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评级标签名称 禁售描述
禁售国家和
地区数量

禁售国家和地区

性感

暴露全背或超过 1/3胸部
封闭穆斯林国家 ，暂时禁售
所有中东国家（阿联酋除
外）

20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
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大腿根部、臀部暴露
封闭穆斯林国家 ，暂时禁售
所有中东国家（阿联酋除
外）

20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
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性暗示

带有性暗示商品
封闭穆斯林国家 ，暂时禁售
所有中东国家（阿联酋除
外）

20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
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外形仿性器官商品
封闭穆斯林国家 ，暂时禁售
所有中东国家（阿联酋除
外）

20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
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情趣

无真人模特的情趣内衣 禁售科威特 1 科威特

带真人模特的情趣内衣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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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情趣玩具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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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情趣用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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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透视装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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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色情

露点商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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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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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性爱图片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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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涉及色情，如Playboy 沙特禁售 1 沙特阿拉伯

宗教政治文化标签

猪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上帝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佛教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太极八卦图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骷髅头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恶魔之眼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法蒂玛之手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皇冠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六芒星(以色列国旗)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香烟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酒瓶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宗教政治文化标签

罂粟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大麻叶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挑衅、诱惑性手势 穆斯林国家禁售 5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文莱，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黎巴嫩，利比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
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
坦，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

带真人头像图案的服装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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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动漫、电影、明星

动漫电影元素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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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明星周边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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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迪士尼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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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侵权类

外观侵权（包括相似）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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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元素侵权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中东国家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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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巴，阿塞拜疆，
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
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
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
（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
尼西亚，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
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
亚，爱尔兰，马恩岛，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莱索
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
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
山，蒙特塞拉特，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
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
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
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
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
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
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
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相似大牌Logo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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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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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Logo侵权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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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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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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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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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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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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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物流管控 <=100毫升液体
欧洲禁售（英国、法国、德
国、西班牙、意大利除外）
+巴西禁售

40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西，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马耳他，摩
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瑞典，瑞士，乌克兰，梵蒂冈



物流管控 >100毫升液体 禁售所有国家 24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物流管控 <=50毫升香水
欧洲禁售+美国禁售+中东
禁售（沙特除外）

67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奥地利， 巴林，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保加利亚， 克
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麦，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伊朗， 伊拉
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 科威特， 拉脱维亚， 黎巴嫩，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 马耳他， 摩尔多瓦 ， 摩纳哥， 黑山， 摩洛哥， 荷兰， 挪威， 阿曼， 巴勒斯坦， 波兰， 葡萄牙， 卡塔
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突尼
斯，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乌克兰， 梵蒂冈， 也门、英国、澳大利亚、巴西

物流管控 >50毫升且<100毫升香水
欧洲禁售+美国禁售+中东
禁售（沙特除外）

67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奥地利， 巴林，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保加利亚， 克
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 丹麦，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伊朗， 伊拉
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 科威特， 拉脱维亚， 黎巴嫩，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 马耳他， 摩尔多瓦 ， 摩纳哥， 黑山， 摩洛哥， 荷兰， 挪威， 阿曼， 巴勒斯坦， 波兰， 葡萄牙， 卡塔
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突尼
斯，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乌克兰， 梵蒂冈， 也门、英国、澳大利亚、巴西

物流管控 >100g大批量粉末 禁售所有国家 24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物流管控 <=100g粉末

欧洲禁售(英国、法国、德
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
、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
、希腊、捷克、瑞典、葡萄
牙、匈牙利、奥地利、瑞士
、丹麦、芬兰、挪威、斯洛
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
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
巴西除外)

21
安道尔，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马其顿，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乌克兰，梵蒂冈

物流管控 膏状商品

欧洲禁售(英国、法国、德
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
、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
、希腊、捷克、瑞典、葡萄
牙、匈牙利、奥地利、瑞士
、丹麦、芬兰、挪威、斯洛
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
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
巴西除外)

21
安道尔，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马其顿，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乌克兰，梵蒂冈

物流管控 强磁物品 禁售所有国家 24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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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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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
顿，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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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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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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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物流管控 指甲油
欧洲禁售+美国+科威特+
卡塔尔禁售

50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科威特，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
堡，马其顿，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乌克兰，梵蒂冈，卡塔尔、英国、澳大利亚、巴西

物流管控 无人机

沙特 、卡塔尔、阿联酋、
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
曼、巴林、土耳其、以色列
、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
嫩、约旦、也门、塞浦路斯
、埃及、利比亚、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禁售

21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黎巴嫩，利比亚，摩
洛哥，阿曼，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物流管控 微型摄像头（可用于偷拍） 所有中东国家禁售 19
阿尔及利亚，巴林，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曼，巴勒
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也门



物流管控 面具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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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物流管控 赌博用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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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其他 动植物活体 禁售所有国家 24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武器及武器形状物品 禁售所有国家 249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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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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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真人假发（无质检报告）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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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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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
尼亚，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
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布韦岛，巴西，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
岛，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
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
加，克罗地亚，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
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群岛，斐济，芬兰，法国，法属圭亚
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斯，香港，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
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
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
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
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
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
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
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
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英国，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梵蒂
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牙齿美白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217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美白、抗皱、抗衰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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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无认证的3C产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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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无授权的婚纱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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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无发票/invoice的正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沙特，
阿联酋，阿曼，约旦，科威
特，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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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美属萨摩亚， 安道尔， 安哥拉， 安圭拉， 南极洲， 安提瓜和巴布达 ， 阿根
廷， 亚美尼亚， 阿鲁巴，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
利兹， 贝宁， 百慕大，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博茨瓦纳， 布韦岛， 巴西， 英属印度洋领地 ， 
英属维尔京群岛 ， 文莱，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加勒比荷兰， 开
曼群岛， 中非， 乍得， 智利， 中国， 圣诞岛， 科科斯（基林）群岛，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布）， 刚果
（金），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古巴， 库拉索， 塞浦路斯， 捷克， 科特迪瓦， 丹麦， 吉布提， 多米
尼克，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福克兰群
岛， 法罗群岛， 斐济， 芬兰， 法国， 法属圭亚那， 法属波利尼西亚 ， 法属南部领地 ，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直布罗陀， 希腊， 格陵兰， 格林纳达， 瓜德罗普， 关岛， 危地马拉， 根西，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 洪都拉斯， 香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马恩岛，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泽西，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吉尔吉斯斯坦， 老
挝，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澳门， 马其顿， 马达加斯
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马提尼克，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马约特，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摩尔多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蒙特塞拉特，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
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喀里多尼亚 ，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诺福克岛， 朝鲜， 
北马里亚纳群岛 ， 挪威， 巴基斯坦， 帕劳， 巴勒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皮特
凯恩群岛， 波兰， 葡萄牙， 波多黎各，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卢旺达， 留尼汪，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塞内加尔， 塞
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荷属圣马丁，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南乔
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圣巴泰勒米， 圣赫勒拿， 圣基茨和尼维斯 ， 圣卢西亚， 
法属圣马丁，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苏丹， 苏里南， 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台湾，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东帝汶， 多哥， 托克劳， 汤
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 图瓦卢， 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 美属
维尔京群岛， 英国， 美国， 乌干达， 乌克兰，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 瓦努阿图， 梵蒂冈， 委内瑞拉， 越南， 瓦

其他 一般口罩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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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其他 医用口罩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沙特，
阿联酋，阿曼，约旦，科威
特，卡塔尔，巴林、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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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其他 商品待审核评级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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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
寨，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
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
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
法罗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
兰，格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
都拉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约旦，哈
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澳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
克，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
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
福克岛，朝鲜，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
宾，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群岛和扬马延岛 ，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岛，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属维尔京群岛 ，美国，乌干达，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
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纳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斯威士
兰

其他 仿品

暂时禁售所有国家 （法国、
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
利、波兰、澳大利亚、荷兰
、比利时、希腊、捷克、瑞
典、葡萄牙、匈牙利、奥地
利、瑞士、丹麦、芬兰、挪
威、斯洛伐克、卢森堡、克
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斯洛
文尼亚、巴西、沙特，阿联
酋，阿曼，约旦，科威特，
卡塔尔，巴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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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圭拉，南极洲，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阿鲁
巴，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百慕大，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博茨瓦纳，布韦岛，英属印度洋领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文莱，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
麦隆，加拿大，佛得角，加勒比荷兰，开曼群岛，中非，乍得，智利，中国，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哥伦比
亚，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库拉索，塞浦路斯，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
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福克兰群岛，法罗
群岛，斐济，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 ，法属南部领地 ，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直布罗陀，格陵兰，格
林纳达，瓜德罗普，关岛，危地马拉，根西，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 ，洪都拉
斯，香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牙买加，日本，泽西，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澳
门，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毛里塔尼亚，毛里
求斯，马约特，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蒙特塞拉特，摩洛哥，莫桑比克，缅
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诺福克岛，朝鲜，北马
里亚纳群岛，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皮特凯恩群岛 ，波多黎
各，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留尼汪，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荷
属圣马丁，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韩国，南苏丹，斯里兰卡，圣巴泰勒米，圣赫勒
拿，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法属圣马丁，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丹，苏里南，斯瓦尔巴
群岛和扬马延岛 ，斯威士兰，叙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台湾，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托克
劳，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图瓦卢，美国本土外小岛屿 ，美
属维尔京群岛，美国，乌干达，乌克兰，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梵蒂冈，委内瑞拉，越南，瓦利斯和富图
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奥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