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花博会注册商标情况表
序号

注册号

1

42351114

44

2

42360022

44

3

42372331

44

4

42374369

商标

类别

43

核定使用商品
（服务）项目
草坪修整,树木修剪,灭害虫（为农
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除草,园林景观设计,为碳抵消目的植
树,再造林服务,虫害防治服务（为农
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2020 年 8 月 28 日
美容服务,理发,按摩,日光浴服务,矿泉
疗养,化妆师服务,庭院风景布置,花环
制作,园艺学,园艺,农场设备出租,植物
养护,空中和地面化肥及其他农用化学
品的喷洒,花卉摆放
美容服务; 理发; 按摩; 日光浴服
务; 矿泉疗养; 化妆师服务; 庭院风景
布置; 花环制作; 园艺学; 园艺; 农场
设备出租; 植物养护; 空中和地面化
肥及其他农用化学品的喷洒; 花卉摆
2020 年 11 月 14 日
放; 草坪修整; 树木修剪; 灭害虫（为
农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
除草; 园林景观设计; 为碳抵消目的
植树; 再造林服务; 虫害防治服务（为
农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美容服务; 理发; 按摩; 日光浴服
务; 矿泉疗养; 化妆师服务; 庭院风景
布置; 花环制作; 园艺学; 园艺; 农场
设备出租; 植物养护; 空中和地面化
肥及其他农用化学品的喷洒; 花卉摆
2020 年 8 月 21 日
放; 草坪修整; 树木修剪; 灭害虫（为
农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
除草; 园林景观设计; 为碳抵消目的
植树; 再造林服务; 虫害防治服务（为
农业、水产养殖业、园艺或林业目的）
注册公告日

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备
办宴席; 咖啡馆; 餐厅; 临时住宿处出
2020 年 9 月 14 日 租; 寄宿处; 饭店; 餐馆; 旅馆预订;
酒吧服务; 假日野营住宿服务; 预订
临时住所

5

6

7

42367628

42375870

42357262

43

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备
办宴席; 咖啡馆; 餐厅; 临时住宿处出
2020 年 11 月 7 日 租; 寄宿处; 饭店; 餐馆; 旅馆预订;
酒吧服务; 假日野营住宿服务; 预订
临时住所

43

住所代理（旅馆、供膳寄宿处）; 备
办宴席; 咖啡馆; 餐厅; 临时住宿处出
2020 年 9 月 7 日 租; 寄宿处; 饭店; 餐馆; 旅馆预订;
酒吧服务; 假日野营住宿服务; 预订
临时住所

41

文字出版（广告宣传文本除外）,
书籍出版,电子书籍和杂志的在线出
版,电子桌面排版,提供不可下载的在
线电子出版物,除广告以外的版面设
计,游乐园服务,娱乐服务,演出,马戏表
演,提供娱乐设施,流动图书馆,学校（教
育）,函授课程,培训,教学,教育,教育信
息,教育考核,寄宿学校教育服务,体操
训练,综艺表演,管弦乐团,提供体育设
施,俱乐部服务（娱乐或教育）,娱乐信
息,提供高尔夫球设施,健身俱乐部（健
身和体能训练）,假日野营娱乐服务,现
场表演,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
组织会议,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组织
体育比赛,安排和组织专家讨论会,安
2020 年 8 月 21 日 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安排和组织培训
班,安排选美竞赛,就业指导（教育或培
训顾问）,辅导（培训）,学校教育服务,
家教服务,筹划聚会（娱乐）,提供博物
馆设施（表演、展览）,娱乐消遣信息,
浮潜设备出租,体育设备出租（车辆除
外）,体育场设施出租,体育野营服务,
演出座位预订,通过模拟装置进行的培
训服务,茶道训练（茶艺训练）,传授技
术（培训）,网球场出租,票务代理服务
（娱乐）,书法服务,运动场出租,音乐主
持服务,组织表演（演出）,安排和组织
音乐会,为娱乐目的组织时装表演,安
排和组织现场教育论坛,组织角色扮演
娱乐活动,为娱乐组织时装展览,出借
书籍的图书馆,组织舞会

8

42354518

41

9

42367603

41

体育场设施出租,体育野营服务,
演出座位预订,网球场出租,票务代理
服务（娱乐）,书法服务,运动场出租,
音乐主持服务,学校（教育）,函授课程,
培训,教学,教育,教育信息,教育考核,寄
宿学校教育服务,就业指导（教育或培
训顾问）,辅导（培训）,学校教育服务,
家教服务,通过模拟装置进行的培训服
务,茶道训练（茶艺训练）,传授技术（培
训）,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组织
会议,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电子书籍
和杂志的在线出版,电子桌面排版,提
供不可下载的在线电子出版物,除广告
以外的版面设计,游乐园服务,娱乐服
务,演出,马戏表演,提供娱乐设施,体操
2020 年 8 月 21 日 训练,综艺表演,管弦乐团,提供体育设
施,俱乐部服务（娱乐或教育）,娱乐信
息,提供高尔夫球设施,健身俱乐部（健
身和体能训练）,假日野营娱乐服务,现
场表演,筹划聚会（娱乐）,提供博物馆
设施（表演、展览）,娱乐消遣信息,浮
潜设备出租,体育设备出租（车辆除
外）,组织体育比赛,安排和组织专家讨
论会,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会,安排和
组织培训班,安排选美竞赛,组织舞会,
组织表演（演出）,安排和组织音乐会,
为娱乐目的组织时装表演,安排和组织
现场教育论坛,组织角色扮演娱乐活
动,为娱乐组织时装展览,出借书籍的
图书馆,流动图书馆,文字出版（广告宣
传文本除外）,书籍出版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书法服务,
运动场出租,音乐主持服务,学校（教
育）,函授课程,培训,教学,教育,教育信
息,教育考核,寄宿学校教育服务,就业
指导（教育或培训顾问）,辅导（培训）
,
学校教育服务,组织体育比赛,安排和
组织专家讨论会,安排和组织专题研讨
会,安排和组织培训班,安排选美竞赛,
家教服务,通过模拟装置进行的培训服
务,茶道训练（茶艺训练）,传授技术（培
2020 年 11 月 7 日
训）,组织教育或娱乐竞赛,安排和组织
会议,组织文化或教育展览,组织舞会,
组织表演（演出）,安排和组织音乐会,
为娱乐目的组织时装表演,安排和组织
现场教育论坛,组织角色扮演娱乐活
动,为娱乐组织时装展览,出借书籍的
图书馆,流动图书馆,文字出版（广告宣
传文本除外）,书籍出版,电子书籍和杂
志的在线出版,电子桌面排版,提供不
可下载的在线电子出版物,除广告以外

的版面设计,游乐园服务,娱乐服务,演
出,马戏表演,提供娱乐设施,体操训练,
综艺表演,管弦乐团,提供体育设施,俱
乐部服务（娱乐或教育）,娱乐信息,体
育设备出租（车辆除外）,体育场设施
出租,体育野营服务,演出座位预订,网
球场出租,提供高尔夫球设施,健身俱
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假日野营娱
乐服务,现场表演,筹划聚会（娱乐）,
提供博物馆设施（表演、展览）,娱乐
消遣信息,浮潜设备出租

10

11

12

13

14

42367576

42375401

42364042

42375388

42356883

35

广告; 广告空间出租; 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 商业信息代理; 组
织商业或广告展览; 特许经营的商业
2020 年 11 月 7 日
管理; 替他人推销; 替他人采购（替其
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市场营销;
销售展示架出租

35

广告; 广告空间出租; 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 商业信息代理; 组
织商业或广告展览; 特许经营的商业
2020 年 9 月 7 日
管理; 替他人推销; 替他人采购（替其
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市场营销;
销售展示架出租

35

广告; 广告空间出租; 计算机网
络上的在线广告; 商业信息代理; 组
织商业或广告展览; 特许经营的商业
2020 年 8 月 21 日
管理; 替他人推销; 替他人采购（替其
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 市场营销;
销售展示架出租

33

黄酒; 食用酒精; 烧酒; 果酒（含
酒精）; 鸡尾酒; 蒸煮提取物（利口酒
和烈酒）; 葡萄酒; 酸酒（低等葡萄酒）
;
梨酒; 清酒（日本米酒）; 威士忌; 酒
2020 年 9 月 7 日 精饮料原汁; 酒精饮料浓缩汁; 酒精
饮料（啤酒除外）; 米酒; 朗姆酒; 伏
特加酒; 预先混合的酒精饮料（以啤酒
为主的除外）; 尼瓦（以甘蔗为主的酒
精饮料）; 白酒; 汽酒; 青稞酒

33

果酒（含酒精）; 鸡尾酒; 蒸煮提
取物（利口酒和烈酒）; 葡萄酒; 酸酒
（低等葡萄酒）; 梨酒; 清酒（日本米
2020 年 8 月 21 日 酒）; 威士忌; 酒精饮料原汁; 酒精饮
料浓缩汁; 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米
酒; 朗姆酒; 伏特加酒; 预先混合的酒
精饮料（以啤酒为主的除外）; 尼瓦（以

甘蔗为主的酒精饮料）; 白酒; 汽酒;
青稞酒; 黄酒; 食用酒精; 烧酒

15

42354153

33

2020 年 8 月 21 日

16

42367539

32

2020 年 8 月 21 日

17

42376259

32

2020 年 9 月 7 日

18

42349979

32

2020 年 9 月 7 日

果酒（含酒精）; 鸡尾酒; 蒸煮提
取物（利口酒和烈酒）; 葡萄酒; 酸酒
（低等葡萄酒）; 梨酒; 清酒（日本米
酒）; 威士忌; 酒精饮料原汁; 酒精饮
料浓缩汁; 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米
酒; 朗姆酒; 伏特加酒; 预先混合的酒
精饮料（以啤酒为主的除外）; 尼瓦（以
甘蔗为主的酒精饮料）; 白酒; 汽酒;
青稞酒; 黄酒; 食用酒精; 烧酒
乳清饮料,制作饮料用原汁,果汁,
水（饮料）,起泡水,葡萄汁,柠檬水,蔬
菜汁（饮料）,未发酵的葡萄汁,苏打水,
果汁冰水（饮料）,无酒精饮料,碳酸水,
加气水,大豆为主的饮料（非牛奶替代
品）,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米制饮料
（非牛奶替代品）,咖啡味非酒精饮料,
茶味非酒精饮料,软饮料,能量饮料,可
乐,酸梅汤,绿豆饮料,乳酸饮料（果制
品，非奶）,奶茶（非奶为主）,果子粉,
果子晶,蒸馏水（饮料）,植物饮料,豆类
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豆汁
乳清饮料,制作饮料用原汁,果汁,
水（饮料）,起泡水,葡萄汁,柠檬水,蔬
菜汁（饮料）,未发酵的葡萄汁,苏打水,
果汁冰水（饮料）,无酒精饮料,碳酸水,
加气水,大豆为主的饮料（非牛奶替代
品）,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米制饮料
（非牛奶替代品）,咖啡味非酒精饮料,
茶味非酒精饮料,软饮料,能量饮料,可
乐,酸梅汤,绿豆饮料,乳酸饮料（果制
品，非奶）,奶茶（非奶为主）,果子粉,
果子晶,蒸馏水（饮料）,植物饮料,豆类
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豆汁
乳清饮料,制作饮料用原汁,果汁,
水（饮料）,起泡水,葡萄汁,柠檬水,蔬
菜汁（饮料）,未发酵的葡萄汁,苏打水,
果汁冰水（饮料）,无酒精饮料,碳酸水,
加气水,大豆为主的饮料（非牛奶替代
品）,富含蛋白质的运动饮料,米制饮料
（非牛奶替代品）,咖啡味非酒精饮料,
茶味非酒精饮料,软饮料,能量饮料,可
乐,酸梅汤,绿豆饮料,乳酸饮料（果制
品，非奶）,奶茶（非奶为主）,果子粉,

果子晶,蒸馏水（饮料）,植物饮料,豆类
饮料,乌梅浓汁（不含酒精）,豆汁

19

42374747

31

20

42349960

31

菊苣根,新鲜菊苣,新鲜蔬菜,新鲜
南瓜,鲜豆（带荚）,新鲜豌豆（带荚）,
新鲜土豆,新鲜洋蓟,鲜食用菌,食用鲜
花,新鲜青蒜,食用新鲜芦荟,食用新鲜
仙人掌,培育植物用胚芽（种子）,植物
种子,啤酒花果穗,蛇麻球果,自然花制
花环,草制覆盖物,自然花,装饰用干花,
花粉（原材料）,干草,自然草皮,新鲜的
园艺草本植物,植物,籽苗,啤酒花（蛇麻
2020 年 8 月 28 日
子）,花卉球茎,球茎,荨麻,藤本植物,辣
椒（植物）,装饰用干植物,蔷薇丛,干椰
肉,新鲜水果,桧树果,可乐果,新鲜榛子,
新鲜橄榄,新鲜桔,松树球果,扁桃（水
果）,新鲜花生,新鲜水果制果篮,鲜枣,
人或动物食用的未加工海藻,新鲜蘑
菇,芦荟（植物）,新鲜柑橘,坚果（水果）
,
新鲜浆果,甘蔗,新鲜栗子,新鲜柠檬,椰
子壳,椰子
啤酒花果穗,蛇麻球果,自然花制
花环,草制覆盖物,自然花,装饰用干花,
花粉（原材料）,干草,自然草皮,新鲜的
园艺草本植物,植物,籽苗,啤酒花（蛇麻
子）,花卉球茎,球茎,荨麻,藤本植物,辣
椒（植物）,装饰用干植物,蔷薇丛,芦荟
（植物）,新鲜柑橘,坚果（水果）,新鲜
浆果,甘蔗,新鲜栗子,新鲜柠檬,椰子壳,
椰子,干椰肉,新鲜水果,桧树果,可乐果,
2020 年 9 月 7 日
新鲜榛子,新鲜橄榄,新鲜桔,松树球果,
扁桃（水果）,新鲜花生,新鲜水果制果
篮,鲜枣,人或动物食用的未加工海藻,
新鲜蘑菇,菊苣根,新鲜菊苣,新鲜蔬菜,
新鲜南瓜,鲜豆（带荚）,新鲜豌豆（带
荚）,新鲜土豆,新鲜洋蓟,鲜食用菌,食
用鲜花,新鲜青蒜,食用新鲜芦荟,食用
新鲜仙人掌,培育植物用胚芽（种子）,
植物种子

21

42359610

31

22

42376248

30

啤酒花果穗,蛇麻球果,自然花制
花环,草制覆盖物,自然花,装饰用干花,
花粉（原材料）,干草,自然草皮,新鲜的
园艺草本植物,植物,籽苗,啤酒花（蛇麻
子）,花卉球茎,球茎,荨麻,藤本植物,辣
椒（植物）,装饰用干植物,蔷薇丛,芦荟
（植物）,新鲜柑橘,坚果（水果）,新鲜
浆果,甘蔗,新鲜栗子,新鲜柠檬,椰子壳,
椰子,干椰肉,新鲜水果,桧树果,可乐果,
2020 年 8 月 28 日
新鲜榛子,新鲜橄榄,新鲜桔,松树球果,
扁桃（水果）,新鲜花生,新鲜水果制果
篮,鲜枣,人或动物食用的未加工海藻,
新鲜蘑菇,菊苣根,新鲜菊苣,新鲜蔬菜,
新鲜南瓜,鲜豆（带荚）,新鲜豌豆（带
荚）,新鲜土豆,新鲜洋蓟,鲜食用菌,食
用鲜花,新鲜青蒜,食用新鲜芦荟,食用
新鲜仙人掌,培育植物用胚芽（种子）,
植物种子
咖啡用调味品,可可,咖啡,作咖啡
代用品的植物制剂,咖啡饮料,可可饮
料,巧克力饮料,炼奶焦糖酱,乐口福,巧
克力酱,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
甜食（糖果）,巧克力,甜食,软糖（糖果）
,
糖,糖果锭剂,糖果,南糖,米花糖,黑麻
片,糖粘,羊羹,麦丽素,食品用糖蜜,黄色
糖浆,蜂蜜,蜂胶,蜂王浆,龙舌兰糖浆
（天然增甜剂）,花粉健身膏,龟苓膏,
乳鸽精,冰糖燕窝,虫草鸡精,秋梨膏,苓
贝梨膏,燕窝梨膏,桂圆膏,荔枝膏,枇杷
膏,杏仁糊,未发酵面包,面包干,饼干,蛋
糕,即食玉米片,面包,馅饼（点心）,糕
点,面包卷,布丁,燕麦食品,以谷物为主
的零食小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糕
点用糖霜（糖衣）,甜点慕斯（甜食）,
2020 年 9 月 7 日
奶酪汉堡包（三明治）,人食用小麦胚
芽,高蛋白谷物条,谷物棒,汉堡包,比萨
饼,肉馅饼,粗麦蒸糕,春卷,乌克兰饺子,
包子,卷饼,面粉制丸子,主要由米制成
的冻干食品,饭团,方便米饭,炒饭,粥,年
糕,粽子,元宵,煎饼,八宝饭,醪糟,火烧,
大饼,馒头,花卷,谷类制品,谷粉,豆类粗
粉,大豆粉,面粉,蛋糕粉,人食用的去壳
谷物,米,坚果粉,加工过的藜麦,碾碎的
干小麦,加工过的荞麦,米粉（粉状）,
意式面食,做蛋糕用面团,面条,食用麦
芽膏,人食用麦芽,面条为主的预制食
物,主要由意式面食制成的冻干食品,
乌冬面,挂面,方便面,米粉（条状）,玉
米花,脆米饼,大米花,虾味条,锅巴,米果
（膨化食品）,小蛋糕（糕点）,生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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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用调味品,可可,咖啡,作咖啡
代用品的植物制剂,可可饮料,巧克力
饮料,咖啡饮料,炼奶焦糖酱,乐口福,巧
克力酱,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
甜食（糖果）,巧克力,甜食,软糖（糖果）
,
糖,糖果锭剂,糖果,南糖,米花糖,黑麻
片,糖粘,羊羹,麦丽素,食品用糖蜜,黄色
糖浆,蜂蜜,蜂胶,蜂王浆,龙舌兰糖浆
（天然增甜剂）,花粉健身膏,龟苓膏,
乳鸽精,冰糖燕窝,虫草鸡精,秋梨膏,苓
贝梨膏,燕窝梨膏,桂圆膏,荔枝膏,枇杷
膏,杏仁糊,未发酵面包,面包干,饼干,蛋
糕,即食玉米片,面包,馅饼（点心）,糕
点,面包卷,布丁,燕麦食品,以谷物为主
的零食小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糕
点用糖霜（糖衣）,甜点慕斯（甜食）,
2020 年 8 月 21 日
奶酪汉堡包（三明治）,人食用小麦胚
芽,高蛋白谷物条,谷物棒,汉堡包,比萨
饼,肉馅饼,粗麦蒸糕,春卷,乌克兰饺子,
包子,卷饼,面粉制丸子,主要由米制成
的冻干食品,饭团,方便米饭,炒饭,粥,年
糕,粽子,元宵,加工过的藜麦,碾碎的干
小麦,加工过的荞麦,米粉（粉状）,意式
面食,做蛋糕用面团,面条,食用麦芽膏,
人食用麦芽,面条为主的预制食物,煎
饼,八宝饭,醪糟,火烧,大饼,馒头,花卷,
谷类制品,谷粉,豆类粗粉,大豆粉,面粉,
蛋糕粉,人食用的去壳谷物,米,坚果粉,
主要由意式面食制成的冻干食品,乌冬
面,挂面,方便面,米粉（条状）,玉米花,
脆米饼,大米花,虾味条,锅巴,米果（膨
化食品）,小蛋糕（糕点）,生糯粉
咖啡用调味品,可可,咖啡,作咖啡
代用品的植物制剂,咖啡饮料,可可饮
料,巧克力饮料,炼奶焦糖酱,乐口福,巧
克力酱,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
甜食（糖果）,巧克力,甜食,软糖（糖果）
,
糖,糖果锭剂,糖果,南糖,米花糖,黑麻
片,糖粘,羊羹,麦丽素,食品用糖蜜,黄色
糖浆,蜂蜜,蜂胶,碾碎的干小麦,加工过
的荞麦,米粉（粉状）,意式面食,做蛋糕
2020 年 8 月 21 日 用面团,面条,食用麦芽膏,人食用麦芽,
面条为主的预制食物,主要由意式面食
制成的冻干食品,乌冬面,挂面,方便面,
米粉（条状）,玉米花,脆米饼,大米花,
虾味条,锅巴,米果（膨化食品）,小蛋糕
（糕点）,生糯粉,蜂王浆,龙舌兰糖浆
（天然增甜剂）,花粉健身膏,龟苓膏,
乳鸽精,冰糖燕窝,虫草鸡精,秋梨膏,苓
贝梨膏,燕窝梨膏,桂圆膏,荔枝膏,枇杷
膏,杏仁糊,未发酵面包,面包干,饼干,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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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即食玉米片,面包,馅饼（点心）,糕
点,面包卷,布丁,燕麦食品,以谷物为主
的零食小吃,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糕
点用糖霜（糖衣）,甜点慕斯（甜食）,
奶酪汉堡包（三明治）,人食用小麦胚
芽,高蛋白谷物条,谷物棒,汉堡包,比萨
饼,肉馅饼,粗麦蒸糕,春卷,乌克兰饺子,
包子,卷饼,面粉制丸子,主要由米制成
的冻干食品,饭团,方便米饭,炒饭,粥,年
糕,粽子,元宵,煎饼,八宝饭,醪糟,火烧,
大饼,馒头,花卷,谷类制品,谷粉,豆类粗
粉,大豆粉,面粉,蛋糕粉,人食用的去壳
谷物,米,坚果粉,加工过的藜麦
坚果制抹酱,压制成型的果泥,桂
花,青丝,红丝,糖玫瑰,柿饼,百合干,柑
饼,干桂圆,陈皮梅,话梅,干荔枝,山楂
片,桂花姜,莲子,干枣,以果蔬为主的零
食小吃,椰蓉,莲蓉,芝麻蓉,豆沙,汤,腌
制蔬菜,熟蔬菜,干蔬菜,姜酱,小牛皱胃
中的凝乳（制干酪用）,酸奶,乳清,牛奶
制品,烹饪用牛奶发酵剂,炼乳,斯美塔
那酸奶油,奶粉,植物奶油,炸白干酪饼,
牛奶酱,食用燕窝,人食用蚕蛹,热狗肠,
风肠,板鸭,肉片,肉干,肉脯,肉松,肉糜,
花生酱,食用腌黄豆,蔬菜汤料,烹饪用
蔬菜汁,腌扁豆,泡菜,制汤剂,番茄泥,蔬
菜色拉,烹调用番茄汁,腌制蘑菇,腌豆,
蔬菜慕斯,食用预制芦荟,番茄酱,西葫
芦泥,茄子泥,烹饪用花生浆,烹饪用杏
2020 年 8 月 28 日 仁浆,炸洋葱圈,中东炸豆丸子,烹饪用
柠檬汁,冻干蔬菜,加工过的甜玉米粒,
土豆丸子,烹饪用椰浆,烹饪用米浆,黄
豆泥饼,腌制水果,脱水椰子,果酱,冷冻
水果,葡萄干,水果蜜饯,糖渍水果,椰枣,
炖熟的水果,果肉,柑桔酱,腌橄榄,水果
色拉,果皮,碎杏仁,水果片,浸酒的水果,
食用花粉,土豆煎饼,土豆片,苹果泥,蔓
越莓蜜饯,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糖
煮水果,加工过的水果制成的拼盘,腌
制浆果,鳄梨酱（捣碎的鳄梨）,酸姜,
五味姜,脱水菜,速冻方便菜肴,冬菜,萝
卜干,白菜干,大头菜,黑菜,百合菜,酱
菜,腐乳,速冻菜,紫菜,海菜,海带,海带
粉,笋干,黄花菜,食用干花,土豆泥,豌豆
粒,速冻玉米,黄油,黄油乳脂,奶油（奶
制品）,奶酪,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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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燕窝,人食用蚕蛹,热狗肠,风
肠,板鸭,肉片,肉干,肉脯,肉松,肉糜,花
生酱,腌制水果,脱水椰子,果酱,冷冻水
果,葡萄干,奶酪,牛奶,小牛皱胃中的凝
乳（制干酪用）,酸奶,乳清,牛奶制品,
烹饪用牛奶发酵剂,炼乳,酸姜,五味姜,
脱水菜,速冻方便菜肴,冬菜,萝卜干,白
菜干,大头菜,黑菜,百合菜,酱菜,腐乳,
速冻菜,紫菜,海菜,海带,海带粉,笋干,
黄花菜,食用干花,土豆泥,豌豆粒,速冻
玉米,黄油,黄油乳脂,奶油（奶制品）,
斯美塔那酸奶油,奶粉,植物奶油,炸白
干酪饼,牛奶酱,水果蜜饯,糖渍水果,椰
枣,炖熟的水果,果肉,柑桔酱,腌橄榄,水
果色拉,果皮,碎杏仁,水果片,浸酒的水
果,食用花粉,土豆煎饼,土豆片,苹果泥,
2020 年 8 月 21 日 蔓越莓蜜饯,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
糖煮水果,加工过的水果制成的拼盘,
腌制浆果,鳄梨酱（捣碎的鳄梨）,坚果
制抹酱,压制成型的果泥,桂花,青丝,红
丝,糖玫瑰,柿饼,百合干,柑饼,干桂圆,
陈皮梅,话梅,干荔枝,山楂片,桂花姜,莲
子,干枣,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椰蓉,
莲蓉,芝麻蓉,豆沙,汤,腌制蔬菜,熟蔬
菜,干蔬菜,姜酱,食用腌黄豆,蔬菜汤料,
烹饪用蔬菜汁,腌扁豆,泡菜,制汤剂,番
茄泥,蔬菜色拉,烹调用番茄汁,腌制蘑
菇,腌豆,蔬菜慕斯,食用预制芦荟,番茄
酱,西葫芦泥,茄子泥,烹饪用花生浆,烹
饪用杏仁浆,炸洋葱圈,中东炸豆丸子,
烹饪用柠檬汁,冻干蔬菜,加工过的甜
玉米粒,土豆丸子,烹饪用椰浆,烹饪用
米浆,黄豆泥饼
烹调用番茄汁,腌制蘑菇,腌豆,蔬
菜慕斯,食用预制芦荟,番茄酱,西葫芦
泥,茄子泥,烹饪用花生浆,烹饪用杏仁
浆,炸洋葱圈,中东炸豆丸子,烹饪用柠
檬汁,冻干蔬菜,加工过的甜玉米粒,土
豆丸子,烹饪用椰浆,烹饪用米浆,黄豆
泥饼,酸姜,五味姜,脱水菜,速冻方便菜
肴,冬菜,萝卜干,白菜干,大头菜,黑菜,
百合菜,酱菜,腐乳,速冻菜,紫菜,海菜,
2020 年 8 月 21 日
压制成型的果泥,桂花,青丝,红丝,糖玫
瑰,柿饼,百合干,柑饼,干桂圆,陈皮梅,
话梅,干荔枝,山楂片,桂花姜,莲子,干
枣,以果蔬为主的零食小吃,椰蓉,干蔬
菜,姜酱,食用腌黄豆,蔬菜汤料,烹饪用
蔬菜汁,腌扁豆,泡菜,制汤剂,番茄泥,蔬
菜色拉,莲蓉,芝麻蓉,豆沙,汤,腌制蔬
菜,熟蔬菜,食用燕窝,人食用蚕蛹,热狗
肠,风肠,板鸭,肉片,肉干,肉脯,肉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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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花生酱,腌制水果,脱水椰子,果酱,冷
冻水果,葡萄干,水果蜜饯,糖渍水果,椰
枣,炖熟的水果,果肉,柑桔酱,腌橄榄,水
果色拉,果皮,碎杏仁,水果片,浸酒的水
果,食用花粉,土豆煎饼,土豆片,苹果泥,
蔓越莓蜜饯,以水果为主的零食小吃,
糖煮水果,坚果制抹酱,加工过的水果
制成的拼盘,腌制浆果,鳄梨酱（捣碎的
鳄梨）,海带,海带粉,笋干,黄花菜,食用
干花,土豆泥,豌豆粒,速冻玉米,黄油,黄
油乳脂,奶油（奶制品）,奶酪,牛奶,小
牛皱胃中的凝乳（制干酪用）,酸奶,乳
清,牛奶制品,烹饪用牛奶发酵剂,炼乳,
斯美塔那酸奶油,奶粉,植物奶油,牛奶
酱,炸白干酪饼
游戏套环,秋千,风筝,游戏用筹码,
游戏器具,魔术器械,滑梯（玩具）,游乐
场骑乘玩具,弹球机,电动游艺车,手枪
火帽（玩具）,宠物用玩具,玩具气球,
玩具,积木（玩具）,多米诺骨牌,室内游
戏玩具,木偶,演戏面具,狂欢节面具,成
比例的模型车,滑板车（玩具）,长毛绒
玩具,捕蝴蝶用网,雪景球,节日悬挂、由
儿童击破以获得其中玩具和糖果的彩
饰陶罐,万花筒,五彩纸屑,比例模型套
2020 年 8 月 21 日 件（玩具）,纸制晚会帽,面具（玩具）,
俄罗斯套娃,玩具用控制器,航模用陀
螺仪和飞行稳定器,玩具无人机,游泳
池充气漂浮物,聚会彩炮（聚会助兴道
具）,橡皮泥（玩具）,面泥（玩具）,
回力镖,游泳池充气游戏器具,游戏用
帐篷,跳棋棋盘,十五子棋,棋盘游戏器
具,宾果游戏牌,纸牌,扑克牌,棋,象棋,
跳棋,模型飞机材料,电子永动器（永磁
摆动玩具）,国际跳棋,国际象棋,国际象
棋棋盘,足球棋,动物棋,克朗棋,围棋
游戏套环,秋千,风筝,游戏用筹码,
游戏器具,魔术器械,滑梯（玩具）,游乐
场骑乘玩具,弹球机,电动游艺车,手枪
火帽（玩具）,宠物用玩具,玩具气球,
玩具,积木（玩具）,多米诺骨牌,室内游
戏玩具,木偶,演戏面具,狂欢节面具,成
比例的模型车,滑板车（玩具）,长毛绒
2020 年 8 月 21 日 玩具,捕蝴蝶用网,雪景球,节日悬挂、由
儿童击破以获得其中玩具和糖果的彩
饰陶罐,万花筒,五彩纸屑,比例模型套
件（玩具）,纸制晚会帽,面具（玩具）,
俄罗斯套娃,玩具用控制器,航模用陀
螺仪和飞行稳定器,玩具无人机,游泳
池充气漂浮物,聚会彩炮（聚会助兴道
具）,橡皮泥（玩具）,面泥（玩具）,

回力镖,游泳池充气游戏器具,游戏用
帐篷,模型飞机材料,电子永动器（永磁
摆动玩具）,国际跳棋,国际象棋,国际象
棋棋盘,跳棋棋盘,十五子棋,棋盘游戏
器具,宾果游戏牌,纸牌,扑克牌,棋,象
棋,跳棋,围棋,足球棋,动物棋,克朗棋

30

42360410

28

31

42353436

27

32

42372414

27

木偶,演戏面具,狂欢节面具,成比
例的模型车,滑板车（玩具）,长毛绒玩
具,捕蝴蝶用网,雪景球,节日悬挂、由儿
童击破以获得其中玩具和糖果的彩饰
陶罐,万花筒,五彩纸屑,比例模型套件
（玩具）,纸制晚会帽,面具（玩具）,
俄罗斯套娃,玩具用控制器,航模用陀
螺仪和飞行稳定器,玩具无人机,游泳
池充气漂浮物,聚会彩炮（聚会助兴道
具）,橡皮泥（玩具）,面泥（玩具）,
回力镖,游泳池充气游戏器具,游戏用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帐篷,模型飞机材料,电子永动器（永磁
摆动玩具）,国际跳棋,国际象棋,国际象
棋棋盘,跳棋棋盘,十五子棋,棋盘游戏
器具,宾果游戏牌,纸牌,扑克牌,棋,象
棋,跳棋,围棋,足球棋,动物棋,克朗棋,
游戏套环,秋千,风筝,游戏用筹码,游戏
器具,魔术器械,滑梯（玩具）,游乐场骑
乘玩具,弹球机,电动游艺车,手枪火帽
（玩具）,宠物用玩具,玩具气球,玩具,
积木（玩具）,多米诺骨牌,室内游戏玩
具
小地毯,地毯,垫席,苇席,席,枕席,
浴室防滑垫,地板覆盖物,人工草皮,健
身用垫,体操垫,门前擦鞋垫,汽车用脚
垫,防滑垫,亚麻油地毡,地毯底衬,滑雪
2020 年 8 月 21 日
斜坡用编织绳垫,壁炉或烧烤架用耐火
地垫,瑜伽垫,榻榻米垫,地垫,橡胶地垫,
墙纸,非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墙纸,
纺织品制墙壁遮盖物
小地毯,地毯,垫席,苇席,席,枕席,
浴室防滑垫,地板覆盖物,人工草皮,健
身用垫,体操垫,门前擦鞋垫,汽车用脚
垫,防滑垫,亚麻油地毡,地毯底衬,滑雪
2020 年 8 月 28 日
斜坡用编织绳垫,壁炉或烧烤架用耐火
地垫,瑜伽垫,榻榻米垫,地垫,橡胶地垫,
墙纸,非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墙纸,
纺织品制墙壁遮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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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4734

27

34

42381367

26

35

42353409

26

小地毯,地毯,垫席,苇席,席,枕席,
浴室防滑垫,地板覆盖物,人工草皮,健
身用垫,体操垫,门前擦鞋垫,汽车用脚
垫,防滑垫,亚麻油地毡,地毯底衬,滑雪
2020 年 8 月 21 日
斜坡用编织绳垫,壁炉或烧烤架用耐火
地垫,瑜伽垫,榻榻米垫,地垫,橡胶地垫,
墙纸,非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墙纸,
纺织品制墙壁遮盖物
人造圣诞花环,带灯饰的人造花制
圣诞花环,人造盆景,纸拉花,发带,花哨
的小商品（绣制品）,刺绣品,花彩装饰
（绣制品）,银线制绣品,金线制绣品,
帽带,礼品包装用非纸制饰带和蝴蝶
结,缝纫用蝴蝶结,丝边,帽边,背包带,拉
链带,线带,飘带,花线扎带,线轮带,荷包
袋,绳编工艺品,发卡,臂章,臂带（服装
配件）,胸针（服装配件）,头发装饰品,
2020 年 8 月 21 日
卷发夹,发夹,发针,发网,玫瑰花饰（缝
纫用品）,长别针,别针（非首饰）,非贵
金属制佩戴徽章,装饰徽章（扣）,发用
蝴蝶结,染发用帽,绶带,非制首饰用珠
子,电和非电的发卷（非手工具）,补花
（缝纫用品）,小饰物（非首饰、非钥
匙圈、非钥匙链用）,头发饰带,帽子用
非装饰别针,人造花,人造水果,人造花
环,除圣诞树以外的人造植物
臂章,臂带（服装配件）,胸针（服
装配件）,头发装饰品,卷发夹,发夹,发
针,发网,玫瑰花饰（缝纫用品）,长别针,
别针（非首饰）,非贵金属制佩戴徽章,
装饰徽章（扣）,发用蝴蝶结,染发用帽,
绶带,非制首饰用珠子,电和非电的发
卷（非手工具）,补花（缝纫用品）,小
饰物（非首饰、非钥匙圈、非钥匙链
用）,头发饰带,帽子用非装饰别针,人造
2020 年 8 月 21 日
花,人造水果,人造花环,除圣诞树以外
的人造植物,人造圣诞花环,带灯饰的
人造花制圣诞花环,人造盆景,纸拉花,
发带,花哨的小商品（绣制品）,刺绣品,
花彩装饰（绣制品）,银线制绣品,金线
制绣品,帽带,礼品包装用非纸制饰带
和蝴蝶结,缝纫用蝴蝶结,丝边,帽边,背
包带,拉链带,线带,飘带,花线扎带,线轮
带,荷包袋,绳编工艺品,发卡

36

42376666

26

37

42357969

25

发带,花哨的小商品（绣制品）,刺
绣品,花彩装饰（绣制品）,银线制绣品,
金线制绣品,帽带,礼品包装用非纸制
饰带和蝴蝶结,缝纫用蝴蝶结,丝边,帽
边,背包带,拉链带,线带,飘带,花线扎
带,线轮带,荷包袋,绳编工艺品,发卡,臂
章,臂带（服装配件）,胸针（服装配件）
,
头发装饰品,卷发夹,发夹,发针,发网,玫
瑰花饰（缝纫用品）,长别针,别针（非
2020 年 9 月 7 日
首饰）,非贵金属制佩戴徽章,装饰徽章
（扣）,发用蝴蝶结,染发用帽,绶带,非
制首饰用珠子,电和非电的发卷（非手
工具）,补花（缝纫用品）,小饰物（非
首饰、非钥匙圈、非钥匙链用）,头发
饰带,帽子用非装饰别针,人造花,人造
水果,人造花环,除圣诞树以外的人造
植物,人造圣诞花环,带灯饰的人造花
制圣诞花环,人造盆景,纸拉花
工作服,内衣,套头衫,化装舞会用
服装,戏装,秧歌服,舞衣,鞋用防滑配件,
鞋（脚上的穿着物）,靴,鞋用金属配件,
套鞋,拖鞋,海滨浴场用鞋,木鞋,凉鞋,
鞋,运动鞋,运动靴,雨鞋,鞋垫,帽子,帽
衬架（支撑架）,帽檐,耳套（服装）,
头带（服装）,纸帽子（服装）,空顶帽,
斗笠,长袜,袜,短袜,吊袜带,袜带,吊袜
带（长袜用）,暖腿套,紧腿裤（暖腿套）
,
非电暖脚套,袜裤,袜套,手套（服装）,
手笼（服装）,滑雪手套,短围巾,围脖,
披肩,领带,围巾,裘皮披肩,衬衫,服装,
紧身衣裤,成品衣,裤子,外套,背心,上
2020 年 11 月 14 日 衣,防水服,裙子,仆侍人员、行会会员等
穿的制服,运动衫,睡衣,大衣,制服,T 恤
衫,钓鱼背心,斗篷,绣花服装,旗袍,童
装,摄影背心,婴儿裤（内衣）,婴儿全套
衣,非纸制围涎,非纸制带袖围涎,驾驶
员服装,滑水防潮服,骑自行车服装,游
泳帽,男用游泳裤,游泳裤,游泳衣,体操
服,面纱（服装）,披巾,包头巾,爱斯科
式领带,西服袋巾,领花,领结,领巾,头
巾,背带,衣服吊带,服装带（衣服）,腰
带,钱带（服装）,女式披肩,柔道服,（杂
技、舞蹈等演员穿的）紧身连衣裤,摔
跤服,雨衣,雨披,空手道服,皮带（服饰
用）,防水裤

38

42373125

25

39

42357962

25

化装舞会用服装,戏装,秧歌服,舞
衣,鞋用防滑配件,鞋（脚上的穿着物）,
靴,鞋用金属配件,套鞋,拖鞋,海滨浴场
用鞋,木鞋,凉鞋,鞋,运动鞋,运动靴,雨
鞋,鞋垫,帽子,帽衬架（支撑架）,帽檐,
耳套（服装）,头带（服装）,纸帽子（服
装）,空顶帽,斗笠,长袜,袜,短袜,吊袜带,
袜带,吊袜带（长袜用）,紧腿裤（暖腿
套）,暖腿套,非电暖脚套,袜裤,袜套,手
套（服装）,手笼（服装）,滑雪手套,
短围巾,围脖,披肩,领带,围巾,裘皮披
肩,女式披肩,面纱（服装）,披巾,包头
巾,爱斯科式领带,西服袋巾,领花,领结,
2020 年 8 月 28 日
领巾,头巾,背带,衣服吊带,服装带（衣
服）,腰带,钱带（服装）,皮带（服饰用）
,
防水裤,摔跤服,雨衣,雨披,大衣,制服,T
恤衫,钓鱼背心,斗篷,绣花服装,旗袍,童
装,摄影背心,婴儿裤（内衣）,婴儿全套
衣,非纸制围涎,非纸制带袖围涎,驾驶
员服装,滑水防潮服,骑自行车服装,游
泳帽,男用游泳裤,游泳裤,游泳衣,体操
服,空手道服,柔道服,（杂技、舞蹈等演
员穿的）紧身连衣裤,工作服,内衣,套头
衫,衬衫,服装,紧身衣裤,成品衣,裤子,
外套,背心,上衣,防水服,裙子,仆侍人
员、行会会员等穿的制服,运动衫,睡衣
大衣,制服,T 恤衫,钓鱼背心,斗篷,
绣花服装,旗袍,童装,摄影背心,婴儿裤
（内衣）,婴儿全套衣,非纸制围涎,非纸
制带袖围涎,驾驶员服装,滑水防潮服,
骑自行车服装,游泳帽,男用游泳裤,游
泳裤,游泳衣,体操服,空手道服,柔道服,
（杂技、舞蹈等演员穿的）紧身连衣
裤,摔跤服,雨衣,雨披,化装舞会用服装,
戏装,秧歌服,舞衣,鞋用防滑配件,鞋
（脚上的穿着物）,靴,鞋用金属配件,
套鞋,拖鞋,海滨浴场用鞋,木鞋,凉鞋,
鞋,运动鞋,运动靴,雨鞋,鞋垫,帽子,帽
2020 年 11 月 14 日 衬架（支撑架）,帽檐,耳套（服装）,
头带（服装）,纸帽子（服装）,空顶帽,
斗笠,长袜,袜,短袜,吊袜带,袜带,吊袜
带（长袜用）,紧腿裤（暖腿套）,暖腿
套,非电暖脚套,袜裤,袜套,手套（服装）
,
手笼（服装）,滑雪手套,短围巾,围脖,
披肩,领带,围巾,裘皮披肩,女式披肩,面
纱（服装）,披巾,包头巾,爱斯科式领带,
西服袋巾,领花,领结,领巾,头巾,背带,
衣服吊带,服装带（衣服）,腰带,钱带（服
装）,皮带（服饰用）,防水裤,工作服,
内衣,套头衫,衬衫,服装,紧身衣裤,成品
衣,裤子,外套,背心,上衣,防水服,裙子,

仆侍人员、行会会员等穿的制服,运动
衫,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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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3145

24

41

42381268

24

纺织品制墙上挂毯,丝织、交织图
画,织锦人像,丝绒绢画,剪绢画,手绣、
机绣图画,丝织美术品,毡,纺织品制印
刷机垫,造纸毛毯（毛巾）,浴用织品（服
装除外）,搓澡巾,家庭日用纺织品,纺织
品毛巾,纺织品餐巾,纺织品手帕,纺织
品洗脸巾,卸妆用布,浴巾,地巾,被子,床
罩,床垫遮盖物,旅行用毯（膝盖保暖
用）,褥垫套,蚊帐,枕套,睡袋衬里,床上
用毯,婴儿更换尿布用布单,家养宠物
用毯,睡袋,婴儿床防撞围（床用织品）,
睡袋防水罩,枕巾,被絮,被面,褥子（床
2020 年 9 月 7 日 用织品）,棉毯,毛毯,丝毯,帐沿,床沿,
帐帘,床帏,被罩,床单,纺织品制或塑料
制横幅,纺织品制或塑料制旗,纺织品
制或塑料制旗帜,床单（纺织品）,装饰
织品,台球布,织物,硬（麻）布,纺织织
物,布,挂毯和刺绣用粗帆布,大麻织物,
热敷胶粘纤维布,航空气球用不透气织
物,布棚,玻璃布,非文具用胶布,塑料材
料（织物代用品）,无纺布,纺织品制标
签,纺织用玻璃纤维织物,纺织品制过
滤材料,金属棉（太空棉）,过滤布,帘子
布,聚丙烯编织布,滤气呢,树脂布,纺织
品制壁挂
航空气球用不透气织物,布棚,玻
璃布,非文具用胶布,塑料材料（织物代
用品）,无纺布,纺织品制标签,纺织用玻
璃纤维织物,纺织品制过滤材料,金属
棉（太空棉）,过滤布,帘子布,热敷胶粘
纤维布,聚丙烯编织布,滤气呢,树脂布,
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墙上挂毯,丝
织、交织图画,织锦人像,丝绒绢画,剪绢
画,手绣、机绣图画,丝织美术品,毡,纺
2020 年 8 月 21 日
织品制印刷机垫,造纸毛毯（毛巾）,浴
用织品（服装除外）,搓澡巾,枕套,睡袋
衬里,床上用毯,婴儿更换尿布用布单,
家养宠物用毯,睡袋,婴儿床防撞围（床
用织品）,睡袋防水罩,枕巾,家庭日用纺
织品,纺织品毛巾,纺织品餐巾,纺织品
手帕,纺织品洗脸巾,卸妆用布,浴巾,地
巾,被子,床罩,床垫遮盖物,旅行用毯
（膝盖保暖用）,被絮,褥垫套,蚊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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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8814

24

43

42356382

21

装饰织品,台球布,织物,硬（麻）布,
纺织织物,布,挂毯和刺绣用粗帆布,大
麻织物,热敷胶粘纤维布,航空气球用
不透气织物,布棚,玻璃布,非文具用胶
布,塑料材料（织物代用品）,无纺布,
剪绢画,手绣、机绣图画,丝织美术品,
毡,纺织品制标签,纺织用玻璃纤维织
物,纺织品制过滤材料,金属棉（太空
棉）,过滤布,帘子布,聚丙烯编织布,滤
气呢,树脂布,纺织品制壁挂,纺织品制
墙上挂毯,丝织、交织图画,织锦人像,
丝绒绢画,造纸毛毯（毛巾）,浴用织品
2020 年 8 月 21 日 （服装除外）,搓澡巾,纺织品制印刷机
垫,家庭日用纺织品,纺织品毛巾,纺织
品餐巾,纺织品手帕,纺织品洗脸巾,卸
妆用布,浴巾,地巾,被子,床罩,床垫遮盖
物,旅行用毯（膝盖保暖用）,褥垫套,
蚊帐,枕套,睡袋衬里,床上用毯,婴儿更
换尿布用布单,家养宠物用毯,睡袋,婴
儿床防撞围（床用织品）,睡袋防水罩,
枕巾,被絮,床帏,被罩,床单,纺织品制或
塑料制横幅,纺织品制或塑料制旗,纺
织品制或塑料制旗帜,床单（纺织品）,
被面,褥子（床用织品）,棉毯,毛毯,丝
毯,帐沿,床沿,帐帘
纺织品制桶,花和植物用固定物
（插花用具）,花盆,家用除烟器,喷水壶
喷头,喷壶莲蓬头,花瓶,肥皂架,肥皂碟,
垃圾箱,垃圾桶,浇花和植物用洒水器,
浇花和植物用喷水器,存钱罐,盥洗室
器具,制刷用兽毛,刷子,马梳,指甲刷,制
刷原料,制刷用毛,马刷,动物用梳,梳,大
齿发梳,梳子盒,擦洗刷,扫帚,扫地毯器,
金属制擦锅器,清洁用布,拖把,清洁用
垫,清洁用纤维束,园艺手套,厨房用隔
热手套,毛球去除器（电或非电）,清扫
器,钢丝轮,门窗玻璃清洁器,玻璃防雾
布,沐浴海绵,盆（容器）,家用器皿,家
2020 年 8 月 21 日
用或厨房用容器,餐具（刀、叉、匙除
外）,盘,糖果盒,饭盒,玻璃球瓶（容器）
,
玻璃瓶（容器）,玻璃杯（容器）,彩色
玻璃器皿,玻璃盒,酸坛,家庭用陶瓷制
品,瓦器,锡釉陶器,瓷器,陶器,日用瓷器
（包括盆、碗、盘、壶、餐具、缸、
坛、罐）,日用陶器（包括盆、碗、盘、
缸、坛、罐、砂锅、壶、炻器餐具）,
仿瓷器,仿陶器,瓷器装饰品,瓷、陶瓷、
陶土、赤陶或玻璃制塑像,瓷、陶瓷、
陶土、赤陶或玻璃制艺术品,水晶工艺
品,饮用器皿,酒具,品酒用吸量管,茶具
（餐具）,咖啡具（餐具）,非电咖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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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非电咖啡渗滤壶,非电咖啡壶,滤
茶器,葡萄酒醒酒器,洒水设备,洒水器,
喷壶,水桶,提桶,倾倒用尖嘴管,纸巾盒,
肥皂盒,领带压平器,筛（家用器具）,
洗涤桶,卫生纸分配器,肥皂分配器,长
柄柏油刷,电梳,电刷（机器部件除外）,
擦罐和容器用刷,篦子,排笔刷,牙刷,牙
及牙床清洁用吸水器,电动牙刷,电动
牙刷替换头,牙刷盒,牙签,牙签盒,牙线,
化妆用具,专用化妆包,梳妆盒,梳妆海
绵,粉扑,随身携带的粉饼盒,香水喷瓶,
喷香水器,卸妆器具,化妆刷,睫毛刷,美
甲用泡沫材料制分趾器,清洁用钢丝绒
仿瓷器,仿陶器,瓷器装饰品,瓷、陶
瓷、陶土、赤陶或玻璃制塑像,瓷、陶
瓷、陶土、赤陶或玻璃制艺术品,水晶
工艺品,饮用器皿,酒具,品酒用吸量管,
茶具（餐具）,咖啡具（餐具）,非电咖
啡过滤器,非电咖啡渗滤壶,非电咖啡
壶,滤茶器,葡萄酒醒酒器,洒水设备,洒
水器,喷壶,水桶,提桶,倾倒用尖嘴管,纸
巾盒,肥皂盒,糖果盒,饭盒,玻璃球瓶
（容器）,玻璃瓶（容器）,玻璃杯（容
器）,彩色玻璃器皿,玻璃盒,酸坛,家庭
用陶瓷制品,瓦器,领带压平器,筛（家用
器具）,洗涤桶,卫生纸分配器,肥皂分配
器,纺织品制桶,花和植物用固定物（插
花用具）,花盆,家用除烟器,喷水壶喷
头,喷壶莲蓬头,花瓶,动物用梳,梳,大齿
发梳,梳子盒,擦洗刷,长柄柏油刷,电梳,
电刷（机器部件除外）,门窗玻璃清洁
器,玻璃防雾布,沐浴海绵,盆（容器）,
2020 年 8 月 21 日
家用器皿,家用或厨房用容器,餐具
（刀、叉、匙除外）,盘,锡釉陶器,瓷器,
陶器,日用瓷器（包括盆、碗、盘、壶、
餐具、缸、坛、罐）,日用陶器（包括
盆、碗、盘、缸、坛、罐、砂锅、壶、
炻器餐具）,肥皂架,肥皂碟,垃圾箱,垃
圾桶,浇花和植物用洒水器,浇花和植
物用喷水器,存钱罐,盥洗室器具,制刷
用兽毛,刷子,马梳,指甲刷,制刷原料,制
刷用毛,马刷,擦罐和容器用刷,篦子,排
笔刷,牙刷,牙及牙床清洁用吸水器,电
动牙刷,电动牙刷替换头,牙刷盒,牙签,
牙签盒,牙线,化妆用具,专用化妆包,梳
妆盒,梳妆海绵,粉扑,随身携带的粉饼
盒,香水喷瓶,喷香水器,卸妆器具,化妆
刷,睫毛刷,美甲用泡沫材料制分趾器,
清洁用钢丝绒,扫帚,扫地毯器,金属制
擦锅器,清洁用布,拖把,清洁用垫,清洁
用纤维束,园艺手套,厨房用隔热手套,

毛球去除器（电或非电）,清扫器,钢丝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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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容器）,家用器皿,家用或厨房
用容器,餐具（刀、叉、匙除外）,盘,
糖果盒,饭盒,玻璃球瓶（容器）,玻璃瓶
（容器）,玻璃杯（容器）,彩色玻璃器
皿,玻璃盒,酸坛,家庭用陶瓷制品,瓦器,
锡釉陶器,瓷器,陶器,日用瓷器（包括
盆、碗、盘、壶、餐具、缸、坛、罐）
,
日用陶器（包括盆、碗、盘、缸、坛、
罐、砂锅、壶、炻器餐具）,仿瓷器,仿
陶器,瓷器装饰品,瓷、陶瓷、陶土、赤
陶或玻璃制塑像,瓷、陶瓷、陶土、赤
陶或玻璃制艺术品,水晶工艺品,饮用
器皿,酒具,品酒用吸量管,茶具（餐具）,
咖啡具（餐具）,非电咖啡过滤器,非电
咖啡渗滤壶,非电咖啡壶,滤茶器,葡萄
酒醒酒器,洒水设备,洒水器,喷壶,水桶,
提桶,倾倒用尖嘴管,纸巾盒,肥皂盒,领
带压平器,筛（家用器具）,洗涤桶,卫生
纸分配器,肥皂分配器,花和植物用固
定物（插花用具）,花盆,家用除烟器,
2020 年 11 月 7 日
喷水壶喷头,喷壶莲蓬头,花瓶,肥皂架,
肥皂碟,垃圾箱,垃圾桶,浇花和植物用
洒水器,纺织品制桶,浇花和植物用喷
水器,存钱罐,盥洗室器具,制刷用兽毛,
刷子,马梳,指甲刷,制刷原料,制刷用毛,
马刷,动物用梳,梳,大齿发梳,梳子盒,擦
洗刷,长柄柏油刷,电梳,电刷（机器部件
除外）,擦罐和容器用刷,篦子,排笔刷,
牙刷,牙及牙床清洁用吸水器,电动牙
刷,电动牙刷替换头,牙刷盒,牙签,牙签
盒,牙线,化妆用具,专用化妆包,梳妆盒,
梳妆海绵,粉扑,随身携带的粉饼盒,香
水喷瓶,喷香水器,卸妆器具,化妆刷,睫
毛刷,美甲用泡沫材料制分趾器,清洁
用钢丝绒,扫帚,扫地毯器,金属制擦锅
器,清洁用布,拖把,清洁用垫,清洁用纤
维束,园艺手套,厨房用隔热手套,毛球
去除器（电或非电）,清扫器,钢丝轮,
门窗玻璃清洁器,玻璃防雾布,沐浴海
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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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框边条,镜子（玻璃镜）,画框,
画框挂杆,画框托架,镜砖,手持镜子（化
妆镜）,绣花绷子,个人用扇（非电动）,
藤,草编织物（草席除外）,稻草编辫状
物,稻草制镶边,芦苇（编织用料）,柳条
制品,竹帘,扁担,竹编制品（不包括帽、
席、垫）,藤编制品（不包括鞋、帽、
席、垫）,棕编制品（包括棕箱，不包
括席、垫）,草编制品（不包括鞋、帽、
席、垫）,柳条提篮编织物,竹工艺品,
竹木工艺品,竹篮,麦秆工艺品,草（编织
原料）,草工艺品,风铃状装饰品,珍珠母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鸟类标本,装饰
珠帘,动物蹄,木、蜡、石膏或塑料像,
人造琥珀条,人造琥珀板,木、蜡、石膏
2020 年 9 月 14 日 或塑料制艺术品,木、蜡、石膏或塑料
制半身像,贝壳,木、蜡、石膏或塑料制
小塑像,木、蜡、石膏或塑料制小雕像,
风铃（装饰）,木、蜡、石膏或塑料制
耶稣受难雕像（非首饰）,未加工或半
加工角、牙、介制品,漆器工艺品,羽兽
毛工艺品,软木工艺品,树皮画,泥塑工
艺品,玻璃钢工艺品,树脂工艺品,树脂
小雕像,具有造型的手提电话（装饰）,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非金属制身份鉴别
手环,床用垫褥（床用织品除外）,软垫,
枕头,草垫,垫枕,非医用气垫,非医用气
褥垫,婴儿游戏围栏用垫,婴儿更换尿
布用垫,野营用睡垫,野营床垫,婴儿头
部支撑垫,婴儿防滚垫,婴儿头部定型
枕,羽绒枕头,磁疗枕
珍珠母（未加工或半加工的）,鸟
类标本,装饰珠帘,动物蹄,木、蜡、石膏
或塑料像,人造琥珀条,人造琥珀板,木、
蜡、石膏或塑料制艺术品,木、蜡、石
膏或塑料制半身像,贝壳,木、蜡、石膏
或塑料制小塑像,木、蜡、石膏或塑料
制小雕像,风铃（装饰）,木、蜡、石膏
或塑料制耶稣受难雕像（非首饰）,未
加工或半加工角、牙、介制品,漆器工
艺品,羽兽毛工艺品,软木工艺品,树皮
2020 年 9 月 7 日
画,泥塑工艺品,玻璃钢工艺品,树脂工
艺品,树脂小雕像,具有造型的手提电
话（装饰）,食品用塑料装饰品,非金属
制身份鉴别手环,床用垫褥（床用织品
除外）,软垫,枕头,草垫,垫枕,非医用气
垫,非医用气褥垫,婴儿游戏围栏用垫,
婴儿更换尿布用垫,野营用睡垫,野营
床垫,婴儿头部支撑垫,婴儿防滚垫,婴
儿头部定型枕,羽绒枕头,磁疗枕,相框
边条,镜子（玻璃镜）,画框,画框挂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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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框托架,镜砖,手持镜子（化妆镜）,
绣花绷子,个人用扇（非电动）,藤,草编
织物（草席除外）,稻草编辫状物,稻草
制镶边,芦苇（编织用料）,柳条制品,
竹帘,扁担,竹编制品（不包括帽、席、
垫）,藤编制品（不包括鞋、帽、席、
垫）,棕编制品（包括棕箱，不包括席、
垫）,草编制品（不包括鞋、帽、席、
垫）,柳条提篮编织物,竹工艺品,竹木工
艺品,竹篮,麦秆工艺品,草（编织原料）,
草工艺品,风铃状装饰品
相框边条,镜子（玻璃镜）,画框,
画框挂杆,画框托架,镜砖,手持镜子（化
妆镜）,绣花绷子,个人用扇（非电动）,
藤,草编织物（草席除外）,稻草编辫状
物,稻草制镶边,芦苇（编织用料）,柳条
制品,竹帘,扁担,竹编制品（不包括帽、
席、垫）,藤编制品（不包括鞋、帽、
席、垫）,棕编制品（包括棕箱，不包
括席、垫）,草编制品（不包括鞋、帽、
席、垫）,柳条提篮编织物,竹工艺品,
竹木工艺品,竹篮,麦秆工艺品,草（编织
原料）,草工艺品,风铃状装饰品,珍珠母
（未加工或半加工的）,鸟类标本,装饰
珠帘,动物蹄,木、蜡、石膏或塑料像,
人造琥珀条,人造琥珀板,木、蜡、石膏
2020 年 9 月 7 日 或塑料制艺术品,木、蜡、石膏或塑料
制半身像,贝壳,木、蜡、石膏或塑料制
小塑像,木、蜡、石膏或塑料制小雕像,
风铃（装饰）,木、蜡、石膏或塑料制
耶稣受难雕像（非首饰）,未加工或半
加工角、牙、介制品,漆器工艺品,羽兽
毛工艺品,软木工艺品,树皮画,泥塑工
艺品,玻璃钢工艺品,树脂工艺品,树脂
小雕像,具有造型的手提电话（装饰）,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非金属制身份鉴别
手环,床用垫褥（床用织品除外）,软垫,
枕头,草垫,垫枕,非医用气垫,非医用气
褥垫,婴儿游戏围栏用垫,婴儿更换尿
布用垫,野营用睡垫,野营床垫,婴儿头
部支撑垫,婴儿防滚垫,婴儿头部定型
枕,羽绒枕头,磁疗枕
动物皮,金箔加工用肠膜,皮板,鞣
制过的皮,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仿皮
革,软毛皮（仿皮制品）,裘皮,毛皮,人
造革,（女式）钱包,乐谱盒,书包,卡片
2020 年 11 月 14 日 盒（皮夹子）,皮制帽盒,旅行箱,抱婴儿
用吊袋,工具袋（空的）,背包,钱包（钱
夹）,购物袋,公文箱,爬山用手提袋,野
营手提袋,海滨浴场用手提袋,手提包,
旅行包,包装用皮袋（信封、小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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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包,皮制标签,带轮手提箱,行李箱专
用压缩收纳包,会议用文件包,旅行用
具（皮件）,手提箱,皮革或皮革板制盒,
链式网眼钱包,皮革或皮革板制箱,行
李箱,非专用化妆包,硫化纤维盒,帆布
背包,旅行用衣袋,钥匙包,购物网袋,运
动包,抱婴儿用吊带,婴儿背袋,包,信用
卡包,名片夹,行李牌,人造革箱,帆布箱,
护照夹（皮夹）,伞,伞套,女用阳伞,伞
柄,登山杖,手杖,手杖柄,徒步杖
动物皮,金箔加工用肠膜,皮板,鞣
制过的皮,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仿皮
革,软毛皮（仿皮制品）,裘皮,毛皮,人
造革,（女式）钱包,乐谱盒,书包,卡片
盒（皮夹子）,皮制帽盒,旅行箱,抱婴儿
用吊袋,工具袋（空的）,背包,钱包（钱
夹）,购物袋,公文箱,爬山用手提袋,野
营手提袋,海滨浴场用手提袋,手提包,
旅行包,包装用皮袋（信封、小袋）,公
2020 年 9 月 7 日 文包,旅行用具（皮件）,手提箱,皮革或
皮革板制盒,链式网眼钱包,皮革或皮
革板制箱,行李箱,非专用化妆包,硫化
纤维盒,帆布背包,旅行用衣袋,钥匙包,
购物网袋,运动包,抱婴儿用吊带,婴儿
背袋,包,信用卡包,名片夹,行李牌,皮制
标签,带轮手提箱,行李箱专用压缩收
纳包,会议用文件包,人造革箱,帆布箱,
护照夹（皮夹）,伞,伞套,女用阳伞,伞
柄,登山杖,手杖,手杖柄,徒步杖
海滨浴场用手提袋,手提包,旅行
包,包装用皮袋（信封、小袋）,公文包,
旅行用具（皮件）,手提箱,皮革或皮革
板制盒,链式网眼钱包,皮革或皮革板
制箱,行李箱,非专用化妆包,硫化纤维
盒,帆布背包,旅行用衣袋,钥匙包,购物
网袋,运动包,抱婴儿用吊带,婴儿背袋,
包,信用卡包,名片夹,行李牌,皮制标签,
带轮手提箱,行李箱专用压缩收纳包,
2020 年 8 月 28 日 会议用文件包,人造革箱,帆布箱,护照
夹（皮夹）,伞,伞套,女用阳伞,伞柄,登
山杖,手杖,手杖柄,徒步杖,动物皮,金箔
加工用肠膜,皮板,鞣制过的皮,半加工
或未加工皮革,仿皮革,软毛皮（仿皮制
品）,裘皮,毛皮,人造革,（女式）钱包,
乐谱盒,书包,卡片盒（皮夹子）,皮制帽
盒,旅行箱,抱婴儿用吊袋,工具袋（空
的）,背包,钱包（钱夹）,购物袋,公文
箱,爬山用手提袋,野营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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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6820

17

53

42345626

17

非包装用再生纤维素片,半加工合
成树脂,半加工人造树脂,橡胶或硫化
纤维制阀,非包装用粘胶纤维纸,非纺
织用橡胶线,非纺织用碳纤维,半加工
塑料物质,硬橡胶铸模,非纺织用塑料
纤维,非纺织用塑料线,半加工泡沫塑
料制过滤材料,翻新轮胎用橡胶材料,
插花用泡沫支撑物（半成品）,半加工
塑料膜制过滤材料,3D 打印用塑料丝,
半成品海绵,有机玻璃,绝缘、隔热、隔
音用材料,电容器纸,电介质（绝缘体）,
2020 年 9 月 14 日
绝缘手套,未加工或部分加工云母,绝
缘、隔热、隔音用物体,绝缘涂料,防水
包装物,橡胶或塑料制衬垫材料,橡胶
或塑料制填充材料,包装用棉绒（堵
缝）,膨胀接合填料,包装用橡胶袋（信
封、小袋）,橡胶或塑料制（减震或填
充用）包装材料,半加工醋酸纤维素,半
加工丙烯酸树脂,生橡胶或半成品橡
胶,橡胶绳,硬橡胶,非纺织用弹性线,非
纺织用弹性纱,硫化纤维,焊接用塑料
线,塑料焊丝,非包装用再生纤维素箔
半加工醋酸纤维素,半加工丙烯酸
树脂,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橡胶绳,硬
橡胶,非纺织用弹性线,非纺织用弹性
纱,硫化纤维,焊接用塑料线,塑料焊丝,
非包装用再生纤维素箔,非包装用再生
纤维素片,半加工合成树脂,半加工人
造树脂,橡胶或硫化纤维制阀,非包装
用粘胶纤维纸,非纺织用橡胶线,非纺
织用碳纤维,半加工塑料物质,硬橡胶
铸模,非纺织用塑料纤维,非纺织用塑
料线,半加工泡沫塑料制过滤材料,翻
2020 年 9 月 7 日
新轮胎用橡胶材料,插花用泡沫支撑物
（半成品）,半加工塑料膜制过滤材
料,3D 打印用塑料丝,半成品海绵,有机
玻璃,绝缘、隔热、隔音用材料,电容器
纸,电介质（绝缘体）,绝缘手套,未加工
或部分加工云母,绝缘、隔热、隔音用
物体,绝缘涂料,防水包装物,橡胶或塑
料制衬垫材料,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
料,包装用棉绒（堵缝）,膨胀接合填料,
包装用橡胶袋（信封、小袋）,橡胶或
塑料制（减震或填充用）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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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3792

17

55

42335287

16

半加工醋酸纤维素,半加工丙烯酸
树脂,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橡胶绳,硬
橡胶,非纺织用弹性线,非纺织用弹性
纱,硫化纤维,焊接用塑料线,塑料焊丝,
非包装用再生纤维素箔,非包装用再生
纤维素片,半加工合成树脂,半加工人
造树脂,橡胶或硫化纤维制阀,非包装
用粘胶纤维纸,非纺织用橡胶线,非纺
织用碳纤维,半加工塑料物质,硬橡胶
铸模,非纺织用塑料纤维,非纺织用塑
料线,半加工泡沫塑料制过滤材料,翻
2020 年 9 月 14 日
新轮胎用橡胶材料,插花用泡沫支撑物
（半成品）,半加工塑料膜制过滤材
料,3D 打印用塑料丝,半成品海绵,有机
玻璃,绝缘、隔热、隔音用材料,电容器
纸,电介质（绝缘体）,绝缘手套,未加工
或部分加工云母,绝缘、隔热、隔音用
物体,绝缘涂料,防水包装物,橡胶或塑
料制衬垫材料,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
料,包装用棉绒（堵缝）,膨胀接合填料,
包装用橡胶袋（信封、小袋）,橡胶或
塑料制（减震或填充用）包装材料
卫生纸,纸桌布,纸制花盆套,纸制
杯盘垫,纸制餐具垫,纸巾,纸制桌旗,木
纹纸,纸或纸板制广告牌,卡纸板,啤酒
杯垫,纸或纸板制标志牌,白纸板,箱纸
板,牛皮纸板,雷达纸板,影集,票,绘画便
笺簿,便笺本,小册子,绣花图样（纸样）,
描图图样,笔记本,卡片,图表,明信片,印
刷品,写字纸,书签,贺卡,纸制旗,纸制或
卡纸板制标签,音乐贺卡,名片,日历,不
干胶纸,海报,书籍,地图,印刷出版物,杂
志（期刊）,新闻刊物,带有电子发声装
置的儿童图书,图画,水彩画,雕版版画,
平版印刷工艺品,照片（印制的）,书画
刻印作品,镶嵌照片用装置,证书,纸板
2020 年 9 月 14 日 制帽盒,锥形纸袋,包装纸,模绘板盒,仿
羊皮纸（防油纸）,牛皮纸,水泥袋,纸箱,
订书钉,削铅笔机（电或非电）,订书机,
订书针,卷笔刀,铅笔刀,起钉器（办公用
品）,办公用夹,书挡,活页夹,锡纸,文件
套（文具）,封面（文具）,笔筒,纸夹子,
擦涂用品,橡皮擦,钢笔擦净器,家具除
外的办公必需品,姓名牌（办公用品）,
函件格,木制参观卡片,吸墨用具,墨水,
砚台,墨锭,印章（印）,图章（印）托架,
图章（印）盒,印章架,钢笔,笔夹,铅笔,
画家用刷（画笔）,书写材料,笔（办公
用品）,书写工具,记号笔（文具）,白板
笔,胶带分配器（办公用品）,文具用密
封化合物,文具或家用谷朊胶,文具或

家用黏合剂（胶水）,文具胶布,绘图用
圆规,曲线板,绘画仪器,画家用靠手架,
绘画板,建筑模型,模型用黏土,模型材
料,雕塑黏土用模具（艺术家用原材
料）,绘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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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2255

16

57

42332251

16

啤酒杯垫,卫生纸,纸桌布,纸制花
盆套,纸制杯盘垫,纸制餐具垫,纸巾,纸
制桌旗,木纹纸,纸或纸板制广告牌,卡
纸板,纸或纸板制标志牌,白纸板,箱纸
板,牛皮纸板,雷达纸板,影集,票,绘画便
笺簿,便笺本,小册子,绣花图样（纸样）,
描图图样,笔记本,图表,明信片,印刷品,
写字纸,书签,贺卡,日历,纸制旗,卡片,
纸制或卡纸板制标签,音乐贺卡,名片,
证书,不干胶纸,海报,书籍,地图,印刷出
版物,杂志（期刊）,新闻刊物,带有电子
发声装置的儿童图书,图画,水彩画,雕
版版画,平版印刷工艺品,照片（印制
的）,书画刻印作品,镶嵌照片用装置,
锡纸,纸板制帽盒,锥形纸袋,包装纸,模
绘板盒,仿羊皮纸（防油纸）,水泥袋,
纸箱,订书钉,削铅笔机（电或非电）,
2020 年 9 月 14 日
订书机,牛皮纸,订书针,卷笔刀,铅笔刀,
起钉器（办公用品）,办公用夹,书挡,
活页夹,函件格,文件套（文具）,封面（文
具）,笔筒,纸夹子,擦涂用品,橡皮擦,钢
笔擦净器,墨水,砚台,墨锭,印章（印）,
图章（印）托架,图章（印）盒,家具除
外的办公必需品,姓名牌（办公用品）,
木制参观卡片,吸墨用具,印章架,钢笔,
笔夹,铅笔,画家用刷（画笔）,书写材料,
笔（办公用品）,书写工具,记号笔（文
具）,白板笔,胶带分配器（办公用品）,
文具用密封化合物,文具或家用谷朊
胶,文具或家用黏合剂（胶水）,文具胶
布,绘图用圆规,曲线板,绘画仪器,画家
用靠手架,绘画板,绘画材料,建筑模型,
模型用黏土,雕塑黏土用模具（艺术家
用原材料）,模型材料
文具或家用黏合剂（胶水）,文具
胶布,绘图用圆规,曲线板,绘画仪器,画
家用靠手架,绘画板,绘画材料,建筑模
型,模型用黏土,模型材料,雕塑黏土用
2020 年 9 月 14 日 模具（艺术家用原材料）,啤酒杯垫,卫
生纸,纸桌布,纸制花盆套,纸制杯盘垫,
纸制餐具垫,纸巾,纸制桌旗,木纹纸,纸
或纸板制广告牌,卡纸板,纸或纸板制
标志牌,白纸板,箱纸板,牛皮纸板,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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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5584

15

59

42345948

15

纸板,影集,票,绘画便笺簿,便笺本,小册
子,绣花图样（纸样）,描图图样,笔记本,
卡片,图表,明信片,印刷品,写字纸,书
签,贺卡,日历,纸制旗,纸制或卡纸板制
标签,音乐贺卡,名片,证书,不干胶纸,海
报,书籍,地图,印刷出版物,杂志（期刊）
,
新闻刊物,带有电子发声装置的儿童图
书,图画,水彩画,雕版版画,平版印刷工
艺品,照片（印制的）,书画刻印作品,
镶嵌照片用装置,锡纸,纸板制帽盒,锥
形纸袋,包装纸,模绘板盒,仿羊皮纸（防
油纸）,牛皮纸,水泥袋,纸箱,订书钉,削
铅笔机（电或非电）,订书机,订书针,
卷笔刀,铅笔刀,起钉器（办公用品）,
办公用夹,书挡,活页夹,函件格,文件套
（文具）,封面（文具）,笔筒,纸夹子,
擦涂用品,橡皮擦,钢笔擦净器,家具除
外的办公必需品,姓名牌（办公用品）,
木制参观卡片,吸墨用具,墨水,砚台,墨
锭,印章（印）,图章（印）托架,图章（印）
盒,印章架,钢笔,笔夹,铅笔,画家用刷
（画笔）,书写材料,笔（办公用品）,
书写工具,记号笔（文具）,白板笔,胶带
分配器（办公用品）,文具用密封化合
物,文具或家用谷朊胶
六角手风琴,弦乐器,号（乐器）,
铙钹,笛,锣,竖琴,双簧管,电子乐器,风
笛,奥卡利那笛,风琴,鼓（乐器）,号角,
喇叭,琵琶,笙,唢呐,手摇铃（乐器）,音
乐合成器,萨克斯管,机器人鼓,弹拨乐
2020 年 9 月 14 日
器,打击乐器,筝,箫,木鱼,乐器用簧片,
音乐盒,乐谱纸卷（钢琴）,穿孔乐谱纸
卷,乐谱架,乐器架,弦乐器用松香,乐器
用木槌,校音器（定音器）,笛膜,钢琴,
口琴,小铃帽（乐器）,单簧管,乐器
号（乐器）,铙钹,笛,锣,风笛,奥卡
利那笛,风琴,鼓（乐器）,号角,喇叭,琵
琶,笙,唢呐,手摇铃（乐器）,竖琴,双簧
管,电子乐器,音乐合成器,萨克斯管,机
器人鼓,弹拨乐器,打击乐器,筝,箫,木
2020 年 11 月 7 日
鱼,乐器用簧片,音乐盒,乐谱纸卷（钢
琴）,穿孔乐谱纸卷,乐谱架,乐器架,弦
乐器用松香,乐器用木槌,校音器（定音
器）,钢琴,口琴,小铃帽（乐器）,单簧
管,乐器,六角手风琴,弦乐器,笛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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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8802

15

61

42347556

14

62

42341362

14

钢琴,口琴,小铃帽（乐器）,单簧管,
乐器,六角手风琴,弦乐器,号（乐器）,
铙钹,笛,锣,竖琴,双簧管,电子乐器,风
笛,奥卡利那笛,风琴,鼓（乐器）,号角,
喇叭,琵琶,笙,唢呐,手摇铃（乐器）,音
2020 年 9 月 7 日
乐合成器,萨克斯管,机器人鼓,弹拨乐
器,打击乐器,筝,箫,木鱼,乐器用簧片,
音乐盒,乐谱纸卷（钢琴）,穿孔乐谱纸
卷,乐谱架,乐器架,弦乐器用松香,乐器
用木槌,校音器（定音器）,笛膜
贵金属锭,铱,未加工或半加工贵
金属,未加工的金或金箔,锇,钯,铂（金
属）,铑,钌,贵金属合金,未加工、未打
造的银,贵金属制盒,首饰盒,首饰包,首
饰用礼品盒,护身符（首饰）,手镯（首
饰）,首饰用小饰物,胸针（首饰）,链（首
饰）,项链（首饰）,领带夹,硬币,贵金
属制丝线（首饰）,墨玉饰品,未加工或
半加工墨玉,铜制代币,珠宝首饰,盒式
项链坠,奖章,贵橄榄石,饰针（首饰）,
珍珠（珠宝）,次宝石,宝石,贵金属制塑
像,人造珠宝,戒指（首饰）,贵金属制艺
术品,帽子用首饰,耳环,鞋用首饰,衬衫
2020 年 9 月 14 日
袖扣,别针（首饰）,领带饰针,贵金属制
徽章,钥匙圈（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
扣环）,钥匙链（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
的扣环）,景泰蓝首饰,制首饰用珠子,
首饰用扣钩,首饰配件,贵金属制钥匙
圈,赞珠,钥匙链用小饰物,钥匙圈用小
饰物,翡翠,激光宝石,角、骨、牙、介首
饰及艺术品,钟,手表,表带,钟表盘（钟
表制造）,日晷,钟表发条装置,表链,计
时仪器,钟外壳,表,表蒙,表玻璃,钟表机
芯,闹钟,簧片（钟表制造）,表壳,表用
礼品盒,表针,电子万年台历,摆（钟表制
造）
奖章,贵橄榄石,饰针（首饰）,珍珠
（珠宝）,次宝石,宝石,贵金属制塑像,
人造珠宝,戒指（首饰）,贵金属制艺术
品,帽子用首饰,耳环,鞋用首饰,衬衫袖
扣,别针（首饰）,领带饰针,贵金属制徽
章,钥匙圈（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扣
环）,钥匙链（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
2020 年 9 月 7 日 扣环）,盒式项链坠,景泰蓝首饰,制首饰
用珠子,首饰用扣钩,首饰配件,贵金属
制钥匙圈,赞珠,钥匙链用小饰物,钥匙
圈用小饰物,翡翠,激光宝石,角、骨、牙、
介首饰及艺术品,钟,摆（钟表制造）,
手表,表带,钟表盘（钟表制造）,日晷,
钟表发条装置,表链,计时仪器,钟外壳,
表,表蒙,表玻璃,钟表机芯,闹钟,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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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4822

14

64

42345460

9

（钟表制造）,表壳,表用礼品盒,表针,
电子万年台历,贵金属锭,铱,未加工或
半加工贵金属,未加工的金或金箔,锇,
钯,铂（金属）,铑,钌,贵金属合金,未加
工、未打造的银,贵金属制盒,首饰盒,
首饰包,首饰用礼品盒,护身符（首饰）,
手镯（首饰）,首饰用小饰物,胸针（首
饰）,链（首饰）,项链（首饰）,领带夹,
硬币,贵金属制丝线（首饰）,墨玉饰品,
未加工或半加工墨玉,铜制代币,珠宝
首饰
贵金属锭,铱,未加工或半加工贵
金属,未加工的金或金箔,锇,钯,铑,钌,
贵金属合金,未加工、未打造的银,贵金
属制盒,首饰盒,首饰包,首饰用礼品盒,
铂（金属）,护身符（首饰）,手镯（首
饰）,首饰用小饰物,胸针（首饰）,链（首
饰）,项链（首饰）,领带夹,硬币,贵金
属制丝线（首饰）,墨玉饰品,未加工或
半加工墨玉,铜制代币,珠宝首饰,盒式
项链坠,奖章,贵橄榄石,饰针（首饰）,
珍珠（珠宝）,次宝石,宝石,贵金属制塑
像,人造珠宝,戒指（首饰）,贵金属制艺
术品,帽子用首饰,耳环,鞋用首饰,衬衫
2020 年 9 月 7 日
袖扣,别针（首饰）,领带饰针,贵金属制
徽章,钥匙圈（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的
扣环）,钥匙链（带小饰物或短链饰物
的扣环）,景泰蓝首饰,制首饰用珠子,
首饰用扣钩,首饰配件,贵金属制钥匙
圈,赞珠,钥匙链用小饰物,钥匙圈用小
饰物,翡翠,激光宝石,角、骨、牙、介首
饰及艺术品,钟,摆（钟表制造）,手表,
表带,钟表盘（钟表制造）,日晷,钟表发
条装置,表玻璃,表链,计时仪器,钟外壳,
表,表蒙,钟表机芯,簧片（钟表制造）,
表壳,表用礼品盒,表针,电子万年台历,
闹钟
智能手表（数据处理）,可下载的
手机应用软件,计步器,计数器,数量显
示器,时间记录装置,算盘,计算尺,计算
机器,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存储装置,
计算机,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磁性身
份识别卡,笔记本电脑,计算器,与计算
机连用的操纵杆（视频游戏用除外）,
2020 年 9 月 14 日
眼镜套,擦眼镜布,电池极板,电池充电
器,原电池组,电池铅板,电池,蓄电池,阴
极反腐蚀装置,对阴极,发电用太阳能
电池板,电子香烟用充电器,电动运载
工具用充电站,电子香烟用电池,移动
电源（可充电电池）,电子记事器,沙漏,
电子计分器,规尺（量具）,量具,测量皮

厚度的仪器,智能手机用套,卫星寻星
仪,首饰形式的通信设备,手机屏幕专
用保护膜,手机用自拍杆,唱片,扬声器
音箱,扩音器,麦克风,便携式媒体播放
器,行车记录仪,机顶盒,头戴式耳机,眼
镜链,眼镜挂绳,矫正透镜（光学）,眼镜,
眼镜片,眼镜框,眼镜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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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1342

9

66

42327792

9

计算机,已录制的计算机程序,磁
性身份识别卡,笔记本电脑,计算器,与
计算机连用的操纵杆（视频游戏用除
外）,智能手表（数据处理）,可下载的
手机应用软件,计步器,计数器,数量显
示器,时间记录装置,算盘,电子记事器,
沙漏,电子计分器,规尺（量具）,唱片,
扬声器音箱,扩音器,麦克风,便携式媒
体播放器,行车记录仪,机顶盒,手机用
自拍杆,头戴式耳机,眼镜链,眼镜挂绳,
2020 年 9 月 7 日 矫正透镜（光学）,眼镜,眼镜片,量具,
测量皮厚度的仪器,智能手机用套,卫
星寻星仪,首饰形式的通信设备,手机
屏幕专用保护膜,眼镜框,眼镜架,眼镜
套,擦眼镜布,电池极板,电池充电器,原
电池组,电池铅板,电池,蓄电池,阴极反
腐蚀装置,对阴极,发电用太阳能电池
板,计算机器,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存
储装置,计算尺,电动运载工具用充电
站,电子香烟用电池,移动电源（可充电
电池）,电子香烟用充电器
计算尺,计算机器,数据处理设备,
计算机存储装置,计算机,已录制的计
算机程序,磁性身份识别卡,笔记本电
脑,计算器,与计算机连用的操纵杆（视
频游戏用除外）,智能手表（数据处理）
,
可下载的手机应用软件,计步器,计数
器,数量显示器,时间记录装置,算盘,电
子记事器,沙漏,电子计分器,规尺（量
具）,量具,测量皮厚度的仪器,智能手机
用套,卫星寻星仪,首饰形式的通信设
2020 年 9 月 7 日 备,手机屏幕专用保护膜,手机用自拍
杆,唱片,扬声器音箱,扩音器,麦克风,便
携式媒体播放器,行车记录仪,机顶盒,
头戴式耳机,眼镜链,眼镜挂绳,矫正透
镜（光学）,眼镜,眼镜片,眼镜框,眼镜
架,眼镜套,擦眼镜布,电池极板,电池充
电器,原电池组,电池铅板,电池,蓄电池,
阴极反腐蚀装置,对阴极,发电用太阳
能电池板,电子香烟用充电器,电动运
载工具用充电站,电子香烟用电池,移
动电源（可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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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1299

42324926

42333385

8

手动的手工具,水果采摘用具（手
工具）,泥铲（园艺用）,消灭植物寄生
虫用手动装置,树木嫁接工具（手工
2020 年 9 月 14 日 具）,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园艺
工具（手动的）,杀虫剂用喷洒器,餐具
（刀、叉和匙）,刀叉餐具,匙,碎冰锥,
婴儿用餐刀、餐叉和匙

8

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园艺
工具（手动的）,杀虫剂用喷洒器,餐具
（刀、叉和匙）,刀叉餐具,匙,碎冰锥,
2020 年 9 月 7 日 婴儿用餐刀、餐叉和匙,手动的手工具,
水果采摘用具（手工具）,泥铲（园艺
用）,消灭植物寄生虫用手动装置,树木
嫁接工具（手工具）

8

手动的手工具,水果采摘用具（手
工具）,泥铲（园艺用）,消灭植物寄生
虫用手动装置,树木嫁接工具（手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具）,杀虫剂用喷雾器（手工具）,园艺
工具（手动的）,杀虫剂用喷洒器,餐具
（刀、叉和匙）,刀叉餐具,匙,碎冰锥,
婴儿用餐刀、餐叉和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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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9477

6

青铜制艺术品,普通金属塑像,普
2020 年 9 月 14 日 通金属艺术品,普通金属小雕像,普通
金属小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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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0869

6

青铜制艺术品,普通金属塑像,普
2020 年 9 月 7 日 通金属艺术品,普通金属小雕像,普通
金属小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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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45371

6

青铜制艺术品,普通金属塑像,普
2020 年 9 月 7 日 通金属艺术品,普通金属小雕像,普通
金属小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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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4880

3

74

42348740

3

洗发液,洗衣用织物柔顺剂,干洗
剂,护发素,家用漂白剂（脱色剂）,浸清
洁制剂的婴儿湿巾,洗手膏,柔发剂,洗
面奶,浴液,浴盐,护领膜,洗衣粉,香柠檬
油,杉木香精油,醚类香精,香精油,花精
（香料）,花香料原料,熏香制剂（香料）
,
冬青油,香叶醇,天芥菜精,茉莉油,薰衣
草油,制香料香水用油,玫瑰油,紫罗酮
（香料）,薄荷油（芳香油）,香料用薄
荷,香料,黄樟油精,萜烯烃（香精油）,
芳香剂（香精油）,食物用调味香精油,
2020 年 9 月 14 日 唇膏,口红,除指甲油制剂,带香味的水,
香水,睫毛膏,化妆用芦荟制剂,非医用
按摩凝胶,美容面膜,染发剂,烫发剂,假
睫毛,睫毛用化妆制剂,胡须用蜡,古龙
水,化妆品,化妆棉,化妆笔,化妆用雪花
膏,化妆品清洗剂,防晒剂,化妆用草本
提取物,痱子粉,爽身粉,去痱水,胭脂,眼
影膏,花露水,非医用漱口剂,牙膏,假牙
清洁剂,牙用漂白凝胶,口气清新片,牙
齿美白贴,口香水,空气芳香剂,唇彩,肥
皂,润发乳,洗涤用皂树皮,洁肤乳液,洗
衣剂
家用漂白剂（脱色剂）,浸清洁制
剂的婴儿湿巾,洗手膏,柔发剂,洗面奶,
浴液,浴盐,护领膜,洗衣粉,香柠檬油,杉
木香精油,醚类香精,香精油,花精（香
料）,花香料原料,熏香制剂（香料）,
冬青油,香叶醇,天芥菜精,茉莉油,薰衣
草油,制香料香水用油,玫瑰油,紫罗酮
（香料）,薄荷油（芳香油）,香料用薄
荷,香料,黄樟油精,萜烯烃（香精油）,
芳香剂（香精油）,食物用调味香精油,
唇膏,口红,美容面膜,染发剂,烫发剂,假
2020 年 9 月 7 日 睫毛,睫毛用化妆制剂,胡须用蜡,古龙
水,化妆品,化妆棉,化妆笔,化妆用雪花
膏,肥皂,润发乳,洗涤用皂树皮,洁肤乳
液,洗衣剂,洗发液,洗衣用织物柔顺剂,
干洗剂,护发素,化妆品清洗剂,除指甲
油制剂,带香味的水,香水,睫毛膏,化妆
用芦荟制剂,非医用按摩凝胶,唇彩,防
晒剂,化妆用草本提取物,痱子粉,爽身
粉,去痱水,胭脂,眼影膏,花露水,非医用
漱口剂,牙膏,假牙清洁剂,牙用漂白凝
胶,口气清新片,牙齿美白贴,口香水,空
气芳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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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6695

3

化妆棉,化妆笔,化妆用雪花膏,化
妆品清洗剂,除指甲油制剂,带香味的
水,睫毛膏,化妆用芦荟制剂,非医用按
摩凝胶,唇彩,防晒剂,化妆用草本提取
物,香精油,花精（香料）,花香料原料,
熏香制剂（香料）,冬青油,香叶醇,天芥
菜精,茉莉油,玫瑰油,紫罗酮（香料）,
薄荷油（芳香油）,香料用薄荷,香料,
黄樟油精,萜烯烃（香精油）,芳香剂（香
精油）,食物用调味香精油,唇膏,口红,
美容面膜,染发剂,烫发剂,假睫毛,睫毛
2020 年 9 月 7 日 用化妆制剂,胡须用蜡,古龙水,化妆品,
肥皂,润发乳,洗涤用皂树皮,洁肤乳液,
洗衣剂,洗发液,洗衣用织物柔顺剂,薰
衣草油,制香料香水用油,干洗剂,护发
素,家用漂白剂（脱色剂）,浸清洁制剂
的婴儿湿巾,洗手膏,柔发剂,洗面奶,浴
液,浴盐,护领膜,洗衣粉,香柠檬油,杉木
香精油,醚类香精,痱子粉,爽身粉,去痱
水,胭脂,眼影膏,花露水,非医用漱口剂,
牙膏,香水,假牙清洁剂,牙用漂白凝胶,
口气清新片,牙齿美白贴,口香水,空气
芳香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