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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1 

 

国家代码国家代码国家代码国家代码 

 

 

阿富汗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AFG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ALB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DZA 

安道尔 安道尔公国 AND 

安哥拉 安哥拉共和国 AGO 

安提瓜和巴布达 安提瓜和巴布达 ATG 

阿根廷 阿根廷共和国 ARG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共和国 ARM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AUS 

奥地利 奥地利共和国 AUT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共和国 AZE 

巴哈马 巴哈马联邦 BHS 

巴林 巴林王国 BHR 

孟加拉国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BGD 

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 BRB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共和国 BLR 

比利时 比利时王国 BEL 

伯利兹 伯利兹 BLZ 

贝宁 贝宁共和国 BEN 

不丹 不丹王国 BTN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共和国 BOL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IH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共和国 BWA 

巴西 巴西联邦共和国 BRA 

文莱达鲁萨兰国 文莱达鲁萨兰国 BRN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共和国 BGR 

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 BFA 

布隆迪 布隆迪共和国 BDI 

柬埔寨 柬埔寨王国 KHM 

喀麦隆 喀麦隆共和国 CMR 

加拿大 加拿大 CAN 

佛得角 佛得角共和国 CPV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CAF 

乍得 乍得共和国 TCD 

智利 智利共和国 CHL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CHN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共和国 COL 

科摩罗 科摩罗联盟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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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 刚果共和国 COG 

库克群岛 库克群岛 COK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 CRI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共和国 CIV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共和国 HRV 

古巴 古巴共和国 CUB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共和国 CYP 

捷克 捷克共和国 CZE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PRK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COD 

丹麦 丹麦王国 DNK 

吉布提 吉布提共和国 DJI 

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国 DMA 

多米尼加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共和国 ECU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EGY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共和国 SLV 

赤道几内亚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GNQ 

厄立特里亚 厄立特里亚 ERI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共和国 EST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ETH 

斐济 斐济共和国 FJI 

芬兰 芬兰共和国 FIN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 FRA 

加蓬 加蓬共和国 GAB 

冈比亚 冈比亚共和国 GMB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GEO 

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DEU 

加纳 加纳共和国 GHA 

希腊 希腊共和国 GRC 

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 GRD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共和国 GTM 

几内亚 几内亚共和国 GIN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GNB 

圭亚那 圭亚那共和国 GUY 

海地 海地共和国 HTI 

教廷 教廷 VAT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共和国 HND 

匈牙利 匈牙利共和国 HUN 

冰岛 冰岛共和国 ISL 

印度 印度共和国 IND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ID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IRN 



宣布手册附录 1 

 

2008 年版   第 3 页 

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国 IRQ 

爱尔兰 爱尔兰 IRL 

以色列 以色列国 ISR 

意大利 意大利共和国 ITA 

牙买加 牙买加 JAM 

日本 日本 JPN 

约旦 约旦哈希姆王国 JOR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KAZ 

肯尼亚 肯尼亚共和国 KEN 

基里巴斯 基里巴斯 KIR 

科威特 科威特国 KWT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共和国 KGZ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LAO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 LVA 

黎巴嫩 黎巴嫩共和国 LBN 

莱索托 莱索托王国 LSO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共和国 LBR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LBY 

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公国 LIE 

立陶宛 立陶宛共和国 LTU 

卢森堡 卢森堡大公国 LUX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MDG 

马拉维 马拉维共和国 MWI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MYS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共和国 MDV 

马里 马里共和国 MLI 

马耳他 马耳他共和国 MLT 

马绍尔群岛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MHL 

毛里塔尼亚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 MRT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共和国 MUS 

墨西哥 墨西哥合众国 MEX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FSM 

摩纳哥 摩纳哥公国 MCO 

蒙古 蒙古 MNG 

黑山 黑山 MNE 

摩洛哥 摩洛哥王国 MAR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共和国 MOZ 

缅甸 缅甸联邦 MMR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共和国 NAM 

瑙鲁 瑙鲁共和国 NRU 

尼泊尔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NPL 

荷兰 荷兰王国 NLD 

新西兰 新西兰 N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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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共和国 NIC 

尼日尔 尼日尔共和国 NER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NGA 

纽埃 纽埃 NIU 

挪威 挪威王国 NOR 

阿曼 阿曼苏丹国 OMN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PAK 

帕劳 帕劳共和国 PLW 

巴拿马 巴拿马共和国 PAN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PNG 

巴拉圭 巴拉圭共和国 PRY 

秘鲁 秘鲁共和国 PER 

菲律宾 菲律宾共和国 PHL 

波兰 波兰共和国 POL 

葡萄牙 葡萄牙共和国 PRT 

卡塔尔 卡塔尔国 QAT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 KOR 

摩尔多瓦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MDA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ROU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RUS 

卢旺达 卢旺达共和国 RWA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 KNA 

圣卢西亚 圣卢西亚 LCA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VCT 

萨摩亚 萨摩亚独立国 WSM 

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共和国 SMR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STP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王国 SAU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共和国 SEN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共和国 SRB 

塞舌尔 塞舌尔共和国 SYC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共和国 SLE 

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国 SGP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共和国 SVK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SVN 

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 SLB 

索马里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SOM 

南非 南非共和国 ZAF 

西班牙 西班牙王国 ESP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LKA 

苏丹 苏丹共和国 SDN 

苏里南 苏里南共和国 SUR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王国 S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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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瑞典王国 SWE 

瑞士 瑞士联邦 CHE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YR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TJK 

泰国 泰王国 THA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MKD 

东帝汶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TLS 

多哥 多哥共和国 TGO 

汤加 汤加王国 TO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TO 

突尼斯 突尼斯共和国 TUN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 TUR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 TKM 

图瓦卢 图瓦卢 TUV 

乌干达 乌干达共和国 UGA 

乌克兰 乌克兰 UK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RE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GBR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ZA 

美利坚合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 USA 

乌拉圭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URY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UZB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共和国 VUT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VEN 

越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VNM 

也门 也门共和国 YEM 

赞比亚 赞比亚共和国 ZMB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共和国 Z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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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3 

主要活动代码主要活动代码主要活动代码主要活动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主要活动    

B01 生产 

B02 加工 

B03 消耗 

B04 储存 

B05 再包装，分销 

B06 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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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4 

 

产品类别代码产品类别代码产品类别代码产品类别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化学品和有关产品化学品和有关产品化学品和有关产品化学品和有关产品 

  511 烃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2 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2A       甲醇 

512B       其他醇、酚、酚醇及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 

  513 羧酸及其脱水物、卤化物、过氧化物和过酸物；其卤化、磺化、硝化或亚硝

化衍生物 

  514 含氮化合物 

514A    尿素  

514B    其他含氮化合物 

  515 有机金属化合物、杂环化合物、核酸及其盐类，以及氨磺酰 

  516 其他有机化学品 

516A    甲醛 

516B    甲基叔丁醚（MTBE） 

516C    其他有机化学品 

  522 无机化学单体、氧化物和卤盐 

  523 无机酸的金属盐和过氧化盐 

  524 其他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的有机和无机化合物 

  525 放射性和有关材料 

  531 合成有机着色剂和色淀，及其基础上的制剂 

  532 染色和鞣革剂，以及合成鞣料 

  533 颜料、油漆、清漆和有关材料 

  541 医药产品，第 542 组所列药物除外 

  542 药物（包括兽医用药） 

  551 香精油、香料和调味香料 

  553 香水、化妆和盥洗用品（肥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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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 肥皂、洗涤和光洁剂 

554A      以磺酸中和方式生产的洗涤剂 

554B      以某一脂肪酸皂化方式生产的肥皂 

554C      其他肥皂、洗涤和光洁剂 

  562 合成肥料 

  571 原状乙烯聚合物 

  572 原状苯乙烯聚合物 

  573 原状氯烯聚合物或其他卤化氢烯类聚合物 

  574 原状聚缩醛类、其他聚醚和环氧树脂；聚碳酸酯、醇酸树脂、聚烯丙基酯和

其他聚脂 

  575 其他原状塑料 

  579 塑料的废料、屑片和边角料 

  581 塑料管材、管道、软管及其配件 

  582 板、片、薄膜、箔和条状塑料 

  583 任一截面尺寸大于１毫米，成棒状、杆状和异型材状的塑料单丝，无论是否

经表面加工，但未经其他加工 

  591 杀虫剂、杀鼠剂、杀真菌剂、除草剂、抗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消毒剂和

类似产品，以零售形式或包装出现的或作为制剂和制品的（例如经硫处理的

捆带、灯心和蜡烛以及捕蝇纸） 

  592 淀粉、菊糖和面筋；类蛋白质；胶质 

  593 炸药和烟火产品 

  597 矿物油和类似品的配制添加剂；用于水力传动的配制液；抗冻制剂和配制除

冰液；润滑剂 

  598 杂项化工产品 

  5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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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5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3化学品生产设施生产目的代码化学品生产设施生产目的代码化学品生产设施生产目的代码化学品生产设施生产目的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生产目的生产目的生产目的生产目的 

B11 在生产线上消耗（自产自用） 

B12 现场储存和/或使用的合成中间产品 

B13 向其它工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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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6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3化学品产量范围代码化学品产量范围代码化学品产量范围代码化学品产量范围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产量范围产量范围产量范围产量范围 

B21 30<P<200吨  

B22 200<P<1,000吨 

B23 1,000<P<10,000吨 

B24 10,000 <P <100,000吨 

B25 P>100,000吨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P代表一种附表3化学品的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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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7 

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厂区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厂区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厂区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厂区 

的产量范围代码的产量范围代码的产量范围代码的产量范围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产量范围产量范围产量范围产量范围    

B31 200<R<1,000吨 

B32 1,000<R <10,000吨 

B33 R>10,000吨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R代表未列入附表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年产量。 

 

 



宣布手册附录7 

 

2008年版  第 1 页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8 

 

用于宣布生产用于宣布生产用于宣布生产用于宣布生产、、、、消耗或转让附表消耗或转让附表消耗或转让附表消耗或转让附表1化学品目的的代码化学品目的的代码化学品目的的代码化学品目的的代码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C01 研究 

C02 医疗 

C03 药物 

C04 防护 

C05 废物处理 

C06 生产其它附表1化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