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本国子目注释调整表
序号

税则号列

调整前的本国子目注释

调整后的本国子目注释

0704.9010

学名结球甘蓝，又名圆白菜、洋白菜，
属十字花科芸苔属甘蓝变种。外观近圆
形，结球紧实个头大，层层包裹成球状
体，重量 1～2 千克，颜色绿，芯白或淡
黄色。其嫩叶可供食用。

本国子目 0704.9010 所称“卷心菜”，学
名结球甘蓝，又名圆白菜、洋白菜，属十
字花科芸苔属甘蓝变种。外观近圆形，结
球紧实个头大，层层包裹成球状体，重量
1～2 千克，颜色绿，芯白或淡黄色。叶球
可供食用。

2008.9934

以干紫菜为主要原料，经烘烤而制成的
可直接食用的食品。理化指标为：水分
含量≤5.0%，色泽呈绿色，具有品种固
有的香脆滋味，无正常视力可见的不可
食用的外来异物。

本国子目 2008.9934 所称“烤紫菜”，是
指以干紫菜为主要原料，未加调味料经烘
烤而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食品。理化指标
为：水分含量≤5.0%；感官要求为：色泽
呈绿色，具有品种固有的香脆滋味，无正
常视力可见的不可食用的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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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0010

本子目所称“黄酒”，是指以稻米、黍
米、玉米、小米、小麦等为主要原料，
经蒸煮、加曲、糖化、发酵、压榨、过
滤、煎酒、贮存、勾兑而成的酿造酒。

本国子目 2206.0010 所称“黄酒”，是指
以稻米、黍米、玉米、小米、小麦、水等
为主要原料，经加曲和/或部分酶制剂、
酵母等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发酵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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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9.2011

食品级磷酸的具体技术指标参考 GB31492004。

本国子目 2809.2011 所称“食品级磷酸”
的具体技术指标参考 GB1886.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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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1110
5503.1110
5506.1011

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纤维，属芳香族
聚酰胺，因其高分子链上的酰胺键位于
苯环的 1、3 位，所以又称之为芳纶
1313，或间位芳纶。

本国子目 5402.1110、5503.1110、
5506.1011 所称“聚间苯二甲酰间苯二胺
纤维”，属芳香族聚酰胺纤维，因其高分
子链上的酰胺键位于苯环的 1、3 位，所
以又称之为芳纶 1313，或间位芳纶。

5402.4910
5402.5920

这种纱线是由分子量在 100 万及以上，
500 万以下的线形聚乙烯制得的长丝纱
线，断裂强度大于等于 22cN/dtex，且初
始模量大于等于 750cN/dtex。

本国子目 5402.4910、5402.5920 所称的
“聚乙烯纱线”，是由分子量在 100 万及
以上的线形聚乙烯制得的长丝纱线，断裂
强度大于等于 22cN/dtex，且初始模量大
于等于 750cN/dtex。

5504.1021

阻燃粘胶纤维是通过添加无机阻燃剂制
成的，氧指数应在 28%以上，回潮率应在
13%及以下。

本国子目 5504.1021 所称“阻燃粘胶纤
维”，是通过添加无机或有机阻燃剂制成
的，氧指数应在 28%以上，回潮率应在
13%及以下。

采煤机（含截煤机、割煤机），由装有
风镐的棒条或圆盘组成，安装在自推进
的轮式或履带式底盘上，以旋转工作机
劈开或击碎煤层，并将其装入输送机或
其他运输设备。

本国子目 8430.3110 所称“采煤机（含截
煤机、割煤机）”，由工作装置、机体和
行走装置组成。装有截齿的滚筒或螺旋圆
盘组成旋转工作装置，通过摇臂安装在机
体上，机体安装在齿轮、齿条啮合的行走
装置或履带式行走底盘上。工作时，机体
在行走装置的推动下沿煤体移动，同时工
作装置旋转，截齿击碎煤层，切割下的煤
落入工作装置下的输送机上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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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则号列

8432.3111

调整前的本国子目注释
按规定播量和行距在田间播种谷物种子
的农业机具，主要完成开沟、排种、覆
土和镇压等作业，按排种方式的不同，
排种器分为槽轮式、磨盘式等，我国生
产的谷物播种机大都有播种时同时施肥
的功能。

8432.3121

按一定行距、种薯间距和栽种深度栽植
马铃薯的机具。能一次完成开沟、施
肥、栽种薯块和覆土等作业。

8432.3131

按一定的行距、株距、秧苗数和栽植深
度将水稻秧苗栽植于水田的机具。由秧
箱、送秧机构、分插秧机构、动力驱
动、行走装置等部件组成。

8443.9111

卷筒料给料机按更换料卷方式分为高速
接料和零速接料两类。高速自动给料机
是指机器在全速或略微降速的运行过程
中，在料卷运行状态下完成粘结料卷、
更换料卷的自动接料装置。零速接料是
指料卷在静止状态下完成粘接，而印刷
机仍在正常高速运行，在此期间是由给
料机的料卷储存装置——储料器向印刷
机供给输送料带。

8443.9921

热敏头组件由小型电加热器和逻辑电路
组成，小型加热器排成方阵，由逻辑电
路控制加热器工作，同时也控制进纸。
当加热器被驱动时在介质上就会产生一
个与加热元素相对应的图形，从而完成
输出图像的任务。热敏打印的介质是热
敏纸，热敏纸上覆有一层透明膜，将膜
加热一段时间以后纸会变成深色（蓝或
黑），热敏打印就是利用热敏纸的这种
特性,通过热敏打印头将打印介质上的热
敏材料加热、熔化、变色，生成所需要
的文字和图形。

8477.3010

挤出吹塑机是挤出机和合模机构的组合
体，由挤出机及型坯模头、吹胀装置、
合模机构、型坯厚度控制系统和传动机
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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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本国子目注释
本国子目 8432.3111 所称“谷物播种
机”，是指按规定播量和行距在田间播种
谷物种子的农业机具，无论是否具有施肥
功能，主要完成开沟（或起垄）、排种、
覆土和镇压等作业。按排种方式的不同，
排种器分为槽轮式、磨盘式、气力式等。
本国子目 8432.3121 所称“马铃薯种植
机”，是指按一定行距、种薯间距和栽种
深度种植马铃薯的机具。能一次完成开沟
（或起垄）、施肥、栽种薯块和覆土等作
业。
本国子目 8432.3131 所称“水稻插秧
机”，是指按一定的行距、株距、秧苗数
和栽植深度将水稻秧苗栽植于水田的机
具。通常由发动机、秧箱、送秧机构、分
插机构、动力驱动、行走装置等部件组
成。
本国子目 8443.9111 所称“卷筒料给料
机”，是指为卷筒料印刷机连续供料的辅
机。卷筒料自动给料机按更换料卷的方式
分为高速接料机和零速接料机两类。高速
接料机是指印刷机在全速或略微降速的运
行过程中，两料卷（更换料卷与被更换料
卷）在同速运行状态下完成粘结、更换料
卷的自动接料装置。零速接料机是指两料
卷（更换料卷与被更换料卷）在静止状态
下完成粘接的自动接料装置，在接料期
间,印刷机仍在正常高速运行，并由给料
机的料卷储存装置——储料器向印刷机供
给输送料带。
本国子目 8443.9921 所称“热敏头组
件”，是指热敏打印机的部件。热敏头组
件由小型电加热器和逻辑电路组成，小型
加热器排成矩阵，由逻辑电路控制加热器
工作，同时也控制进纸。当加热器被驱动
时在介质上就会产生一个与加热元素相对
应的图形，从而完成输出图像的任务。热
敏打印的介质是热敏纸，热敏纸上覆有一
层透明膜，将膜加热一段时间以后纸会变
成深色（蓝或黑），热敏打印就是利用热
敏纸的这种特性，通过热敏打印头将打印
介质上的热敏材料加热、熔化、变色，生
成所需要的文字和图形。
本国子目 8477.3010 所称“挤出吹塑
机”，是挤出机和吹塑装置的组合体，由
挤出机及型坯模具、吹塑模具、吹胀装
置、合模机构、型坯厚度控制系统、传动
机构等组成。

序号

税则号列

调整前的本国子目注释

调整后的本国子目注释

8477.3020

注射吹塑机是注塑机与吹塑机构的组合
体，包括塑化机构、液压系统、控制电
器及其他机械部件。注射吹塑机生产的
塑料容器尺寸精确，无需二次加工，但
模具费用较高。

本国子目 8477.3020 所称“注射吹塑
机”，是注塑机与吹塑装置的组合体，由
塑化机构、液压系统、合模结构、型坯模
具、吹塑模具、吹胀装置、控制电器等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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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7.3090

其他吹塑机包括特殊结构的吹塑机，这
些吹塑机是用片材、熔融材和冷坯为型
坯，吹塑具有特殊形状和用途的空心体
的吹塑机。

本国子目 8477.3090 所称“其他吹塑
机”，包括特殊结构的吹塑机，这些吹塑
机是用片材、型材等熔融型坯或冷型坯，
吹塑具有特殊形状和用途的中空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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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2.1010

调心轴承的滚道是球面形的，能够适应
两滚道轴心线间的角偏差及角运动的轴
承。

本国子目 8482.1010 所称“调心轴承”，
是指滚道是球面形，能够调整沟道轴线间
的角偏差及角运动的轴承。

8482.1020

深沟球轴承属于径向接触的向心轴承，
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其公称接触角
为 0°。

本国子目 8482.1020 所称“深沟球轴
承”，是指每个套圈均具有横截面弧长约
为球周长三分之一的连续沟道的向心球轴
承。

8482.1030

角接触轴承是指角接触向心轴承，也是
主要用于承受径向载荷，0°＜其公称接
触角≤45°。该税目不包括角接触推力
球轴承。

本国子目 8482.1030 所称“角接触轴
承”，是指公称接触角大于 0°且小于等
于 45°的向心球轴承（包括三点接触和四
点接触球轴承），不包括推力角接触球轴
承。

8483.1011

本国子目 8483.1011 所称“曲轴”，是
船用柴油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作用
是与连杆配合将活塞上的气体压力转变
为传动轴（包括曲轴）的旋转动力。曲
轴一般由主轴颈、连杆轴颈、曲柄、平
衡块、前端和后段等组成。大功率低速
船用曲轴的结构比较复杂，在工作过程
中受到各种冲击力、扭距、磨损、应力
等作用，因此对曲轴的材质和加工工艺
要求比较高。

本国子目 8483.1011 所称“曲轴”，是船
用柴油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与
连杆配合将作用于活塞上的气体压力转变
为传动轴（包括曲轴）的旋转动力。曲轴
一般由主轴颈、连杆轴颈、曲柄、平衡
块、前端和后段等组成。

8516.7120

蒸馏渗滤式咖啡机：主要结构由水罐
（含加热功能）、漏斗、微电脑控制部
件和附件等四部分构成。其工作原理
为：制作咖啡的水放入水罐内，加热后
产生高温高压的水蒸气，利用虹吸原理
将高温高压的水蒸汽通过水罐中心的水
管引流到装有咖啡粉的漏斗内。让水蒸
气瞬间穿过咖啡粉的细胞壁，将咖啡的
内在精华萃取出来制作咖啡。

本国子目 8516.7120 所称“蒸馏渗滤式咖
啡机”，主要结构由水罐（含加热功
能）、漏斗、微电脑控制部件和附件等四
部分构成。其工作原理为：制作咖啡的水
放入水罐内，加热后产生高温高压的水蒸
汽，利用虹吸原理将高温高压的水蒸汽通
过水罐中心的水管引流到装有咖啡粉的漏
斗内。让水蒸汽瞬间穿过咖啡粉的细胞
壁，将咖啡的内在精华萃取出来制作咖
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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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的本国子目注释

调整后的本国子目注释

8539.3230

钠灯是利用钠蒸气放电产生可见光的电
光源。钠灯又分低压钠灯和高压钠灯。
低压钠灯的工作蒸气压不超过几个帕。
低压钠灯的放电辐射集中在 589.0 纳米
和 589.6 纳米的两条双 D 谱线上，其发
光效率极高，目前已达到 200 流每瓦
（lm／W），成为各种电光源中发光效率
最高的节能型光源。高压钠灯的工作蒸
气压大于 0.01 兆帕。高压钠灯是由半透
明的多晶氧化铝（PCA）陶瓷电弧管，外
泡壳，金属支架，消气剂和灯头组成。
电弧管为核心元件，内充汞，钠和惰性
气体。放电时，内部的钠蒸气压力为
10～100 千帕斯卡。高压钠灯具有发光效
率高，耗电少，寿命长，透雾强和不诱
虫等特点。主要有普通型、高显色型、
高光效型、低汞型、农用型等。

本国子目 8539.3230 所称“钠蒸气灯”，
是利用钠蒸气放电产生可见光的电光源。
钠灯又分低压钠灯和高压钠灯。低压钠灯
的工作蒸气压不超过几个帕。高压钠灯的
工作蒸气压大于 0.01 兆帕。

8539.3240

汞灯是利用汞放电时产生汞蒸气获得可
见光的电光源。汞灯可分为低压汞灯、
高压汞灯和超高压汞灯三种。低压汞灯
点燃时汞蒸气压小于一个大气压，此时
汞原子主要辐射波长为 253.7 纳米的紫
外线。这类灯又称灭菌灯、冷阴极和热
阴极灯。低压汞灯光强低，光固化速度
慢，但发热量小，不需冷却就可使用，
在印刷制版上用得较多。也可用作杀菌
灯。高压汞灯的工作汞蒸气压为 0.2～1
兆帕。其发光效率可达 35～50 流／瓦
（lm／W），广泛用于环境温度为-20 摄
氏度～40 摄氏度的街道、广场、高大建
筑物、交通运输场所作为室内外照明光
源。超高压汞灯的工作汞蒸气压为 1 兆
帕以上。该灯从长波紫外到可见光都有
很强的辐射，电弧亮度极高。超高压汞
灯有短弧超高压汞灯和毛细管超高压汞
灯两种。短弧超高压汞灯是辐射极强的
长波紫外光和可见光的点光源。广泛用
于荧光显微镜、紫外分光仪、全息照相
等光学仪器，也用于集成电路光刻制版
工艺。毛细管超高压汞灯主要用于照相
制版和彩色显像管涂荧光屏制版工艺。

本国子目 8539.3240 所称“汞蒸气灯”，
是利用汞放电时产生汞蒸气获得可见光的
电光源。汞灯可分为低压汞灯、高压汞灯
和超高压汞灯三种。低压汞灯点燃时汞蒸
气压小于一个大气压，高压汞灯的工作汞
蒸气压为 0.2～1 兆帕，超高压汞灯的工
作汞蒸气压为 1 兆帕以上。

8609.0011

保温集装箱是指安装有制冷设备，用于
运输易腐食物或者货物的集装箱。

本国子目 8609.0011 所称“保温集装
箱”，是指安装有制冷设备、具有隔热功
能、用于运输易腐食物或者货物的集装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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