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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对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的行
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的结果





时间 目的 结果

1991年4月 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发起特别301调
查。调查主要涉及中国专利法的缺陷，
尤其是美国作品著作权、商标权在华
保护的缺乏。

中美谈判协商解决

1991年10月 针对中国市场准入问题发起301调查。
一年的调查主要涉及美国产品在中国
市场遇到的不公平壁垒问题。

中美谈判协商解决

1994年6月 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发起特别301调
查。调查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法律的实
施问题，要求中国开放知识产权产品

中美谈判协商解决

1996年4月 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发起特别301调
查。调查主要将中国视为重点观察国
家，并在此期间启动制裁程序。

中美谈判协商解决

2010年9月 针对中国清洁能源补贴问题发起301调
查。调查主要关注对华能源政策问题，
并提请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磋
商。

中美谈判协商解决



美国对华——《条件清单》

• 一、中国必须在截至2020年的2年内，减少对美国的2000亿贸易

逆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为1303.7亿

美元）；

• 二、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开放市场给美国；

• 三、必须大量购买美国产品；

• 四、不得要求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给中国；

五、中国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

六、不得反对美国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行业的投资；

七、中国撤销在世贸组织中对美国发起的控诉；

　　……

八、若美国感觉中国不配合，可以立刻使用关税制裁。但中国不

得反击。不能对美国产品加关税，只能废除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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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措施研讨





征税清单：

一、

二、

三、

818项产品；大约340亿美元；税率：25%

284项产品；大约160亿美元；税率：25%

6031项产品；大约2000亿美元；税率：10%



措施研讨（一）



17.04　不含可可的糖食（包括白巧克力）：

　　　 10　—　　口香糖，不论是否裹糖

　　　 90　—　　其他

18.06　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的食品(+)：

　　　 10　—　　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可可粉

　　　 20　—　　其他重量超过2千克的块状或条状含可可食品，
或液状、膏状、粉状、粒状或其他散装形状的含可可食品，容器
包装或内包装每件净重超过2千克的

　　　　　 —　　其他块状或条状的含可可食品：

　　　 31　— — 夹心

　　　 32　— — 不夹心

　　　 90　—　　其他

WCO Classification Opinions :

 Sugar confectionery containing cocoa, 

mixed, in various proportions, with 

confectionery not containing cocoa, 

presented in boxes for sale as mixed. 

Adoption : 1970



Chocolate confectionery (milk chocolate in a sugar shell), put up in two 

packets, each with a net weight of 45 g, presented in a plastic 

container, as composite goods for retail sale. The container has a lid 

with a reusable plastic dispenser attached to it. The dispenser – 

shaped as one of the confectionery brand’s characters – is filled with 

confectioneries which are dispensed when the character’s hand is 

pressed.

Application of GIRs 1, 3 (b) and 6.

Opinions：180690/3

Adoption : 2017



措施研讨（二）



第十六章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
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  注释：

• ......

• 　　二、本章的食品按重量计必须含有20％以上的香肠、肉、

食用杂碎、动物血、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

椎动物及其混合物。对于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前述产品的食品，

则应按其中重量最大的产品归入第十六章的相应品目。但本条

规定不适用于品目19.02的包馅食品和品目21.03及21.04的食品。



19.04　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制成的食品（例如，玉米

片）；其他品目未列名的预煮或经其他方法制作的谷粒（玉米除

外）、谷物片或经其他加工的谷粒（细粉、粗粒及粗粉除外）：

　　　 10　—　　谷物或谷物产品经膨化或烘炒制成的食品

　　　 20　—　　未烘炒谷物片制成的食品及未烘炒的谷物片与

烘炒的谷物片或膨化的谷物混合制成的食品

　　　 30　—　　碾碎的干小麦

　　　 90　—　　其他



措施研讨（三）



chromed hose：

hand shower：



Bar (pipe)

Bar (pipe)：



diverter valve：



措施研讨（四）



 tablecloths（桌布）













39.20　其他非泡沫塑料的板、片、膜、箔及扁条，未
用其他材料强化、层压、支撑或用类似方法合制(+)：
•         根据本章注释十，所称“板、片、膜、箔及扁条”仅指板、片、膜、

箔、扁条及正几何形块，不论是否经印制或其他表面加工（例如，抛光、

压纹、着色、简单弯曲或制成瓦楞形），以及未切割或切割成矩形（包

括正方形）但未作进一步加工的（即使切割后成为可即供使用的制品，

例如，桌布）。

• 　　经磨边、钻孔、铣削、卷边、搓捻、镶框或其他加工以及切成除矩

形（包括正方形）以外其他形状的板、片等，不论是否经表面加工（包

括切割成小块正方形或其他矩形），一般均作为品目39.18、39.19或

39.22至39.26的物品归类。



措施研讨（五）



WCO C.D

•         Peeler for fruit and vegetables, consisting of a handle 

with a fixed working part of base metal with two blades.

• Application of GIRs 1 and 6.

• OPINION：820551/2

• Adoption : 2013







69.11　瓷餐具、厨房器具及其他家用或盥洗用瓷器：

　　　 10　—　　餐具及厨房器具

　　　 90　—　　其他



措施研讨（六）



84.71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其他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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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重量不超过10千克的便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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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41　— — 同一机壳内至少有一个中央处理部件及一个输入和输出部件，不论是否组合式

　　　 49　— — 其他，以系统形式报验的

　　　 50　—　　子目8471.41或8471.49所列以外的处理部件，不论是否在同一机壳内有一个或两

个下列部件：存储部件、输入部件、输出部件

　　　 60　—　　输入或输出部件，不论是否在同一机壳内有存储部件

　　　 70　—　　存储部件

　　　 80　—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其他部件

　　　 90　—　　其他







84.71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其他品目未列名的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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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重量不超过10千克的便携式自动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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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41　— — 同一机壳内至少有一个中央处理部件及一个

输入和输出部件，不论是否组合式

　　　 49　— — 其他，以系统形式报验的



以系统形式报验的（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systems）





8471.50



方案（二）——拆分申报

•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er（原子吸收光谱仪）



方案（三）——合并申报

热重分析仪（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结束（暂定）



公众号：归类小助手

（findhs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