的比例是未知的且各不相同。”

第592页，品目44.01，子目条文，本页第14行

本页第1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01.32：
“32 — — 木屑块”

第592页，品目44.01，子目条文，本页第16行

子目4401.40，将原文修改为：

“ — 锯末、木废料及碎片，未粘结的：

41 — — 锯末

49 — — 其他”

第592页，品目44.02，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02.20：
“20 — 果壳的或果核的”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第16行

子目4403.21，将原文修改为：

“21 — — 松木（松属），最小截面尺寸在15厘米及以上”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第18行

子目4403.23，将原文修改为：

“23 — — 冷杉及云杉，最小截面尺寸在15厘米及以上”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第20行

子目4403.25，将原文修改为：

“25 — — 其他，最小截面尺寸在15厘米及以上”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7行

本页倒数第17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03.42：
“42 — — 柚木”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3行

子目4403.93，将原文修改为：

“93 — — 水青冈木（山毛榉木），最小截面尺寸在15厘米及以上”

第593页，品目44.03，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1行

子目4403.95，将原文修改为：

“95 — — 桦木，最小截面尺寸在15厘米及以上”

第594页，品目44.03，子目注释，本页第16行

本页第16行之后插入新的子目注释：
“子目4403.21、4403.23、4403.25、4403.93及4403.95

这些子目所称的最小截面尺寸指在树干的上端（顶部）测量的。”

第595页，品目44.07，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8行

本页倒数第8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07.13、4407.14：
“13 — — 云杉-松木-冷杉



14 — — 铁杉-冷杉”

第595页，品目44.07，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4行

本页倒数第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07.23：
“23 — — 柚木”

第600页，品目44.12，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4行

本页倒数第1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2.4至4412.59：
“ — 单板层积材：

41 — —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

42 — — 其他，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

49 — — 其他，上下表层均为针叶木

— 木块芯胶合板、侧板条芯胶合板及板条芯胶合板：

51 — —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

52 — — 其他，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

59 — — 其他，上下表层均为针叶木”

第600页，品目44.12，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2—11行

删除子目4412.94，新增子目4412.91及4412.92，修改子

目4412.99：
“91 — — 至少有一表层是热带木

92 — — 其他，至少有一表层是非针叶木

99 — — 其他，上下表层均为针叶木”

第601页，品目44.12，子目注释，本页第21行

本页第21行之后插入新的子目注释：

“子目4412.41、4412.42及4412.49

单板层积材是一种用于建筑结构、具有高“强度-重量比”的工程复合木材，然而，

这些产品不是设计用于支撑建筑物的结构载荷。它由多层木单板构成，表层单板和全部

或大部分内层单板的纹理与纵向轴平行。它由原木旋切制成的薄板在高温和压力下粘合

而成，其单板通常采用斜接、平接或搭接方式，以提供连续的强度特性。”

第601页，品目44.14，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4.10和4414.90：
“10 — 热带木的

90 — 其他”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第13行



子目4418.10，将原文修改为：

“ — 窗、法兰西式（落地）窗及其框架：

11 — — 热带木的

19 — — 其他”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第14行

子目4418.20，将原文修改为：

“ — 门及其框架和门槛：

21 — — 热带木的

29 — — 其他”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第14行

本页第14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8.30：
“30 — 柱及梁，子目4418.81至4418.89的货品除外”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第17行

删除子目4418.60。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第22行

本页第22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8.8至4418.89：
“ — 工程结构木制品：

81 — — 集成材

82 — — 正交胶合木

83 — — 工字梁

89 — — 其他”

第604页，品目44.18，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7行
本页倒数第17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8.92：

“92 — — 蜂窝结构木镶板”

第605页，品目44.18，子目注释，本页倒数第11行
本页倒数第11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注释：

“子目4418.81、4418.82、4418.83及4418.89

这些子目所称“工程结构木制品”适用于由层积材或由木材、单板层积材、胶合板

或定向刨花板组合制成的木制品，以提供比锯材更大的强度（品目44.07）。这些产品主

要用于支撑建筑的结构载荷。

集成材是由每层与相邻层木纹平行的多层木材粘合而成的大型结构件。

正交胶合木（也称为X-层积木或交叉层积木）是由至少三层木材层压而成的大型结



构建筑板。每一层都是由多个实木板（木材经纵锯、纵切、刨切或旋切，厚度超过6毫

米）并排放置，不论是否粘合。每一层的木纹通常与相邻层的木纹成直角。

正交胶合木不同于胶合板，它是由多层实木而不是（每层厚度不超过6毫米的）单

板构成。交替木纹结构能在纵向和横向上提供更大的结构刚度，并在承重应用中提供结

构性支撑。

工字梁（也称为工字托梁）是“I”型工程木结构件，由顶部和底部翼板（水平构

件），与腹板（垂直构件）组成。翼板材料通常由单板层积材或实木锯材制成，而腹板

由胶合板或定向刨花板制成。”

第605页，品目44.19，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6行
本页倒数第6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19.20：

“20 — 热带木的”

第606页，品目44.20，子目条文，本页第11行
子目4420.10，将原文修改为：
“ — 小雕像及其他装饰品：

11 — — 热带木的

19 — — 其他”

第606页，品目44.21，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1行
本页倒数第1行之后插入新增子目4421.20：

“20 — 棺材”

第689页，品目47.03，注释条文，本页第1—2行
将原文修改为：

“用以上方法制得的木浆用于生产吸水产品（例如，纸绒和纸尿布）以及需具有高

抗撕裂度、抗张强度和耐破度的纸和纸板。”

第691页，第四十八章，章注释，本页倒数第18行
章注释二（十六），将原文修改为：

“（十六）第九十六章的物品【例如，纽扣，卫生巾（护垫）及卫生棉条、尿布及

尿布衬里】。”

第691页，第四十八章，章注释，本页倒数第8行至第692页
第14行

章注释五，将原文修改为：
“五、品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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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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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符合下列任一标准：

（一）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150克的纸或纸板：



1．用机械或化学-机械方法制得的纤维含量在10％及以上，并且

（1）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80克；或

（2）本体着色；或

2．灰分含量在8％以上，并且

（1）每平方米重量不超过80克；或

（2）本体着色；或

3．灰分含量在3％以上，亮度在60％及以上；或

4．灰分含量在3％以上，但不超过8％，亮度低于60％，耐破指数等于或小于2.5千

帕斯卡·平方米/克；或

5．灰分含量在3％及以下，亮度在60％及以上，耐破指数等于或小于2.5千帕斯卡·

平方米/克。

（二）每平方米重量超过150克的纸或纸板：

1．本体着色；或

2．亮度在60％及以上，并且

（1）厚度在225微米及以下；或

（2）厚度在225微米以上，但不超过508微米，灰分含量在3％以上；或

3．亮度低于60％，厚度不超过254微米，灰分含量在8％以上。

品目48.02不包括滤纸及纸板（含茶袋纸）或毡纸及纸板。”

第711页，品目48.18，排他条款，本页倒数第15行
排他条款（六），将原文修改为：

“（六）品目96.19的卫生巾（护垫）及卫生棉条、尿布及尿布衬里和类似品。”

第719页，品目49.05，子目条文，本页倒数第8—5行
子目4905.10至4905.99，将原文修改为：

“20 — 成册的

90 —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