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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1995_E5_B9_

B4_E6_9C_BA_c36_32851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第１号） 根

据《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暂行办法》，经国务院批准，现将１

９９５年机电产品的《配额产品目录》和《特定产品目录》

予以公布，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主任 王忠禹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吴 仪 一九九五年

七月一日 一九九五年机电进口产品 《配额产品目录》和《特

定产品目录》 一九九五年配额产品目录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

品名称１ 汽车及其底盘、发动机、驱动桥、车壳（或驾驶室

）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７０１２０００ 半挂车

用的公路牵引车８７０２１０１０ ３０座及以上装有柴油发

动机的机动客车８７０２１０９０ １０座及以上３０座以下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机动客车８７０２９０１０ 其他３０座及

以上的机动客车８７０２９０９０ 其他１０座及以上３０座

以下的机动客车８７０３１０００ 雪地行走专用机动车；高

尔夫球机动车及类似机动车辆８７０３２１１０ 排气量不超

过１０００毫升，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 的机动小

客车８７０３２１２１ 排气量不超过１０００毫升的小轿车

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１２９ 排气量不超过１０００毫升的其

他机动小客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２１１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

０毫升，但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的小轿车８７０３２２１２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的越野车

（ ４轮驱动）８７０３２２１３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毫升，



但不超过５００毫升的旅行小客车 （９座及以下）８７０３

２２１９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

的其他机动 小客车８７０３２２２１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毫

升，但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的小轿车整 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２

２９ 排气量超过１０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的其

他机动 小客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３１１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

０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的小轿车８７０３２３１２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的越野车

（ ４轮驱动）８７０３２３１３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

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的旅行小客 车（９座及以下）８７０

３２３１９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

升的其他机动 小客车８７０３２３２１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

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的小轿车整 套散件８７０３２

３２９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的

其他机动 小客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３３１ 排气量超过２５

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小轿车８７０３２３３

２ 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越野

车（ ４轮驱动）８７０３２３３３ 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

，但不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旅行小客 车（９座及以下）８７

０３２３３９ 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３０００

毫升的其他机动 小客车８７０３２３４１ 排气量超过２５０

０毫升，但不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小轿车整 套散件８７０３

２３４９ 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３０００毫升

的其他机动 小客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４１１ 排气量超过３

０００毫升的小轿车８７０３２４１２ 排气量超过３０００

毫升的越野车（４轮驱动）８７０３２４１３ 排气量超过３



０００毫升的旅行小客车（９座及以下）８７０３２４１９ 

排气量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其他机动小客车８７０３２４２

１ 排气量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小轿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３２４

２９ 排气量超过３０００毫升的其他机动小客车整套散件８

７０３３１１１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小轿车，排气量不超过１

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１１２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越野车（４

轮驱动），排气量不超过１５０ 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１１３ 装

有柴油发动机的旅行小客车（９座及以下），排气量不超过 

１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１１９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其他小客

车，排气量不超过１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１２１ 装有柴油

发动机的小轿车整套散件，排气量不超过１５００毫 升８７

０３３１２９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其他机动小客车整套散件，

排气量不超过１ 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２１１ 装有柴油发动

机的小轿车，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但不超 过２５００

毫升８７０３３２１２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越野车（４轮驱动

），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 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

０３３２１３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旅行小客车（９座及以下）

，排气量超过１ ５００毫升，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

３３２１９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其他机动小客车，排气量超过

１５００毫升 ，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２２１ 装

有柴油发动机的小轿车整套散件，排气量超过１５００毫升 

，但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２２９ 装有柴油发动机

的其他机动小客车整套散件，排气量超过１５ ００毫升，但

不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３１１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小

轿车，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３１２ 装有柴油

发动机的越野车（４轮驱动），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 毫升８



７０３３３１３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旅行小客车（９座及以下

），排气量超过２ 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３３１９ 装有柴油发

动机的其他机动小客车，排气量超过２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

３３２１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小轿车的整套散件，排气量超过

２５００毫 升８７０３３３２９ 装有柴油发动机的其他机动

小客车的整套散件，排气量超过２ ５００毫升８７０３９０

００ 未列名机动小客车８７０４２１１０ 装有柴油发动机，

车辆总重量不超过５吨的其他货车８７０４２１２０ 装有柴

油发动机，车辆总重量不超过５吨的其他货车整套散件８７

０４２２１１ 装有柴油发动机，车辆总重量超过５吨，但小

于１４吨的其他 货车８７０４２２１２ 装有柴油发动机，车

辆总重量１４吨及以上，但不超过２０吨 的其他货车８７０

４２２２１ 装有柴油的发动机，车辆总重量超过５吨，但小

于１４吨的其 他货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４２２２２ 装有柴油发

动机，车辆总重量在１４吨及以上，但不超过２０ 吨的其他

货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４２３１０ 装有柴油发动机，车辆总重

量超过２０吨的其他货车８７０４２３２０ 装有柴油发动机

，车辆总重量超过２０吨的其他货车整套散件８７０４３１

１０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车辆总重量不超过５吨的

其他货 车８７０４３１２０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车

辆总重量不超过５吨的其他货 车的整套散件８７０４３２１

０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车辆总重量超过５吨的其他

货车８７０４３２２０ 装有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车辆总

重量超过５吨的其他货车 的整套散件８７０４９０００ 未列

名货运机动车辆８７０５２０００ 机动钻探车８７０５３０

００ 机动救火车８７０５４０００ 机动混凝土搅拌车８７０



５９０１０ 机动无线电通讯车８７０５９０２０ 机动放射线

检查车８７０５９０３０ 机动环境监测车８７０５９０４０ 

机动医疗车８７０５９０５０ 机动电源车８７０５９０９０ 

未列名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８７０６００２１ 车辆总重量在

１４吨以上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８７０６００２２ 车辆

总重量在１４吨以下的货车底盘，装有发动机８７０６００

３０ ３０座及以上的机动客车底盘，装有发动机８７０６０

０９０ 编号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所列其他车辆装有发动机的

底盘８７０７９０００ 未列名点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８７０

８２０１０ 输出功率在１３２．３９千瓦（１８０马力）及

以上车辆用压 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８７０８２０９０ 其他车

辆用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８７０７１０００ 机动小客车的

车身（包括驾驶室）８４１４３０９０ 非电动机驱动的压缩

机（汽车空调器用）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２ 摩托车及

其发动机、车架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７１１１

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５０毫升

的摩托车 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８７１１２０００ 装有

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超过５０毫升，但不超过 ２

５０毫升的摩托车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８７１１３０

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超过２５０毫升，

但不超 过５００毫升的摩托车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８

７１１４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气量超过５

００毫升，但不超 过８００毫升的摩托车及装有辅助发动机

的脚踏车８７１１５０００ 装有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排

气量超过８００毫升的摩托车 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８

７０７３１００ 排气量不超过５０毫升的车辆用往复式活塞



发动机８７０７３２００ 排气量超过５０毫升，但不超过２

５０毫升的车辆用往复式活 塞发动机８７０７３３００ 排气

量超过２５０毫升，但不超过１０００毫升的车辆用往复 式

活塞发动机８７１４１９００ 其他摩托车零件、附件（车架

）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３ 彩色电视机及其显像管协调

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５２８１０１０ 彩色视频监视

器８５２８１０２０ 彩色视频投影机８５２８１０３０ 家用

型卫星电视接收机８５２８１０８１ 显像管屏幕尺寸不超过

４２厘米的彩色电视接收机８５２８１０８２ 显像管屏幕尺

寸超过４２厘米，但不超过５２厘米的彩色电视 接收机８５

２８１０８３ 显像管屏幕尺寸超过５２厘米的彩色电视接收

机８５２８１０９０ 彩色电视接收机的整套散件８５４０１

１００ 彩色阴极射线电视显像管（含显示器）配额产品目录

序号 商品名称４ 收、录音机及其机芯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５１９９９１０ 激光唱机８５２０３１００ 装有

声音重放装置的盒式磁带录音机８５２０３９００ 其他装有

声音重放装置的磁带录音机８５２７１１１０ 不需外接电源

的收录（放）音组合机８５２７１１２０ 不需外接电源的收

录（放）音组合机的整套散件８５２７２１００ 需外接电源

的汽车用收录（放）音组合机８５２７３１１０ 其他无线电

收录（放）音组合机８５２７３１２０ 其他无线电收录（放

）音组合机的整套散件８５２７１９００ 其他不需外接电源

的电线收章机８５２７２９００ 其他需外接电源的汽车用无

线电收音机８５２７３２００ 带时钟的收音机８５２７３９

００ 未列名无线电收音机８５２９９０６０ 无线电收音机及

其组合机用零件（机芯）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５ 电冰



箱及其压缩机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４１８１０

１０ 容积超过５００升的冷藏－冷冻组合机，各自装有单独

外门８４１８１０９０ 容积不超过５００升的冷藏－冷冻组

合机，各自装有单独外门８４１８２１００ 压缩式家用型冷

藏箱８４１８２２００ 电气吸收式家用型冷藏箱８４１８３

０１０ 制冷温度在－４０℃及以下的柜式冷冻箱，容积不超

过８００ 升８４１８３０２１ 制冷温度在－４０℃以上的柜

式冷冻箱，容积超过５００升， 但不超过８００升８４１８

３０２９ 制冷温度在－４０℃以上的柜式冷冻箱，容积不超

过５００升８４１８４０１０ 制冷温度在－４０℃及以下的

立式冷冻箱，容积不超过９００ 升８４１８４０２１ 制冷温

度在－４０℃以上的立式冷冻箱，容积超过５００升， 但不

超过９００升８４１８４０２９ 制冷温度在－４０℃以上的

立式冷冻箱，容积不超过５００升８４１８５０００ 其他冷

藏或冷冻柜、箱、展示台、陈列箱及类似的冷藏或冷冻 设备

８４１４３０１１ 电动机额定功率不超过０．４千瓦的冷藏

箱或冷冻箱用压缩机８４１４３０１２ 电动机客定功率超过

０．４千瓦，但不超过５千瓦的冷藏箱或 冷冻箱用压缩机８

４１４３０１９ 电动机额定功率不超过５千瓦的其他压缩机

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６ 洗衣机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４５０１２００ 干衣量不超过１０公斤的非全自

动洗衣机，装有离心甩干机８４５０１９００ 其他干衣量不

超过１０公斤的非全自动洗衣机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

７ 录像设备及其关键件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５

２１１０１１ 磁带型录像机８５２１１０１２ 磁带型录像机

的整套散件８５２１１０２１ 磁带型放像机８５２１１０２



２ 磁带型放像机的整套散件８５２１９０００ 其它视频信号

录制或重放设备（激光视盘放送机）８５２２９０３０ 视频

信号录制或重放设备的零件、附件（机芯磁头、磁鼓）８５

２５３０１０ 特种用途的电视摄像机８５２５３０２０ 家用

型摄录一体机８５２５３０９０ 其他电视摄像机配额产品目

录序号 商品名称８ 照像机及其机身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

品名称９００６５１１０ 通过镜头取景（单镜头反光式（Ｓ

ＬＲ））使用胶片宽度不超 过３５毫米的照相机整机９００

６５１２０ 通过镜头取景（单镜头反光式（ＳＬＲ））使用

胶片宽度不超 过３５毫米的照像机整套散件９００６５２０

０ 其他使用胶片宽度小于３５毫米的照相机整机９００６５

３１０ 其他使用胶片宽度为３５毫米的照相机９００６５３

２０ 其他使用胶片宽度为３５毫米的照像机整套散件９００

６５９００ 未列名照相机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９ 手表

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９１０２２１００ 其他自动

上弦的手表９１０１１１００ 原电池或蓄电池驱动仅有机械

指示器的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 包贵金属制成９１０１２１

００ 自动上弦的手表，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９１０

１２９００ 表壳用贵金属或包贵金属制成的其他手表９１０

２１１００ 其他原电池或蓄电池驱动仅有机械指示器的手表

９１０２２９００ 未列名手表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１

０ 空调器及其压缩机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４１

５１０００ 独立窗式或壁式空气调节器８４１５８１１０ 制

冷量不超过４０００大卡／时，装有制冷装置及一个冷热循 

环换向阀的空气调节器８４１５８２１０ 其它制冷量不超过

４０００大卡／时，装有制冷装置的空气调 节器８４１４３



０１３ 电动机额定功率超过０．４千瓦，但不超过５千瓦的

空气调节 器用压缩机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１１ 录音录

像磁带复制设备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５２０９

０００ 未列名磁带录音机及其他声音录制设备８５２１９０

００ 未列名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备配额产品目录１２ 汽车

起重机及其底盘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７０５１

０１０ 最大起重重量在１００吨及以下起重车８７０５１０

９０ 其他起重车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１３ 电子显微镜

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９０１２１０００ 显微镜（

光学显微镜除外）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１４ 气流纺纱

机协调制度目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８４４５２０２０ 气流纺

纱机配额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１５ 电子分色机协调制度目

录商品编号 商品名称９００６１０１０ 电子分色机 一九九五

年特定产品目录序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号００１ 船用柴油机 

８４０８１０００００２ 功率３７千瓦（５０匹马力）及以

下柴油机 ８４０８９０９２００３ 离心通风机 ８４１４５９

９０００４ 斗式提升机 ８４２５４９９０００５ 装卸船机 

８４２６１１００００６ 铝电解多功能联合机组 ８４２６１

２００００７ 多用途门机 ８４２６３０００００８ 轮胎式起

重机和集装箱正面吊８４２６４１００００９ 履带式起重机 

８４２６４９０００１０ 载客电梯 ８４２８１０１００１１ 

自动扶梯 ８４２８４００００１２ 推土机 ８４２９１１１０

０１３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８４２９２０９００１４ 震动式压

路机 ８４２９４０１１ ８４２９４０１９０１５ 轮式装载机

８４２９５１０００１６ 挖掘机 ８４２９５２０００１７ 截

煤机、凿岸机、隧道掘进机及矿用牙轮钻机８４３０３１０



０ ８４３０３９０００１８ 矿用电铲 ８４３０５０９００１

９ 糕点生产线 ８４３８１００００２０ 造纸制浆设备 ８４

３９１０００ ８４３９２０００ ８４３９３００００２１ 瓦

楞纸板（箱）生产设备 ８４４１３００００２２ 纸浆模塑生

产设备 ８４４１４００００２３ 胶印机 ８４４３１９０００

２４ 平网印花机 ８４４３５００００２５ 涤纶长丝纺丝机 

８４４４０００００２６ 涤纶弹力丝机 ８４４４０００００

２７ 多区段拉断制条机 ８４４４０００００２８ 清梳联合机

８４４５１１０００２９ 精梳机 ８４４５１２０００３０ 自

动络筒机 ８４４５４００００３１ 整经机 ８４４５９０００

０３２ 喷水织机及喷气织机 ８４４６３０１００３３ 剑杆织

机 ８４４６３０２００３４ 片梭织机 ８４４６３０９００３

５ 长环蒸化机 ８４５１４００００３６ 高温、高压溢流染色

机及常温常压染色机 ８５５１４００００３７ 非家用缝纫机 

８４５２２１０００３８ 数控电加工机床 ８４５６３０００

０３９ 等离子、火焰切割机 ８４５６９００００４０ 加工中

心 ８４５７１００００４１ 数控卧式车床 ８４５８１１００

０４２ 热模锻压力机 ８４６２１０９００４３ 单、双点闭式

、开式压力机及单、双点 拉伸式压力机 ８４６２９１０００

４４ 冷室压铸机 ８４６２９９０００４５ 木材削片机 ８４

６５９６０００４６ 长材刨片机 ８４７１２０３１０４７ 集

散型控制系统 ８４７４１００００４８ 水力旋流器 ８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４９ 侧鼓式跳汰机 ８４７４１００００５０ 水泥

生产窑外分解成套设备 取料机、布料机 ８４７４１０００ 立

式磨、辊压机 ８４７４２００００５１ 水泥混凝土搅拌站 ８

４７４３１０００５２ 塑料、像胶挤出机 ８４７７２０００



０５３ 双复合胎面挤出机 ８４７７２００００５４ 轮胎外胎

成型机 ８４７７５１０００５５ 烟草加工及制作机器 ８４７

８１０００ ８４７８９００００５６ 金属铸造用型箱 ８４８

０１００００５７ 模具（汽车、家用电器） ８４８０４１０

００５８ 塑料或像胶用注模或压模 ８４８０７１０００５９ 

大型减速机 ８４８３４００００６０ 水电成套设备 ８５０２

３００００６１ 电力变压器 ８５０４２３２００６２ 直流稳

压电源 ８５０４４０１１０６３ 交流稳压电源 ８５０４４０

１２０６４ 不间断电源 ８５０４４０２００６５ 变频调速装

置 ８５０４４０９００６６ 电阻焊缝自动制罐设备 ８５１５

２１０００６７ 直缝、螺旋焊管机组 ８５１５２１０００６

８ 用户环路载波设备 ８５１７４０９００６９ 图文传真机 

８５１７８２１１ ８５１７８２１２０７０ 电子音频功率放

大器 ８５１８４００００７１ 数字式卫星通讯地面站 ８５２

５２０１９０７２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８５２５２０２１ ８５

２５２０２２ （含蜂窝、集群、无线寻呼、一点多址） ８５

２５２０２９ ８５２７９０１１ ８５２７９０１２０７３ 卫

星电视地面接收设备 ８５２９１０２０ ８５２９９０９１０

７４ 黑白摄像机 ８５２５３０９００７５ 电视共用天线及电

缆电视分配系统 ８５２９９０８９０７６ 消防灭火、报警装

置 ８５３１１００００７７ 六氟化硫断路器（含组合电器） 

８５３５２９０００７８ 用于电压在５００千伏及以上线路

的全封闭 组合高压开关装置 ８５３７２０１００７９ 其它用

于电压超过１０００伏线路的电力控制 或分配的盘、板、柜

及其它基座 ８５３７２０９００８０ 电缆 ８５４４５９１０

０８１ 光缆 ８５４４７００００８２ 起拔道捣固车 ８６０



４００９００８３ 牵引车（除汽车牵引车外） ８７０１９０

０００８４ 电动轮自卸车 ８７０４１０１００８５ 压裂车、

混砂车 ８７０５９０９００８６ 油船 ８９０１２００００８

７ 冷藏船 ８９０１３００００８８ 其他机动货运船舶及客货

兼运船舶 ８９０１９０１００８９ 机动捕鱼船、加工船及其

他加工保藏鱼类产品 的船舶 ８９０２００１００９０ 拖轮及

顶推船 ８９０４０００００９１ 挖泥船 ８９０５１００００

９２ 正射投影仪 ９００８３００００９３ 海洋重力仪 ９０

１５８００００９４ 医用超声显像诊断仪 ９０１８１９２０

０９５ 牙科治疗设备 ９０１８４１０００９６ 单光子发射计

算机断层扫描装置（ＥＣＴ） ９０１８９０９００９７ 医用

Ｘ线诊断机组 ９０２２１１９００９８ Ｘ射线探伤仪 ９０２

２１９０００９９ 直线加速器 ９０２２２１００１００ 紫外

分光光度计 ９０２７３０００１０１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９

０２７３０００１０２ 付利叶红外分光光度计 ９０２７３０

００１０３ 核磁共振波谱仪 ９０２７８０００１０４ Ｘ射线

衍射仪 ９０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５ 数字频率计 ９０３０４０１

０１０６ 光纤光缆测试仪（含光时域反射计，光纤熔 接机，

光功率计，光源） ９０３０８９９０１０７ 动平衡机 ９０３

１１００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