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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售商品类目 

以下产品禁止在 amazon.ae/sa 销售—请参考附录 1 

 动物及相关产品 

 货币/硬币/现金等价物/礼品卡 

 汽车/汽车座椅 

 部分电子产品：如，雷达探测器，针孔录音/录像设备等 

 药品/药品用具 

 贵金属 

 成人用品 

 烟草及烟草相关的产品(含电子烟) 

 武器 

 酒精 

 赌博/彩票 

 艺术品 

 危险品 

 植物和种子 

 具有攻击性和争议性产品 

 赃物和开锁设备 

 激光产品 

 SIM 卡 

 

 

2. 暂未对境外卖家开放商品类目 

以下产品暂未对境外卖家（含中国卖家）开放销售权限—请参考附录 2 

 母婴用品，如：奶瓶、婴儿餐盘和杯子等 

 个护产品 

 烹饪工具 

 玩具 

 电池 

 医疗用品和设备 

 隐形眼镜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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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申请销售权限商品类目 

以下产品需在 amazon.ae/sa 申请销售权限—请参考附录 3 

 对于任何分类下的墨盒或墨粉，您需要提交相关文件以证明商品是正品（例如采购发票） 

 对于任何分类下的头盔产品，您需要提交相关文件以证明商品是正品（例如采购发票 

 对于任何卡通电影周边产品，您需要提交相关文件以证明商品是正品（例如采购发票） 

 对于任何分类下的插入式充电器，请参阅有关其他商品批准的帮助页面。  

4. 请求销售权限途径 

要在亚马逊商城销售某些品牌或在特定分类中发布商品，卖家必须满足附加资格要求。请按照以

下步骤申请批准： 

 从【库存】菜单中，选择【添加新商品】。 搜索您希望销售的商品。  

 在搜索结果中，点击该商品旁边的【存在商品发布限制】链接。  

 点击【请求批准】按钮开始申请流程。  

 要查看申请状态，请返回【添加新商品】工具，然后点击【管理销售申请】链接上传待发布商品所

需的文档。根据您申请销售的商品以及您获取这些商品的方式，我们要求您提供的文件可能有所不

同。您应当可以从供应商处获得其中大部分文件。  

 提交申请。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GKHMUWXPNR79A2LH?language=zh_CN&ref=ag_GKHMUWXPNR79A2LH_cont_20033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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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附录 1--禁售商品  

某些商品可能完全禁止在亚马逊商城发布。了解更多有关我们的受限商品和销售政策

的信息。  

产品类别 允许销售的商品 禁止销售的商品 

动物和动物相关产品 1. 符合食品法规的预制食物（非濒危

动物） 

2. 电子捕鼠器 

1. 2016 年第（22）号联邦法律附件 1

（https://www.government.ae/en/information-

and-services/environment-and-

energy/environmental-protection）所列的包括

危险动物在内的活体动物 

2. 真毛或者包含动物真毛皮的产品 

3. 斗鸡刀、脊椎动物胶粘板、刺激链、捕猫器、宣

传虐待动物的商品和流媒体、犬用静电项圈 

4. 所有包含以下动物及其成分：海豹和其他鳍足动

物(海狮和海象)、猫、狗、濒危动物（鳄鱼，老

虎，犀牛，美洲虎，凯门鳄，鳄鱼皮，大象及象

牙，袋鼠，美洲狮，珊瑚，海龟及海龟壳，蛇和其

他爬行动物的皮）、鲨鱼，鲸鱼，海豚 

汽车/汽车座椅 汽车电池、车用头盔、道路安全设备

（包括能见度高的夹克和三角警示

牌）、轮胎、汽车/摩托车配件、发动

机机油和润滑油（可能含有危险物质

限制）、燃料罐 

1. 全新和二手汽车/汽车座椅 

2.  缺少认证的汽车电器零部件 

3. 安全气囊、安全气囊充气机和安全气囊配件 

4. 车辆安全带和安全带配件 

5. 翻新轮胎 

货币，硬币，现金等

价物, 礼品卡 

 1. 股票、证券、伪造纸币如银行票据、债券和汇票

创造仿冒产品的设备 

2. 金银或者其他贵金属 

3. 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汇票,旅行支票,储存价值

产品,如礼品卡或电子的储值赎回代码(除了零售礼

品卡是由经认可的卖家) 

4. 外币，包括传统收藏品，在阿联酋以外有效的外

币 

药品，药品用具，营

养剂 

1. 膳食补充剂 

2. 药用化妆品 

1. 必须由药剂师出售的药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016433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330_cont_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1801?language=zh_CN&ref=ag_1801_cont_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1801?language=zh_CN&ref=ag_1801_cont_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5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5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6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6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7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7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9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9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399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3990_cont_2017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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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杀菌消毒剂 

4. 符合迪拜市政府规定的健康补品 

2.  GSL 药品或非处方药（包括含有阿洛西林，阿

司匹林，扑热息痛或布洛芬和/或任何其他药品，维

生素，草药）、其他需要医生，验光师以及医护人

员开具的处方药 

3. 兽药商品：仅限处方药–兽医（POM-V）、仅限

处方药–药剂师（POM-VPS）、处方药或需在医护

人员指导下用药的药品，包括配方药、抗生素（包

括“鱼”类抗生素）、所有类似非法药品的产品，

比如如致幻剂和基于鸦片的药品、处方药/配方和疫

苗（包括人和动物疫苗，如：狂犬病，西尼罗河病

毒，瘟热，幼犬 CPV 或莱姆病） 

5. 所有未经许可的药品 

6. 所有非法药品，如：致幻 

剂以及含有鸦片的药品、合成大麻素等 

电子产品 1. 防毒软件 

2. 监控摄像头 

3. 导航系统 

4. 包含 GPS 追踪器的设备 

5. 蓝牙装置 

6. 报警系统 

7. 婴儿监视器 

8. 智能手表 

1. 产品旨在影响交通信号 

2. 雷达探测器、手机解锁设备 

3. 监控产品，针孔录音/录像设备 

4. 任何不支持 220V 电压的产品 

5. 产品设计来故意阻止,堵塞或干扰授权或授权的无

线电通讯，例如电话，GPS，雷达等 

6. 产品旨在更改（汽车的）里程表 

7. 产品未经允许进入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 

8. 便携式激光，例如激光笔，激光耀斑，激光笔，

宠物激光笔玩具，303 激光产品和激光投影仪，以

及装有激光的产品请参阅：限制产品-激光） 

9.  视频游戏模拟器和游戏提速器（银碟除外）、游

戏机的游戏模组芯片（比如任天堂的 R3, R4, R5, 

R6, M3, N5, 潘多拉 PSP） 

10. 智能编程卡、Kindle 电池、信用卡终端读卡器

和便携式磁条读卡器、含有服务合同的手机售卖、 

一次性充电器 

医疗设备及配件 1. 隐形眼镜，包括非处方类美瞳 

2. 墨镜 

3. 怀孕测试和排卵测试/试纸 

4. 避孕套 

5. 血压压脉带 

6. 尼古丁贴片 

1. 二手医疗设备、硅胶植入物、灭杀器、导管、骨

科钉板、主动脉内球囊反博泵、电子针灸、眼部电

磁理疗仪、孵化器等 

2.方药品，需要在药剂师，医护人员指导下使用的

药品 

3. 声称可以预测婴儿性别的设备 

4. 用于诊断目的的超声设备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1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1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689020?language=zh_CN&ref=ag_201689020_cont_20174401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2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20_cont_2017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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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 射线源、起搏器、除颤器、光疗设备、磁共振

设备、牙髓活力测试仪、呼吸暂停监护器、进料

泵、疫苗注射器、输液泵、麻醉机、透析设备、血

泵、针头、针管注射器等 

珠宝  1. 绝大多数纯贵金属（金，银、白金）或宝石，包

括不按照法规标记的，比如在物品上标记“金” 

2. 超过 1gm 的贵金属，未标记重量和测量仪器 

3. 不符合金伯利进程证书的毛坯钻石 

性用品 1. 有密封包装的避孕套 

2. 润滑剂 

3. 按摩油和面霜 

1. 淫秽作品、污秽的儿童或青少年色情作品 

2. 包含裸体的内容 

3. 性玩具、成人组题的聚会，纸牌/棋牌游戏 

4. 性健康强化剂、包括膳食补充剂，药物和设备 

5.脏内衣 

烟草及烟草相关的产

品 

1. 某些不含烟草及烟草相关的产品，

未为烟草打广告的产品，如烟灰缸、

雪茄剪、雪茄盒、卷纸、卷烟机、不

含烟草或尼古丁的草药香和草药混合

物 

1. 烟草或任何包含烟草的产品，例如：小雪茄和简

单包装烟、香烟、雪茄、沾烟、嚼烟、无烟烟草 

2. 电子烟及其墨盒或含尼古丁的液体 

3. 由金属，木材，亚克力，石材，塑料或其他陶瓷

做成的烟斗 

4. 打火机 

5. 其他含有尼古丁的产品（例如尼古丁胶） 

武器 未包括在 2013 年第 5 号法律（关于

武器，弹药，炸药和军事装备的法

律）如：  

不含有刺激性物质的自卫喷雾剂、 

玩具枪、托盘刀、瑞士军刀、修枝

锯、修剪机和其他剪枝机、锯片、餐

叉、剪刀、磨刀器、剃须刀刀片永久

封闭在刀片架或外壳中、除了露出部

分小于 2mm 剃须刀刀片、普通餐具

中的刀叉和勺子 

1. 枪支，包括手枪，步枪和猎枪、弓、箭、气枪、

攻气枪（包括 BB 和彩弹枪） 

2. 所有枪支相关的零配件和套件以及弹药 

3. 枪支的辅助配件（例如消音器和转换器） 

4. 古董枪和仿真枪，包括仿真子弹 

5. 禁用武器 

6. 黑色火药和其他所有爆炸物 

7. 手榴弹、军事武器、眩晕枪、电击枪、吹箭筒、

鱼叉/鱼枪、弩、手爪、脚爪、双节棍、飞镖、锁镰

等 

8. 刀具和刀片：弹簧刀/枪、重力刀、皮带扣刀、

匕首、蝴蝶刀、伪装刀、僵尸刀、剁肉刀、剃须刀

刀片（除了露出部分小于 2mm 剃须刀刀片）、镰

刀、剑等 

酒类 1. 含有酒精的化妆品，如：卸甲油、

香水、洗手液 

2. 消毒湿巾和镜片清洁剂 

1. 酒精饮品，如啤酒，红酒、烈酒、蒸馏酒 

2. 含有酒精的食物（比如，含酒精的巧克力） 

3. 卖酒执照 

4. 酿酒工具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3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3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6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6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7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7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08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08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41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410_cont_2017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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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和彩票 扑克牌、骰子、洗牌机 老虎机、玩具老虎机、彩票、刮刮卡、塔罗牌 

服装类 1. 服装 

2. 鞋子和手袋 

3. 箱包及其他配件 

1. 印有裸体、毒品/毒品使用或者其他冒犯性语言/

图片的服装 

2. 二手衣物/鞋子 

3. 含有动物真毛的服装 

4. 含有以下成分的服装：猪皮，格陵兰海豹和冠海

豹皮，海豹或者其他鳍足类动物（海狮和海象），

猫犬类， 

5. 濒危动物，（比如鳄鱼，老虎，犀牛，美洲虎，

凯门鳄，鳄鱼皮，大象（包括象牙），袋鼠，美洲

狮，珊瑚，海龟及其壳，蛇和其他爬行动物皮），

鲨鱼，鲸鱼，海豚，未经过加工的动物皮毛 

艺术品及艺术装饰品 1. 艺术品的复制品（如果在产品名称

里标注了复制品 reproduction） 

2. 卖方拥有并可以提供真实证据的真

实艺术品 

3. 卖家清楚地显著地在描述里说明其

条件，变更和保护或修缮 

任何违反了版权或者商标权的没有授权的艺术复制

品 

危险品  1. 含有 BPA 的产品 

2. 含有四氯化碳的产品 

 3. 仅用于商业，工业或其他专业用途且不适用于一

般消费者的化学物质/化合物 

4. 烟花，比如:鞭炮、烟花工具、空投炸弹、火箭

瓶、爆竹、烟火筒、照明弹（如：炮弹、道路照明

棒）、闪火纸、汽油 

5. 包含大肠杆菌的细菌培养皿或其他商品含汞电池 

6. 氢氟酸、儿童用充气游泳颈圈、斗风筝用的风筝

线、军用防毒面具及滤芯 

7. 关于如何制作爆炸装置（如炸弹）的信息 

8. 含不符合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的氚元素

的商品 

9. 水上步行球、受辐射污染的产品、含汞的产品

（如灯泡、温度计）、氰化物、含有大量磁化球/立

方体的商品 

10. 家用电器的制冷剂，比如氟氯烷 

11. 汽车安全气囊和气囊袋 

12.能够发射尖锐小射弹的玩具弩 

邮费计算器和邮票  假邮票，制造假邮票的设备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45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45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1744470?language=zh_CN&ref=ag_2017444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39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39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57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5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73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730_cont_2017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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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设备 1. 应答机 

2. 摄影机 

3. 婴儿监视器 

4. 行业标准的防病毒/反间谍软件 

5. 监控摄像头 

6. 导航系统 

1. 仅支持录像功能（不支持录音）的设备（包括微

型摄像机），比如隐藏相机 

2. 秘密拦截的电线、电子通讯的设备，如窃听器 

夜视镜、  GPS 跟踪器、雷达干扰器和探测器、击

键记录器、GSM 监听设备 

 

质保、合同、服务套

餐 

 如：延长服务保证、退款保证、更换计划、服务合

同、回购担保计划、投资服务  

植物和种子 只允许在亚马逊上出售仿真花和仿真

植物 

植物，种子、鲜花（比如新鲜植物、鲜花、花束） 

具有攻击性和争议性

产品 

 1. 产品宣扬或鼓吹仇恨、暴力、种族、性，宗教不

容忍等这样的观点 

2. 犯罪现场照片 

3. 停尸房或尸检照片 

4. 人体器官 

5. 来自于悲剧或灾难现场的产品 

6. 影像、声音或其他录音没有在主人的许可下采取

的 

7. 任何不符合违禁品内容标准的 

赃物和开锁设备 

 

 1. 产品的序列号已被删除或修改 

2. 开锁工具 

3. 复刻钥匙设备 

4. 商店行窃设备，包括感应式分离设备、刷卡设

备、代码获取设备、撬锁设备 

5. 万能钥匙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87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8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93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93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93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93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1737480&language=zh_CN&ref=ag_20173748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67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6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67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670_cont_20174394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164850&language=zh_CN&ref=ag_200164850_cont_20174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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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暂未对境外卖家开放的商品 

附录 3--需申请销售权限的商品  

阿联酋 

需提前申请销售权限的商品及卖家资质需求请参考以下表格 

产品类型 产品举例 经销商资质要求 制造商资质要求 

充电器 充电线、移动电

源、无线充电器 

1. 采购发票 

2. 产品包装图有 EQM/ECAS/CE 标志 

3. ECAS/EQM/ DOC 证书 

1. 产品包装图有 EQM/ECAS/CE

标志 

2. ECAS/EQM/DOC 证书 

头盔 头盔、安全帽和面

罩 

1. 采购发票 

2. 产品包装图有 EQM/ECAS/CE 标志 

3. G-Mak 证书或者测试报告

（EU/UAE 标准） 

1. 产品包装图有 EQM/ECAS/CE

标志 

2. G-Mak 证书或者测试报告

（EU/UAE 标准） 

太阳能产品 太阳能板等 1. 采购发票 

2. 产品包装图有 CE/EQM/ECAS 标 

1. 产品包装图有 CE/EQM/ECAS 

标 

产品类别 产品举例 

 

 

 

母婴用品 

婴儿药膏和皮肤/头 发产品：护臀霜 、婴儿洗发水等 

婴儿活动设备：吊椅、跳床等 

婴儿尿布：尿布、尿布垫等 

婴儿家具：婴儿床、游戏围栏等 

婴儿哺育用品：奶瓶、婴儿餐盘和杯子等 

婴儿推车和背带：婴儿推车、背包等 

婴儿座椅：婴儿汽车/飞机座椅 

玩具 戏服、遥控玩具、户外玩具、积木等 

厨房用具 搅拌机、食品加工 机、慢炖锅等 

电池 AA、AAA、C、D 等 

医疗用品和设备 温度计、血压仪、 血糖仪等 

个护产品 身体及头发用具: 头发造型用具、脸部按摩椅等 

护发、护肤、身体护理产品：护肤品、口腔护理等 

隐形眼镜 直接用于眼睛的隐形眼镜 

UAE 卫生口罩 口罩 

食品 动物食品、婴儿食品、营养保健品、运动营养品、维他命、汽水等 

书 书及电子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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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电影周边 玩具、CD 及服装

等 

1. 采购发票 

2. 产品包装图有 CE/EQM/ECAS 标 

1. 产品包装图有 CE/EQM/ECAS 

标 

沙特 

需提前申请销售权限的商品及卖家资质需求请参考以下表格 

产品类型 产品举例 经销商资质要求 制造商资质要求 

烹饪用具 搅拌机、食品料理

机、慢炖锅 

1. 采购发票 

2. 贸易许可证 

3.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证

书 

1. 贸易许可证 

2.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

证书 

充电器 充电线、移动电

源、无线充电器 

1. 采购发票 

2. 贸易许可证 

3.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证

书 

1. 贸易许可证 

2.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

证书 

头盔 头盔、安全帽和防

护面罩 

1. 采购发票 

2. 贸易许可证 

3.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证

书 

1. 贸易许可证 

2. 沙特阿拉伯质量标志/GSO 认证

证书 

 

附录 4—其它相关信息 

• 价目表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336920&language=zh_CN&ref=xx_200

336920_cont_52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201822160?ref=ag_201822160_shel_GKHMUWXPNR79A2L

H 

• 需要批准的商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GKHMUWXPNR79A2LH?language=zh_CN&ref=ag_GKHM

UWXPNR79A2LH_cont_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336920&language=zh_CN&ref=xx_200336920_cont_52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336920&language=zh_CN&ref=xx_200336920_cont_52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G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GKHMUWXPNR79A2LH?language=zh_CN&ref=ag_GKHMUWXPNR79A2LH_cont_20033316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GKHMUWXPNR79A2LH?language=zh_CN&ref=ag_GKHMUWXPNR79A2LH_cont_20033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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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商品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0164330?language=zh_CN&ref=xx_200164330_cont_20030105

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help.html?itemID=XMGGPL6LC4CVXHT&language=en_AE&ref

=efph_XMGGPL6LC4CVXHT_bred_G5CGB945FHXGU62C&ref_=xx_swlang_head_help&mons_sel_lo

cal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help.html?itemID=XMGGPL6LC4CVXHT&language=en_AE&ref

=efph_XMGGPL6LC4CVXHT_bred_G5CGB945FHXGU62C&ref_=xx_swlang_head_help&mons_sel_lo

cal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200164330?language=en_AE&ref=ag_200164330_cont_G2017308

40&ref_=xx_swlang_head_^&mons_sel_locale=zh_CN&languageSwitched=1  

• 税费政策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405820&language=zh_CN&ref=xx_2004058

20_cont_52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help.html/?itemID=G202163020&ref_=xx_G202163020_a_r1_cont

_sgsearch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0164330?language=zh_CN&ref=xx_200164330_cont_20030105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200164330?language=zh_CN&ref=xx_200164330_cont_200301050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200164330?language=en_AE&ref=ag_200164330_cont_G201730840&ref_=xx_swlang_head_%5e&mons_sel_local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sa/gp/help/200164330?language=en_AE&ref=ag_200164330_cont_G201730840&ref_=xx_swlang_head_%5e&mons_sel_locale=zh_CN&languageSwitched=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405820&language=zh_CN&ref=xx_200405820_cont_521
https://sellercentral.amazon.ae/gp/help/help.html?itemID=200405820&language=zh_CN&ref=xx_200405820_cont_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