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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百考试题报关员在线考试中心1、熏制的大西洋鲑鱼 答

案：0305.4110 2、熏墨鱼 答案：1605.9090 3、水煮过的中华绒

鳌蟹（未去壳，冻的） 答案：0306.1490 4、冷冻的对虾虾仁 

答案：0306.1321 5、水煮后经冷冻的去壳小虾 答案

：1605.2000 6、活的小虾 答案：0306.2399 7、活的淡水小龙虾 

答案：0306.2990 8、流动动物园表演的香猪 答案：9508.1000 9

、供食用的活甲鱼 答案：0106.2020 10、不适合食用的死的甲

鱼 答案：0511.9990 11、供食用的野鸡(重量2公斤/只) 答案:

0106.3929 12.供人食用的冻牛肝 答案：0206.2200 13.不供人食

用的冻牛肝 答案：0511.9990 14.供人食用的鲜牛百叶 答案

：0504.0029 15.未炼制的猪脂肪 答案：0209.0000 16.未炼制的

牛脂肪 答案：1502.0010 17.经烹煮的熏大马哈鱼 答案：

0305.4120 18、经红烧的整条红鳟鱼 答案：1604.1190 19、经水

煮的对虾虾仁 答案: 1605.2000 20.草莓味酸奶（带有小块草莓

果粒） 答案: 0403.1000 21、加糖的脱脂奶粉 答案：0402.1000

22、含脱脂奶粉、豆粉、乳清、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多种添加

物的塑料袋的三鹿牌婴儿奶粉 答案：1901.1000 23 、天然蜂蜜

答案：0409.0000 24、天然蜂蜜与人造蜜的混合制品(其中天然

蜂蜜60%、人造蜂蜜40% 答案：1702.9000 25、巧克力味的冰

淇淋 答案：2105.0000 26、天然圣诞树（未经装饰） 答案

：0604.9100 27、塑料仿制的圣诞树 答案：9505.1000 解释：不



归入39章，39章注有规定，不包括95章的物品。 28、鲜玫瑰

（制花束用） 答案：0603.1100 29、经香水浸渍的干玫瑰 答案

：0603.9000 30、塑料制的假花 答案：6702.1000 31、鲜菊花 答

案：0603.1400 32、干菊花（供入药品用） 答案：1211.9015 33.

炒熟的核桃 答案: 2008.1999 34.干椰子肉 答案: 1203.0000 35. 冷

藏草莓 答案: 0810.1000 36.鲜水蜜桃 答案: 0809.3000 37.绿茶(每

包净重60公斤) 答案: 0902.2090 38.玉米(非种用) 答案: 1005.9000

39.去壳燕麦 答案:1104.2200 40.马铃薯细粉 答案:1105.1000 41.

制成片的燕麦 答案:1104.1200 42.干面筋 答案:1109.0000 43.即食

面筋 答案:1902.3090 44.种用西瓜子 答案:1209.9910 45.豌豆种子

答案:0713.1010 46.含有可可的饮料 答案: 2202.9000 47.含有可可

的维生素C片 答案: 3004.5000 48.含有猪肉馅制成的包子(猪肉

含量25%,青菜含量75%) 答案:1902.2000 49.“华源”牌燕麦片

（加有少量糖，已经烘炒加工，冲泡后即可食用） 答案

：1904.1000 50.鲜榨菠萝汁(白利糖度值为30) 答案:2009.4900

51.掺有30%水的鲜榨菠萝汁 答案:2202.9000 52.猫用饲料(每袋

净重100kg,进口后用于拆分包装) 答案:2309.9090 53.干沙蚕 答

案：0307.9990 54.铜矿砂 答案：2603.0000 55.硫化铜（用化学

方法从铜矿砂提取出的主要成分） 答案：2830.9090 56.化学纯

的氯化钠 答案：2501.0020 57.化学纯的氧化镁 答案

：2519.9091 58.液化的丙烷 答案：2711.1200 59.分析纯的氯化

钾 答案：3104.2090 60.硝酸纳，5公斤包装 答案：3105.1000 61.

硝酸纳，40公斤包装 答案：3102.5000 62.肥料用氯化铵 答案

：2827.1010 63.肥料用硝酸钾 答案：2834.2110 64.过磷酸钙和

硫酸钾制成的化肥，每袋50公斤 65.84消毒液，500毫升/瓶 答

案：3808.9910 66.盒装清凉油 答案：3004.9054 67.活性染料 答



案：3204.1200 68.零售包装的活性染料 答案：3212.9000 69.

“CK”香水（每瓶100ml） 答案：3303.0000 70.“玫琳凯”指

甲油（每瓶195ml） 答案：3304.3000 71.“资生堂”彩色眼影

粉（盒装） 答案：3304.2000 72.海绵橡胶制粉扑，用于施敷香

粉 答案：9616.2000 72.“妮维雅”防晒霜（200毫升瓶装） 答

案：3304.9900 73.“清凉”牌漱口水（每瓶300毫升） 答案

：3304.9900 74.“潘婷”洗发水（500毫升瓶装） 答案

：3305.1000 75.“维利丝”牌油膏 答案：3305.9000 76.“力士

”亮白嫩彩沐浴乳 答案：3307.3000 77.轻粉，一种制成零售包

装用于治疗湿疮的药粉，化学名称为氯化亚汞 答案：不按药

品归入3004，属于汞的无机化合物，应归入2852.0000 78、胶

态银 答案:2843.1000 79、硝酸银 答案:2843.2100 80、氟化稀土 

答案:2846.900 81、瓶装中药酒,由多种中成药经白酒浸泡制得,

专用于治疗风湿病 答案:3004.9051 82、胰岛素 答案

：2937.1200 83、改性的乙醇，浓度为80% 答案: 2207.2000 84、

枪手牌杀虫气雾气（清新味、600毫升铁罐状） 答案

：3808.9119 85、符合化学定义的硝酸钠,5公斤袋装 答

案:3105.1000 86、天然碳酸镁 答案:2519.1000 87、碳酸镁 答

案:2836.9910 88、放射性乙醇 答案：2844.4090 89、放射性钨矿

砂 答案: 2611.0000 90、气态丙烷 答案: 2711.1200 91、加有硼酸

稳定剂的过氧化氢 答案:2847.0000 章注一（四）P56 92、红霉

素眼膏，2.5克/支， 答案: 3004.2090 93、维生素C和维生素E 

的混合物(未配定剂量) 答案: 2936.9000 94、由维生素C和银翘

为原料混合制成的药剂(未配定剂量) 答案: 3003.9090 95、维生

素C针剂 答案: 3004.5000 96、非典疫苗针剂(人用) 答

案:3002.2000 97、“清风”牌喷雾式空气清新剂（500ml瓶装



，茉莉花香型） 答案：33074900 98、“润洁”眼部护理液

3307 .9000 99、溶于挥发性有机溶剂中的乙烯聚合物，乙烯聚

合物占溶液总重量的45% 答案：3208.2020 100、聚对苯二甲酸

丁二酯溶于挥发性有机溶剂中，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占溶液

总重量的45% 答案：3208.1000 101、初级形状的氯磺化聚乙烯

，一种化学改性聚乙烯，比重为0.90 答案：3901.9090 102、

由95%的苯乙烯、5%的丙烯腈组成的共聚物 答案：3903.1100

103、由45%的乙烯、35%异丁烯和20%丙烯的单体单元组成的

共聚物 答案：3902.9000 104、由60%的乙烯、40%的丙烯组成

的聚合物（初级形状） 答案：3901.9010 105、由50%的乙烯

、50%的丙烯组成的聚合物（初级形状） 答案：3902.3010106

、由60%的苯乙烯、30%的丙烯腈和10%的甲苯乙烯的单体单

元组成的共聚物下脚料（颗粒状）答案：3903.9000 107、

由60%的苯乙烯、35%的丙烯腈和5%的甲苯乙烯的单体单元

组成的共聚物下脚料（粉片状） 答案：3903.2000 108、丙烯

聚合物制非泡沫塑料板，正方形状 答案：3920.2090 109、牛

皮制女式裙子 答案：4203.1000 110、羊皮制的帽子 答案

：6506.991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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