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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 
严楠关长: 

阁下果然与王克光关长不一样，两天后的今天即可收到回复，尽管回复中尽是无理

不妥，或许是代阁下回复仍被旧关长王克光惯坏的旧部下属也见怪不怪！ 

如回复信中一、指： “深圳海关网站上无“可携带带少量食品及新鲜水果” 的
规定和表述。⋯＂！  

妙极，本人信中指  “贵官网之『旅客入境通关指南』＂自然抱括“贵海关

总署＂，难道贵“深圳海关官网＂没有『旅客入境通关指南』独立网页就可否认

有“可携带带少量食品及新鲜水果”  的规定和表述？   即“无理不妥” 其一;  

其二,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有授权海关等单位配
合检疫局，但务必要如超『旅客入境通关指南』规定方可，否则即滥权谋私！   

本人于 6月 20日驳回深圳检疫局长信于前天也副见阁下参阅，赵振拴局长
正为两截留清单所指为“禁止入境”下不了台，现，贵关回信居然认可“深圳

海关网站上无“可携带带少量食品及新鲜水果” 的规定和表述，即在默许沙头角
海关关员如见旅客有依『通关指南』带进流口水食品即可当“禁止入境”要私

通检疫局滥权私扣共享，就因他们常在一齐“火锅宵夜”？  就算“禁止入境”
最多也只可扣留待领取！ 

也因此，请见附件之海关总署官网之『旅客入境通关指南』该不该执行？

或不在深圳海关官网就可践踏不理？  

有请阁下 2天内回复，该通关指南是否存在？  或早被修改？否则于理
于法不合难容！ 

其三, 早在本人在 2016 年 6 月 12 日向贵局提出“⋯侵权的『自助出入境检
查闸机』现已发现理当向公安部深圳出入境管理局提出，有烦之处，请谅！”, 就
因侵权国家不少，现正逐一处理中，贵局心知肚明何须再提！ 

反而是沙头角海关早在 96 年底就把“保护外资”当皃戏，所有文件仍从 

www.ycec.com/sz-2/SZ-customhouse-means.htm 上可见，手段粗爆，即叫走你的报关员
再罚你不报关，此债贵海关迟早要面对处理，不如尽早！  

谨此！ 

传真： 2559-4530 

烦请  
福田南路 10 號口岸指揮中心  
傳真：0755-83394352  代转  

 恒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林 哲 民 

2016 年 6 月 24 日  

本文: www.ycec.com/CN/160624.pdf  可阅！   主页: www.ycec.com/CN/custom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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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旅客通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出境旅客通关的规定》及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必须通过
设有海关的地点进境或出境，接受海关监管。旅客应按规定向海关申报。除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免验者外，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应交由海关按规定查
验放行。海关验放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旅客行李物品规定不同的范围和征免税限量或限值。
   进出境旅客通关时，应首先在申报台前向海关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或海关规定的其他申报单证，如实申报其所
携运进出境的行李物品。
   进出境旅客对其携运的行李物品以上述以外的其它任何方式，或在其它任何时间、地点所做出的申报，海关不视为申报；进出境旅客向海关申报，
应在海关对有关物品实施查验（包括检查设备查验）之前完成，海关开始检查后，旅客对其所携运物品以任何方式作出的申报，均不视作为申报。
   不明海关规定或不知如何选择通道的旅客，应选择"申报"通道，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经海关验核签章的申报单证请妥善保管，以便回程时或者进
境后凭以办理有关手续。海关加封的行李物品，请不要擅自开拆或者损毁海关施加的封志。

进境申报范围

（一）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生物、生物制品、人体组织、血液及其制品

（二）居民旅客在境外获取的总值超过人民币5000元的物品

（三）非居民旅客拟留在中国境内的总值超过人民币2000元的物品

（四）超过1500毫升酒精饮料（酒精含量12度以上），或超过400支香烟，或超过100支雪茄，或超过500克烟丝

（五）超过20000元人民币现钞，或超过折合5000美元外币现钞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和其它限制进境的物品

（七）分离运输行李，货物、货样、广告品

禁止进境物品

1、各种武器、仿真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品；

2、伪造的货币及伪造的有价证券；

3、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激光唱盘、计算机储存介质及其它物品；

4、各种烈性毒药；

5、鸦片、吗啡、海洛因、大麻以及其它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物；

6、新鲜水果、茄科蔬菜、活动物（犬、猫）除外、动物产品、动植物病原体和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动物尸体、土壤、转基因生物材料、动植物疫情
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应检物；

7、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它能传播疾病的食物、药品或其他物品；

限制进境物品

1、无线电收发信机、通信保密机；

2、烟、酒；

3、濒危的和珍贵的动、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和繁殖材料；

4、国家货币；

5、海关限制进境的其它物品。

出境申报范围

（一）文物、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生物物种资源、金银等贵重金属；

（二）居民旅客携带需复带进境的单价超过人民币5000元的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等旅行自用物品；

（三）超过20000元人民币现钞，或超过折合5000美元外币现钞；

（四）货物、货样、广告品；

（五）其他需要向海关申报的物品。

禁止出境物品

a)列入禁止进境范围的所有物品；

b)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手稿、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激光唱盘、计算机储存介质及其它物品；

c)珍贵文物及其它禁止出境的文物；

d)濒危的和珍贵的动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和繁殖材料。

e)国家规定禁止出境的其它物品。

限制出境物品

a)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

b)国家货币；

c)外币及其有价证券；

d)无线电收发信机、通信保密机；

e)贵重中药材；

f)一般文物；

g)海关限制出境的其它物品。

常见物品携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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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旅客携带人民币进出境，限额为20，000元，超出的不准进出境。

2、外币:旅客携带外币进境，数量不受限制，但旅客携带现钞折合5，000美元以上外币的，进境须向海关申报；复带出境时，海关凭旅客本次入境时
的申报单核对放行。

出境旅客携带外汇现钞折合5，000美元以上的，海关凭银行出具的"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放行。

3、金、银及其制品携带规定

出境旅客携带在我境内购买的金、银及其制品过50克的，海关凭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特种发货票》放行。

4、中药材、中成药携带规定

旅客携带中药材、中成药出境前往港、澳地区的，总值限人民币150元；前往国外的，限人民币300元。

旅客携带用外汇购买、数量合理的自用中药材、中成药出境，海关验凭盖有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制发的"外汇购买专用章"的发货票放行。

麝香、虎骨、熊胆及其制品，以及超出规定限值的中药材、中成药不准携带出境。

5、文物携带规定

旅客携带文物进境，如需要复带出境，应在入境时向海关详细申报。

携带文物出境，海关凭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文物上盖的鉴定标志"火漆印"及文物古籍外销统一发货票，或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开具的《文物出境许可
证》查验放行。

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进口税税则归类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07年6月修订）

税号 物品类别 范围 税率

01000000 食品、饮料

　　食品:包括水产品、乳制品、糖制品、调味品、食
品添加剂，燕窝、冬虫夏草、高丽参、红参、西洋
参、人参、鹿茸、阿胶、奶粉及其他保健品、补品
等；

饮料：包括茶叶、咖啡等其他非酒精类饮料。

10%

02000000 酒类

酿造酒：包括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酒、日本清
酒、米酒、香槟酒等；

蒸馏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朗姆酒、金
酒、中国白酒等；

配制酒：包括药酒、保健酒、鸡尾酒、利口酒、龙舌
蓝、柯迪尔酒、日本梅酒等。

50%

03000000 烟草
　　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烟叶、碎烟、烟梗、
烟末等。

50%

04000000
纺织原材料及其制
成品

纺织原材料：包括棉、麻、毛、真丝、人造丝及其他
材料制线、丝、纱、绳，棉、麻、毛、真丝、人造纤
维、合成纤维纺织品和针织品等；

布：包括棉、麻、毛、真丝、人造丝及其他材料制的
布；

衣着：包括外衣裤、内衣裤、衬衫、T恤衫等；

床上用品：包括毛毯、被子、床罩等；

其他：包括棉、麻、毛、真丝制品，头巾、围巾、领
带、帽子、手套、袜子、手帕、毛巾、浴巾、桌布、
窗帘布等。

20%

05000000
皮革、皮毛及其制
成品

皮革：包括皮革、皮毛；

衣着：包括皮革、皮毛制成的衣着；

其他：包括皮革、皮毛制成的围巾、帽子、手套、皮
带、皮钱包、皮手袋、皮箱等。

20%

06000000 鞋靴

皮鞋：包括各种皮革、皮毛制成的鞋；

皮靴：包括各种皮革、皮毛制成的靴；

运动鞋：包括日常生活中所穿着的各种材料制的具有
运动休闲功能的鞋、靴；

其他：包括鞋面、底、跟、鞋带、鞋油、鞋粉、橡胶
及塑胶屐皮等。

10%

07000000
表、钟及其配件、
附件

高档手表：完税价格在人民币10000元及以上的手表。 30%

表：包括高档手表外其他各种表；

钟：包括闹钟、座钟、挂钟、台钟、落地钟等；

配件附件：包括各种表、钟的配件、附件。

20%

08000000
金、银、珠宝及其
制品

包括金、银、珠宝及其制品，包金饰品。 10%

09000000 化妆品

香水：包括男士香水、古龙水、女士香水、中性香
水、情侣香水、运动香水、简装香水、Q版香水、香水
套装等；

清洁类：包括洗面奶、卸妆水（乳）、清洁霜
（蜜）、面膜、面膜粉、面膜膏、花露水、痱子粉、
爽身粉、剃须膏、洗甲液、唇部卸妆液等；

护理类：包括护肤膏（霜、乳液）、化妆水、发乳、
发油、发蜡、焗油膏、护甲水（霜）、指甲硬化剂、
润唇膏等；

美容/修饰类：包括粉饼、胭脂、眼影、眼线笔
（液）、眉笔、定型摩丝、发胶、染发剂、烫发剂、
睫毛液（膏）、生发剂、脱毛剂、指甲油、唇膏、唇
彩、唇线笔等。

50%

10000000
医疗、保健及美容
器材

医疗器材：包括呼吸器具、矫形器具、夹板及其他骨
折用具，血糖计、血糖试纸、电动洗眼机、红外线耳
探热针、空气制氧机、治疗用雾化机、电动血压计、
病人用拐杖、病人用轮椅等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
件；

保健器材：包括按摩床、按摩椅等及上述物品的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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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号 物品类别 范围 税率

件、附件；

美容器材：包括蒸汽仪、喷雾器、化妆/美容专用工具
等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11000000 厨卫用具

厨房用具：包括各种材料制的餐具、刀具、炊具、灶
具，锅、壶、盘、碗、筷子、勺、铲、餐刀、餐叉、
切菜刀、案板、削皮刀、手动绞肉机、食品研磨机、
搅拌器、煤气灶、煤气点火器等；

卫生用具、洁具：包括水龙头、淋浴用具等。

10%

厨房用具：包括微波炉、电磁炉、抽油烟机、家用洗
碗机、电烤箱、电炉灶等电器类用具；

卫生用具、洁具：包括电热水器等电器类用具。

20%

12000000 家具
包括各种材料制的沙发、组合式家具、柜、橱、台、
桌、椅、书架、床、床垫、坐垫等。

10%

13000000
空调及其配件、附
件

包括空气调节器及其配件、附件等。 20%

14000000
电冰箱及其配件、
附件

压缩式：包括单门式、双门式、三门式、多门式、双
门对开式电冰箱等；

其他：包括其他制冷方式如半导体制冷式电冰箱，各
种冰柜等；

配件附件：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20%

15000000
洗衣设备及其配
件、附件

包括波轮式洗衣机、滚筒式洗衣机、干衣机/烘干机
、洗衣干衣一体机等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20%

16000000
电视机及其配件、
附件

包括液晶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显像管（CRT）电视
机、电视收音联合机、电视收音录音联合机、电视录
像联合机等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20%

17000000
摄影（像）设备及
其配件、附件

包括照相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数码摄像机、照
相制版机、照相机镜头、放大机，存储卡、胶卷、胶
片、感光纸、镜箱、闪光灯、滤色镜、测光表、曝光
表、遮光罩、水下摄影罩、半身镜、接镜环、取景
器、自拍器、洗像盒、显影罐等。

20%

18000000
影音家电及其配
件、附件

包括录音笔、录音机、收音机、MP3播放机、MP4播放
机、收录音机、数码录放音器、电唱机、激光电唱
机、放像机、激光视盘机、（单）功能座、音箱、自
动伴唱机、卡拉OK混音器等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
件。

20%

19000000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
备

包括个人计算机及其存储、输入、输出设备和附件、
零部件。

20%

20000000
书报、刊物及其他
各类印刷品

包括书报、刊物及其他各类印刷品。 10%

21000000
教育专用的电影
片、幻灯片、原版
录音带、录像带

包括教育专用的电影片、幻灯片、原版录音带、录像
带、地球仪、解剖模型、人体骨骼模型、教育用示意
牌等。

10%

22000000 文具用品
包括各种书写用具及材料、照像簿、集邮簿、印刷日
历、月历、放大镜、绘图用具、绘图用颜料、装订用
具、手摇、电动削铅笔器、算盘、誊写钢板等。

10%

23000000 邮票 包括中国及境外各种邮票、小型张、纪念封等。 10%

24000000 乐器
包括各类键盘弦乐器、风琴、手风琴、管乐器、打击
乐器、节拍器、音叉和各种定音器等及上述乐器的配
件、附件。

10%

25000000 体育用品

高尔夫球及球具：包括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高尔
夫球包、高尔夫球手套、高尔夫球鞋。

30%

包括高尔夫球外各种球类，各种棋类、健身器具，一
般体育活动、体操、竞技、游泳、滑冰、滑雪及其他
户内外活动用具、鞋及其配件、附件，如航空、航海
模型等。

10%

26000000
自行车、三轮车及
其配件、附件

包括不带发动机、电动机的自行车、三轮车、童车，
及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20%

27000000 其他物品

包括电话机、传真机、游戏机、缝纫机、编织机、剪
草机、润滑油、油漆、室内装修用品、酒精，非皮质
手提包、箱，香皂、牙膏、牙粉、牙线、漱口水、洗/
护发液、浴液、洗手液，各类玩具、钓鱼用具、手动
工具、便携式小型望远镜、眼镜、毛衣编织机，上述
物品的配件、附件，艺术品、收藏品等。

10%

包括便携式复印机、灯具、咖啡机、电动榨汁机、电
风扇、电烫斗、电吹风机、电动剃须刀、电动毛发推
剪器、地板打蜡机、增湿机、除湿机、增除湿一体
机、电暖器、空气清新机、家用吸尘器、电压整流
器、电插头、开关、电动工具、家用地毯洗涤机等居
家室内常用电器用具，上述物品的配件、附件。

20%

行李物品征税办法

    中国海关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实施专用税则、税率。现行税率共有四个等级：10%、20%、30%、50%。物品进口税从价计征。其完税价格由海关参
照国际市场零售价格统一审定，并对外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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