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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机电产品进出口在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增加贸易盈余以及带动

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

用。自 2002年起，机电产品进出口

额在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

已经达到 52%，占据了我国对外贸

易的半壁江山，并且一直保持增长

态势。2020年机电产品进出口额为

24902.7亿美元，同比增长 5.2%，

占货物贸易总额的 53.6%，实现贸

易顺差 5919.6亿美元，无论从进

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上均优于外贸

总体和非机电产品。机电产品相较

于其他类别商品，归类疑难点多，

归类错误和争议也较多，是企业报

关业务中须关注的重点问题。进出

口商品归类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

到进出口货物的顺利通关、关税税

率的合理合法、贸易管制限制以及

贸易成本控制等多方面，错误的归

类将导致进出口商品通关受阻、提

高通关成本，情节严重的还可能遭

受行政处罚，甚至导致企业被降

级。因此对机电商品及其零部件归

类的疑难点予以实例解析，减少企

业因归类差错造成的通关效率降

低等情况，对促进我国机电产品对

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要

的实践意义。

一、机电商品大类及章的

归类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

总局制定的《机电产品进出口管理

办法》，机电产品（含旧机电产品）

是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

输工具、电器及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金属制品等及其零部件、元器

件。其中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

品进出口是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的主要商品，两者进出口额占机电

产品进出口总额的 75%以上，其他

类商品进出口份额均低于 10%。《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与《商

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中机电产

品的商品归类范围主要集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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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电产品的商品归类范围

商品类别 商品编码大类 说明 商品编码

机械设备

第 16类
机械及电气方式操作的机

器、器具及其零件，也包括

成套机组

84章

电气设备 85章

交通运输工具 第 17类
陆上、空中、水里的各类运

输设备及其相关的未列名

货品

86-89章
（8710除外）

电器及电子产品 第 16类
电气方式操作机器、器具

及其零件
85章

仪器仪表 第 18类
各种专业技术或工业方面

及医疗方面使用的仪器及

设备

90章

金属制品 第 15类

根据不同材质区分的通用

零件或附件（第 16 类类
注、84、85 章章注排除的
货品）

7307-7326、7412-7419、
7507、7508、7609-7616、
7806、7907、8007、
8101-8110

其他
第 13类、第 18
类、第 19类

钟表及其零件、动力装置

的玩具及模型、健身器械

及游艺设备、电热家具（第

16类类注排除的货品）

6804、6805、7011、91章、
9207、9303-9306、
9401-9405、9501-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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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章、85 章、86-89 章、90 章以及

91章，其余商品编码分散在第 13

类、15 类、19 类等部分章或品目

（表 1）。

表 1 中列明的各大类或章的

内容具体归类时并没有明确的分

界线，经常出现的错误是直接根

据大类或章的标题进行归类，但是

大类或章的标题只是起到查找方

便作用，并不是归类的有效依据，

类注、章注的具体“排除条款”限

制是归类时需要关注的重点，构成

归类的法律依据。因此机电商品

总体归类思路首先是商品属性分

析，查看类注、章注，根据类注、章

注“排除条款”初步判断属于第几

类（查看类注）第几章（查看章

注），再确定品目；同时还需要注

意在 90章有列名的商品优先归入

90 章；除 90 章外，电动商品主要

归入 84章，但是某些电动商品在

85 章有列名的则不能误归入 84

章，应优先考虑是否归入 85章的

相关品目。

实例 1：印刷机用传动带，硫化

橡胶制，已接续，具有特定长度、宽

度，可直接安装使用。看要素描述

应该归入 8443（印刷机上的零件及

附件），但是根据归类思路首先应

查看类注、章注“排除条款”，本例

通过查看第 16类类注一（一）注释

品目 4010 的硫化橡胶制的传送

带、输送带不归入 84章，从而确定

商品编码应为 4010.3900。

实例 2：具有功能检查或生理

参数检查作用的医疗彩色超声波

诊断仪。根据归类思路查看第 16

类类注一（十二）和 84章章注（一）

注释，按照功能、用途可以归入 90

章的商品不能归入 84章，不论其

是否利用电气方式工作。本例彩色

超声波诊断仪属于电气的医疗诊

断装置，在 9018品目下有具体列

名，因此应优先归入 90章，正确的

商品编码为 9018.1291。

上述归类技巧适用于机电产

品整机归类，归类前需要确定其进

出口状态，提供是否为完整品或不

完整品的结构、功能、用途、不完整

品与完整品的价值比等信息；首先

依据品目条文确定归类，有具体列

名的按照具体列名归类，有类注释

的按照注释归类，既无具体列名又

无注释的商品，判断是否为多功

能、多用途或组合机器设备，查看

类注三进行相应归类；若为不完整

品、未制成品、拆散件，则依据归类

总规则二（一）确定归类。

二、机器设备零件、附件、

部件的归类

机器设备零部件归类一直是

机电商品归类的难点，归类前需要

明确商品属于整机类还是零件、附

件、部件类，除了 8471 品目“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里具体列

明的部件外，其他品目并未提到部

件，因此涉及部件的商品均按照零

件归类；根据 16类类注二注释，零

部件归类思路可总结为如下四步：

第一步判断商品是否在类注、章注

排他条款内，若属于则按照类注、

章注归类；若不属于则进入下一

步；第二步商品是否在 84章、85章

有具体列名，若有则按照列名归

类；若无具体列名则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判断商品是否为专用或通

用零部件，若是则与整机一并归类

或归入指定零部件品目；若不是专

用零件则进入下一步；第四步酌情

归入专用零件品目或兜底零件品

目 84.87或 85.48，零件、附件专用

与否并不是判断其归类的第一要

素，排他条款和具体列名优先考

虑。

实例 3：风力发电机组（由风力

发动机及发电机构成）专用叶片，

叶片安装在风力发动机上。对于由

多个机器（部件）组成的组合机器

的零件归类时，首先考虑其所属最

小单元整机的零件归类，本例专用

叶片是安装在风力发动机上，因此

应该按照风力发动机的零件归类，

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412.9090。

实例 4：点燃式内燃发动机所

用的进气过滤器，又称为滤清器，

属于气体过滤装置。本例中点燃式

内燃发动机归入品目 8407，进气过

滤器属于内燃发动机的零件，应该

归入品目 8409即“8407相关产品

的零部件”，但是气体过滤装置在

8421有具体列名，因此优先按照列

名归类，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412.9090。

实例 5：可用在多个机器（机

床、印刷机器、纺织机器）上通用的

手轮。手轮属于通用零件，可适用

于多种机器，不能确定是专用于哪

个机器的零部件。本例手轮既可用

于机床 8456品目，也可用于印刷

机器 8439品目和 8444品目，因此

可酌情归入兜底品目 8487 中，正

确的商品编码为 8487.9000。

机器设备零部件归类时需要

提供其基本构造、技术指标，具体

的工作原理、主要功能和用途等，

还需要详细了解材料属性及其主

机的相关情况；对于结构较为简单

的零部件，如果未在类注、章注中

排除，不能按照材质归类；对于不

属于机器组成部件的零部件也不

能按照专用零件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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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一功能机器与多功

能机器等设备的归类

单一功能机器设备通常其功

能或其所适应的行业在机电商品

相关章的税目中有列名，大部分

分布在 84、85章、90章，一般归类

原则是根据商品的功能、结构、工

作原理及用途确定归类品目，当既

可按照功能又可按照用途归入两

个品目时，优先按照功能在

8401-8424及 8686品目中查找，若

没有符合的品目在其余品目中查

找归类。

实例 6：工业用火腿蒸煮器。火

腿属于食品，食品的加工机器按照

行业分类应归入 8438农林、园艺

及食品加工机器，从功能的角度

看，火腿蒸煮器是利用温度的变化

来处理火腿的设备，也可以归入

8419“利用温度变化处理材料的机

器装置及类似的实验室设备”，但

是按照功能优先原则，本例应该归

入 8419，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419.8100。

上述归类方法只适合单一功

能机器设备，根据 16类类注三注

释，多功能机器设备归类应先将多

功能简化为单一功能（择其主要功

能）后再确定品目；如果判断不出

主要功能则从后归。从外观结构

看，组合机器和多功能机器均为一

个整体，都有多个功能，但从结构

上判断组合机器由多个机器永久

性连接在一起组合而成，所完成的

多个功能是由整个机器的不同部

分实现的；而多功能机器从其结构

上判断只有一台机器组成，很难区

分出由几个部分组成，因此组合机

器和多功能机器的归类技巧相同，

择其主要功能后再确定品目。

实例 7：全自动软抽面巾纸包

装生产线，由自动折叠机 2套、存

储架 1套、软抽式面巾纸单包机 4

套、面巾纸中包机 2套、输送系统 1

套组成。从结构上可以判断出本例

商品是由多个机器永久性连接在

一起组合而成，属于组合机器设

备，具有多种功能，包括复卷、分

切、折叠、单包装、中包装等，一次

性完成从原纸到包装成品的过程，

应按照主要功能包装归类，归入品

目 8422包封机器或其他包装或打

包机器，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422.4000。

功能机组则是由不同独立部

件（或机器）组成，判断功能机组与

组合机器的不同，关键在于功能机

组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结

构上由相互独立的几部分构成；二

是将整个机器视为一个整体后所

具有的功能是唯一的；三是整体后

具备的功能必须是 84章、85章、90

章具体列名的，否则不能按照功能

机组归类，各部分应分别归类。

实例 8：挤奶机，配有真空泵、

脉动器、奶头吸杯及奶桶等各自独

立部件，由软管和管道连接。从结

构上可以判断出本例商品是由多

个独立机器连接在一起组合而成，

将本例中所有设备视为一个整体

后，具有品目 8434项下所列明的

挤奶机及乳品加工机器功能，符合

功能机组归类的条件，可以按照功

能机组一并归类，正确的商品编码

为 8434.1000。

四、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

件的归类

海关对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

件的申报要素包括：品名、用途、是

否交流或直流，以及用电相数等。

企业在实际申报电机商品归类时，

报关单栏目内都会出现“两相交

流”“两相直流”“三相直流”以及

“四相直流”等“非标准”的现象；同

时还存在完全相同品牌电机，却报

出完全不同类型电流及相数等归

类错误。

电机电器设备在税号里主要

包括两类，一类是电气设备及装置

的整机及其专用零件，涉及品目

8501-8531，8543；另一类是通用的

电子元器件、连接件及绝缘零件，

涉及品目 8532-8542，8544-8548。

但是章及品目标题并不是归类的

依据，因此首先考虑“排除条款”限

制和优先归类原则。

实例 9：内燃机用的永磁直流

发电机。本例商品永磁直流发电机

是利用电气原理进行工作的电气

设备，属于品目 8511项下，点燃式

或压燃式内燃发动机用电点火及

电启动装置（永磁直流发电机）中

的具体列名，虽然也具有 8501品

目电动机及发电机的特征，但是按

照优先归类原则，应按列名归入品

目 8511，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511.2090。

电动机、发电机和发电机组的

归类也容易混淆，电动机是在电源

供电的情况下将电能转换成机械

能的装置，按照输出功率和电源的

不同进行归类；发电机是在力的推

动下将机械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

无论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均归入

8501 品目，而发动机是归入

8406-8412品目下。发电机组是由

8501的发电机与 8407-8412 的动

力机械组成的一套机组，其相关商

品及零件涉及 8502、8503、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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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7品目。

实例 10：自行车照明用的小型

交流发电机，安装在前车轮轮胎旁

边，为灯头提供电力。本例中灯是

通过车轮的转动来带动小型交流

发电机发电而发光的，属于将动能

转换成电能的机器设备，按照使用

的交流电电源应归入 8501 电动

机、发电机品目，正确的商品编码

为 8501.6100。

实例 11：铁路空调发电车柴油

发电机组负载试验台。本例中负载

试验台主要用于客车柴油发电机

检修以后的综合性能试验，属于

8502柴油发电机组的相关产品，但

是根据类注注释，在 90章有具体

列明的商品优先归入 90章，因此

按照优先归类原则应归入 9031其

他品目未列明的测量或检验仪器

品目下，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9031.2000。

五、家用电动机械器具的

归类

家用电动机械器具种类繁多，

用途各异，极容易归错，一般必须同

时满足家用（非工业、商业）和电动

机驱动（非电热）两个条件，主要归

入 8509品目，而家用电热器具则归

入 8516品目，但是也不是满足条件

的商品均归入 8509项下，还需要关

注类注、章注的相关说明及注释。

实例 12：真空吸尘器，用于家

庭清洁。本例商品同时满足了家用

电动机械器具家用和电动机驱动

两个条件，但是根据章注注释，真

空吸尘器无论家用还是非家用，电

动或者非电动，不论抽吸的是干物

质还是湿物质均归入品目 8508；而

且真空吸尘器上的辅助装置或可

互换零件，如果与真空吸尘器一同

报验，只要数量合理即可一并归入

品目 8508，如果超出则按产品特性

归类，如吸尘器多刷头应归入品目

9603。还需要注意的是真空吸尘器

与 8421品目的除尘器也不同，除

尘器的主要功能是过滤，因此正确

的商品编码为 8508.6000。

同时家用电动机械器具一般

为小型机器设备，某些商品还要受

到重量的限制。根据章注四注释，

任何重量的食品研磨机、食品搅拌

器、地板打蜡机及水果、蔬菜的榨

汁机这四种机器虽然重量不限，但

其工作范围必须是家用的，不得超

过家庭需要，如果明显属于餐馆或

类似场所用的工业或商业的范围，

则应归入品目 8435-8438。

实例 13：扫拖地一体的家用清

洁机器吸尘器，机重 4.6kg，主机功

率 58W。本例商品的主要功能除了

能够通过高静压分机提供真空吸

力吸附地面杂物外，还带有湿拖布

拖地功能，已超出真空吸尘器的功

能范围，不能归入品目 8508；同时

本例商品满足了家用电动机械器

具家用和电动机驱动两个条件，符

合家用电动机械器具的重量限制

要求，应考虑归入品目 8509，因此

正确的商品编码为 8509.8090。

与家用电动机械器具同时进

口或出口的辅助装置或可互换零

件，且品种数量在正常合理范围

内，可以一并归入品目 8509；对于

多功能家用电动机械器具，按照其

主要功能归类，不能确定主要功能

时则从后归类。

为减少企业违规风险，减少机

电商品归类的海关质疑，提高企业

通关效率，企业关务人员实现机电

商品正确归类需要做到：第一，深

入理解《归类总规则》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的各类

注释、各章章注释和子目注释及各

品目、子目条文的相关说明和规

定，熟练掌握和运用归类总规则；

对于疑难商品或者有争议的商品，

必须重视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商

品归类的行政裁定、商品归类决定

等重要的归类依据；第二，与供应

商、采购、工程师等沟通所申报商

品的具体属性，科学认知商品的成

分、用途、特性、加工方式、加工深

度、包装方式等相关知识，保证真

实规范申报机电商品的各项申报

要素；第三，企业应积极争取利用

全国报关与国际货运职业技能竞

赛、关务水平测试和评估工作、预

归类师考试等有利资源和机会，提

高关务人员水平；对于确有疑难无

法确定归类的，可以利用中国报关

协会、海关总署关税司“归类通”平

台、“中国海关归类化验”App等权

威归类辅助资源，也可以申请预裁

定，降低关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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