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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12.12

鲜、冷、冻或干的刺槐豆

、海草及其他藻类、甜菜

及甘蔗，不论是否碾磨；

主要供人食用的其他税号

未列名的果核、果仁及植

物产品（包括未焙制的菊

苣根）：

12.12

鲜、冷、冻或干的刺槐豆

、海草及其他藻类、甜菜

及甘蔗，不论是否碾磨；

主要供人食用的其他税号

未列名的果核、果仁及植

物产品（包括未焙制的菊

苣根）：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1212.9993 ----白瓜子 20 80 1212.9993 ----白瓜子 20 80

1212.9994 ----莲子 20 80 1212.9994 ----莲子 20 80

1212.9996 ----甜叶菊叶 30 70 增列税目

1212.9999 ----其他 30 70 1212.9999 ----其他 30 70

19.01

麦精；细粉、粗粒、粗粉

、淀粉或麦精制的其他税

目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

可或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

含量低于40%；税目04.01

至04.04所列货品制的其

他税目未列名的食品，不

含可可或按重量计全脱脂

可可含量低于5%：

19.01

麦精；细粉、粗粒、粗粉

、淀粉或麦精制的其他税

目未列名的食品，不含可

可或按重量计全脱脂可可

含量低于40%；税目04.01

至04.04所列货品制的其

他税目未列名的食品，不

含可可或按重量计全脱脂

可可含量低于5%：

1901.1000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

食品
15 40

-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

食品：

1901.1010 ---配方奶粉 15 40 增列税目

1901.1090 ---其他 15 40

20.09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

汁（包括酿酒葡萄汁）、

蔬菜汁，不论是否加糖或

其他甜物质：

20.09

未发酵及未加酒精的水果

汁（包括酿酒葡萄汁）、

蔬菜汁，不论是否加糖或

其他甜物质：

-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或蔬

菜汁：

-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或蔬

菜汁：

--其他： --其他：

---水果汁: ---水果汁: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附表7：

进出口税则税目调整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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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2009.8912 ----芒果汁 20 90 2009.8912 ----芒果汁 20 90

2009.8913 ----西番莲果汁 20 90 2009.8913 ----西番莲果汁 20 90

2009.8914 ----番石榴果汁 20 90 2009.8914 ----番石榴果汁 20 90

2009.8915 ----梨汁 20 90 增列税目

2009.8919 ----其他 20 90 2009.8919 ----其他 20 90

27.10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但原油除外;以上

述油为基本成分（按重量

计不低于70%）的其他税

号未列名制品;废油:

27.10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但原油除外;以上

述油为基本成分（按重量

计不低于70%）的其他税

号未列名制品;废油: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但原油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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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生物

柴油，但废油除外: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油类，（但原油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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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生物

柴油，但废油除外:

 --轻油及其制品:  --轻油及其制品:

 ---柴油及其他燃料油:  ---柴油及其他燃料油:

2710.1921 ----轻柴油 6 11 删除税目

2710.1922 ----5～7号燃料油 6 20 2710.1922 ----5～7号燃料油 6 20

2710.1923 ----柴油 6 11 增列税目

2710.1929 ----其他 6 20 2710.1929 ----其他 6 20

28.11
其他无机酸及非金属无机

氧化物:
28.11

其他无机酸及非金属无机

氧化物:

 -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其他非金属无机氧化物:

2811.2100 --二氧化碳 5.5 30 2811.2100 --二氧化碳 5.5 30

2811.2200 --二氧化硅 5.5 30 --二氧化硅:

2811.2210 ---硅胶 5.5 30
本子目所指硅胶，包括全部或

部分着色产品。
增列税目

2811.2290 ---其他 5.5 30

2811.2900 --其他 5.5 30 2811.2900 --其他 5.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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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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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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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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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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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30

 ---环萜烯醚:

2909.2081 ----1，8-桉树脑 5.5 30 删除税目

2909.2089 ----其他 5.5 30 删除税目

2909.2090 ---其他 5.5 30

29.14

酮及醌，不论是否含有其

他含氧基，及其卤化、磺

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

物：

29.14

酮及醌，不论是否含有其

他含氧基，及其卤化、磺

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

物：

-醌： -醌：

2914.6100 ---蒽醌 5.5 30 2914.6100 --蒽醌 5.5 30

2914.6900 ---其他 5.5 30 --其他：

2914.6910 ---辅酶Q10 5.5 30 增列税目

2914.6990 ---其他 5.5 30

29.22 含氧基氨基化合物: 29.22 含氧基氨基化合物:

 

-氨基酸及其酯，但含有一

种以上含氧基的除外，以

及它们的盐:

 

-氨基酸及其酯，但含有一

种以上含氧基的除外，以

及它们的盐:

 
--邻氨基苯甲酸（氨茴

酸）及其盐
 

--邻氨基苯甲酸（氨茴

酸）及其盐

2922.4310
---邻氨基苯甲酸（氨茴

酸）
6.5 20 2922.4310

---邻氨基苯甲酸（氨茴

酸）
6.5 20

2922.4390 ---其他 6.5 30 2922.4390 ---其他 6.5 30

2922.4400 --替利定（INN）及其盐 6.5 30 2922.4400 --替利定（INN）及其盐 6.5 30

 --其他:  --其他:

2922.4910 ---其他氨基酸 6.5 20 ---其他氨基酸：

2922.4911 ----氨甲环酸 6.5 20 增列税目

2922.4919 ----其他 6.5 20

 ---其他:  ---其他:

2922.4991 ----普鲁卡因 6 20 2922.4991 ----普鲁卡因 6 20

2922.4999 ----其他 6.5 30 2922.4999 ----其他 6.5 30

31.04 矿物钾肥及化学钾肥: 31.04 矿物钾肥及化学钾肥:

 -氯化钾:  -氯化钾:

3104.2010 ---分析纯的 3 11 删除税目

3104.2020 ---纯氯化钾 3 11

本税目所指“纯氯化钾”，按

重量计氯化钾含量不小于

99.5％

增列税目

3104.2090 ---其他 3 11 3104.2090 ---其他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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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32.06

其他着色料;本章注释三

所述的制品，但税号2.03

、32.04及32.05的货品除

外;用作发光体的无机产

品，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

32.06

其他着色料;本章注释三

所述的制品，但税号2.03

、32.04及32.05的货品除

外;用作发光体的无机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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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干物质计二氧化钛含

量在80%及以上的:

3206.1110 ---钛白粉 6.5 30 3206.1110 ---钛白粉 6.5 30

3206.1190 ---其他 6.5 30 3206.1190 ---其他 6.5 30

3206.1900 --其他 10 30 3206.1900 --其他 10 30

3206.2000
-以铬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的

颜料及制品
6.5 35 3206.2000

-以铬化合物为基本成分的

颜料及制品
6.5 35

 -其他着色料及其他制品:  -其他着色料及其他制品:

3206.4100
--群青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6.5 35 3206.4100

--群青及以其为基本成分

的制品
6.5 35

 
--锌钡白及以硫化锌为基

本成分的其他颜料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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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30 3206.4210 ---锌钡白 6.5 30

3206.4290 ---其他 6.5 30 3206.4290 ---其他 6.5 30

3206.4900 --其他 6.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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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35 增列税目

3206.4919 ----其他 6.5 35 增列税目

3206.4990 ---其他 6.5 35

3206.5000 -用作发光体的无机产品 6.5 35 3206.5000 -用作发光体的无机产品 6.5 35

32.15

印刷油墨、书写或绘图墨

水及其他墨类，不论是否

固体或浓缩:

32.15

印刷油墨、书写或绘图墨

水及其他墨类，不论是否

固体或浓缩:

 -印刷油墨:  -印刷油墨:

3215.1100 --黑色 6.5 45 3215.1100 --黑色 6.5 45

3215.1900 --其他 6.5 45 3215.1900 --其他 6.5 45

 -其他:  -其他:

3215.9010 ---书写墨水 6.5 70 3215.9010 ---书写墨水 6.5 70

3215.9020 ---水性喷墨墨水 10 70 增列税目

3215.9090 ---其他 10 70 3215.9090 ---其他 1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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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39.07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其他

聚醚及环氧树脂;初级形

状的聚碳酸酯、醇酸树脂

、聚烯丙基酯及其他聚

酯:

39.07

初级形状的聚缩醛、其他

聚醚及环氧树脂;初级形

状的聚碳酸酯、醇酸树脂

、聚烯丙基酯及其他聚

酯:

 -其他聚酯:  -其他聚酯:

3907.9100 --不饱和 6.5 45 3907.9100 --不饱和 6.5 45

 --其他：  --其他：

3907.991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6.5 45 3907.9910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 6.5 45

3907.9990 ---其他 6.5 45 ---其他：

3907.9991
----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醇

-丁二醇酯
6.5 45 增列税目

3907.9999 ----其他 6.5 45

44.03
原木，不论是否去皮、去

边材或粗锯成方:
44.03

原木，不论是否去皮、去

边材或粗锯成方:

-其他针叶木: -其他针叶木:

4403.2040 ---落叶松 0 8 4403.2040 ---落叶松 0 8

4403.2050 ---花旗松 0 8 增列税目

4403.2090 ---其他 4403.2090 ---其他 0 8

69.11
瓷餐具、厨房器具及其他

家用或盥洗用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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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具及厨房器具:

6911.1010 ---餐具 12 100 ---餐具：

6911.1011 ----骨瓷 12 100 增列税目

6911.1019 ----其他 12 100

6911.1020 ---厨房器具 15 100 ---厨房器具:

6911.1021 ----刀具 15 100 增列税目

6911.1029 ----其他 15 100

70.19

玻璃纤维（包括玻璃棉）

及其制品（例如，玻璃纤

维纱线及其织物）:

70.19

玻璃纤维（包括玻璃棉）

及其制品（例如，玻璃纤

维纱线及其织物）:

-薄片（巴厘纱）、纤维网

、席、垫、板及类似无纺

产品:

-薄片（巴厘纱）、纤维网

、席、垫、板及类似无纺

产品:

7019.3100 --席 5 40 7019.3100 --席 5 40

7019.3200 --薄片（巴厘纱） 14 40 7019.3200 --薄片（巴厘纱） 14 40

7019.3900 --其他 10.5 40 --其他:

7019.3910 ---垫 10.5 40 增列税目

7019.3990 ---其他 10.5 40



第 588 页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71.03

宝石（钻石除外）或半宝

石，不论是否加工或分

级，但未成串或镶嵌;未

分级的宝石（钻石除外）

或半宝石，为便于运输而

暂穿成串:

71.03

宝石（钻石除外）或半宝

石，不论是否加工或分

级，但未成串或镶嵌;未

分级的宝石（钻石除外）

或半宝石，为便于运输而

暂穿成串:

--其他: --其他:

7103.9910 ---翡翠 8 35 7103.9910 ---翡翠 8 35

7103.9920 ---水晶 8 3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水晶的矿物名称为石

英,品种包括紫晶、黄晶、烟晶

、绿水晶、芙蓉石、发晶。

增列税目

7103.9930 ---碧玺 8 3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碧玺的矿物名称为电

气石。

增列税目

7103.9940 ---软玉 8 3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6552-2010《珠宝玉石

名称》，软玉的主要组成矿物

为透闪石、阳起石，品种包括

和田玉、白玉、青白玉、青玉

、碧玉、墨玉、糖玉。

增列税目

7103.9990 ---其他 8 35 7103.9990 ---其他 8 35

72.25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

度在600毫米及以上:
72.25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

度在600毫米及以上:

7225.4000
-其他非卷材,除热轧外未

经进一步加工

3 17 -其他非卷材,除热轧外未

经进一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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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7225.4010 ---工具钢 3 17

除不锈钢、高速钢以外的合金

钢，按重量计，成份含量范围

符合下列任一条款，不论是否

含有其他元素：碳含量大于

1.2%，同时鉻含量大于10.5%

的；或者碳含量大于等于

0.3%，同时鉻含量大于等于

1.25%，且小于10.5%的；或者

鉻含量大于等于0.9%，且小于

等于1.2%，同时钼含量大于等

于0.9%，且小于等于1.4%的；

或者含碳量大于等于0.5%，同

时钼含量大于等于3.5%的；或

者碳含量大于等于0.5%，同时

钨含量大于等于5.5%的。

增列税目

---其他:

7225.4091 ----含硼合金钢 3 17 增列税目

7225.4099 ----其他 3 17

72.26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

度小于600毫米:
72.26

其他合金钢平板轧材，宽

度小于600毫米:

-其他: -其他:

7226.9100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

3 20 -除热轧外未经进一步加

工：

7226.9110 ---工具钢 3 20 增列税目

---其他:

7226.9191 ----含硼合金钢 3 20 增列税目

7226.9199 ----其他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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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不超过

300升，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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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不超过

300升，不论是否衬里或

隔热，但无机械或热力装

置:

-容积在50升以下: -容积在50升以下:

7310.2100 --焊边或卷边接合的罐 17.5 70 --焊边或卷边接合的罐:

7310.2110 ---易拉罐及罐体 17.5 70 增列税目

7310.2190 ---其他 17.5 70

--其他: --其他:

7310.2910 ---易拉罐及罐体 17.5 70 7310.2910 ---易拉罐及罐体 17.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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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7310.2990 ---其他 17.5 70 7310.2990 ---其他 17.5 70

73.26 其他钢铁制品: 73.26 其他钢铁制品:

-其他: -其他:

7326.9010 ---工业用 10.5 40 ---工业用:

7326.9011 ----钢铁纤维及其制品 10.5 40

本税目所指的钢铁纤维，是单

根直径为40纳米至40微米的多

功能合金纤维，主要材质为不

锈钢、铁铬铝合金等。钢铁纤

维主要通过表面处理（在原料

不锈钢或铁铬铝合金表面电化

学涂覆金属或物理涂覆非金属

隔离层，制得复合丝）、封装

集束复合材料（采用封装材料

封装被嵌入基体的不锈钢或铁

铬铝合金复合丝，形成一种复

合材料）、细晶强化（压实封

装之后的复合材料，然后经过

多次减径拉拔和退火成为成品

复合线）、选择性分离（将成

品复合线采用电化学分离的方

式，除去封装及基体材料，最

终获得钢铁纤维）等工艺流程

制备。钢铁纤维及其制品的主

要用途包括汽车尾气颗粒捕集

、高温气体、熔体过滤，化纤

行业过滤，汽车玻璃膜布，电

磁屏蔽材料、防静电导电材料

等。

增列税目

7326.9019 ----其他 10.5 40

7326.9090 ---其他 8 90 7326.9090 ---其他 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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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

器，不论是否装药；喷枪

及类似器具；喷气机、喷

砂机及类似的喷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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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

器，不论是否装药；喷枪

及类似器具；喷气机、喷

砂机及类似的喷射机器：

-其他: -其他:

8424.8910 ---家用型 8424.8910 ---家用型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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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424.8920 ---喷涂机器人 0 30

本税目所指喷涂机器人是指专

用于自动喷漆或喷涂其他涂料

的工业机器人，由机器人本体

、减速器、控制系统、伺服系

统、喷具和涂料输供系统等部

分组成。主要应用于汽车、船

舶、仪表、电器、搪瓷等工艺

生产部门。

增列税目

---其他: ---其他:

8424.8991 ----船用洗舱机 0 30 8424.8991 ----船用洗舱机 0 30

8424.8999 ----其他 0 30 8424.8999 ----其他 0 30

84.28

其他升降、搬运、装卸机

械（例如,升降机、自动

梯、输送机、缆车）:

84.28

其他升降、搬运、装卸机

械（例如,升降机、自动

梯、输送机、缆车）:

其他机械： 其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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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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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0

8428.9020 ---机械式停车设备 5 30 8428.9020 ---机械式停车设备 5 30

---其他装卸机械: ---其他装卸机械:

8428.9031 ----堆取料机械 5 30 8428.9031 ----堆取料机械 5 30

8428.9039 ----其他 5 30 8428.9039 ----其他 5 30

8428.9040 ---搬运机器人 5 30

本税目所指搬运机器人是指专

用于自动化搬运作业的工业机

器人，由机器人本体、减速器

、控制系统和伺服系统等部分

组成。主用应用于机械、电子

、食品、医疗等行业的搬运、

传输。

增列税目

8428.9090 ---其他 5 30 8428.9090 ---其他 5 30

84.50
家用型或洗衣房用洗衣

机，包括洗涤干燥两用机
84.50

家用型或洗衣房用洗衣

机，包括洗涤干燥两用机

-干衣量不超过10公斤的洗

衣机：

-干衣量不超过10公斤的洗

衣机：

--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

8450.1110 ---波轮式 10 130 8450.1110 ---波轮式 10 130

8450.1120 ---滚筒式 10 130 8450.1120 ---滚筒式 10 130

8450.1190 ---其他 10 130 8450.1190 ---其他 10 130



第 592 页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450.1200
--其他机器，装有离心甩

干机
30 130 8450.1200

--其他机器，装有离心甩

干机
30 130

8450.1900 --其他 30 130 8450.1900 --其他 30 130

8450.2000
-干衣量超过10公斤的洗衣

机:
10 80

-干衣量超过10公斤的洗衣

机:

---全自动的：

8450.2011 ----波轮式 10 80

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主要结构

由箱体、洗涤桶、外桶（盛水

桶）、电机、传动部件以及全

自动程序控制器、传感器等电

控系统组成，电机等洗涤系统

轴向垂直设置。其工作原理

为：通过各种器件组成的控制

电路来控制电机、进水阀、排

水阀，使洗衣机实现程序运

转；依靠装在洗衣桶底部的波

轮正、反旋转形成水流，带动

衣物上、下、左、右翻转，使

衣物在洗涤液中进行柔和地摩

擦，在洗涤剂的作用下实现去

污清洗，洗涤过程全自动控制

。

增列税目

8450.2012 ----滚筒式 10 80

滚筒式全自动洗衣机主要结构

由箱体、洗涤桶、外桶（盛水

桶）、电机、传动部件、平衡

块以及全自动程序控制器、传

感器等电控系统组成，电机等

洗涤系统轴向水平设置。其工

作原理为：通过各种器件组成

的控制电路来控制电机、进水

阀、排水阀，使洗衣机实现程

序运转；模仿棒锤击打衣物原

理设计，利用电动机的机械做

功使滚筒旋转，带动衣物在滚

筒中不断地被提升摔下，再提

升再摔下，做重复运动，加上

洗涤剂与水的共同作用使衣物

洗涤干净，洗涤过程全自动控

制。

增列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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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450.2019 ----其他 10 80 增列税目

8450.2090 ---其他 1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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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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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中心:

8457.1010 ---立式 9.7 20 8457.1010 ---立式 9.7 20

8457.1020 ---卧式: 9.7 20 8457.1020 ---卧式 9.7 20

8457.1030 ---龙门式 9.7 20 8457.1030 ---龙门式 9.7 20

8457.1090 ---其他 9.7 20 ---其他：

8457.1091 ----铣车复合 9.7 20

数控铣车复合加工中心是在车

床基础上复合了铣车功能,利用

刀具移动或旋转和工件旋转的

合成运动实现对工件表面的切

削加工的设备。工件主轴为水

平或垂直状态，并配有自动换

刀装置（刀库机械手），主要

用于工序多、形状复杂的回转

体零件的加工。与车削中心相

比,增加了一个旋转轴和自动换

刀装置(刀库机械手)。

增列税目

8457.1099 ----其他 9.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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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税号84.61的

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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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税号84.61的

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除外:

-其他磨床,在任一坐标的

定位精度至少是0.01毫米:

-其他磨床,在任一坐标的

定位精度至少是0.01毫米:

--数控的: --数控的:

8460.2110 ---外圆磨床 9.7 20 ---外圆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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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460.2111 ----曲轴磨床 9.7 20

数控曲轴磨床是曲轴精加工设

备,一般由基础部分（床身、工

作台）、支承部分（头架、尾

架、卡盘、中心架等）、砂轮

架、进给机构、数控系统、液

压系统、对刀测量装置等组成

的。主要用于磨削汽车、拖拉

机、机车内燃机、柴油机及船

用发动机用曲轴。

增列税目

8460.2119 ----其他 9.7 20

8460.2120 ---内圆磨床 9.7 20 8460.2120 ---内圆磨床 9.7 20

8460.2190 ---其他 9.7 20 8460.2190 ---其他 9.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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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机及其他税号未列名

的切削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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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机及其他税号未列名

的切削机床:

-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

-切齿机、齿轮磨床或齿轮

精加工机床:

8461.4010 ---数控的 9.7 20 ---数控的:

8461.4011 ----齿轮磨床 9.7 20

数控齿轮磨床是利用磨具对齿

轮表面进行磨削加工的精加工

设备，一般由主轴部件、床具

、进给单元、辅助单元等组成

。按齿轮型式分为渐开线圆柱

齿轮磨床和锥齿轮磨床。

增列税目

8461.4019 ----其他 9.7 20

8461.4090 ---其他 15 50 8461.4090 ---其他 15 50

84.71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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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1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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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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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471.3000

-重量不超过10公斤的便携

数字式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至少由一个中央处理

部件、一个键盘及一个显

示器组成

0 70

-重量不超过10公斤的便携

数字式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至少由一个中央处理

部件、一个键盘及一个显

示器组成:

8471.3010 ---平板电脑 0 70

输入输出部件集成在一起、以

触摸屏为基本输入设备的便携

式电脑。（通常屏幕大于等于7

英寸）。

增列税目

8471.3090 ---其他 0 70

84.77

本章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橡

胶或塑料及其产品的加工

机器:

84.77

本章其他税号未列名的橡

胶或塑料及其产品的加工

机器:

 其他模塑或成型机器:  其他模塑或成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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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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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7.5900 --其他 5 30 --其他:   

8477.5910
---三维打印机（3D打印

机）
5 30

本税目所指三维打印机是以数

字模型文件为基础，加工材质

以塑料或橡胶及其制品为主，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实现固态

物体成型，属于增材技术的重

要应用。一般由打印头、控制

组件、机械组件、耗材和介质

等组成，主要应用于模具制造

、工业设计等领域。

增列税目

8477.5990 ---其他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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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等离子弧焊接及其及装

置，不论是否兼有切割功

能；用于热喷金属或金属

陶瓷的电气及其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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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等离子弧焊接及其及装

置，不论是否兼有切割功

能；用于热喷金属或金属

陶瓷的电气及其及装置

-电阻焊接机器及装置: -电阻焊接机器及装置：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2110 ---直缝焊管机 10 30
调整子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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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515.2120 ---机器人 10 30

本税目所指机器人是指利用电

阻热进行自动焊接的工业机器

人，由机器人本体、控制系统

、传感器、焊钳、电阻焊机及

控制器等部分组成。主要应用

于汽车制造、电工电子等领域

。

增列税目

8515.2190 ---其他 10 30 ---其他:

8515.2191 ----直缝焊管机 10 30
来源于

8515.2110

8515.2199 ----其他 10 30

8515.2900 --其他 10 30 8515.2900 --其他 10 30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

接机器及装置：

-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

接机器及装置：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全自动或半自动的：

8515.3110 ---螺旋焊管机 10 30
调整子目

位置

8515.3120 ---机器人 10 30

本税目所指机器人是指专门用

于电弧（包括等离子弧）焊接

的工业机器人，由机器人本体

、控制系统、传感器、焊枪、

焊机、自动送丝装置等部分组

成。主要应用于汽车、工程机

械、摩托车、船舶、运动器材

、航空、航天、锅炉等领域。

增列税目

8515.3190 ---其他 10 30 ---其他：

8515.3191 ----螺旋焊管机 10 30
来源于

8515.3110

8515.3199 ----其他 10 30

8515.3900 --其他 10 30 8515.3900 --其他 10 30

8515.8000 -其他机器及装置 8 30 -其他机器及装置:

8515.8010 ---激光焊接机器人 8 30

本税目所指激光焊接机器人是

指以激光器为焊接源的焊接机

器人，由机器人本体、控制系

统、传感器、激光头、激光系

统等部分组成。主要应用于汽

车、电子、冶金等行业。

增列税目

8515.8090 ---其他 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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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税号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

普通税率

（％）

调整前 调整后

子目注释 备注

85.36

电路的开关、保护或连接

用的电气装置（例如，开

关、继电器、熔断器、电

涌抑制器、插头、插座、

灯座、接线盒），用于电

压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

85.36

电路的开关、保护或连接

用的电气装置（例如，开

关、继电器、熔断器、电

涌抑制器、插头、插座、

灯座、接线盒），用于电

压不超过1000伏的线路：

8536.7000
-光导纤维、光导纤维束或

光缆用连接器
8 30 8536.7000

-光导纤维、光导纤维束或

光缆用连接器
8 30

8536.9000 -其他装置 0 50 -其他装置:

---接插件:

8536.9011
----工作电压不超过36伏

的
0 50

连接件是连接两个器件的连接

器，用于传输电流或信号(光缆

用连接器除外),工作电压不超

过36伏。

增列税目

8536.9019 ----其他 0 50 增列税目

8536.9090 ---其他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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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弹球机、台

球、娱乐专用桌及保龄球

自动球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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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弹球机、台

球、娱乐专用桌及保龄球

自动球道设备: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

但子目9504.30的货品除

外：

-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

但子目9504.30的货品除

外：

9504.5010
---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

的
0 130

---与电视接收机配套使用

的

9504.5011 ----零件 0 130 增列税目

9504.5019 ----其他 0 130

9504.5090 ---其他 0 130 ---其他:

9504.5091 ----零件 0 130 增列税目

9504.5099 ----其他 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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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

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

画，但带有手工绘制及手

工描饰的制品或税号

49.06的图纸除外;拼贴画

及类似装饰板:

97.01

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

画，但带有手工绘制及手

工描饰的制品或税号

49.06的图纸除外;拼贴画

及类似装饰板:

-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

画:

-油画、粉画及其他手绘

画:
9701.1010 ---原件 12 50 ---原件:

9701.1011 ----唐卡 12 50 增列税目
9701.1019 ----其他 12 50

9701.1020 ---复制品 14 50 9701.1020 ---复制品 14 50

9701.9000 -其他 14 50 9701.9000 -其他 14 50

85.35

电路的开关、保护或连接

用的电气装置（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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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压超过1000

伏的线路:

85.35

电路的开关、保护或连接

用的电气装置（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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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压超过1000

伏的线路:

8535.2100
--用于电压低于72.5千伏

的线路
14 50 8535.2100

--用于电压低于72.5千伏

的线路
14 50

--其他： --其他：

8535.2910

---用于电压在72.5千伏及

以上,但不高于220千伏的

线路

14 50 8535.2910

---用于电压在72.5千伏及

以上,但不高于220千伏的

线路

10 50
技术性更

正

8535.2920
---用于电压高于220千伏,

但不高于750千伏的线路
14 50 8535.2920

---用于电压高于220千伏,

但不高于750千伏的线路
10 50

技术性更

正

8535.2990 ---其他 10 50 8535.2990 ---其他 10 50

03.02
鲜、冷鱼，但税号03.04

的鱼片及其他鱼肉除外：
03.02

鲜、冷鱼，但税号03.04

的鱼片及其他鱼肉除外：

0302.5100
--鳕鱼（大西洋鳕鱼、太

平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0302.5100

--鳕鱼(大西洋鳕鱼、格陵

兰鳕鱼、太平洋鳕鱼) 修改名称

03.03
冻鱼，但税号03.04的鱼

片及其他鱼肉除外：
03.03

冻鱼，但税号03.04的鱼

片及其他鱼肉除外：

调整税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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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6300
--鳕鱼（大西洋鳕鱼、太

平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0303.6300

--鳕鱼(大西洋鳕鱼、格陵

兰鳕鱼、太平洋鳕鱼) 修改名称

03.04
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

肉（不论是否绞碎）：
03.04

鲜、冷、冻鱼片及其他鱼

肉（不论是否绞碎）：

0304.7100
--鳕鱼（大西洋鳕鱼、太

平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0304.7100

--鳕鱼(大西洋鳕鱼、格陵

兰鳕鱼、太平洋鳕鱼) 修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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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供

人食用的鱼的细粉、粗粉

及团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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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供

人食用的鱼的细粉、粗粉

及团粒：

0305.5100 --鳕鱼 0305.5100
--鳕鱼(大西洋鳕鱼、格陵

兰鳕鱼、太平洋鳕鱼) 修改名称

0305.6200
--鳕鱼（大西洋鳕鱼、太

平洋鳕鱼、格陵兰鳕鱼）
0305.6200

--鳕鱼(大西洋鳕鱼、格陵

兰鳕鱼、太平洋鳕鱼) 修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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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

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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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供人食用的甲壳

动物的细粉、粗粉及团

粒：

0306.1100 --大螯虾及小龙虾 0306.1100

--岩礁虾和其他龙虾（真

龙虾属、龙虾属、岩龙虾

属） 修改名称

0306.1200 --龙虾 0306.1200 --鳌龙虾(鳌龙虾属) 修改名称

--大螯虾及小龙虾：

--岩礁虾和其他龙虾（真

龙虾属、龙虾属、岩龙虾

属）: 修改名称

0306.2110 ---种苗 0306.2110 ---种苗

0306.2190 ---其他 0306.2190 ---其他

--龙虾: --鳌龙虾（鳌龙虾属）: 修改名称

0306.2210 ---种苗 0306.2210 ---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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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2290 ---其他 0306.2290 ---其他

08.02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不论

是否去壳或去皮：
08.02

鲜或干的其他坚果，不论

是否去壳或去皮：

-巴旦杏： -扁桃仁： 修改名称

0802.1100 --未去壳 0802.1100 --未去壳

0802.1200 --去壳 0802.1200 --去壳

71.03

宝石（钻石除外）或半宝

石，不论是否加工或分

级，但未成串或镶嵌;未

分级的宝石（钻石除外）

或半宝石，为便于运输而

暂穿成串:

71.03

宝石（钻石除外）或半宝

石，不论是否加工或分

级，但未成串或镶嵌;未

分级的宝石（钻石除外）

或半宝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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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3.1000

-未加工或经简单锯开或粗

制成形

-经其他加工: -经其他加工:

7103.9100
--红宝石、蓝宝石、绿宝

石
7103.9100

--红宝石、蓝宝石、祖母

绿
修改名称

85.05

电磁铁;永磁铁及磁化后

准备制永磁铁的物品;电

磁铁或永磁铁卡盘、夹具

及类似的工件夹具;电磁

联轴节、离合器及制动

器;电磁起重吸盘:

85.05

电磁铁;永磁铁及磁化后

准备制永磁铁的物品;电

磁铁或永磁铁卡盘、夹具

及类似的工件夹具;电磁

联轴节、离合器及制动

器;电磁起重吸盘:

-永磁铁及磁化后准备制永

磁铁的物品:

-:永磁铁及磁化后准备制

永磁铁的物品:

--金属的: --金属的:

8505.1110 ---稀土永磁体 8505.1110 ---稀土的 修改名称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94.03 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其他: ---其他:

9403.5091 ----漆木家具 9403.5091 ----天然漆（大漆）漆木

家具
修改名称

---其他: ---其他:

9403.6091 ----漆木家具 9403.6091 ----天然漆（大漆）漆木

家具
修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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