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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栽种花卉

1. 花艺

II. 农产品加工

1. 巧克力和巧克力糕饼制造
2. 蔬菜、块茎或根和水果
3. 畜牧产品
4. 农业废弃物或农业副产品
5. 水产品
6. 水产养殖饲料
7. 制药、香料、化妆品或食品工业的植物

提取物和精油
8. 食物补品
9. 添加剂、调味剂、色素和功能性成分

III. 橡胶产品

1. 推土机、农用车辆、工业车辆、商用车
辆、摩托车和飞机的轮胎。

2. 乳胶产品：
a) 安全或特殊功能手套

3. 干胶制品
a) 皮带
b) 软管、管道和油管
c) 橡胶型材
d) 密封件、垫片、垫圈、填料、密封圈 
  和橡胶衬里
e) 防震、阻尼和隔音产品

IV. 棕榈产品及其衍化物

1. 油脂化学或油脂化学衍生物或制剂
2. 棕榈基保健食品、棕榈油或棕榈仁油的

成分
3. 棕榈基食品和配料

a) 特殊动物脂肪替代品
b) 棕榈基蛋黄酱和沙拉酱
c) 牛奶或椰子粉替代品
d) 红棕榈油及相关产品
e) 棕榈基食品成分
f) 改性棕榈油和棕榈仁油产品
g) 人造黄油、vanaspati（印度用植物  
  油脂制成的人造黄油）、起酥油或  
  其他人造脂肪产品
h) 可可脂替代品、可可脂替换品、  
  可可脂当量、棕榈中间馏分或特殊油精

4. 加工产品来自：
a) 棕榈仁蛋糕
b) 棕榈油厂废水
c) 棕榈生物质

V. 化学物和石化产品

1. 有机或无机来源的化学衍生物或制剂
2. 石化产品

VI. 药品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1. 药品或生物制药
2. 营养食品
3. 微生物和益生菌

VII. 木制品

1. 木制家具的设计、开发和生产
2. 工程木产品，不包括胶合板

VIII. 制浆、造纸和纸板的制造

1. 瓦楞原纸、全废纸挂面箱纸板或牛皮挂
面纸板或牛皮纸和纸板

IX. 槿麻产品

1. 槿麻产品例如动物、饲料、洋麻颗粒或
纤维、重组面板或产品（例如刨花板，
中密度纤维板）和模制产品

X. 纺织品和纺织品的制造

1. 天然或人造纤维
2. 天然或人造纤维纱
3. 机织面料
4. 针织面料
5. 非纺织布
6. 织物的整理，例如漂白、染色和印花
7. 专门服装
8. 技术或功能性纺织品和纺织产品

XI. 制造粘土、砂基和其他非金属矿物  
 产品

1. 高矾土或碱性耐火材料
2. 实验室、化学或工业制品
3. 人造钻石
4. 结晶的或模制的玻璃，例如砖、瓦、平

板、颗粒、铺路砖和方格
5. 吸收性矿物粘土
6. 大理石和花岗岩产品
7. 天然和合成纤维与水泥、灰泥或其他矿

物粘合物质聚结的面板、木板、瓷砖、
块或类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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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钢铁产品

1. 钢坯或板坯
2. 高度超过200毫米钢状或钢型材料
3. 钢板、薄板、卷材、箍或钢带：

a) 热轧
b) 冷轧或冷减径

4. 无缝钢管
5. 锰铁、硅锰或硅铁
6. 卷材电镀锌钢板

XIII. 非铁金属与其产品

1. 除锡金属外的有色金属的初级锭、方坯
或板坯

2. 棍、棒、有色金属的形状或型材（EC铜
棒除外）

3. 有色金属板、片、卷、箍或带
4. 有色金属管或筒
5. 铝合成板

XIV. 机械及机械零件的制造

1. 特定行业的专用机械或设备
2. 发电机械或设备
3. 通用工业机械或设备
4. 机械或设备以及工业零件或组件的模块
5. 金属加工机械或设备
6. 机械或设备（包括重型机械）的升级或

翻新

XV. 辅助性产品或服务

1. 金属铸件
2. 金属锻件
3. 表面工程
4. 机械加工、夹具和固定装置
5. 模具、工具和冲模模具
6. 热处理

XVI. 电气和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的  
  制造以及相关服务

1. 半导体：
a) 晶圆制造
b) 半导体组装
c) 半导体组件和部件：
  i)   高级基材
  ii)  焊接材料
  iii) 键合垫

 
d) 半导体工具

  i)   晶圆载具
  ii)  集成电路（IC）载具
  iii) 光掩模版和光罩基底

e) 半导体相关服务
  i)   模具或晶圆制备
  ii)  集成电路（IC）测试
  iii) 晶圆探测或分选
  iii) 晶圆凸块

2. 高级显示产品和零件
a) 高级显示产品
b) 高级显示模块
c) 背光系统

3.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产品、系统或设备
a) 数位汇流产品或设备
b) 数据存储系统或设备

4. 数位娱乐或信息娱乐产品
a) 数码电视
b) 数码家庭影院系统或其产品
c) 数码音频或视频或图像记录器或播放器

5. 光电器材、系统、设备或组件
a) 光子学设备或组件
b) 光电器材或系统、设备或组件
c) 光纤或光纤产品

6. 电子跟踪或安全系统或设备
a) 语音或模式或视觉识别或合成器材或 
  系统或设备
b) 电子导航和跟踪器材或系统或设备
c) 射频识别（RFID）系统或设备

7. 电子元器件
a) 多层或柔性印刷电路板
b) 高级连接器

8. 替代能源器材、产品、系统、设备或组件
a) 太阳能电池或面板或模块或系统
b) 可充电电池或存储系统
c) 燃料电池

9. 节能照明
10. 电气产品：

  a)   不间断电源
  b)   反相器或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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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VII. 专业、医学、科学和测量设备或  
  零件的制造

1. 医疗、外科、牙科或兽医用器械或设备
及其零件或组件或配件

2. 测试、测量或实验室设备或仪器

XVIII. 塑料产品

1. 专用塑料膜或片
2. 地理信息系统产品
3. 工程塑料制品
4. 在无尘室条件下成型的产品
5. 生物聚合物或其产品

XIX. 防护设备和装置

1. 涂层或针织安全手套
2. 高级的防弹玻璃
3. 坠落防护设备

XX. 制造业相关服务

1. 综合物流服务
2. 食品冷链设施和服务
3. 气体和辐射灭菌服务
4. 环境管理：

a) 废料回收，例如：
  i)   有毒和无毒废料
  ii)  化学药品
  iii) 再生胶

5. 工业设计服务

XXI. 旅馆和观光业

1. 兴建中价和廉价酒店（至三星级酒店）
2. 兴建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
3. 现有酒店的扩充或现代化
4. 建立旅游项目
5. 扩大或现代化旅游项目
6. 建立休闲营地
7. 建立会议中心

XXII. 其他繁杂杂项

1. 运动器材或设备
2. 贵金属珠宝
3. 服饰珠宝
4. 可生物降解的一次性包装产品和家庭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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