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公告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文译本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
所提供，翻译仅供参考，最终请以公告原文为准。
）
附件一：涉案铝衍生产品
一、 美国《统一关税一览表》（以下简称“关税表”）修订范围及适用
1.

修订范围
在第 99 章（Chapter 99）第 3 子章中插入新的“税目/子税目”，“条款说明”，
“税率 1-一般”，“税率 1-特殊”和“税率 2”列。
关税税率
税率 1-

税率 1-

一般

特殊

能确定和宣布的任何豁免

子项目所规

子项目所规

子项目所规

产品除外

定的适用的

定的适用的

定的适用的

税额+ 10%

税额+ 10%

税额+ 10%

税目/子税目
9903.85.03

条款说明

税率 2

本子章注释 19(a)(iii)中列
举的衍生铝产品，但阿根
廷、澳大利亚、加拿大、
墨西哥的产品或商务部可

2. 适用对象
对 2020 年 2 月 8 日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凌晨 12:01 或之后入境消费或从
仓库撤出以供消费的货物生效。
二、 修订内容及涉税衍生铝制品定义
1.

修订内容
1) 产品范围
本次修订内容集中在关税表在第 99 章第 3 子章，注释 19（a）中，
本注释原规定了铝制品的普通关税待遇，现在注释 19（a）中另行
添加了（iii）以规定涉税衍生铝制品产品范围，详见下文。
2) 通报海关
修订注释 19（c），既美商务部长可以决定或宣布税目 9903.85.01
及 9903.85.03 中任何适用于注释 19 (a)(iii)项（详见下文“涉税衍生

铝产品范围”）或(b)项另有规定的个别涉税衍生铝产品或个别铝产品
所涵盖的单独铝产品或单独装运的任何例外情况，无论是否限于特
定数量的此类产品或货物，并应尽快将所有此类决定移交给美国海
关和边境保护局。
3) 信息申报
修订注释 19（c），既符合税目 9903.85.03 项下产品入境美国时，
进口商须以美国海关要求的形式提交申报文件。
2. 涉税铝制衍生产品范围（19（a）（iii））
以下新的条款（a）(iii)按数字顺序插入到第 3 子章的注释 19 中：
（iii）税目 9903.85.03 提供了除美国产品和根据该税目的条文明确豁
免的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地区在本子项中列举的涉税衍生铝制品的
普通关税待遇。税目 9903.85.03 涵盖的产品在税则表通用注释第 3
（c）
（i）所列优惠计划或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中有资格享受特殊关税待
遇的,除非法律禁止以及在适合的税则自项下有特别税率的情况下，税
目 9903.85.03 项下产品应当征税。根据第 99 章的规定，在考虑到
CBP 提供的信息的情况下，对于在本子项中列举的可设定较低税率或
提供免税待遇的涉税衍生铝品，不得入境申报或任何免税或减税，但
本子税目任何条文或第 99 章第 4 税目所订明的任何额外责任，须在
税目 9903.85.03 关税基础上另行征收。税目 9903.85.03 仅适用于以

下衍生铝制品：
1) 非电绝缘的铝制和钢芯绞合线，电缆，编带等，包括吊索和类似
物品； 装有配件或制成物品的前述物品（详见子税目
7614.10.50）；
2) 铝制且不带钢芯、非绝缘的绞线，电缆，编织带等，包括吊索和
类似物品； 前者包括未安装配件或制成物品的电导体（详见子税
目 7614.90.20）；
3) 铝制且不带钢芯、非绝缘的绞线，电缆，编织带等，包括吊索和
类似物品； 上述物品不包括电导体,未安装配件或未制成物品（详
见子税目 7614.90.40）
；
4) 铝制且不带钢芯、非绝缘的绞线，电缆，编织带等，包括吊索和
类似物品； 装有配件或制成物品的前述物品（详见子税目
7614.90.50）;
5) 税目 8701 至 8705(子税目 8708.10.30 所述)机动车辆的零件和

附件的铝制保险杆冲压件;和
6) 适 用 于 农 业 用 途 的 拖 拉 机 的 铝 制 车 身 冲 压 件 （ 详 见 子 税 目
8708.29.21）。

附件二：涉案钢衍生产品
一、 美国《统一关税一览表》修订范围及适用
1. 修订范围
在第 99 章（Chapter 99）第 3 子章中插入新的“税目/子税目”，“条款说明”，
“税率 1-一般”，“税率 1-特殊”和“税率 2”列。
关税税率
税目/子税目
9903.80.03

税率 1-

税率 1-

一般

特殊

产品或商务部可能确定和

子项目所规

子项目所规

子项目所规

宣布的任何除外条款

定的适用的

定的适用的

定的适用的

税额+ 25%

税额+ 25%

税额+ 25%

条款说明

税率 2

16(a)(ii) 本子章中所列举
的衍生钢铁产品，除了阿
根廷、澳大利亚、巴西、
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的

2. 适用对象
对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0 年 2 月 8 日凌晨 12 点 01 分或之后进入消
费或从仓库取出以供消费的货物有效。
二、 涉税钢制衍生品定义及其他修订内容
1.涉税衍生钢产品范围（16（a）（ii））
以下新的条款（a）(ii)按数字顺序插入到第 3 子章的注释 16 中：
“9903.80.03 类别规定了本 税目中普通关税待遇，即除美国产品及根据
本项目条款明确豁免的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衍生钢铁产品所适用的关
税。除非有特别规定，在该 税目中的产品若满足自由贸易协定或特惠项
目的特殊关税待遇时，则适用特殊关税待遇。除 9802.00.60 项下需要基
于进口货物的全部金额测定外，货物入关时报在 98 章同时符合本附加
关税条款内容时，应该符合本条款适用关税的规定和 CBP 规则。考虑
到海关执行问题，任何进关声明、减免税声明不允许适用 99 章子 税目
下钢或铁的衍生物，该章可能会适用较低或免税待遇；本子章条款或 99
章第五子章条款均设置在 9903.80.03 类下。9903.80.03 类适用的税率

只针对符合如下条件的钢或铁的衍生物：

(A)

钉子、大头针（除了拇指大头针）拔针、瓦楞钉、订书钉(不包括
项目 8305 的订书钉)及类似物品，钢或铁的，不论是否有其他材
料的头(不包括有铜头的此类物品) ，适用于有粉末驱动、有螺纹
的手用工具(见子 税目 7317.00.30)的;

(B)

钉子、大头针（除了拇指大头针）拔针、瓦楞钉、订书钉(不包括
项目 8305 的订书钉)及类似物品，钢或铁的，不论是否有其他材
料的头(不包括有铜头的此类物品) ，一件式结构，不论是否由圆
铁 丝 制 成 ； 且 统 计 报 表 编 号 (statistical reporting numbers) 为
7317.00.5503 、 7317.00.5505 、 7317.00.5507 、 7317.00.5560 、
7317.00.5580、7317.00.6560，而未出现在 7317.00.55、7317.00.65
的其他分项编号中;

(C) 保险杠钢模，包括第 8701 至 8705 项机动车辆的零件和附件(见
子 税目 8708.10.30)；
(D) 适用于农用拖拉机的钢制车身冲压件（见子 税目 8708.29.21）。”

2. 其他修订内容
1) 第 3 子章 16(a)条第一句话增加此句，“或，本附注子条款(a) (ii)描述
的内容”。
2) 第 3 子章 16(a) (i)条删去“ 税目”一词，从插入“ 税目，除本公告中
另有说明外”。
3) 16 条子条款(c) 修改如下：
4) 删除“类别 9903.80.01”，插入“类别 9903.80.01 和 9903.80.03”;
5) 删除“本公告(b)项另有规定的个别钢铁产品”，插入“本公告(a)(ii)项或
(b)项另有规定的个别衍生钢铁产品或个别钢铁产品”。
6) 16 条子条款(d)，在“包括”之后加入“或本公告 9903.80.03 项下的衍
生钢铁产品的任何进口商”。
7) 9903.80.03 项下货物描述，删除“产品”，加入“产品，除 9903.80.03
项所述的衍生钢铁产品外”。

原文件来源：[ 联邦纪事 文件 2020-01806 上传日期：2020.1.28 11:15am 公告日期
20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