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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結構
分析和變化趨勢

　　澳門回歸後，與內地商品貿易
總額有了大幅度提升，2019 年達
到 31.1 億美元，是 1999 年的 4.2
倍， 並 呈 現 五 個 特 點， 分 別 為：
（ 一 ） 商 品 貿 易 總 額 偶 有 波 動；
（二）貿易夥伴關係穩定且密切；
（ 三 ） 一 般 貿 易 取 代 加 工 貿 易；

（四）進出口商品結構改變；（五）
商品貿易壁壘逐步消除。

　　 回 顧 2017-2019 年 澳 門 與 內
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商品貿易情
況，澳門有七、八成的商品是出口
到廣東，有六成的商品是從廣東進
口，可見廣東是澳門最主要的進出
口地。同時，澳門主要對沿海內地
省市自治區出口商品，且近三年幾
乎沒有對西北地區省市自治區出口
任 何 商 品。 在 進 出 口 商 品 類 別 方
面， 澳 門 從 內 地 進 口 貨 值 最 高 的
商 品 類 別 是“礦 產 品”， 以 進 口
“電 力”（HS：27160000） 貨 值
最高；對內地出口貨值最高的商品
類別是“賤金屬及其製品”，以出
口“印 製 電 路 用 覆 銅 板”（HS：
74102110）貨值最高，這與該商
品能透過《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協
議零關稅進入內地有著密切關係。

　　2020 年第一季受“新冠肺炎”
疫 情 的 影 響， 澳 門 與 內 地 商 品 貿
易總額僅 4.93 億美元，同比下跌
33.0%。同期，澳門從內地進口鮮
活商品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基於有關數據的整理分析，本
文結合 CEPA 等優惠政策，就澳門
與內地繼續深化商品貿易合作提出
幾點思考：（一）開闢內地省市自
治區新市場；（二）深挖“澳門製
造”、“澳門品牌”等商品的市場
潛力；（三）穩定內地對澳門的鮮
活商品供應。

Abstract
Resumo

摘要



3

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結構分析和變化趨勢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Changing 
Trends on Merchandise Trade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After Macao’s handover, the total trade 
volume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rose dramatically, reaching 3.11 billion 
dollars in 2019, namely 4.2 times that of 
1999 and showing five characteristics: (1) the 
total merchandise trade volume fluctuates 
occasionally; (2) the trade partnership is 
stable and close; (3) general trade replaces 
processing trade; (4)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changes; (5) commodity 
trade barriers are gradually eliminated.

By analysing the trade in goods between 
Macao and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Mainland China 
from 2017 to 2019, Guangdong Provinc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of Macao, given that seventy to eighty 
percent of Macao’s goods are exported to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ixty percent of 
goods are imported from there. Meanwhile, 
Macao mainly exports goods to the coastal 
p r o v i n c e s ,  a u t o n o m o u s  r e g i o n s  a n d 
municipalitie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has hardly exported any goods to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n 
terms of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ies, the 
commodity category with the highest value 
of import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Macao 
is "mineral products", with the import of 
"electricity" (HS: 27160000) accounting for the 
top value; the commodity category with the 
highest value of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is "base metals and their products", with the 
export of "copper clad laminates for printed 
circuits" (HS: 74102110) accounting for the 
top valu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such products can be exported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with zero tariff through 
the "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the total merchandise 
trade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was only US$493 million, showing a year-
on-year decrease of 33.0%. During the same 
period, Macau’s imports of fresh and live 
commodities from the Mainland were also 
negatively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Based on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data,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such as CEPA, this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directional ideas for further 
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merchandise 
trade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China: 
(1) opening up new markets in numerous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the Mainland; (2) further tap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Made in Macau" and 
"Macau brands"; (3) stabilize the supply of 
fresh and live commodities from the Mainland 
to Macao.

Análise Estrutural e Tendências 
em Mudança n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Após a transferência de soberania de Macau, 
o volume global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tem 
aumentado substancialmente, atingindo, em 
2019, um total de 3,11 mil milhões de dólares 
americanos, correspondente a um volume 
de 4,2 vezes em comparação ao ano de 1999 
e evidenciando 5 principais características, 
nomeadamente: (1) a flutuação ocasional 
d o  vo l u m e  g l o b a l  d o  co m é rc i o ;  ( 2 )  a 
relação estreita e estável com os parceiros 
comericiais; (3) o comércio de processamento 
sendo substituído pelo comércio geral; (4) 
mudanças estruturais de bens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5) eliminação gradual das 
barreiras a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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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聲明 / Disclaimer / Aviso Legal

 › 本報告的原始數據來源於第三方機構已公開的資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不保證該等資訊是否準確、充足、及時或可靠，對
該等資訊產生的一切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 We hereby clarify that this report contains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ird parties.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dequate, timely or reliable. IPIM also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to any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All Information herein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ny 
recommendation or advice by IPIM.

 › Os dados originai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provêm de informações publicadas por terceiros e o Instituto de Promoção do 
Comércio e do Investimento de Macau (IPIM) não garante a exactidão, a suficiência, a actualização ou a credibilidade dessas informações, 
nem assume qualquer responsabilidade legal em tudo o que possa resultar do uso dessas informações. O presente relatório destina-se 
apenas para referência geral, não se tratando de qualquer recomendação ou sugestão do IPIM.

 ›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可，
不得刊登、上載、分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 IPIM may exercise its rights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ake addition to, amend or remove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report. 
Publishing, uploading, distributing, or selling this report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PIM reserves all rights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llegal acts.

 › Este Instituto pode, a todo o tempo, exercer os seus poderes, para determinar o aditamento, a alteração ou a eliminação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do presente relatório sem aviso prévio. Este relatório não pode ser publicado, carregado, distribuído, editado ou vendido 
sem prévia autorização do IPIM, sendo reservado a este o direito de efectivar a responsabilidade dos actos ilícitos acima referidos.

Com base na retrospectiva do comércio de 
bens entre Macau e 31 províncias, regiões 
autónomas e municípios da China Continental 
n o s  a n o s  2 0 1 7 - 2 0 1 9 ,  a  p ro v í n c i a  d e 
Guangdong é considerada o principal parceiro 
comercial de Macau, dado que cerca de 70 a 
80 por cento das exportações de Macau são 
destinadas para a província de Guangdong, 
e 60 por cento dos bens importados são 
provenientes dessa província. A par disso, 
Macau exporta essencialmente para as 
províncias, regiões autónomas e munícipios 
ao longo da faixa costeira, basicamente não 
havendo exportado para as regiões da China 
Noroeste nos últimos 3 anos. Em termos das 
categorias dos bens, o valor mais elevado 
nas importações da China Continental para 
Macau figura em “produtos minerais”, dos 
quais a importação da “energia eléctrica” 
(HS:27160000) regista o valor máximo; no que 
toca ao valor mais elevado nas exportações 
para a China Continental, contamos com 
“metais comuns e seus produtos”, dos quais 
“laminados folheados a cobre para circuitos 
impressos” (HS:74102110) registam o valor 
máximo, o que está intimamente relacionado 
com o facto de tais produtos poderem ser 
exportados para a China Continental com 
tarifa zero através do Acordo de Estreitamento 
das Relações Económicas e Comerciais entre o 
Interior da China e Macau (Acordo CEPA).

No primeiro trimestre de 2020, devido ao 
impacto da pandemia COVID-19, o volume 
global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decresceu 
para 493 milhões de dólares americanos, 
equivalente a uma descida de 33% ao ano. 
Durante o mesmo período, as importações 
de produtos alimentares frescos e vivos da 
China Continental também foram afectadas 
negativamente em vários graus.
 
Com base na compilação e análise dos dados 
relevantes e na consideração abrangente 
das políticas preferenciais como o CEPA, o 
presente artigo propõe várias ideias direcionais 
no sentido de aprofundar a cooperação 
n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designadamente: 
(1) abertura de novos mercados em várias 
províncias, municípios e regiões autónomas da 
China Continental; (2) explorar ainda mais o 
potencial de mercado dos produtos fabricados 
em Macau e marcas de Macau; (3) estabilizar o 
fornecimento de produtos alimentares frescos 
e vivos d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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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勿庸置疑，與內地有
著密切的經貿往來。隨著兩地經貿交流不
斷融合，合作日益密切，雙方形成了優勢
互補、協同發展的經貿合作新格局 1。其
中，在商品貿易領域，回歸後的澳門與內
地的商品貿易總額有了大幅度提升，兩地
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在此背景下，本文
以 1999 年至今澳門與內地的商品貿易數據
為基礎，總結兩地商品貿易的特點，同時
進一步深入了解 2017-2019 年澳門與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的商品貿易情況，從中挖
掘雙方未來的合作潛力，豐富合作內容。
考慮到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
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本
文也會分析疫情下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商品
貿易情況。

　　在分析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類別時，
本文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
目錄（2020 年版）》的規定（附件），把
商品分為 22 類 98 章，共計 8,500 餘個八
位數商品編號。內文將詳細標注商品所屬

 › 1: 《商務部：內地對澳門原產貨物已全面實施零關稅》，中國新聞網，2019年12月19日，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sp/sp/shipin/cns/2019/12-19/news9038530.shtml

 › 2: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顯示，2019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總額約為40.3億美元，是
1999年的4.3倍。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數據統計出現差異，與以下因素有關：國際慣例中出口商品用船上交貨
價計算與進口商品用成本加保險費和運費計算，中國海關總署採取超級匯總的方式統計進出口商品數據，跨國/
跨境公司物流配送的經營和運作模式，出口商因不了解商品下一步實際流向而作出的商品目的地申報等等。

類別或其八位數海關商品編碼，當標註後
者時，統一以“HS：XXXXXXXX”的方式
標註。

二、回歸後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整體情況

　　根據內地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
的資料顯示，2019 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總額達 31.1 億美元，是 1999 年的 4.2 倍。
2 從該數據可以看出，澳門回歸後，與內
地的商品貿易合作得到進一步發展。回顧
1999-2019 年的商品貿易數據，澳門與內
地在該領域的合作呈現以下特點：

1) 商品貿易總額偶有波動
　　如圖一所示，回歸後，澳門與內地商
品貿易總額雖然有了明顯增長，但其變化
趨勢並非一直維持增長態勢。1999-2019
年期間，澳門與內地的商品貿易出現了兩
個增長期和兩個拐點，即 1999-2007 年、
2009-2015 年 的 增 長 期，2007-2009 年、
2015-2019 年的下跌期。

圖一：1999-2019 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通過整理《中國統計年鑒》和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料所得。
備註：1)“進口”是指澳門從內地進口，“出口”是指澳門對內地出口；2) 由於《中國統計年鑒 2019》未出版，
所以此處的 2019 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數據來源於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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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貿易夥伴關係穩定且密切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
局的資料顯示，1999-2019 年澳門對內地
出口貨值佔澳門出口總額的 9.2%-18.8%
（見圖二）。1999-2009 年在澳門主要商
品出口國家 / 地區排名中，內地位居第三，
從 2010 年開始至今，內地上升為第二位。
澳門從內地進口商品方面，1999-2019 年
從內地進口貨值佔澳門進口總額的 30% 以
上（見圖二），而且內地一直是澳門第一
大商品進口地。可見，澳門與內地維持著
穩定且密切的貿易夥伴關係。

3) 一般貿易取代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是指境內有進出口經營權的
企業單邊進口或單邊出口的貿易；加工貿
易是指經營企業進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輔材
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經加工
或裝配後，將製成品複出口的經營活動，
包括進料加工、來料加工。根據中國海關
總署官網數據顯示，1999 年澳門與內地以
一般貿易方式進出口的貨值佔同期雙方貿
易總額的 31.0%，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
的貨值則佔到 66.7%。3 伴隨著澳門回歸以
及社會發展，澳門與內地的商品貿易方式

 › 3: 《海關總署：澳門回歸20年來內地對澳門地區進出口值累計突破3500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
署，2019年12月19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sygdtp/2780660/index.html

 › 4: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2020年5月）
 › 5: 《海關總署：澳門回歸20年來內地對澳門地區進出口值累計突破3500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

署，2019年12月19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sygdtp/2780660/index.html

發生了改變。2019 年澳門與內地以一般貿
易方式進出口的貨值佔雙方貿易總額的比
重上升到 79.3%，加工貿易的比重則下降
至 9.0%。4 可見，一般貿易逐步取代加工
貿易已成為近年來澳門與內地最主要的商
品貿易方式。

4) 進出口商品結構改變
　　1999 年，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如紡
織服裝、棉花、羊毛等是澳門與內地商品
貿易的最主要商品。當年，紡織服裝在澳
門對內地進、出口中的比重就高達 58.1%
和 83.8%。5 澳門回歸後，紡織服裝在澳門
與內地商品貿易中的比重逐步減少，而機
電產品、食品煙酒類產品、能源及其產品
等商品的比重逐步增加。以 2019 年為例，
澳門進口內地貨值最高的商品是“電力”
（HS：27160000），佔澳門從內地總進口
額的 15.0%，其次是“航空煤油 , 不含有生
物柴油”（HS：27101911），佔總進口額
6.0%。同年，澳門對內地出口商品方面，
出口貨值最高的商品是“印製電路用覆銅
板”（HS：74102110），佔澳門對內地總
出口額 32.1%，其次是“煙草製的捲煙”
（HS：24022000），佔總出口額 28.2%。

圖二：1999-2019 年澳門對內地進 / 出口貨值佔進 / 出口總額的比重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備註：“進口”是指澳門從內地進口，“出口”是指澳門對內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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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品貿易壁壘逐步消除
　　內地與澳門於 2003 年簽署《內地與
澳 門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CEPA），並由 2004 年起正式實施。隨
後，雙方簽署 10 個補充協議、《關於內地
在廣東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
協議》、《服務貿易協議》、《投資協議》、

《經濟技術合作協議》、《貨物貿易協議》、
《關於修訂〈CEPA 服務貿易協議〉的協
議》。在 CEPA 框架下，內地承諾自 2006
年起對所有原產於澳門的產品實施零關稅。
2018 年簽署的《貨物貿易協議》對所有內
地稅則號產品制定原產地標準並提供更加
靈活的原產地認定方法，進一步提升了商
品貿易的通關便利化水平，促進了兩地的
商品流通。6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的
統 計，2004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澳 門
商品透過 CEPA 協議零關稅出口的金額約為
10.5 億澳門元。7CEPA 的實施升級以及系
列通關便利措施的陸續出台，不僅使澳門
與內地的商品貿易壁壘逐步消除，而且進
一步促進了雙方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三、近三年澳門與內地各省市自
治區的商品貿易情況

　　根據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
料顯示，2017-2019 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
易總額分別為 32.7 億美元、31.5 億美元和
31.1 億美元（見表一）。其中，澳門從內
地進口的貨值遠高於對內地出口的貨值。

 › 6: 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pg_eetr_cepa_s?_refresh=true

 › 7: 《<安排>零關稅貨物出口統計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局， 
https://www.economia.gov.mo/zh_TW/web/public/ln_cepa_sd?_refresh=true

表一 ：2017-2019 年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份 進口 出口 總額

2017 31.69 1.04 32.73
2018 30.89 0.64 31.53
2019 30.45 0.67 31.12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
2020 年 5 月）
備註：“進口”是指澳門從內地進口，“出口”是
指澳門對內地出口。

　　回顧近三年澳門與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
區的商品貿易情況，廣東都是澳門最主要
的進出口地，澳門有六成的商品從廣東進
口，有七、八成的商品出口到廣東（見表
一、二）。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廣東與澳門
毗鄰，語言相通，人文相親，交通網絡四
通八達；其次則與廣東資源豐富，消費市
場龐大，製造業發達等因素密不可分。另
外，從表三可以看出，近三年澳門只曾對
21 個內地省市自治區出口商品，它們大多
集中在沿海地區，而對西北地區的省市自
治區基本沒有開展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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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7-2019 年澳門從內地省市自治區進口商品貨值統計

排序 2017 2018 2019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1 廣東 69.60 廣東 64.34 廣東 64.02
2 北京 6.79 北京 13.68 北京 11.76
3 江西 5.76 上海 2.71 山東 3.38
4 江蘇 2.73 浙江 2.47 上海 3.31
5 浙江 1.77 江西 2.11 湖北 2.71
6 上海 1.70 江蘇 2.01 浙江 2.36
7 貴州 1.52 福建 1.87 江蘇 1.82
8 湖南 1.23 湖北 1.63 福建 1.66
9 四川 1.14 湖南 1.53 遼寧 1.59

10 湖北 1.09 雲南 1.33 貴州 1.20
11 雲南 0.88 廣西 1.30 江西 1.00
12 福建 0.87 山東 1.12 四川 1.00
13 山東 0.77 河南 0.70 安徽 0.72
14 天津 0.68 遼寧 0.63 重慶 0.69
15 甘肅 0.63 貴州 0.57 廣西 0.67
16 青海 0.37 安徽 0.53 河南 0.57
17 黑龍江 0.36 四川 0.51 湖南 0.56
18 河南 0.34 重慶 0.29 雲南 0.36
19 遼寧 0.33 內蒙古 0.22 河北 0.17
20 重慶 0.30 河北 0.22 陝西 0.16
21 廣西 0.29 青海 0.07 內蒙古 0.08
22 安徽 0.26 陝西 0.06 青海 0.07
23 吉林 0.23 天津 0.06 天津 0.06
24 內蒙古 0.14 山西 0.02 甘肅 0.04
25 河北 0.09 甘肅 0.02 吉林 0.03
26 陝西 0.09 吉林 0.01 山西 0.02
27 寧夏 0.01 黑龍江 0.01 海南 0.001
28 山西 0.01 新疆 0.003 西藏 0.001
29 新疆 0.003 海南 0.002 黑龍江 0.0004
30 海南 0.002 寧夏 0.0004 新疆 0.0003
31 - - - - 寧夏 0.0003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備註：“佔比”是指澳門從內地省市自治區進口商品的貨值佔當年澳門從內地進口貨值的比重，“排序”是
根據上述佔比從大到小進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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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7-2019 年澳門對內地省市自治區出口商品貨值統計

排序 2017 2018 2019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省市自治區 佔比 (%)

1 廣東 85.44 廣東 73.04 廣東 71.93
2 北京 7.33 北京 14.32 海南 6.85
3 上海 3.05 江蘇 4.69 北京 5.95
4 江蘇 2.68 上海 4.47 上海 5.46
5 遼寧 0.80 遼寧 2.48 江蘇 3.89
6 浙江 0.49 浙江 0.45 福建 2.70
7 湖北 0.06 四川 0.35 遼寧 1.88
8 河北 0.06 湖北 0.09 浙江 1.13
9 山東 0.04 天津 0.08 湖北 0.07

10 天津 0.02 山東 0.01 天津 0.06
11 黑龍江 0.01 吉林 0.01 安徽 0.05
12 四川 0.002 安徽 0.01 山東 0.01
13 福建 0.002 江西 0.01 江西 0.01
14 廣西 0.001 河南 0.004 貴州 0.005
15 - - 福建 0.002 四川 0.002
16 - - 山西 0.001 - -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備註：“佔比”是指澳門對內地省市自治區出口的貨值佔當年澳門對內地出口貨值的比重，“排序”是根據
上述佔比從大到小進行排列。
 
　　綜上所述，廣東是內地與澳門商品貿
易最緊密的地區，而其他內地省市自治區
近三年也相繼與澳門開展商品貿易。2017-
2019 年澳門從廣東進口貨值最高的商品是
“電力”（HS：27160000），對廣東出口
貨值最高的商品為“印製電路用覆銅板”

（HS：74102110）（見表四）。在此期間，
澳門每年從北京進口商品的總貨值在所有
省市自治區當中排列第二，以進口航空煤

油、柴油、汽油等能源產品為主；澳門對
北京出口的貨值每年都排在前三位，以出
口卷煙、郵票、收藏品等商品為主（見表
四）。2019 年，在澳門對內地省市自治區
出口商品貨值排名中，海南不僅是近三年
來首次上榜，且名列第二，究其原因是當
年澳門對海南出口了約 455.3 萬美元的“煙
草製的捲煙”（HS：24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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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7-2019 年與澳門商品貿易前三位內地省市自治區商品統計

年份

進口 出口
省市
自治

區

貨值前三位商品
及其編碼

前三
佔比
(%)

省市
自治

區

貨值前三位商品
及其編碼

前三
佔比
(%)

2017

廣東

電力（HS：27160000）；其他
條、杆 , 除熱軋、熱拉拔或熱
擠壓外未經進一步加工（HS：
72283090）；其他鋼鐵結構體；
鋼結構體用部件及加工鋼材（HS：
73089000）

25.5 廣東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
74102110）；其他塑料的廢碎料
及下腳料（HS：39159090）；乙
烯聚合物的廢碎料及下腳料（HS：
39151000）

62.5

北京

航空煤油，不含有生物柴油（HS：
27101911）；柴油，不含生物柴
油（HS：27101923）；車用汽油
和航空汽油 , 不含有生物柴油（HS：
27101210）

81.1 北京

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使用過或未使用
過的郵票（HS：97040010）；
承認國流通新發行的鈔票（HS：
49070020）

98.2

江西

大理石碑石或建築用石及其製品
（HS：68022110）；水泥、混凝
土或人造石制建築用磚及石砌塊
（HS：68101100）；其他工業用
鋼鐵製品（HS：73269019）

15.3 上海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
74102110）；已焙炒未浸除咖啡
鹼的咖啡（HS：09012100）；毛
制男式大衣、雨衣、鬥蓬等（HS：
62011100）

95.0

2018

廣東

電力（HS：27160000）；精對苯
二甲酸（HS：29173611）；未
列名賤金屬雕塑像及其他裝飾品
（HS：83062990）

31.7 廣東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
74102110）；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低值簡易通關商品
（HS：98040000）

80.4

北京

航空煤油，不含有生物柴油（HS：
27101911）；車用汽油和航空
汽油 , 不含有生物柴油（HS：
27101210）；柴油，不含生物柴
油（HS：27101923）

65.8 北京

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使用過或未使用過
的郵票（HS：97040010）；動植物，
礦物，解剖，歷史，考古學等意義
收藏品（HS：97050000）

98.6

上海

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手持（包括
車載）式無線電話機（HS：
85171210）；其他 40 英尺集裝箱
（HS：86090029）

34.5 江蘇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
74102110）；數字印刷設
備的其他零件及附件（HS：
84439929）；其他蒸餾或精餾設
備（HS：84194090）

99.6

2019

廣東
電力（HS：27160000）；低值簡
易通關商品（HS：98040000）；
液晶顯示板（HS：90138030）

28.7 廣東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
74102110）；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棉制女褲（HS：
62046200）

75.8

北京

航空煤油，不含有生物柴油（HS：
27101911）；15000kg ＜空載
重量 ≤45000kg 的飛機等航空
器（HS：88024010）；車用汽
油和航空汽油 , 不含有生物柴油 
（HS：27101210）

80.3 海南

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未列名麵包、糕
點、餅乾及其他焙烘糕餅；裝藥空
囊、封緘、糯米紙及類似品（HS：
19059000）；未列名非工業用鋼
鐵製品（HS：73269090）

99.8

山東

系統形式的微型機（HS：
84714940）；麥芽釀造的啤酒
（HS：22030000）；其他鋼鐵結
構體；鋼結構體用部件及加工鋼材
（HS：73089000）

15.7 北京

煙草製的捲煙（HS：
24022000）；使用過或未使用過
的郵票（HS：97040010）；動植物，
礦物，解剖，歷史，考古學等意義
收藏品（HS：97050000）

97.0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備註：1)“進口”是指澳門從內地省市自治區進口，“出口”是指澳門對內地省市自治區出口；2)“前三佔比”
是指貨值前三位商品加總之貨值佔當年澳門對該省市自治區進 / 出口貨值的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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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三年澳門與內地進出口商
品類別情況

　　綜合分析 2017-2019 年澳門從內地進
口商品類別的數據，進口貨值最高的三個
商品類別依次為：第五類“礦產品”、第
十六類“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
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
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第
十五類“賤金屬及其製品”（見圖三）。
同期，澳門從內地進口貨值最高的商品是
“電力”（HS：27160000），分別佔當年
澳門從內地進口總貨值的 11.3%、15.4%、
15.0%，歸屬於第五類“礦產品”。其次，
2018 和 2019 年澳門從內地進口貨值第二
高的商品是“航空煤油，不含有生物柴油”
（HS：27101911）同屬第五類商品，分別
佔當年澳門從內地進口總貨值的 5.9% 和
6.0%。

　　在澳門對內地出口商品類別方面，綜
合 分 析 2017-2019 年 的 數 據， 第 十 五 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是澳門對內地出口的
首要商品類別（見圖四），當中以“印製

 › 8: 香港商報網：《拱北海關快捷驗放4.15億元澳門CEPA貨物 助推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2019年12月18
日，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8/content_1170328.html

電路用覆銅板”（HS：74102110）為主，
該商品分別佔當年澳門對內地出口貨值的
36.0%、43.4%、32.2%，是近三年澳門對
內地出口貨值最高的商品，與 CEPA 的實
施密切相關。如上文曾提及，在 CEPA 框架
下，原產於澳門的產品進入內地時可享零
關稅待遇，當中就包括覆銅板。澳門一家
覆銅板的主要供貨商及生產企業就利用澳
門毗鄰內地的地理優勢，並憑藉其技術的
高端性和價格的競爭力，不斷開拓內地市
場。目前，在內地銷售額已佔其總銷售量
的 60% 以上。企業負責人 2019 年底表示，
與 2006 同期相比，企業銷售額增長了約 3
倍，這都歸功於 CEPA 的實施。8

　　另外，近三年澳門對內地出口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
品的製品”貨值穩步增加（見圖四），當
中以“煙草製的捲煙”（HS：24022000）
為主，分別佔當年澳門對內地出口貨值的
12.2%、29.2%、28.2%， 是 2018 年 和
2019 年澳門對內地出口貨值第二高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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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7-2019 年澳門從內地進口商品類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根據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料整理所得（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圖四：2017-2019 年澳門對內地出口商品類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文根據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料整理所得（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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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冠肺炎”疫情下澳門與
內地商品貿易情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略全球，
對世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嚴重影響到
各國家、地區的經貿交往。結合澳門和內
地的疫情發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
署已公佈之數據，本文在分析“新冠肺炎”
疫情下兩地商品貿易的情況時，主要整理
分析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有關數據。

　　受疫情影響，2020 年第一季澳門與內
地貿易總額僅錄得 4.9 億美元，同比下跌
33.0%。其中，澳門進口內地商品額同比
下跌 33.9%，但對內地出口額卻逆勢上漲
20.1%（見表五）。2020 年第一季，澳門
對內地出口的第十一類商品，即“紡織原料
及紡織製品”大幅度增加，出口額約 418.4
萬美元，是 2019 年第一季的 33 倍，當中
以“棉製女褲”（HS：62046200）的出口
額最高，佔第十一類商品出口額 84.0%。

表五：2020 年第一季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統計

單位：億美元

進出口類型 2019 年
第一季

2020 年
第一季

同比
(%)

進口 7.22 4.77 -33.9
出口 0.13 0.16 20.1
總額 7.35 4.93 -33.0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
2020 年 5 月）
備註：“進口”是指澳門從內地進口，“出口”是
指澳門對內地出口。

 
　　另外，由於澳門土地狹小，人口眾多，
資源有限，因此每年需要從其他國家和地
區進口大量肉類、雞蛋、蔬菜、水果等鮮
活商品，以供本地市民日常食用和旅客消
費，而內地作為澳門生產生活的最強大後
盾，承載了澳門大部分的鮮活商品供應。
2020 年第一季，澳門從內地進口的鮮活商
品數量和價格幾乎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為直觀、清晰了解上述商品的數量及
價格，本文結合澳門市民的需求和關注點，
選取了十五種商品作出詳細分析。

 › 9: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2020年第1季旅客消費調查結果》，2020年5月20日 
https://www.gov.mo/zh-hant/news/331093/

　　數量上，選取的商品中除了“其他鮮或
冷的豬肉”（HS：02031900）、“其他鮮
梨”（HS：08083090）、“其他鮮或乾的
香蕉，芭蕉除外”（HS: 08039000）的進
口量分別同比上升 5.2%、21.6%、40.0%
以外，其餘商品的出口數量都在下跌。當
中，“其他凍豬肉”（HS：02032900）同
比下跌的幅度最大，為 63.6%，其次是“其
他豬，重量 ≥50kg，改良種用除外”（HS：
01039200），同比下跌 36.8%。（見圖五）

　　價格方面，以下本文把 2020 年第一
季澳門進口內地商品的均價與 2019 年的
均價進行比較。在選取的十五種商品中，
只有三類商品於 2020 年第一季的進口均價
低於 2019 年的均價，分別為“鮮雞蛋”
（HS：04072100）（-11.5%）、“其他柑
橘（包括小蜜橘及薩摩蜜柑橘）”（HS：
08052190）（-1.3%）、“鮮 或 冷 藏 的 胡
蘿蔔及蘿蔔”（HS：07061000）（-1.3%），
其餘商品的進口均價都高於 2019 年的均
價。其中，“其他鮮或冷的豬肉”（HS：
02031900）、“其他豬，重量 ≥50kg，改
良種用除外”（HS：01039200）、“其他
凍豬肉”（HS：02032900）這三類商品的
均價上漲幅度最大，分別為 68.9%、65.4%
和 41.2%。（見圖六）

　　整體而言，2020 年第一季澳門從內地
進口的豬肉及豬肉產品的數量下跌但價格
上漲，與內地爆發“非洲豬瘟”有一定關
聯，不可避免地造成內地面對“貴豬”和
“少豬”的情況，從而影響對澳供應活豬
及豬肉產品。其次，澳門從內地進口的肉
類、蔬菜、水果等商品數量同樣減少，與
澳門為應對“新冠疫情”而嚴格限制非本
地居民入境不無關係。相關特殊入境安排
使得澳門第一季的旅客數量大幅度下跌，
同比減少 68.9%（約 321.9 萬人次）9，因
此原本需進口供旅客消費的肉類、蔬菜、
水果等商品數量便相應減少。最後，“新
冠疫情”造成大批內地批發商、供應商停
工停市，進而影響澳門進口內地商品的數
量和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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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0 年第一季澳門從內地進口的部分商品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備註：圖中商品簡稱從左到右分別對應的海關商品名稱及其編碼如下：“其他豬，重量 ≥50kg，改良種用除
外”（HS：01039200）、“其他牛，改良種用除外”（HS：01029090）、“其他鮮或冷的豬肉”（HS：
02031900）、“其他凍豬肉”（HS：02032900）、“鮮雞蛋”（HS：04072100）、“未列名鮮或冷藏的蔬
菜”（HS：07099990）、“鮮或冷藏的捲心菜”（HS：07049010）、“鮮或冷藏的胡蘿蔔及蘿蔔”（HS：
07061000）、“鮮或冷藏的馬鈴薯，種用除外”（HS：07019000）、“鮮或冷藏的番茄”（HS：07020000）、“其
他柑橘（包括小蜜橘及薩摩蜜柑橘）”（HS：08052190）、“鮮蘋果”（HS：08081000）、“鮮西瓜”（HS：
08071100）、“其他鮮梨”（HS：08083090）、“其他鮮或乾的香蕉，芭蕉除外”（HS: 08039000）。

圖六：2020 年第一季澳門從內地進口部分商品均價估算

資料來源：本文根據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料計算所得（更新時間：2020 年 5 月）
備註：1) 圖中商品簡稱從左到右分別對應的海關商品名稱及其編碼同圖五；2) 圖中進口商品的均價通過“進
口金額 ÷ 重量”估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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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與思考

　　回顧 1999 年至今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之數據，儘管期間偶有波動，但兩地貿易
夥伴關係依舊密切。結合上文的整理分析，
本文就兩地未來繼續深化商品貿易合作提
出幾點思考：

1) 開闢內地省市自治區新市場
　　2017-2019 年，澳門僅對 21 個內地省
市自治區出口商品，為此，建議澳門企業將
來可結合內地省市自治區的需求以及自身
的優勢商品，主動尋求向內地出口澳門商品
的路徑，開闢、拓展並擴大內地出口市場。
以澳門與湖南的商品貿易為例，近三年澳
門沒有對湖南出口商品，那麼能否利用澳
門的優勢商品進行突破呢？如上文分析，
“印製電路用覆銅板”（HS：74102110）
是近三年澳門出口內地最多的商品，2019
年主要出口到廣東、江蘇、上海、浙江、
湖北五地，在此期間，湖南一直從台灣、
日本、美國、韓國和德國等地進口該商品。
從地理位置而言，澳門與湖南的距離顯然
比上述國家 / 地區接近；從政策優勢而言，
在 CEPA 協議的框架下，原產於澳門的“印
製電路用覆銅板”（HS：74102110）一方
面可零關稅進入內地，另一方面更應惠及
屬泛珠兄弟省區的湖南；從技術層面而言，
澳門生產該商品的主要企業有成熟的技術
和豐富的經驗，並與國際接軌。綜合上述
因素，在產能允許的前提下，生產“印製
電路用覆銅板”（HS：74102110）的澳門
企業未來可以考慮把這一商品出口到湖南，
從而推動澳門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貿易聯
繫和貿易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2) 深挖“澳門製造”、“澳門品牌”等商
品的市場潛力
　　一直以來，澳門各界都在致力於推動
“澳門製造”、“澳門品牌”、“澳門設
計”和“澳門代理”商品進入內地市場。

經過多年努力，確已取得一定成效。根據
海關統計數據線上查詢平台的資料顯示，
2017 年澳門對內地出口“未列名麵包、糕
點、餅乾及其他焙烘糕餅；裝藥空囊、封
緘、糯米紙及類似品”（HS：19059000）
約 20.0 萬美元，2019 年達 383.7 萬美元，
出口額是 2017 年的 19 倍。該商品包含了
澳門出口內地的糕點特產，其中不乏澳門
知名手信品牌商品，是澳門透過 CEPA 協議
零關稅進入內地的典型商品之一。正如澳
門一家傳統餅家表示，CEPA 是一個很好的
平台，“零關稅待遇”助其在內地市場尋
找到更多的商機和發展，2019 年的出口量
是以前的 3 倍多。10 近年澳門手信品牌逐
步走進內地充分反映出“澳門製造”、“澳
門品牌”、“澳門設計”和“澳門代理”
商品的市場潛力正在逐漸被挖掘出來，且
愈來愈得到了內地市民的認可和歡迎。相
信除手信特產外，“澳門製造”、“澳門
品牌”、“澳門設計”和“澳門代理”的
服裝、飾品、食品、飲料、香料、文創產
品等等亦可透過 CEPA 協議等優惠措施進入
廣闊的內地市場，展現澳門商品的魅力和
競爭力。未來，澳門企業可有意識地深挖
自身商品的市場潛力，最大限度地合理利
用 CEPA 協議，再結合各大電商平台，例如
參與目前火熱的“直播帶貨”等等，逐步
建立澳門商品質優價廉的品牌形象，繼續
開拓內地市場。

3) 穩定內地對澳門的鮮活商品供應
　　澳門的鮮活商品大多從內地進口，所
以內地對澳門鮮活商品供應的數量和價格
事關澳門社會民生發展。以豬肉供應為例，
2020 年初澳門豬肉價格持續高企，主要是
供應失衡問題，由於數量不足及求大於供
兩種情況疊加，導致豬肉價格必然波動。
從 2018 年 12 月內地已經開始受到“非洲
豬瘟”影響，且 2020 年初廣東供澳豬場
不足，不僅由原來的十家變成只有一家，
還要同時與鄰埠爭取同一批貨源，再加上
豬的體重沒有達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影
響到內地對澳門豬肉的正常供應。11 為解

 › 10: 香港商報網：《拱北海關快捷驗放4.15億元澳門CEPA貨物 助推澳門經濟多元化發展》，2019年12月18
日，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8/content_1170328.html

 › 11: 澳門日報：《李司：冀中轉場平衡活豬供求》，2020年4月28日，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0-04/28/content_1430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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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內地對澳門供應豬肉的問題，澳門特區
政府在內地“非洲豬瘟”爆發之後就支持
兩南公司想方設法增加澳門的活豬供應，
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建設斗門活豬過駁
站，並正式於 2020 年 5 月 25 日啟用。隨
著斗門過駁站投入運作，供澳活豬貨源除
廣東外，還可選擇在湖南、廣西等省外採

購，從而有效提升活豬供應的穩定性。未
來，澳門特區政府在持續與內地就對澳供
應鮮活商品的事宜保持恒常聯繫的同時，
業界應積極、靈活開拓更多元、更廣闊的
貨源渠道，引入更多質量優、價格合理的
鮮活商品讓市民受惠。



17

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結構分析和變化趨勢

附件：統計商品目錄表（2020 年版）
第一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第一章  活動物
         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第三章  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第四章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動物產品
         第五章  其他動物產品
第二類  植物產品
         第六章  活樹及其他活植物；鱗莖、根及類似品；插花及裝飾用簇葉
         第七章  食用蔬菜、根及塊莖
         第八章  食用水果及堅果；柑橘屬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
         第十章  穀物
         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粉；麵筋
         第十二章  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
         第十三章  蟲膠；樹膠、樹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產品
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十六章  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的製品
         第十七章  糖及糖食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第十九章  穀物、糧食粉、澱粉或乳的製品；糕餅點心
         第二十章  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製品
         第二十一章  雜項食品
         第二十二章  飲料、酒及醋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的殘渣及廢料；配製的動物飼料
         第二十四章  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五類  礦產品
         第二十五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第二十六章  礦砂、礦渣及礦灰
         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礦物蠟
第六類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機及無機化
         合物
         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品
         第三十章  藥品
         第三十一章  肥料
         第三十二章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油漆
         及清漆；油灰及其他類似膠粘劑；墨水、油墨
         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製品及化妝盥洗品
         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表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調製蠟、光潔劑、蠟
         燭及類似品、塑型用膏、“牙科用蠟”及牙科用熟石膏製劑
         第三十五章  蛋白類物質；改性澱粉；膠；酶
         第三十六章  炸藥；煙火製品；火柴；引火合金；易燃材料製品
         第三十七章  照相及電影用品
         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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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統計商品目錄表（2020 年版）
第七類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第三十九章  塑料及其製品
         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
線 ( 蠶膠絲除外 ) 製品
         第四十一章  生皮 ( 毛皮除外 ) 及皮革
         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 ( 蠶膠
         絲除外 ) 製品
         第四十三章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
筐及柳條編結品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第四十六章  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第十類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 廢碎 ) 紙或紙板；紙、紙板及其製品
         第四十七章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 廢碎 ) 紙或紙板
         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製品
         第四十九章  書籍、報紙、印刷圖畫及其他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設計圖紙
第十一類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第五十章  蠶絲
         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細毛或粗毛；馬毛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二章  棉花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四章  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似品
         第五十五章  化學纖維短纖
         第五十六章  絮胎、氈呢及無紡織物；特種紗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紡織材料的其他鋪地製品
         第五十八章  特種機織物；簇絨織物；花邊；裝飾毯；裝飾帶；刺繡品
         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布、包覆或層壓的紡織物；工業用紡織製品
         第六十章  針織物及鉤編織物
         第六十一章  針織或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二章  非針織或非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三章  其他紡織製成品；成套物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碎織物
第十二類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第六十四章  鞋靴、護腿和類似品及其零件
         第六十五章  帽類及其零件
         第六十六章  雨傘、陽傘、手杖、鞭子、馬鞭及其零件
         第六十七章  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發製品
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陶瓷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第六十八章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
         第六十九章  陶瓷產品
         第七十章  玻璃及其製品
第十四類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硬幣
         第七十一章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
         硬幣



19

澳門與內地商品貿易
結構分析和變化趨勢

附件：統計商品目錄表（2020 年版）
第十五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
         第七十二章  鋼鐵
         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第七十七章  （保留為《稅則》將來所用）
         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第八十一章  其他賤金屬、金屬陶瓷及其製品
         第八十二章  賤金屬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及其零件
         第八十三章  賤金屬雜項製品
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
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八十四章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
         第八十五章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
         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第八十六章  鐵道及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及電車道軌道固定裝置及其零件、
         附件；各種機械 ( 包括電動機械 ) 交通信號設備
         第八十七章  車輛及其零件、附件，但鐵道及電車道車輛除外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動結構體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
鐘錶；樂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
         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零件
         第九十二章  樂器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九類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製品；未列名燈具及
         照明裝置；發光標誌、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第九十五章  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六章  雜項製品
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二十二類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第九十八章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20 年版）》
備註：2020 年版《統計商品目錄》所列商品分為 22 類 98 章 , 共計 8,500 餘個八位數商品編號，第一章至第
九十七章的前六位數編碼及其商品名稱與《協調制度》完全一致，第七、第八位數編碼是根據我國關稅、統
計和貿易管理的需要增設的，第九十八章則僅根據我國海關統計的需要增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