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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７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快速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２１７３８．３亿美元，比２００６年增长２３．５％，增速连续６年保持在２０％以上。其中，出口

１２１８０．１亿美元，增长２５．７％；进口９５５８．２亿美元，增长２０．８％；贸易顺差２６２１．９亿美

元，增长４８％。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稳居第３位。

２００７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４０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５．３％，新签合同额

７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６％；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６７．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

新签合同额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８．１％；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完成营业额４．９亿美元，同

比增长４８．５％；新签合同额１０．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１％。２００７年度我国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１８７．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２％。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家政府和行业组织日益频繁对我国出口

产品和企业设置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保护其国内产业和市场。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

依然严峻。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共有２０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８１起反倾销、反

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涉案金额达３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５．１％。美国还对我出口产

品发起１７起３３７调查，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滥用知识产权保护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我

国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不容乐观。

为帮助我国企业、相关机构和组织更好地了解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和投资政

策、制度及具体做法，客观认识和掌握国际市场环境，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

依据ＷＴＯ有关规则，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及投资环境，表达中国政府和产业的关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依据《对外贸易法》和《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发

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以下简称《报告》）。

一、关于《报告》所列贸易伙伴

根据中国海关２００７年度贸易统计及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反映的信息，《报告》着重

介绍和评估了中国１８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投资环境，具体国别（地区）是：阿根廷、埃及、澳

大利亚、巴西、俄罗斯、菲律宾、韩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亚、欧盟、日本、

土耳其、新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２００７年我国对上述贸易伙伴的出口额约占我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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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额的６５．９％。

二、关于《报告》的信息来源与内容

中国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中国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有

关行业中介组织及企业等为《报告》的编纂工作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意见。但《报

告》所反映的有关行业中介组织及企业的意见并不完全必然代表中国政府部门在相关

问题上的立场。

《报告》对１８个贸易伙伴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描述和评析包括：双边经济贸易发展概

况、贸易投资管理制度概述以及贸易和投资壁垒三个部分。

受信息收集和技术分析手段所限，《报告》仅对部分壁垒措施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

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评析，未对相关措施对我国企业造成或将造成的贸易及投资机

会的丧失、利益损失等进行评估。

三、关于贸易壁垒、投资壁垒的界定及归类

（一）贸易壁垒

１．贸易壁垒的界定

根据商务部２００５年２月发布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外国（地

区）政府采取或者支持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贸易壁垒：

（１）违反该国（地区）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或者

未能履行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规定的义务；

（２）造成下列负面贸易影响之一：

对我国产品或者服务进入该国（地区）市场或者第三国（地区）市场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阻碍或者限制；

对我国产品或者服务在该国（地区）市场或者第三国（地区）市场的竞争力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损害；

对该国（地区）或者第三国（地区）的产品或者服务向我国出口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阻

碍或者限制。

２．贸易壁垒的归类

鉴于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多为 ＷＴＯ成员国，《报告》参照 ＷＴＯ规则界定贸易壁

垒。在贸易伙伴为非ＷＴＯ成员国或ＷＴＯ规则未对所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报告》依据有关多、双边协定并参考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界定贸易壁垒。《报告》将贸

易壁垒分为以下１４个类别：

（１）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如关税高峰、关税配额管理中的不合理做法；

（２）进口限制，如不合理的进口禁令、进口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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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通关环节壁垒，如通关方面的各种程序性障碍、不合理的进口税费；

（４）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

（５）技术性贸易壁垒，如对进口产品适用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设置复杂的认

证、认可程序；

（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对进口产品设置苛刻且不合理的检疫标准和检疫

程序；

（７）贸易救济措施，如对进口产品不公正地实施反倾销措施，贸易救济调查程序不

透明，特别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所谓“非市场经济”方法；

（８）政府采购，如政府采购缺乏透明度、违反最惠国待遇；

（９）出口限制措施，如通过本国国内立法上的治外法权条款限制或阻碍其他国家与

第三国的贸易，或以所谓安全为由实施不合理的出口管制；

（１０）补贴，如违反ＷＴＯ规则实施具有刺激出口作用的补贴；

（１１）服务贸易壁垒，如在服务贸易准入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限制；

（１２）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即对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

（１３）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即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国外产品的进口设置

障碍；

（１４）其他壁垒，即难以归入以上各类的具有贸易扭曲效果的措施或做法。

（二）投资壁垒

１．投资壁垒的界定

《报告》参照ＷＴＯ规则和有关多、双边协定对投资壁垒进行界定。外国（或地区）政

府实施或支持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资壁垒：

（１）违反该国（或地区）与我国共同参加的与投资有关的多边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未履行与我国共同参加的多边投资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

资协定规定义务；

（２）对来自于我国的投资进入或退出该国（或地区）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合理的阻碍

或限制；

（３）对我国在该国投资所设经营实体的经营活动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合理的损害。

２．投资壁垒的归类

《报告》将投资壁垒分为以下三类：

（１）投资准入壁垒，如不合理地限制外国投资的进入，ＷＴＯ成员未按照其承诺向外

国投资开放某些特定领域；

（２）投资经营壁垒，如从产、供、销、人、财、物等多个方面，对外资企业的经营活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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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合理限制；

（３）投资退出壁垒，如限制外国投资退出或外资企业经营利润离境。

此外，依据ＷＴＯ《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１．２条，“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方式之一。

在贸易实践中，“商业存在”需要以投资设立经济实体的形式提供服务。因此，有关国家

（地区）针对“商业存在”在资本、人员和货物移动等方面设置的投资限制措施，既可归类

于服务贸易壁垒，亦可视为投资壁垒。为保证《报告》的壁垒措施归类与ＷＴＯ相关规则

的一致性，我们将涉及“商业存在”的投资限制措施归类于服务贸易壁垒。

（三）《报告》仅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评述，并不必然表明所列贸易伙伴不存在未提

及的其他贸易及投资壁垒。

四、其他

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的贸易和投资

体制的主张，愿意本着友好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ＷＴＯ各成员国以及其他各方发展

平等、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我们主张通过多双边磋商和对话，与各有关方妥善解决彼

此关切，共同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共同建设和谐

世界。

《报告》以中文发布，英文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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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根　廷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阿根廷双边贸易总额为９９．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７３．６％。其中，中国对阿根廷出口３５．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８．０％；自阿根廷进口６３．３

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１．２％。中国逆差２７．６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摩

托车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

备、有机或无机化合物、空气泵或真空泵等；自阿根廷进口的主要产品是大豆、豆油、石

油原油、铜矿砂及其精矿、无缝钢铁管和皮革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阿根廷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４．２５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９４５８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阿根廷的非金融类

投资额为１．３亿美元。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对华投资项目１９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１１３万美

元，同比增长６２．２４％。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等４国建立的南锥体共同市

场（又称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关税同盟开始生效，实行共同对外关税，统一对外关

税税率。阿根廷联邦税收管理局下设的海关总署负责执行海关措施。

阿根廷根据进口商品的ＣＩＦ价格计征关税。２００６年，其海关税则表含有９７８４个８

位税号。其中，９２％的税号项下的产品适用从价税，其他８％的税号项下的产品适用混

合税，即从价税加从量税。

根据南锥体共同市场委员会第ＣＭＣ３８／０５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南锥体成

员国每年可豁免１００个税号（８位）项下的产品不受共同对外关税的约束，并每六个月调

整一次税号，至多可调整例外税号的２０％。

根据２００１年颁布的南锥体第１号决议，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前，阿根廷对产自非南锥

体成员国的资本货物实行零税率。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信息和通讯相关产品适用单

独的关税税率表，之后，阿根廷应逐步适用南锥体统一的税率表。根据第ＣＭＣ３９／０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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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阿根廷将对信息和通讯相关产品实施修订后的共同对

外关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７年ＷＴＯ对阿根廷的贸易政策评审报告，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阿根廷逐渐降

低关税。２００７年，阿根廷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１０．４％，农产品约为９．９％，

非农产品约为１０．５％。纳入南锥体共同关税体系的大部分产品关税税率在０－２２％之

间，汽车行业的部分产品关税为３５％。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将对二手机械征收６％进口税的规定延长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该规定始于２０００年，阿政府连续七年均对该规定进行延长。

２．进口管理制度

经济生产部是阿根廷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机构，其下属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

务秘书处负责制定外贸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阿根廷的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种。进口许可证

的监管机构是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

根据阿根廷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向ＷＴＯ许可证委员会的通报，现行自动许可证包括

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和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受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

是纺织和服装产品。进口商须向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下属的外贸管理司进口处

提交申请书，该程序由人工操作。受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靴部件、卷

纸、纺织品（包括棉花和合成纱线）、农业机械零件和备用件、电话零部件、纸板盒、部分

木制家具、干蛋黄和罐装桃子等产品，该许可证申报程序由计算机管理。申领上述两种

许可证需要２—１０个工作日。

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规定了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相关内容。２００７年，受阿根廷

非自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纸、自行车、家庭用品、玩具、轮胎和内胎、摩托车、纺

织品等。外贸管理司负责进口许可证的核发。申请此类许可证需要１０—３０个工作日。

阿根廷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金属回收用二手蓄电池、污泥堆肥、二手摩托车和机动

脚踏两用车、二手汽车和汽车配件、杀虫剂（在其原产地禁用）、二手或翻新的轮胎（南锥

体税号４０１２．１０．００和４０１２．２０．００）、不合格的塑胶材料和二手工业制成品、酒类产品

（装在容量超过５升的容器里）、医用材料（废弃的、不能使用的或过期的）、麻醉剂等。

３．出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规范出口程序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０１

号法令以及联邦税收管理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１号决议等。

阿根廷第２３１０１号法令建立了出口促进制度，以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

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成本。

为促进小麦面粉及其副产品的出口，阿根廷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１日起减免小麦加工

产品的增值税，并在农牧渔业和食品国务秘书下设农业贸易监控办公室，负责“面粉生

产项目”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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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３日，阿根廷恢复小麦和大豆的出口登记，将出口商登记日期与实际

发货时间的间隔期限由原来的１年分别缩短至９０天和１５０天。

４．贸易救济制度

阿根廷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主要以第２８１／９７号决议和第６２２／９５号法令为基础。

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把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相关协定纳入阿根廷的法律体系，第１３２６号法

令把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纳入阿根廷的贸易法律体系。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２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型经济国家

的第１２１９／２００６号法令。该法令涉及在反倾销调查中如何确定来自上述国家出口产品

的正常价值、价格可比性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口的

商品，其正常价值要以恰当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该第三国对其他国家

（包括阿根廷）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为基础确定。

自阿根廷《官方公报》发布反倾销调查立案公告后的１０天内，利益相关方可对公告

中第三国的选择提出意见。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阿根廷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２１３８２号《外商投资法》及其条

例。经济生产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管理措施，其下设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负

责《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投资促进署负责对外提供和发布与投资有关的信息。

阿根廷通过第２５９２４号《外资促进法》（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颁布）实行的“水平投资促

进计划”对投资提供融资优惠，减少初始投资成本，推动研发和地区发展。阿根廷鼓励

外资投资的行业有汽车及汽车零件业、矿产业、林业、软件业、生态石油业、出版业。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２００４年９月，阿根廷经济生产部第２５９２４号法令建立了鼓励资本货物和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投资优惠体系，包括用于投资计划的机械设备和基建工程享受加速折旧政策。资本

货物自采购之日起计算，三年后折旧完毕，基建项目的折旧期比通常折旧期缩短５０％；投

资项下资本货物采购享受增值税退税。增值税可在采购三个月后以现金形式返还。

为了加强对现有资源的了解并鼓励加大未来矿业投资，阿根廷专门颁布了第２４１９６

号《矿业投资法》，对矿业勘探领域投资提供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新投资项目提供３０年

的税收政策稳定期，并保证现有项目可以延期，对资本货物进口免税，规定省级矿山开

采税上限等。在森林投资方面，阿根廷颁布的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０８０号《林业投资法》补充和

完善了阿政府１９９２年颁布的“林业种植优惠政策”，规定了从种植到加工及出口各环节

在内的优惠措施，并为投资者提供长达３３年的税收优惠稳定期，应各省级当局的申请，

阿农牧渔业和食品国务秘书处还可将该期限延长至５０年。

２．限制和禁止投资领域

阿根廷限制外商投资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因特网接入等）以及武器和

军火行业。２００３年６月颁布的第２５７５０号法令规定，外商持有通讯媒体企业股份比例

的上限为３０％，且最多持有３０％的投票权股份。另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商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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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如边境）投资要受一定的限制，如外商在上述区域购买不动产，须向国家安全区域

委员会申请。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阿根廷对出口产品的外汇收入仍然采取强制结汇。根据阿根廷工贸和中小企业国

务秘书处的规定，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应在自完成装船日起６０至３６０日内进行结算。

２．其他

阿根廷和巴西两国政府在２００６年７月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双边贸易结算非美元化

机制，逐步采用一种共同货币作为双边贸易结算单位以降低兑换成本，节约外汇储备，

并为今后实现南锥体统一货币做准备。双方中央银行的技术人员将分别对此进行技术

性研究并起草具体方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

七国共同签署“南方银行”的成立协议。南方银行将在南美金融架构中担负起区域性开

发银行的角色，在提高清偿能力、促进投资、修正发展失衡、推动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突出作用。但是，南方银行的出资方案和运作

方式尚存争议，前景仍待观察。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化学品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阿根廷公布了《共同市场决议草案：有关化学品定量标识的技术

法规》，规定了以固体或粉末形态销售的化妆品必须以法定重量单位标示，其他形态的

化妆品必须以标准容量单位标示。

２．电池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阿根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公布了《便携式电源：电池和电池组

的禁止和认证》，禁止生产、组装和进口汞、镉和铅含量超过规定标准的圆柱形和菱形碳

化锌和碱锰原电池和电池组。

３．罐装饮料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阿根廷国家食品委员会发布了《阿根廷食品法典－食品标签和

广告条例（草案）》。该决议草案要求罐装饮料（无论是否含酒精或充气）的标签应在产

品正面显著位置以醒目明确的方式标注警示语“不得直接用容器饮用”。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在阿根廷和巴西政府的推动下，南锥体将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将鞋类和成衣的共

同对外关税由２０％上调至３５％，纺织品关税由１８％上调至２６％。中国是阿根廷上述产

品的重要来源地，该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纺织品、鞋类产品进入阿根廷市场乃至南锥体市

场，对中国相关产品对南锥体成员出口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中方注意到，２００７年８月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官员表示，为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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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阿根廷将提高纺织品、轮胎、自行车、鞋类、玩具、汽车零件、皮革制品和合成革等产

品的进口关税。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对箱包、鞋部件、针织衫、毛衫等产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具体情况

如下：

１．箱包产品

根据经济生产部２００７年第４７号决议，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起，阿根廷对箱包产品

进口采取进口许可证措施，申请必须书面呈递至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下属的外

贸管理司进口处。实行该进口许可证的目的是实施进口监控，具体涉及南锥体税号项

下的下列产品：４２０２．１２．１０（以塑料作面的衣箱）、４２０２．１２．２０（以纺织材料作面的衣

箱）、４２０２．１９．００（其他，木质产品除外）、４２０２．２２．１０（以塑料片作面的手提包）、４２０２．

２２．２０（以纺织材料作面的手提包）、４２０２．２９．００（其他）、４２０２．３２．００（塑料或纺织材料作

面的口袋或手提包（公文包））、４２０２．３９．００（其他口袋或手提包（公文包））、４２０２．９２．００

（塑料或纺织材料作面的其他产品）、４２０２．９９．００（其他）。

２．鞋部件产品

阿根廷经济生产部２００７年第６１号决议决定对鞋部件产品（南锥体税号６４０６１０００

项下的产品，仅为鞋上层部分）实施鞋类进口许可证；鞋部件进口许可证的申请必须书

面呈递至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下属的外贸管理司进口处。

３．针织衫、毛衫产品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颁布第３４３／２００７号决议，决定对部分进口纺

织品实施进口许可证措施。进口商需预先申请相关产品的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为６０

天，该决议自颁布之日起１５日后开始执行。适用许可证措施的产品为：南锥体共同税号

６１１０１１００、６１１０１２０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０、６１１０３０００、６１１０９０００、６１１１１０００（仅为针织衫）、６１１１２０００

（仅为针织衫）、６１１１３０００（仅为针织衫）、６１１１９０００（仅为针织衫）。此举旨在抑制原产于

中国的纺织品激增，以换取阿根廷国内纺织企业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承诺，此项措施还将

通过年度审核的方式给予延长。阿根廷纺织业界认为，此举会使阿根廷国内需求增长

带来的商机更多地惠及当地企业，也可以抑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除上述产品外，阿根廷还对玩具、摩托车、洗衣机、地毯、印刷纸张等产品实施非自

动进口许可证措施。

阿根廷上述限制措施存在以下问题：

（１）上述措施涉及部分阿根廷国内不生产的产品，阿根廷对该部分产品采取非自动

许可证措施不但影响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进口许

可程序协定》第３．２条规定，“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品产生贸易限制作用或贸易扭曲

作用”。而阿方措施显然具有贸易限制作用，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阿根廷许可证措施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带来了

不确定因素。例如，阿根廷在有关鞋类产品进口许可证的２００７年第６１号决议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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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任何关于许可证发放条件、处理申请的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另外，阿文件中表示该

措施是进行“临时性监控”，但却并未明确该措施的终止时间。文件还规定阿政府部门

“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进口商提供商业操作及技术的信息”，该条款也包括了过多的不

确定因素，不利于相关产品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

（三）出口限制

阿根廷政府要求所有农产品出口都必须进行出口注册，并根据当天的登记情况制

定参考价格。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阿根廷颁布有关停止玉米出口申报的７７５号决议。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出台第９号、１０号决议，对大豆和豆油等产品出口

加征４％的出口税。

（四）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先后出台第５０、５７、５８、６０号海关通令，具体内容如下：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海关第５０号通令决定对最终消费品进口实行特别海关通关措施，

增加了需要通过海关特别通道的商品名录，并修改了有关特别海关列表。进口的自行

车及其配件、电子信息产品、钟表和五金工具等产品只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

罗萨里奥等港口入关，而门多萨和拉普拉塔两地则不再进口这些“敏感”产品。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４日，阿根廷海关总署发布第５７号通令，对来自“第四组”国家和地区

（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中国台

湾、泰国、新加坡、越南）的消费品，在其进口报关价格低于标准价格的情况下，需要上述

国家和地区海关部门对商业发票的有效性进行审核，且进口商须提交所有补充文件的

原件。

在阿根廷海关总署第５８号外部通令中，阿根廷又宣布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起对将

近７０００个税号的商品的进口实施标准价值，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鞋类制品、电子产

品、家用电器、塑料制品等。该通令旨在统一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至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０日

以来陆续通过海关决议颁布的商品进口标准价值的汇编文件。相关国家分组标准是阿

海关根据有关进口商品的主要原产地，内部制定的国别分组。如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有

关商品的进口报关价值低于标准价值，阿海关将按照第５７号海关外部通令对进口商品

报关单据进行审核，报价低于标准价值的产品须缴纳附加关税和更多的国内税收。

由于阿第５７号海关通令缺乏操作性，阿又颁布了第６０号海关通令，将第５７号通令

中商业发票须经阿根廷驻韩国、朝鲜、中国、菲律宾等“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认

证的规定变更为“使领馆对有关商业发票的日期进行确认审理”。第６０号通令特别指出

商业发票须经使领馆确认审理的情况有：１．原产地：中国；始发地：中国；发票签发地：中

国；２．原产地：中国；始发地：中国台湾；发票签发地：中国。

阿根廷上述做法的影响或不合理之处主要有：

１．阿减少了进口的自行车及其配件、电子信息产品、钟表和五金工具等产品的通关

口岸，给贸易商带来了不便。另外，阿在调整通关口岸和海关特别通道商品名录时，应

该考虑可能给贸易商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解释调整的必要性，避免产生进口限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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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类似产品之间造成歧视。

２．阿根廷国内不生产或很少生产钟表、电视机、ＤＶＤ、集线器、无线和网络设备、集

成电路等产品，阿本地只是对上述产品的现成部件进行组装，没有生产线，但阿海关第

５７号通令却将上述产品列为敏感产品，规定了标准价格，该做法阻碍了中国产品正常出

口到阿根廷。

３．阿根廷海关第５７号通令要求，来自“第四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品，如其进口报

关价格低于标准价格，需要上述国家和地区海关部门对商业发票的有效性进行审核，且

进口商须提交所有补充文件的原件。阿方上述做法缺乏合理的依据，在来自不同成员

产品之间造成歧视，违反了ＧＡＴＴ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关于实施１９９４年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第７条的协定（海关估价协定）》关于“估价程序应不区分供货来源而普遍使

用”的规定。

４．阿根廷在海关估价阶段使用最低海关价格（参考价格），阻碍了中国产品对阿的

正常出口。《海关估价协议》第１—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

款提及实行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

关限价、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

《关于海关有理由怀疑申报价格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情况的决定》规定，“海关有理由

怀疑申报方所提供的细节或文件真实性和准确性，并要求进口商提供进一步说明。在

收到进一步信息后，海关仍有理由怀疑申报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将理由告知进口

商，并给予进口商做出答复的合理机会。”阿方的第５７号海关通令跳过了这些程序，“要

求进口商必须提交所有补充文件的原件”，将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并且剥夺了进

口方进行澄清和解释的权利。“进口商可提交经阿根廷驻商品发送地国家使馆相关部

门认证后的商业发票”。这虽非强制性措施，但是为阿限制进口创造了机会和手段。

５．阿根廷第５８、６０号海关通令主要影响中国产品的正常出口。受第５８号通令影

响的商品有７０００多个税号（８位），但涉及“第四组”的税号（８位）就有６６０８个，占比高达

９０％以上，该通令主要针对“第四组国家”。另外，在“第四组国家”向阿根廷出口所涉大

多数税号的产品中，中国对阿的出口量最大，受阿根廷措施影响的贸易金额也最大。第

６０号通令进一步列明了需经使领馆审理商业发票的情况，使阿根廷主要针对中国产品

设置障碍的目的更加明显。

阿根廷对于其采取的限制措施主要针对中国等国家毫不避讳。２００７年８月，阿根

廷海关关长表示，阿根廷政府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

东南亚国家，旨在限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制造的低价商品。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９９８年初，阿根廷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强制认证制度，阿根廷的这些法规要求复杂、

成本高昂，使他国的中小企业难以承担。

阿根廷的２８７／２０００决议对于鞋类和纺织品制定了严格的标签要求，对于印刷字体

大小、标签的加贴和附着方式、包含的消息、原产地声明等都做了特别的要求。此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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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对进口产品维持了过于严格的认证要求。如对于打火机，只有打火机被认为符合

相应标准（Ｇ／ＴＢＴ／Ｎｏｔｉｆ．９９／２５５、９９／３７５和９９／６５７）中制定的要求，获得指定认证机构

颁发的产品合格证书，才可以投放阿根廷市场。该合格证书将根据指定实验室提供的

检测报告颁发，并将涵盖产品的所有部件和零部件。此外，还要求每９０天对产品是否符

合安全标准进行检查，该做法加大了进出口商的负担。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７日，经济生产部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颁布了对轮胎及轮毂产

品提高安全标准的２４／２００７、２５／２００７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南锥体共同关税税则号为

４０１１．１０．００，４０１１．２０．１０及４０１１．２０．９０的国产或进口专用于汽车配件市场上销售的新

轮胎，只有在获得安全组件和配件许可证书后，才能在阿国内市场销售。该决议还规定

了取得安全配件和组件许可证书的必要程序和要求。上述决议还规定，阿根廷“国家工

业技术科学院”（ＩＮＴＩ）每年对生产或进口轮胎企业所使用的产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进行

检查，只有产品获得经ＩＮＴＩ认可的实验室颁发的安全证书才能被允许进入阿市场，该

措施对贸易具有阻碍作用。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阿根廷的害虫风险评估要求过于苛刻，对贸易的限制使用比较明显。阿根廷对于

动物、繁殖材料、土壤等众多产品都维持着覆盖生产和销售整个过程的追溯体系，所有

的国外企业都必须接受事先检验和批准，而批准有效期仅有两年。

２００６年，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实行了新的医疗器械进口政策规

定，出口至阿根廷的医疗器械必须具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以色列等

“卫生高度防护国家”（Ｈｉｇｈ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ＳＶＣ）出具的用于销往阿根

廷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在阿根廷注册和销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可

以依据本国出具的自由销售证书出口医疗设备到阿根廷市场，中国企业也必须获得上

述国家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对阿根廷出口。阿方这一要求实际上构成对中国医疗器械

产品的认证歧视。

（七）贸易救济措施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间，阿根廷共对中国启动了５８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

５２起，占比９２．８６％。阿根廷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和行业范围不断扩大。截至２００７

年底，涉及的行业有轻工、纺织、机械和汽车、金属制品、化工、冶金、电子、建材和医药等

１０个行业。

阿根廷是世界上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和巴西是遭受阿根廷反倾

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阿根廷有６起保障措施调查涉及中国产品，其中４起涉及轻工产

品，２起分别涉及纺织品和汽车。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采取的有关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状况如下：

１．反倾销

（１）新发起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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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对原产自中国的低碳钢焊接链、接线柱、汽车传动轴、电熨斗等产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① 接线柱产品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日，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和德国的接线柱产品（涉案产品的南锥体

税号为８５３６９０９０，适用于连接３５平方毫米以内的线缆，并适于组装ＤＩＮ条）进行反倾销

立案调查。在反倾销调查中，阿根廷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选择德国作为第三国

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② 低碳钢焊接链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阿根廷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低碳钢焊接链进行反倾销立案调

查，涉案产品为直径２．５—２５毫米钢丝或钢柱电焊连接的各类低碳钢椭圆节链条（高强

度链条产品除外），南锥体税号为７３１５８２００。在反倾销调查中，阿根廷调查机关选择英

国为第三国计算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③ 汽车传动轴产品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阿根廷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传动轴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调查中，阿根廷选择巴西作为第三国计算有关产品的正常价值。

④ 电熨斗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３日，阿根廷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电熨斗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的进展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３３４号决议，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

卷尺（涉案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９０１７８０１０）反倾销调查做出终裁，对涉案产品采取最低

限价措施，离岸价不得低于０．６０美元／件，实施期限为５年。该案是阿根廷在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２３日发起的。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３３３号决议，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

有缝奥斯顿铁不锈钢管（涉案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７３０６４０００和７３０６６０００）做出反倾销

终裁，决定对涉案产品征收６３．０２％的从价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５年。该案是阿根廷

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发起的。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３日，阿根廷决定延长对进口自中国和巴西的玻璃水杯、茶杯及水罐

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期限。该调查是阿根廷在２００６年９月５日发起的。

（３）反倾销复审

① 保温瓶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发布通知，决

定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保温瓶的反倾销措施。该案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发起，涉案产

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９６１７００１０。

② 纸牌

２００７年５月，阿根廷经济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纸牌产品作出反倾销复审终

裁，决定继续对涉案产品按离岸价实施最低限价措施，有效期为５年。具体措施如下：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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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班牙式纸牌的离岸价为４２．９４美元／１２打；５０张西班牙式纸牌的离岸价为４７．３４美

元／１２打；５２张、５４张或５５张法国式纸牌的离岸价为５３．０５美元／１２打；５２张、５４张或

５５张英国式纸牌的离岸价为５３．０５美元／１２打。

③ 微波炉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发布第９８号决

议，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微波炉（涉案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８５１６５０００）的反倾销复审调

查，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微波炉产品采取最低限价措施：３７公升以下的机械式微波炉

７４．４０美元／台、２４公升以下的数字式微波炉９６．２６美元／台、２５—３７公升的数字式微波

炉１１８．５６美元／台，反倾销税率为５９．３５％—６９．２６％，征税期自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起为期

５年。

④ 自行车及摩托车车轮辐条及带帽辐条

２００７年７月，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决定延长对进口自中国的自行车及摩托车车轮辐

条及带帽辐条（涉案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８７１４１９００、８７１４９２００和８７１４９９００）反倾销日落

复审的调查期限。该复审调查是阿根廷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９日开始进行的。

⑤ 自行车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３３２号决议，阿根廷决定对原产于中

国的自行车产品（涉案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８７１２００１０）进行反倾销复审调查。

（４）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在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复审调查中，仍然将中国视为

非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选择情况如下：接线柱产品，选择德国；保温瓶，选择美国；低

碳钢焊接链，选择英国；汽车传动轴产品，选择巴西。阿根廷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

既选择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选择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美、英、德等国的劳动

力成本很高，生产资料等成本也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作为替代国确定中国产品正

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对阿根廷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是不准

确、也是不负责任的。

早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国和阿根廷两国政府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根

廷共和国关于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方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但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阿政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尚未获得阿根廷国会的批

准，使中方在反倾销应诉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５）关于提交应诉资料的时间限制问题

阿根廷在对反倾销调查的处理中，要求涉案企业在４５日内向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

策副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应诉材料，３０日内提交调查问卷。有关资料

和答卷应由公共翻译译为西班牙文，并由阿根廷驻华使领馆和阿根廷外交部双认证。

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企业应诉的难度，不利于中国涉案企业的应诉。

２．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阿根廷宣布对一次性可刻录光盘采取保障措施，征收最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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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规定自保障措施实施之日起至２００８年５月（第一年）征收０．１３美元的特别关税，

第二年为０．１１美元，第三年为０．０８美元。上述特别税与目前实施的０．１５美元的关税

相加即为一次性可刻录光盘进入阿根廷市场新的关税门槛。由于来自中国、香港地区、

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朝鲜、巴基斯坦、新加坡、菲律宾、智利和巴拿马等国家（地

区）的一次性可刻录光盘在阿根廷同类产品总进口中所占份额不超过３％，因此，该保障

措施不适用于进口自上述国家（地区）的产品。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照会中国驻阿根廷使馆经

商参赞处，阿根廷应国内企业要求，对进口的有机合成染色剂进行保障措施调查。涉案

产品为非液态的有机合成染色剂：酸性染色剂；除紫色、棕色以外的直接染色剂和反应

染色剂；除紫色、蓝色、棕色、黑色和色散单色以外的有机颜料。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策

副国务秘书处已确认中国为该产品的出口国。根据世贸组织有关规定及阿根廷国内相

关法律规定，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征求中国企业对此次保障措施申请

的意见。

３．关于阿根廷执行其在中国加入ＷＴＯ议定书附件７承诺的情况

中国入世谈判时，阿根廷提出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非体育专用鞋、玩具产品继续

设限，承诺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３１日前取消对以上产品的配额限制，并设置５年的过渡期，逐

步削减现行的从量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阿根廷将中阿双方约定对从量税的征收方

式和逐年降低对我部分进口产品征收的最低特别进口关税时间表转换为阿经济部８２５／

２００１号决议，目前正在按时间表执行降税计划。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３５％的从

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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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埃及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６．３％。

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４４．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８．９％；自埃及进口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０．６％。中国顺差４１．９亿美元。中国向埃及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服装及衣着附件，棉花，

化学纤维长丝，塑料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机械器具及零件，动力机械及设备，钢铁制品，车

辆及其零附件；中国自埃及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棉花，纺织纱线及其机织物，化学纤维长丝，地

毯及纺织材料的其他铺地制品，钢铁，机械器具及零件，塑料、金属、矿物材料及其制品。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埃及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４．２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９８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埃及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５３６．６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埃及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９

个，同比增长２６．６７％；实际使用金额６７８万美元，同比增长４３３．８６％。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００年修订的《海关法》是埃及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海关法实施

条例》是《海关法》的第一部配套实施条例。埃及财政部是埃及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其

下属的海关是关税政策的执行机构。

根据２０００年修订的《海关法》，埃及关税基本按从价税原则计征。埃及海关从１９９４

年２月开始实行国际通用的海关协调制度。自１９９１年起，埃及一直执行由世界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助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在这项计划的帮助下，埃及已经将其对

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税率保持在目前的５％—４０％之间。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埃及与其他１９个非洲国家建立东南非共同市场，并签署共同对外关

税协议。东南非共同市场执行的共同对外关税主要包括资本货物和原材料零关税，中

间产品关税税率为１０％，最终产品为２５％。东南非共同市场将于２００８年底前在拥有４

亿人口的区域内建立关税同盟。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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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埃及平均关税水平已下降至６．９％。

２．进出口管理制度

１９７５年颁布的《进出口法》是埃及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２００５年，埃及对《进

出口法》进行了修订。埃及贸易与工业部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进出口监管

总局负责进出口商品的检验。进出口监管总局下设原产地管理局，负责研究贸易优惠

安排和非关税壁垒、公布信息、颁发原产地证书等。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９日，埃及财政部颁布第２５６号部长令，修订了２００６年第１０号部长令

第１２条，规定凡对埃及出口的产品原产地证书、文件及附件应由驻出口国的埃及使馆或

领事馆予以认证。如果埃及在出口国尚未设立使馆或领事馆，则应由驻出口国的其他

阿拉伯贸易代表机构予以认证。

根据《关于调整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８号〈进出口和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法〉的执行原则条

例有关规定的２００６年３２号决定》，只有获得注册和经营许可的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才允

许出口，手工业产品和手工艺品以及旅游渡船除外。

３．贸易救济制度

１９９８年，埃及颁布《国际贸易中不良做法影响下的国家经济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

对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程序作出了规定。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

国际贸易政策司负责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和反倾销事务。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８１年《公司法》、１９９７年《投资保护鼓励法》及其实施细则和２００２年《经济特区法》

是埃及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２００５年，埃及分别对《公司法》、《投资保护鼓励法》和

《所得税法》进行了修订。

埃及投资部负责制定外资政策，协调与投资有关的各相关部门，并为投资者提供争

端解决服务。投资部下设资本市场总局、保险监管局及投资和自由区总局。投资和自

由区总局统管外资项目和自由区，具体负责制订和修改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审批外

资项目，提供咨询服务，以及对外宣传等。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埃及国民议会批准了第８号《投资保护鼓励法》修正案。修改后

的法律规定，投资和自由区总局可向内阁提出建立投资区的建议，内阁同意后，投资和

自由区总局选择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对投资区进行建设、开发、管理和招商。投资区在

行政、管理等方面将依照自由区模式运营，但不具备自由区享有的免税等优惠。

２００７年７月，埃及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首次允许国内外投资者对灌溉及排水

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根据该法案，项目及其相关设施的所有权仍归国家

所有，投资者可以获得３０年的运营期限，并可延长，但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不能私自

转让运营权。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埃及政府允许外资企业自由汇出其资本和利润。

３１埃　　及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９日，埃及财政部长签署了《关于对抵离埃及人员实行海关申报措施

的２００７年２１９号决定》，对自当日起出入境的外国人及埃及居民实行海关现金申报制

度，规定所有携带超过１万美元或等值外币抵离埃及的人员应提交海关申报表，禁止携

带超过５０００埃镑的现金。申报单原件将被送交反洗钱机构。

２．工作签证

２００７年，埃及政府实行新的劳工规定。依据该规定，外国企业雇用外国员工时，必

须先向埃及人力资源部证明其必要性，并且企业内外国员工与埃及当地员工的比例不

得超过１∶１０。外籍劳务人员需提前办理来埃及工作许可证，方可申请工作签证。如签

证申请被拒绝，应在一个月内到劳动部外国人工作签证局提出申诉。工作签证续签需

要提前一个月办理，否则超期１４天作废。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７年，埃及对车辆、服装以及部分酒类饮料等商品仍维持高关税。对部分服装和

水果征收４０％的关税，部分汽车产品征收１３５％的关税，宾馆内使用的葡萄酒征收

３００％的关税，酒精饮料征收高达１２００％到３０００％不等的关税。较高的进口关税限制了

外国产品对埃出口。

（二）进口限制

埃及规定，翻新的二手医疗器械须经许可后方可进口，并须在原产国通过安全检

验。进口商进口翻新的二手医疗器械时须向卫生部提交以下文件：进口医疗器械的申

请书、该医疗器械原产国官方卫生部门签发的安全证书和生产商提供的证书原件等。

进口商还须证明其在埃及设有服务中心，可为进口医疗器械提供售后服务。

埃及规定，客车须在生产后一年内进口，但外国投资者在提交投资和自由区总局主

席签发的正式批准文件后，可不受制造年份的限制，进口汽车供个人使用。

埃及营养研究所和卫生部药物规划和政策中心负责登记和批准所有营养添加剂和

膳食食品的进口。埃及膳食食品的进口商必须申请许可证。许可证的整个申请过程需

要４个月至１年。根据产品的不同，该许可证的有效期从１年至５年不等。许可证期满

后，进口商必须提交更新许可证的申请。更新许可证的花费约为５００美元。但是，如果

在市场上有当地生产的同类产品，该申请将得不到批准。该措施违反了ＷＴＯ关于普遍

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埃及的技术标准由外贸与工业部下属的埃及标准化和质量控制组织负责制定，现

有约５６００项国家标准，其中约４００项为强制性标准。上述标准适用的检验对象有１８２

类，主要包括食品、建筑用品、电子设备及消费品等。埃及规定，在不存在本国标准的情

况下，可采用ＩＳＯ标准、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日本标准、英国标准、德国标准和ＣＡＣ标

准。中国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与埃及的双边磋商，尽快就中国国家标准在埃及的适用问

题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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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对进口电池及轮胎实行分规格质量控制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

性，如相关部门有时会要求提供超过质量检验所需数量的电池及轮胎，检验结果有时也

不及时回复给申请人，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此外，埃及要求电池的容量在９８％

以上为合格品，而目前大多数国家的要求为９５％。

埃及对进口鞋类产品所用皮革设置极其严格的测试要求。对于鞋面的天然皮革，

要求吸水率在２小时后低于４５％，在２４小时后低于５５％，磨损系数小于４５％。天然和

合成鞋面要进行弹性阻力试验，要求在测试１００００次后无裂缝。然而，上述试验要求仅

适用于进口产品。此外，埃及海关还对进口鞋类征收高额费用，进口商必须对每吨产品

支付５００埃镑（约合８９美元）额外费用、分析费３３０．５埃镑（约合５９美元）。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埃及要求进口食品标签上必须标示下列信息：配料及其所占比例；制备方式；保存

方法和条件；添加剂和防腐剂等。然而本国产品却不适用上诉部分要求，中方对此表示

关注。

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１日，埃及兽医总局（以下简称“ＧＯＶＳ”）公布了第１４０９／２００６号《关

于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口一日龄小鸭的法令》及附录《一日龄小鸭进口的ＧＯＶＳ条

件》。该法令规定，一日龄小鸭可在以下条件下进口：（１）满足兽医总局有关一日龄小

鸭的进口条件；（２）进口小鸭必须来自由相关国际组织根据当前卫生状况宣布无任何

传染和感染疫病（包括禽流感）的国家；（３）进口小鸭必须未接种过预防禽流感的疫

苗，且无该疫病的抗体；（４）如果小鸭在抵达埃及口岸时，其原产国卫生状况发生了变

化，则禁止进入埃及。小鸭抵岸后，将立即在埃及兽医总局的观察下接受检疫，并由

动物卫生研究所采集样本，按国际批准的实验室检测方法进行实验室检测。抽样检

验结果显示阴性的将放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８日，埃及植物检疫总局发布了《植物和植物产品进口许可条件》，规

定植物、块茎、鳞茎、繁殖用种子、水果、蔬菜、鲜切花、树枝、谷物、消费或加工用植物产

品原料以及生长介质的进口必须提供植物检疫证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埃及植物检疫总局发布了《通报管理马铃薯种薯进口标准的部

级令》。该令规定了第１２７５／２００７号部级令管辖的马铃薯种薯进口和检验的植物卫生要

求及条件。

（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埃及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７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

１６起，保障措施１起，主要涉及机电、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２００７年，埃及对中国新

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１起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埃及新发起或进行中的、与中国有关的贸易救济调查程序进展情形如下：

１．２００７年１月，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发布部长令，决定对来自中国或原产于中国的

圆珠笔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５年，每支圆珠笔征收０．０１８５美元的反倾销税。

２．２００７年３月、４月和６月，埃及政府分别完成对来自中国的门窗锁具、客车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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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卡车轮胎和铅笔及彩笔的日落复审，分别决定将反倾销税期限延长５年。

３．２００７年４月和８月，埃及政府决定分别对从中国进口或原产地是中国的木螺丝

钉和服装拉链进行反倾销调查。

４．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４日，埃及贸易与工业部颁布第５６３号令，规定当原产自中国的产

品大量进入埃及，造成市场扭曲，并影响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时，

埃及可采取保障措施。该法令的期限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

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埃及贸易与工业部发布公告，开始对自中国进口的瓷器餐具

进行反倾销复审调查。埃及于２００２年５月开始对自中国进口的瓷餐具进行反倾销立案

调查，并于２００３年２月做出终裁，裁定征收２６８％的最终反倾销税，期限为５年。

（六）服务贸易壁垒

１．金融业

国有保险公司在埃及保险市场占主导地位。外国公司可拥有１００％的埃及私营保

险公司股份，但保险市场仍然未对外资中介机构开放。埃及还对保险公司征收过多的

额外税费，导致其保险行业发展缓慢。

埃及政府不限制外国资本参与本地银行，部分外国银行甚至在埃及银行中持有大

部分股份。但是，由于埃及政府认为埃及银行过多，在至少１０年内，埃及政府将不再批

准新的银行许可证，并计划在５年内，将埃及的银行数量由３９家减少至２１家。外资银

行只有通过收购现有银行才能进入埃及市场。

２．其他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航道。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开始，苏伊

士运河的货轮通行费上涨３．５％，相当于每个集装箱的运费提高２美元。这是埃及政府

在一年内第二次调高苏伊士运河船只通行费，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运输成本随之

提高。

（七）其他壁垒

埃及政府对药品实施价格控制。埃及卫生部在评定药品价格或者在与医药公司商

讨药品价格调整时缺乏透明度。

６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澳 大 利 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３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１％。其

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１７９．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２．１％；自澳大利亚进口２５８．５亿美

元，同比增长３３．８％。中方逆差７８．６亿美元，较去年扩大２７．３亿美元。中国对澳大利

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家电，计算机、服装、纺织品，鞋、箱包和玩具等。自澳大利亚进口

的主要产品为铁矿石，氧化铝、液化石油气，煤、铜矿石和羊毛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６．６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８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４亿美元。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在华新增投资项目４８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５

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澳大利亚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８６１７个，实际投入５３．８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规范海关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该法对澳大利亚的税

则归类、优惠关税政策、适用的税率和适用的国家进行了规定。澳大利亚关税政策由海关负

责制定和执行。澳大利亚现行关税法于２００６年完成修订，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包括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优惠关税主要适用于南太平洋论坛各

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实行商品关税减让制度，该制度允许

某些商品进口实行减让关税，由澳大利亚海关发布关税减让令，对现行关税进行调整。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澳大利亚２００７年关税调整幅度不大，整体关税仍保持较低水平。半数左右税目的产

品达到了零关税，关税为５％或５％以下的税目占总税目的８６％。纺织品、服装、鞋类、机动

车等的税率仍然相对较高，特别是床上用品等纺织品，２００７年被取消了关税减免。

２．进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澳大利亚海关负责具体商品进出

口的管理、各口岸的监管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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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风险分析系统是澳大利亚货物进口的重要管理系统。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６年对该系统

进行了改革，新系统的特点是更透明更迅捷，科学分析结果可以得到更多独立审议的机会，特

别是澄清了进口申请收取和排序的程序。此次改革已于２００７年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海关出台一系列公告，对一些产品的进口要求做了修订。主要包

括：（１）澳大利亚海关出台外资飞机零备件进口的相关细则，该细则将零备件进口分为四种

不同的情况，按照不同的情况决定是否或如何征收货物和服务税。该细则自２００７年８月

５日起生效；（２）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海关对白兰地酒、朗姆酒和威士忌的进口制定了

新的附加条件，要求白兰地、朗姆酒和威士忌必须经至少两年的木桶成熟方可进口。上述

产品进口时，须出具原产国官方签发的成熟期确认证书，该证书还需包括供货商、最终收货

人、产品描述、数量等其他特征。不出具此项证书将不能清关。此项规定涉及税号为

２２０８．２０．１０、２２０８．３０．００和２２０８．４０．００的产品。该规定还列出了有权签发证书的出口国

机构，中国为国家质检总局及各地分支机构；（３）为响应政府的反恐号召，《海关（禁止进口）

条例１９５６》和《海关（禁止出口）条例１９５８》被相应修改，禁止宣扬恐怖主义的宣传品、电影、

电脑游戏进出口；（４）根据海关第４１号公告，澳大利亚将本国森林和木制品的研究税从

每立方米２２澳分调高至每立方米２９澳分，进口森林和木制品的研究税也同比例提高。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２００７年，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和海关对出口商品协调关税分类（ＡＨＥＣＣ）的定

期更新，对关税第８章、第１６章和第３８章的部分税号进行了修改，并更正了八个章节中

的印刷错误。该修正已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２）澳大利亚修订了《海关（禁止出口）条例１９５８》，废除了其中第７条有关人类胚胎

的条款，即除非获得司法部和海关的许可，禁止出口人类胚胎。该条规定于２００７年６月

１２日被废止。该条的废止是源于国会２００６年底通过了《禁止进行人类克隆繁殖法修正

案》和《人类胚胎研究条例修正案》。该规定废止后，人类胚胎出口改为接受《海关（禁止

出口）条例１９５８》第８条所规定的出口前监控。即允许容器容量不超过５０毫升的人类

胚胎无需许可即可出口。

（３）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７年起开始向中国出口铀。２００６年４月，中国与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正式签署售铀协议。该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铀，同时规定中国只能将从

澳大利亚进口的铀用于和平用途。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澳大利亚两党议院委员会批准自２００７

年起开始向中国出口铀，以帮助中国利用核能发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４．贸易救济制度

澳大利亚海关贸易管理局是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主管部门，其职能是落实反倾销

反补贴措施的调查、实施、改变或维持；向内政部部长提出实施、改变或维持反倾销反补

贴措施的建议；管理和协调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实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与外商投资的有关法律主要有《１９７５年外国兼并和接管法》及《１９８９年外

国兼并和接管条例》。澳大利亚财政部负责制订有关外资政策。财政部下属的外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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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外资项目。对于投资规模较大的和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该委员会

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商，共同决定批准与否。

由于外资可以提高澳大利亚经济活跃度和降低失业率，而且能带来新技术和先进

的管理模式，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对外资继续保持欢迎态度，澳大利亚政府２００７年的投资

政策降低了投资的审批门槛，并采取了一些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政策。

１．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澳大利亚实行新的审批管理规定。新规定降低了外商投

资的审批门槛。根据现行规定（除美国投资者外），以下外商投资项目必须向政府申报，

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审批时间一般为３０天。

（１）投资空置地产，无论商用还是住宅；

（２）投资住宅房地产；

（３）投资住宅设施；

（４）投资澳大利亚城市房地产公司或房地产信托；

（５）外国政府及其办事处的直接投资。

除此之外，下述投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资本限额，也需向政府提交申请，获得审批

后方可实施：

（１）在澳开展新业务，总额在一亿澳元或以上的；

（２）购买澳现有的非住宅商业房地产，已列入文化遗产清单，价值在５００万澳元或以上；

（３）购买澳现有的非住宅商业房地产，未列入文化遗产清单，价值在５０００万澳元或以上；

（４）外国投资者投资离岸公司资产，若该离岸公司控制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

司，而该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达到或超过该离岸公司总资产的５０％时，投资额

超过１０亿或以上；

（５）外国投资者投资离岸公司资产，若该离岸公司控制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而

该澳大利亚资产或澳大利亚公司未达该离岸公司总资产的５０％时，投资额超过２０亿或以上。

２．２００７年２月，澳大利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新的税收法规，取消了对国外投

资者出售多数澳大利亚资产征收资本收益税。这一法规得到了澳大利亚商业界的拥

护。税法修订法案（２００６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Ｎｏ．４）免除了外国投资者为某些澳大利亚资产所需

缴纳的资本收益税，但不包括房地产和采矿权等项目。有关法律的改变将给那些在澳

大利亚公司持有股份以及拥有某些信托机构股权的外国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益，因为

这些股权将不需交纳资本收益税。这将使澳大利亚资本收益税的有关法律更接近经济

发展和合作组织的标准，并消除税收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环节。

新的外国居民资本收益税征收办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变化，即澳大利亚可征收

资产收益税的外国居民所有资产种类由９种减至５种，大体将资本收益税限于澳大利亚

房地产和外国公民澳大利亚分支机构的商业资产。在某些情况下，对外国居民中介投

资机构所得的非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征收资产收益税，以完善税收体系。

３．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澳大利亚《２００６年广播服务（传媒所有权）法修订案》正式生

效。自此，外商投资澳大利亚广播和报纸的所有权限制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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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７年４月，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法修正案》正式生效，该修正案对《专利法》、《商标

法》、《外观设计法》以及《植物育种者权益法》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法》等一系列知识产

权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正。这一系列新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法律实施工作的改进，标志着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为鼓励创新，此次修正对原《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条款进行了完善。原《专利法》

规定，专利权人在其专利技术的实施不能满足公众需求且不能就此给出合理解释时，其

专利将被强制许可。《专利法修正案》保留了启动强制许可的标准，同时增加了获得强

制许可的竞争检验标准。根据该检验标准，若专利权人违反１９７４年《贸易惯例法》中与

专利相关的条款，强制许可将会启动。法院在裁定强制许可的专利许可费时，须考虑专

利权人违反《贸易惯例法》的动机。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澳大利亚政府拟出台关于重型车辆下部防护影响声明的法规

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审查通过澳大利亚设计规则（ＡＤＲｓ）对重型车辆的下部防护

（ＵＰ）的管理情况。提议采用关于车辆总重量（ＧＶＭ）在７．５吨以上的刚性铰链式重型

车辆前下部防护的国际标准ＵＮＥＣＥＲ９３，制定一项澳大利亚设计规则。在适当的情况

下，澳大利亚设计规则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标准相一致。

２．澳大利亚拟修改《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拟对《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进行

修改，以使各种农兽化学物最大残留限量与其他国家有关安全及有效使用农兽化学物

的相关法规相一致。

３．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将修改食品中甜蜜素的限量标准

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准备了一份草案，要求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有关食品添加

剂的第１．３．１号标准—涉及水质香饮料及餐桌增甜剂内可添加的甜蜜素的限量。该修

改将降低水质香饮料（例：软饮料，兴奋剂）内甜蜜素的最大许可标准，并允许在餐桌增

甜剂内使用甜蜜素。该修改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向政府通报。

４．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拟修改食品中甜菊醇糖苷的标准

澳新食品标准管理局收到一份申请，要求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第１．３．１号标准—

食品添加剂，批准使用甜菊醇糖苷作为一系列食品内高倍甜味剂及香味增强剂。

５．澳大利亚发布２００７年检疫修正条例

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发布了２００７年检疫修正条例（Ｎｏ．１）。这构成了澳大

利亚改革其进口风险分析制度法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进口风险分析制度

的关键步骤和整体时间框架。

６．澳政府加强进口生虾检疫标准

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的风险评估报告修订

版。该修订版评估报告仍然认为生虾及虾产品的进口会对人类健康有影响，建议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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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如：要求只能从无病毒国家或地区进口；必须去除头部和外

壳；强制进行ＷＳＳＶ、ＹＨＶＩ和ＩＨＨＮＶ等病毒的检测；生虾必须深加工。烹煮虾必须

按照虾的体积在７５摄氏度下烹煮２—３分钟不等。

７．澳大利亚禁止玩具铅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澳大利亚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规范法案》发布了２００７年不安全产

品通告第１３号，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禁止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的商品进入市场。

并规定，根据标准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３：２００３《玩具的安全性特定元素的转移》的检测程

序和检测结果分析，若玩具的可接触部分的铅元素转移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则在１８个

月内禁止此类玩具的销售。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澳大利亚虽然普遍关税水平较低，但纺织品、服装、鞋类、机动车等仍保持相对较高

的关税，从１０％—２５％不等。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４日，澳大利亚取消了对床上用品、卫生间及

厨房织物等纺织品成品的关税减免，恢复为普通关税。澳大利亚政府称此举为“２００５年

后纺织品服装鞋类扶助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恢复本地产业扶助计划的完整性并

保证纺织品国内产业得到公平待遇。关税升级现象在纺织品等关税类别中仍有存在。

澳大利亚对一些品种的奶酪和未加工过的烟草设置了关税配额。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海关对白兰地、朗姆酒和威士忌的进口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

必须经至少两年的木桶成熟方可进口。上述产品进口时，须出具原产国官方签发的成熟期

确认证书，该证书还需包括供货商、最终收货人、产品描述、数量等其他特征，不出具此项证

书将不能清关。此项规定涉及税号为２２０８．２０．１０、２２０８．３０．００和２２０８．４０．００的产品。据

悉，国际上对上述酒类有一定的木桶成熟期标准，但仅仅是用来划分酒的等级，并不要

求木桶成熟期必须超过两年的标准，该措施对上述酒类中低等级品种的进口造成了很

大阻碍，事实上起到了保护澳大利亚本土酒类行业的作用。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区

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难度。

澳大利亚的技术法规具有强制性，而标准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类。根据澳大利亚

规定，６３种机电产品在澳销售前必须进行安全认证。一种型号的电器产品从中国运到

澳大利亚境内开始接受检验，如果各项指标均获得一次通过，周期要２—３个月，如果某

些项目未获得通过，需要改进后再送检，周期会更长。总体上，较长的认证周期和较昂

贵的认证费用给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合理的额外负担。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维持了极其苛刻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体制，对众多农产品进口实

施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措施。出于对健康、安全、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保护目的，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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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生物安全机构、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澳大利亚海关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管理局通

常会联合实施严格的进口检验标准。

１．澳大利亚对熟鸡肉的进口检疫检验要求非常高，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为了防范

一些传染性病毒带来的风险，通常要求对鸡肉进行长时间的高温处理。而澳大利亚的

处理要求是在７４℃下加热１６５分钟或在８０℃下加热１２５分钟。这种标准虽具有一定

科学依据，但经过如此处理的熟鸡肉已经不能正常食用，只能用作宠物食物。澳大利亚

采取的这种检疫标准其实是对其国内产品的变相保护。

２．２００７年７月，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的风险评估报告修

订版。该修订版评估报告仍然认为生虾及虾产品的进口会对人类健康有影响，建议采

取更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如：要求只能从无病毒国家或地区进口；必须去除头部和外

壳；强制进行ＷＳＳＶ、ＹＨＶＩ和ＩＨＨＮＶ等病毒的检测；生虾必须深加工。烹煮虾必须

按照虾的体积在７５摄氏度下烹煮２—３分钟不等。目前世界流行的虾病毒并不仅限于

澳大利亚提出的三种，澳大利亚本国养殖的墨吉对虾，本身就是肝胰腺细小病毒ＨＰＶ

的感染宿主，但澳大利亚并不要求对ＨＰＶ进行检测。澳大利亚拟采取的虾检测措施，

实际上起到了限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虾进口的作用。澳大利亚对进口产品采取的检疫

措施严于国内相同产品的做法，是对进口产品的歧视，违背了 ＷＴＯ框架下的国民待遇

原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近年来对澳水产品出口数量不断增加，澳大

利亚新的检疫政策必将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带来新的阻力。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７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

２００７年发起１起反倾销案件（三聚磷酸钠）。目前，澳大利亚正在对中国的蘑菇罐头等８

种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日，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磷酸钠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进口自中国的三聚磷酸钠在澳大利亚存在倾销，２００７年５月，澳大利

亚海关发布公告决定终止对原产于中国的三聚磷酸钠的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７年９月，澳大利亚国内企业提交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的申请，但最终撤诉。

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浮法玻璃碳酸氢钠、焦亚硫酸钠、菠萝罐头、二氯苯氧基

乙酸发起了一系列行政复审，其中经过日落复审取消了焦亚硫酸钠和浮法玻璃的反倾

销措施。对浮法平板玻璃长达１５年之久的反倾销措施终于结束。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未对中国采取过反补贴、保障措施或对华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

救济手段，反倾销是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救济的唯一形式。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立案态势平

稳，且否定性裁决比例较高，化工、轻工产品是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要领域。

（六）补贴

１．澳大利亚政府为提高本国企业的出口能力，专门设立了一系列扶持项目。如出

口市场发展扶持计划，该计划目的是鼓励中小型企业开发出口市场，连续两年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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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场达１５０００澳元的企业可以申请该计划项下的补贴，申请成功即可获得不超过

５０％的开发市场费用返还。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的申请目前已经结束，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

申请将于２００８年７月展开。为帮助中小型新出口商提高出口能力，澳政府设立了新出

口商发展项目。获得该项目扶持的主要条件为申请前三年内出口不超过三次，或累计

出口额不超过２０万澳元。这种将补贴的授予与出口实绩相联系的做法与 ＷＴＯ《补贴

与反补贴协定》的规定不一致，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２．虽然澳大利亚在２００７年决定不再延长制造业发展国际市场的扶持基金，严格限

制未来的扶持项目，但是目前政府对汽车、纺织、服装、鞋产业的扶持项目还将维持到

２０１５年。在ＷＴＯ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审议过程中，有代表要求澳大利亚降低对这

些产业的保护程度，中国对此也表示关注。

（七）服务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允许本国银行的分行凭总行资本金开办贷款业务，但外资银行驻澳分行

只能凭分行资本金开办贷款业务。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澳大利亚要求超过一定金额的外商投资必须接受审查。外资审查主要是考量该投

资项目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该条标准没有明确的定义，故而审批的自由裁

量权很大。设立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以上的新公司需接受审查。开发不动产及离岸收购

等项目也有５００万—２亿不等的接受审查注册资金标准。

（二）投资经营壁垒

澳大利亚对外国资本投资传媒、银行、航空、机场、海运、住宅／市区用地和电信有一

定限制。

１．传媒。外商直接投资澳大利亚传媒业，无论规模均需审批。如以证券的形式投

资，持股达到５％以上需申报审批。

２．航空。外资投资一家澳大利亚国际航空公司（不包括Ｑａｎｔａｓ），外国自然人或外

资航空公司持有的股权单独或累计一般不得超过４９％。外商若投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Ｑａｎｔａｓ），外资股权累计不得超过４９％，其中外国自然人持有的股权不得超过２５％，外

国航空公司的累计股权不得超过３５％。

３．机场。外商投资机场，须一事一批。外资持股不能超过４９％，航线所有权比例

不能超过５％，悉尼机场（含西悉尼机场）与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机场之间（即悉尼—

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悉尼—珀斯）的交叉股权不能超过１５％。

４．海运。根据《１９８１年海运管理法》，凡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船只，必须由澳大利

亚居民或澳大利亚公司拥有多数股权，除非得到该船只澳籍经营者特许定制的。

５．电信。凡外商投资澳大利亚电信业，无论是建立新公司还是投资已有的澳大利亚

电信，必须经过审批。若投资澳大利亚电信（Ｔｅｌｓｔｒａ），该公司只有４９．９％的股份私有化，

外商对澳大利亚电信私有化股份的累计持股不能超过３５％，单个外资持股不能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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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９７．１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６．４％。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１１３．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４．１％；自巴西进口１８３．３亿美

元，同比增长４２．０％。中方逆差６９．６亿美元。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器零部

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及电感

器、有线电话、电报设备、纺织纱线及制品、仪器仪表等；自巴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大豆、

铁矿砂及其精矿、石油原油、烧碱木浆或硫酸盐木浆、皮革、木材、豆油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巴西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３．１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９１１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巴西完成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金额２００４．２万美元。２００７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２０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１６４

万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巴西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４３１个，实际投入２．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巴西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的第１３４３号法令。联邦税务

总局是巴西海关事务的主管部门，隶属于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海关政策、征收关税

以及实施海关监管制度等。

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４国建立的南锥体共同市场

（又称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关税同盟开始生效，实行共同对外关税，统一对外关税

税率。

２００７年６月，巴西表示，巴西将修订进口服装的计税方法，将从价计税改为从量计

税，今后进口服装的关税将参照联邦税务总局掌握的价格按重量或件数征收。该项措

施经巴西外贸委员会批准后，已提交南锥体理事会审议。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巴西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约为１１．５％。根据共同市场委员会第ＣＭＣ

３８／０５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南锥体共同体市场成员国每年可豁免１００个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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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位）项下的产品不受南锥体共同对外关税的约束，并每六个月调整一次税号，至多可

调整例外税号的２０％。

２００７年，根据巴西外贸委员会第４０号决议，巴西１００个８位例外税号所涉及的产

品主要包括：部分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奶油（税率２７％），乳清、乳酪及凝乳

（２７％），鲜葡萄酿的酒（装入２升或２升以下容器的，税率为２７％，部分税率为２０％），抗

血清，部分由混合或非混合产品构成的治病或防病用药品，部分矿物肥料或化学肥料，

部分发动机零件，部分医疗器械等。

２００７年，巴西计算机通信技术领域产品适用特别税率，７７个８位税号项下计算机技

术及通信产品的平均税率约为１．５％。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不超过７５０克，有中央

处理器，显示器面积不超过２８０ｃｍ２）、网络集线器、有线电话载波通信设备及有线数字

通信设备等９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税率为１２％，其余税号项下的产品大部分为零关

税。２００７年巴西外贸委员会相继公布法令，将部分信息通讯产品的进口从价税改为

２％，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所涉产品主要包括硬盘驱动器、ＡＢＳ系统控制器、路

由器、调制解调器、无线电终端设备、图像储存器、数码发送器等。

２００７年，根据巴西外贸委员会第２０号令，１１９８个８位税号项下的资本货物的平均

税率约为１０．６％。２００７年巴西外贸委员会相继公布法令，将部分资本货物进口从价税

改为２％，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所涉产品包括液压发动机、空气压缩机、净化机

器、注塑机、钻孔机器、剪切机床、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蒸汽锅炉、液体泵、印刷设备、

橡胶或塑料及其产品的加工机器以及属于整体系统的、用铜锌合金包裹的有关产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免征包括数字转换器、图像监视器、信号

设备及信号测试仪器等数字电视配件的进口税。该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巴西公布《部级法令合编》，将有关进出口管理的部颁法令进行

了汇总。之后，巴西又对其进行了数次修订。

巴西外贸委员会是巴西对外贸易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发展工业外贸部是对外贸

易管理政策的执行部门。“巴西外贸网”是巴西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的网络系统。巴西发

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央银行等外贸管理部门通过该网站对进口业

务实施从审批进口许可到缴纳关税的一体化分步管理。所有进出口操作都必须通过该

网站进行。“巴西外贸网”除了链接外贸管理部门外，还链接进口商、报关行、运输商、仓

储商及金融机构。

（１）进口许可证

大部分巴西进口商品都必须办理进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可证”

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种。自动进口许可证主要针对那些不必进行严格贸易管制的

商品，许可证的申请与递交报关单同时进行，审批过程比较简单且自动批准；非自动进

口许可证针对国家控制的商品和进口行为，受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产品主要包括需

要经过卫生检疫、特殊质量测试的产品，对民族工业有冲击的产品及高科技产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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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物资等国家重点控制的产品，具体涉及大蒜、蘑菇、绝大部分化工产品、绝大部分医

药原料和成品、动植物产品、轮胎、纺织品、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器皿、锁具、电扇、电子计

算器、磁铁、摩托车、自行车、玩具、铅笔等。申请非自动许可证的审批过程比较复杂，需

要出示各种文件和证明，并要经相关机构会签，通常在货物装船前或视情况在报关前

进行。

２００６年８月，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的网站上公布了受进口许可措施约束的两个产

品清单，一个是受自动许可程序约束的产品清单，涵盖两种产品，分别是磷酸、牛皮纸及

卡片；另一个是受非自动许可程序约束的产品清单，涵盖２７００多种产品，其中包括从中

国进口的多种产品。２００７年３月，巴西更新了上述两个清单。其中，受自动许可程序约

束的产品清单包括１０个南锥体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具体为２８０９２０１９、３３０５９０００、

３３０７１０００、３３０７２０１０、３３０７２０９０、３３０７４９００、３８０８５０１０、３８０８９１１０、４８１０３９９０、８４２１３９９０；受

非自动许可程序约束的产品清单仍然涵盖了２７００多种产品。

（２）配额

Ａ．纺织品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公布了第３号法令，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１月

１７日起实施。依据该法令，巴西从中国进口纺织服装产品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

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数量限制的规定。２００７年的

配额分配应遵循以下比例：聚酯高强力纱、合成纤维长丝两类产品配额的７０％根据２００４

年１月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巴西各公司进口比例进行分配；其他３０％的配额为技术性储备，

有关进口许可证需在巴西外贸网上注册；其他产品配额的８０％根据２００４年１月到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各公司进口比例进行分配，其他２０％的配额为技术性储备，有关进口许可证需

在巴西外贸网上注册。如任何一种产品的配额使用完，巴西外贸局将立即停止颁发进

口许可证。自中国之外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进口许可证需随附该国政府机构颁发的原

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国家资质机构颁发的、证明在本国生产的文件。

Ｂ．沙丁鱼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第１８号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起实施。

该法令将沙丁鱼（南锥体税号０３０３．７０．００）的进口从价税税率改为２％，并实行配额管

理，配额量为６万吨，分１２个月执行。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公布了第９号法令，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６月

１日起实施，内容主要为：税号为０３０３．７１．００的沙丁鱼，税率为２％，全球配额为６万吨，

有效期为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

Ｃ．旧轮胎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了第３８号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８日起，巴

西将对来自南锥体的旧轮胎（南锥体税号为４０１２．１１．００、４０１２．１２．００和４０１２．１９．００）进

口实行配额管理。该法令规定，轿车用旧轮胎或翻新轮胎（税号为４０１２．１１．００）的进口

配额为２５万个，其中１３万个从乌拉圭进口，１２万个从巴拉圭进口；公共汽车或卡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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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轮胎（税号４０１２．１２．００）的进口配额为２０００个／年，其中１０００个从乌拉圭进口，１０００

个从巴拉圭进口；禁止进口各类摩托车和三轮车的旧轮胎（税号为４０１２．１９．００）。

Ｄ．苯二甲酸二甲酯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公布了第２７号法令，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１０

月１０日起实施。该法令规定，税号为２９１７．３７．００的产品全球配额为３．６万吨，有效期

为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至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６日。

Ｅ．宽度为６００毫米及以上的铁或非合金钢平板轧材（厚度超过１０毫米的其他非

卷材）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公布了第５０号法令，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１５日起实施。法令规定，税号为７２０８．５１．００的碳钢板进口从价税改为２％，全球配额为

２．５万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有关进口产品在装货前

应使用非自动进口许可证。

Ｆ．棕榈仁油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公布了第２８号法令，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１０

月１７日起实施。该法令将其他棕榈仁油（税号１５１３．２９．１０）的税率定为２％，配额数量

为７万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至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出口许可

巴西对部分出口产品实行预先许可制度。２００７年，巴西规定１９９９个１０位税号项

下的产品需申请出口许可，主要包括部分活动物、活植物；部分用作香料、药料、杀虫、杀

菌或类似用途的植物或这些植物的某部分（包括子仁及果实）；部分矿物燃料、矿物油及

其蒸馏产品；部分化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如其他无机酸及非金属无机氧化物、非

金属卤化物、放射性化学元素及放射性同位素及其化合物等）；部分有机化学品（如烃的

硫化、硝化或亚硝化衍生物；天然或合成再制的生物碱及其盐、醚、酯和其他衍生物；部

分氨基化合物、含氧基氨基化合物）；部分药品；木及木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

器具机器零件；部分车辆机器零部件；部分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武器、弹药及其零

附件。

（２）出口促进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巴西颁布新规定，高科技和半导体行业的企业可以申请加入标

准监管工业仓库特别系统。此外，该规定还适用于从事产品维修和保养的企业。按规

定，加入该系统的企业不仅可以临时免征进口税、工业产品税、社会一体化计划税或社

会安全税，还可享受进口商品快速通关的待遇，无需在海关口岸办理清关手续。加入该

系统的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１）企业净资产达２５００万雷亚尔，从事维修的企业净资

产为５００万雷亚尔；（２）企业出口额至少相当于通过标准监管工业仓库特别系统进口商

品总值的５０％，信息行业的企业出口额不得低于１０００万雷亚尔，其他行业的企业出口

额不得低于２０００万雷亚尔。目前，巴西共有５０个标准监管工业仓库，供３２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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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２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颁布了第１２号法令，并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

日起实施。该法令规定，税收优惠申请需通过“出口促进汇款批准系统”进行。该系统

由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秘书处外贸发展计划司负责。企业、商协会、机构代表需获

得外贸发展计划司的批准，并提供章程或有效的社会合同或其他有效证件的原件。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颁布了第２９号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起实

施。该法令规定，巴西政府对民用飞机出口提供支持，如需使用融资、再融资、信用担

保、调整基准利率或其他几种方式，需要遵循新的《ＯＥＣＤ关于民用飞机出口信用担保

的行业备忘录》。

４．贸易救济制度

巴西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构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３０号法令，１９９４年

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３５５号法令，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第９０１９号法令（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修订）等。

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贸易保护局负责审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立案或复

审申请，就是否发起该调查或进行复审提出意见，交外贸秘书处做最后决定；贸易保护

局还负责确定倾销幅度或补贴数额以及是否存在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等。巴西外贸委

员会负责制订贸易救济调查的相关程序规定。

２００７年，巴西总统于２００５年签署的两个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特保法令依然有效。

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别保障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针对中国其他商品的特

保法令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根据上述两个法令，巴西企业或行业提出特保请

求后，巴西政府应在３０天内与中方磋商，以就避免或减轻损害达成协议。如磋商未果，

巴方将实施特保调查。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６２年颁布的《外国资本法》是巴西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７６２号

法令是《外国资本法》的实施细则。

１．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巴西禁止或限制外国资本进入的领域包括核能开发、医疗卫生、养老基金、海洋捕

捞、邮政、报纸、电视、无线电通信网络、国内特许航空服务以及航天工业等。

外资从事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必须经巴西联邦政府的授权或同意并符合国家

利益，同时是巴西人或根据巴西法律在巴西设立了总部和管理机构。政府垄断了碳氢

化合物的勘探、开采、提炼、进出口以及海洋和管道运输。但是，除与核能有关的项目

外，政府可以把这些项目外包给国有或私营公司。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巴西副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巴西开放再保险市场。这项新法令

规定巴西再保险市场的经营者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的“本地经营者”，也可以是总部设

在巴西之外的经营者，从而结束了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但为了

保证巴西本国企业的利益，该法令同时规定，在法令生效后３年内，巴西６０％的再保险

市场份额将由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和其他本地经营者占有，之后这个份额将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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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自签署次日起生效。

２．其他

根据巴西法律，企业雇佣外国人的比例不得超过本企业员工总数的３３％，只有当国

内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可供使用时，才允许雇佣更高比例的外国劳动者。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巴西出口和投资促进署宣布，该机构将于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在中

国设立一个贸易中心，以更好地为有意开拓中国市场的巴西客商服务。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２００６年，巴西实行国家外汇管理新办法，允许出口企业或自然人将出口所得的部分

外汇存入境外金融机构，留存比例将由国家货币委员会确定并进行调整，初始比例为

３０％左右。新办法还规定，留存境外的资金仅限用于履行本公司的义务，如支付公司债

务或进口原材料等，且公司需向联邦税务局说明资金的使用用途；免征境外资金的临时

金融流通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进入巴西的外国投资，如尚未在中央银行注册的，

允许补办注册手续，以获得今后向境外汇出利润和股息的资格；改变过去在出入境口岸

仅用美元购买免税商品的规定，允许选用雷亚尔支付，但购买额度仍限制为５００美元。

２．签证制度

巴西工作签证（又称临时五类签证）在下列情况下发放：与驻巴西的法人签有工作

合同的；根据外交部认可的国际合同，协议为巴西政府提供服务的；不以工作为目的，为

宗教机构或社会援助项目服务的；因与外方签订合同、合作协议，需派人到巴西提供技

术支持服务的；外国公司的职员派往巴西的分支机构实习或临时工作，其工资由境外的

外国公司支付的；因与巴西公司签有劳务、租赁合同，需到巴西的水域内进行作业的船

员；受雇于巴西公司的外国渔船的船员等。为宗教机构或社会援助项目服务的人员向

巴西驻外领事处申请工作签证，其他申请应直接向巴西劳工部申请。到巴西接受职业

培训者所持签证的停留期不得超过一年，且不可延期。其他签证的停留期不得超过两

年，其延期申请需至少在签证到期前３０天内到巴西联邦警察局办理。

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巴西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主要包括《工业产权法》（１９７１年）、《版权法》（１９７３

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法》（１９８７年）、《生物安全法》（１９９５年）等。

在专利方面，巴西允许授予化学产品、医药和食品的生产方法专利及转基因微生物

专利。发明专利保护期为申请之日起２０年，或不少于发放专利证之日起１０年，实用新

型专利则为申请之日起１５年，或不少于发放专利证之日起７年；取消授予专利之前的异

议程序；为尚未上市的某些可受专利法保护的产品提供特殊保护渠道。

在商标方面，巴西规定“视觉上可感知的、具有可区别性、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标识，

包括产品的形状和包装”均可获得注册，但是颜色或颜色的名称不能单独获得注册，除

非其使用或组合具有可区别性；禁止模仿、复制第三人商标中的可识别性因素，或与他

人的名称易混淆或存在关联性；商标可在权利人申请核定的种类上使用，也可在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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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在申请日之前善意使用６个月以上的未注册商标使用者优先取

得商标。

４．认证制度

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负责标准制定、法定计量、合格评定、认证认

可等工作。在巴西，认证一般情况下是自愿的，但与人类健康、安全及环境相关的产品

和服务必须通过强制认证。

５．税收制度

巴西的税收体系复杂，按行政区域划为联邦税、州税、市税三级，政府对税收实施分

级征收、分级管理。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巴西外贸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联邦政府鼓励港口投资计划延期３

年。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颁布的鼓励港口投资计划，巴西政府对港口机械设备免征工业产

品税、社会一体化税、社会保障税等。对于本国没有生产的港口机械设备，可免征进口

税。按照新规定，该鼓励措施有效期将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巴西决定停征支票税。该税是巴西政府自１９９７年开始征收的

税种，又称金融交易临时税。为弥补取消支票税带来的税收损失，巴西政府决定将金融

交易税税率提升０．３８个百分点，课征对象为信贷及外汇业务；有关自然人贷款的金融交

易税税率由１．５％提高至３％；将金融领域（银行、经纪行、代理人）的企业纯利润税的税

率由原来的９％增加为１５％。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巴西联邦税务局发出通知，将２００８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

１３１３．６９雷亚尔（１美元约合１．８２雷亚尔）提高到１３７２．８２雷亚尔，提高幅度为４．５％。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非电热燃气热水器

２００７年４月，巴西矿业能源部发布了《关于非电热燃气热水器能源效率要求及合格

评定程序的部颁法案草案》，对家庭用非电热燃气热水器制定了最低能效标准。

２．电表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１６８号部颁法案，

对在巴西销售的电表制定了包括检测方法在内的最低技术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覆盖

产品为电表，ＨＳ编码为９０２８３０。该法案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１日的巴西联邦公报上公布。

３．工业阀门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３３６号部颁法案，

规定了工业阀门的合格评定程序。覆盖的产品为工业阀，ＨＳ编码为８４８１。该法案在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的巴西联邦公报上公布。

４．吊扇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３１４号部颁法案，

该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规定了在巴西销售的吊扇的强制性标签的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覆盖的产品为吊扇，ＨＳ编码为８４１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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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尽管巴西降低了进口关税，但大部分大宗农产品及乳制品、食糖、酒醋饮料等农产

品加工品的进口关税仍比较高，其中部分产品的关税水平超过３５％。

在巴西政府的推动下，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南锥体共同市场将鞋类和成衣的共

同对外关税由２０％上调至３５％，纺织品由１８％上调至２６％。中国是巴西上述产品的重

要来源地，该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纺织品、鞋类产品进入巴西市场乃至南锥体共同市场，

对中国相关产品对南锥体成员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进口限制

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范围广，审批程序比较繁杂，涉及的部门众多，增加了

出口商的负担。尽管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网站公布了需要申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产

品类别，但尚缺乏有关非自动进口许可要求和拒绝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的具体信息，

且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发布并通报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此外，进口商常被以非正式和

非官方的方式告知，进口许可证的发放还需满足最低进口价格要求。该最低进口价格

系由巴西政府在经国内产业请求后，与国内产业协商确定，并由海关在边境实施。满足

最低进口价格是获得进口许可证的前提和计算进口商品海关价格的基础。最低进口价

格措施完全缺乏透明度，没有实行的法律基础。巴西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最低进口价

格具体数额的信息。

巴西上述做法主要涉及以下税号的产品：８５１８．２１（单喇叭音箱）、８５１８．２２（多喇叭

音箱）、８５１８．２９（其他）、９００３．１１（塑料制眼镜架）、９００３．１９（其他材料制眼镜架）、

９００４．１０（太阳镜）、９００４．９０（变色镜）、９６０３．２９（其他，画笔、毛笔及化妆用的类似笔）。

中方对巴西上述措施与ＷＴＯ相关规则的一致性表示关注，具体包括：

１．《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１．３条和第３．２条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巴西在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巴西对进口产

品实行非自动许可程序是为了达到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和环境等重要目标。然而，

从受影响的具体产品来看，对中国产品的控制与达到上述重要目标无密切联系。因此，

巴西的实际做法与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通报的范围和目的不符。巴西对中国产

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程序带有保护性，其目的是统计监测外贸政策关注的部分产品的

贸易流量并采取相关征税措施。巴西的做法是对非自动许可程序的不合理应用，阻碍

了中国产品顺利进入巴西市场。巴西可以以环境和健康为由限制某些商品的贸易，但

这些理由不应成为贸易歧视和贸易保护的借口。另外，巴西通过强制实施最低进口价

格的方式发放非自动许可证，并且巴西也没有公布最低进口价格的具体数值以及实施

最低进口限价的原因。

中方认为，巴西上述做法与《进口许可程序协定》前言中“非自动许可程序的行政负

担不应超过为管理该措施所绝对必要的限度”的原则及《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１．３条和

第３．２条项下“防止许可程序可能引起贸易扭曲”和“除实行限制所造成的贸易限制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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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扭曲作用之外，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品产生此类作用”的规定的一致性值得

商榷。

２．《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３．３条

巴西海关处理非自动许可申请的时间过长且缺乏透明度。在不批准许可证时不提

供任何原因和具体信息。巴西以达到海关最低标准价格作为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

前提，这一做法缺乏国内法律依据，且海关最低价格也没有公开，与《进口许可证协定》

第３．３条“各成员应公布充分的信息”要求不符。

３．《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５．１条和第８．２条（ｂ）项

巴西对中国产品实施的非自动许可程序超出了非自动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但未向

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通报，例如，巴西没有向 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通报其以最低进

口限价作为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前提。中方认为，巴方未充分履行其在《进口许可程序协

定》第５．１条和第８．２条（ｂ）项下的义务。

４．《海关估价协定》第１至７条

《海关估价协定》第１至第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提

及将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限价、

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巴西在海关估价时设定最低限价，并将最低

限价与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相挂钩，与《海关估价协定》的估价原则不符。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巴西政府自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针对进口玩具采取了一系列检验措施。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３２６号管理法规，要求

所有进口玩具须按《南锥体玩具安全技术法规》中的“制度７”进行检验，即要求每批进口

玩具样品均需进行测试，且只能由该协会认可的实验室进行。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３６９号管理法规，要求

对玩具进行毒性测试，包括粉、膏、胶或液体成分在内的玩具须符合经济和合作发展组

织有关化学测试第４２３／２００１号指南或有关标准的要求。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６日，巴西农业、家畜和食品供应部发布了第３３号标准指令，规定了

进口酒类强制性原产地证书的分析指标。中方认为此法规规定的葡萄酒三个分析参数

（硫酸盐总量、氯化物总量和甲醇）不在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所提供的标准参数中，建

议巴西采用现有的国际标准，以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五）贸易救济措施

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巴西共对

中国产品发起了３３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产品。

１．反倾销

２００７年，巴西对中国新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及合成纤维毯和ＰＶＣＳ树脂

两种产品；对中国１２种产品做出了反倾销裁决（包括复审裁决），对自行车整体曲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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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电熨斗、手动升降滑轮、铝制预涂感光平板、眼镜架、扬声器、发梳、挂锁（复审）、台式

电风扇（复审）、自行车新橡胶轮胎（复审）等１０种产品采取了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另

外，圣诞树反倾销案为无结论性结案，圣诞树用装饰球反倾销案结案但不征收反倾销

税；对ＳＤＳ钻头征收了临时反倾销税。目前，中国出口至巴西太阳镜反倾销案正在审理

过程中。具体情况如下：

（１）２００７年新发起反倾销案件的情况

① 合成纤维毯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合成纤维毯进行反倾

销调查，有关产品的南锥体税号为６３０１４０００。

②ＰＶＣＳ树脂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第５３号法令，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

ＰＶＣＳ树脂（南锥体税号３９０４１０１０）进行反倾销调查，巴方将采用印度作为替代国计算

正常价值。

（２）２００６年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在２００７年的进展

① 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

Ａ．自行车整体曲轴连杆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４７号法令，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

车整体曲轴连杆征收１．５６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起实施，有效期

５年。与巴西国产零件相比，进口自中国的自行车曲轴连杆征税后在巴西市场已经失去

了价格优势。

Ｂ．电熨斗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２４号决议，决定对中国出口巴西的电熨

斗（南锥体税号８５１６．４０．００）征收４．８２美元!

只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８日起实

施，有效期５年。

Ｃ．手动升降滑轮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３１号决议，决定对中国出口至巴西的手

动升降滑轮（南锥体税号８４２５．１９．１０）征收１１４．１４美元!

台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８

月２４日起实施，有效期５年。该案中，巴西选择日本作为替代国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

常价值。

Ｄ．铝制预涂感光平板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４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４３号决议，决定结束对美国和中国出口

至巴西的铝制预涂感光平板（南锥体税号３７０１．３０．２１和３７０１．３０．３１）反倾销调查，并对

中国产品征收１０．７６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对美国富士公司产品按每公斤５．５２美元、

对美国其余公司产品按每公斤９．２４美元加征反倾销税，有效期为５年。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１１日，巴西发布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制预涂感光版反倾销措施的勘误通知，指出南锥体

税号３７０１３０２１和３７０１３０３１下的有关数码产品不适用该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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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眼镜架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眼镜架（南锥体

税号９００３．１９．００、９００３．１９．９０、９００４．９０．１０和９００４．９０．９０）做出反倾销终裁，如中国涉

案产品的到岸价低于或等于１０美元／付，按２７０．５６美元／千克征收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８日起实施，为期５年。该案中，巴西使用意大利向南非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计算

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Ｆ．发梳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发梳征收

１５．６７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起正式实施。

Ｇ．扬声器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巴西外贸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扬声器征

收２．３５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有效期限为５年，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起正式生效。

② 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情况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３日，巴西外贸委员会颁布第３４号法令，决定对中国出口至巴西ＳＤＳ

钻头（南锥体税号８４２５１９１０）征收２８．２３美元／公斤的临时反倾销税，有关反倾销措施自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４日起实施，为期６个月。该案中，巴西选择德国作为替代国计算中国涉

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③ 终止反倾销调查或不征税的情况

Ａ．圣诞树产品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第５４号法令，决定终止对中国出口至

巴西圣诞树产品（南锥体税号９５０５．１０．００）的反倾销调查。该案中，巴西选择阿根廷出

口产品的价格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Ｂ．圣诞树用装饰球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第５５号法令，决定终止对中国出口至

巴西的圣诞树用装饰球（南锥体税号９５０５．１０．００）的反倾销调查，并不征收反倾销税。

④ 延长反倾销调查期的情况

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巴西《联邦公报》刊登了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第

４６号通告规定，对来自中国的太阳镜（南锥体税号９００４．１０．００）反倾销调查时间自２００７

年９月１５日起延长６个月。该案中，巴西选择法国对芬兰出口太阳镜的价格计算中国

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３）反倾销复审情况

Ａ．挂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发布公告，根据巴西外贸委员会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２３日颁布的第５１号法令，对原产于中国的挂锁（南锥体税号为８３０１１０００）反倾销

日落复审案做出裁决，税率为３．５６美元／件，有效期为５年。

Ｂ．自行车新橡胶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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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４８号法令，决定将对中国出口自行车

新橡胶充气轮胎（不包括含凯夫拉纤维或高碳钢的轮胎）（南锥体税号４０１１．５０．００）征收

的反倾销税由０．１５美元／千克改为１．４５美元／千克，有效期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

Ｃ．新鲜或冷冻大蒜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在其《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根据巴西外

贸委员会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３日颁布的第５２号法令，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南锥体税号为

０７０３２０１０和０７０３２０９０）反倾销日落复审案作出裁决，继续对原产于中国的大蒜实施反倾

销措施，税率从０．４８美元／千克提高到０．５２美元／千克，有效期为５年。

Ｄ．台式电风扇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发布第２３号决议，决定对中国出口的台式电风

扇（南锥体税号为８４１４．５１．１０）征收４５．２４％的从价税。该措施从２００７年８月７日起实

施，有效期５年。

（４）巴西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① 巴西仍然根据其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

第三国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早在２００４年，中巴两国就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西政府

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也没有

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中的错误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利益。

巴西在对中国进行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反倾销复审中，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中国出

口产品正常价值的具体案件如下：挂锁（选择墨西哥）、大蒜（选择阿根廷）、ＳＤＳ钻头（选

择德国）、自行车新轮胎（选择阿根廷）、手动升降滑轮（选择日本）、台式电风扇（选择哥

伦比亚）、圣诞树及圣诞树用装饰球（选择阿根廷）、太阳镜（巴西以法国向芬兰出口太阳

镜的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向巴西出口太阳镜的正常价值）、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巴西

以意大利向南非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

ＰＶＣＳ树脂（选择印度）。

２００７年，巴西继续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据此做出裁决并征收反

倾销税的产品有：自行车整体曲轴连杆、电熨斗、手动升降滑轮、铝制预涂感光平板、眼

镜架、扬声器、发梳、挂锁（复审）、台式电风扇（复审）、自行车新橡胶轮胎（复审）。

② 巴西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既选择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选择

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生产资料等成

本也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

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存在倾销是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这在太阳镜

和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两案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对原产于中国的太阳镜反倾销调查

中，巴西以法国向芬兰出口太阳镜的平均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出口太阳镜的正常价值，

为ＦＯＢ４５７．２４美元／千克，而其确定的中国产品出口价格为ＦＯＢ３．６０美元／千克，经数

据调整，二者之差达４５３．６４美元／千克。在对原产自中国的含或不含镜片的镜架的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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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调查中，巴西以意大利向南非的出口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为

５６０．９７美元／千克，而所选取的数据确定中国产品向巴西的出口价格仅为８．８３美元／千

克，经数据调整后，二者之差达５５２．１４美元／千克。

③ 巴西对正常价值的确定较草率。例如，在对台式电扇的复审中，巴西以２００５年１

至８月间哥伦比亚家用电器生产商ＧｒｕｐｏＳＥＢ公司在其国内市场的售货发票和产品价

目单为数据来源，计算出台式电扇在哥伦比亚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在进行数据调整

时，又加上中国产品出口到巴西所需的运费、保险费以及进口税等，最后得出中国台式

电扇的正常价值；在对中国ＳＤＳ钻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仅以一德国公司的产品

价目表为基础，就得出中国产ＳＤＳ钻头的正常价值为１０．５７美元／件，没有做任何实际

分析和比较，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

④ 在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后，巴西要求利害关系方通告公布之日

起２０日内向巴西调查机关指定其法律代表。调查机关向利害关系方发出调查问卷后，

要求其在４０日内用葡萄牙语提交答卷，非葡萄牙语材料应附有巴西法律承认的葡萄牙

语译文。在４０天的时间内，涉案企业不仅要准备材料，还要准备巴方认可的译文，耗时

巨大，增加了企业应诉成本。

２．保障措施

自１９９６年开始，巴西对玩具进口实施保障措施。实施７年半后，巴西政府于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决定将实施期延长一年，即延长至２００４年底。到期后，又决定再延长１年

半的时间。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对涉案进口玩具除征收２０％的

南锥体共同市场共同关税外，再征缴８％的附加税。巴方在执行了世贸规则允许的“发

展中国家最长可实施１０年保障措施实施期限”之后，仍对玩具产业采取保护措施。

２００６年，中巴两国政府就玩具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政府间磋商。中国轻工工艺品进

出口商会和中国玩具协会代表中国玩具产业与巴西玩具产业代表———巴西玩具生产商

协会进行了产业间磋商。磋商结束后，中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巴西联邦

共和国发展工业外贸部关于统计合作的议定书》，批准设立统计协调小组，定期举行小

组工作会议。中巴玩具产业代表签署了《中巴玩具行业商业标准协议》，根据统计协调

小组的工作结果，共同决定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国对巴西的玩具出口金额。

３．特别保障措施

巴西总统于２００５年签署了两个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特保法令。其中，针对中国纺

织品的特别限制措施有效期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针对中国一般商品的特保法令有效

期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根据巴西特保法令，企业或行业提出特保请求后，巴西政府应

受理并在３０天内与中方磋商，以达成减轻或避免行业损害的协议。如磋商未果，巴方将

实施调查。

２００６年２月９日，中巴两国政府就中国出口巴西纺织品增长幅度限制问题达成协

议。该协议涵盖８大类７６个品种，约占中国向巴西出口纺织品种类的６０％，协议有效

期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这８大类产品分别是：丝绸、化纤、合成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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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布、丝绒、汗衫、套头衫和羊毛衫、大衣和夹克衫、刺绣。

（六）政府采购

巴西第８６６６号法令对涉及信息和通讯产品之外的大多数政府采购活动进行了规

范，规定必须对所有投标者提供无歧视待遇。但是，该法令的执行法规却允许考虑非价

格因素，向某些国内产品提供优惠待遇，并且对可以享受政府资助的产品有当地含量的

要求。第１０７０号（１９９７年）法令规定了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该法令要求联

邦机构和半官方机构根据一项复杂而不透明的价格技术要求为国产计算机产品提供优

惠待遇。

此外，巴西政府、非盈利性医院等部门在采购过程往往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巴西

对外资参与政府采购的限制使得外资服务提供商无法进入其能源和建筑行业。

（七）补贴

巴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和财政鼓励措施，鼓励企业出口和使用国产原材料。

为支持巴西公司的扩张经营，实现现代化经营战略，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对企业

购买或租用新机械设备提供优惠融资服务，以鼓励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和机械。巴西对

农业实施补贴的主要方式是对家庭式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贷款和延长还贷期限等优惠政

策支持。

２００７年，巴西宣布将汽车、纺织服装、制鞋、家具和造船业等行业作为政府重点扶植

的行业，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将为其提供更为优惠的融资条件。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２日，巴西政府宣布一系列扶持企业生产和出口的措施，主要包括：

１．设立融资优惠项目。巴西政府利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和国库资金，共耗资

３０亿雷亚尔（约合１５．４６亿美元）设立了３个融资优惠项目，用以重点扶持制鞋、皮革艺

术品制造、纺织成衣、家具、电子电器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融资优惠项目分为长期投

资信贷、流动资金支持和出口信贷三种，利率从７％到８．５％不等。流动资金和出口信贷

利率为８．５％，期限可达３６个月（含１８个月的宽限期）；长期投资贷款年利率为７％，期

限可达８年（含２年宽限期）。按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计算的合同额计算，上述６个行业中

年营业额超过３亿雷亚尔的企业即有资格享受融资优惠政策。

此外，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还拟额外设立一项目，重点支持企业重组，为企业并购

提供资金支持。在上述几个项目的实际操作中，如企业按期还款，还可免交利息的２０％。

２．修改“出口企业购买资本货物特别机制”优惠政策。根据该特别机制的规定，出

口量超过总产量８０％的巴出口企业在购进资本货物时可免缴社会一体化税和社会保障

税。新措施将制鞋、皮革艺术品制造、纺织成衣、家具、电子电器和汽车制造业企业出口

量占比要求由８０％降至６０％。

（八）服务贸易壁垒

１．影视服务业

巴西政府规定，有线电视领域的外资比例不得高于４９％，并且外资所有者必须在巴

西设立总部且在巴西设有商业存在的时间超过１０年。外国有线和卫星节目提供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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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１１％的汇出所得税；但是，如果该提供商将其汇款的３％用于联合制作，则可免交该

项税赋。

第１０６１０号法令将外资在媒体领域的资产比例限制在３０％以内，包括印刷和非有

线电视领域。巴西要求非有线电视公司８０％的节目内容必须是国产节目。

２．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

巴西政府尚未批准ＷＴＯ《金融服务协定》。巴西是南美潜力最大的保险市场。但

是，外国投资者不能在巴西独资经营银行和保险业务，也不能在金融机构中占多数股，

以及拥有１／３以上的表决权股票，除非总统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给予特别批准。在

２００６年以前，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一直垄断再保险业务的经营，如果巴西航运公司希望

投保国外的船舶险，必须向巴西再保险机构提交能够证明国外保险机构保费比巴西保

险机构保费低廉的信息。

３．邮政和电信服务业

在电信服务领域，只有在巴西注册经营的公司才能提供移动电话服务或卫星传输

服务。巴西联邦政府垄断普通邮件服务。在巴西境内根据巴西法律经营的公司可以从

事快递服务。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在公路货物运输领域，外资不得拥有２０％以上的有表决权股份。外资企业必须以

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只能发行记名股票。在国际道路运输领域，只有《国际道路运

输协定》七个成员国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定》成员国的公民持有过半有表决权资本的

公司才能经营。

未在巴西设立公司、代表处或其他商业存在的外国投资者，不能直接投资巴国内公

共航空领域。外资在民航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２０％。只有巴西公民和在巴西设有办公

场所并营业的公司才能拥有悬挂巴西国旗的船舶。

（二）投资经营壁垒

１．整体投资环境评价

巴西工业发展研究所对４７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后认为，巴西的投资成本比

中国高３０％，比韩国高１１８％，仅低于泰国和爱尔兰，位居第三位。高税赋和高利率是巴

西投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巴西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投资缺乏可靠的法律保证。巴西的电信、能源和交通

市场尚无明确的投资法律法规。

２．税收

巴西是全球赋税最重的国家之一，据巴西税收规划研究所资料，２００７年巴西联邦、

州和市三级政府税收占ＧＤＰ的３６．０２％，比２００６年的３５．２１％提高了０．８１％，再创历

史新高。

巴西的税收体系复杂，巴西企业每年完成纳税程序耗费时间最多，平均耗费２６０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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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１０８．３天），是世界平均耗时５６天的２倍，是拉丁美洲平均水平的５倍多，是经合组

织国家平均耗费时间的１３倍。巴西企业净利润的６９．２％被用于纳税。进口商品完税

后的成本通常是ＣＩＦ价的１．８—２倍。９０天内的短期信贷进入巴西需缴纳５％的金融

交易税，９０天以上的信贷则不需缴纳。

税收负担沉重，税法繁多且内容繁杂，有时还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对外国投资经

营者构成较大的障碍。

（三）其他

不在巴西居住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巴西土地，在巴西居住的外国人购买农村土地数

量受限制，巴西边境地区的土地不允许向外国人出售。外国企业可购买用于具体的农

牧业、工业化、垦殖定居等项目的农村土地，但需经巴西农业部等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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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俄　罗　斯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８１．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４．３％。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２８４．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９．９％；自俄罗斯进口１９６．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１％。中方顺差８８．１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主要包括

纺织、服装、皮革、箱包、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

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水产品、植物产品等，俄罗斯向中国出

口的产品主要包括矿物燃料、木及木制品、肥料、有机化学品、钢铁、核反应堆、木浆、电

机和电器、矿砂、橡胶及其制品、镍及其制品、鱼类产品和光学仪器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６．５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额２８．４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俄罗斯完成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金额４．４亿美元。２００７年，俄罗斯对华投资项目１０５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２０７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０３年《海关法典》是俄罗斯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俄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政策的

调整，俄罗斯海关署负责具体实施。

俄罗斯目前设置从价税、从量税和复合税。俄海关征收复合税的商品约占俄罗斯

海关税目的１０％，主要包括肉类及其熟食香肠制品、部分鱼类及鱼子和鱼制品、乳制品

及黄油和脂制品、部分蔬菜水果、装饰用人造花卉植物、植物油、糖及糖果、各类面食制

品及糕点、各种腌制蔬菜、动物饲料、酒类、烟草、塑料制品、壁纸、皮革及皮革制品等。

根据２０００年《海关税则》，俄罗斯海关对来自享受最惠国待遇国家的进口产品按基

本税率计征关税；对来自与俄罗斯签有自由贸易协议的独联体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进口产品免征关税；对来自享受普惠制待遇国家的进口产品按基本税率的７５％计征关

税，中国属此列，但果汁、菜汁、矿泉水等食品饮料，部分服装与鞋类，天然宝石、人造宝

石及其制品、钟表及零部件等奢侈品，电话机、录音机、音箱、录像机、放像机、无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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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传送接收设备、广播电视传送接收设备、小汽车、客货两用车、赛车等产品不得享受

普惠制关税；对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按基本税率的两倍计征。

俄罗斯《海关法典》规定，除有特殊规定外，进口产品除交纳关税，还需交纳增值税

和消费税。根据《税法典》，俄罗斯对部分进口食品和儿童用品等征收１０％的增值税，其

他进口产品的增值税率为１８％；需交纳消费税的产品包括原料酒精及制品、食用酒精及

制品、烟草制品、轿车和发动机功率为１１２．５千瓦的摩托车、汽油、柴油燃料、发动机

油等。

根据《２００７年联邦预算法》，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俄罗斯海关在征税过程中停止

使用外币，要求进口商在缴纳关税、预付款和保证金时，必须使用卢布。

为完善进出口商品的申报手续，俄罗斯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颁布了《对２００４年第３９５

号命令的修改》，明确了电子报关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要求电子报关单应按照俄海关

要求的格式填写所有信息，并附上电子数字签名。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俄罗斯从价税税率主要分为０％、５％、１０％、１５％和２０％五档，大约１３％的商品被

征收从量税或复合税。目前，俄罗斯的加权平均关税大约为１２．９％，其中农产品的加权

平均关税约为２５％，非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１０．４％。近年来，俄罗斯征收复合税

的货物种类逐渐增多。另外，俄罗斯对大宗进口商品实行较高的关税税率，例如农产品

及食品、医疗用品、家电、汽车及其用品和酒类产品等。

为适应加入ＷＴＯ的相关要求，俄罗斯正加紧制定入世之后的关税削减计划。２００７

年２月，俄关税委员会制定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海关政策基本方针》。该方针根据入世谈

判承诺，明确了俄罗斯各主要进口商品的关税削减进程。根据该方针，俄政府计划到

２０１０年末，将平均进口关税从目前的１２．９％下调至１１．５％。其中，工业品关税下调幅

度最大，从１０％下调至７．６％；农产品关税下调幅度最小，从１８．６％下调至１８％。

为了平稳相关产品的国内价格以及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２００７年，俄罗斯根据国内

供需状况对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进行临时调整。其中芝麻、腰果、扁桃、榛子等农产品，

初级铝以及皮革等原料产品，信息处理器、手机零部件、数字电路板和蓄电池等移动电

话配件，轧管机、激光器（发光二极管除外）、部分纺织机械、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射仪、血

压计、医用臭氧、氧气和雾状药剂、人工呼吸仪器等高科技设备的进口关税暂时取消。

葵花籽油、奶及奶制品、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毛皮大衣等消费品，铝合金材料、摩托

车和自行车部分零配件（包括轮毂、辐条、行李架、车座、车把等十余种零配件）等中间投

入品以及打桩机和拔桩机、捣固机、车库用固定升降机等机械设备的关税分别下调到

５％至１０％。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４年《国家调节对外贸易活动法》是俄罗斯管理进口贸易的主要法律，该法规定

了俄罗斯进口贸易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并明确了禁止和限制进口的商品种类和名

称。根据规定，俄罗斯经济贸易发展部（简称“经贸部”）是俄管理进口贸易的主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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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根据俄罗斯《进出口产品许可证与配额法》，化学杀虫剂、工业废物、医药原料及制

品、麻醉剂、毒药、食品原料、食用酒精、军备武器、核技术、放射性原料等涉及国家安全

和国民健康的产品必须向俄经贸部申请进口许可证。２００７年，俄罗斯经贸部简化了药

品等部分进口商品的贸易许可证发放程序，并计划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将贸易许可证

改由专门机构发放，俄罗斯经贸部不再负责进口商品的贸易许可证发放工作。

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俄文说明的进口商品。对于酒类制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

设备等产品，俄罗斯境内禁止销售无防伪标志及条形码的产品。对于化学生物制剂、放

射性物质、生产废料以及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尤其是食品，需在进口前进行

国家注册；工业、农业和民用建筑等用途的进口产品需进行卫生防疫鉴定。

根据俄罗斯海关署２００５年１月发布的《需强制认证的进口产品清单》，动植物及其

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纺织原料及其制品、机器设备和音像器材等部分进口产

品必须实行强制性认证。

３．出口管理制度

俄罗斯目前管理出口贸易的基本法律为２００４年《国家调节对外贸易活动法》和

２００６年《工业品出口担保条例》。为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通过的俄联

邦政府第５７１号令，俄罗斯开始实施《工业品出口担保条例》，凡出口商品（货物、劳务及

服务）在俄罗斯本土生产、并被列入俄国家工业品担保清单，该商品的出口企业在从俄

罗斯贷款银行或者外国贷款银行（提供贷款期限８年以上的）获得信用贷款时，都能从俄

罗斯财政部取得一定金额的担保。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２００３年《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是俄罗斯实

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法律依据，俄罗斯经贸部是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机构。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俄罗斯根据２００３年《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

贴措施联邦法》制定了经贸部启动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行政法规，详细阐述了贸易救济

措施调查的实施程序，包括受理调查申请的期限、调查期限、调查官员的职责以及信息

披露等方面内容。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俄罗斯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２００３年《外国投资法》、１９９５年《产品分成协议

法》以及《土地法典》、《农用土地流通法》、《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公司法》、《广告法》、

《实施国家监督过程中法人和个体经营者权益保护法》、《货币调控与外汇管制法》、《法

人国家登记法》、《不动产权和交易国家登记法》及《联邦特区经济法》等相关法律。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外国投资咨询委员会是俄管理外资的主要部门。

根据２００３年《外国投资法》规定，除俄罗斯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外国投资者在俄联

邦境内购买有价证券、实施财产转移、享受司法保护以及利润汇出等方面享有国民待

遇，并对参与优先投资项目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俄双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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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中俄鼓励和互相保护投资协议》，两国政府保证将对相互投资的准入适用平等条

件，并确保来自对方企业的投资在本国不会被国有化或受到歧视，但为社会利益的情况

除外。同时，投资者在发生战争或骚乱等状况下所受投资损失可以得到相应补偿。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俄罗斯通过了《外资对战略经济领域的投资准入法》。该法规定了对

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机构的范围，同时明确了外资对这些领域的投资程序，为外国投

资者参与俄战略机构的投资创造法律条件和机制，一方面保证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预见的、透明的商业环境。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俄罗斯通过了《俄联邦经济特区法修订案》。该修订案规定，为进一

步吸引对港口建设的投资，俄罗斯将在港口型经济特区建立自由海关区，同时降低港口

型经济特区内的土地使用费和生产设施的租赁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俄罗斯已于２００６年７月取消了对外汇资本流动的部分限制，包括取消进出口强制

收付汇制度、放宽对俄银行外汇交易的管制等，实现了卢布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同

时取消了对居民开立境外账户的限制及汇款金额的限制。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俄罗

斯还取消了外国投资者将交易额的部分资金存入专门账户的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

上简化了投资者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手续，有利于促进外资企业扩大在俄投资规模。

２．林业资源管理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森林法》是俄管理国家林业资源的主要法律。

该法主要规定了林业资源使用者租赁森林的期限及联邦主体对林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权限等。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生效的俄罗斯第２１７号联邦法对《俄罗斯联邦森林法》做出了修

改，把俄罗斯森林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森林资源使用者分担森林护养责

任，规定了鼓励俄罗斯和外国企业在俄境内木材加工和深加工的优惠政策。２００７年１０

月，俄罗斯通过了《森林开发行业重点投资项目清单拟订和审批条例》，该条例确定了投

资支出的主要项目和国家能够施加影响的成本因素，提高了林业资源开发优惠政策的

可行性。

３．税收管理

俄罗斯一般对酒类、烟草、汽车、汽油、柴油、机油等产品征收消费税。其中，俄罗斯

按照发动机功率征收汽车消费税，发动机功率超过９０—１５０（包括１５０）马力的轻型汽车，

消费税为１马力１６卢布５０戈比；发动机功率超过１５０马力的轻型汽车，消费税为１马

力１６７卢布；发动机功率超过１５０马力的摩托车，消费税为１马力１６７卢布。

俄罗斯税务机关每年还对企业进行税务检查，但对同一纳税人的检查次数最多不

会超过两次，检查期限最长为两个月。

４．土地管理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８日，俄总统签署《〈俄联邦地下资源法〉修订案》。根据该修订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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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资源使用者同其下属公司之间可在垂直一体化公司框架下转让土地使用权。

５．药品管理

俄罗斯目前对药品实施注册和许可证管理。俄罗斯《关于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第４１５号

条例》和《关于制药活动许可证的第４１６条例》规定，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监督局负

责药品生产及制药活动许可证的发放。两类许可证有效期为５年并可根据申请延长。

６．人员流动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第６８１号政府决议，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起，俄政府实施新的《关于向

外国公民发放临时性劳动许可的管理办法》，该办法不仅规范了原有的需要办理签证方

可引进的劳务人员的劳动许可办理过程，同时规定独联体国家（除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

坦外）入俄务工人员无需办理签证即可申请办理劳动许可，从而将所有入俄的外籍劳工

均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中。

７．其他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了改革。俄罗斯检验检疫机构包括俄

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俄联邦卫生及社会发展部下属的消费者权

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俄联邦自然资源利用监督局、俄联邦工业与能源部下属的技

术控制和计量署。其中，俄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主要负责实施和监督动植物卫

生检疫措施，并签发兽医、检疫、植物卫生和其他许可（证书）及证明等；联邦消费者权益

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主要负责消费者权益和消费市场保护、化学品及生物制品注册

和许可证发放等；俄联邦自然资源利用监督局主要负责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许可证的发

放；俄联邦技术控制和计量署主要负责统一技术规范和标准，实施国家强制性检验以及

认证机构的委托认可等。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对药品采取新的认证制度，但俄罗斯并未公开其药物注册、进口相

关的药物检测程序、费用等具体技术细节。

根据《关于对俄联邦境内行驶的汽车有害（污染）物质排放的要求》，国产汽车及进

口汽车（包括进口二手车）实行欧２标准；自２００８年起对新车型实行欧４标准；对其他汽

车实行欧３标准；自２０１０年起对所有类型汽车统一实行欧４标准。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临时下调了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但仍有３０％以上的进口货物被征

收２５％以上的高关税。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包括动物制品、部分蔬菜和水果、茶叶、部

分水产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电器电子等产品。其中，部分动物制品的最高关税达

１２３％，部分蔬菜和水果的最高关税达６８％，茶叶的最高关税为６６％，部分水产品的最高

关税达１５５％，部分纺织服装产品的最高关税达１００％，机械设备和电器电子的最高关税

也分别达到了１７２％和４８％。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部分蔬菜水果、纺织面料、服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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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电子产品等优势产品均受俄罗斯关税高峰的影响。俄罗斯通过关税高峰保护其缺

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阻碍了贸易的正常发展，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２．关税升级

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俄罗斯在降低部分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的

同时，还提高相关制成品的关税水平。２００７年，俄罗斯为促进国内皮革制造业的发展，

逐步把部分皮革原料的进口关税下调到０—５％，而对皮革制成品仍然实施２０％—６４％

的高关税。皮革制品是中国对俄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上述关税升级给中国相关产品

的出口带来了不利影响。

３．关税配额

俄罗斯目前仍对猪肉、牛肉和禽肉等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２００７年，俄罗斯将禽

肉的进口配额由１１３．０８万吨提高到１１８万吨，配额内关税为１５％，配额外关税为６０％；

牛肉的进口配额提高到４４万吨，配额内关税为１５％，配额外关税为５５％；猪肉的进口配

额由４７．６１万吨提高到４８．４８万吨，配额内关税为１５％，配额外关税为６０％。根据俄经

贸部安排，俄罗斯对上述产品实施国别配额管理，欧盟、美国获得了其中８０％以上的配

额，中国获得的配额数量不到７％。俄罗斯上述关税配额措施构成了对中国相关出口产

品的贸易障碍。

４．临时性提高关税

为了鼓励购买国内产品，俄罗斯还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临时提高部分产品的进口

关税。自２００６年分别提高纺织纤维产品、淀粉及淀粉制品以及电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

以来，为进一步刺激国内生产，减少大米进口，俄罗斯在２００７年决定临时将两个季度期

间的大米进口关税从７０欧元／吨上调至１２０欧元／吨。此外，２００７年７月，俄罗斯把原

糖的进口关税由１４０美元／吨提高到２７０美元／吨。

俄方的上述做法提高了相关产品的进口成本，对进口起到了限制作用。此外，临时

性提高进口关税的做法不仅缺乏正常贸易所必需的稳定性，也明显缺乏透明度和可预

见性，对中方相关出口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进口限制

根据第３６３号《关于批准个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

批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俄

罗斯对包括放射性物质及其制品、爆炸物及烟火制品、神经致幻剂、麻醉剂、医药制品、

信息保护设备、烈性酒类等多种商品的进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尽管俄罗斯简化了烈性

酒等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程序，并取消了部分针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手续费，但目前俄罗

斯申领许可证的手续仍然非常繁琐，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通关环节壁垒

为符合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要求，俄罗斯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新的《海关法典》，该

法简化了进口产品的申报和纳税程序，并修改了其海关估价方法。但俄《海关法典》缺

乏司法审查的相关规定，无论进口商还是出口商都无法对俄罗斯海关做出的决定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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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从而导致俄罗斯海关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俄罗斯海关通常在既不公

开发布，也不向贸易伙伴通报的情况下，对进口货物进行内部评估，该内部评估往往直

接作为海关估价的参考价格或发票价格的替代价格，并针对部分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

做法。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０日，俄罗斯发布《关于加强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商品目录第４２和４３

章分类商品完税价格的监控的函》，对原产于中国的协调关税编码第４２和４３章分类的

进口商品实施完税价格监控措施，并明确规定了自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将征收每公斤５

美元到９０美元不等的数量税。２００７年，所有接受中国商品报关的俄罗斯海关站点都接

到通知，对中国商品报关估价从０．２～０．４美元／公斤提高到不低于３．５美元／公斤。

俄罗斯海关在实践中的上述做法不是按照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第１条至第６条

所规定的按照“成交价格”、“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最大总量

的进口货物或相同或类似进口货物的单位价格”或“计算价格”的顺序来确定进口产品

的完税价格，而是按照其内部评估价格作为进口产品的海关估价基础，该内部评估价格

属于“任意或虚构的价格”，明显违反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第７条第２款的相关规定。

同时，俄罗斯海关的上述行动仅针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

性，不符合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条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此外，俄罗斯海关在采取上述

行动时，既没有公布正式法律文件，也没有事先向中方通报，而是通过内部通知的形式

对中国产品的海关估价采取特殊方法，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０条关于

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的规定不符。

俄罗斯海关在通关时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俄罗斯海关各口岸和地区的监管缺

乏统一性，不同地区和不同口岸在进口通关、海关监管和海关估价方面差异明显；相关

的管理条例变动频繁，并且缺乏合理的过渡期，导致进口商品常常滞港，使相关企业承

担不合理的费用和成本；俄罗斯还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通关特别处理，包括减

少办理从中国进口商品入关手续的海关口岸，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实行集中管理，对从中

国进口的商品另加征３０％的关税等。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除关税外，俄罗斯还对进口产品征收１８％的增值税，酒精、酒精饮料、烟草及制品、

首饰、汽油、汽车等产品还须缴纳消费税。但是，俄罗斯对进口汽车和摩托车征收的国

内消费税率明显高于俄罗斯国内同类产品的税率。根据俄罗斯税法规定，国内小汽车

和摩托车统一征收５％的消费税，但是对进口汽车却根据排量的不同征收金额不等的数

量税，进口摩托车的消费税高达２０％。俄罗斯对进口产品及国产品实行不同的消费税

率，对进口产品构成了明显歧视。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产品及认证服务法》，俄罗斯对产品实施强制认证。目前俄罗斯要求强制认

证的产品包括食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家具、玩具以及陶瓷等，无论是国产还

是进口，都必须获得俄罗斯强制认证证书（ＧＯＳＴ）方准上市销售。但是，俄罗斯强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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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标准繁杂，其中７０％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部分安全系数标准甚至高于一般发

达国家。同时，俄罗斯不承认相关国际标准的认证，导致企业必须进行重复认证，增加

了企业的成本及负担。

俄罗斯的技术标准和认证管理非常复杂，俄罗斯技术调控和计量局及其授权机构

是管理技术标准及认证的主要部门，但是，农业部（农产品）、卫生部（医疗设备和药品）、

国家通讯委员会（电讯设备和电讯服务）、国家采矿监察委员会（采矿设备、石油和天然

气设备）等其他部门也参与相关技术标准和认证的管理。因此，部分产品需要同时满足

多个部门的标准要求。比如，电信设备的检验必须同时符合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和

电信部的标准，企业完成整个认证程序需费时１２—１８个月。药品、酒类产品的进口也必

须进行重复认证，对企业造成了不合理负担，阻碍了相关产品的正常进口。此外，不同

地区的标准要求也存在明显差异，同一产品在某一地区认可的认证证书在其他地区却

不被接受，程序非常繁琐。

俄罗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咨询点建设还严重滞后，很少能够及时获取其国内技术

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的有效信息。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根据中俄双方１９９６年达成的双边合作协议，除猪肉兽医卫生证书和牛肉兽医卫生

证书需要俄方检验检疫当局背书之外，俄罗斯承认中国签发的兽医卫生证书。但实践

中，俄罗斯不顾双边协议的规定，要求中国签发的其他畜肉、禽肉、肠衣等产品的检验兽

医证书也必须得到俄方背书后才被认可，所有的中国生产厂商在向俄罗斯出口畜肉时

必须逐个接受俄方兽医的实地检查，并对出口产品进行重复检验。中方认为，俄罗斯卫

生与植物卫生当局的上述做法，违背了中俄双方达成的合作协定，对中国动物性产品的

检验费用高昂、程序复杂，增加了中国畜肉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的费用支出和交易成

本，造成了不合理负担。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俄罗斯动植物检验检疫署以发现金属添加剂、汞类合成物、杀虫

剂及转基因成分等有害物质为由，决定全面暂停大米进口。尽管２００７年６月，俄罗斯恢

复自海参崴进口中国大米，但仍然要求对中国大米出口企业实施逐一检查，只有符合俄

质量和安全标准的企业才被列入许可名单。２００７年４月，俄罗斯农业监察局宣布，由于

检验发现在自中国进口的海产品中有葡萄球菌污染，从２００７年５月３日起禁止进口涉

案中国企业生产的２４吨海产品。２００７年７月，俄罗斯以发现沙门氏细菌和肠道杆菌超

标和汞含量超标为由，取消了３家中国出口企业的畜牧产品供应资格。俄罗斯在采取上

述措施时，并未公布其检验数据，在缺乏科学合理依据的情况下就禁止所谓“敏感产品”

的进口，致使中国农产品难以进入俄罗斯市场。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俄罗斯共对中国采取了１１起贸易救济措施，其中，反倾销措施１

起，保障措施１０起。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俄罗斯经贸部对玻璃纤维保障措施案做出终裁，对涉案产品征收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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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保障措施关税，其中对毛玻璃纤维征收的税率为１４．２％，对其他玻璃纤维征收的税

率为３３．４％ ，中方涉案金额为１７７０多万美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俄罗斯对不超过

４２６毫米的不锈钢管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共涉及２０个１０位税则号码的产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俄罗斯根据《关于对进口商品采取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法

律，对原产于中国的滚动轴承（滚轴轴承除外）反倾销调查案做出终裁，除其中一家中国生产

商的反倾销税税率为３１．３％之外，其余中国企业统一征收４１．５％的反倾销税。俄罗斯于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发起本案，共涉及７个８位税则号码的产品，涉案金额约为２１５３万美元。

（八）出口限制措施

俄罗斯一般鼓励产品出口，但是对有色金属、木材、石油、矿产品等部分战略性和资

源性产品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根据俄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３号《关于批准个

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批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证发

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１６类战略性资源产品实施出口许可

证管理。此外，俄罗斯还对涉及碳氢化合物类原料、未加工木材、宝石及贵重装饰物、一

系列金属及化工产品等数百种限制出口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自２００６年多次提高原油出口关税后，俄罗斯于２００７年又数次提高了原油及制品的

出口关税。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俄石油出口关税已高达每吨２７１．８美元，比２００６年底的石

油出口关税提高了５０％。

自２００６年５月提高原木、为加工锯材的出口关税之后，俄罗斯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再次将

原木出口关税由６．５％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４欧元的水平提高到２０％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１０

欧元的水平。预计到２００８年４月，俄政府还将进一步把原木出口关税提高到２５％但不低

于每立方米１５欧元的水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俄海关署颁布第１３２７号《关于特种商品定

点申报的命令》，规定今后只在指定的１２８个口岸办理原木出口申报业务。该命令于２００８

年３月１１日正式生效。

俄罗斯不断提高出口关税，给中国原木等原材料进口企业及地板、家具等传统产品的

出口企业造成了较大不利影响，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通信

《俄罗斯通讯法（２００６年修订版）》放松了政府对通讯运营商的管制，但关于通讯运

营商许可证的发放仍未做出明确规定，许可证的有效期仍为５—１０年，过短的有效期难

以保证投资上收回成本，对通讯服务企业构成了不利影响。

２００７年１月，俄罗斯开始接受国内外通讯运营商３Ｇ牌照的申请，申请费用约为

２６４万卢布（约合１０万美元），但要求申领的运营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对通讯网

络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定比例，并且在成功获得许可证两年之后提供３Ｇ服务。俄罗

斯上述要求对通信服务提供商构成了一定障碍，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２．建筑

俄罗斯规定，只有拥有俄罗斯国籍的自然人才能取得在俄罗斯境内从事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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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许可。外国人只能通过与俄罗斯公民或被许可的俄罗斯商业机构联合，才能提

供建筑设计服务。

俄罗斯规定，用工超过１００人的建筑工地，必须雇佣５０％以上的俄罗斯公民。

３．运输

俄罗斯至今未开放铁路客运和货运市场，不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提供装卸、集

装箱堆场、船舶代理、结关等服务，不允许外商从事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并且

对中国企业从事跨境公路运输服务也有诸多非国民待遇限制。

目前，俄罗斯法律对航空相关研究及制造领域的本国及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待遇，

包括免税期和投资担保。但是外国资本在航空企业中持有的股份必须低于２５％，且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俄罗斯公民。

４．零售

根据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俄联邦第６８３号《关于２００７年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零售贸

易经营主体内部使用外国劳务人员的可允许比例》的政府决议，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

外国劳务人员不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酒类（包括啤酒）和药品的零售活动，而在商

亭、自由市场或商店以外地点从事零售工作的外国劳务人员占该经营主体的比例不得

高于４０％，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外籍务工人员不得在商亭、自由市场以及商店以外的

任何地点从事零售贸易。

四、投资壁垒

根据２００３年《外国投资法》，在涉及维护宪法制度、道德及保护他人健康、维护他人

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家防卫和安全等情况下，俄罗斯相关部门可以不给予外资企业

国民待遇。这使俄罗斯政府在管理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企

业，损害了相关外资企业的投资利益。此外，在俄罗斯经营的外资企业每增设一家分支

机构，都必须在政府管理部门重新登记注册，增加了企业扩张的费用支出和时间成本。

俄罗斯２００１年《联邦土地法》规定，在购买土地及附属建筑方面，给与外国投资者国

民待遇，但仍然限制外国企业购买农用土地，并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企业购

买靠近俄罗斯联邦边疆地区的土地。

根据《税法典》规定，俄罗斯个人所得税税率为１３％，但是《税法典》第二部分却对非

俄联邦注册纳税人取得的收入规定了３０％的税率。对居民和非居民规定不同的个人所

得税税率，明显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通过的《外资对战略经济领域的投资准入法》，俄罗斯明确规定外

国投资不得进入武器生产、核材料生产、核设施建设、海洋渔港水利设施建设、卫生防疫

及战略矿藏的开发等３９类战略性产业。电力、白酒、航天航空等产业，允许外资部分进

入，但在外资持股比例、本国员工比例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

根据第６６５号政府决议，俄罗斯公布了《关于２００７年向外国公民发放劳动许可邀请

的定额指标》。根据此决议，２００７年外国劳务人员引进（指需要办理签证入境部分）限额

比２００６年减少了２万多人，降为３０８８４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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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０６．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０．８％。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７５．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７％；自菲律宾进口２３１．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８％。中方逆差１５６．２亿美元。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产品为

机电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成品油、谷物及谷物

料、纺织纱线及制品等，自菲律宾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半导体器

件、电器及电子产品、电感器及零件、香蕉、鲜干水果及坚果、成品油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菲律宾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６．７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金额５２４５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菲律宾完成非金融

直接投资３４９．３万美元。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对华投资项目８３个，实际使用金额２．０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００年修订的《１９７８年海关法》是菲律宾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菲律宾海关以

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管理事务的具体实施。根据菲律宾《海关法》第４０２节规定，菲律

宾总统可以根据菲国家经济发展署的建议，针对特定产品提高、削减或取消进口关税，

即“关税税率重估”。

菲律宾除对酒精饮料、烟花爆竹、烟草制品、手表、矿物燃料、动漫、糖精、扑克等小

部分进口产品征收从量税或混合税外，其余进口产品的关税都从价征收。为履行乌拉

圭回合的关税削减义务，菲律宾于１９９５年开始实施其关税改革计划，逐步降低进口产品

的关税水平。目前，菲律宾从价征收的最惠国税率范围为０—６５％，低于菲律宾承诺的

约束税率。

除对一般贸易伙伴实施最惠国税率之外，菲律宾还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伙

伴实施特殊优惠税率。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菲律宾对纳入《货物贸易协

议》范围的中国产品实施优惠税率，其余产品按最惠国税率征收关税。菲律宾承诺，对

从中国进口的正常产品，菲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前把进口关税逐步降为零；对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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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的敏感产品，菲律宾将在２０１２年前把关税降到２０％，到２０１８年降为０—５％；对从

中国进口的高敏感产品，菲律宾将在２０１５年把关税降到５０％。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７年菲律宾最新公布，其加权平均税率约为３．６７％，比２００６年的３．５６％略

有上升。其中，农产品及食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９．５６％，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产品为

１．９７％，都分别明显高于２００６年的９．２２％和１．７８％；化工产品为４．１６％，纺织品、纸张

及皮革为６．７９％，矿产品为２．７９％。

继２００５年第４８５号行政命令和２００６年第４８７号行政命令分别执行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协定“早期收获”计划和正常产品降税计划之后，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发布第６１３号

行政命令，在２００６年的降税基础上，进一步把税率为２０％的正常产品的关税降为１２％，

税率为５％—２０％的正常产品降为５％，税率为０％—５％的产品保持不变。

２．进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有关进口管理的规定分散在１９６３年《食品医药法》、１９９８年《渔业法》、２００３

年《烟草法》等专门针对产品的法律法规中。除菲贸工部之外，主管菲律宾进口贸易的

机构还包括食品药品局、农业部等行政管理部门。

菲律宾将进口商品分为三类：自由进口产品、限制进口产品和禁止进口产品。禁止

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枪支弹药，含金、银或其他贵重金属或其合金制成

的物品，二手汽车，玩具枪，破旧衣服，伪劣药品以及菲律宾有关法律禁止进口的其他物

品和配件。自由进口产品一般情况下不必经过菲律宾政府相关机构的事先批准即可进

口。限制进口产品必须经过菲律宾政府机构如农业部、食品药品局核实发放的进口许

可证才能进口。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汽车、拖拉机、摩

托车、耐用消费品、水泥及部分农产品。

菲律宾已经取消了大部分进口产品的配额限制，实施配额限制的商品主要采用关税配

额，一般配额内关税为３０％到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到６５％。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

菲律宾有义务在２００５年６月以前取消大米等农产品的关税配额，但为保护国内农民利益，菲

律宾向ＷＴＯ通报并与中国、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达成谅解，将大米的配额管理延长至２０１２

年。根据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中国和菲律宾政府就ＷＴＯ框架下菲律宾大米“特殊待遇”延

长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中方同意菲方将大米特殊待遇延长７年，菲方则同意增加大米的

进口配额，其中为中国设定２．５万吨／年的国别配额，并将大米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５０％

降低到４０％。除大米外，菲律宾实施配额管理的还包括鸡、鸭等约１５类进口产品。

除进口关税外，菲律宾还根据《税收法》对汽车、部分成品油、烟草、酒精及制品等少

数产品征收消费税。根据菲律宾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建立的增值税体制，进口产品还需

缴纳１２％的增值税，计征基础为海关估价值加上所征关税和消费税。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０年《出口发展法》是菲律宾管理出口贸易的主要法律，贸工部和农业部等部门

是管理出口贸易的主要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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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对出口贸易实施鼓励政策，在《出口发展法》、《综合投资法典》和其他法

规中都为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产品提供了优惠措施，包括进口原材料加工再出口时

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辅助以及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本设施；出口商可以保留

１００％的出口外汇所得，并可自由用于任何目的；给予出口融资，出口商可凭信用证、购

买合同或销售合同向当地银行申请低利率的外汇贷款，中央银行对此提供担保；对出口

加工区、保税仓库和各类工业园区内的出口企业，也可享受原材料、关税等方面的鼓励

措施。２００６年，菲律宾还取消了除特殊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与出口贸易相关的行政许

可收费，压缩了审批程序和时间。

此外，菲律宾也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并禁止部分产品的出口。限制出口的产

品必须事先获得菲律宾农业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等国家主管机构的许可才能出口，主

要包括水泥、石油及石油产品、军火及部分植物原材料；禁止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苎麻种

子及幼苗、部分野生动物及活鱼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菲律宾的贸易救济制度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其调查申请、程序和

实施措施分别由菲律宾１９９９年《反倾销法》、１９９９年《反补贴法》和２０００年《保障措施

法》规范，菲贸工部、农业部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实施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菲律宾《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规定，菲律宾贸工部和农业部

分别接受工业品和农产品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调查申请，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性

措施，并根据菲关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公布最终裁决；关税委员会执行具体调

查，并将调查结果及建议转送菲贸工部或农业部。在保障措施实施之后，关税委员会还

负责监控国内产业的调整，接受法律咨询以及保障措施的延长申请，并决定是否调整或

取消贸易保障措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发展

１９８７年《综合投资法典》和１９９６年《外国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管理的主要法律，

贸工部投资署是菲律宾的主要投资管理部门。根据规定，在菲律宾投资经商，必须在菲

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注册，如果投资项目或经营活动符合菲律宾相关优惠政策，还须到

菲律宾投资署等主管机构登记。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根据《综合投资法典》，《外国投资法典》，《出口发展法》，以及《ＢＯＴ法》、《矿产法》、

《钢铁法》以及《经济特区法》等行业性和区域性的投资法规的规定，菲鼓励外国企业投

资。外国投资者除了享有撤出投资、汇出收益、偿付外债、免予没收或被无偿征用的权

利之外，还可享受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特殊优惠政策。

根据菲律宾《经济特区法》规定，在国家经济区内投资的外国企业可以享受如下优

惠待遇：４年免缴企业所得税，最长可延至８年；所得税免缴期结束，可选择缴纳５％的毛

收入税，以代替国家（中央）和地方税；进口资本货物（设备）、散件、配件、原材料、种畜或

繁殖用基因物质，免征进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同类物品如在菲国内采购，可享受税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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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即先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待产品出口后再退还（包括进口关税部分的折算征收、返

还等）；免缴码头税费和出口税费；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永久居留身份；简化进口程

序以及聘用外籍雇员等。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月公布的《２００７年投资优先计划》，菲律宾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对

现有经济活动中的原建、扩建、转型项目不予政策优惠。投资署还取消了申请优惠政策

的简化注册程序，规定贸工部必须与财政部会商之后，才能给符合《综合投资法典》规定

的投资项目优惠政策。在２００６年投资优先计划中，菲政府规定，一些优先地区的、现行

法令规定的、出口型的、原建、扩建及转型的、重新启动的、穆斯林棉兰老岛经济特区的

经济活动都可得到政府的财政优惠政策，并且在申请优惠政策时，注册程序一天内完

成。根据修改后的政策规定，只有中小企业的、出口型的、与农业有关的项目可以得到

减免收入税的优惠，其他项目将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２．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根据１９８７年《综合投资法典》和１９９６年《外国投资法典》规定，菲律宾贸工部每两年公

布一次限制外资项目清单，详细列明菲律宾禁止外资进入和限制外资投资比例的行业。

根据２００７年公布的第７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禁止外资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大众

传媒，武器制造，零售以及医药、工程、报关、会计等专业服务行业。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通关

菲律宾２００１年《海关法》规定，菲律宾采用实际交易价格作为海关估价基础。菲律

宾海关总署承担事后审查、边境控制以及风险管理等职责。菲海关对进口货物实施风

险分类管理，高风险货物通过“红色通道”通关，放行之前需要严格的单据审核和实物查

验；中风险货物通过“黄色通道”通关，放行之前仅需单据审核；低风险货物通关“绿色通

道”，主要通过事后审查程序进行控制。２００２年，菲海关对部分风险极低的货物进口商

提供“超级绿色通道”。

２．税收

根据２００５年通过的第９３３７号法令，菲律宾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３２％提高到３５％，

实施期限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企业所得

税税率降为３０％。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菲律宾通过新的增值税法案。该法案规定，自２００６年２月１日起，

将增值税税率从１０％提高到１２％。同时，部分农产品销售可以免缴增值税。

２００３年８月，菲律宾通过立法改变了汽车消费税的计征基础，宣布不再按照汽车排

放量计征消费税，而是按照销售价格计征。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第７３９４号法令关于“有毒物质”的规定，菲律宾卫生部

２００７年制定了《关于在菲律宾从事玩具生产、进口和销售企业的许可证发放法规》，规定

任何在菲律宾从事玩具生产、进口或销售的企业都必须从菲律宾卫生部获得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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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通报了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

（ＤＰＮＳ）３９６１：２００７《家用电器—能效比（ＥＥＲ）和能效标签要求—第１部分：无管道空

调设备》。该标准规定了家用及类似用途的无管道空调设备的能效比（ＥＥＲ）和能效

标签要求。

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公布了《关于瓷砖的强制性菲律宾国

家标准》。该标准规定所有生产、进口和销售不符合ＰＮＳＩＳＯ１３００６：２００７的瓷砖的经

营者将受到处罚。在分销和销售产品之前，瓷砖的所有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分别获得

菲律宾标准许可证和进口商品清关单。

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通报了关于低压设备安全的规则和

法规，涉及用于额定交流输入电压在５０伏至１０００伏之间，直流电压在７５伏至１５００伏

之间的电气设备。

菲律宾农业部国家肉类检验局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起实施《国外肉类企业认可指

南》，规定有关国外肉类企业认可的特别入境前措施。菲律宾农业部农渔产品标准局于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６日通报了涉及遮目鱼、无骨煎鱼干、冷冻罗非鱼等水产品的质量规范和

相关标准。

菲律宾卫生部食品药物管理局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起实施关于番木瓜属、菠萝属及木菠萝

属的热带干果脯标准的最终草案以及上述产品加工和处理操作规范的最终草案，适用于自

然、人工和混合法风干的芒果、木瓜、菠萝和菠萝蜜产品等热带果脯。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关税税率低于５％的进口产品约占５６．３３％。但是，仍然有２２．８５％

的进口产品被菲律宾征收１５％以上的高关税。其中，税率高于２０％的产品占比９．８０％，

税率高于３０％的产品占比６．７４％，部分产品甚至被征收５０％和６５％的高关税。目前，

菲律宾的关税高峰产品主要包括活动物、猪肉、禽肉、蔬菜、大米、糖、咖啡、机动车辆等，

其平均税率高达４３．５％。

２．关税配额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实施关税配额限制的产品基本保持不变。受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

主要包括大米、牲畜及其肉制品、土豆、咖啡、糖等农产品。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协定，菲律宾对原产于中国的新鲜和冷冻猪肉、玉米等产品仍然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其

中，新鲜和冷冻猪肉的配额内外关税为３０％，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５％，配额外关税

为４０％。

（二）进口限制

菲律宾对汽车、拖拉机、柴油机、汽油机、摩托车、耐用消费品、新闻出版和印刷设

备、水泥、与健康和公共安全有关的产品、新鲜水果和蔬菜、活牲畜、肉及肉类制品等实

施进口限制，进口商必须获得相关部门的进口许可方能进口。根据菲律宾《渔业法》规

４５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定，必须获得菲农业部的进口许可证方能进口新鲜和冷冻鱼类及制品。但菲律宾农业

部认为，只有在必须进口以保证国内食品供应并且进口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或损害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进口许可证。

继２００６年，菲律宾农业部以维护国内农民的利益为由，命令植物工业局停止发放洋

葱进口许可证之后，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农业部再次取消２７万吨的玉米进口计划。菲方许

可证发放过程的随意性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障碍。

（三）通关环节壁垒

进口货物海关估价、事后审查、风险管理和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是菲律宾海关管理的

主要内容。但是，目前菲律宾仍然有私人机构参与菲律宾海关估价过程，尤其是对从

“绿色通道”通关的货物估价。此外，部分海关工作人员还对进口产品征收额外的费用，

这些现象可能对进口货物的通关造成实质性障碍。

尽管菲律宾根据进口货物风险的不同分别设立了通关程序，以提高进口货物的通

关效率，但是菲律宾仍然以打击走私等多种理由把８０％以上的进口货物列入所谓“红色

通道”。对于从“红色通道”通关的产品，不仅需要经过严格的单据审核，还要对货物进

行实体检验。繁琐的单据检查和货物检验延长了进口货物的通关时间，对货物进口带

来了不利影响。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菲律宾总统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签署了提高烟草产品消费税的法令，该法令将在２０１１

年之前持续提高烟草和酒类制品的消费税税率。但该法令却对进口和国产烈性酒采用

不同的消费税税率。２００７年，对于采用当地原料生产的酒类产品，菲律宾把消费税从每

公升８．９６比索提高到每公升１２．５８比索，但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酒类产品，却根据

酒精浓度的不同，征收税率不等的消费税。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烈性酒，消费税从

每公升８４比索到３３６比索不等提高至１３６．０８比索到５４４．３２比索不等；对于基本上采

用进口原料生产的酒精浓度等于或低于１４％的低度酒，消费税提高到每公升１７．４７比

索；酒精浓度高于１４％低于２５％的，消费税从每公升２６．８８比索提高到每公升３４．９４比

索；酒精浓度高于２５％的则按烈性酒征收消费税。菲律宾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对进口产品构成了歧视。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菲律宾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对９１类产品进行检验，包括家用电器、化妆品、医

疗设备、电线电缆等。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规定了强制性标签要求，如果进口产品被发现

标签不符合要求，则整批货物都将被查封和销毁。这一规定扩大了处罚范围，使合格产

品受到影响，在实践中容易对贸易商造成不合理损失。

菲律宾贸工部规定，自２００６年１月起，所有的１４英寸—２９英寸的彩色或黑白电视

都必须通过产品标准局的测试中心和菲律宾国内检验机构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的检测认

证，没有指定的认证标志，将不得入市。菲律宾指定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为唯一第三方检

验机构的做法，对产品进口造成了不便，增加了产品进口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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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６月，菲律宾不再采用ＩＳＯ通用标准，而是采用美国的ＡＳＴＭ标准对瓷砖

产品进行检验，瓷砖产品生产企业必须通过ＡＳＴＭ标准认证。ＡＳＴＭ的检验方法与

ＩＳＯ通用标准的检验方法不同，并将部分非强制性标准变为强制性标准。鉴于瓷砖产品

的国际通用标准已经存在，菲方应尽量使用国际标准进行检验，以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

的影响。此外，由于菲律宾政府缺乏ＡＳＴＭ标准认证的技术能力，只能委托国内一家大

型瓷砖生产企业进行认证。中方企业反映，由于认证过程往往会涉及生产企业的商业

机密，将认证交由菲律宾国内同类生产商负责，显然会对进口产品造成不利影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农业部仍对肉类和禽类进口实施动物进口检疫许可。菲律宾第２６

号行政命令指出，官方认可的进口商在进口肉类和禽类之前，必须取得动物进口检疫证

明。目前，菲律宾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的有效期为出具后６０天，包括从原产国装运时间，

不得延长。此外，菲律宾还规定，动物进口检疫证明只能使用一次，当实际进口量超过

了动物检疫证明所允许的进口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检疫证明，并且会对进口

商处以罚款。中方认为，菲方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的有效期过短，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

了不便。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以甲醛超标为由，连续对中国出口的糖果、牛奶、午餐肉等１２种商品

实施禁售，对中国相关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菲律宾食品药品机构在既未公布相关检

测报告又未得到生产企业确认的情况下，贸然发布负面消息，并对产品实施禁售，导致相关

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中方认为，食品安全是全球性问题，不应该特别针对中国，中方希望菲

律宾以负责任的态度实施食品卫生检验和管理，以免影响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菲律宾共对中国采取了８起贸易救济措施。目前仍在实施的主

要包括２００６年发起的印花玻璃、浮法玻璃和玻璃镜保障措施和三聚磷酸钠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２日，菲贸工部发布公告，宣布１９９９年发起、２００４年复审的三聚磷酸钠反

倾销措施已达到目标，终止对三聚磷酸钠征收反倾销关税。

２００２年发起２００４年延长的进口瓷砖保障措施案已于２００７年到期。但在２００７年８

月，菲律宾国内瓷砖制造协会再次提出申请，希望菲律宾能够继续对进口瓷砖征收４年

的保障措施关税。２００８年１月，菲贸工部决定将该措施延长四年。

２００６年７月，菲律宾对三聚磷酸钠发起保障措施调查，鉴于进口数量激增对国内产

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从发起调查之日起对进口三聚磷酸钠实施为期２００天的临时性保障

措施，对进口三聚磷酸钠征收每公斤１４．１５比索的关税。２００７年１月５日，菲贸工部发

布公告，宣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对进口三聚磷酸钠征收为期三年的保障措施关税。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菲贸工部发布公告，对进口印花玻璃、浮法玻璃和玻璃镜采取为期３

年的保障措施，这是菲律宾在２００４年的保障措施期满以后，对上述产品连续采取的第二

次保障措施。根据裁决，除列明的发展中国家之外，对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口印花

玻璃、浮法玻璃和玻璃镜等产品征收每吨２２７４．３０比索的保障措施关税。自２００４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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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实施以来，中国的玻璃及制品对菲律宾的出口急剧下降，２００４年的出口金额仅为

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２００５年的出口金额仅为２００３年的３５％。但是，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菲贸工

部称由于菲ＡＳＡＨＩ玻璃制造公司已经暂停生产印花玻璃，因此，贸工部下令暂停对进

口玻璃采取保障措施。

（八）政府采购

菲律宾２００３年《政府采购法》是菲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进行政府采购的法律依据，

该法不仅规定了政府采购的原则、程序及形式，还对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资格做出了界

定。在水、电、电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政府采购中，只有那些由菲律宾居民控股

６０％以上的企业才能获得投标资格。该法还规定，在该法生效的５年内，如果出价最低

的投标企业办公总部不在招标基础设施项目所在地，任何办公总部位于招标基础设施

项目所在的企业都可以按照该最低价格取代原投标企业，成为该项目的承担方。

菲律宾总统２００４年签署的第２７８号行政命令再次重申菲律宾政府在基础设施服务

的招标过程中，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利用国内资金、使用国内资源和雇佣国内专业人士的

企业，并对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菲律宾企业提供优惠措施。

尽管菲律宾没有签署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但在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政策对中国

企业参与菲律宾政府投标构成了实质性障碍。

（九）补贴

菲律宾通过国产汽车出口促进计划对菲律宾出口汽车的生产商提供免税，在２００４

年和２００５年，每出口一辆汽车可得４００美元的补贴，２００６年为３００美元，２００８年为１００

美元。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菲律宾把汽车零部件也列入汽车出口促进计划。菲律宾按照汽车

出口数量给予财政补贴，违反了ＷＴ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３条第１款关于禁止

性补贴的规定，菲律宾政府的国产汽车出口促进计划增强了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竞争力，

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菲律宾还对国内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为了遏制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菲律宾国家

食品署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将稻谷支持价格上调１０％，即每公斤１１比索，并向合作社农户

会员额外提供０．５０比索／公斤的支持。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银行

菲律宾只允许１０家外国银行在菲国内设置全资分行。除１９４８年以前就在菲律宾

经营的４家外国银行可以开设不超过１２家分行外，其余外国银行的分行不得超过６个。

菲律宾还规定，菲律宾银行资产总和的７０％及资本金总和的５０％应该由菲本地银行控

制，外资银行分行从其总行及同业拆入资金与存放、拆放总行及同行的资金净额不能超

过永久性资本金的４倍。

２．保险

菲律宾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菲国内成立全资保险机构，但对外国保险公司的最低

资本金要求却不断提高。菲律宾还禁止外资保险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的保险，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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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９４年将该规定扩展至公用和私营的建设—营运—转让工程（ＢＯＴ）。菲律宾现行

保险监管法律规定，凡是在菲律宾境内经营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都必须交付至少１０％

的保费给菲律宾国家再保险公司。

３．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

菲律宾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其国内证券市场，但是证券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能超

过６０％，外资共同基金的董事会必须由菲律宾公民组成。

４．基础电信

菲律宾不允许外资进入菲国内的卫星通讯服务，同时把基础电信企业中的外资股

份限制在４０％以内。此外，电信企业不得雇佣外国员工作为公司总经理，外国员工所占

比例不应超过外资股份比例。

５．广告

菲律宾法律规定，外资在广告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３０％。此外，广告代理机

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全部为菲律宾公民。

６．公用事业

菲律宾政府限制从事水、电、通讯、运输等公用事业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规定本国

公民必须控股６０％以上，并且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是菲律宾公民。

７．专业服务

菲律宾政府规定，不允许外资或外国公民在菲国内从事工程设计、律师、医药、会计

等专业服务。

８．航运

菲律宾禁止外国船只从事菲律宾国内运输业务。菲律宾《光船租赁法》还规定，菲

律宾船只只能雇佣菲籍员工和管理人员，临时工除外。

９．快递

菲律宾规定，外国快递公司只有通过与１００％菲律宾控股的企业签约或者成立一个

由菲律宾控股６０％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从事菲国内的快递服务。

１０．零售

菲律宾２０００年《零售法》允许外资在该法生效１０年后成立注册资本不低于２５０万

美元的零售企业，但是外资控股不得超过３０％，从事奢侈品销售的零售企业外资持股不

得超过１０％。一国只有允许菲律宾公民或法人在其国内经营零售业务时，其公民或法

人才能在菲经营零售业。

四、投资壁垒

菲律宾法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菲设立合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和代表机构。菲律

宾规定，在合资公司中的菲律宾股东不得少于５人，不超过１５人，多数股东应是菲律宾

常住居民，合资公司秘书必须是菲律宾公民，菲律宾证交委员会还要求，财务人员也必

须是菲律宾常住居民；分公司在菲律宾开业前，外国母公司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

册，《公司法》还要求分公司至少在证交委员会储蓄实际市值１０万比索的有价证券，在每

８５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一财政年度开始后的６个月内，分公司必须储蓄实际市值相当其总收入２％但不低于

５００万比索的有价证券；代表机构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册，并汇入３万美元。

菲律宾对外国投资者设立合资公司、分公司和代表处的上述规定，提高了外资企业

的进入门槛，对外国投资构成了实质性障碍。

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公布了最新的限制外资项目清单。根据该清单，对列入附件Ａ的

行业主要以宪法和特定法律的规定为由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其中，大众传媒、林业、工

程、医药卫生等行业，完全禁止外资进入；建筑、维修等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２５％；原子能开发、土地投资、教育等行业的外资不得超过４０％。对列入附件Ｂ的行业

主要以国家安全、健康以及保护中小企业等原因为由限制外资持股比例，主要包括武器

制造、维修、仓储及分销，危险化学品及药品、博彩等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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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国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韩双边贸易总

额为１５９９．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９．１％。其中，中国对韩出口５６１．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６．１％；自韩进口１０３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６％。中方逆差４７６．２亿美元。中国对

韩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钢铁及其制品；核反应堆、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服装及衣着附件；铝及其制品；有机

化学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家具；谷物等。中国自韩进口的主要产品为

液晶装置、光学仪器及器具；激光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电话电报设备；石油；环

烃；电视接收机；机器零件、附件；乙烯聚合物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韩国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９．３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３２．６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韩国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６４３．５万美元。２００７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３４５２个，实际使用金额

３６．８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４６５８２个，实际投入３８６．８

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关税法》是规定韩国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韩国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是财政经济

部，执行机构是关税厅及其下属机构。

韩国进口关税包括基本关税、临时关税和弹性关税等。临时关税和弹性关税由韩

国政府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和征收。弹性关税对调节进出口、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发挥

着重要作用，如反倾销税、调节关税、紧急关税（保障措施关税）、特别紧急关税（特别保

障措施关税）、物价平衡关税等。

２００７年，韩国在关税制度方面的主要调整包括：（１）鉴于缔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

定的数量增加，韩国简化申请适用ＦＴＡ税率的程序，同时加大了对伪造原产地证明

的处罚力度；（２）扩大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惠关税的范围，将零关税产品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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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７５％。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韩国获准对大米、玉米等６７种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韩

国财政经济部负责配额的设定，并根据情况予以修改。２００６年，韩国对６３类农产品实

行关税配额管理；２００７年，韩国取消了饲料和其他１５种农林产品的关税配额。目前实

行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绿豆、红豆、芝麻、淀粉等。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２９日，财政经济部修订了关税配额量和税率，配额内税率在０％～４０％之间，配

额外关税在９％～８００％之间，实施期为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６月。２００７年４月，韩国财政经

济部宣布增加２００７年度包括芝麻和大豆等在内的１５种农产品进口配额，以缓解供需

不平衡，支持当地食品加工业。该项修改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０日生效，并持续到２００７年

底。经修改，２００７年种猪配额增加到３０００头；乳清配额增加到６３７３３吨；绿豆和红豆

配额增加到１６７５０吨；玉米配额增加到１０２７７７２９吨；豆油和油饼外的大豆配额增加到

２４７７８７吨。除此之外，各类淀粉和饲料的配额也有所增加。

依据韩国《关税法》，韩国政府对其国内竞争力较弱、因进口增加可能导致国内市场

混乱或产业受损的农、林、水等产品，以及为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国内产业的均衡发

展等需临时保护的产品，在基本关税的基础上，加征不超过１００％的调节关税。适用调

节关税的产品和税率每年修订一次，自１月１日开始征收，至１２月３１日止。根据韩国

财政经济部的公告，２００７年度，共有１５种农产品和水产品适用调节关税，即鳗鱼（鲜

活）、海鲷（鲜活）、鲈鱼（鲜活）、?鱼（鲜活）、阿拉斯加鳕鱼（冷冻）、秋刀鱼之外的刀鱼

（冷冻）、?鱼（冷冻）、鱿鱼（冷冻）、盐水虾或丰年虾、香菇、粉丝、蒸饭或煮饭、辣椒酱等

混合调味品、发酵大豆和合板。与２００６年相比，２００７年取消了香蕉和冷冻鳐鱼的调节

关税，鳐鱼的基本关税税率从２７％削减到１０％。此外，冷冻?鱼的调节关税从６３％

降至５７％，鲜活海鲷的调节关税从４５％或３２９２韩元／公斤（取其高者）降至４０％或

２７８１韩元／公斤（取其高者），鲜活鲈鱼的调节关税从４０％降至３８％，秋刀鱼之外的刀

鱼的调节关税从３６％降至３４％，冰冻鱿鱼的调节关税从２４％降至２２％，发酵大豆的调

节关税从１８％或８０韩元／公斤（取其高者）降至１６％或６４韩元／公斤（取其高者），合板

的调节关税从１２％降至１１％。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６年，韩国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１２．１％；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税率高达

４７．８％，非农产品简单平均税率为６．６％。自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起，韩国开始执行《亚太

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韩国在化学产品、钢铁、金属等领域对中国等协定成员国实施

一般减让措施，特惠关税适用对象从原来的２８５个扩大到１３６７个，关税平均下调约

３５．７％。该措施使中国对韩出口的１３６７项１０位税目产品可享受优惠关税。

２００７年，为稳定物价，韩国政府下调了３９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实施期为２００７

年７月至１２月。其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的关税税率从５％下调至３％；原油保

持不变，维持在１％；镍铁和镍锭从３％降至１％；生丝从８％降至１％。

根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的告示，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６月，韩国共对３０个类别的产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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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基本税率低的配额内关税，主要包括基础原材料如原油、饲料用原料如玉米等８个类

别、中小企业用品如聚乙烯等５个类别、尖端产业支持用品如ＬＣＤ装备等２个类别、精

制糖等４个类别、物价稳定及平衡供需用产品如杏仁等１０个类别。

２．进口管理制度

产业资源部是韩国贸易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政策。

依据韩国《对外贸易法》，为履行根据宪法缔结的条约及公认的国际法，或者为了保

护生物资源等，产业资源部在必要时可限制部分商品的进出口。产业资源部每年不定

期发布《进出口公告》，临时性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进出口公告》中所特指的产品

在进口时，需向相关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提交进口许可申请，经批准后方能进口。产业

资源部每年还发布《年度贸易计划》，详细列明需要该部部长批准方可进口的某些特殊

产品。

２００７年，韩国在进口管理制度方面的主要调整如下：（１）对于１万美元以下的小额

进口产品采取免除价格申告措施。据了解，２００６年不满１万美元的进口申告件数占总

数的４８％；（２）对保税工厂的进口产品简化管理和纳税程序，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３）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引进“关税申告制度”（希望受到保护者事先向海关进行知识产

权的登录的制度）和“知识产权通关保留制度”（可明确判断某进口产品对知识产权构成

侵害时，即使知识产权所有者未申请，海关也可进行通关保留的制度）；对于假冒和非法

复制产品，即使进口商提供担保也不允许通关；（４）将进出口申告项目标准化，使之可与

其他国家海关相互交换。

３．出口管理制度

韩国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通过《进出口公告》、《进出口统合公告》和《进出口另类

公告》予以公布，主要包括为保护国内资源和产业不准出口的重要战略性商品、为履行

国际条约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双边协定限定的商品，以及危害人类生命及健康安

全、污染环境或有违国际公约的商品。此外，韩国《海关法》还明确禁止下列商品的进出

口：扰乱国家宪法秩序或危害公共安全或习俗的书籍、出版物、绘画、电影等具有类似性

质的商品；泄露政府或用于情报活动的保密信息；假冒、伪造或复制的硬币、纸币等任何

其他可流通票据，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除明确列举禁止出口的商品外，所有商品

均可出口。

依据韩国《海关法》，出口商或代理商出口商品时应填具和提交《出口申报》，申报内

容涉及商品名称、尺寸、数量、价值，以及《总统法令》要求的其他事项。

４．贸易救济制度

产业资源部下属的贸易委员会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主

管部门。根据《关税法》，贸易委员会对扰乱进出口秩序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

提出处罚建议，由财政经济部最终裁定。

韩国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关于不正当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

害救济的法案》及其执行令；《对外贸易法》及其执行令；《关税法》等。２００１年，韩国贸易

２６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委员会公告了《韩国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实施细则》；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韩国国会通过了《关

税法修正案》，增加了对中国等特定国家的商品征收特别紧急关税（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的制度；随后，韩国财政经济部公布了《关税法执行令修正案》，相应增加了有关内容。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对外商在韩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主要外商

投资立法包括《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执行令》、《外国人投资及技术

引进规定》、《外国人投资税收特别法》、《外国人投资税收减免规定》、《外国人投资土地

法》等。韩国对外商投资基本采取申报制，以把握资本流动动向。产业资源部每年汇总

外资管理措施和政策，并在《外商投资综合公告》上公布。

根据韩国投资促进机构公布的信息，外国人可投资于韩国１１２１个行业（根据标准产

业分类）中的１０５８个行业；公共行政、教育、军工等６３个行业不允许外资进入；２８个行

业规定了投资比率，以限制外商投资。另外，外商通过购买已发行股份的方式投资与国

防有关的行业，需要产业资源部（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的批准。禁止和限制外商投资的

行业根据《外国人投资及技术引进规定》或《外商投资综合公告》公布。

２００７年，为促进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

１．２００７年４月，在产业资源部的推动下，韩国对《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进行了调整：

一是将对国外非盈利研究法人的出资纳入外国人投资范畴，对其提供税收减免或现金

支持，以吸引非盈利性研究机构对韩国的投资；二是降低了对外国人投资研究开发领域

提供现金支持的标准。以往对研发机构的现金支持标准过于严格，投资金额须在５００万

美元以上，雇佣人员须在２０人以上。新规定删除了对金额的规定，同时将雇佣人员的标

准下调至１０人；三是要求政府每年必须制定和发布包括“促进外国人投资的基本方向”、

“对与国内产业结构相关的外国人投资环境的分析”以及“对吸引外资的执行机构的支

持方案”等在内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政策。

２．２００７年６月，产业资源部发布了《２００７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将ＦＴＡ视为

吸引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因素，并出台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些政策，包括建

立有效的投资促进机制、激活当前外商投资支持机制、建立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充分

利用外商特殊政策等；

３．２００７年７月，韩国增设３个外国直接投资优惠区，在丽水、五松部分地区和龟尾

投资的外国企业将被免除５—７年的租金和企业税。当地政府还将对这些企业提供附加

税优惠；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韩国涉及外汇交易的法规分为基本法规及相关法规，前者包括《外汇交易法》、《外

汇交易法施行令》和各种外汇管理章程，后者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韩国银行法》、《关税法》和《国税法》等。韩国财政经济部负责外汇政策的制订、修改及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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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计划分三个阶段于２０１１年实现外汇市场的完全自由化。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２

年到２００５年，放宽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外汇交易的程序要求；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６年到

２００８年，废除对资本交易的审批以及提交资本收支证明文件的要求；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１年，以外汇法案取代外汇交易法案，除发生紧急事件时采取的安全措

施外，外汇制度实现完全自由化。为顺利实施上述计划，２００６年５月韩国公布《外

汇自由化方案》，并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发布《建立市场友好型外汇交易自由化体制的

措施》。

２．签证管理

２００６年８月，韩国法务部开始实行修订后的《出入境管理法》实施规则。根据该规

则，获得企业投资资格的外国人居留签证期限放宽至５年，一次最长可申办５年居留签

证，并免收办理更改居留资格或更改居留期限手续费。２００７年２月，韩国国务会议修订

了《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令》。根据新修订的《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令》，韩国法务部将过去

发放的单次探亲访问签证Ｆ１４改为多次往返签证Ｈ２，滞留期限由９０天变更为５年，

访问和就业可同时进行。入境者在韩国就业时无需再办理滞留资格的转换手续。在签

证有效期内，访问就业者可以多次出入韩国，但每次在韩国的就业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该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３月４日开始实施。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ＮＶＲＱＳ有关按实验室检测残留结果拒绝进口牲畜产品采取措施的法规》

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起，韩国开始实施《ＮＶＲＱＳ有关按实验室检测残留结果拒绝进

口牲畜产品采取措施的法规》。依据该法规，韩国农林部国家兽医研究检验局对１５０种

化学物残留进行监管（必要时将更新化学物名单），并按照化学物风险评估结果分组，依

据危害程度的高低，采取增加检测次数、暂停发货等措施。如果在某产品中发现为保护

人类健康而需要采取附加措施的化学物残留，当局将暂停进口其生产设施内出产的其

他产品，并检测所有来自其原产地的产品，直到能保证产品安全为止。

２．关于进口禽类的检疫措施

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起，韩国农林部对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ＰＡＩ）实施一项检疫措施的

新政策，即：对来自受ＨＰＡＩ影响国家的活禽（包括家禽及其产品）实施的暂停进口检疫

的预防措施，不适用于仅在野生禽中出现ＨＰＡＩ的国家。本措施适用于正在和将被韩

国认可为可向其出口活禽（包括家禽及其产品）的国家。

３．与质量管理和工业产品安全控制的措施

２００７年，韩国产业资源部技术标准院陆续发布了《安全认证标准：４项产品和４个标

准》、《关于１２种产品和１２个标准的自律性安全确认的安全标准》、《关于６种产品和３个

标准的安全和质量标签标准》，对家用纺织品、皮革产品、卫生纸、家用工具、太阳镜、眼镜

架、地毯、家用化学产品、聚氯乙烯软管、道路车辆安全玻璃、塑料厨具、餐具、高可见度警示

服、游泳护目镜、玩具、婴儿车、婴儿床、床垫、文具、家用压力锅和压力电饭煲、车用安全头盔

等产品规定了具体的安全认证标准和标签标准。上述法令自２００７年７月起陆续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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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药重金属含量标准及测试方法修正案》（草案）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中药重金属含量标准及测试方法修

正案》（草案），规定了水锌矿、朱砂等２３种传统矿物中药中重金属含量的最高限量；朱砂

和人造硫化汞中水溶性汞和砷的最高限量；草药产品中铅和砷的最高限量，以及铅和砷

含量的测试方法等。

５．《中药二氧化硫残留标准及检测方法修正案》（草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中药二氧化硫残留标准及检测方法修正案

草案》，将姜黄、大黄等７２种草药中二氧化硫的最高限量从２００ｐｐｍ、５００ｐｐｍ、１０００ｐｐｍ和

１５００ｐｐｍ（毫克／公斤）统一改为３０ｐｐｍ，同时将毛诃子、毛山菊等６０种草药增补到需要测试

的药物列表中。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调节关税

韩国调节关税制度对中国对韩出口影响较大。根据２００６年度韩国贸易数据统计，

在适用调节关税的产品中，过半数产品的进口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其中，鲈鱼占比达

９４．２％，?鱼达１００％，盐水虾或丰年虾达９３％，税则号０７０９５９．２０００项下的香菇达

１００％，税则号０７１２３９．１０２０项下的香菇达９９．７％，粉丝达９９．８％，发酵大豆达９７．５％，

税则号１９０４９０．１０００项下的蒸饭或煮饭也达到了８８．８％。虽然２００７年韩国取消了香

蕉和冷冻鳐鱼的调节关税，但这两项产品中国对韩出口量不大。２００６年，进口自中国的

冰冻鳐鱼只占韩国全球进口总额的０．５％，并且２００６年未从中国进口香蕉。调节关税

的实施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国优势产品的贸易限制。

２．关税配额

中国大部分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均在韩关税配额管理范围之内。实行关税配额管

理的许多农产品的配额外关税高达３００％以上，最高甚至达到８００％。例如，绿豆的配额

内税率为３０％，配额外税率高达６０７．５％；红豆的配额内税率为３０％，配额外税率为

４２０．８％；大豆配额内税率为５％，配额外税率为４８７％或９５６韩元／公斤（取其高者）；芝

麻配额内税率为４０％，配额外税率为６３０％或６６６０韩元／公斤（取其高者）；菊粉配额内

税率为８％，配额外税率为８００．３％；税则号１１０８．１９．９０００项下的“其他淀粉”配额内税

率为８％，配额外税率为８００．３％。某些产品的配额内关税与配额外关税相距达一百倍，

事实上相当于禁止配额外的进口。

即便是配额内的进口，受韩国农水产物招标中不公平做法的影响，中国企业也常遭

受严重损失。韩国负责实施招标的单位是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中国产业多次对韩

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在农产品招标中的做法表示不满。

（１）招标方法不科学，招标代理制度不合理

韩招标公告和合同均以韩文书写，没有英文版，不符合国际惯例。招标内容经常变

动，且无正式文本说明，韩流通公社仅通过本国（韩）代理商参加的说明会传达，海外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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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无从知晓，缺乏透明度。此外，中国企业必须通过韩国代理公司参加投标，由此可

能面临韩国代理公司擅自提高代理费用，以及中国企业不能直接投标带来的其他问题。

（２）投标保证金高，退还履约保证金不及时，并常无理克扣

所有参与投标的企业都必须在投标时缴纳１０％的保证金，对企业造成了较大的资

金压力。在国际贸易中，履约金在卖方履约后，应及时退还对方，而根据韩国农水产物

流通公社外资采购投标备案书规定，保证金的退还期限长达４个月。韩方长期占用出口

企业的流动资金，对企业后续经营带来严重影响。在招标结束后，韩方又以种种理由扣

留企业缴纳的保证金，如当中方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时，韩方将从中标保证金中扣款。韩

方过分苛刻的招标条款规定和检验方法，致使中国企业多次被要求扣款。

（３）重复检验，检验标准过于苛刻，随意性大

根据农水产物流通公社的招标书，招标货物在发货前，流通公社都会派验货人员验

货，货物到达韩国港后还将再次验货，但适用的标准往往比在中国适用的标准更为严

格。即使产品在国内已通过流通公社的检验，到目的港后还会因为质量问题（在诸多情

形下，为韩通关时间过长所致）或短重（比如长时间存放后重量减少）被强行扣款。在信

用证为支付方式的交易条件下，该做法与出口国检验、进口国复检，以出口国检验作为

议付依据的国际惯例不符。

韩方适用的检验标准过于苛刻，不考虑产品的特性，缺乏合理依据，对中国出口企

业造成了极大损失，尤其是大蒜的尺寸规格和熏蒸方法、芝麻的新杂质标准等。而且，

流通公社检验不透明，到港检验没有监督，存在人为操作现象，随意性大。在发生分歧

时，中国企业的异议无法影响最终决定，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

（４）其他不符合国际惯例的问题

韩流通公社招标的价格形式是ＣＦＲ方式。依据《２０００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ＣＦＲ贸易术语下，买方必须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

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港口检验局的重量证书，装船前过了港磅，对于货过船舷后在买方

仓库出现的短重情况，韩流通公社却要求中国企业承担买方的短重索赔，并拒绝中国企

业更改贸易条款，由卖方投保的要求。

韩方的上述做法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参与韩国农产品招标的风险，给中方企业造成

了沉重的和不合理的负担。中方强烈要求韩方改进上述做法。

韩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对韩国关税配额制度，包括配额的管理措施及

其实施方法，及其对中韩贸易的负面影响，中方将保持密切关注。

３．关税高峰

韩国关税总体水平高于中国。２００６年，韩国平均税率约为１２．１％，而中国只有

９．９％。韩国在动物产品、奶制品、水果蔬菜植物、咖啡茶叶、谷物、含油种子、食糖及糖

果、饮料及烟草，及其他农产品上均存在关税高峰。其中，大豆税率为４８７％或９５６韩

元／公斤（高者为准）；芝麻税率为６３０％或６６６０韩元／公斤（高者为准）；蔬菜水果等最高

税率为８８７％；谷类最高税率为８００％；含油种子、脂肪和油类最高税率为７２１％；其他农

６６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产品最高税率为７５４％。

另据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对冷冻鸡肉的关税为２１．５％，进口熟制品的关税为

３０％，进口熟制品还须另外加付１０％的经济税。这意味着熟制品的税率比冷冻产品高

接近一倍。高关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禽肉对韩出口。

４．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为防止因农、林、畜产品进口增加及进口价格下跌对韩国国内生产者造成损害，韩

国对某些进口农产品维持了多年的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制度。２００６年，韩国政府曾对４４

种产品征收特别保障措施关税；２００７年，韩剔除了加工谷类及甘薯淀粉等１４类进口量

不大或国内无生产的产品，但仍对绿豆及人参等３０种产品（ＨＳ１０位码为准）保留特别

保障措施制度。２００７年，韩国政府征收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的３０种产品包括：进口量剧

增的荞麦、其他加工谷类（米及大麦之粉除外）、小麦粉碎物、其他谷类细片、其他谷类之

加工品、鲜参、人参（限白参）、尾参（限白参）、杂参（限白参）、人参（限红参）、尾参（限红

参）、杂参（限红参）、红参粉、红参胶囊、红参粉末、人参叶及茎、人参种籽、其他人参、红

参液、红参液粉、红参液汁、红参茶、其他红参制品类及萃取含油树脂（限红参）等２４种，

价格下跌的小麦淀粉１种，以及进口数量增加及价格下跌的其他绿豆、其他红豆、薏仁之

其他加工品、未去壳落花生及去壳落花生等５种。

韩国征收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的多种产品，如红豆、绿豆、大豆等，是中国对韩出口的

主要农产品。在这３０种产品中，各类人参及人参制品占了１９种。据中国企业反映，

２００７年中国对韩出口生晒参的特保税率为３００％，红参甚至达７００％。韩国对人参维持

的保护性进口关税，给中国相关产品对韩出口造成了很大障碍。２００７年，中国对韩人参

出口的数量和金额都存在较大幅度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６年１至１１月，中国对

韩人参药材出口共计２４９吨，２８１万美元；２００７年同期分别为１４７吨和１９３万美元，同比

数量下降了４１％，金额下降了３１．３％。韩国对人参及人参制品征收高特保关税，抵消了

中国人参的比较竞争优势，扭曲了贸易流向。中方对于韩农产品特保关税对中韩农产

品贸易的影响表示密切关注，希望韩国采取措施改善农产品市场准入状况。

５．其他

韩国海关对进口“混合产品”（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产品）适用税率时，经常按照产品

的“主要成分”，甚至“进口目的或动机”进行分类。这种做法往往致使产品适用不合理

的高额关税。此类产品主要有马铃薯片、大豆麸片等。

（二）进口限制

近年来，韩国以不同的理由，对中国具有优势的多种产品采取进口限制措施，甚至

直接禁止进口，所涉产品包括大蒜、人参、泡菜、添加红色素的调味酱、水产养殖产品、中

药材、新鲜水果等。

韩国对包括中国中成药在内的各类成药进口实施严格的许可证管理。目前，韩国

已成为中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韩国对药品、药材的数量限制措施对中国对韩出

口有较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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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企业反映，韩国农产品民间贸易保证金和基准价制度存在不合理性，致

使国内多年从事对韩红小豆民间贸易的企业出口严重受阻。中国企业反映，目前韩

国对进口红小豆维持４９６美元／吨的基准价，当进口报关价低于该基准价时，将征收

保证金（差额部分×４２０．８％×１．１），海关核准期限为３个月，如认定报关价不合理将

不返还保证金。中方认为，韩国设定的基准价格过高，不符合市场规律，且未公布确

定该价格的方法。该项贸易保证金和基准价制度阻碍了民间贸易的开展。中方认

为，韩国不仅对进口红小豆征收４２０．８％的配额外关税，还通过制定基准价和贸易保

证金制度限制中国对韩出口红小豆的价格，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对韩出口红小豆的数

量。此外，依据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应为成交价格，且完税价

格不得根据海关最低限价，或任意或虚构的价格确定。韩国对红小豆进口设定了最

低的基准价格，且未解释确定该价格的合理基础。对于该项制度及其不合理的实践

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和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之间的一致性

问题，中方予以高度关注。

此外，中国出口企业还反映韩国限制中国（云南）核桃仁进口，大部分产品是通过韩

国商人转越南出口至韩国，致使正常贸易受阻。

（三）通关环节壁垒

韩国进口通关程序阻碍了中国产品对韩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和水产品。韩国农林

部、海关等各政府部门采取的各类农产品抽验、通关前税额审查等措施延长了通关时

间，措施本身及其实施也缺乏透明度。中方对韩国在通关环节采取的下列措施及其对

贸易的负面影响表示特别关注：

１．钢铁产品事前进口申告制

根据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告，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韩国正式对进口的钢铁产品实施

事前进口申告制（即备制案）。根据该公告，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韩

国内钢铁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进口代理商在进口公告中所列的各种钢铁产品时，必

须于预计进口通关日期前３０天起，向产业资源部进行申告，申告内容包括产品名、进口

数量及金额、进口预订日、出口国及装船港以及其他必要事项。

２．养殖水产品通关时间延长

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起，韩国大幅延长进口养殖水产品的通关时间，所有养殖水产

品的检测周期由原来的４天改为８天。中方认为，通关时间的延长将导致出口商的通关

费用大幅上升，尤其是养殖活水生动物的暂养费用将成倍增加，并将严重影响出口商品

尤其是养殖冰鲜水产品的质量。近年来，中国是韩国水产品的最大来源国，此项措施对

中国养殖水产品的出口企业普遍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方对韩方此类措施的合理

性与科学性、对贸易的影响程度，以及与 ＷＴＯ《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的一致

性保持密切关注。

３．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

韩国海关自２０００年开始以防止“低价报关逃避关税”为由，对部分农产品实行“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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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税额审查制度”。２００３年，韩国关税厅将通关前税额审查对象商品由原来的７种增加

到１８种，包括芝麻、苏子、生姜、干红豆、干绿豆、调味花生、发豆芽用大豆、洋葱、大麦、甘

薯淀粉、冷冻辣椒、冷冻大蒜、醋腌大蒜、新鲜及冷藏大蒜、新鲜及冷藏蒜头、临时浸泡储

存大蒜、干蒜和胡萝卜。同时，抽样检查比率也由５％提高到２０％。韩国实施通关前税

额审查的商品主要自中国进口。根据２００６年韩国贸易数据统计，依折合美元的总额计

算，韩国干绿豆（非种用）９９．８％进口自中国，大豆类１７．７％进口自中国，芝麻为４８．４％，

洋葱为９１．５％，去皮大蒜为１００％，荞麦为９９．９％，生姜为９９．９％，胡萝卜为９８．３％，甜

椒之外的辣椒为１００％，带壳花生为９９．８％，脱壳花生为９９．９％。２００７年，韩国宣布干蒜

以及鹿茸、毛皮、宝石等产品不再实行通关前税额审查。韩国实施税额审查的方法多

变，海关在审查过程中有较大的随意性。２００６年，韩国曾突然改变计税方法，提高海关

基准价格，即不以发票金额作为征税依据，而在政府估价的基础上征收关税。计税方法

的忽然变化不仅使中方相关产品的对韩贸易缺乏稳定性，也导致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巨

大损失。

中方认为，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的实施表面上不区分原产地，但事实上这些产品主

要甚至全部产自中国，事实上造成了对中国产品的歧视；通关前税额审查制度的实施增

加了相关产品的通关时间，阻碍了中国农产品对韩出口。中方对该制度包括计税方法

的合理性、公正性、透明度，及其与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韩国政府对众多产品制定了复杂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主要涉及农产

品、畜产品、水产品、化妆品、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电子电器产品、化学品、玩具及杂项

制品等。

韩国要求药品、化学品、化妆品、电脑、医疗器械、通信设备以及其他产品在进口前

必须获得批准。韩国有关化妆品的法规要求繁琐，并缺乏透明度，限制了进口产品在韩

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韩国对进口产品复杂且不透明的标签要求，也加大了出口企

业的负担。例如，韩国不断修订白酒产品的标签要求，使国外企业对韩出口的成本不断

提高。依据韩国新服装标签规定，每件服装都要以特定的样式标签或垂签注明进口商

的名称。如果要提供这些信息，将大大加重出口企业的工作量和生产成本。

中方对韩国政府２００７年新颁布或实施的下列技术法规、标准表示关注，并希望韩方

做出修正：

１．韩国技术标准局从２００７年３月开始实施关于假睫毛、玩具枪、滑板车、汽车用儿

童保护装置等１８项产品的安全标准，更新了假睫毛、玩具枪、滑板车、汽车用儿童保护装

置等产品的安全标准。韩国要求将玩具枪分为儿童用和青少年／成人用。中方认为，儿

童用玩具枪中的部分零件如弹簧，普遍采用金属材料，由于其放置在枪体内部，儿童难

以触及，不会对儿童造成威胁。希望韩方修改此规定，允许在儿童用玩具枪中采用金属

部件。

２．韩国环境部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发布了《〈电气电子产品及汽车的资源循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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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细则制定草案》，制定了电气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方法和标准，提出了电气电子

产品的再利用义务履行计划书及再利用义务履行结果报告，规定了废弃汽车再利用行

业的设施标准及登记方法，以及对违反规定者的罚款程序。中方认为，首先，评估委员

会应给予进口商相应的席位，并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其次，韩方并未通报回收产品成本

的估价标准，回收成本的估计标准应尽量避免给国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此外，通

报规定机动车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免费回收的废旧资源必须交给有综合处理能力的公司

进行处理，中方认为此规定不必要，应给予生产商和进口商自由选择的权利。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中国受韩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水产品、畜产

品、食品及食品添加剂、医药品及医药原料等。

１．进口检疫制度

韩国运用各种检疫制度、卫生标准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控制。进口农畜水产品

需通过种类繁多的检疫和卫生检查，针对各类产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复杂，并不断修改。

韩国不承认出口国的试验和认证，取样和检测程序繁琐，一些标准比国际标准更严格。

韩国对食品实施非常详细的检验检疫，对以不同尺寸集装箱进口的相同食品要作进一

步的检验，对进口农产品要求在加工场所每年检测农兽残留，每个进口商的检验费约为

５００美元。然而，对于韩国国内的农产品，韩国政府只要求进行随机检测，并且由政府承

担检测费用。韩国政府这一做法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疫病区域化

在疫病区域化问题上，韩国一直将中国全境视为一个整体，一旦发现中国某一地区

存在韩国禁止入境的动植物疫病或虫害，则中国其他非疫区生产的同类产品也将被禁

止进口。如在对中国产家禽肉检疫评估时，韩国以从某一企业产品中检出韩国禁止的

病原体为由，将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同类产品均列入禁止进口范围。

中方认为，韩国上述做法违反了ＷＴＯ《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关于疫病区

域化的原则，希望韩方尽快调整其做法，以免对中韩畜产品的正常贸易造成不必要的负

面影响。

３．畜产品进口检疫认证制度

韩国对全部畜产品实施进口检疫认证制度，即出口国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的动物

疫病资料，由韩国有关机构进行评估认证。非国际兽医组织成员的生产国需接受韩国

实地检疫调查，达成双边检疫协定后，其产品方可对韩出口。韩国以中国不是国际兽医

组织成员且是口蹄疫疫区为由，禁止中国全境的偶蹄类动物产品对韩出口。而韩国农

林部制定的《粗饲料进口卫生条件》规定，不能向韩国出口偶蹄类动物及其制品的国家

（地区）被自动排除在对韩粗饲料出口不受限国家（地区）名单外。目前，中国粗饲料出

口企业须逐一接受韩方的认证方能对韩出口。

４．食品

２００７年，韩国以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害生物的危害为由，频繁修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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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接触材料、食品添加剂、牲畜产品加工标准及规范。绝大多数新

标准和规范没有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作为参照，且绝大多数修正案草案的通报未规定

拟批准和生效日期，使中国出口企业无所适从，在生产决策和出口战略上面临很大的不

确定性。中方理解韩方为保证食品安全、动物健康、植物保护、保护人类免受动／植物有

害生物危害而制定合理、科学的标准与规范，但中方对韩方频繁修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标准缺乏科学依据及新法规实施状态不明等问题表示关注，希望韩方确保相关措施

符合ＷＴＯ规则。

５．农产品

依据韩国法律规定，新鲜水果须经韩检验检疫部门进行病害虫风险评估后才能进

口，而这一评估过程往往耗时数年。中方检疫部门曾就樱桃、龙眼等新鲜水果和新鲜南

瓜等蔬菜对韩出口问题提出交涉，并向韩方提交了病虫害风险评估申请，但除樱桃外，

其他新鲜水果至今仍未得到韩方的进口许可。２００７年，中韩两国质检部门达成了中国

樱桃对韩出口的协议。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２家企业可以向韩国出口樱桃。中方希

望韩方加快对荔枝、龙眼等其他新鲜水果的评估进度，争取尽早实现中国新鲜水果对韩

正常出口。

６．水产品

２００７年７月，韩国以中国一水产养殖场使用未经许可的抗菌化学物质为由，禁止３４

家中国水产养殖场向韩国出口鱼类等水产品。中方希望韩方在相关调查和禁止进口因

素化解后，及时取消进口禁令，以减少对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７．中药材

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分别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和９月发布了《中药重金属含量标准及测

试方法修正案》（草案）和《中药二氧化硫残留标准及检测方法修正案》（草案）。韩国此

次修订涉及的中药材品种非常广泛，将姜黄、大黄等７２种中药材中二氧化硫残留限量规

定从２００ｐｐｍ、５００ｐｐｍ、１０００ｐｐｍ和１５００ｐｐｍ（毫克／公斤）全部修订为３０ｐｐｍ，最大

指标提高了５０倍，新增对６０种草药进行二氧化硫残留检测，并规定了水锌矿、朱砂等

２３种传统矿物中药中重金属（包括铅和砷）含量的最高限量。

韩国政府以保护民众健康为由，多次对来自中国的中药材提出质疑，焦点为二氧化

硫、重金属超标等安全标准问题。为此，自２００２年以来，韩国一再提高中药材中二氧化

硫的检测标准。事实上，中药材不同于直接入口的食物，在服用前经过煎煮等过程，二

氧化硫残留几乎已挥发殆尽。因此，其残留标准应低于食品。关于重金属限量问题，在

２００４年韩国修订中药中重金属、农药残留许可标准与检测方法时，中方曾提出，过于严

苛的标准将严重影响中韩中药贸易，损害韩医韩药产业和韩国人民的实际利益，但韩方

仍于２００５年底公布了上述标准，并决定于６个月后实行。目前，韩方公布的修订提案对

重金属限量进行了适度调整。

中方注意到，近年来韩国频繁修改和提高中药材出口的相关检测标准，每一次修订

都对中国中药对韩出口产生结构性和数量上的影响。中方希望韩方在科学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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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订相关检测标准，遵守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定》的相关规定，减少对中药对韩出口的负面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政府近年来倾向于鼓励发展和选择韩国自己制定的技术

标准；对于新兴技术，有时甚至要求采纳单一的韩国国内标准，不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最

合适的技术。上述情形的存在，对正常的国际贸易构成了不必要的限制。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韩国发起的保障措施共有４起，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有

２６起，未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或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１．反倾销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韩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２６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涉案产品主要为

化工产品。其中，２００７年新发起５起反倾销调查，并对之前的３起案件进行日落复审，

涉案产品分别为打印用纸、碱锰电池、浮法玻璃、过氧化苯甲酰、连二亚硫酸钠、包装或

工业用薄膜、牛皮纸、醋酸乙酯。碱锰电池反倾销调查案已撤销。２００７年，中国仍然被

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产品有硅铁锰合金、打印用纸、连二亚硫酸钠、氯化胆碱、二氧化

钛、瓷砖、聚酯拉伸变形丝、聚乙烯醇，仍然有效的价格承诺涉及硅铁锰合金和打印

用纸。

与２００６年度韩国仅对中国新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相比，２００７年韩国对中国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大幅上升。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保障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韩国共采取２起保障措施，涉及ＨＳ编码第Ⅰ、Ⅱ类下的奶制品和

大蒜。２００７年，韩国未新发起保障措施案件。

３．市场经济地位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韩国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２００６年１月，韩第２６次贸易委员

会决议通过了修订的《反倾销调查实务指南》。这意味着在今后涉华反倾销调查中，中

国企业将享受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相同的待遇。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４．特别保障措施及纺织品特限

韩国目前未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及纺织品特限调查。据悉，韩国政府本

欲在２００７年４月宣布放弃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采取保障措施，但遭到韩国纺织业的反对。

中国希望韩方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后，尽早放弃使用中国入世议定书１６条规定

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及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书２４２段规定的纺织品特限调查的权利，以

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七）政府采购

韩国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签署方，韩国４２个中央政府部门、１５个地方政府部门

和２０多个政府投资企业为该协定的适用范围。但在某些产品的政府采购国际招标中，外

国企业中标的比例非常低。例如，在韩国建筑工程招标中，外国企业中标金额不足韩国每

年政府招标的建筑工程项目规模的１％。在建筑工程的国际招标中，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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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府采购协定》，中国建筑企业尚无法参与韩国政府公开的建筑工程招标项目。

此外，虽然韩国已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但依据韩国某些国内法律进行的很多政府采

购项目不在韩国承担多边义务的范围之内，不实行国际招标的方法，如法律规定实行单一

来源采购的项目，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采购，农产品、水产品和畜牧采购，国防采购，以及已

承诺开放的服务以外的所有其他服务采购。在这些领域，政府采购被用作服务于地区和产

业发展经济政策的工具，如对本国中小企业的保护、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支持等。

（八）补贴

韩国对农业、林业、渔业、煤炭业、制造业等产业，以政府采购、拨款、低息贷款等方

式提供补贴。

１．农业补贴

韩国对农产品维持和提供了大量的补贴，接受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包括大米、大麦、

玉米、大豆、大蒜、水果、鲜花、泡菜、蔬菜、家畜、人参等。近年实施的部分补贴项目包括：

以保证大宗粮食供应和基本粮食库存充足，保证粮食安全为由，通过政府采购，对大米、

大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提供的补贴；为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质量并降低分销成本，通

过拨款对水果、鲜花、泡菜、蔬菜、畜产品的包装、运输等提供的补贴。根据ＯＥＣＤ的统

计，２００６年，韩国提供的农业补贴高达２５０亿美元，仅次于欧盟、日本和美国；但从补贴

额占农民收入的比例来看，韩国远高于欧盟、日本和美国：韩国的相应比例为６３％、日本

为５３％、欧盟为３２％、美国为１１％。据韩国农林部官方消息，为抵御韩美ＦＴＡ对韩国农

业可能造成的冲击，韩国政府将通过贷款等方式加大对农民和农产品的支持。

韩国是中国玉米、大米、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韩国政府维持的巨额农业

补贴扭曲了中韩农产品贸易的正常流向。中方对韩国农业补贴政策是否符合其在

ＷＴＯ有关协定下的义务，以及对中国农产品的影响表示关注。

２．林业和渔业补贴

韩国政府还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对林业、渔业提供补贴。如以低息贷款的方式，

对夹合板和木板生产者、经营木材厂的个人或企业、深海捕鱼公司和海外资源发展公司

及渔民提供的补贴；以拨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从事处理、储存和加工渔产品的公司

和个人，水产业渔民等提供的补贴等。

中国是韩国渔产品的最大出口国。２００６年，中国对韩国出口水产品及制品占中国

对韩国出口总额的３８．７％。中方对韩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保持关注。

３．其他补贴

韩国政府通过其工业政策以及银行体系，向目标产业提供了工业补贴，所涉补贴途径

包括银行贷款、银行担保、债务免除、债务和利息减免、税收减免、现金拨款等，所涉行业包

括电子产业、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等。除制造业补贴之外，韩国政府还通过税收减免和现金

拨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对建造和经营污染防护设备的公司，政府

投资的研究机构、大学，参与“环境科技发展计划”的私营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补贴；以贷款

的方式，对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以及信息通讯领域内从事大规模和高风险信息和通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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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研发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以贷款的方式对煤炭产业提供补贴等。

韩国提供大量补贴的行业，尤其是电子产业与造船业，与中国有直接竞争关系。中

方将继续关注韩国补贴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

（九）服务贸易壁垒

韩国继续通过股权限制或其他限制措施，禁止或阻碍外资流向某些服务部门。

１．法律服务

依据韩国法律，只有在韩国律师协会注册的、持有韩国执业证的律师才能在韩提供法

律服务，设立法律代表处及事务所；外国律师事务不能在韩设立代表处。韩国政府计划分

阶段开放法律服务市场。目前，韩国法务部已就２００６年制定的《外国法律咨询师法》（草

案）进行了立法预告，该草案允许外国律师等专门从事法律相关事务的外国人，以“外国法

律咨询师”的身份在韩工作；允许海外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立“海外法律咨询事务所”。但

是，《外国法律咨询师法》（草案）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仍有诸多限制，如在韩外国律师不

能和韩国律师事务所或者韩国律师合资、合伙从事法律业务和分享收益，并禁止在韩国代

理诉讼和以任何形式雇用韩国律师。外国法律咨询师要在律师资格证取得国工作３年以

上，同时必须得到韩国法务部的认可，并在韩国律师协会登记后，才能在韩国从事法律咨询

业务。此外，该法案仅适用于与韩国签署开放法律市场协议的国家。

韩国法律服务业相对较低的市场开放程度阻碍了中韩法律服务贸易的开展，中方

敦促韩方在多哈回合中进一步改进有关法律服务的立场。

２．娱乐、文化服务

为保护本国电影和本土演员的工作机会，韩国政府四十多年来一直实施“电影配额

制”，强制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上映本土电影须满１４６天；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

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韩国政府将电影配额要求降低至每年７３天。

近年来，由于“电影配额制”的实施，韩国电影的国内市场份额超过４０％，在某些地区甚至

达到６０％。韩国政府还限制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例如，关于广播电

视，每个月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２０％，外国电影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７５％，外国动

画片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５５％，流行音乐为４０％；关于卫星电视，每一频道外国节目的播出

时间不得超过５０％。此外，在广告、卫星转播等方面，也存在各种限制措施。

韩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电视、电影节目在韩国的市

场份额，中方敦促韩方进一步对外开放本领域的服务贸易。

３．金融服务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服务局负责监管韩国境内所有金融机构。但值得

注意的是，韩国邮政、韩国农业协会联盟和韩国水产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提供的保险服务

却不在金融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监管服务局的监管范围之内。中方提请韩国政府采取适

当措施，将上述三个实体提供的保险服务纳入监管范围。

韩国对外国银行分行的监管与对本国银行分行的监管政策不一致。韩国规定，外

国银行在韩国增设分支机构，必须完成在韩国初设分支机构时所需的全部程序，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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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该程序较韩国本国银行增设分支机构时所需手续更为繁杂。此外，韩国在

业务经营范围与资本金问题上将外资银行分行视同其子银行管理，及对外资银行分行

增设机构的资本金限制等规定，都不利于外资银行在韩开展业务。韩国对单一借款人

的借款额和对单一集团的授信、大额贷款和从系统内拆入的资金限额等规定，限制了中

资银行在韩国当地的筹资额度和资产规模。

此外，中资银行还反映，外资银行加入韩元清算系统的费用过高。

（十）知识产权

韩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符合《ＴＲＩＰＳ协定》的要求，但由于存在执法不严、刑事

责任力度不够等问题，韩国仍然存在大量的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版行为。

虽然韩国商标法规定商标审查员应驳回恶意的商标注册，但近年来，中国驰名商标

在韩被抢注的事例时有发生。如中国驰名商标“五粮液”、“酒鬼”等在韩被恶意抢注，中

国“沱茶”、“碧螺春”、“大红袍”、“龙井茶”、“铁观音”、“普洱茶”、“六安瓜片”、“珠茶”、

“信阳毛尖”等５０多种茶叶地域名称和驰名商标被韩国茶商抢注为商标，严重影响中国

茶叶对韩正常出口。韩国某些企业或个人不正当地利用中国传统知识，恶意申请并获

得知识产权保护，且未对创造者和拥有者支付任何补偿的事例也频繁发生。如中国传

统节日端午节被韩国一家公司在互联网上抢注为域名（“端午节．ｃｎ”）；“牛黄清心丸”本

是中国的传统中成药，某韩国企业将其改造成牛黄清心口服液及微胶囊后申请为专利，

反而对中国企业生产和出口上述产品造成影响。

中方对韩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韩国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一致性表示高度

关注。中方认为，韩国某些企业或个人的上述行为侵犯了中国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韩

国知识产权立法未能有效保护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目前，电视广播、无线电传播两个行业尚不对外资开放；除稻米、大麦之外的谷物

和／或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菜牛养殖、近海捕鱼、沿海捕鱼、报纸出版、期刊出版、原子

核燃料加工、发电、电力传输、电力分配与销售、肉类批发、沿海旅客运输、沿海货物运

输、空中运输、通讯服务、银行、卫星广播等２６个行业存在外资持股等方面的限制。这些

行业下的个别分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如稻米、大麦的种植；原子发电燃料供应；原子能发

电；特殊银行或农业、渔业、畜牧业合作银行等。

此外，韩国还限制下列领域的外商投资：邮政服务、个人或商业互助、证券和期货、

其他金融服务市场控制、票据结算或兑换；立法、司法和行政服务机构，外国在韩外交团

和其他国际或外国组织；经济研发，及人权或社会科学的研发；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

小学、中学、大专、大学、研究生院和专科学校）；艺术和文化、宗教、产业、专业、环境、政

治或劳动组织。

（二）投资经营壁垒

为解决在韩中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在中国国内和韩国双重缴纳养老保险（国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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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中韩双方签署了《互免养老保险缴费临时措施协议》，并已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

生效。根据该协议，在韩中资公司、办事处和其他机构的中方员工以及个体商人在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后可免交国民年金；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前中方员工所缴国民年金，韩方应

予以退还。目前，韩方退还了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５月２３日中资企业所缴纳的部分年金，但

尚未退还２００３年以前中资企业所缴的国民年金。中韩双方正在就韩退还该部分国民年

金问题进行积极磋商。

此外，在韩中资企业还存在双重缴纳失业保险的问题，中韩双方正在对此进行积极

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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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０３．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１％。其

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１９４．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５％；自加拿大进口１０９．８亿美元，同比

增长４３．３％。中方顺差８４．２亿美元。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服装及衣着附

件、便携电脑、家具、钢铁制品、鞋类、玩具、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及其零附件、彩电及液晶

显示器等；自加拿大进口的主要产品有镍及其制品、纸浆、乙二醇、氯化钾、铁矿砂、集成

电路、油菜籽、菜籽油和芥子油、石灰石料和水泥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加拿大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３．０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３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加拿大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２７．６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６９３个，实际使用金额４．０亿

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加拿大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１０４８１个，实际投入５８．０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加拿大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１９８５年海关法》和《１９９７年海关关税

法》。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是关税政策的主要执行部门。

目前加拿大实行的进口关税主要是最惠国关税和普遍优惠关税。其他还包括普通

关税、最不发达国家关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等特殊关税税种。此外，加

拿大对除缅甸外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实行免关税市场准入，享受免税待遇的产

品占关税税目的９９％。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７年ＷＴＯ对加拿大的贸易评审报告，２００６年加拿大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

为６．５％。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２２．４％，非农产品为３．８％。２００６年，免关税产

品占关税总税目的５２．７％。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加拿大对目前实行的海关关税税则进行了部分修改，对涉及第三十

八章杂项化学产品中部分产品的税则号进行了删除、添加和修改，形成新的《２００８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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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税税则》，并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２．进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１９８５年出口法》、《１９８５年出口发展

法》、《１９８５年进出口许可法》、《１９８５年特别进口措施法》、《１９８５年国际贸易法庭法》以

及《１９８５年进口许可证规定》等。

负责进出口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是加拿大外交国贸部。

（１）进口许可

加拿大对《进出口许可法》进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实行进口控制。实行进口控

制的产品包括军用品及武器、化学武器、纺织品及服装、钢铁产品、奶制品、火鸡、蛋类产

品等。进口控制清单中的产品在进口时需要获得进口许可。

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加拿大外交国贸部颁布了关于蛋类及蛋类产品的补充进口的通

告，规定对于进出口控制清单中的蛋类及蛋类产品，在出现国内市场供应不足的情况

时，可以由外交国贸部授权允许补充进口许可。

天然气的进口需要经过批准。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对进口天然气申请进行

评估。评估的标准是进口是否会对加拿大的天然气产业、消费者成本、分销等造成影

响。对于长期大量的天然气进口，则须通过许可证授权。

进口关税配额内的农产品需要许可证。各类新鲜水果、蔬菜的进口商都必须获得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颁发的许可证。免除许可证的情况由《许可与仲裁规章》具体规定。

（２）进口禁止

除进口控制产品外，加拿大还在《２００８年海关关税税则》第九十八章中列明了禁止

进口的产品种类，包括部分鸟类、枪支、妨碍治安的宣传资料等。

该税则明确规定，禁止进口各种型号的旧机动车辆或二手车，但是对来自美国的旧

机动车只要符合加拿大安全标准仍可进口。另外，对于从墨西哥进口的旧车辆也正在

逐渐放宽，并计划于２０１９年取消对墨西哥旧车的进口限制。

（３）进口程序

为了简化进口，加拿大海关采用了海关自动估价系统。通过对进口商身份的识别，

该系统可以对预先认可的进口商的所有进口产品进行流线式计算和支付程序，同时也

提供迅速清关服务。随着该系统程序的不断增加，进口程序将大大简化。

为了加快货物的通关速度，加拿大还采用了预抵港审核系统以及经常进口商放行

系统。预抵港审核系统允许进口商在货物到达加拿大前提前３０天至１小时提交所需进

口材料，在货物抵港时通常只需数分钟就可以清关。

３．出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依照《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出口

控制清单》包括所有的军火、核产品技术、导弹技术、化学及生化武器等。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

日，加拿大政府对《出口控制清单》进行了修改，对各种产品和技术的出口控制进行了添

加、删除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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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受出口控制的产品和技术主要包括：尺寸检验或测量系统设备；干扰设备；量

子密码术；水下电场传感器；无人航天运载器所使用的设备；无人航天运载器产品所使

用的设备；无人航天运载器所使用的软件；激光产品设备；液体推进罐；燃料物质；眼部

和传感器激光保护设备；类志贺氏核糖体失活蛋白；真菌（粗球霉菌）。取消出口控制的

有：聚醚醚酮和动态适应路径软件。此外，还对包括微电路、无线通信设备、半导体设备

等２４种出口控制产品进行了说明和变更。

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日，加拿大《２００２年公共安全法》第八部分正式实施，该部分对加拿

大《进出口许可法》中的部分章节进行了修订。该修订明确了出口控制清单中的技术产

品（包括技术数据、技术援助和发展或军用所需的必要信息）及其他战略敏感产品。

出口至除美国以外的其他目的地、价值在２０００加元以上（包括２０００加元）的货物都

必须做出出口声明。对于出口限制品，不论价值多少，出口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

区都必须向边境服务署提供出口声明和特别许可。永久出口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运输工具（即车辆、摩托、船只）必须提交出口声明以及车辆识别码信息，外壳识

别码或车辆系列号码。

目前，《地区控制清单》中所列明的国家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即加拿大所有商品出

口至上述两国前都须获得出口许可。同时，加拿大还通过政策禁令禁止向巴基斯坦出

口军用物资。

４．贸易救济制度

《特别进口措施法》是规范加拿大反倾销和反补贴行为的基本法律。加拿大边境服

务署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共同负责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工作。其中，边境服务署负

责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申请的接受并决定是否立案；负责调查倾销或补贴是否存在及

倾销幅度，并根据倾销幅度或补贴量来决定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的征收；负责反倾销和反

补贴再调查的启动。国际贸易法庭负责确定倾销或受到补贴的进口产品是否对国内产

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加国内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阻碍；负责进行公共

利益调查；负责日落复审调查的启动。

加拿大于１９８４年对保障措施立法，其内容包含在《国际贸易法庭法》之内。国际贸

易法庭依照加拿大国内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提出的申请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然后通过加拿大财政部向内阁会议报告调查结果，再由内阁会议最终决定是否采取保

障措施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８５年投资加拿大法案》是加拿大有关外国投资的指导性法案。其他与投资相关

的法律有《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则》和《１９８５年公司法》。

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对文化产业类和对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工业部负责

非文化产业外国投资的促进和审核工作；加拿大文化遗产部负责对文化产业投资的

审核。

一般情况下，加拿大对外国投资者给予完全国民待遇。外国投资者在加拿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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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除需经政府审查的项目外，只需履行事先通报备案义务。根据《１９８５年投资加

拿大法案》的规定，直接投资金额达到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加元以上时，

需经政府审核。

加拿大对ＷＴＯ成员给予较为宽松的审核标准，且该标准每年修订一次，使对外国

投资的审核标准趋于宽松。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对 ＷＴＯ成员的直接投资审核标准从２００６

年的２．６５亿加元进一步提高到２．８１亿加元，即ＷＴＯ成员方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金额

在２．８１亿加元以下的，可以不需审核，只需向加拿大政府备案即可。但是对于ＷＴＯ成

员在铀工业、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和传统文化产业部门的投资，仍适用非ＷＴＯ成员方投

资的审核标准。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５日，加拿大政府公报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投资加拿大指南—净利

益评估》，进一步明确了《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则》。根据该指南，非加拿大籍的投资者，

包括直接或间接由国家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都需要明确其所有人。加拿大政府需

要评估并判断该国有企业的投资要求是否有利于加拿大的净利益。该指南已于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７日生效。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过敏食物预警标签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了关于《预包装食品中过敏成分预警标

签的规定》，适用于加拿大所有的食品生产商和进口商。该规定中所涉及的预警标签属

于自愿声明，非强制执行。

早在１９９４年，加拿大曾经颁布关于使用预警声明的规定。此次加拿大删除了其中

关于“可能含有微量某成分”的说法，限制了几种预警声明可用的表述方式，如“可能含

有某成分”或“不适合对某成分过敏的人食用”，且必须使用致敏成分的常用名称。

根据该规定，如果原材料上标有预警声明，除非能证明该过敏物质不会带来健康隐

患，否则建议生产商对终级产品标签上也做相同的预警声明。虽然预警标签是自愿执

行，但是如果标签没有明确标明过敏物，并且被证明有潜在的健康隐患时，则会被采取

强制执行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产品查封、扣押和召回，也可能包括起诉。通常情况

下容易引起过敏的食品及其制品有：花生、坚果（包括杏仁、巴西果、腰果、榛子、核桃、松

子等）、黄豆、牛奶、鸡蛋、大麦、海鲜、芝麻等。

２．加拿大小麦局结束对大麦的垄断

２００７年３月，加拿大西部农民通过投票表决，大多数的投票者赞成加拿大小麦局退

出对大麦销售的垄断，让农民拥有销售自己产品的自由。

加拿大联邦农业部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正式结束加拿大小麦局对大麦的垄断。在新

的一季大麦成熟后，农民既可以销售给小麦局，也可以销售给其他收购者。

３．放宽外国临时劳工的输入限制

２００７年５月，加拿大联邦政府人力资源发展部开始实施“低水平培训的外国临时劳

工（加职业分类表技术层次Ｃ、Ｄ类，一般受高中或中专教育）工作期限延长的实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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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将这两类外国临时劳工的工作许可期限从以前最长１２个月延长到２４个月，以缓解

低水平技术劳工短缺问题。

另外，阿尔伯塔省也与联邦人力资源发展部、加移民部达成协议，允许油砂能源项

目的雇主聘用的外国临时劳工工作许可期限延长到项目结束。

同时，阿尔伯塔省政府也增加外国临时技术劳工“团体申请”的服务和咨询，改变了

原来外国临时劳工只能个别申请联邦“劳工市场准入许可”的规定。但是该许可审批程

序的时间依然较长，目前整个过程约需３个月到１０个月以上不等。

４．加拿大开始监察中国进口食品

２００７年５月，在美国加紧检查来自中国的进口食品植物蛋白之后，加拿大食品检验

局也开始加紧监察来自中国的进口食品。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扣押中国进口产品，检

查包括小麦、玉米、大豆和米在内的植物蛋白。

５．取消企业附加税

２００８年起加拿大取消所有企业的附加税。到２０１０年企业所得税将降低至１８．５％。

（四）针对具体商品的管理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全氟辛烷磺酸及其盐和某些其他化合物的法规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加拿大发布了《全氟辛烷磺酸（以下简称ＰＦＯＳ）及其盐和某些其

他化合物的法规提案》。该法规提案将禁止ＰＦＯＳ的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以及制造

含有ＰＦＯＳ的产品，少数豁免情况除外。

同时，加拿大还发布了《多溴联苯醚法规提案》，禁止多溴联苯醚的制造。该法规提

案同样还将禁止四溴联苯醚、五溴联苯醚、六溴联苯醚及其混合物、聚合体，以及含有这

些物质的树脂的使用、销售和进口，并且将禁止这些混合物、聚合体和树脂的制造。

（２）《食品药品法规（１４３３—纽甜）修正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加拿大发布了《食品药品法规（１４３３—纽甜）修正提案》。该提案

建议允许在规定的最大使用限量内，将纽甜作为高甜度的甜味剂用于碳酸软饮料、果

汁、早餐类食品、馅料等。所有含纽甜的食品（包括餐用甜味剂）必须在主显示面上标示

该食品含有甜味剂的声明。对于附有营养成分表的食品，必须在标签上标示甜味剂含

量。如果食品标签没有营养成分表，必须将纽甜与标签上的配料清单作为同一组信息，

标示热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以及甜味剂含量。

（３）《船用火花点火式发动机和越野式休闲车排放法规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加拿大发布了《船用火花点火式发动机和越野式休闲车排放法

规提案》。根据该提案，将引入相关标准，降低船用火花点燃式发动机（即舷外发动机和

个人游艇）和非道路娱乐车辆（即雪上汽车、非道路摩托车、全地形车辆和多用途车辆）

的烟雾排放，并将制定与美国环保局相一致的加拿大排放标准和试验程序。该法规提

案适用于２００８年及以后生产或进口的船用火花点燃式发动机和非道路娱乐车辆。　

（４）《有机产品法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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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有机产品法规提案》。该提案涉及标

记为有机农产品的进口要求，这些产品需要随附由原产国主管部门发放的证明，确定

其符合这些规定的要求。这些规定对所有 ＷＴＯ成员都具有影响。该项中所述的“主

管部门”可以是出口国的外国政府，或者是经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认可的外国认证

机构。

（５）《法规提案公告：禁止在暖气片中燃烧废油》

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加拿大发布《法规提案公告：禁止在暖气片中燃烧废油》。加拿大

环境部拟修订第３４７号法规，禁止在暖气片中燃烧废油（即废物衍生燃料），除非在２００７

年１月１１日前已获得空气质量批准证明。该提案不适用于北安大略省，并拟于２００９年

６月１日生效。

（６）《无线通信法案公告》

２００７年２月，加拿大工业部修订了下列干扰源设备标准：关于汽车和其他内燃机设

备点火系统的无线噪声发射标准ＩＣＥＳ００２和关于射频照明设备的无线噪声发射标准

ＩＣＥＳ００５，以使其与美国汽车生产商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协调一致。上述标

准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生效，过渡期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

加拿大工业部还修订了《无线电标准规范１８７（ＲＳＳ１８７）》，规定了波段为１２１．５ＭＨｚ、

２４３ＭＨｚ和４０６ＭＨｚ的紧急无线通信系统发射机和接收机认证的最低要求。

（７）《危险品运输法规修订提案》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加拿大发布了《危险品运输法规修订提案》。该提案引用了《危

险品运输法规（以下简称ＴＤＧ法规）》中部分安全标准，明确提出安全问题，并要求ＴＤＧ

法规与美国联邦法规法典２０００第４９编（４９ＣＦＲ）保持一致。

（８）《危险品法案》目录的修正令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及１１月，加拿大多次向 ＷＴＯ秘书处通报了关于《危险品法案》目录

Ⅰ的修正令提案，内容涉及带绳索窗用遮盖产品、安全玻璃、玻璃门和玻璃围护、家用探

测器等的加拿大国家标准。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拟定杀虫剂最大残留量

２００７年１月８日，加拿大发布了《将杀虫剂最大残留限量的法律确定由食品药品法

转向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拟定最大残留量的磋商》。由于加拿大允许根据《有害生物

控制产品法》（以下简称ＰＣＰＡ）制定最大残留限量，因此该文件对在ＰＣＰＡ２００６年６月

２８日生效前制定的，且未在官方公报第Ⅰ部分事先公布进行评议的最大残留限量开展

公众磋商。涉及的农药包括氯氨基吡啶酸等４１种。

（２）临时营销许可

２００７年１月，加拿大发布了多项临时营销许可，包括：“在面包、面粉、全麦粉及非标

准化面包食品内使用木聚糖酶”、“在婴儿配方食品及在婴儿配方食品中作为成分使用

的油中抗坏血酸棕榈酸酯及维生素Ｅ作为抗氧化剂”、“在各种标准化罐装食品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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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依地酸钙钠及乙二胺四乙酸”等。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加拿大发布标准和非标准水果罐头中使用安赛蜜、三氯蔗糖或

两种甜味剂混合物的临时营销许可，目前正在对其征求广泛评论意见，旨在建议食品药

品法规接纳对临时营销许可规定的甜味剂含量。

（３）修订关于舞毒蛾的船舶植物保护政策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通报，第８次修订《关于船舶植物保护

ＣＦＩＡ政策令Ｄ９５０３》。该修订草案拟增加６个日本港口为高风险港口，在舞毒蛾高发

风险期，经过这些口岸开往加拿大的海船存在将舞毒蛾传入加拿大的潜在风险。

该草案是对每年３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５日期间，由俄罗斯远东地区驶达加拿大海船

的现有要求的补充措施。根据该草案，凡在上述期间行经６个日本高风险港口、或每

年７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行经俄罗斯高风险港口的海船均要求彻底清洗所有虫态的舞

毒蛾。此外，在３月１日至１０月１５日期间，为加快加拿大入港手续，这些船只必须有

由靠访国经《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认可的国家植物保护组织背书的证书。１０月１６日

至次年的２月２８日（或２９日），在不延误船期的情况下，可进行核检。

（４）零售鱼汞含量的更新标准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加拿大零售鱼汞总含量的更新标准》。该

新标准参考了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ＣＡＣ／ＧＬ７１９９１，规定了新鲜／冷冻金枪鱼、鲨鱼、

旗鱼、玉梭鱼、四鳃旗鱼及罗非鱼中汞的最大残留限量为１．０ｐｐｍ，其他鱼类的最大允许

限量仍为０．５ｐｐｍ。

该标准与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的差异在于，该标准规定的是鱼中汞的总含量，而食

品法典委员会标准规定的则是甲基汞的最大残留限量。但加拿大认为，检测汞的总含

量要比检测甲基汞更为直接、成本更低，且鱼体内汞的存在形式主要是甲基汞。

（５）拟订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卫生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农产品中吡丙醚、噻虫啉、绿草定、双苯氟脲

杀虫剂、１甲基环丙烯以及烯草酮、三氟羧草醚等农药的拟订最大残留限量。

（６）兽药最大残留限量修正草案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加拿大发布了《〈食品药品法规〉修正案草案（１４３７—兽药最大残

留限量）》。根据《加拿大食品药品法规》，所有兽药在销售与管理前必须得到加拿大卫

生部的批准，以防止和处理动物疫病。某些药物只允许用于某些非食用动物，而其他则

可用于食用动物。该修正案将修改１０种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７）修订《食品药品和乳制品法规》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通报，拟修订《食品药品和乳制品法规》。

本法规提案规定了乳酪的特殊配方要求，并阐明了制造特定品种乳酪的牛乳中所含的

蛋白质的最低百分比。配方标准将适用于国产的和进口的乳酪。

（８）动物饲料新法规生效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加拿大《动物饲料新条例》正式生效。该条例规定，所有动物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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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宠物饲料和肥料中都不得添加传播疯牛病的特定风险物质（以下简称ＳＲＭ），包括牛

的某些尸体组织。

根据这项严格的饲料禁令，养殖户不得再用含传播疯牛病的风险物质的动物产品

喂养牲畜，屠宰场必须对ＳＲＭ进行适当识别以确保ＳＲＭ从整个饲料系统中剔除。此

外，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发放许可证，允许对牛的尸体和牛的某些组织进行处理、运输

或弃置。该制度将对特定风险物质持续监管，确保其不流入动物饲料系统。

（９）修订落日黄ＦＣＦ等食品添加剂法规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通报，修订《食品药品法规》，要求批准已列入

这些法规Ｂ部分第１６节表格内的部分食品添加剂的新用途，包括：落日黄ＦＣＦ、单硬脂

酸丙二醇酯、纤维素粉、亚硫酸氢钠等。作为提高立法系统应变能力的手段之一，特签

发立即使用这些食品添加剂的临时营销许可。

（１０）修改黄芪胶最高使用标准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加拿大宣布修订《加拿大食品药品法规》，允许按０．７５％的最高使

用标准，选择使用黄芪胶作为鱼酱汁稳定剂。此项对黄芪胶的修改标准并不改变当前

黄芪胶在鱼子酱中１．０％的最高使用标准。

（１１）防止病菌虫害入境的监管

２００７年８月７日，加拿大公布有关苹果浅褐卷叶蛾传入的植物卫生要求，对已知发

生苹果浅褐卷叶蛾地区的寄主植物物种入境进行监管。

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宣布了防止橡树猝死病病原菌传入加拿大的

植物卫生要求。根据该病原菌分布和寄主范围的不断变化，继续修改监管区及监管寄

宿植物。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加拿大平均关税税率已处于较低的水平，大多数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很低或为零，但

是仍对部分进口产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及鞋类。２００６年，加拿大约

有１．６％税目的最惠国税率超过２０％，６．５％的税目超过１５％，１３．５％的税目超过

１０％。加拿大《２００８年海关关税税则》第６１章至６３章的大部分服装及织物制品等的进

口关税为１６％至１８％的关税；大部分鞋类的进口关税为１８％至２０％。

加拿大非约束关税共有２２项。非约束关税包括矿物油及燃料以及电子能源、游艇、

油轮、拖船、挖掘船以及邮票。平均约束关税率为８．２％。舰艇的适用最惠国关税率为

２５％，比约束关税高１０个百分点。

２．关税升级

加拿大的关税升级现象主要存在于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半成品的平均关税为

３．２％，制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８．７％。如粗梳或细梳纱线半成品后的进口关税为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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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织物后的部分产品关税升级到１２％—１４％。

３．关税配额

加拿大仍保持对部分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大约占总税目的２％。所

有的关税配额产品都是农产品，主要涉及海关税则第１—２４章中的部分商品，如肉类、

禽、蛋及奶制品等。关税配额以内的进口关税最低至零，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关税最高

达３１３．５％（如其他奶类涂抹食品）。

（二）进口限制

加拿大国内生长的葡萄所酿制的葡萄酒享受免缴联邦消费税的待遇，而进口葡萄

酒仍需缴纳联邦消费税。对于啤酒而言，虽然国产和进口啤酒都需缴纳联邦消费税，但

是国内啤酒生产商缴付的联邦消费税享受较低的递进式税率，而进口啤酒却不享受这

种较低的消费税率。加拿大政府的上述做法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三条所规定的国民待遇

原则不符，阻碍了其他国家酒类饮料进入加拿大市场。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禁售中国牙膏

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起，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暂停进口所有产自中国的牙膏。理由是，多

款牙膏（包括产自中国的“田七牙膏”、“黑妹牙膏”和“田七中药牙膏”）中二甘醇超标，含

量达到１３．７％。加拿大卫生部门已经要求所有商店将超标牙膏下柜，并由供货商收回。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表示，这些牙膏只有在符合加拿大标准和规定后，方可进口。目前，

加政府已经公布不得在市场出售的２４种中国产牙膏。

根据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的标准规定，每人每天每公斤的体重摄入０．５ｍｇ的二甘

醇是安全的。早在２０００年中国组织的调查就显示，即使使用二甘醇含量高达１５．６％的

牙膏，每人每日以使用１—３克牙膏估算，刷牙后残留在口腔内的二甘醇约为３．１２—９．

３６毫克，以平均体重６０公斤测算，每公斤体重为０．０５２—０．１５６毫克，远小于欧盟食品

科学委员会制定的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０．５毫克的标准。

黑妹牙膏在香港已由国际药物化验公司化验通过并获得合格证书，并证明对人体

无害。但是加卫生部门要求由加拿大自行化验，进口商因此需要承担额外的检测费用。

２．蔬菜水果的包装限制

加拿大《加工产品条例》等法规对多种经加工蔬菜及水果产品的包装尺寸做出了具

体的规定。禁止进口超过特定包装标准的新鲜或加工过的果蔬产品，除非进口商可以

提供国内市场该产品供应不足的证明，并获得政府的免限制进口许可。例如，该法规对

于在加销售的婴幼儿食品只允许４．５盎司（１２８毫升）和７．５盎司（２１３毫升）两种包装尺

寸。这种对包装尺寸进行强制限制的做法给出口商造成了非常不必要的麻烦。另外，

加拿大禁止在预先缺少买家的情况下进行新鲜蔬菜水果的寄销。尽管加拿大曾表示将

考虑修改规定，但是连续几年仍未见成效。加拿大的这种做法限制了贸易商的正常自

由贸易。

３．产品标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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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填充产品标签要求

根据加拿大《纺织品标签法》以及标签处理方法的规定，衣物产品必须标明以下四

类信息：经销商身份或加拿大进口商的等级代码、原产国、纤维成分以及清洁说明。除

经销商名称可使用一种官方语言外，标签文字必须同时使用英文及法文。尽管《纺织品

标签法》并未要求对填充物的纤维成分做出标识，但魁北克、安大略和曼尼托巴省为了

防止采用不洁填充物，对棉大衣、羽绒服等填充服做出了特殊的标签要求。上述省份规

定，每件填充服装都需贴有特殊标签，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商也需按照三省的相关法案

规定在省级机关进行登记注册，而且每家生产商须就每种填充材料缴纳４００加元的注

册费。　

以上三省的特殊要求，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注册费以及标签的额外费用，生产商

难以在生产过程中或装船前完成产品标签的注册登记工作。未完成标签注册的货物在

抵达上述省份时将被查封，往往导致运输延误，增加了出口企业的额外费用。

（２）强化食品标签要求

加拿大对于强化食品的标签要求给其他国家出口商造成了高成本的负担。加拿大

健康署限制销售某些早餐麦片及其他食品，如添加了某些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橙汁。加

拿大管理体制要求此类产品（如强化钙橙汁）应被视为药品。这就迫使生产商将添加了

强化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早餐麦片标签标识为“代餐”。因此，生产商必须要对国内销售

和出口加拿大的产品进行标签区分，造成额外的成本。

４．打火机标准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加拿大拟修订打火机安全法规，征求 ＷＴＯ各成员方的评论意见。

该法规一旦通过，将对中国打火机进入加拿大市场提出新的要求。

新法规扩大了原打火机安全法规涵盖的范围，将点火枪（多用途或烧烤用的打火

机）也包括在内，即要求点火枪必须遵守《危险品法案》（打火机）条例提出的所有适用的

安全法规。与目前只适用于“点燃香烟、雪茄和烟斗”的打火机法规相比，该新法规再次

提高了打火机市场的准入门槛。

此外，新法规第一次提出了点火枪的标签和测试要求，包括在标签上要有警告提示

和加油说明，以减少点火枪的点火频率，减少伤害和财产损失；在测试方面，将直接参照

美国的防儿童开启（ＣＲ法案）的测试规定对原法规进行修订。

中国是全球打火机最大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每年国内生产打火机在１５０亿只以

上，其中超过６５亿只出口，同时中国也是全球点火枪最主要的制造地，年产量在１．４亿

支以上。上述加拿大关于打火机及点火枪的安全法规将给中国相关产品的企业造成额

外的成本负担，给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５．谷物进口标准

加拿大通过各种控制措施限制谷物的进口。例如加拿大要求每种谷物的进口都需要

登记，而且需要按照ＫＶＤ（Ｋｅｒｎ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ｉｌｉｔｙ）品种标准的要求做到视觉上有

所区别，物理外观良好。因此，尽管有些小麦品质良好，但由于品种之间无法做到视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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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而不能在加拿大登记，造成部分良种小麦只能作为饲料以低价在加拿大出售。加拿

大谷物委员会计划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对加西小麦等级进行修改，包括取消最低等级小

麦的ＫＶＤ登记要求等，但是对高质量的小麦ＫＶＤ要求仍保留。这种做法是放宽限制的

体现，但是只是开放了低端小麦市场。加拿大谷物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开放。

６．限制全氟辛烷磺酸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加拿大发布了《全氟辛烷磺酸（以下简称ＰＦＯＳ）及其盐和某些其

他化合物的法规提案》，禁止ＰＦＯＳ和含有ＰＦＯＳ的产品的制造、使用、销售和进口。目

前ＰＦＯＳ被广泛应用于纺织品、地毯、皮鞋、造纸、包装、印染、洗涤、化妆品、农药、消防

剂及液压油等制造领域。中方认为ＰＦＯＳ对人体和环境具有毒性，应加以限制，但是加

方完全禁止ＰＦＯＳ，将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因为目前没有ＰＦＯＳ完全替代品，如航空工

业中液压液中的ＰＦＯＳ。由于中国国内尚未研发出能完全符合ＰＦＯＳ控制标准的纺织

用助剂，而且要研发、生产替代产品，又涉及化工等多行业的合作攻关问题，这样势必会

大量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加方在限制ＰＦＯＳ使用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到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对某些行业给予合理的过渡期。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加拿大发布了《食品药品法规》和《乳制品法规》的修正案。该提

案规定了乳酪的特殊配方要求，阐明了制造特定品种乳酪中所含的牛乳的蛋白质的最

低百分比，规定了乳酪的基本特性和特定品种乳酪的制造工艺。该修正案已于２００８年

１月生效。该法规的实施极大地限制了干酪、脱脂奶粉等产品的进口。根据国际食品法

典的标准，干酪的原料不仅包括乳，而且应包括乳制品、牛乳和水牛乳。加方的做法与

国际标准不符。此外，该法规引入乳制品进口许可证制度，要求进口商提供符合法规的

依据和证明，但并未具体说明需要提供何种文件和证明。

（五）政府采购

加拿大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签署国，但是同时也是承诺最少的签署国之一。

加拿大并没有开放联邦水平之下的公共机构的政府采购市场，即省级政府的采购。此

外，部分加拿大省份保持了“加拿大购买”价格优先的做法，并仍有其他歧视性采购政

策，优先考虑加拿大供应商。

（六）贸易救济措施

加拿大是运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比较多的国家之一。自１９８１年对中国防水胶

鞋立案进行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加拿大共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３７起“两反两保”调

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３０起，反补贴调查６起，保障措施调查２起，全部涉案金额累计

５．９１亿美元。被调查产品主要为轻工产品，近年来涉及钢铁产品的案件逐渐增多。

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对中国发起了一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无缝石油钢管）和一起再调查

（复合木地板），其中无缝石油钢管的涉案总金额近１亿美元。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中国产品采取反补贴措施的国家，也是针对中国进行特

保立法的八个ＷＴＯ成员之一。自２００４年４月加拿大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对中国产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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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反补贴调查以来，加拿大政府共对中国生产的烧烤架、碳钢和不锈钢紧固件以及复合

地板、铜管件和无缝石油钢管发起六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和四起再调查。在这些

案件中，加拿大调查当局存在以下问题。

１．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加拿大在法律中没有明确区分“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逐案判定

涉案产业是否为市场经济行业。加《特别进口措施法》第二十条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计算

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时，如满足下列两个条件，调查机关可以采用第三国的成本数据计

算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１）政府垄断或者实质上垄断出口贸易；２）产品的国内市场销售

价格由政府决定，并且这种价格与产品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明显不同。

２００２年６月，加议会通过Ｃ—５０法案，其中根据２００１年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

增加了《特别进口措施法》第二十条有关反倾销正常价值计算的内容。新法规定，如果

货物来自一个“特定国家”，该国政府实质决定国内价格，而且有足够理由相信，政府决

定的价格和该货物在竞争性市场上的价格有实质的区别，则采用替代国方法。同年通

过的《特别进口措施条例》第１７．１条规定上述“特定国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该项规

定有效期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１日。

据此，加边境服务署于２００３年９月出台新的操作手册，将市场经济行业的举证责任

进行倒置，即从过去应诉方举证改为由申诉方举证。

根据《特别进口措施法》第二十条、《特别进口措施条例》１７．１条和加边境服务署操

作手册的规定，涉案中国行业在反倾销调查中均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行业。

中国政府曾多次做加方工作，要求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加方以其法律

中没有“市场经济国家”概念为由，仍坚持逐案判定行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做法。在认定

非市场经济行业并使用替代国方法计算反倾销税的基础上，再征收反补贴税，可能出现

“双重计算”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２．２００７年案件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２００７年加拿大发起的无缝石油钢管双反调查和复合木地板双反再调查中存在很多

不合理的做法。比如，反补贴立案门槛过低，随意性过大。在申请书明显缺乏存在补贴

项目及补贴数额的证据的情况下启动调查，这将鼓励其国内产业提出更多申请；随意扩

大再调查的范围；在反补贴调查中提出不合理的信息要求，增加中国政府和企业反补贴

应诉工作的负担；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的延期申请；出于调查机关自身便利的考

虑，对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实地复核中出现三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异地同时进行的情

况，造成中方协调工作的困难等。

在无缝石油钢管案的倾销和补贴终裁中，加方在非市场经济行业认定、正常价值的

计算以及补贴受益额计算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人为地抬高了涉案企业的倾销和补贴

税率，涉嫌违反ＷＴＯ规则和加拿大国内法。中方已就相关问题与加方进行了交涉。

加拿大频繁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将向加拿大产业界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传

达错误的信号，对双边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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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贸易壁垒

加拿大的服务贸易发展较早，但目前仍对电信、金融、文化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

进行限制。

１．电信业

目前除固定卫星服务及海底光缆外，加拿大仍保留了对其他所有基于设施的电信服

务供应商控股不得超过４６．７％的规定。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大还要求基本电信设

施需要由“加拿大人控制”，因此规定董事会至少有８０％的成员是加拿大国籍。这些限制

妨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电信服务商在加拿大设立和运营自己的电信传输设施。

２．银行业

外国银行在加拿大设立分行需要获得特别经营许可证和从业授权令。经营特许证

由金融机构监管局发放，从业授权令由财政部长经金融机构监管局推荐后发放。特别

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费为３２０００加元。

外国银行在加拿大可以设立全能分行或贷款分行。贷款分行不允许吸收存款。全

能分行不允许从事零售存款的吸收，只能吸收单笔数额在１５万加元以上的存款业务。

外资银行要在加拿大境内设立全能分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至少５０亿加元的资产。

对于银行资产达到或超过５０亿元的，其资产必须被“广泛持有”，即不论国籍，任何

个人都不得收购该银行超过２０％的投票股权或超过３０％的非投票股权。任何个人持有

中小银行１０％以上股份的，需要事先得到财政部的批准。

虽然加拿大对跨境交付或境外银行服务消费没有限制，但是外国金融服务商必须

在加拿大以商业存在的服务形式开展业务。

３．保险业

加拿大对外资进入保险业设置一定程度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必须指定一名加拿

大居民作为其总代理；指定一名保险精算师和审计员，而且指定金额授权信托资产。

任何个人不论国籍，在收购加拿大联邦控制的保险公司超过１０％的股份时必须获

得财政部的批准。同外资银行类似，外资保险公司在加拿大境内开设分公司必须获得

经营特许证和从业授权令，经营特许证的申请费为３２０００加元。联邦级保险公司（国内

或国外）的最低资本要求为５００万加元。外资保险分公司至少一半的董事必须是加拿大

居民；加拿大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至少三分之二的董事为加拿大居民。

保险公司在跨省经营业务时，需获得各省的许可证。

４．法律服务业

获得许可证的外国律师可以作为外国法律咨询人员提供法律意见，但是所涉及的

法律领域必须是其母国允许进行法律实践的领域。加拿大各省对外国律师从业有着不

同的要求。

５．建筑业

加拿大对建筑服务行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从事建筑服务的建筑师及工程师职业受

省级政府管理，从业者必须从某一省或地区的建筑师协会获取许可证。各省或地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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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的要求不尽相同。

希望获得许可证的外籍建筑师必须拥有授权机构所要求的学历资格。

６．文化产业

加拿大禁止外国投资者对现有的加拿大人所有的书籍出版及销售公司的直接收

购，除非该公司正面临财务困境等情况。

加拿大法律禁止外资收购加拿大人所有的电影发行公司。外国投资设立的新的电影

发行公司只能经营自有产品。外国投资者只有将其在加拿大所得收益以加拿大政府规定

的特定方式进行再投资时，方可对加拿大境内的电影发行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

７．视听及通讯服务

加拿大《广播法》明确了其目的是要“保障、丰富并加强加拿大的文化、政治、社会以

及经济结构”。加拿大联邦传播的管理机构—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规定，加拿

大的常规节目需占电视播出总时间的６０％，黄金时间（晚６时至午夜）的５０％。该委员

会还要求无线电广播音乐节目的３５％必须符合加拿大确定的评分制度，达到“加拿大

化”标准。有线电视及家庭直播节目应具有加拿大的内容优势（占５０％以上）。

非加拿大的频道必须由该委员会预先批准。该委员会还要求由加拿大广播公司运

营的英语和法语电视网在晚间７点至１１点之间不能播出有外国特点的电影。这一时段

唯一可以播出的非加拿大电影必须是至少２年前在影院公映过，而且不能是至少１０年

前的Ｖａｒｉｅｔｙ杂志所评选出的前１００位票房收入的电影。

加方的上述措施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影视节目在加拿大的市场份额，中方

敦促加方进一步开放本领域的服务贸易。

四、投资壁垒

根据《１９８５年投资加拿大法案》、《广播法》、《电信法》以及其他相关管理政策，加拿

大限制在能源与采矿业、银行业、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以及有线电视

和房地产部门新设立或扩大外国投资，而且要求外资对加拿大有“净利益”。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生效的《国有企业投资加拿大指南—净利益评估》，涉及对国有企

业投资的审查和监督。该指南强调，政府在评判海外国有企业并购加拿大公司时，重点

考虑其收购是否对加产生“净利益”，而且在对国有企业在加投资审查时更多考虑加拿

大的国家安全。该指南规定加政府在审查外国国有企业在加的投资和并购活动时，将

重点审查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商业特征，以及并购完成后该企业能否继续在商业基础上

运行，具体包括加拿大公民参与公司在国内及海外业务的程度，在进行中的技术创新和

研发项目是否仍然得到支持，为保持加国企业竞争力提供的资本开支等。此外，加拿大

人是否被任命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被任命担任公司高层管理职务，以及被收购公司或

收购方的海外企业是否在加国上市等也是考虑因素。该指南还表示，外国国有企业的

投资通过审查后，加工业部将依照《１９８５年投资加拿大法案》实施恰当的监督。

该投资指南显示加政府有意加紧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加拿大公司的监察，中国国

有企业对加拿大投资时应引起注意。

０９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书书书

美　　国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

为３０２０．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２３２７．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自美国进口６９３．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２％。中方顺差１６３３．２亿美元。中国

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家具、鞋类、车辆及其零配件、玩具、箱包、塑料及其

制品、服装、其他纺织制品等。自美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航空

器及运载工具、大豆、废碎纸或纸板、已梳或未梳棉花、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声像数据传

输设备、载人用机动车辆、铜废碎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美国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４．２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０．４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２．９亿美元。２００７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２６２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２６．２

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美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５４８３８个，实际投入５６５．８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美国依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

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１９３３年农业调整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１９８８年出

口促进法》、《与敌国贸易法》等对货物进出口贸易所涉及的海关、贸易救济、进出口限制

等措施进行管理。此外美国还与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约旦

等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互惠的贸易安排。美国国会负责制定对外贸易方面的重

要法律和政策。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和农业

部等负责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处理关税征收、货物进出口管理和对外贸易谈判等

事务。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经修改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等是规范美国关税制定和

征收的主要法律。美国国会根据《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制定《协调关税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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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生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修改或维持《协调关

税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署负责解释和执行《协调关税表》和其他海关

法律。

大多数美国关税为从价税，但以农产品为主的某些进口产品适用从量税。另外，有

些产品需按复合税率缴纳关税。包括糖在内的一些产品还受到关税配额的限制。

美国为实施世界海关组织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正式实施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３日起适用新的《协调关税表》，增加了２０００个税目并删除了３２００个

税目，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美国公布《２００８协调关税表》，又在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１４、１７、

２０、２４、２６、２９、３５、３９、４４、４８、５１、５３、５４、５６、５８、５８、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９、７１、

７２、７９、８４、８５、８７、９４章中增加了７２个税目，删除４３个税目和修改１０３个税目。上述

修改仅涉及分类和名称的变化，并未改变具体的关税税率。

美国通过《非洲成长机会法》、《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和《加勒比盆地促进法》，为发

展中国家的产品提供优惠关税。其中《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给予原产于哥伦比亚、秘

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四个安第斯山国家的进口产品免税待遇。该法案于２００７年６

月３０日到期，美国会已批准将该法案延长８个月。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２００７年的统计，美国２００６年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５％。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基本管理制度

美国主要依靠关税对进口产品和其数量进行管理和调节，但美国还对农产品等相

对敏感的进口产品采用关税配额。此外，出于环保、国家安全、支付平衡等原因，国会通

过《１９７２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１９６２年贸易拓展法》第２３２条款（国家安

全）、《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１２２条（支付平衡）等诸多国内立法，授权商务部、农业部等行政

部门采取配额管理、禁止进口、收取进口附加费等方式对进口实行限制。

（２）２００７年变化

① 进口纺织品需提交额外文件

２００７年１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发出通知，为防止纺织品被非法转运以规避配

额和其他管理措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提供额外文件，以确定进

口货物的合法性。这些文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外国政府批准货物出口时所需提供的

文件，如原产地证明、出口清关文件或进口商进行原产地申报时所需的其他文件。若不

能提供所要求的文件，以至于不能证明其所申报的原产地或其有资格进入美国市场，则

货物将可能被拒绝进入美国。

② 对华纺织品配额调整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根据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的中美《纺织品贸易谅解备忘录》，美国纺织品

协议执行委员会增加了对华棉制、毛制、人造纤维制、丝绸和植物纤维制纺织品２１类产

品的配额数量。调整后的配额数量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开始执行，截止于２００８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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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

根据备忘录，协议产品２００６年基数基本上是２００５年有关产品美国从中国的实际进

口量，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基数均为上一年度全年协议量。协议产品２００６年的增长率为

１０％～１５％，２００７年的增长率为１２．５％～１６％，２００８年的增长率为１５％～１７％。

③ 进口产品安全性行动计划和食品保护计划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总统公布进口安全部际工作组提交的进口产品安全性行动

计划，共包括提高美国进口产品安全性的１４条总体建议和５０项行动步骤。该计划提议

对现行港口检查的策略进行修改，采用更为经济有效的风险预防控制，重点确保进口产

品供应链上的安全，保证食品和消费品在离开其原产地之前就能够符合美国的要求。

以下７点为该计划的核心内容：一是建立一个更加严格的许可程序，例如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应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要求特定国家的高风险食品生产商在将产品出口

到美国前，证明其产品已达到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安全标准。外国企业也可以自愿进行

产品认证，获认证产品的通关速度将会更加快捷；二是对有良好记录的进口商采取鼓励

机制；三是增加透明度，公布经许可的生产商和只从经许可的生产商进口产品的进口商

名录；四是交流进口数据，进口实体、海关与边境保护署和其他联邦机构应交换关于每

笔交易的实时产品信息和相关数据，以更好决定是否对进口货物清关。建议与主要外

国政府达成信息共享机制，便于进口数据和召回数据的交流；五是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办

事机构，计划建议将行动措施扩展到海外，一方面与外国政府签署更多的合作协议，另

一方面为外国安全核查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培训；六是提高标准，美国国会应授予进口安

全和检查机构在必要时提高标准的权力；七是加大惩罚力度，对遵守美国相关规定的机

构提供较大鼓励。

同日，美国还公布了食品药品管理局为配合该计划而制定的全面食品保护计划，旨

在通过预防食品污染、干预食品供应链关键点和快速反应降低损害这三项基本方法来

确保国产和进口食品的安全。该计划明确了一些食品药品管理局建议采取的行政措

施，并建议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强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职能，如授权食品药品管理局要求

被认定为高风险的产品提供电子进口装运证书，对没有满足现行良好生产规范的厂商

再次征收检查费等。

上述两项计划中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在于建议授权食品药品管理局召回不安全食

品，尤其是在企业不愿意主动召回或从市场上撤回不安全食品的速度较慢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将与国会合作来推动这些措施的实施，届时出口美国的消费品和食品有

可能面临更为严格的质量和检验要求。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基本管理制度

为保护国家安全，推进美国对外政策，限制生化武器及导弹技术扩散，以及确保一

些短缺物资在国内充足供应，美国以《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制条例》、《武器出

口控制法案》等为核心，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负责军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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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资、技术和服务的出口控制，有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则

由美国国务院管辖，而美国财务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确定经济制裁计划中涉及

的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

（２）２００７年进展

① 《２００７年出口执行法》草案

美国《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０日期满，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国会重新授权其

延长至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０日，但该期限届满之后至今没有新的法律来代替，期间一直由总

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每年以行政令的方式对军民两用产品进行出口管制。

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国会开始讨论《２００７年出口执行法》，该法律提案主要对三方面做了规

定。一是《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再延长５年；二是大幅提高惩罚力度，其中每次违反的民

事惩罚最高可达５０万美元；三是将法律执行机构永久化固定下来并扩大其职权。

② 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定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正式发布了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定的最终

法规。新规定自发布当日起生效，对于现有未完成的交易给予３０天的宽限期。该规定

对２００６年７月６日公布的法规建议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修改许可审查标准和许可要求。根据法规建议的规定，《出口管制条例》商业

清单中的产品如出口到中国将用于“军事最终用途”，政府将审查其是否会实质性增强

中国的军事力量。最终法规对此做了四方面修改，首先，放弃了“实质性增强”的说法，

改为沿用《出口管制条例》中原有的“直接和重要贡献”标准；其次，修订了构成中国军事

能力的主要武器装备清单；第三，将“军事最终用途”的含义改为引入或使用、开发、生产

或装配美国军需品清单的产品、国际军需品清单的产品或商业控制清单上出口控制分

类号（ＥＣＣＮ）以“Ａ０１８”结尾的产品；第四，削减新增受军事用途许可证限制的产品种

类，将４７个ＥＣＣＮ目录减为３１个，共涉及飞机发动机、水下照相和动力系统、航空电子

设备、导航系统、特定复合材料、激光、贫铀、用于太空通信或空军的通讯设备等２０大类

商品。

第二，将最终用户证明改为最终用户说明，并将中国商务部出具证明的门槛从５０００

美元提高到５万美元。但照相机（ＥＣＣＮ目录６Ａ００３）仍维持５０００美元的标准不变。

《出口管制条例》第７４８．１０（ｂ）（３）节下的计算机也不适用于５万美元的标准，仍维持目

前规定，最终法规还要求提供签发最终用户说明的中国政府机构的准确名称。

第三，新规定细化了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出口商、再出口商和最终用户均可提

出申请，美国政府也可根据掌握的情况自行认定并提前向该企业通报，企业有权拒绝接

受该资格。美国政府将成立由商务部牵头，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和其他适当部

门共同组成的最终用户审议委员会。根据新规定，授予ＶＥＵ资格须委员会全体成员一

致同意，取消已授予的ＶＥＵ资格则须委员会多数成员同意。如成员间有争议，可提交

给出口政策咨询委员会（ＡＣＥＰ）审议。委员会的审查时限为各成员部门收到申请材料

后的３０天，如需提供额外材料则不计算在３０天之内。新规定还明确，如申请ＶＥ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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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失败，不影响其未来的许可证申请。

４．普惠制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设立了普惠制，包括４２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１３１个发展中

国家成为受惠国，目前向美国出口约５０００种免税商品。美国每年对普惠制进行年度审

查，以确定目前享受优惠的某些进口产品如果以正常关税进口是否在美国市场上具备

足够的竞争力。２００７年６月，美国公布２００６年年度审查结果，将２１种商品从普惠制中

“毕业”，其中１３种商品超过法定的竞争需要限制标准（即从特定国家进口的一产品，其

年度贸易额超过一定金额或超过美国该商品总进口量的５０％），８种商品满足超级竞争

标准，不再给予竞争需要限制豁免。这２１类商品是巴西的刹车和刹车组件及锆铁、科特

迪瓦的可乐果、印度的金饰和黄铜灯、菲律宾的线束、泰国的金饰、委内瑞拉的甲醇等。

２００７年的年度审查正在进行中。

５．贸易救济制度

（１）基本管理制度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可分为影响进口和影响出口两个方面。适用于进口产品的救

济措施主要为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华特保措施），以及对不正当贸易行为（主

要是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所采取的３３７条款措施。适用于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主要为

３０１系列条款措施。

现行美国主要的反倾销反补贴法为《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具体的行政法规分

布在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１９编中。美国商务部进口署进口贸易管理处负责倾销和补

贴的调查及倾销补贴幅度的计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产业损害的调查。总统可

依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２０１至２０４节的授权对特定进口产品采取保障措施。对涉嫌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主要通过《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第３３７节来保护

美国知识产权人的权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３３７条款的执行机构。该机构可以签

发排除令，指示海关禁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口。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节是在现行贸易协定下维护美国公司权益，为美国产品和

服务扩大海外市场准入，反对外国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影响美国产品出口所依据的主

要法律。该法律为美国贸易代表调查外国侵权行为，以及与外国政府磋商寻求解决方

案提供了具体的程序。３０１系列条款具体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实施。

（２）２００７年进展

① 就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中计算方法的修改征求意见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报，就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中

所使用的替代国选择方法和单独税率问题征求公众意见。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商务部就

替代国的选择方法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５日，商务部征求公众意见，是

否在涉及中国的反倾销程序中给予个别答卷者市场经济待遇，以及如何给予。

Ａ．替代国选择方法

目前，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中，美国商务部会尽量根据替代国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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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计算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成本，从而得出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商务部利

用人均收入来比较非市场经济国家与替代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并根据可比较产品的相

对产量，以及考虑各国能否提供调查程序所需的资料后，从多个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

家中选出最适合的替代国。

商务部正就下列内容征求意见：

一是，在反倾销个案中，商务部考虑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否相似时，应该遵

守的具体规则。例如，如何制订经济发展程度相似国家的初步名单、如何平衡这些国家

的比重，以及应包括多少个国家；二是，商务部在反倾销个案中分析及选择最佳替代国

时，如若干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缺乏基本的具体数据，商务部应否剔除（至少在初

期）这些国家；三是，如一个以上的准替代国具有可靠资料并生产大量相类产品时，商务

部应如何评估和衡量有关国家的生产经验和可提供的资料。

Ｂ．单独税率

目前，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假设该国家的所有公司均受政

府控制，因此确定出适用于全国的单一反倾销税税率。出口商如能通过单独税率测试，

证明其出口活动在法律上及事实上均不受政府控制，便可获得单独税率。

商务部现就单独税率审查的机制，以及如何能进一步改善其实施情况征求公众意

见。商务部特别就以下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即是否需要考虑制定其他审查方法，以及如

何进一步减轻审查程序对商务部及有关人士构成的行政负担。

Ｃ．市场导向企业

目前，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程序中，商务部在决定个别公司的产品是否

以倾销价格在美国出售时，一般会根据替代国的价格和成本，得出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

值，而不是根据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价格和成本来计算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商务部

采用市场导向行业测试方法，对符合条件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被调查产品生产行业，使

用市场经济反倾销计算方法，但这种市场导向行业测试方法仅适用于个案，并且必须以

产业为基础。

考虑到目前中国内地经济的特点，以及中国经济现正以有限度的市场机制运作，美

国商务部正研究在反倾销个案中，是否可以把个别公司视为由市场主导而不受政府控

制。此举可能允许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程序中，使用实际价格和成本计算正常价

值。为此，商务部正就多项事宜征询公众意见，包括在涉及中国的反倾销程序中，应否

考虑给予个别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遇，在什么情况下才给予个别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待

遇，以及市场经济待遇会如何影响有关应诉企业的倾销差价计算方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

日，美国商务部就此问题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包括进行市场导向企业测试的法律基础

和行政可行性，商务部在何种程度和条件下应依据市场导向企业的价格和成本计算其

倾销幅度，尤其是那些与外部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的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力、土地和资

本等。当一个企业被认定为市场导向企业后，其从外部经济环境获得的生产要素投入

是否必然被认定为“是在非市场基础上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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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

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０日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反补贴初裁中，美

国商务部决定反补贴法可适用于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６．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美国成立“进口安全部际工作组”，任命健康和公共服务部长为

主席，国务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消费者安全

委员会主席等１２个政府部门领导为小组成员。该工作组旨在依据现有政府资源确定采

取适当行动和步骤，如全面审查美国各类进口产品的安全检验环节等，并在６０天内向总

统提交一份关于是否需要采取更严厉监管措施的报告。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美国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长期奉行自由政策，基本不设限制，近２０年来投资管理制

度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美国基于国家安全、统计等需要，在投资领域确立了投资报告

制度，对某些投资有权进行审查，并在航空、通讯、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实

行有限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根据《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普查法》，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应向不同的政府部门进

行报告。中长期间接投资应向美国财政部报告。外国个人如在美国进行农业土地交

易，则必须在交易完成后９０天内向农业部报告个人和交易信息。对其他的外国直接投

资，在直接投资交易发生后的４５天内，必须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登记初步直接投资

调查报告。《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即《１９５０年国防生产法》第７２１节）规定，总统

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外资并购行为采取行动，具体审查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

负责。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６日，美总统签署《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对《埃克森—弗罗

里奥修正案》进行了以下七方面的修正：

首先，该法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围，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其认为是

外国政府控制的兼并收购和监管交易（所涉交易），即外国政府、为外国政府所控制的或

代表外国政府行事的实体所进行的交易。总统或外国投资委员会可以审查任何所涉交

易，任何先前已被审查过、但当事方提交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的所涉交易，或任何先前已

被审查、但当事方恶意违反附加条件的所涉交易。该法要求，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经审

查认为交易威胁国家安全并且威胁无法缓解，或者交易为外国政府所控制，或交易将导

致外国控制美国的任何关键基础设施时，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立即就该交易对国家安

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并采取必需的措施，该调查在４５天之内完成。外国投资委

员会须就所涉交易的调查向国会提交一份经证明的通知和书面报告。

其次，该法明确了外国投资委员会作为政府间机构法定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并对其

成员进行重组，由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国务卿、司法部长、能源部长、劳

动部长、国家情报局长以及总统指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组成。该法增加一名财

政部长助理处理与该委员会有关的事宜，该助理须指定委员会成员作为每个所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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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机构。

第三，该法增加了总统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评估所涉交易时须考虑的６个因素，即

交易是否对“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主要能源资产）有安全方面的影响，交易是否对“核心

技术”有安全方面的影响，交易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控制，美国对能源资源和其他关键资

源需求的中长期目标等。

第四，该法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或主管部门与所涉交易当事方签订协议，以缓解交

易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协议的执行并定期向外国投资委员会

报告。

第五，授权总统中止或禁止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所涉交易，总统在作出此类决

定时，必须考虑包括前述第三点中提到的各种因素。

第六，该法加强了国会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监督。应国会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须

提供有关其采取行动的简要说明。此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就此前１２个月内审查或

调查过的所有交易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涉及的行业和投资来

源国、通知被撤回和重新提交的进度、外国投资委员会采取缓解方式的种类，以及在接

下来的１２个月内、外国投资委员会将考虑的对国家安全或关键基础设施的负面影响，是

否存在潜在工业间谍活动等。新法还规定了财政部长对国内直接投资的报告义务。

最后，该法要求所涉交易的任何当事方提交经证明的通知和保证。所涉交易的任

何当事方向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的通知或信息，都必须附带首席执行官的书面声明，以

保证提交的材料和信息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是完整的。

该法案已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正式生效。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海关备案保护制度

根据美国《１９７６年版权修订法》第６０２（ａ）节和《联邦法规汇编》第１９编第１３３分

编的规定，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如果含有在美国境外获得的、未经版权人许可的版权作

品，或者含有仿冒商标、复制或模仿在美国注册的商标的标记，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

将是非法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有权扣押并没收这些产品。通常被扣押的产品

将被销毁。版权人必须向美国版权办公室登记该版权并在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备案才

可以享受此种进口保护，商标所有权人也须向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备案其注册的美国

商标。

《１９９６年防假冒消费者保护法》加强了对商标所有权人的保护，将版权法、商标法等

法律扩大使用到计算机程序、计算机文件和包装上，并且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在

截获仿冒商品后必须通知商标所有权人。

２．检验检疫制度

美国涉及检验检疫的法律主要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

《食品质量保护法》、《动物健康保护法》、《联邦植物保护法》、《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

剂法》等，主要由健康和公共服务部下属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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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局、动植物健康检验局，以及环境保护署四个机构实施这些法律。

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在《２００２年国土安全法》实施以

后，原先由该部门在美国各入境点承担的职能转由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来执行。动植物

健康检验局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之上制定进口规定。通常，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需经

过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的进口许可，进口商可通过“进口授权系统”在线申请进口许可并

查询进度和提交修改。一旦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签发进口许可，允许从某个特定区域进

口某产品，将无需对每批货物进行额外的风险评估。

食品健康和检验局负责肉类、禽类和蛋产品的进口。这些进口产品必须符合美国

食品安全要求。经请求，食品健康和检验局将通过审查法规、实地检查等方式，评估一

国的肉类、禽类和蛋产品管理体制是否等效于美国的保护水平。出口美国的肉类、禽类

和蛋产品只能在特定工厂生产，这些工厂须经食品健康和检验局评估承认的等效国家

的检验机构认证。为确保等效国家的管理体制持续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食品健康和

检验局将定期对其审查，并检查进口产品。

环境保护署负责执行联邦环境法规。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杀虫剂都必须在环境保

护署注册，环境保护署在允许注册之前要对其进行评估，以确保不会对环境、人类或非

特定物种产生不合理的不利影响。进口杀虫剂还须向该局通报。此外，环境保护署还

负责制定杀虫剂在食品中的残留量，并由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执行。

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其它食品和药物的安全，并负责执行《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法》和其他相关法规。

３．签证制度

美国《１９５２年移民和国籍法》和《联邦法规汇编》第八章对签证和移民事务进行规

范。美国签证分为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美国非移民签证共有７９类，申请人根据其

入境目的申请相应的签证。美国移民归化局负责签证事务。

“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实现“保护边境、开放国门”的政策，对签证制度进行改

革。首先，将发放签证的权力赋予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以后，美国国

土安全部开始负责保卫美国边境安全并管理移民事务，该部下设公民与移民服务局，专

门提供有效受理入籍申请、管理签证计划、颁发工作许可及其它许可的服务，并且为新

居民和新公民提供服务。其次，严格了签证程序，《２００２年加强边境安全和入境改革法》

要求在美国签证上强制使用生物识别技术，对签证申请人增加了指纹扫描和面谈要求，

并进行安全背景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费由１００美元上调至１３０美元。

４．政府采购

美国国会于１９４１年通过《贝瑞修正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在采购食品、服装、织物和

金属等物品时优先考虑美国国内生产或制造的产品。为加强该法案的执行，美国会通

过《２００６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贝瑞修正案》进行了两方面修订。首先，要求国防部提

高海外采购透明度，如果国防部决定从海外采购，其应于签订合同后７日内在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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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ｄＢｉｚＯｐｓ．ｇｏｖ官方网站进行通报；其次，将服装材料和零配件也纳入该修正案。新的

《贝瑞修正案》涉及９大类纺织产品，包括服装（联邦供给分类８４０５、８４１０、８４１５、８４２０、

８４２５、８４５０和８４７５下的服装、美国联邦供给分类８４３０和８４３５下的鞋类产品；美国联邦

供给分类８４４０和８４４５下的袜类和手套等），帐篷、防水油布或其覆盖物，棉制和其他天

然纤维产品，机织丝绸和机织丝绸混合物，弹药筒布所用绢丝纱线，合成纤维织物或带

涂层的合成纤维织物，帆布产品，羊毛，以及列入美国联邦供给分类８４６５下任何个人设

备所用的纱线、织物和材料。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关于羊毛及羊绒产品标签的规定

美国政府推出《羊毛服装产品标签公平及国际标准法》，对羊毛及羊绒产品的标签

规定作出了数项修订。制定该法案是为了修订《１９３９年羊毛产品标签法》，以加入对特

级羊毛名称和羊绒产品的定义。该法案适用于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制造的羊毛

产品。　

（２）关于便携式发电机标签规定的最终规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２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４日起，制造

商必须在便携式发电机上粘贴标签，注明产品性能、安全性能及相关技术资料。新的强

制性警告标签应向消费者说明“在室内使用发电机可于数分钟内致命”、“决不在家中或

车库使用，即使门窗敞开”等。

（３）家用电器能源标签新规定

目前，美国《器具标签法》适用于冰箱、冷藏冷冻机、冷冻机、洗碗机、热水器、洗衣

机、房间空调器、火炉、中央空调、热泵、荧光灯镇流器、卫浴产品、照明产品和某些类型

的热水器。制造商必须在产品上加贴黄色“能源指南”标签，标明销售时产品的详细能

耗信息，该法对黄色“能源指南”标签的内容和形式作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必须使用黄

色标签，以法定的形式和类型提供信息等。

根据《能源政策和保护法》，制造商须在消费品能耗标签上披露包括家电在内的若

干产品和照明产品的预估年能耗值，并披露某些卫浴产品的耗水信息。为执行该法中

的这一规定，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修订《器具标签法》的最终规定。

根据这次的最终规定，制造商必须根据能源部的标准确定冰箱、冷藏冰冻机的容量

并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预估的年运转成本将是冰箱、冷藏冷冻机、冷冻机、洗碗机、

洗衣机和房间空调器上的“能源指南”标签披露的主要信息；中央空调、热泵和火炉的制

造商须使用新设计的标签标注冷热设备的能耗；某些产品的预估年运转成本都须在文

件和互联网目录上披露，目录销售方将不再需要提供各种比较信息等。该最终规定将

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生效。

（４）食品添加剂新规定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修订食品添加剂规定的最终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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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聚葡萄糖作为膨松剂、配方助剂、湿润剂和增稠剂，在除了肉类、禽类、婴幼儿食品

和配方奶粉之外的所有食物中的安全使用。

（５）有关非处方内用止痛药、解热药和抗风湿药的标签要求的修改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美国发布通报《非处方人用内用止痛药、解热药和抗风湿药；暂定

最终专论的提议修正案；必要的警示和其他标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议修正有关

非处方内用止痛药、解热药和抗风湿药的非处方标签法规和暂定最终专论，引入新的警

示和其他标签要求，告知消费者潜在风险及应在何时咨询医生。食品药品管理局还提

议删除其法规中的酒精警示，增加所有非处方内用止痛药、解热药和抗风湿药的新警示

和其他标签要求。对于所有含内用止痛药、解热药和抗风湿药活性成分的非处方药品，

无论其销售是根据非处方药物专论或被批准的新药申请，都必须符合新的标签要求。

（６）有关食品标签健康声明的修改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通报《食品标签：健康声明；钙和骨质

疏松症，钙、维生素Ｄ和骨质疏松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议修正有关批准在健康

声明中标示钙与降低骨质疏松症风险关系的法规，引入维生素Ｄ，从而允许除作出钙和

骨质疏松症之间关系的声明外，还可以作出钙、维生素Ｄ与骨质疏松症之间关系的

声明。

（７）有关含铅儿童饰品法规制定的预发公告

２００７年１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是否需要禁售含铅量按重量在０．０６％以上

的儿童金属性珠宝饰品，发布制定法规提案预告。委员会征求以下方面的评议意见：与

含铅的儿童珠宝饰品相关的伤害危险、解决这些风险的其他可能的方法等。

（８）地毯和垫子可燃性标准修改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地毯和垫子可燃性标准技术

提议修正案》，提议采用定时燃烧片为标准点火源规范。该定时燃烧片由基本纯六亚甲

四胺组成，额定热值为７１８０卡／克，重量为１５０±５毫克，额定直径６毫米。

（９）有关服装用纺织品易燃性标准的修改提议

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美国发布通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正提议修订一般服装的可

燃性标准，即关于服装用纺织品的可燃性标准“１６ＣＦＲＰａｒｔ１６１０”。

消费者安全委员会认为该标准在几个方面的规定都已经过时，拟对标准中关于定

义、燃烧测试仪、翻新方法、测试程序、测试结果说明和报告等几方面规定进行修订。

１）定义方面，详细解释了一些说明或报告测试结果时容易让人混淆的术语，如“基本燃

烧”和“表面闪燃”。同时，新增了一些其他相关术语和定义，如燃烧时间、火焰、点燃等。

２）燃烧测试仪方面，现有标准中规定的试验箱使用了一个机械定时装置，拟改为采用更

先进、配有电子机械元器件的燃烧测试仪。３）关于翻新方法，现有标准中规定的干洗、

熨烫程序都已经不符合发展需要，提议对这些测试程序进行修订，并对测试程序中的特

定条件及相关参数进行了规定。此外，规定了以ＡＡＴＣＣ１２４２００１标准为依据的洗涤

要求。４）测试程序方面，本次修订明确了选择表面的方向或织物受测方向以及如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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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易燃性测试等。５）关于测试结果说明和报告，现有标准没有用于报告复杂性测试结

果的编码。修订中规定了测试结果编码，这些编码来自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实验室测试

手册，以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的编码为依据。６）此外，修订标准中的Ｂ和Ｃ子部分，把

这些部分内的测试程序等相关规定移到Ａ子部分内。该通报提意见截止日期为２００７

年５月１４日。

（１０）复合木制品甲醛排放标准修改提案

２００７年３月，美国发布通报，美国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将就拟议的《有毒物

质空气传播控制措施》征求公众意见。该拟议的措施要求制造商符合更为严格的甲醛

排放新标准，从而降低来自硬木板、刨花板和中密度纤维板的甲醛排放。该拟议的措施

适用于在加利福尼亚州出售、提供销售、或供应硬木板、刨花板和中密度纤维板及其制

成品的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加工商和零售商。

（１１）关于铁路机车船用压燃式发动机的空气污染排放控制规则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美国发布通报《铁路机车发动机和每一气缸低于３０公升的船用

压燃式发动机的空气污染排放控制；规则提案》。环境保护署提出了一项旨在减少铁路

机车和船用柴油发动机排放的综合计划，采用新的废气排放标准。该综合计划将规定

气缸排量在３０公升以下的船用柴油发动机的新废气排放标准和更严格的铁路机车排放

标准。船用柴油发动机的新废气排放标准将从２００９年起逐步采用，适用于游艇、小渔

船、超级快艇、拖轮和北美五大湖的货船用的船用推进发动机，以及从小机动船到在远

洋巨轮上的大型发电机用的船用辅助发动机。铁路机车排放标准将最快从２００８年起生

效，最迟不超过２０１０年（对于二等铁路机车不迟于２０１３年）。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中美食品及药物安全协议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中旬，中美就食品、药物及医疗设备安全达成《进出口产品领域保护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合作谅解备忘录》。规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饲料产品、药物、医疗

设备须向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登记，由总局进行年度检查，以确保产品符合

美国标准。食品包括低酸罐头产品、源于植物或动物的宠物饲料、食品和饲料配料，以

及除软体贝类动物以外的水产品，未来可通过协商增添其他产品类别。药物及医疗设

备包括健达霉素（ｇｅｎｔａｍｉｃｉｎｓｕｌｐｈａｔｅ）、阿伐他汀（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昔多芬（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及奥

斯他伟（ｏｓｅｌｔａｍｉｖｉｒ）等多种药物。此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如发现产品可能危害健康

或安全，有权要求展开调查。

（２）关于蔬菜水果进口的最终法规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美国发出通报，告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关于

蔬菜水果进口的最终法规。

由于一些水果和蔬菜已经符合进口许可条件，但还未列入法规中，因此修订后的法

规列明了允许从符合指定条件的地区进口的蔬菜和水果的名单。作为进口条件，所有

水果和蔬菜在首次到达港口时应按检查员的要求接受检验或处理；此外，某些水果和蔬

２０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菜可能需要符合其他特定的条件。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正在补充除溴甲烷熏蒸处理

之外的其他处理方法。该法规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生效。

（３）修订从中国进口龙眼包装标识要求

为防止荔枝锈螨传入佛罗里达州，美方修订了从中国进口龙眼的检疫要求。自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起，所有输往美国的中国龙眼包装箱上必须标明“Ｎｏｔｆｏ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Ｌ”（禁止运入或在佛罗里达州销售）。美国从其他疫区国家进口

龙眼、荔枝（含中国荔枝），也有相同的包装箱标识要求。

（４）有关膳食增补良好生产规范的最终法规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一个有关当前膳食增补剂良好生产规

范的最终法规。该法规规定了有关膳食增补剂生产、包装、标签或处理操作相关活动所

需的最低良好生产规范，以确保膳食增补剂的质量。该法规是食品药品管理局为促进

及保护大众健康而采取的膳食增补剂相关措施之一。

（５）有关进口水果和蔬菜风险评估和快速批准的最终规定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美国农业部发布关于美国进口水果和蔬菜风险评估和快速批准

的最终规定。此项以风险为基础的审批程序仅仅适用于茄子、黄秋葵、青椒、肯尼亚洲

甜玉米和胡萝卜，以及南美的虎耳草科酷栗属植物等６种水果和蔬菜产品，并仅适用于

采取特定的５种检疫措施之一的措施进口的产品。目前指定的５种检疫措施是收获后

处理、入境检查、产品来自无病区的检疫证明、产品不携带特定病虫害的检疫证明以及

与商品相关的风险通过商业行为进行防止。对上述６种产品的检疫可采取上述５种措

施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新规定的一大变化是允许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将上

述产品的商业进口作为一项防止病虫害的措施，从而加速入关程序的完成。另外一大

变化是删除了允许用作科研和展览用途产品进口的条款。但上述变化既没有改变现有

水果和蔬菜的进口目录，也没有改变对进口商品有关风险进行评估和防止的方法。新

规则仅仅使安全进口的水果和蔬菜的审批更快捷。该规定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７日生效。

（６）有关有条件从菊花白锈病发生国家进口鲜切花的最新法规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公布了从菊花白锈病发生国家进口鲜切

花的法规，２００７年６月２日以后，进口到美国的鲜切花必须来自经注册登记的生产基

地，并附带原产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或其代理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或其他同等证明

文件；检疫证书须附加声明，注明该批鲜切花生产基地，并证明该批货物已经检疫，未发

现菊花白锈病；鲜切花运输使用的包装箱标签或其他文件应标注明该批鲜切花的注册

生产基地。此外，经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授权的检验官员有权检查鲜切花生产基地

或其他必要的地方，以确定当地无菊花白锈病的发展态势。不符合上述入境条件的鲜

切花将被拒绝进入美国。

（７）植物卫生处理法规

２００７年８月，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修订了植物卫生处理法规，对有关冷处理装置的

要求及冷处理实施的要求进行几处修改。修改内容包括：对水果冷处理前的预冷增加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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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和严格的要求；要求使用受密码保护并可防止误操作的温度记录仪器；增加提高容器内

冷处理有效性的要求；并规定由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授权的官员审核冷处理过程。

（８）动物产品进口法规修改提议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宣布拟修改动物产品进口法规。规定如

未经熟制的猪肉及猪肉产品来自出现古典猪瘟ＣＳＦ地区中的非疫区，且符合其他某些

加工和运输条件，则准许其进口。该措施在持续防止ＣＳＦ传入美国的同时，取消对从有

古典猪瘟地区进口未经熟制的猪肉及猪肉产品的某些限制。

（９）有关修订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的法规提案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２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关于修订在有机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所含物质的法规提案。

本规则提案将修订美国农业部的允许和禁止物质的国家列表法规，反映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１７日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期间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向农业部部长提交的建议。本

规则提案中所陈述的建议涉及１６９种物质在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中的继续豁免（使用）

和禁止。为与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的建议相一致，本规则提案将更新国家列表上的１６６

项豁免和禁止（连同所有限制性的注释），并且从国家列表上撤回其余３项豁免。

（１０）修改辐照食品的拟定法规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一项拟定法规，修订《联邦法规汇

编》第２１编中有关辐照食品的第１７９．２６节（ｃ）（１）及（ｃ）（２）条。

该拟定法规适用于食品药品管理局管理的、允许辐照处理且在美销售的国产和进口

的所有食品，包括膳食补充剂。拟定法规规定，如辐照引起食品中成分发生变化，或者由于

辐照食品的使用而引起产品中物质的变化，则此类食品需要加贴辐照标识及“辐照”字样或

衍生标识（例如：“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等等），并同时使用清晰的语言说明食

品或使用条件的改变。提案还准许企业向食品药品管理局申请使用“辐照”的替换说法（除

“巴士杀菌”外）。此外，如果企业向食品药品管理局证明目前使用的辐照方法符合联邦食

品药品法规中的标准，则允许其以“巴士杀菌”替代“辐照”字样。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美国整体关税水平较低。２００５年，其平均关税水平为１．５％，降到历史最低点，但高

关税现象仍在食品、纺织品、鞋类、塑料、餐具、皮革制品、珠宝、陶瓷和卡车等产品部门

存在。例如美海关税则第６１章、６２章中服装的平均关税达１１％以上，马裤和短裤的税

率为２７．８％，女士西服套装的税率为２５．９％的从价税加３５．３美分每公斤的从量税。此

外，美国对鞋和陶瓷等产品中的高价商品适用较低税率，而价低产品适用较高税率。这

些商品不仅是中国向美国大宗出口的商品，而且也是美国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美国对

部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增加了中国产品进

入美国市场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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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升级

美国关税升级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一些制成品或半制成品的关税随着加工程度的

加深而增加。例如美国对原木基本实行零关税，但对地板条征收３．２％的关税，对胶合

板和单层板征收８％的关税，动物皮革的税率为０—５％之间，以皮革、再生皮革或漆皮作

面的衣箱税率为１０％，上述产品的关税结构明显限制了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或制成品

对美出口，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

３．关税配额

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保护国内生产商利益，对部分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２００６财

政年度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包括牛奶及奶制品、婴儿配方奶粉、含牛奶的动物饲料、糖

及含糖产品、花生及花生油花生酱、可可粉、巧克力和低脂巧克力碎块、冰淇淋、羊肉、牛

肉以及棉花等。美国对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如脱脂奶粉一项，配额内平均关税

水平为２．２％，配额外则为５２．６％。

（二）进口限制

美国基于国家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公共道德和环境等原因，对鱼类、野生动物、麻醉

药品、酒精饮料、天然气、烟草等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另外，根据美国《１９６２年贸易扩展

法》第２３２条的规定，商务部可自行或根据其他部门或有关利益方的申请发起调查，评估相

关进口产品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破坏或破坏威胁，并向总统提交报告，由总统决定是否对

进口采取调整措施。由于第２３２条对是否破坏国家安全的标准界定不明确，对提起调查的

相关利益方规定的举证责任很容易满足，第２３２条调查的启动门槛很低。

此外，自２００２年起，美国实施钢材进口监控和分析机制，将所有基础钢铁产品列入

监控名单。所有钢铁产品进口商在完成海关进口文件前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商务

部对发放许可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审核，并于一周后向公众公布，其目的是使公众可以

提前７周获得美国进口钢铁产品的统计数据。目前该机制的有效期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１

日。由于钢材进口监控和分析机制提供的及时信息，未来美国钢铁业和行业协会针对

进口钢铁所提起的调查申请速度会加快。另外，由于监控的钢铁产品涵盖范围广，因此

外国钢铁出口商面临美国调查的可能性也会增多。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１．部分海关使用费增加了企业负担

根据《１９８５年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美国于１９８６年将商品处理费作为海关使用费

的一部分，价值低于２０００美元的非常规进口商品缴纳２至９美元的费用，价值超过２０００

美元的进口商品缴纳的费用为其进口价值的０．２１％，每笔清关商品缴纳的商品处理费

上下限为２５到４８５美元。原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和以色列等与美国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产品和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等的产品可享有例外。根据《２００４年美

国就业机会造法》的规定，该费用的实施将延长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海关使用费虽意在抵消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在处理进口商品时花费的行政成本，并设置了上限，然而它是基

于进口货物的价值征收，并非与海关服务挂钩，因此仍有可能超出实际支出，增加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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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的负担，不符合ＷＴＯ《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８条的规定。

２．对部分产品不合理的通关要求

美国海关在进口产品通关时要求出口商提供所有附加单证及相关信息，对纺织品、

服装和鞋类等某些进口产品要求提供特别详细和繁多的信息，有时会涉及保密的加工

处理信息，例如磨光、染色的种类等。对外表由一种以上材料制成的服装，美国要求须

提供每一材料的相应重量、所占价值比例和表面积。美国海关的这些要求大多与报关

环节无关，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通关的需要，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加大了出口商的成本，对

出口商特别是小出口商尤为不利。

另外，美国海关还将结税期最长延至２１０天，在结税期内，美国海关可能要求额外的

信息以便对产品进行分类并确定原产国。在某些情况下，发票上的小错误或小问题将

导致结税期超过２１０天，美国海关不会给予具体的理由。

３．反恐措施带来的通关问题

“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针对措施，预防恐怖分子采取恐怖活

动。２００２年，美国颁布了《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防应对法》（简称《生物反恐

法》），并随后颁布了《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制度》等４个配套法规，同年还提出了“集装箱

安全倡议”及“２４小时仓单预报规则”。２００３年，美国颁布了海关贸易伙伴反恐计划，旨

在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加强供应链及边境的整体保安，要求参与该计划的企业根据

特定的安全指南，建立覆盖产品的制造、生产、仓储、货物处理设施以及货物运输的安全

框架体系。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低了通关速度、增加出口成本，增大了出口市场的不确

定性。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７年，美国共拒绝１９７０批次的中国产品

进入其市场，同比增长了１３．７％，居被拒各国之首。而且，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在执

行这些措施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区别对待国内外企业，使外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

产生了贸易扭曲效果。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国外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面临严峻的技术壁垒，必须符合多种关于消费者

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法规，尤其是美国复杂的法规体系形成了苛刻的市场准入障碍。

美国各州标准缺乏一致性，并且往往不采用国际标准。美国很多州的环保标准与联邦

政府的相关标准相去甚远。美国高度依赖第三方合格评定，电子电气产品在进入美国

市场时，事实上必须通过ＵＬ等第三方认证。美国有２７００个州级以及市级政府机构制

定法规，要求对产品进行安全认证，这些要求缺乏一致性，甚至缺乏透明度。

１．产品质量安全

２００７年８月初，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美国美泰公司以中国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涂料

含铅量超标为由，召回９６．７万件产品。随后，美泰在一个月内三次宣布召回中国制造的

玩具。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显示，美泰公司已连续几次在世界范围内召回

中国玩具共计２０２０万件。由于国外媒体的大肆报道和渲染，美泰玩具召回事件对中国

玩具和“中国制造”产品的声誉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后经过中美双方联合调查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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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万件玩具中属于按照美国设计要求及美国进口商要求进行生产的占８５％。这些中

国玩具被召回的主要原因是２００７年５月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玩具材料的新标

准，美泰公司自愿接受新标准并召回２００７年以前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事实上，美泰公司

８５％被召回的玩具符合被召回以前美国玩具的标准，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因此，产品

召回是由美方设计缺陷所致，与中国厂商完全无关。对于外国媒体对美泰玩具召回事

件以偏概全、恶意炒作的报道，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１日，美泰公司向中国道歉，公开承认召回的绝大多数产品是由于美

泰公司在设计上的失误造成的，并表示愿为玩具召回事件负全面责任。事后，中国国家

质检总局与美国环保署共同签署了《进出口产品领域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合作谅解

备忘录》，美泰玩具召回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２．标签标识要求

美国通过繁琐的标签标注要求对进口产品施加不合理的要求。如纺织品和皮革制

品的零售包装上必须标识原产地，所有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必须标注通用名称，在混纺

纤维超过５％的情况下还必须提供混纺材料所占的比重，所有羊毛制品必须按照《１９３９

年羊毛产品标签法》清楚地标明重量和进口商的信息。

（１）食品标签

美国对食品标签的要求极为严格。美国海关对标签不符合要求的进口食品，无论

其质量如何，均以违反食品标签法规为由自动扣留。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

标签，强化食品还要有营养标签，必须标明至少１４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食品药品管理局

要求所有进口食品都必须有英语商标，并贴在显著、醒目位置。所有的食品标签都必须

有成分列表，色素的具体成分标签需要由食品药品管理局鉴定。食品里包含的任何人

工香料、色素以及防腐剂必须在标签上列出，如果不列出这些项目，则会被食品药品管

理局认定为易造成误解的食品标签，从而拒绝入关。某些食品，如果汁类产品，还要符

合《营养标签教育法案》，必须在信息部分中声明所有果汁的百分比总合。作为多种果

汁混合而成的饮料标签，如果含有少量但较明显的果汁时，则在食品名称里必须含有此

种物质的名称，或是说明果汁的含量在５％含量范围内。

（２）食品无麸质标签要求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９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食品标签和食品的无麸质标签》，提

议修订无麸质食品的定义和标签要求，并规定了贴错标签行为的认定标准等。关于对

无麸质食品的国际标准ＣＯＤＥＸＳＴＡＮ１１８１９８１正在修订中，修订后的国际标准中规

定麸质含量在１００ｐｐｍ以内的食品被视为无麸质食品，而美方标准中将麸质含量在

２０ｐｐｍ以下的食品视为无麸质食品。根据 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的原则，成员国在制定本

国标准时应尽量采用国际标准，因此中方希望美方努力寻求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

接轨。

（３）葡萄酒、蒸馏酒和麦芽酒精饮料的标签和广告要求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美国财政部烟酒税收贸易局发布关于葡萄酒、蒸馏酒和麦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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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饮料的标签和广告的法规制定提案，提议在所有的酒精饮料产品上声明酒精的体积

百分比含量，并且在酒精饮料的标签上标注份餐量详情栏，其中须标明卡路里、碳水化

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中方认为，份餐量详情栏的标注要求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但是脂肪和蛋白质在酒精饮料产品中含量很低，标示其含量并无多大实际意

义，且在某种程度上会误导消费者，同时也会增加生产企业的负担和风险，给贸易造成

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将此规定改为推荐性条款较为适宜。其次，考虑到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的差异，应将份餐量标注要求作为非强制性内容。此外，中方希望美方明确通报

中提到的葡萄酒、蒸馏酒和麦芽酒精饮料的定义及范围，阐明中国的黄酒、果酒等酒精

饮料是否属于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

３．电子产品重复利用计划

２００７年１月，美国开始实施华盛顿州电子产品重复利用计划，对电子产品制造商、

收集商、运输商的注册、商标标签、管理费用以及罚则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该计划对电

子产品的范围定义不明确，返回份额数据的确定等规定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回收再

利用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不明确。此外，中方希望美国根据多哈会议有关决议的精神，给

予较长的过渡期，从而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充足的时间满足美国的新技术要求。

４．儿童珠宝铅含量要求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发布通报，提议禁止销售金属部件中铅

含量以重量计超过０．０６％的儿童金属珠宝。该要求缺乏科学依据，未考虑到儿童金属

珠宝的涂层已降低了人体接触铅的程度，且可溶性与不可溶性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有关玩具安全的国际标准ＩＳＯ８１２４已对铅含量做出了规定，中方希望美国根据

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的要求，以该国际标准作为其技术法规的基础。此外，美国应进一步

明确儿童金属珠宝的产品范围，给出明确定义，从而防止扩大到其他无关产品。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食品检验

美国对食品安全给予高度关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如《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包装和标签法》、《营养标签教育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

生服务法》等综合性法规。美国负责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管理的机构有健康和公共服务

部（下设食品药品管理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农业部（下设动植物健康检验局、

食品安全检查局、谷物检查站和仓库管理局、农产品营销局）、环境保护署、美国财政部

（下设酒类、烟草与火器管理局）、美国商务部（下设国家海洋渔业局）、联邦贸易委员会

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

对于进口食品，进口商或代理商必须在货物到达港口后５日内向海关和边境保护署

递交申报单。食品药品管理局审核进口商的入境申报单，决定是否要进行实物检查、港

口检查或抽样检查。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抽取实物样本后，送其实验室进行检验分析。

如食品药品管理局经分析，确认样本符合要求，则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及进口商签

发放行通知。如分析认定样本“似乎违反联邦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法”，则向美国海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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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保护署及进口商签发“扣留和听证通知”，通知违法性质，并给进口商１０个工作日，

以便其陈述可以接收货物的理由。该听证是进口商为该批进口产品进行辩护或提供证

据，使其合法入关的惟一机会。在实践中，美国对进口农产品的抽样和检验存在因延误

而导致货物损坏的情况。食品药品管理局实验室开展的抽样和检测耗费时间，有时会

导致进口食品和饲料经过长时间的延迟才被放行，而出口商必须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

冷藏和仓储等费用。这一做法对于容易腐烂的食品尤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２．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

美国对农产品施加了极其严格的农药、兽药及重金属残留限量。２００７年，美国共对

杀扑磷、杀真菌剂噻菌灵、乙烯磷、乙酰甲胺磷、乙丁烯氟灵、多杀菌素、稀禾定、土霉素

等多种农药的残留限量作出修正或新增，其中存在不少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如，

美国规定橄榄的杀扑磷残留限量为０．０５ｐｐｍ，鳄梨、香蕉和蘑菇中杀真菌剂噻菌灵的残

留限量分别为１０ｐｐｍ、３ｐｐｍ和４０ｐｐｍ，乳品中乙烯磷的残留限量为０．０１ｐｐｍ。而食

品法典委员会的相关标准中规定橄榄中的杀扑磷残留限量为１ｐｐｍ，鳄梨、香蕉和蘑菇

中杀真菌剂噻菌灵的残留限量分别为１５ｐｐｍ、５ｐｐｍ和６０ｐｐｍ，乳品中乙烯磷的残留

限量为０．０５ｐｐｍ。美国在建立农残限量指标时，应尽量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并考虑发展

中国家的技术实际，不对国际贸易造成变相阻碍。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约１２９起反倾销调查。其中，２００７年新发起５

起单纯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为六偏磷酸钠、钢钉、钢丝衣架、电解二氧化锰、聚酯薄膜。

另外，美国分别对中国标准钢管、复合编织袋、工程轮胎、亚硝酸钠、薄壁矩形钢管、橡胶

磁铁和低克重热敏纸发起７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２００７年，美国对中国提起的双

反调查案件数量增加，频率加快，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与当前全球贸易救济案件下

降的趋势背道而驰。

１．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反倾销规则的修改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月和７月，美国商务部征询公众意见，欲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

销调查程序进行修改，主要涉及替代国的选择方法、单独税率的审查机制和市场经济导

向企业三个部分。美国商务部希望通过细化替代国选择过程中涉及的诸多细节，提高

比对计算的精确性。中方希望美方通过完善反倾销规则，提高调查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２）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目前，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

倾销应诉中遭受不公平待遇。中方希望美方正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取得的成

就，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３）市场导向行业和替代国问题

① 市场导向行业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在反倾销调查中，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能够证明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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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符合市场导向行业的三项标准，则美国商务部在确定其生产成本、计算倾销幅度时，

可以使用该企业或产业自身的产品成本数据，而不采用替代国做法。美国商务部不仅

运用自由裁量权设置了过于严格的标准，而且没有就申请的程序要求及实体要求做出

具体的规定，从而不能给应诉企业以明确的指导，明显不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

相关规定。实践中，美国商务部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中国涉案行业市场导向行业

地位。迄今，中国应诉方尚未获得市场导向行业待遇，市场导向行业的规定形同虚设。

② 替代国和替代国生产要素价格的选取问题

美国商务部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来确

定倾销幅度。但该项规定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在实践中通常选

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替代国候选国，并且无视案件所涉行业的实际情况，经常以

印度的相关信息比较容易获得而最终选取印度的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在很多情况下

扩大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

（４）单独税率政策问题

① 单独税率政策违反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相关规定

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所有涉案产品的出口商征

收统一的反倾销税，但如果出口商能证明其符合一定的条件，则其将有资格获得一个单

独的税率，美国商务部将根据该出口商的出口价格为其确定一个单独的税率，或将被强

制调查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个适用于获得单独税率企业的税率，

这就是美国反倾销中的单独税率政策。该制度与 ＷＴＯ规定存在严重不符。首先，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条规定反倾销调查当局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

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除非存在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条件都与“非市场经

济”这一因素无关。而根据美国现行做法，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要获得单独税率

是有条件的，不是自动的。其次，ＷＴＯ规定中和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相关的规定仅

为《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附件Ⅰ第６条第１款的注释２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这些规定

仅涉及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可比性问题，也即在计算倾销幅度时是否

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数据作为正常价值，而不涉及出口价格的采用问题。目前美

国已经在反倾销实践中采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来解决价格可比性问题，单独税率做法

是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歧视，损害了中国在ＷＴＯ协定下的利益。

② 新单独税率政策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

２００５年４月起，美国对中国及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行新的单独税率申请程序和

捆绑税率政策。实践证明，这一新做法在技术上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提高中国企业获

得分别税率的门槛，不合理地增加企业负担。第二，将本不应由出口企业承担的举证责

任强加给中方。第三，某些要求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使中国企业无所适从。第四，时

限要求过严，实质上剥夺了应诉企业提交补充材料的权利。第五，捆绑税率的做法限制

了分别税率的适用范围。这一政策较大地限制了竞争，有悖于市场原则，也是对中国的

又一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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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归零方法

根据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裁定倾销幅度时，

使用了归零方法。美方的这一计算方法已被 ＷＴＯ裁决违反了 ＷＴＯ《反倾销协定》。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３日起，美国正式在反倾销调查中停止使用归零方法，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然而，美国商务部明确表示仅仅在初始调查程序中停止适用该方法，其在年度复审中仍

将适用归零做法，这与ＷＴＯ上诉机构作出的美国在反倾销调查、定期复审和新出口商

复审中使用归零方法违反ＷＴＯ协定的裁定不符。

（６）市场经济投入计算方法增加企业应诉难度和成本

美国商务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对生产要素中市场经济投入计算方法的修改与其以往的

实践不符。在此前的反倾销调查中，通常从市场经济国家购买的生产要素在所有来源

的生产要素中所占的比重达到１５％～２０％，商务部就采用市场经济国家购买的生产要

素的价格来计算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即认定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要素的比重是“实

质性的”，有时甚至１０％的比重也足以被认定具有“实质性的”。商务部的此次修改将这

一比重调到了３３％，远远高于过去实践的做法，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企业争取较低反倾

销税率的可能性。

另外，对新出口商取消反倾销税担保而改为征收现金押金的做法将使得新出口商

争取出口时更加困难、成本大为增加。

（７）双重担保要求不合理地增加了企业负担

根据美国海关保证金指令９９３５１０００４的规定，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涉案产品的进

口商须缴纳持续的入关保证金，作为一种一般保证，其最低数额相当于进口商在上一年

度缴纳的涉案产品税费的１０％。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对该指令进

行了修改，大幅提高了保证金数额。根据新规定，特定种类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涉案

产品的进口商，其须缴纳的持续入关保证金数额为商务部确定的倾销幅度乘以该进口

商上一年度进口的所涉产品总金额，如果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在商务部公布初裁后，发现

进口商突然改变申报的产品价值、原产地或类别，该署以入关时有效的商务部保证金率

和该进口商上一年度进口的所涉产品总金额之积对进口商征收保证金。新出口商应缴

纳的持续入关保证金数额为入关时有效的商务部保证金率和所涉产品估计年进口总金

额之积。海关和边境保护署还有权随时调整计算保证金的税率，以确保能征收足够的

反倾销或反补贴税。

目前该规则仅将农产品和水产品列入特定种类的反倾销反补贴涉案产品中。

由于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反倾销税率通常偏高，此规定大幅提高进口商须缴纳的持

续入关保证金，进口商还需要维持上述持续入关保证金直至最终确定当年涉案产品的

反倾销税，而实践中反倾销税的确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进口商对每笔货物还须缴纳与

倾销幅度相等的预估反倾销税相当的现金保证金。这种双重担保的方式使农产品和水

产品的进口成本被提升到了极高水平。中方认为，美国征收持续入关保证金的做法不

符合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关于临时措施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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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的问题

（１）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有悖于美国的司法实践

根据美国商务部２０多年来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实践，美国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

用反补贴法，并且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就此做出过肯定性裁决。２００７年，美国商

务部在铜版纸案中宣布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不符合其长期以来的实践和法院判

例。美国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对我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

措施，既违反了美国法院判例，也违背了美方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

惯例。这直接导致了近期美对华反补贴调查的频繁出现，不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

展。一方面，在反倾销案件中，美国历来无视中国２０多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

就，坚持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然而另一方面，美国认为

中国近年的发展已使其经济具有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确定和计算补贴，对中国

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来实现其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已经构成了对中国

产品的双重歧视。美方的做法无助于发展互利、共赢、和谐、健康的双边经贸关系，使正常

的中美经贸关系复杂化，是不明智的和错误的。美方频繁对华输美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向

美国内产业界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致使中美两国政府都面临不必要的巨大压力。

（２）美国调查机关在具体反补贴案件中的错误

在２００７年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铜版纸案作出终裁，对工程轮

胎、薄壁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案、环状焊接碳素钢管做出初裁，裁定中国企业存在补

贴。美国商务部在这些裁定中存在着以下错误：

在铜版纸裁定中，首先为双重计算问题，美国商务部坚持中国为所谓“非市场经济

国家”，在反倾销计算中采用替代国做法，给中国企业计算出税率较高的反倾销税。这

其中已经考虑到了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计算一

个反补贴税，就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双重负担。这种重复计算和重复征税的做法是世贸

规则不允许的。其次是商业银行贷款问题，美商务部将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给企业的贷

款均认定为优惠贷款，从而认为存在补贴。这完全与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的事实

不符，这一做法也使得中国企业补贴幅度被人为地大幅度提高，损害了中国涉案企业的

利益。第三是基准利率问题，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应诉企业获得的所有银行贷款均为

优惠贷款，而将其认定为补贴，并认定中国不存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体系，进而对基准

利率采用替代做法。被替代采用的利率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也高

于申请人提议的印度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在薄壁矩形钢管和复合编织袋案的初裁中，美国商务部继续沿用其在铜版纸案和

标准钢管案中的做法，不采信中方证明，认定与本案无关的纺织行业存在政府政策性贷

款，并在低价提供土地和其他一些补贴项目的认定中背离法律规定、选取错误的基准价

格、导致了补贴幅度的计算错误，并由此导致了双重救济等一系列问题。

（七）政府采购

《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货法》是规范美国联邦政府采购的基本法律。该法包含很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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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规定，如禁止一些公共部门从国外采购产品及服务，建立本地的特殊标准，要求为

本地的供应商提供优惠的价格条款等。按照《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货法》，美国联邦政府在

采购时应优先考虑购买美国产品，即在美国制造、且其中５０％以上的部件为美国制造的

产品。竞标者在参加招标时需证明其产品是美国生产还是外国生产。该法没有直接禁

止联邦政府采购外国产品，但明确规定在进行价格评估时，对外国产品须加价６％（如果

该产品的美国竞争者是小企业或是在美国劳动力过剩地区经营的企业，则加价１２％；国

防类产品加价５０％）。这些歧视性的规定对中方企业进入美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

障碍。

另外，许多其他联邦法规也含有购买美国货的具体要求。这些法规包括美国总务

局、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和美国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的各种拨款法规、各种公路和运

输法、《１９９７年洁水法》以及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８年《边远地区电气化法》。其中的许多法规

都涉及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采购所进行的融资。但经美国申请，这些法规中的大部

分都被列为ＧＡＴＴ／ＷＴＯ政府采购规定的例外。

（八）出口限制

美国出口控制管理制度异常复杂。美国商务部负责军民两用物资、技术和服务的

出口控制，有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则由美国国务院管辖，而

美国财政部对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等也有自己特殊的管制条例。长期以来，美国在军

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均对中国采取限制出口

政策。逐步取消相关产品出口限制更是中美历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的重要议题之一。

１．出口管制新规定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起，美国实行新的出口管制规定，美国最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

对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适用“全面控制”原则，以严格控制敏感两用物品对华军事用途的

出口。该规定的实施可能对欧盟、日本等《瓦森纳安排》的其他成员国造成不良示范效

应。与２００６年公布的法规建议相比，最终规定削减了受管制产品的种类，提高了部分产

品出具最终用户声明的门槛，有一定的改进。但从具体规定看，该法规将２０类商品许可

审查的标准由原先的“实质性贡献”改为“直接和重要贡献”，使审查标准更容易被满足，

商品受出口限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要求中方扩大出具最终用途说明的范围，将导致美

方要求安排用户访问的范围扩大，使中方有些项目难度增大；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条

件苛刻，要求繁琐、程序复杂，中方受益程度尚难评估，并可能对国内不同企业实行差别

待遇，而且该制度要求企业进行大量的文字工作，中美两国商务部门并无足够的人力资

源加以处理，缺乏可操作性。

新规定的出台，扩大了美对华出口管制商品的范围，增加了两国企业民用高技术贸

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对中美企业在民用高技术贸易方面的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美

国对华出口管制在限制中国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国内企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２．出口许可证管理和管制清单

美国商务部通过颁发出口许可证对美国产品的出口和再出口进行管制。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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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出口目的地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产品的技术标准来核发许可证。然而这些技术

标准的设定已过时，许可证申请时间长。根据美国１２９８１号行政令的规定，一套完整

的出口许可证审批时间为３个月，对华出口的审批通常需要３个月到半年，有时甚至

１８个月，远远高于日本、德国二三周至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在申请许可证的过程中还

要随时接受美国当局的核查，在商业合同中附加最终用户条款等，并且还无法预测是

否能够获得许可证，因此这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造成的贸易损失

难以估量。

此外，美国政府通过特列国外机构清单、特列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被拒绝名

单、禁止交易名单以及禁运国家名单等清单，对产品出口的目的地、最终用户等进行控

制，对名单上列明的国家、个人或组织禁止或限制出口。然而，对于什么样的组织或个

人应被列入上述管制清单中，美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全由美国行政当局

自由裁量，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

３．制裁

美国政府经常以“武器扩散”，依据其国内法制裁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从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美国国务院就被控制的物品出口对外国公司实施了１１４次制裁，其

中有７９次以中国公司为制裁对象，这些制裁几乎都是以不扩散为由作出的，并以与中国

军方有联系的企业为制裁重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美国国务院基于《伊朗和叙利亚不扩

散法》，以涉嫌向有关国家出售禁运武器为由对三家中国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任何美国

政府机构采购这些公司的货物、技术、服务或协助这些公司，这些公司不得参加美国政

府援助项目，不允许美国政府向其销售军需品清单上的任何物项，不再向其签发受《出

口管制条例》规范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并暂停现有类似出口许可证。中方认为，中国政

府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一贯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扩散活动，不允许任何公司和个人从事扩散活动。美国政府未提供任何证据，援引其国

内法对中国公司进行制裁，这是毫无道理的。

（九）补贴

１．农业补贴

美国的巨额农业补贴是目前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之一。《２００２年农

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２００２年ＦＳＲＩ法》）所提供的贷款差额补贴、固定直接补贴和反

周期补贴等是其国内支持的主要手段，这些措施为小麦、饲料谷物、棉花、大米和油籽的

种植者提供了巨额补贴，此外该法还通过“出口加强计划”、“奶制品出口激励计划”和

“出口信贷担保计划补贴”等出口补贴计划，促进美国的小麦、小麦粉、稻米、大麦、鸡蛋、

植物油、奶粉、奶酪等农产品的出口。ＷＴＯ在巴西诉美国陆地棉案中已裁定美国的销

售贷款、反周期支付和部分出口信贷计划等违反了 ＷＴＯ规定，然而美国至今仍未履行

ＷＴＯ的裁决和建议。美国虽宣布其修改了出口信贷担保计划（ＧＳＭ１０２）等措施，但

ＷＴＯ专家组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的执行报告中认定美国在２００５年７月以后对出口补贴

计划（ＧＳＭ１０２）的适用规避了美国对产品（承诺或未承诺）的出口补贴承诺，继续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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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产品提供补贴，销售贷款和反周期支付仍然对陆地棉的国际市场价格产生严重的抑

制作用。美国２００８年财年预算显示，美国仍加大出口信贷方面的补贴力度，ＧＳＭ１０２

计划约为２．２１亿美元，比２００７年预估值（１．９６亿美元）增长近１３％，销售补助贷款及贷

款不足支付约为１０３亿美元，反周期支付为１２．７８亿美元，都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直

接支付大幅增加，计划约为５２．４９亿，比去年增加２７％。

《２００２年ＦＳＲＩ法》于２００７年到期，美国参众两院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和７月分别通过

了各自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农业法案。虽然两法案存在分歧，但都加大了补贴力度。众议

院法案保留了以往主要的农产品补贴项目，又新增了特色农作物补贴项目，参议院法案

则提供了总额为２８６０亿美元的巨额补贴，扩大了对美国国内农作物种植者的补贴数额，

对小麦、大麦、燕麦、大豆和其他一些农作物种植者的补贴进一步扩大，并为蔬菜和水果

种植者提供新的补助。美国农产品占全球出口很高的份额，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４５％，大豆占３４％，玉米占２１％以上。棉花占３８％。中方认为，如两农业法案经协调后

得到批准，其补贴将远远高于《２００２年ＦＳＲＩ法》１０年内１９００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较大

的补贴将会进一步扭曲国际农产品贸易，也背离了美国政府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

承诺，并将对正在进行的世贸组织新一轮农业谈判造成负面影响。

２．其他补贴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美国通过《就业机会创造法２００４》，以履行之前ＷＴＯ对美国依《美国

外国销售公司法》和《域外收入排除法》给予国内公司出口补贴做出的裁定。《就业机会

创造法２００４》有条件地撤销了原有的税收免除优惠，同时，为了弥补美国国内公司因此

而损失的补贴收入，该法还制定了一套适用于制造商的新的税收减免制度。由于该法

案为取消出口补贴提供了过渡期，美国没有正确履行 ＷＴＯ的相关裁决。此外，该法案

不仅为国内制造商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并且不合理地扩大制造业的范围，使补贴的覆

盖面大幅提高。

（十）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根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第３３７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进口贸易中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并采取颁布普遍或有限排除令、

禁止令等救济措施。近年来美国企业频繁利用３３７条款调查对中国提起诉讼，以期打击

中国的出口潜力。

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３３７条款调查中，７８起涉及中国产业。

其中，２００７年有１７起案件涉及中国企业，约占其当年发起调查案件总数的３０．８％。涉

及的产品分别是：电源连接器、ＤＶＤ播放器和录音机、三氯蔗糖及包含三氯蔗糖的甜味

剂和其他中间成分、丁腈乳胶防护手套、小型放大镜及其组件、接地故障断路器、数字电

视和同类产品、闪存控制器驱动器及记忆卡和媒体播放器等同类产品、Ｒ１３４ａ冷

却剂等。

虽然美国于１９９４年对３３７条款进行了修改，但中方认为３３７条款的实质并未改变，

修订后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４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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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Ｐｓ协定》的有关规定，３３７调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歧视进口产品的情况。这突出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３３７条款为美国国内产品提供了双重救济，使外国企业受到了

差别性待遇，违反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第二，普遍排除令标准较低且缺乏进一步具体的

判断标准，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合理地损害了外国被诉方的利益；第三，

一些３３７调查不指明被调查企业，仅指明被调查企业的原产国，事实上增加了企业参与

应诉的成本，也损害了涉案外国企业的利益；第四，３３７条款允许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自

行发起３３７程序调查的实施程序存在不合理性，与《ＴＲＩＰｓ协定》规定存在不一致。

四、投资壁垒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新生效的《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美国首次将涉

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而且特别

审查涉及外国国有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或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的并购交易。《２００７

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在下列方面仍存在问题：

首先，新法仍然没有对“国家安全”进行明确的规定，而且，其对新引入的“关键基础

设施”、“核心技术”等概念的解释过于宽泛。这实际上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范

围。而且，为避免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已经完成的并购交易进行审查，企

业向该委员会主动提出的事前审查申请也可能增加。该委员会的行政资源如无法保证

的话将增加企业的时间成本。二是新法对向该委员会提交申报时需提供哪些具体材料

和信息仍没有清楚的规定。第三，新法案强调坚持“个案处理原则”，容易引起并购方的

误判；四是新法案要求该委员会在每次审查和调查完毕后都要向国会提供书面报告，将

增加并购成本和时间，而且向国会报告容易使该委员会的审查或调查政治化，并购企业

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五是总统认为任何一项交易威胁到国家安全，可以采取行动

暂缓或禁止该项交易，对于这种权利的剥夺均无需经过任何法庭审理，也不给予任何赔

偿，新法案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新法案反映了美国国内“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扩大“国家安全”、收紧外国投资审查

的呼声。考虑到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现实情况及对美投资的重点方向，从某种意义

上讲，今后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面临着一些新的不确定性。美方的政策和规定应与 ＷＴＯ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所提倡的“便利跨国投资、保证自由竞争”保持一致，并且

不应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明显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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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西　哥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４９．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１．０％。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１１７．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２．７％；自墨西哥进口３２．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５．１％。中方顺差８４．５亿美元。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主要用于无线电话、雷达等装置或设备的零件，主要用于打

字及其他办公用机器的零附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无线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发送

设备，变压器、静止式变流器（例如整流器）及电感器，印刷电路，光学仪器及器具，传声

器、扬声器、耳机、音频扩大器等；自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主要用于打字及其他办公

用机器的零附件、铜废碎料、牵引车、拖拉机、载人载货机动车辆的零附件、未锻轧的精

炼铜及铜合金、铜矿砂及其精矿、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辆、铁矿砂及其精矿、铝废碎

料、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墨西哥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１７．５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７５６１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墨西哥完成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金额６６６．６万美元。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对华投资项目１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６６

万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墨西哥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１１６个，实际投资金额为６６４１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墨西哥海关和关税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１９９５年《海关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外贸

易总条例》及其附件、《进出口总税法》等，主管机构是税收管理服务总局下属的海关管

理总署。墨西哥以发布总统法令的方式公布进出口关税的调整情况，总统令在其《官方

公报》上刊登。墨西哥对绝大部分进出口产品适用从价税，部分产品适用从量税、混合

税和季节性关税。

墨西哥《海关法》规定，对各类进口商品征收海关附加税（亦称海关服务费），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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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ＦＯＢ价格的０．８％。此外，墨西哥海关还对大部分进口货物征收１５％的增

值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８日，墨西哥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新的进出口海关税则，其简单平

均关税为１１．２％。其中，鞋类产品及其零部件的简单平均关税约为３２．３５％，纺织原料

及纺织制品约为１７．３７％。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８月，墨西哥取消了铝矿石的进口关税，降低了皮毛、塑料、

纺织及工具类等产品的关税。

２００６年９月５日，墨西哥根据《进出口总税法》对部分商品适用的税号及税率进行

了调整。同时对“北部边境带和边境地区进口计划”及“产业促进计划”所涉及的产品税

目进行了相应调整，使原计划中的税赋水平保持不变。２００６年，墨西哥削减了部分产品

的进口关税，如用于铝产品制造业的铝锭、禽类及猪饲料、某些化工原料等。根据调整

后的税率，对未曝光的摄影感光硬片及平面软片、鞋靴零件、电话电报设备等产品适用

零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的《对外贸易法》是规范其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海关法》、《进出口总

税法》也在进口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济部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国际

贸易谈判局，标准、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惯例局，以及工业和贸易局等负责具体的进口

贸易管理工作。

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实行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清单。目前，墨西哥采

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主要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发动机、大型运输汽车和小汽

车、武器、办公设备等。进口许可证申请书必须随附国外出口商的报价发票，进口许可

证的有效期为９个月，并可酌情延长３个月。

自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墨西哥开始实施“北部边境带和边境地区进口计划”，主要

涉及下加利福尼亚州、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允许上述地区进口用于客运机动车或

卡车的部分旧轮胎、变压器、静式变流器、电话机、传声器等产品。

自２００２年起，墨西哥开始实施“产业促进计划”，该计划涉及２２个重要工业部门，主

要包括电子工业、玩具业、制鞋业、采矿冶金业、资本货物行业、农业机械业、化工业、橡

胶和塑料制造业、钢铁业、医药和医药设备制造业、木制品业、纸及纸板制造业、皮革制

造业、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纺织业等。参与此计划的公司在进口原产于北美自贸区之

外的产品或用于生产特定产品的原料时，可享受０—５％的优惠关税。为配合“产业促进

计划”的实施，墨西哥专门规定了产品清单。在进口该清单所列产品前，进口商须在特

定期限内向经济部提交申请材料。

另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墨西哥保留对石油部门的控制权。国家石油公司是代表

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基础石油化工企业进行管理的控股公司，对所有石油工业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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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指导，享有石油的进出口许可权。

３．出口管理制度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及其相关条例、《海关法》以及《进出口总税法》是其出口管理

制度的主要依据，墨经济部负责发放出口许可证，建立出口促进机制。

墨西哥大力促进出口，特别是鼓励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墨西哥经济部制定和实施

了一系列出口促进计划，在税收和行政管理方面给予出口行业优惠。截至２００７年６月，

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提供了各种出口促进服务，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向墨西

哥公司提供培训及不同出口市场贸易管理方面的具体建议。２００７年６月，墨西哥成立

ＰｒｏＭｅｘｉｃｏ，该机构的职能之一是促进出口，为墨西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出口活动

提供建议，取代了国家外贸银行在促进出口方面的职能。

根据墨西哥宪法第２７条，墨西哥国家拥有开发和销售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排他性

权利，墨西哥经济部对１６个税号（８位）项下的出口产品实施预先许可证管理，该出口许

可证向经济部申请，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原油、石油及从

沥青矿物中提取的油类（原油除外）、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石蜡（按重量计含油量小于

０．７５％）、微晶石蜡、圣女果（樱桃番茄）等。墨西哥禁止出口钱币、大麻、活动物以及部分

危害人类健康的用于生产有毒物质的化学品。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墨西哥发布了《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促进法令》（简称“ＩＭ

ＭＥＸ法令”），将“客户工业计划”和“为出口而临时进口计划”进行了合并，终止了“为出

口而临时进口计划”，将“客户工业计划”更名为“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计划”。

“ＩＭＭＥＸ法令”将于２００８年开始全面实施。在“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计划”中，

临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暂缓缴纳关税，待装配产品出口时再缴付关税，原材料、零

部件和提供的出口服务都免征增值税。

４．贸易救济制度

墨西哥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法》和《应对不公平国际贸易活动

规则》。当《对外贸易法》对不公平国际贸易行为和保障措施程序未做明文规定时，应适

用《联邦税收法典》。此外，墨西哥签订的各种地区或双边协定中也有涉及反倾销、反补

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经济部下设的国际贸易措施司负责实施各类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６年１月，墨西哥经济部对《对外贸易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中国加

入ＷＴＯ议定书过渡性保障机制的实施细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规定墨西

哥经济部国际贸易惯例局负责有关中国入世议定书过渡性保障机制所涉产品的特保措

施。此外，《对外贸易法》修正案对墨反倾销调查程序也进行了修改。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墨西哥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３年颁布的《外国投资法》及其相关条例。经

济部下属的外商投资登记处主管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国外商投资委员会是外资准入

方面的国家咨询机构，负责制定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确定外资进入的期限和条件等。

２００４年４月，墨西哥发布了《外国贸易和投资促进计划》，以加强吸引外国投资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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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１日发布的《国家发展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２）》明确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

吸引投资的基本政策。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４日，墨西哥新成立的贸促机构ＰｒｏＭéｘｉｃｏ的主要

职能之一是负责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墨西哥《外国投资法》第５条，墨西哥禁止外国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石油和其他

碳氢化合物、基础石化工业、核能发电、放射性矿物、电信、无线电报、邮政服务、货币发

行、铸币、港口、机场、直升机场管制及监督等。

墨西哥还对部分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其中，合作生产企业的外资最高参

股比例为１０％；国内航空运输、驻机场出租车公司、特种航空运输的外资最高参股比例为

２５％；保险公司、债券买卖公司、外币兑换公司、融资公司、票据贴现公司、特种财务公司等外

资最高参股比例为４９％；提供电信网络和服务的公司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最高为４９％。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

墨西哥《外国投资法》规定外资企业可以将利润、股利、利息和资本金自由汇出。在

国际收支平衡困难的情况下，墨西哥可以对国际收支转移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目前，

美元可以自由汇出或汇入墨西哥，企业盈利可以在完税后汇出。外资企业可在墨西哥

境内任何一家合法银行开立美元支票及存款账户，开户最低限额由各银行自行规定。

２．知识产权

墨西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依据是１９９１年颁布的《工业产权法》和１９９６年颁

布的《联邦版权法》及其相关条例。墨西哥知识产权局和国家作者版权局是墨西哥有关

知识产权的主管机构。

３．签证

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墨政府开始对中国商务人士签发长期有效和多次出入境签证，有效

期为３年。持这种签证的人员可在３０天内多次出入墨西哥。中国商人可在墨西哥境内

以现有证件更换ＦＭ３非移民居住证。持ＦＭ３非移民居住证的中国商人可在墨西哥境

内居住一年，通常每年可以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４．其他

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墨西哥决定在２００８年对玉米、菜豆、蔗糖和奶粉贸易进行改革，不

再对这些产品实行保护机制，而是代之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改革措施。目前，有关

玉米、菜豆和蔗糖贸易的改革措施已开始实施，而奶粉贸易的改革措施尚未出台。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空调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９日，墨西哥能源部发布《中央空调、窗式空调和分体空调能效的限

量和测试方法标准草案》。该草案规定了在墨西哥销售的中央空调的最低季节性能

效比，同时还规定了测试方法和标签要求。该草案适用于以电为动力，具有８８００～

１９０５０瓦制冷能力，以机械压缩运转，并包括一个空气冷却蒸发器盘管、一个压缩机，

以及一个空气冷却或水冷却冷凝盘管的中央空调、窗式空调和分体空调（不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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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分体”空调的分体空调）。

２．玩具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３日，墨西哥经济部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商业信息—玩具标

签》。该标准草案规定了玩具上标示的商业信息的必要内容和其他特征要求。

３．肉类卫生检疫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墨西哥农业、家畜、乡村发展、渔业和食品部发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

《肉类卫生检疫程序》的修正案，对该强制性标准中的标签章节做出修订，制定了屠宰场进行

相关肉制品和副产品工业化生产、加工、包装和冷藏的操作规范。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对关税进行了较大调整，农产品仍受到较高的关税保护，其简单平

均关税为２３％，而其他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９．９％。其中，动物及动物制品的简单平

均关税为４７．７％，奶制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４３．３％，谷类食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４８．９％，明显高于墨西哥２００７年１１．２％的平均关税。

根据２００７年海关税则表，墨西哥实行高关税的产品包括：４个税号项下的未炼制或

用其他方法提取的不带瘦肉的家禽脂肪（鲜、冷、冻、干、熏、盐腌或盐渍的）、猪脂肪（包

括已炼制的猪油）及家禽脂肪（但税号０２．０９以及１５．０３的货品除外）、动植物油、脂及其

分离品的关税高达２５４％；１个８位税号项下的“其他鲜或冷藏的马铃薯”的关税高达

２４５％；１９个８位税号项下的家禽（鸡、鸭、鹅、火鸡及珍珠鸡）的鲜、冷、冻肉及食用杂碎

的关税高达２３４％；４个８位税号项下的化学纯果糖、其他果糖及果糖浆（按重量计干燥

状态的果糖含量在５０％以上，６０％以下以及果糖含量在６０％以上，８０％以下）的关税高

达２１０％；３个８位税号项下的玉米（白色、黄色或其他）的关税为１９４％；２个８位税号

项下的麦芽（未焙制或已焙制）的关税高达１９４％；４个８位税号项下的咖啡浓缩精汁及

以其为基本成分或以咖啡为基本成分的制品的关税高达１４０．４％；５个８位税号项下的

脱荚干芸豆（黑色、白色或其他）、粉状或粒状的乳及奶油（浓缩、加糖或其他甜物质）的

关税高达１２５．１％；６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乳酪和凝乳的关税为１２５％；２个８位税号项下

的大麦的关税高达１１５．２％；４个８位税号项下的咖啡（不论是否浸除咖啡碱，咖啡豆荚

及咖啡豆皮等）的关税为７２％；小麦及混合麦的关税为６７％；３８个８位税号项下的车辆

及其零件、附件的关税高达５０％。

２．关税升级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墨西哥的关税离散度有所增加，完全制成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１３．４％，而半成品的为７．４％，前者比后者高８１．０８％。

在皮革行业，生皮及皮革的平均关税约为５．９％，而皮革制品、鞍具及挽具、手提包

等的平均关税高达３１．４５％，大部分皮革制品的关税高达３５％，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平均

关税差达２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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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对纺织品原料继续维持低关税，其平均税率仅为１０％，化学纤维长丝等原料

甚至无须缴纳进口关税，而纺织品的制成品平均关税高达３５％。

３．关税配额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占墨西哥所有进口货物的０．８％，其中，受关税

配额限制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禽肉、动物脂肪、奶粉、干酪、芸豆、西红柿、咖啡、小麦、大

麦、玉米和富含糖类的产品。奶粉配额内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１％；干酪的配额

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２５％；肉及可食用内脏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

税为２３４％；动物脂肪和土豆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２５４％；玉米的配额内

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１９４％；芸豆（种用的除外）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

税为１２５．１％；小麦的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６７％。

墨西哥绝大部分关税配额只给少数特定国家，例如，美国获得了墨西哥玉米关税配

额的９９．９％，禽肉配额的９７％，动物脂肪配额的９４％，芸豆配额的８８％，干酪配额的

７５％。因此，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而言，向墨西哥出口的同类产品都被征收明显偏高的

配额外关税。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对１６０个税号（８位）项下的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涉及的产品

主要有石油产品、二手轮胎、二手交通工具、果糖、旧衣服、防污染设备、研究设备、“产业

促进计划”所需的产品。

对于二手交通工具和二手机器，墨西哥经济部只有在该类外国产品没有国内替代

产品时才发放进口许可证。该做法有悖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关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

的相关规定，中方表示关注。此外，墨西哥一般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其需申请进口许可

的产品税则号，但这类产品税则号变化频繁，缺乏稳定性。

（三）通关环节壁垒

墨西哥对酒类、服装、化学品、鞋类、钢铁、手动工具、器具、胶合板、苹果、大米、家禽

等大约２００种产品指定了参考进口价格或官方评估价格。如进口商向海关提交的申报

价格低于参考进口价格，需要提供担保并说明原因。墨西哥政府有权在６个月内决定是

否开始正式调查或免除担保。该措施没有规定有关进口货物海关估价的举证程序或裁

定程序，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参考进口价格的确定和海关实施过程缺乏透明度，增加

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第１至６条提供了产品海关估价的原则，但其中没有任何条

款提及以最低进口价格作为产品估价的可选方法。特别是第７条明确禁止在最低海关

限价、任意或虚构的价格基础上进行海关估价。墨西哥却在海关估价中使用最低海关

限价，明显违反了《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则，对外国相关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构成障

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根据《产品和服务特别税法》２００２年修正案规定，墨西哥对饮料征收２０％的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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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并对此类产品的委托、代理等相关服务征收２０％的分销税，并要求这两项税收的纳

税者实施严格账簿登记。但是，使用墨西哥产蔗糖制成的饮料却可以免征软饮料税和

分销税这两项特别税（以下简称“ＩＥＰＳ”）。因此，软饮料税和分销税以及账簿登记要求

主要针对进口软饮料和果汁（最终产品），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违反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

第２款和第４款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

２００６年底，墨西哥颁布了《２００７财政年度联邦税收法》，废除了ＩＥＰＳ特别税。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墨西哥根据１９９２年的联邦法律引入合格评定程序，现有７００多项技术法规，被称为墨西

哥官方标准。这些技术法规由不同的机构制定，且都有自己的合格评定程序。但截至２００７

年底，只有经济部、农业部、交通部以及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等机构公布了部分合格评定程序。

墨西哥不仅频繁修改标准，而且官方标准修订后往往没有过渡期，通过的临时公告自

次日起便实施或者之前就已经实施。例如，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发布的通报Ｇ／ＴＢＴ／Ｎ／

ＭＥＸ／１２６，该通报修订了墨西哥现行的强制性官方标准《肉类卫生程序》，其发布日期为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但该修正案已经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起实施。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４日，墨西哥经济部公布了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机动车、轨道车辆和

挂车用安全浮法玻璃—安全规范和试验方法》。该标准草案规定了在墨西哥生产或销

售的机动车、轨道车辆和挂车用安全浮法玻璃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中方认为对于

公路车辆和铁路车辆的浮法玻璃没有必要分别制定标准，上述两种产品已经有对应的

国际标准，建议采用国际标准。

墨西哥官方标准《商业信息产品标签通则》中的标签要求过于繁琐，对进口产品的

标签信息要求比国内产品严格，对于进口产品的检验一般要进行两次。进口时进行第

一次检验，在产品投放市场时还要由消费者保护机构进行第二次检验。此外，墨西哥对

于纺织品护理标签符号的要求与国际标准不同，墨西哥海关拒绝接受使用国际通用术

语的纺织品。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墨西哥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９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２００７年新

发起４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墨西哥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之

一。另外，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６日，墨西哥经济部对从中国进口钢铁阀门规避反倾销税的行

为进行了调查，这是墨西哥近年对中国发起的第一起反规避调查。

１．反倾销

（１）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Ａ．锁具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９日，墨西哥经济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锁具（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８３０１４００１）进行反倾销调查，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Ｂ．钢板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６日，墨西哥经济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钢板（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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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８５１０１、７２０８５１０２、７２０８５１０３和７２０８５２０１）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６

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Ｃ．塑料喷雾器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墨西哥经济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塑料喷雾器（涉案海关编码为

９６１６１００１）进行反倾销调查，调查期限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日。在该案中，墨

西哥将中国视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以阿根廷作为替代国计算中国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

Ｄ．无金属罩阀门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墨西哥经济部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无金属罩阀门进行反倾销

调查，调查期限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日。

（２）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发起的案件在２００７年的进展情况

２００６年，墨西哥对中国无缝钢管、油漆刷、常规电极发起３起反倾销调查案件。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６日，墨西哥经济部宣布了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的反倾销初裁结

果，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无缝钢管暂不征收反倾销税；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６日，墨西哥经济部结束对原产于中国的常规电极的反倾销调查，决

定不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起生效；

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墨西哥经济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油漆刷（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９６０３４００１）做出反倾销初裁，决定对涉案产品暂不征收反倾销税，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

（３）反倾销复审

Ａ．已裁定的复审案件

ａ．帐篷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墨西哥ＳＢＳ，Ｓ．ＡｄｅＣ．Ｖ公司指出墨西哥国内已不生产海关编

码为６３０６２２０１的帐篷，并申请对该产品进行反倾销行政复审调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８

日，墨西哥经济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帐篷作出反倾销行政复审裁决，决定继续对进口自中

国的帐篷征收３７９％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９日起生效。

ｂ．蘑菇

２００７年５月８日，墨西哥经济部公布了对原产于中国的蘑菇做出的反倾销行政复

审终裁，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蘑菇征收０．４４８４美元／千克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９

日起执行。

ｃ．三氯异氰尿酸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其《官方日报》上发布公告，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２０日起取消对从中国进口的三氯异氰尿酸（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３３６９０３）的反倾

销税，原反倾销税为０．５９４美元／公斤。

ｄ．机器设备、电子材料及其配件

２００７年２月７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公告，宣布对海关编码为８５０１５２０４、８５０１５３０４、

８５０４１００１、８５０４１０９９、８５０４３３０１、８５０９１００１、８５０９４００１、８５０９４００２、８５１５９００１、８５１６３１０１、

８５１６６００１、８５１６７２０１和８５３２２２９９等１３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征收１２９％的反倾销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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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的ＧｅｏｒｇｅＦｏｒｅｍａｎ牌型号为ＧＲ１０ＡＷＨＴ、ＧＲ１０ＡＢＷ、ＧＲ１８、ＧＲ１９ＢＷ、

ＧＲＰ９０ＷＧＲ、ＧＲＰ９９的符合规定或属于８５１６６００１税则号列的电炉除外）；对部分发动

机及发电机、变压器、内燃发动机用的电点火及电启动装置、磁带、磁卡、无线电话、电容

器等６７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取消反倾销税。

ｅ．陶瓷餐具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公告，取消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餐具的反倾

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起生效。

Ｂ．仍在进行的复审案件

２００７年，墨西哥还分别对原产于中国的玩具、服装、机电产品、部分纺织品、电磁炉、

黄铜挂锁、自行车、罐装伞菇、有机化学品、婴儿车、学步车、工具、铅笔、呋喃唑酮、鞋类

及其配件、钢铁制阀门、一次性气体打火机进行了反倾销行政复审。

２．墨西哥对“中国加入ＷＴＯ议定书反倾销措施保留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前，墨方对中国产品采取了大量的反倾销措施，且未按照 ＷＴＯ

规定对每一个产品进行审查。比如，当墨西哥经济部决定对中国纺织品征收反倾销税

时，可能只对衬衫进行了审查，但却对所有其他的纺织服装类产品也征收了反倾销税。

墨方承诺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逐步取消这些措施并使现行的反倾销措施符合 ＷＴＯ《反

倾销协定》，过渡期为６年。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７的ＷＴＯ成员保留清单，墨西

哥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商品共有２１大类（包括自行车、鞋靴、纺织品、服装、玩具、门锁

等１３１０个税号）。在６年过渡期内，墨已取消了４大类产品的反倾销税。２００７年下半

年，墨西哥经济部逐步开始对其余产品进行反倾销行政复审，目前已展开调查的产品主

要包括锁具、鞋类、蜡烛、铅笔、打火机和工具等９大类。

上述反倾销行政复审过程可能会持续一年左右，并依复审结果决定是否取消或维

持现行反倾销税，复审结果主要取决于墨西哥生产商、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提供的材料

和证据。对于认定存在有损于墨西哥国民经济的倾销或不正当贸易行为的，将继续维

持现行反倾销税。中方将密切关注墨方反倾销行政复审的进程，希望墨方严格遵守

ＷＴＯ相关规定，取消不合理的反倾销措施。

３．墨西哥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规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墨西哥经济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帐篷做出反倾销行政复审裁决，

决定继续对进口自中国的帐篷征收３７９％的反倾销税，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９日起生效。

墨西哥对其国内已经不生产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做法与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３

条以及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２８、２９条的规定相违背。

２００６年，墨西哥对《对外贸易法》做了修改，对部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进行

了调整，但仍存在不合理规定，主要包括：

根据《反倾销协定》，反倾销调查确定的是被调查产品在调查期间是否存在倾销，而

墨西哥选择一个不相关的时段对产品进行调查，降低了调查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相关度，

容易导致对中国产品不利的裁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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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对外贸易法》规定所有利害关系方在立案通知公布之日起２８日内向调查机

关提交抗辩意见、信息和证据，答卷时间从立案通知公布之日起算，而不是从《反倾销协

定》要求的收到问卷之日起算，此举缩短了中国涉案企业的反应时间，使涉案企业没有

充足的时间答卷。墨方的这一做法，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１条和《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第１２．１．１条关于应当同等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３０天答卷时间的规定。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强行规定对没有应诉或没有及时、适当提供信息或提供了不

完整信息的生产商适用“可获得事实”计算最高倾销幅度，此举违反了《反倾销协定》和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墨西哥调查机关没有通知被调查的出口商和生产商不提供

或不完整提供信息的后果，致使中国的涉案企业由于不明后果而没有提供或没有完整

提供信息，而被墨西哥适用“可获得事实”计算最高倾销幅度，蒙受损失。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６８条规定对原审期间倾销幅度或补贴幅度不为正数的生产

商可以进行年度复审，此规定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５．８条、９．３条和１１．２条以及《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第１１．９条和２１．２条的规定，即对倾销幅度和补贴幅度可以忽

略不计的生产商立即终止调查的规定。这一不合理做法使中国某些涉案企业即使倾销

幅度不为正数也被征收反倾销税。

墨西哥《对外贸易法》对进口被调查产品的进出口商规定了罚金条款，此规定违反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另外，墨西哥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国的做法来

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其《对外贸易法》第４８条规定了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条

件，该规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使得墨西哥政府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具有很大随

意性。

（七）补贴

墨西哥实行“乡村直接支持计划”，政府根据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而发放一定金

额的补贴。当地农业市场委员会等部门根据农户上报的实际耕作面积进行核实确认

后，以每年政府所规定的单位面积补贴金额进行发放，如一年进行两季种植则可获两次

补贴。农业市场委员会发放的农业补贴是对政府规定种植的玉米、水稻、高粱等农作

物，按其实际产量给予的补贴。此外，根据每年实际情况及地区差别，墨政府还出台其

他临时性补贴等。

墨西哥每年通过“目标收入计划”为种植基础农作物的农民提供补贴，以及柴油、电

力等其他经济支持。这些计划具有贸易扭曲作用，属于 ＷＴＯ《农业协定》中的黄箱

补贴。

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墨西哥的农产品总产值的黄箱综合支持量比例高达３４％，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在４％以下。这使得墨西哥国内农业得到了极大的支持，造成

外国农产品与墨西哥农产品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

四、投资壁垒

墨西哥《经济家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报道，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认为在其２８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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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中，墨西哥和冰岛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最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过多是墨

西哥经济增长迟缓的原因之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２００７年的《墨西哥经济研究报

告》中也建议墨西哥各级政府应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适当取消进口税，并加强

推动外国投资者与墨西哥中小企业的联系。

墨西哥对外国公司在墨投资实行较本国企业更加严格的税收制度，如外资企业、外

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利润不仅按照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课征，而且利润汇出境外时还要

征收汇出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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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非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南非双边贸

易总额为１４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２．５％。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７４．３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８．８％；自南非进口６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１．９％。中国顺差８．２亿美元。中国对

南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鞋类、印刷机、通讯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橡胶制品

等；自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石油、铁合金、铁砂矿及其精矿、锰矿砂及其精矿、铜砂矿

及其精矿、不锈钢板材、羊毛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南非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６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７７７２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３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南非对华投资项目３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６９１６万

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南非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５９４个，实际投入４．７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南非规范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和２０００年

修订的《增值税法》。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及提出调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的关税水平的建议，并研究出口退税等政策。南非税务总署负责征收关税。

２００７年，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根据与欧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欧洲自由经济区

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南非关税提出修改草案。根据草案，自欧盟进口的纺织服装产品

可享受４０％的税率优惠，对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进口的摩托车实行零关税，对自

欧洲自由经济区进口的部分水产品、农业和工业产品免除关税。该草案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起生效。

２００７年，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决定对纺织品的进口关税进行评审。该委员会

考虑减税的纺织品包括海关税则表第５１到６０章税号的产品。目前，南非纺织品平均进

口税率为２２％。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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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入ＷＴＯ时的承诺，南非已明显降低了其总体关税水平。南非目前的平均关

税为５．８％，其中农产品为９．１％，非农产品为５．３％。

２００７年，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对海关税则表中部分章节的产品进口关税作了

调整。免除了棕榈脂肪酸钙盐的关税，提高了可折叠ＰＶＣ充气水池的关税，调整了第

７６章下部分铝制品关税，并对硫化橡胶管、铸铜管、铸铝管、涤纶预取向丝、苛性钠、钢桶

用花边塞和花边缘轮等产品进行退税。

此外，根据南非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０７年度预算，天然葡萄酒消费税提高８．５％，烈性

葡萄酒与起泡酒消费税提高１０％。同时，根据南非《机动车产业发展计划》，轻便型机动

车的关税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削减至２９％；原装设备组件削减至２４％。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南非目前实施的进口管理制度主要包括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１９９０年

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１９９３年修订的《标准法》。贸易工业部是负责管理南非对外贸

易的主要部门。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南非的进出口限制产品列表。此外，南

非贸易工业部下属的进出口管理局负责发放进口许可证。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任

何公司只需要在南非税务总署登记注册即可经营进口贸易。南非只对部分粮食、石油

产品、武器、部分纺织品和废旧产品等特殊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

１２个月。此外，进口商必须先获得进口许可证后才能在海外将进口产品装船。在中国向

南非重点出口商品中，仅有黄金饰品、茶叶和鲤鱼须要进口许可，分别由南非储备银行

和农业部负责发放。

２００７年南非进口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新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

政府关于促进两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南非单

方面对原产于中国的３１种纺织服装产品实行进口管理，管理期限截止日为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中方不对这些产品实行出口管理。南非进行管理的产品包括衬衫、外衣、运动

衣、夹克、外裤、内裤、工装裤、风衣、雨衣、童装、女裙、围裙、窗帘等。

此外，由于发现某些南非厂商错误地把进口产品的标签改为“南非制造”，南非于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４日颁布了《商品标记法》。根据该法，南非贸易工业部负责对进出口产

品进行详细调查，使整个管理制度变得更为严格。包括鞋、皮革产品和纺织服装品在

内的进口产品其标签必须包括正确的英语产品标识，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更为详细的

完全要素清单。违反上述规定的将被处以每件５０００兰特以上的罚款，产品可以被

没收。

３．出口管理制度

目前南非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１９９０年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２年颁

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贸易工业部是负责管理南非对外贸易的主要政府部门。国际

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南非的进出口限制产品列表。此外进出口管理局负责发放出

口许可证。

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出口商需要在南非税务总署进行注册。南非规定出口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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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产品列表中１７７个４位海关税则编码产品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这些产品主要为战略

性物资、不可再生资源、废旧金属和汽车等。除个别商品外，进口许可证一般由南非贸

易工业部负责发放。此外，废旧金属必须先以出口价的折扣价向下游产业提供，如果下

游产业制造商没有答复或不需要，政府才可以发放出口许可证。根据《钻石出口税管理

法》，钻石出口企业还必须在南非钻石委员会注册。

２００７年南非出口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新的发展变化：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

值及创造就业机会，保护国内的铬矿工业，南非政府根据企业申请，计划颁布一项关

于限制国内铬矿出口的法令，对铬矿征收出口税，并决定铬矿主要在南非当地冶炼加

工，只出口铬铁。

此外，２００７年南非颁布了《钻石出口税法》和《钻石出口税管理法》，降低钻石原石出

口税率，并且明确了减免钻石出口税的执行标准。《钻石出口税法》将钻石出口税率由

１５％下调至５％。同时，该法令规定钻石生产商须将钻石产量的１０％出售给南非国家钻

石贸易商，后者须将原石出售给本地加工商。并且，不同产量的钻石生产商必须将一定

比例的钻石卖给本地钻石厂商，才能获得免税出口资格。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南非反倾销法律主要为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

海关与税收法》和《反倾销条例》。保障措施方面的法律包括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颁布的

《普通保障措施法》和《农业保障措施法》。此外，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南非的贸易救

济管理机构主要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贸

易救济的立法和调查工作，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负责反倾销事务的主要是关税委员会

和部长理事会，其中关税委员会负责接受和审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反倾

销结果及拟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并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由部长理事会作出最终反倾

销措施决定。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南非国会通过２２条《反倾销条例》修改建议，修改后的《反倾销条例》

增加了透明度，同时缩短了完成调查的时间。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１）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利害关系方的听证会；

（２）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中提出明显高于 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有关“国内产业定义”的要求；

（３）如果准备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国内产业由于产量低于南非所有同类生产商

总产量５０％而不能代表国内产业，那么，在这些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之前，南非国际贸易

委员会可以引进这些国内产业附加的最低价值；

（４）根据南非贸易工业部的要求，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一项考虑因素；

（５）即使调查表明倾销行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是否采取临

时反倾销措施享有绝对的决定权；

（６）如果在反倾销复审期间没有发生出口，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决定出口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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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不再发布公报，通知利益相关方有关即将过期的反倾销

税的日落复审的情况，相关企业可以通过该委员会的网站等替代方式获得相关信息；

（８）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对参加期中复审和新出口商复审的当事方做出调整。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南非规范投资方面的主要法律为《出口信贷与外国投资、再保险法》、《贷款协定法》

和《外汇管制特赦及税收修正法》。其他与外资管理相关的法律还包括《公司法》、《税收

法》、《金融机构投资基金法》、《劳工法》、《竞争法》和《环境管理法》。此外，南非贸易工

业部是管理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其他投资管理部门还包括：南非税务总署、南非国家

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地区工业发展委员会等。此外，根据南非科技技术部２００７年颁

布的《技术创新机构法案》，南非成立了技术创新机构，为从事技术创新和发明的个人、

协会或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资助等方式的援助。

目前，南非实行按居住地征税的政策。根据与不同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非南非居民仍需就在南非的收入纳税。南非的税种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

包括所得税、资本收益税等四种税费；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及进口税等八种税费。

目前，南非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３０％，增值税为１４％。

此外，南非现有的产业投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

（１）外国投资补贴。南非贸易工业部对在南非投资新兴制造业的外国投资者免除

引进机械设备的１５％的成本，最高限额为３００万兰特。

（２）外包和离岸计划。根据２００６年南非政府的备忘录，为了吸引外资在南非开展

外包和离岸业务，南非对外包和离岸业务投资者提供资金援助。援助额度为每个员工

３．７万至６万兰特，同时每培训一名员工补助１．２万兰特。

（３）重要基础设施计划。南非贸易工业部对符合条件能改善南非重要基础设施建

设的项目进行资助。重要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电信、下水道、垃圾处理、燃料供给

等项目。资助额度为项目成本的１０％至３０％。

（４）电影电视制作退费计划。根据２００８年南非贸工部发布的电影电视制作激励政

策，符合规定的外国独家制作和合作制作电影电视将退回一定的制作支出。其中故事片、

电视连续剧、纪录片和卡通片等外国独家制品将实行返还１５％支出的政策，合作制作的制

品将获得制作支出３５％的返还（６００万以内）和２５％的返还（超过６００万的部分）。

（５）行业特别扶持计划。该计划提供８０％的成本激励，并对行业中的从事研究工

作的非营利商业机构提供融资援助。

南非现有的一般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１）工业发展区计划。工业发展区与国际港口相连，该区域内的出口制造企业可以

享受到宽松的投资环境和灵活的政策。其中，国际港口的保税区内免除机械和原材料

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

（２）出口市场和投资援助计划。该计划对出口商因扩大南非产品在外国市场的行

为而产生的部分成本进行补偿。出口商可以享受市场研究、贸易考察和参加国际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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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融资援助。具体计划包括出口活动中所产生的空运、样本传递、每日佣金、展

览和传册影印等方面。

（３）黑人商业供应商发展计划。该计划为南非贸易工业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投资促进

政策。对南非黑人所有权比例超过５１％的公司提供一次性８０％的成本抵扣，帮助企业

增加管理、营销、生产、标准、物流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最大抵扣额为１０万兰特。

（４）合资激励计划。为实现２００４年南非政府合作发展战略提出的２０１４年目标，南

非政府对合资公司进行投资激励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合资公司进口机械设备提供９０％

的成本抵扣，最高额为３百万兰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工作许可配额

２００７年４月，南非正式宣布，将在５３个行业范围内开放近３．５万个工作许可配额，

以解决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该特殊工作许可能够让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不需要

聘用合约的情况下，进入南非找工作，而且雇主不需要提出繁琐的证明，便可以聘用这

些外国人，过程简捷迅速。这些工作许可的行业范围将依照本地市场的需求每年进行

调整。外国申请者只要符合要求，９０天内即可获得进入南非工作的许可证。工作许可

的限期也发生了改变，只要持证者继续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即使另换单位，工作许可

证仍继续有效。

５３个行业大部分都属于工程科学领域，包括：电话中心经理、保险精算与估价、农业

经济、统计学、经济学、化学原料工程、土木工程、结构工程、航天工程、飞机保养工程、航

空电子工程师、电机电子科技、工业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矿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与检

验员、管线工程与制造专家、森林科学家、生物化学专家、食物科技、地质学家、地球物理

学家、兽医、医师、药物研发、数学或科学老师、农业技师、电机绘图、水力空气科学、产品

研发、自动科技、机电整合、航空科技、生产科技、铁板技师、焊接工、锅炉技师、金属产

业、工具制造以及珠宝设计等。

２．中国苹果、梨获准向南非出口

根据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南非农业部２００７年２月共同签署的检疫议定书，中国苹

果、梨获准向南非出口。出口南非的苹果、梨果园和包装厂，须在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注册登记，并经南非农业部批准。出口水果的果园应对南非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

物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在注册的包装厂进行加工、包装和储存，确保出口的苹果、梨符

合南非入境植物检验检疫要求。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水果实施检验检疫，

合格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３．技术标准制度

南非技术标准局负责制定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２００７年，根据南非贸易工业部

先后发布了《标准议案》和《强制性标准议案》，为确保技术标准设立的公正性和独立

性，南非技术标准局按照行政功能拆分出一个评估服务提供站———国家强制规范管理

局。该管理局将根据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和公共环境的利益制定部分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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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南非根据《１９４１年商品标志法案》发布一项通知，修正了进口

或在南非销售的皮革制品、纺织品等产品的原产国标签要求。

２．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南非提议引入水泥的强制性规范，涉及袋装和散装建筑用水

泥的制造、标志、特性和性能要求。

３．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５日，南非农业部公布了关于在南非销售的蛋的分级、包装、标志的

法规，规定了家禽蛋的最低质量标准。

４．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９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０３类和０４类机动车强制性规范的

修正提案》，规定了用于公路运输货物的０３类和０４类机动车的要求，包括尚未在南非登

记的此类机动车。

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南非发布通报，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动物健康与安全，《南非农

产品标准法案》规定了在南非销售的新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评级、包装和标识法规。该

提议法规适用于在南非销售的新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评级、包装和标识。

６．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南非通报了关于婴幼儿食品（谷类食品、面粉、淀粉和牛奶）

的相关法规。该法规规定了标签、成分、包装以及其对生产商的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

以及相关的特殊药用食品的标签要求，婴幼儿营养强化食品的一般要求和其他要求，甜

味浓缩乳制品和还原乳制品的标签要求，奶瓶和奶嘴的标签要求和其他要求以及赠品

包装的禁令。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尽管南非关税制度不断改革，但仍然相当复杂，给外国产品向南非出口带来了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此外，南非为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糖类产品、羊肉、牛奶和玉米

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

此外，南非的关税高峰主要集中在纺织、皮革、鞋、布料、摩托车及零部件和加工食

品。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二）进口限制

南非贸易工业部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对中国３１个类别的纺织

品实施进口配额管理，所涉产品包括棉织物、窗帘和针织长裤等。同时，南非承诺对中

方产品放弃使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１６条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

书》第２４２段，承诺落实承认中方市场经济地位的有关具体措施。中方认同南非政府为避

免采取纺织品特保措施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注意到南非有关零售商对进口配额的不

同看法。中方希望南非政府遵守中南两国之间签署的协议，正常看待中国纺织品的竞

争力和南非国内市场的合理需求，充分考虑双方的经济贸易利益，合理调整有关产品的

进口配额，并增加透明度，加强管理。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南非在２００７年对进口或销售的皮革制品、纺织品等产品的原产国标签要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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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强制性规范、南非销售的蛋的分级、包装、标志的法规和卫生部管理范围内的预

包装食品标签和广告的条款等进行了修改。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遵守 ＷＴＯ的关

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定，参照国际标准，减少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正常化造成的

负面影响。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根据南非２００６年修订的进口食品检验检疫法规，南非政府要求进口商在进口农产

品时，必须向南非政府提供该产品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控制报告，其中明确要求记录农

产品各个生长期的检验检疫结果。中方认为，南非采取的上述要求比较严格。可追溯

的农产品质量报告要求出口企业建立良好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即根据农业规范、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或有机产品等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建立出口产品溯源和追踪体

系。中国已经积极开展出口企业相关体系的建立，但是中方认为，可追溯体系的建立应

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充分考虑中方的实际情况。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１．反倾销

南非是对中方发起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之一。近两年，中国商务部与南非国际

贸易管理委员会之间深入合作交流，就落实南非承认中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倾销与

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产业损害的确定性证据、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磋商，取得积极结果。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南非针对中方发起的反倾销立案调查达４１起，其中２００７年共发起

４起。涉案产品为柠檬酸、焊接钢制链条、聚氯乙烯和压延铝材。

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１１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对部分产品公布了初裁结果，取消了

柠檬酸反倾销调查，对焊接钢制链条和聚氯乙烯则分别征收５２．９％和３２．７％的临时反

倾销税。中方认为，在调查期内，中国企业对南非出口的涉案产品数量并不大，但这些

措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上述产品对南出口的继续和扩大。

２００７年４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终裁，因倾销未对南非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

害以及损害与倾销之间无因果关系，终止对充气轮胎的反倾销调查。该案于２００５年启

动调查。目前南非普利司通等轮胎企业已向南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中国橡胶工业协

会代表涉案企业出面作集体抗诉。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此外，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０７年取消了对聚四氟乙烯扁条、锄头、毛巾和

面巾三类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时，中国门锁和门把手、平纹机织物、锹和铲／叉／锄和

耙、钢丝绳和钢缆四类产品在２００７年受到了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的反倾销日落复

审立案调查。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南非准备取消部分产品的

反倾销税，涉及中国的产品包括铝制餐具、化纤地毯、钢铁制螺栓螺母、浮法玻璃、平板

玻璃和大蒜。

总体而言，南非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够给予双方充分表达观点的机会，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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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为依据做出裁决，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

２．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５月，南非对进口的饲料添加剂和赖氨酸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征收１６０％的

进口关税。１２月做出终裁，决定对上述产品征收三个阶段的附加税，其中第一阶段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０日）附加税为２７％，第二和第三阶段（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日

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附加税分别为１８％和

９％。原产于中国或自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均包括在内。

中方对此表示关注。中方希望南非政府克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对双边贸易

造成不利影响。

（六）政府采购

南非政府尚未签署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南非在政府采购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存

在不公正和不透明等问题。出于扶持本国产业的考虑，南非政府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往

往以当地成分为由对进口产品和服务进行限制。中方希望南非加强政府采购的透明度，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七）出口限制措施

１．铬矿石出口限制

南非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铬矿石生产国和出口国，占全世界铬矿储藏量７５％。为提

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及创造就业机会，南非政府决定减少黄金、铂及铬矿等原材料的出

口并征收出口税。目前南非企业决定只出口铬铁，铬矿石在南非当地冶炼加工，以保护

本国的铬铁加工行业。中方认为，限制铬矿出口会造成国际市场铬矿供应量的减少，铬

矿价格将震荡波动。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钻石出口限制

根据南非２００７年出台的《钻石出口税法》和《钻石出口税管理法》，为了获得免税

出口资格，大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在５０亿兰特以上）必须将其产量的４０％卖给本地钻

石厂商；中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在１千万—５０亿兰特）必须将其产量的１５％出售给当

地钻石切割商。小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少于１千万兰特）如其产品在钻石交易所里出

价而未被买走，可以免税出口钻石。如果大中型生产商没有达到要求，则余下产品需

要交纳出口税（出口税率等于规定产量出售百分比减去实际产量出售百分比，最高额

为５％）。南非是钻石这种稀缺资源的最主要出产地，中方完全理解南非政府为了保

护和促进当地钻石行业的发展而做出的努力。但是，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充分考

虑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合理的全球化分工，使稀缺资源能够发挥其最

大的利益价值。

（八）知识产权保护

南非在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伪造商标、侵犯版

权等较多问题。其中，软件盗版的情况在南非非常严重，在所有的商业行业中都存在。

南非软件的盗版率占软件销售的３６％。中方希望南非进一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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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罚力度，保护中方产品的相关权益。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１．黑人经济政策法案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为帮助受种族隔离迫害的黑人及弱势人种参与主流经

济，使有能力的受害人种的企业更好地与西方企业竞争，南非政府在２００１年颁布了《黑

人经济振兴法案》。该法规定企业２５％的所有权应该由当地黑人持有，还规定了当地黑

人在管理层的比例。此外，根据南非２００７年２月初公布的《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具

体实施法典的规定，南非政府发布了强制性“平衡计分卡”的计分规则。计分标准包括

资产权益、所有权比例等七个类别，并计算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企业更好地扩大了黑

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企业如果要与政府进行交易，则必须严格遵守“平衡计分卡”

的规定，并且总分较高的企业享受优先采购权。

中方对南非制定保护黑人权益的法规表示理解，但是设置强制性指标可能对外国公

司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此外，“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可能造成企业机密信息的外泄，对企

业的正常运营产生负面影响。中方希望南非政府为外国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２．生产许可

南非企业如果考虑向外国公司申请生产许可，必须先向贸易工业部进行申请。贸

易工业部或南非储备银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将对申请进行审批，整个申请过程可能需

要３个月的时间。申请者的资格需按照一系列的标准进行评判，包括战略意义、经济贡

献度和项目本土意愿等。贸易工业部负责审批版权许可的申请，其他许可协议都须提

交南非储备银行审批。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简化相关的审批程序。

（二）投资经营壁垒

１．签证制度

中国企业普遍反映南非的签证缓慢，而且在申请工作签证时南非大使馆还要收取

押金人民币１５０００元，影响了中方在南非投资企业的人员往来。关于中国公民申请南非

签证交押金一事，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驻南非使馆已多次向南驻华使馆和南非内政部

进行交涉，希望南非方面尽快予以解决。

２．治安环境

近年来，南非发生了多起针对华商和中资企业的伤害事件，影响华商和中资企业对

南非投资的信心。中方希望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治安环境，保护在南非投资的

华人和中国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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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尼 日 利 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８．４％。其中，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３８．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１％；自尼日利亚进口５．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３．４％。中国顺差３２．６亿美元。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摩

托车、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橡胶轮胎、化工产品、纺织品、鞋类、服装以及水泥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尼日利亚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０．７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７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尼日利亚的非金融

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６５４２万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对中国投资

项目１４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２１１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９０年关税和消费税管理法案》是尼日利亚关于关税制度和程序的基本法律。

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财政政策法

规和关税修订案》，适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该法规的具体内容如下：

Ａ．关税修订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修订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涉及９０个１０位税则号项下的

产品。尼政府还降低了二手汽车（即“ＴＯＫＵＮＢＯ”）的进口关税，排气量为２．５Ｌ，车龄

不超过８年的二手汽车进口关税由过去的４０％或３０％降为２０％。大米的进口关税及

附加税由１１０％降为１００％。

Ｂ．财政政策

ａ．自行车和摩托车零部件免征增值税

根据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税务局第１９９７／９９号通知，为促进公共交通发展，保证车辆

维护用零配件的充足供应，自行车和摩托车零件免征增值税。鉴于部分零件禁止进口，

以半散件形式进口的自行车零件按５％计征进口关税。

ｂ．鼓励水泥制造商的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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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造水泥及相关产品的厂房、机械和设备（包括钢结构）均执行进口零关税并

免征增值税；而其零部件，不分ＨＳ编码类别，均按５％计征进口关税。

ｃ．工业类厂房和机械

海关税则第８４、８５和９０章项下的工业类厂房机械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继续享受进口

零关税并免缴增值税。

ｄ．特许天然气行业零税率

利用尼日利亚天然气从事开采、加工或发电的公司，其进口原料、机械、设备、配件

和零部件等在２００７财政年度享受进口零关税并免缴增值税。

ｅ．对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特种网实施进口零关税

由世界卫生组织农药评估项目鉴定的、经长效杀虫剂处理的特种网（ＨＳ编码为５６０８．

１９００．１２）继续享受进口零关税。ＨＳ编码为５６０８．１９００．１１、６３０４．９１００．９２、６３０４．９１００．

９３、６３０４．９２００．９４、６３０４．９２００．９５、６３０４．９３００．９６、６３０４．９３００．９７、６３０４．９９００．９８和

６３０４．９９００．９９的蚊帐等继续执行２０％和３０％的进口关税税率，经普通杀虫剂处理的特

种网仍执行１０％的关税税率。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６年ＷＴＯ对各成员关税水平的统计，尼日利亚２００６年的简单平均关税为

１２％。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５．６％，非农产品为１１．４％。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为履行其作为成员国的义务，与其他成员国采取一致的关税。根据新适用的统一进口

关税税率，生活必需品如书、报纸和药品等为零税率，原材料和投资性货物的税率为

１０％，制成品税率一般为２０％。同时，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工业机械及设备的

进口关税由２．５％降为零，工业机械零关税暂试行一年，此后将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适

用零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关税和消费税第４号法令》规定了进口和消费税，以及有关进口

禁令的内容，是尼日利亚关于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

尼日利亚从１９８６年起取消了一般进口许可制度，只对少数限制性产品实施进口许

可证管理。根据《尼日利亚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麻醉药、精神药物和一些对健康、安

全有害药物的进口须申领进口许可证。石油产品的进口由尼石油资源部向国家石油公

司颁发独家进口许可证，未加工烟草的进口由海关签发进口许可证。

禁止进口商品须由关税审核委员会推荐国家首脑特批。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尼日利亚有关投资管理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８年修订的《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

员会第１６号法令》。此外，尼日利亚涉及投资的法律还有《１９９５年外汇（控制与杂项规

定）第１７号法令》和《１９９９年投资证券法令第４５号》。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大幅调整机构，商业部和工业部合并为工商业部，成为

８３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尼主要贸易管理部门，负责对外贸易、国内和地区贸易管理，制定相关贸易政策，以及管

理商标、专利和反倾销等事务。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为尼日利亚投资管理部门，负

责制定尼日利亚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协助外国公司与政府各部门联系及办理有关的

注册手续。

１．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自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起，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部开始执行新的１０％增值税税率。

根据西共体条约，尼政府计划于２００９年１月将增值税税率再次调整至１５％。

根据尼日利亚《国家信息技术发展法》，收益超过１亿奈拉（约合８４万美元）的电信

公司（包括移动通讯运营商）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须支付１％的毛利润作为信息

技术发展税。该项法律规定，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税务局将对该项税收进行评估；有关通

讯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在收到联邦税务局有关税收评估通知后６０天内支付信息技术发展

税，否则将被处以１００万奈拉（约合８４００美元）的罚金，企业负责人也将因此被起诉。

２．限制和禁止投资领域

《１９９５年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第１６号法令》取消了在尼注册公司中外国公司

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是，任何国家的组织或个人不得投资某些特定的领域，如武器和弹

药的生产、麻醉药品以及精神调理物质的生产和经销、军服或准军服的生产、海岸和内

陆船运。

３．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为鼓励国内外的资本在尼日利亚投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主要包括：

（１）公司所得税

根据尼日利亚修改后的《公司所得税法》，除石油领域外，所有其他领域的公司所得

税税率为３０％。

（２）授予部分产业／产品先锋地位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对某些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或产品授予先锋地

位，并给予投资先锋产业的企业免税待遇，以使投资企业在投产后几年内获得合理利润

并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先锋产业的企业可享受５年免税期，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可享受

７年免税期。要获得先锋地位，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的资本投入不得低于５００万奈

拉（约合４．２万美元），本土企业不得低于１５万奈拉（约合１２６０美元）。申请获得先锋地

位的企业须在开始商业生产后一年内提出申请。

目前，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共批准了６９个产业／产品享受先锋地位。主要的产业／产

品包括：农作物和水果栽培、加工及储藏产业中的罐装食品、水果、茶等；地下开采铅、

锌、铁矿；钢铁生产中的钢铁产品；制药业中的药品及维生素；医疗设备制造；纺纱及人

造纤维生产；电器、电力设备及其部件的生产；旅游业中的度假胜地、旅馆、运动休闲设

施的开发；房地产开发中的居民或商业房地产的租赁及任何形式房地产的出售等。

（３）从事研发的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

９３１尼 日 利 亚



为鼓励在尼企业从事研发，提高企业的加工水平并改善产品质量，尼日利亚联邦政

府对从事研发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如果研发在尼境内进行，并与该企业的业务

密切相关，则研发费用的１２０％免于征税。如使用尼本地的原材料从事研发，则研发费

用的１４０％免于征税。如果企业从事长期研究，投入的费用将视为资本支出，免于征税。

（４）资本补贴

在尼经营的制造业企业，每年获得的资本补贴不得超过其预计利润的７５％；其他企

业不得超过６６％。与农业相关的企业不受此规定限制。如果出租的资产用于农业相关

领域，该企业可获得１００％的资本补贴。如果出租的资产是农业机械或设备，企业的上

述投资还可以获得１０％的额外补贴。

（５）公司内部培训

内部建立培训设施的企业可享受２％的税收减免，期限为５年。

（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公司投资修建通常由政府负责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供水和供电，公司上述

投资的２０％免于征税。

（７）投资经济落后地区

投资经济落后地区的企业可享受７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及资本折旧补贴。

（８）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可以获得税收减免。企业尽量减少其工厂、设备和机械的自动

化，整个生产过程实行自动化的环节不能超过一个，以增加雇用工人的数量、提高尼当

地的就业率。雇用１０００人及１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１５％的税收优惠；雇用２００人

及２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７％的税收优惠；雇用１００人及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可享受

６％的税收优惠等等。

（９）本地增加值

从事本地生产（不仅仅是进口零部件装配）的企业，可以享受１０％的税收优惠，期限

为５年。

（１０）再投资补贴

制造业企业如果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包括扩大生产能力、生产设备的现代化以

及相关产品的多样化经营，可以获得再投资补贴。

（１１）本地原材料的使用

达到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的企业可享受２０％的税收优惠，期限为５年。对于

农业相关行业及石化行业，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为７０％；对于工程行业及化工行

业，本地原材料使用最低水平为６０％。

此外，投资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批准成立的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还可以享受

特殊的优惠政策。

（１２）《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矿产及开采法案》

为鼓励固体矿产业的投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２００７年定为固体矿产开发年，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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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３月通过了《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矿产及开采法案》。该法案对各相关执行机构及其

职责、采矿投资的鼓励政策、矿产勘探及开采活动、矿产买卖、采矿投资者与当地社区关

系、违反本法案行为的处罚措施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条款有：在保护投

资者权益方面，赋予采矿地籍办公室独立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权利，不受任何外界干涉，

取消了许可证部级审批程序；设立固体矿产发展基金，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留出一定的

资金用于支持固体矿产业的发展；要求投资者在开发时与矿产所在地的社区签订社区

发展协议，以保证当地社区群众的利益，协议内容涉及社区的道路、学校、卫生及饮水

等，此举旨在避免出现类似尼日尔三角洲产油区激烈的社区矛盾。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希望通过此法案恢复国内外投资者对固体矿产领域投资的信心，促进尼日利亚固体矿

产业的发展。

４．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移民局开始发行新的西非经济共同体智能护

照取代目前的国际护照。现行的国际护照将与新护照并行一年，之后将不再有效。新

的智能护照采用电子芯片技术，申请费用为８７５０奈拉（约合７３．５美元）。

外国银行欲获得在尼经营许可，必须满足尼央行的要求，包括最低资本金不低于

２５０亿奈拉（约合２．１亿美元）。此外，对于央行认为是“尼国家优胜者”的任何本地银

行，外国金融机构都不能收购。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对部分农产品、金属矿物、烟草、纺织品、机械，以及运输设备仍然

维持关税高峰。其中，谷类制品、纺织品和烟草的关税均高达５０％。中国向尼日利亚出

口的纺织品、服装、烟草等优势产品均属尼日利亚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尼日利亚通过

关税高峰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阻碍了相关产业的合理竞争，影响了正常贸易

的发展。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底，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已单方面宣布对５９种产品实施进口禁令。

２００７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继续对肥皂和清洁剂实施进口禁令，并将成品肥皂（ＨＳ编码

３４０１＆３４０２）的进口禁令扩展到肥皂条和肥皂片。并且，从２００９年起，尼日利亚将不再

允许生产或进口针头不可缩回的注射器。尼政府的禁令清单涵盖了中国对尼出口量较

大的部分商品，如纺织品、鞋类、箱包等。

尼日利亚工商业部明确表示，尼日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中的 ＷＴＯ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协定，强调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协定将会妨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共

同对外关税的实施。

２．进口许可

尼日利亚对包括石油产品和发电机组在内的部分产品的进口实施特别许可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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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进口许可证申请须在货物到港前三个月提出。许可数量由尼政府根据进口国

家、进口商品及进口商做个案处理。尼上述做法对中国商品对尼出口带来了不确定性。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尼日利亚海关对进口货物清关时限做出新规定，任何货物到港后

２８天之内不办理清关，将被政府处罚或没收。但按照《尼日利亚海关货物管理法》的规

定，进口货物清关时限为到港后９０天。尼日利亚海关的新规定与《尼日利亚海关货物管

理法》的规定不符，中方希望尼联邦政府能统一进口货物清关时限。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尼日利亚实行装运前检验和货到目的港查验的制度。所有货物（除个人用

品）都要在出口国进行装运前检验并出具清洁检验报告。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聘用一些

公司对运往尼日利亚的货物实行装运前检验，鉴定货物的品质、数量和价格。这些公司

各自负责不同的地区，在完成装运前检验后、支付进口货款之前，出具清洁的检验结果

报告单；如果检验发现货物存在差异和缺陷，不论是质量、数量，还是价格问题，将出具

检验报告阻止货物进入尼日利亚。

除了装运前检验，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开始对出口到该国的电气

产品、某些汽车类产品、玩具等特定的管制商品实行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以下简称

“ＳＯＮＣＡＰ”）。管制产品必须在装船前符合尼日利亚工业标准的规定或其他经批准的

国际标准，否则将无法通过尼日利亚海关。受管制产品分为六组，包括玩具，电气电子

产品，汽车，化学品，建筑材料和煤气用具，食品及其相关产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可根

据需要调整产品清单。

强制性合格评定程序主要包括：

１．产品认证，适用于初次向尼日利亚出口某一特定类别的受管制产品。通过产品

认证的出口商将获得产品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２．ＳＯＮＣＡＰ强制认证，适用于某一批装船前货物。ＳＯＮＣＡＰ证书是受管制产品在

尼日利亚海关办理通关手续的法定文书，缺少ＳＯＮＣＡＰ证书将造成受管制产品通关迟

延或者被禁止清关入境。

除办理产品认证和ＳＯＮＣＡＰ强制认证手续外，受管制产品必须同时符合其他现行

的进口程序规定，比如装船前检验。产品认证费用根据产品证书有效期，每月计收１８美

元，且总费用不得少于２１６美元。如果产品证书包括多个管制产品类别，且这些产品类

别包括在同一检验报告中，则每一个产品类别加收每月２美元的费用。每一份ＳＯＮ

ＣＡＰ证书收费１８０美元，证书内容变更收费５０美元，制作证书副本每一份５０美元。如

果要对ＳＯＮＣＡＰ证书增加产品或产品类别，需要进行新的ＳＯＮＣＡＰ认证，从而获取新

的ＳＯＮＣＡＰ证书。

中方认为，尼日利亚强制性认证产品范围过广，对受管制产品的清单拟定与调整缺

乏透明度，且认证收费过高。中方希望尼日利亚对中国目前行之有效的认证制度给予

认可，简化进口程序，降低进口费用。

２４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五）出口限制措施

尼日利亚禁止出口以下产品：玉米、原木及木板（柚木）、动物生皮、废金属、未加工

的乳胶与橡胶凝块、文物与古董、珍稀野生动物及制品。中方对该禁令的合理性表示质

疑，并对其与ＷＴＯ规则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四、投资壁垒

尼日利亚在外资投资的准入、经营、退出等方面没有显著的政策障碍。尼允许外资

投资企业汇出全部利润。除武器、军火、麻醉剂以及军队、警察、海关人员的服装生产行

业外，其他领域外资均可进入并拥有１００％的股权，但是如果在油气领域进行合资经营，

则需由尼方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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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资来

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

欧盟双边贸易额达３５６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０％。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２４５１．９亿

美元，同比增长２９．２％；自欧盟进口１１０９．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４％；中国顺差１３４２．３

亿美元。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

电话机、钢材、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家具及其零件、鞋类、船舶以及二极管及类似半导

体器械等。中国自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机械、电器及电子产品、飞机、汽车及零部件、

塑料、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铜及其制品、牛马皮革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欧盟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７３．６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额１４．３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核准或备案，中国在欧盟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７年，欧盟在华投资项目２４８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９．５

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欧盟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２７９３７个，实际投入５７１．４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欧共体开始经济一体化进程。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欧共体实现关税

同盟，１９９３年欧共体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欧洲单一货币正式启

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

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共１０个国家正式加入欧

盟，欧盟成员扩大为２５国。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

国，欧盟成员扩大至２７国。此外，欧盟已开始与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进行入盟谈判。

在５０多年的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共同政策。《欧共体条

约》第１３３条是欧盟实施共同贸易政策的法律依据。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生效的《尼斯条

约》将共同贸易政策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欧盟

２７国签署《里斯本条约》，对《欧共体条约》进行修改，简化了欧盟决策的制定程序、扩大

了管理领域，并加强司法合作。该条约第１８８Ｃ条取代了原《欧共体条约》第１３３条。根

据第１８８Ｃ条的规定，共同贸易政策应该建立在各项统一政策的基础上，主要涉及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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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的修改、缔结关税协定以及与货物和服务贸易相关的贸易协定、知识产权的商业贸

易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统一的自由化措施、出口政策、针对倾销或补贴行为采取的保护

贸易的措施等方面。目前，《里斯本条约》的生效还需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批准，如能在

２００８年年内得到各成员国批准（议会批准或全民公投），该条约将能按计划于２００９年１

月１日生效。

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主要分为进口贸易法规和出口贸易法规两大部分，法律文件

主要采取规则、指令和决议的形式。欧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

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审计法院等。目前，欧盟在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包括对外开展贸易

协定谈判）时，首先需由欧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并经咨询１３３条款委员会后，再由欧盟理

事会（有时需与欧洲议会经过“共决程序”）做出决定。根据《里斯本条约》的规定，欧洲

议会在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享有与欧盟部长理事会大致相等的权力，两者

都可以修改法案，都可以否决法案。

欧委会下属的贸易总司负责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实施和管理。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起，欧委会贸易总司进行了大规模机构调整。调整后的贸易总司共设九个司二十七个

处。新设立五个地区处，分别是远东处、美洲处、北非中东处、欧洲（非欧盟国家）中亚

处、东盟、印度和韩国处。中欧经贸事务由远东处负责。此外，新设立了产业处，负责管

理钢铁、造船、化工、焦炭、汽车、纺织品和鞋类等多个工业部门的对外贸易事务。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欧盟实行共同关税政策，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和管理制度。１９８７年，欧盟

颁布了《关于关税和统计术语以及关于共同海关关税的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理事会规

则》，建立欧盟统一关税税率，包含欧盟对外贸易适用的所有海关税率和共同体规则。

该规则是欧盟在关税方面的基本法律。１９９２年，欧盟颁布了《关于建立欧盟海关法典的

第（ＥＥＣ）２９１３／９２号理事会规则》（以下简称“《欧盟海关法典》”），对共同海关税则、原产

地规则以及海关估价等做出统一规定，并于１９９３年颁布《关于执行〈欧盟海关法典〉的第

（ＥＥＣ）２４５４／９３号欧委会规则》（以下简称“《海关法典执行规则》”）。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６年欧盟海关税则共有９８４３条税目，其中２６％的税目为零税

率税目，９０％的税目为从价税；３．４％的税目受到关税配额管理，主要涉及农产品。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海关法典执行规则〉的第（ＥＣ）２１４／２００７

号欧委会规则》。根据原《海关法典执行规则》的规定，产品配额使用量达到最初配额量

７５％的产品被认为具有重要性，这些产品的进出口将受到监控。此次修改放宽了该项

标准，规定使用量达到最初配额量９０％的产品才被认为具有重要性，并且规定一旦产品

进出口受到监控，欧盟成员国每周至少向欧委会提供一次海关放行的自由流通产品的

报关数据或出口申报数据。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９日，欧盟颁布了《公开和提供从第三国进口的大蒜和其他农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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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配额管理制度，并对这些产品引入进口许可证和原产地证书管理规则的第（ＥＣ）

３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公布了协调税号０７０３２０００项下新鲜和冷冻大蒜的进口关税

配额。该规则规定，配额内进口大蒜免征关税，配额外征收９．６％的从价关税；大蒜配额

的分配方法是，传统进口商可申请配额总量的７０％，新进口商可申请配额总量的３０％；

并且，对进口大蒜适用第（ＥＣ）１２９１／２０００号和第（ＥＣ）１３０１／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有关进

口许可证的规定。根据该规则，中国对欧盟出口大蒜的配额总量为３３７００吨。该规则从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实行。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５日，欧盟召开部长理事会，就欧盟新的海关法典（ＭＣＣＣ）提案达成

一致意见。该项法律将进一步简化关税立法，并统一欧盟各成员国的海关程序及通关

手续。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有关对部分农产品和工业品实行自主关税

配额管理的第（ＥＣ）２５０５／９６号规则〉的第（ＥＣ）７２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规定从２００７

年７月１日起，不再对第（ＥＣ）２５０５／９６号规则中，代码为０９．２９７０的产品实行自主关税

配额管理，同时增加植物固醇（协调税号为ｅｘ３８２４９０９８）、木素磺化盐（ｅｘ３８０４００９０）、丙

烯腈（２９２６１０００）等产品的自主关税配额。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海关法典执行规则〉的第（ＥＣ）１８７５／

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符合法定条件以及安全标准的经济活

动参与者（ＡＥＯ）可以适用建立在统一证书制度上的海关程序，以简化通关手续。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欧盟每年以委员会规则的形式调整并发布新的海关税则。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６

年欧盟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６．９％，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１８．６％，非农产品

为４．０％，农林牧渔业产品为１０．９％，采掘业产品为０．３％，制造业产品为６．８％。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７日欧盟颁布的《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

（ＥＣ）１５４９／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发布了２００７年海关关税表，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２日、３月１９日、５月７日，欧盟分别颁布第（ＥＣ）１２９／２００７号、第（ＥＣ）

３０１／２００７号和第（ＥＣ）５０１／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进行

了修改并追溯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行。第（ＥＣ）１２９／２００７号规则规定，为具有世界卫

生组织规定的“国际非专有药名（ＩＮＮ）”特定药物活性成分以及用于生产成品药的特定

产品提供免税待遇；第（ＥＣ）３０１／２００７号规则规定，协调税号８５２８５９９０项下部分型号的

屏幕，中止执行自主税率的期限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到期，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继续

中止执行自主税率，直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ＥＣ）５０１／２００７号规则规定，将未加工的

非合金铝的进口关税从６％削减至３％，三年后重新评定关税。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９日、４月２０日、６月８日，欧盟分别颁布第（ＥＣ）３７７／２００７号、第（ＥＣ）

４３８／２００７号、第（ＥＣ）６５１／２００７号和第（ＥＣ）６５２／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

８７号理事会规则中有关榛子仁；明胶胶囊；游泳衣、儿童连衫裤和汽车坐垫；手机模型、

自充气垫、双体船以及足球场模型的协调税号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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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６月４日和７月２７日，欧盟分别颁布第（ＥＣ）６３０／２００７号和第（ＥＣ）８９９／

２００７号规则。为与２００７年实施的海关关税表（第（ＥＣ）１５４９／２００６号规则）保持一致，该

两部规则分别对关税配额涉及的部分产品、耗蚀臭氧层物质以及含有耗蚀臭氧层物质

的混合物的协调税号做出相应调整。这两部规则追溯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行。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ＥＣ）

１２１４／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发布了２００８年海关关税表，新海关关税表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起生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欧盟颁布第（ＥＣ）１３５２／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更新了第

（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中橄榄油的协调税号。该规则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

实行。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欧盟通过暂停征收大部分谷物进口关税的决议，规定从２００８

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８年６月底，除黍类、荞麦和燕麦外，其他所有谷物一律暂停征收进

口税。

（３）与中国海关的合作

《欧洲共同体与中国政府关于海关事务的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以下简称“《中欧

海关协定》”）已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起实行。

根据《中欧海关协定》，中国海关总署与欧盟海关当局共同建立了中欧海关共同合

作委员会。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９日，中国与欧盟在中欧海关共同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达

成协议，为提高中欧贸易安全与贸易便利，决定启动智能化安全贸易通道试点项目。主

要内容包括：中欧双方相互承认安全标准和“经营许可资格”；共同保障应用最先进的技

术以改善信息传输、风险评估体系，使货物运抵港口后能够尽快清关等。该协议确定的

首批试点海关是荷兰鹿特丹港、英国费力克斯托港和中国深圳。试点成功后将在欧盟

域内推广。

２．进口管理制度

欧盟的进口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共同进口原则、针对某些第三国实施的共同进口原

则、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普惠制以及其他进口管理措施等方面。

（１）共同进口原则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对进口实施共同原则的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理事会规则》，规

范来自第三国除纺织品以外其他产品的进口。来自第三国的纺织品进口由欧盟针对该

国的规则调整。

２００４年，欧盟颁布的第（ＥＣ）２２００／２００４号理事会规则是对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规则

的最近一次修订，主要是依据ＷＴＯ《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对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规则中排

除适用的纺织品进行了相应调整。

（２）针对某些第三国实施的共同进口原则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原则的第（ＥＣ）５１９／９４号理事

会规则》，规范来自某些国营贸易国家除纺织品以外其他产品的进口，并规定了欧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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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监管和保障措施的执行程序。欧盟对该规则进行了５次修改，最近一次是欧盟理

事会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３日颁布的《关于过渡期中国特定产品保障机制及修改欧盟第（ＥＣ）

５１９／９４号规则的第（ＥＣ）４２７／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对中国进口产品导致的市场

扰乱和重大贸易转移的确定、开展相关调查、磋商以及针对特定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等作

出了具体规定。

（３）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建立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的第（ＥＣ）５２０／９４号理事会规

则》及其实施条例第（ＥＣ）７３８／９４号欧委会规则，成为欧盟实行统一进口配额管理制度

的法律依据，内容包括相关进口配额分配办法、进口许可证的管理原则以及管理过程中

的行政决定程序等。但该规则确定的配额管理制度不适用《罗马条约》附件二列出的农

产品、纺织品以及其他由特定进口规则调整的产品。

（４）普惠制

欧盟的普惠制每十年调整一次。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适用普惠制的

第（ＥＣ）９８０／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确定了新的普惠制方案，适用期为２００６年１月

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新的普惠制方案将普惠类型由原来的５种安排简化为３种：

一般普惠制安排、“加惠”安排和“除武器外所有商品”的安排。

在一般普惠制安排下，敏感产品的进口税率低于最惠国税率３．５个百分点，非敏感

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根据普惠制“加惠”安排，受惠国的进口产品可享受全免关税待遇。

但受惠国必须是经济缺乏多元化、对外依存度大的经济脆弱国家，而且享受这一安排的

受惠国还需符合其他标准。根据“除武器外所有商品”的安排，全球５０个最不发达国家

向欧盟出口的除武器之外的所有产品均可享受免征关税的优惠待遇。

该普惠制扩大了受惠产品范围。一般普惠制安排下享受关税优惠的进口产品从此

前的６９００多项增加到７２００项。新增的３００项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渔业领域。

该普惠制简化了“毕业”的条件，修改规定原产于某第三国的进口纺织品和服装的

市场份额达到１２．５％时，该国相关产品即从普惠制中“毕业”，其余产品“毕业”标准均

为１５％。

据此，中国出口欧盟的第六类到第二十类，共涉及１５大类６８章的产品已全部“毕

业”，产品涉及化学、塑料、橡胶、金属及其制品、木及木制品，以及纺织品、鞋类产品和机

器、车辆等。目前，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产品中，仅有农产品和矿产品可继续享受普惠制

待遇。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欧盟颁布《关于对〈适用普惠制的第（ＥＣ）９８０／２００５号理事会

规则〉附件Ⅱ进行修改的第（ＥＣ）６０６／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根据２００７年实

施的海关关税表对第（ＥＣ）９８０／２００５号规则附件Ⅱ中受到影响的产品做出了相应

调整。

（５）其他进口管理措施

１９９３年欧盟颁布的《关于对从第三国进口某些纺织品实施共同原则的第（Ｅ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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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０／９３号理事会规则》和１９９４年颁布的《关于对某些第三国纺织品实施共同原则的第

（ＥＣ）５１７／９４号理事会规则》是欧盟专门适用于纺织品的共同进口贸易法规。

１９９６年欧盟颁布的《关于共同组织水果蔬菜加工产品市场的第（ＥＣ）２２０１／９６号理

事会规则》是欧盟实施农产品进口管理的主要依据。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欧盟颁布《继续对产自第三国的某些钢铁产品实施进口监控的

第（ＥＣ）１９１５／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将进口钢铁产品的监控期限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延

长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该规则将净重２．５吨以下的进口钢铁产品排除在进口监控

之外。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３０３０／９３号规则的第（ＥＣ）５４／２００７

号理事会规则》。鉴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欧盟新成员国，该规则

主要对２００７年从中国进口的１０类纺织品的配额数量进行了调整。其中，若干类别的配

额变动不大（如第２６类———羊毛、棉或人造纤维制的女装或女童连身裙；及第１１５

类———麻纱或苎麻纱），其他类别的配额则大幅增加（如第６类———男装或男童梭织及膝

裤、短裤（泳裤及长裤除外）；以及第３９类———非针织或针织的餐桌织物、梳洗织物及厨

房织物，起绒毛巾或类似棉制毛圈织物除外）。

３．出口管理制度

欧盟出口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共同出口原则、出口信用保险、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

文化产品出口、酷刑器具贸易以及其他出口管理制度等方面。

（１）共同出口原则

１９６９年，欧盟颁布《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２６０３／１９６９号理事会规则》，确

立了欧盟对外自由出口的原则以及采取必要监控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程序。该规则适用

《欧共体条约》覆盖的所有工业和农业产品，并对建立共同农业市场的规则以及针对加

工农产品的特别规则起补充规范作用。近年欧盟未对该规则做出修改。

（２）出口信用保险

１９９８年，欧盟颁布《关于协调有关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主要条款的第９８／２９／ＥＣ号

理事会指令》，统一了欧盟各成员国有关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构成、保险费率以及保

险计划等原则和规定。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４日欧盟颁布第（ＥＣ）８０６／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对

该指令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３）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

２０００年６月，欧盟颁布《关于建立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体系的第（ＥＣ）１３３４／

２０００号理事会规则》，加强对软件、技术等无形产品出口和以电子媒体、传真和电话等

“非人工方式”进行传输、转让等出口行为的控制。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８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和更新〈关于建立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

体系的第（ＥＣ）１３３４／２０００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１１８３／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根据“瓦森

纳安排”、“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体系”以及“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对有

关常规武器和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规则进行的调整，欧盟对第（ＥＣ）１３３４／２００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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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附件一和附件四所列两用产品和技术的清单进行了更新。该规则已于２００７年１１

月２１日起生效。

（４）文化产品出口

１９９２年，欧盟颁布《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第（ＥＥＣ）３９１１／１９９２号理事会规则》，以确

保文化产品的出口得到统一检查，并对出口到欧盟境外的文化产品实行强制许可证制

度。欧盟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对该规则做出了最新修定。

（５）禁止酷刑器具贸易

２００５年６月，欧盟颁布《关于某些可能被用于死刑、拷打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产品贸易的第（ＥＣ）１２３６／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规定禁止酷刑产品

贸易，经授权的进出口和技术援助必须经过欧盟指定的各国主管机构认可。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欧盟颁布第（ＥＣ）１３７７／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对部分主管机构信

息进行修改，该规则已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日起生效。

（６）其他出口管理措施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有关牛肉部门进出口许可证第（ＥＣ）

１４４５／９５号规则〉的第（ＥＣ）５８６／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规定未接受资助的出口不再受监

控，出口许可证的要求也仅对申请资助的出口有效。欧盟成员国每周一应向欧委会通

报上一周的许可证申请情况。

４．贸易救济制度

欧盟贸易救济领域的立法主要包括：《关于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欧盟成员国倾销产

品进口的第（ＥＣ）３８４／１９９６号理事会规则》、《关于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欧盟成员国补贴

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２０２６／１９９７号理事会规则》，以及涉及保障措施的《关于实施共同进

口规则并废止第（ＥＣ）５１８／９４号规则的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理事会规则》（适用于 ＷＴＯ

成员）和《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规则的第５１９／９４号理事会规则》（适用于非

ＷＴＯ成员）。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在共同商业政策领域制定共同程序规则以保证欧盟在国际

贸易规则（特别是ＷＴＯ）中权利的行使的第（ＥＣ）３２８６／９４号理事会规则》，建立了相关

程序，使经济活动参与者和欧盟成员国能请求欧盟有关机构应对来自第三国的贸易壁

垒，从而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消除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害或负面影响。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关于从第三国进口某些纺织品的共同规则

的第（ＥＥＣ）３０３０／９３号规则〉的第（ＥＣ）１３８／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根据 ＷＴＯ《中

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２４２段，规定了适用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进口的特殊保障措

施条款。特殊保障措施条款将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到期。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日，欧盟颁布《关于针对原产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

机制以及修改第５１９／９４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４２７／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以《中国入

世议定书》第１６条为依据，确立了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特定产品过渡

性保障机制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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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欧盟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反思其贸易救济工具的绿皮书，并征

求社会各界对绿皮书的评论意见。该绿皮书包括３２个问题，主要涉及七个部分：经济全

球化中贸易救济措施的作用、贸易救济调查中欧盟不同利益的衡量、贸易救济调查的发

起和进行、贸易救济措施的形式和时限、贸易救济调查透明度、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机

构以及邀请公开评论。根据绿皮书的要求，各方应在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日之前将评论意见

提交欧委会。

欧盟上一次对其贸易救济政策进行反思是在１９９５年，其背景是为适应世贸组织的

成立、外部规则环境的变化。而此次贸易救济政策反思则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

势。此次绿皮书反思活动在欧盟内外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欧委会共收到５４２

份评论，其中有３４份来自第三国（８份来自第三国政府）。中国政府、中介组织、企业也

积极参与了此次反思活动，如期提交了评论意见。中欧双方还共同举办了欧盟贸易救

济工具绿皮书研讨会。

由于欧盟成员国在“什么是共同体产业”、“共同体利益的范围”等问题上争论激烈，

欧委会就绿皮书向理事会提交建议案的时间一推再推。到目前为止，欧委会并未明确

提交该建议案的时间表。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规定，欧盟的投资政策决定权由各成员国自行掌握，在不违

背有关条约和欧盟法律的前提下，各成员国可根据情况制定各自的投资管理政策法律。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欧盟２５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调整了各成员国自

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包括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管理政策的现状，将投资政策纳

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该宪法条约通过后，成员国在外资领域的管理权将让渡给

欧盟，由欧盟统一制定相关法律并对外签署国际协定。但该宪法条约至今尚未生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欧盟签订的《里斯本条约》调整了各成员国自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

资管理政策的现状，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共同农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早实施的一项共同政策。１９６０年６

月，欧委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案，并于１９６２年起逐步实施。

２００５年，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财政的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号规则》，为共同农

业政策的财政支出建立了单一的法律框架，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直接支持计划和对农民支持计划

中自愿调整直接支付规定的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鉴于一些成员国在支持

农村发展的欧洲农业基金以资助其农村发展时存在困难，为了巩固这些成员国的农村

发展政策，欧盟明确了适用自愿调整直接支付的规则，并对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号规则相

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欧洲委员会公布欧盟葡萄酒行业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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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葡萄酒不能蒸馏成白酒；酿制葡萄酒时禁止添加糖；大规模减少葡萄种植面积等内

容。另外，改革方案还允许葡萄酒生产商在酒瓶上标注葡萄酒的品种和年份、简化葡萄

酒的种类标识。欧盟为实施该方案计划每年增加３５万欧元的财政预算，并在今后数年

内将预算额度提高一倍。

２．共同渔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第３２至３８条是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法律依据。自１９７７年起，欧盟

各成员国在北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共同捕鱼区扩大为２００海里，实行统一管理，并授权

欧委会与第三方谈判渔业协定。１９８３年，欧盟基本确定了其共同渔业政策，对欧盟各成

员国捕鱼配额的分配、渔业资源保护和鱼类产品的销售等问题做出规定。２００５年４月

２６日，欧盟颁布《有关成立共同体渔业管理机构的第（ＥＣ）７６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为

保证欧盟共同渔业政策能够统一、有效地实施，该规则规定成立共同体渔业管理机构，

以协调各成员国在渔业管理和产品检验方面的行为。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欧洲渔业基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

则》，根据该规则，欧盟决定成立“欧洲渔业基金”，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内对欧盟渔业提

供３８亿欧元的财政资助。欧盟新的渔业资助计划主要用于渔业的现代化和产业结构调

整，通过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和投放市场环节的资金投入，提高渔业产品的价值。该基

金还用于鼓励沿海地区从事渔业发展和替代渔业的活动。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６日，欧盟颁布《有关〈关于欧洲渔业基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

会规则〉实施细则的第（ＥＣ）４９８／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对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

则中有关运作项目的构成和执行、渔业措施、运作项目的评估、公开信息、管理和监控、

不正当行为、电子数据交换以及私人数据等规定的执行做出明确规定。

３．共同消费者保护政策

《欧共体条约》第１５３条是欧盟各项消费者保护政策的法律依据。该条款规定：“共

同体将致力于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促进他们获得信息和培训的权利

以及自我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要求欧盟在制定其他各项政策时必须统一考虑

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各成员国除遵守欧盟统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外，在内容符合

《欧共体条约》规定并已通报欧委会的前提下，可自行制定比统一政策更为严格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政策。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１日，欧盟颁布《欧盟消费者政策战略的理事会决议（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主要内容包括：增强消费者对欧盟单一市场的信心，促进欧盟范围内的跨境消费，尤

其是网上跨境消费这种新型消费方式的发展；加强执法和完善消费者救助制度；加强对除

诉讼和仲裁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监督，考虑为消费者提供集体救助的途径；加强各成员

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上的合作，以打击跨国欺诈行为；确保产品安全，重点加强现有的

市场监控体系和针对危险产品的预警机制，并注意搜集产品或服务的危害性报告；增加消

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以提高消费者的维权能力等。该决议还提出，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利益，让消费者是否获益成为欧盟有关政策决策的中心，尤其要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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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境和运输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权益。

４．知识产权保护

欧盟各成员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体系各有不同。目前，欧盟统一的与国际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是《关于海关就涉嫌侵犯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采取行动

和措施的第（ＥＣ）１３８３／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以及《关于执行第（ＥＣ）１３８３／２００３理事会

规则的第１８９７／２００４号委员会规则》。这两项规则对在进出口商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

情况下，申请海关介入的方式和申请表格做出了具体规定。根据规定，受海关保护的知

识产权的范围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原产地标志以及地理标志等，

并且知识产权所有者、被授权使用者以及二者的代表均有权向海关申请扣留涉嫌侵犯

知识产权的产品。上述两项规则已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ＥＣ）１８９１／２００４号执行规则的第（ＥＣ）

１１７２／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鉴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欧盟新成员

国，该规则对在进出口商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申请海关介入的表格内容做出

了相应调整。

５．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开放

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全面开放。欧盟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电

力和燃气公司，打破了原来通常由本国国营企业垄断的局面。根据欧盟２００３年通过的

一项立法，除爱沙尼亚、希腊和葡萄牙等少数几个国家由于特殊原因得到宽限外，其他

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在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全面开放能源市场。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始，大

型能源企业还必须将旗下的大中型电力和燃气输送企业重组成独立法人。

６．欧盟与中国展开地理标志保护合作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欧盟与中国交换了在对方领土申请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名

单，此举标志着中欧双方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方面的首次合作。中欧双方共交换了

１０个申请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名单。欧盟的名单中包括：洛克福奶酪、帕尔玛火腿、

斯提尔顿奶酪和苏格兰农家三文鱼；中国的名单中包括：金乡大蒜、陕西苹果和东山

白芦笋等。目前，中欧双方将就提出的产品名单进行审议，然后将通过审议的产品列

为受保护项目。

７．九个欧盟成员国正式加入《申根协定》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１日，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

亚、斯洛伐克和捷克９个欧盟成员国正式加入《申根协定》。按照有关程序，上述９个国

家自即日起取消本国与其他《申根协定》签署国间的所有海上和陆上边境检查，从２００８

年３月２９日起取消航空边界检查。至此，《申根协定》参与国从１５个增加到２４个。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７年欧盟向ＷＴＯ共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９２条，其中技术法规

和标准３４条，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５８条。大部分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尚未正式颁布

或实施。２００７年欧盟正式颁布和实施的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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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技术法规

（１）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机生产和标签规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修改〈有关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机生产和标签

的第（ＥＥＣ）２０９２／９１号规则〉的第（ＥＣ）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涉及范围包

括未经加工的植物及家畜产品、供人类消费用的加工植物及家畜产品、活的或未经加工

的水产品、供人类消费用的加工水产品和饲料，规定了有机产品的定义和标签要求及进

口产品的认证要求等。

（２）邻苯二甲酸盐含量限制指令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６日，欧盟开始实施第２００５／８４／ＥＣ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根据

该指令，玩具或儿童护理用品所用的塑料中所含的３类邻苯二甲酸盐，浓度不得超过

０．１％；儿童可放进口中的玩具及儿童护理用品，其塑料所含的３类邻苯二甲酸盐的浓度

不得超过０．１％。

（３）关于纺织品名称修改的指令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欧盟颁布《为适应技术进步修改〈关于纺织品名称的第９７／４／ＥＣ

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附件Ⅰ和附件Ⅱ的第２００７／３／ＥＣ号欧委会指令》和《为适应

技术进步修改〈关于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定量分析方法的第９６／７３／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指令〉附件Ⅱ的第２００７／４／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这两项指令将一种新型纤维的名称

Ｅｌａｓｔｏｌｅｆｉｎ加入第９７／４／ＥＣ号指令的附件Ⅰ和附件Ⅱ的纤维清单，并规定统一的检测

方法。该两项指令规定，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日前完成符合该指令所需的

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

（４）保证打火机具备防止儿童开启装置的决定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要求成员国采取措施以保证在市场上

销售的打火机具备防止儿童开启装置并禁止新奇打火机销售的第２００６／５０２／ＥＣ号欧委

会决定》（以下简称“ＣＲ决定”）。根据该决定的规定，欧盟市场上的打火机必须加装防

止儿童开启装置，禁售新奇打火机。该决定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生效。２００７年２月５

日，欧盟向ＷＴＯ通报，将有关打火机ＣＲ装置的第２００６／５０２／ＥＣ号欧委会决定的适用

期延长到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

（５）肥料规定

２００７年３月３日，欧盟开始实施《为了适应技术进步修正〈关于肥料的第（ＥＣ）

２００３／２００３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附件Ⅰ和附件Ⅳ的第（ＥＣ）１６２／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

则》，该规则修改了铁盐、螯铁和铁肥溶液的生产方法、基本成分、营养物质的最低含量

等规定，更新了许可使用的螯合剂清单，并修改了肥料营养成分的分析方法。

（６）观赏鱼进口卫生条件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进口观赏鱼卫生条件和证书标准的第２００６／

６５６／ＥＣ号欧委会决定》，对欧盟委员会第２００３／８５８／ＥＣ号决定进行了修订。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２１日生效的第２００３／８５８／ＥＣ号决定规定了进口用于养殖的活鱼、鱼卵，配种以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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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消费的活鱼及其产品的动物卫生条件和证书要求。此次修订扩大了适用鱼种，包

括：捕获的野生鱼，为观赏目的进口的鱼；由转运人或批发商进口的观赏鱼；进口到宠物

店、园艺中心、花园池塘、水族展馆以及类似行业的观赏鱼等。

（７）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与物品标准

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０日，欧盟颁布《修改〈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与物品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

号指令〉及〈用于试验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和物品中成分析出的模拟装置的第８５／

５７２／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００７／１９／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主要规定了塑料材

料或物品的析出成分在每千克食品中不得超过６０毫克；对于容量不超过５００毫升的塑

料容器以及容量超过１０升的塑料容器，上述析出值不得超过１０毫克／平方分米；对于不

可充填的塑料片、塑料膜以及无法估计与该塑料材料接触的食品数量情况下，上述析出

值也不得超过１０毫克／平方分米；对于与婴幼儿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和物品，析出总值

不得超过６０毫克／平方分米。该指令还规定塑料材料禁止使用偶氮甲酰胺以及

ＲＥＡＣＨ法规中的致癌性、诱变性和生殖毒性物质作为添加剂，并规定了１３种物质的限

制条件。该指令规定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前完成符合该指令所需的国内

立法及行政规定。

（８）饲料添加剂生产和销售企业批准要求

２００７年４月７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有关“球虫抑制药和组织滴虫抑制药”类饲

料添加剂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第（ＥＣ）１８３／２００５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中批准要求的

第（ＥＣ）１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规定了关于“球虫抑制药和组织滴虫抑制药”

类饲料添加剂生产和销售企业的批准要求。

（９）与食品接触的陶瓷制品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日，根据《关于修改〈有关与食品接触的陶瓷制品的性能标准与合格

声明的第８４／５００／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００５／３１／ＥＣ号欧委会指令》，欧盟开始禁止

生产和进口不符合该指令要求的陶瓷制品。该指令规定：在欧盟内生产和销售的可能

与食品接触的瓷器必须附有由生产商和销售商提供的书面声明。该声明应包括陶瓷制

成品生产商和欧盟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陶瓷的特性、声明的日期、确认该陶瓷制品符

合该指令规定和欧盟委员会第１９３５／２００４号规则相关要求等内容。此外，在分析检测

后，铅和镉溶出量符合要求的制品应标示分析结果、检测条件、实施检测的实验室名称

和地址等。

（１０）食品中某些物质的取样和分析方法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有关食品中铅、镉、汞、无机锡、３ＭＣＰＤ和苯并芘

含量官方控制的取样和分析方法的第（ＥＣ）３３３／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规定了食

品中铅、镉、汞、无机锡、３ＭＣＰＤ和苯并芘的新的取样和分析方法。

（１１）《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与限制规则》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与限制规则》（以下简称

“ＲＥＡＣＨ”），并开始预注册，预注册时间是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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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ＲＥＡＣＨ规定，ＲＥＡＣＨ法规实施后的１１年内，要求所有欧盟国家进口或者生

产超过１吨／年的化学品必须进行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程序：年生产／进口量１—１００

吨的物质，须在２０１８年６月之前注册；年生产／进口量１００—１０００吨的物质，须在２０１３

年６月之前注册；年生产／进口量超过１０００吨，或者超过１吨的致癌性、诱变性和生殖毒

性物质，或者超过１００吨的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高度持久性和高度生物富集性物

质，则须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之前完成注册。

（１２）有机产品及其标签规则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８日，欧盟颁布《关于有机生产以及有机产品标签并废止第（ＥＥＣ）

２０９２／９１号规则的第（ＥＣ）８３４／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规定了农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和标签

的规则。涉及的产品包括：（ａ）未经加工的植物产品和畜产品及家畜；（ｂ）经加工的供人

类食用的植物产品和动物产品；（ｃ）活的或未经加工的水产品；（ｄ）经加工的供人类食用

的水产品；（ｅ）饲料。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同时现行法规第（ＥＥＣ）２０９２／

９１号规则将废止。

（１３）食品营养及健康标签规则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食品营养及健康声明的第１９２４／２００６号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规则》。该规则适用于在欧盟市场出售、供人食用的任何食品或饮品。该

规则还列明了对标签和广告宣传的要求。该规则规定，欧委会须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前

订立具体的营养资料规定及豁免情况，作为使用食品营养及健康声明的指南。

（１４）鸡蛋的销售标准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有关鸡蛋销售标准的第（ＥＣ）１０２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

规则》。该规则规定了鸡蛋分类、标志和进口控制的基本要求，将鸡蛋分为两类：Ａ类

“鲜鸡蛋”和Ｂ类“二等品”。Ａ类鸡蛋需根据其重量进行分级，必须标注生产场所编号，

从而确认其养殖方法。而Ｂ类鸡蛋仅可销售给食品或其他工业用以加工。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欧盟颁布《关于〈有关鸡蛋销售标准的第（ＥＣ）１０２８／２００６号理事

会规则〉实施细则的第（ＥＣ）５５７／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对第（ＥＣ）１０２８／２００６号规则中规

定的分类、检测和标识方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进口鸡蛋，该实施细则规定：对于

从第三国进口的鸡蛋，欧盟应定期对其是否符合第（ＥＣ）１０２８／２００６号规则进行评估，并

在欧盟政府公报上公布评估结果；从第三国进口的鸡蛋应明显清晰地标明与ＩＳＯ３１６６

国家代码一致的来源国名称；如果包装好的鸡蛋中有来自第三国不符合第（ＥＣ）１０２８／

２００６号规则标准的鸡蛋，则应在外包装上用清晰可见地字体注明：（ａ）来源国（ｂ）饲养方

法为“非欧盟标准”。该实施细则也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１５）关于限制销售某些含汞测量设备的指令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订〈有关限制销售某些含汞的测量设备第７６／

７６９／ＥＥＣ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２００７／５１／ＥＣ号理事会指令》，限制销售某些含汞测量设

备。禁止销售包括体温计、气压计、血压计等在内的含汞的测量设备。根据该指令，欧

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前完成符合该指令所需的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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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限制砷化合物销售和使用指令

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欧盟开始实施《为适应技术进步对关于限制砷化合物销售和使

用的第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号理事会规则附录Ｉ做出修改的第２００６／１３９／ＥＣ号欧委会指令》，

该修订指令旨在确保第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号规则与欧盟关于生物农药产品的第９８／８／ＥＣ号

规则完全一致，并且说明该修改指令生效前砷化合物处理过的木材的销售情况及二手

市场交易情况。

（１７）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欧盟颁布《关于制定能耗产品环保设计要求框架的第２００５／３２／

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以下简称“ＥｕＰ指令”）。该指令还对《关于新的燃气或

使用液体燃料热水锅炉能效要求的第９２／４２／ＥＥＣ号指令》和《关于家用电冰箱、冷冻柜

及其组合件能效要求的第９６／５７／ＥＣ号指令》及《关于荧光灯镇流器能效要求的第

２０００／５５／ＥＣ号指令》进行了修订。ＥｕＰ指令规定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１日

前完成符合本指令所需的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

根据ＥｕＰ指令的要求，能耗产品的生产商必须对产品的整个寿命周期进行环境评

估，包括原材料、能源或其他资源的消耗；回收材料的使用；危险物质的使用；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臭氧消耗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排放等；并按照欧盟委员会另

行制定的有关实施细则对产品进行合格评定，加贴ＣＥ标志，否则产品不得上市。

（１８）全氟辛烷璜酰基化合物禁令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欧盟颁布了《关于统一各成员国有关限制销售和使用某些危害

物质及制品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的第３０次修订的第２００６／１２２／ＥＣ号欧盟议会和理

事会指令》，根据该指令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前完成符合该指令所需的

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并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起实施限制措施。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已投

放市场的消防泡沫可以继续使用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７

日前公布：①旨在减少电镀工业使用和排放全氟辛烷璜酰基化合物（以下简称“ＰＦＯＳ”）

的具体措施；②库存的含有ＰＦＯＳ的消防泡沫情况。

第２００６／１２２／ＥＣ号指令主要是对欧盟第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号规则进行了修改，将ＰＦＯＳ

纳入有害物质范畴。根据该指令规定，限制ＰＦＯＳ类产品的使用和市场投放。不得销

售以ＰＦＯＳ为构成物质或要素的、浓度或质量等于或超过０．００５％的物质；限制在成品

和半成品中使用ＰＦＯＳ。不得销售含有ＰＦＯＳ浓度或质量等于或超过０．１％的成品、半

成品及零件。指令限制范围包括有意添加ＰＦＯＳ的所有产品，包括用于特定的零部件

中及产品的涂层表面，例如纺织品。但限制仅针对新产品，对于已经使用的以及二手市

场上的产品不限制。为逐步淘汰ＰＦＯＳ的使用，当有新情况或安全的替代产品出现时，

应对指令中的限制范围进行评估。

（１９）食物接触材料及物品生产规范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食品接触材料及物品良好生产规范的第（ＥＣ）

２０２３／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根据该规则规定，生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企业必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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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良好操作规范，即建立质量保证系统、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建立文档记录系统。

该规则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开始实施。

（２０）标注食品成分指令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有关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在食品标签中列明

成分的第２０００／１３／ＥＣ号指令附件Ⅲａ的第２００６／１４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鉴于羽扁豆

及其制品、软体动物及其制品可能引发人体过敏症状，该指令规定必须将它们作为过敏

源在食品标签中予以标注。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前完成符合本指令所

需的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起，不符合标注规定的食品将禁止在

欧盟市场上销售。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关于鸡肉和内脏产品中的残留限量的规定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欧盟《修改〈关于球虫抑制药和其他医药物质类饲料添加剂莫能

霉素的许可条件的第（ＥＣ）１３５６／２００４号规则〉的第（ＥＣ）１０８／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开始

生效。该规则允许莫能霉素钠用于育肥鸡、不超过１６周的蛋鸡和不超过１６周的火鸡，

规定了该物质在屠宰前３天禁止使用以及在鸡肉和内脏产品中的残留限量。

（２）关于植物源性食品中药残限量

２００７年２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５项欧委会指令：第２００７／７／ＥＣ号、第２００７／８／ＥＣ

号、第２００７／９／ＥＣ号、第２００７／１１／ＥＣ号和第２００７／１２／ＥＣ号指令。上述指令修改了磷

胺、速灭磷、氟氰菊酯、苯敌草、灭多虫、利谷隆、戊唑醇、二嗪农、吡蚜酮、氟氯菊酯齐墩

螨素、苯菌灵组、甲基硫菌灵、苯磺隆、密灭汀、啶虫脒、异丙甲草胺、唑吡嘧磺隆、噻虫

啉、甲氧虫酰肼、涕灭威、戊菌唑、苯菌灵和多菌灵在谷物、动物源性食品、水果和蔬菜等

植物源性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３）欧盟关于茶叶的农残标准

２００７年３月７日，欧盟茶叶委员会颁布了茶叶农残操作性规范，对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６

日欧盟颁布的第２００７／１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进行了更新，增加了啶虫咪、克菌丹、福尔

培、唑吡嘧磺隆或依速隆、甲氧虫酰肼、美文松、密灭汀、福赐米松及噻虫啉等１０个农残

项目，并更新了其他１０个农残项目的新限量，分别为益棉磷、溴苯腈、甲萘威、克百威、敌

敌畏、福死螨磷、甲胺磷、百草枯、氯菊酯和三唑磷。更新后的欧盟及德国农残项目共计

２２７项，其中２０７个项目的农残的最大限量为目前仪器的最低检出限，占９１．２％。

（４）对中国动物源性产品化学残留物监控计划的批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６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与第９６／２３／ＥＣ号理事会决定一致的关于

批准第三国残留物监控计划的第２００４／４３２／ＥＣ号决定〉的第２００７／３６２／ＥＣ号欧委会决

定》。根据该修改名单，中国只有家禽、水产品、兔和蜂蜜４类产品的残留物监控计划获

得批准。该规则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起实施。

（５）进口受黄曲霉素污染风险食品的特殊条件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关于对从第三国进口某些存在含有黄曲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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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污染风险的食品的特殊条件的第２００６／５０４／ＥＣ号欧委会决定〉的第２００７／４５９／ＥＣ号

欧委会决定》。第２００６／５０４／ＥＣ号欧委会决定针对某些食品中存在受黄曲霉素污染的

风险问题，制定了特殊条件以监管从第三国进口这些食品。受监管的食品包括产自中

国的花生。第２００７／４５９／ＥＣ号决定更新了受监控的食品，并且对卫生证书样本做出部

分修改。中国受监控的产品仍为花生。该决定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６）化妆品中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条件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３日，欧盟开始实施《为适应技术进步修改〈有关化妆品的第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号指令〉附件Ⅲ和附件Ⅳ的第２００７／１７／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修改了７种化学

物质在化妆品中的使用条件，并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３日起欧盟各成员国应保证欧盟生

产商和欧盟境内的进口商在市场上出售的化妆品符合该规定，且欧盟各成员国应确保

自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起，这些产品不再销售或处理给最终消费者。

（７）化妆品禁用某些化学物质的指令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欧盟开始实施《为适应技术进步修改〈有关化妆品的第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号指令〉附录Ⅱ的第２００７／１／ＥＣ欧委会指令》，主要内容包括：①根据欧盟化妆品

科学委员会的意见，各方同意制定一项全面政策规范染发剂物质。据此，产业界需提交

一份染发剂物质的科学数据文件供欧盟化妆品科学委员会评估；②将以下两类物质归

到附件Ⅱ：ａ．咨询意见中没有明确提到需要保留在染发剂中的物质；ｂ．没有提交最新

安全文件以便进行适当的风险评估的物质；③附件中四氨三氟苯酚被视为一般在列物

质纳于苯胺物规定下，但由于此物质的归属不清晰，所以附件Ⅱ须以特别条款规定；

④为了便于分类，独立编号１１８２的氟环唑归入７６／６８／ＥＥＣ号指令附件Ⅱ下编号６６３。

（８）有关谷物及某些动植物源性产品内／表杀虫剂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修订有关甲酸乙酯、苯敌草和毒虫畏最大残

留量的第７６／８９５／ＥＥＣ、８６／３６２／ＥＥＣ、８６／３６３／ＥＥＣ和９０／６４２／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附件

的第２００６／６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主要涉及欧盟有关甲酸乙酯、苯敌草和毒虫

畏的最大残留标准，涉及的产品包括：谷物（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１００３，１００４，１００５，１００６，

１００７，１００８），动物源性食品（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２０４，０２０５，０２０６，０２０７，０２０８，０２０９，

０２１０）及水果和蔬菜等植物源性产品。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欧盟所有税目中税率高于１５％的产品约占９．０％，主要集中在肉类、鱼类、蔬

菜、水果及其制品、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鞋类以及车辆等产品。２００７年，部分鱼类

产品的关税超过２０％，部分机动车辆的关税达２２％，烟草的关税高达７４．９％。中国向

欧盟出口的鞋类、蔬菜、水果、鱼肉、食品、烟草、自行车等优势产品均属欧盟关税高峰涉

及的产品。欧盟通过关税高峰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的做法，阻碍了相关产业

的合理竞争，影响了正常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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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季节性关税

欧盟在不同季节以从价税、复合税或混合税等不同方式对部分水果、蔬菜或园艺产

品征收季节性进口关税，并对部分水果、蔬菜等产品公布标准进口价值且频繁修改。这

一做法导致计税方式复杂，税率多变，使中国企业在对欧出口上述产品时面临更多的不

确定性。

３．附加关税

欧盟在对部分糖产品、可可食品、饼干、面包、马铃薯征收进口关税时，不仅以从价

税征收部分进口关税，还根据其农业成分的不同含量（如无水乳脂肪、乳蛋白、蔗糖、淀

粉）部分征收附加关税。欧盟每年公布一次具体征税办法。以农业成分作为计征关税

的依据增加了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

４．关税配额

欧盟对中国松香、大蒜、蘑菇罐头以及禽肉等产品实行进口关税配额限制。

（１）欧盟对中国松香、大蒜和蘑菇罐头的关税配额限制

１９９４年起，欧盟开始对中国松香进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限定中国松香每年１０万

吨进口免税配额，分上半年、下半年平均分配，配额外松香需缴纳５％的进口关税。经过

两次调整，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欧盟给予中国松香的关税配额数量为２０万吨。中国是世界

松香生产与出口大国，２００６年生产量达７５万吨，出口量为３７万吨，均占世界总产量和

总贸易量的７０％以上，欧盟是中国松香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欧盟对松香进口实施配

额管理，限制了中国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份额扩大。

中国受到关税配额管理的蘑菇罐头包括盐水小白蘑菇、小白蘑菇罐头和其他小白

蘑菇罐头等。其中，盐水小白蘑菇配额内关税为６．１％，配额外每１００公斤加征１９１欧

元关税；小白蘑菇罐头配额内关税为１４．９％，配额外每１００公斤加征１９１欧元关税；其

他小白蘑菇罐头配额内关税为１４．９％，配额外每１００公斤加征２２２欧元关税。目前，中

国每年对欧盟出口蘑菇罐头６万多吨，但欧盟给予中国蘑菇罐头的配额每年约为２．８万

吨，远低于实际进口量，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根据第（ＥＣ）３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在配额内进口大蒜免征

关税，配额外征收９．６％的从价关税，欧盟给予中国大蒜的配额量为每年３３７００吨。由

于欧盟对中国大蒜配额通常分为四个季度分配，且不得跨季度使用，每个进口商最终拿

到的配额很少，很多进口商每季度只分配到２—５吨的配额，如进口商为完成配额直接从

中国进口，货柜仅装２—５吨大蒜，将极大地提高输欧大蒜的单位成本，使配额的执行缺

乏商业意义。欧方在配额分配中的这一做法，导致部分配额轮空。

由于中国是上述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欧盟又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欧方应确保配额管理不构成中国上述产品对欧出口的障碍。中方希望欧方充分考虑中

国上述产品出口的实际情况，增加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配额、合理公正地分配关税配

额，并且准许配额可以累积和转让。另外，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日加入欧盟，上述两国是中国蘑菇罐头的重要出口市场，中方希望能尽快与欧方启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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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两国的相关补偿性贸易谈判。

（２）欧盟对中国禽肉的关税配额限制

２００２年１月，欧盟以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动物源性食品中含有氯霉素残留和中国农

药残留体系未达到其要求为由，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肠衣和公海捕获直

接运抵欧盟市场的鱼类产品除外）。后经中欧双方多次交涉与磋商，欧盟决定自２００４年

８月３１日起正式解除对中国输欧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禁令。解禁产品主要包括虾类

（养殖虾、小龙虾等）、兔肉、蜂蜜和蜂王浆等。

２００７年６月４日，欧盟颁布《关于来自巴西、泰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家禽肉关税配额

管理的第（ＥＣ）６１６／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修改了三类禽肉产品在ＷＴＯ框架内的减让承

诺，将原本实施单一关税管理的禽肉产品纳入关税配额管理，并将９０％以上的关税配额

直接分配给巴西和泰国。

中国是世界主要禽肉生产和出口国之一，欧盟一直以禽流感为由，迟迟未批准中国

禽肉产品进口，却批准从同样爆发过禽流感的其他国家进口禽肉，且分配了高比例配

额。欧盟的做法构成了在情形相同的 ＷＴＯ成员之间，对中国的不合理歧视，构成了对

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与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精神不符。事实上，禽肉熟制品经过

高温加热，应不存在风险，而且自２００４年起，中方先后接待了欧盟食品和兽医办公室的

３次考察，欧盟对中国出口熟制禽肉卫生管理体系都给予了积极评价，肯定了中国熟制

禽肉的安全性。中方希望欧方看到中国在禽肉监管方面所作的努力，早日解除对中国

禽肉的进口禁令。

此外，根据欧盟第（ＥＣ）６１６／２００７号规则，即使欧盟取消对中国禽肉进口的禁令，中

国也只能与其他禽肉出口国一起使用不到１０％的配额量，限制了中国禽肉产品对欧盟

的出口。中方已多次要求与欧盟就其修改减让表问题进行磋商，但欧盟方面均以中方

为非实质利益方为由，拒绝与中方进行实质性磋商。欧方上述做法构成对中国输欧禽

肉产品的歧视，不符合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２３条以及２８条的相关规定。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欧盟颁布第（ＥＣ）７６／２００２号欧委会规则，建立并开始实施对来自

第三国某些钢铁产品的进口监控机制，之后又相继颁布第（ＥＣ）２３８５／２００２和第（ＥＣ）

４６９／２００５号欧委会规则，将监控期限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延长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６年欧盟颁布第（ＥＣ）１９１５／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将监控期限再次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３１日。第（ＥＣ）１９１５／２００６号规则中特别指出，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国市场是全球钢铁

需求剧增的主要因素，中国钢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的趋势还将继续，大量中国钢铁产

品将在世界市场上寻求新的销售市场。中方希望欧方及时向中方通报监控数据并做出

说明，避免对中国相关出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三）通关环节壁垒

尽管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实行共同关税政策，执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和管理制度，但是欧

盟有关海关和关税方面的法律授予欧盟成员国海关主管机关许多自由裁量权。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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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国的海关管理不完全统一。首先，欧盟成员国海关对产品的分类和估价程序不

一致，包括提供给进口商的相关信息不一致。其次，进出口货物的程序不一致。例如，

部分欧盟成员国采用自动进出口货物程序；对原产地证明的要求不同；对实物检查的标

准不同；对进口食品的许可要求不同等。再者，货物进入欧盟市场后进行审查的程序不

同，违反海关规则后裁定罚金和缴纳罚金的程序不同。最后，备存记录的要求也不尽相

同。欧盟各成员国在海关管理中不统一的做法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经营的不确定性。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关于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欧盟《关于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有害物质的指令》（以下简称

“ＲｏＨＳ指令”）开始实施。该指令涵盖的电子电器产品几乎包括了所有民用电子电器，

直接关系到中国家电和电子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出口。

根据ＲｏＨＳ指令的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检

查、处置在本国销售的电子电气产品并进行处罚。但是，在执行技术方面，ＲｏＨＳ指令仅

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并未对判别不同产品是否符合ＲｏＨＳ指令要求的方法进行

详细规定。因此，执行标准的不统一，给企业具体适用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同一产品在

某国检测机构认证符合要求，但在另一国的检测中却被视为不符合要求；检测费用的不

统一，致使统一市场上流通的相同产品出口成本却不同。另外，ＲｏＨＳ指令在各国转化

后形成的标准不同，管理部门（包括检验、登记等部门）及具体实施细则制定和公布机构

等各有不同，各标准难以查询。中国企业反映，相同产品在不同欧盟各成员国间可能出

现不同的检测结果。

中方关注ＲｏＨＳ指令的实施情况。中方希望欧盟能够提供实施该指令的详细指

南，根据科学依据尽快公布明确的豁免清单，提供合格评定参考试验方法，并给予发展

中国家技术援助。

２．食物接触材料及物品生产规范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食品接触材料及物品良好生产规范的第（ＥＣ）

２０２３／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要求生产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的企业必须建立并实

施良好操作规范。中方对欧盟为保护人身健康和消费者利益而制定该规则表示理解。

但是，鉴于目前尚缺乏关于食品接触材料良好生产规范的国际标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关于食品接触材料的操作规范只有一个标准，即《预防和减少食品中铅污染操作规

范》，且该标准仅涉及“铅”元素的要求，未提及企业必须建立和实施关于食品接触材料

的良好操作规范。根据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第２．２条有关“各成员应保证技术法规的制定、

采用或实施在目的或效果上均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的规定，欧盟立法保护

人身健康的同时，应考虑相关法律对国际贸易带来的不必要障碍，并应提供充分的科学

依据表明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中方希望欧盟充分考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

平，提供较长的过渡期，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和优惠待遇。

３．关于标注食品成分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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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有关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在食品标签中列明

成分的第２０００／１３／ＥＣ号指令附件Ⅲａ的第２００６／１４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对有

关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在食品标签中列明成分的指令附件进行了修改，要求将羽扁豆及

其制品、软体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过敏源在食品标签中进行标注。这主要是考虑到科学

研究证明存在羽扁豆过敏的现象，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诸多豆类中的蛋白都可能会

引起过敏反应。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已对需要标注的过敏原做出比较详细的规定，而

羽扁豆及其制品并不包括在相关的国际标准中，中方希望欧盟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要求对过敏原标签做出规定，并应考虑到小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和利益，以便于生产

者操作。

４．关于农产品和食品有机生产和标签的规则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欧盟开始实施《关于修改〈有关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机生产和标签

的第（ＥＥＣ）２０９２／９１号规则〉的第（ＥＣ）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更新了涉及

的产品范围以及有关标签和认证的要求等。中方希望欧盟尽快在公平的基础上公布第

三国可以开展有机认证的机构名录，并注明每个机构认证所依据的标准是欧盟法规还

是等同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或其他标准。此外，中方还建议欧盟修改该规则，只

要在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就不应再使用有机标志。

５．关于禁止使用丁硫克威的指令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欧盟发布了三项技术法规提案，分别为《关于将丁硫克威不列入

理事会指令９１／４１４／ＥＥＣ附录Ｉ并撤销对含该物质植物保护产品许可的委员会决议草

案》、《关于将某些活性物质不列入理事会指令９１／４１４／ＥＥＣ附录Ｉ，并撤销对含这些物

质的植物保护产品许可的委员会决议草案》以及《关于将精吡氟氯禾灵不列入理事会指

令９１／４１４／ＥＥＣ附录Ｉ，并撤销对含该物质植物保护产品许可的委员会决议草案》，规定

禁止使用精吡氟氯禾灵、丁硫克威和硫线磷，并要求欧盟成员国撤销对上述物质的使用

许可。

根据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丁硫克威在蛋和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０．０５ｍｇ／ｋｇ，硫

线磷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０．０１ｍｇ／ｋｇ、在马铃薯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０．０２ｍｇ／ｋｇ，

欧盟规定禁止使用这些物质，明显与国际标准不符。根据 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第２．４条的

规定，有关国际标准已经存在，成员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作为其技术

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对达到其追求的合法目标无效或不

适应。中方认为欧盟上述草案的规定超出了实现合法目标所必需的限度，一旦实施将

对正常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方希望欧方对上述禁止性规定的合理性做出说

明，并对与国际标准发生实质性偏离的部分进行修改。

６．与食品接触的陶瓷制品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０日，欧盟开始禁止生产和进口不符合第２００５／３１／ＥＣ号欧委会指令

要求的陶瓷制品。该指令规定：在欧盟内生产和销售的可能与食品接触的瓷器必须附

有由生产商和销售商提供的书面声明。声明应包括陶瓷制成品生产商和欧盟进口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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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和地址、陶瓷的特性、声明的日期、确认该陶瓷制品符合该指令规定和欧盟委员会

第１９３５／２００４号规则相关要求等内容。此外，在分析检测后，铅和镉溶出量符合要求的

制品应标示分析结果、检测条件、实施检测的实验室名称和地址等。

２００６年中国日用陶瓷对欧盟出口数量为４．５３亿千克，同比下降９．３２％；出口金额

为４．５４亿美元，同比下降０．８８％。２００７年５月欧盟开始实行新的陶瓷制品标准，欧盟

是中国日用陶瓷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方对该指令可能给中国陶瓷制品对欧出口造

成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

７．《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与限制规则》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ＲＥＡＣＨ正式生效。ＲＥＡＣＨ基于欧盟原有的化学品管理体系建

立，调整范围包括产品的生产、出口、分销、消费等多个环节，直接涉及３万多种化学品，

影响到３００—５００万种含有化学物质的商品，包括汽车、手机、玩具、机电、家具、建材、包

装物、纺织品等。

根据ＲＥＡＣＨ规定，ＲＥＡＣＨ法规实施后的１１年内，所有欧盟国家进口或者生产超

过１吨／年的化学品必须通过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程序，未能按期纳入该管理系统的

产品将不能投放欧盟市场。同时，该法规还设定了严格的检测标准，并规定相关费用全

部由企业承担。据欧盟估算，每一种化学物质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８．５万欧元，每一种

新物质的检测费用约需５７万欧元。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开始预

注册。

由于ＲＥＡＣＨ涉及面非常广，不仅需要专业的化学、法律、语言等背景，而且注册所

需要的文件准备符合欧盟的特殊要求，其复杂程度和专业水平非一般企业所能完成，单

靠个别单位和企业无法从容应对。首先，其规定的注册程序复杂，试验费用高昂，将大

幅度增加化工企业的生产成本；其次，根据该法规，只有欧盟境内的企业和个人才能注

册提供有关化学品及下游产品中所含化学成分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使用的数据。

这种排他性要求，对欧盟生产商和欧盟外生产商给予了不同的待遇；再者，该法规没有

规定评估和批准化学品的专门程序，有可能造成主管机构执法的随意性。欧盟本地企

业一直按该体系运作，有足够的经验和相关的专业人员，将很快适应，但对于中国这类

对欧盟化工品出口数量大的发展中国家，ＲＥＡＣＨ的实施将严重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的

优势化学品或有市场竞争潜力的化学品以及相关下游产品。据估计，中国共有７３０多种

出口欧盟的化学品面临考验。中国化工企业的出口成本可能增加５％，进口成本增加

４％，同时还将引起化学品下游企业产品的成本上涨。

中方将密切关注ＲＥＡＣＨ对化学品和相关下游行业产品的国际贸易可能产生的影

响。根据ＷＴＯ／ＴＢＴ协定中有关“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各成

员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标淮和合格评定程序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特殊的发

展、财政和贸易需要，以保证此类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对发展中国家成员

的出口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方希望，欧盟能够充分考虑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

金实力上的差距，给予中国一定的优惠待遇或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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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关于能耗产品环保设计的指令

根据欧盟ＥｕＰ指令，欧盟各成员国应在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１日前完成符合本指令所需

的国内立法及行政规定。

ＥｕＰ指令对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影响十分广泛。一方面，根据ＥｕＰ指令要求，

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功能、性能、材料、结构、外观、通用性、安全性、包装、

成本、标准、认证等常规的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对能源、环境、自然资

源的影响程度，并且要通过符合性规定，取得ＣＥ标志，才能投放到欧洲市场。另一方

面，由于ＥｕＰ指令是一个框架性指令，其覆盖的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原则上涵盖了除车

辆以外的所有投放市场的能耗产品，即包括热空气及热水设备、电子马达系统、住家及

商业场所照明系统设备、家用电器、办公室用电子产品、个人用电子产品、通风及空调系

统等。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包括电能、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等。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要对能耗产品从设计到报废的全过程实施环境评估，存在巨

大的技术困难和资金困难，中方对该指令给中国企业造成的影响表示严重关注。同时，基

于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第１２．７条和第１２．８条的规定，中方希望欧方充分考虑中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方面可能面临的特殊问题，包括机构

和基础设施问题；同时，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以保证ＥｕＰ指令相关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

程序的制定和实施不对中国出口的扩大和多样化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另外，尽管欧盟指出了扩大涵盖产品种类所需考虑的若干项因素，如贸易量大小、

是否有重大的环境影响等，但该指令将具体针对的产品以及相应的产品特征留待执行

措施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商和出口商造成了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中方已向欧

盟提出希望尽快明确其适用产品清单，并提供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

９．关于限制销售某些含汞测量设备的提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订〈有关限制销售某些含汞的测量设备第７６／

７６９／ＥＥＣ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２００７／５１／ＥＣ号理事会指令》，限制销售某些含汞测量设

备。该指令要求禁止销售包括体温计、气压计、血压计等在内的含汞的测量设备。目

前，欧盟市场上的消费者用测量仪器约有三分之二自中国、印度和日本进口。中方对该

指令给中国企业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

１０．全氟辛烷璜酰基化合物禁令

根据第２００６／１２２／ＥＣ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指令，欧盟将ＰＦＯＳ纳入有害物质范畴，

未经许可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ＰＦＯＳ或在半成品中使用ＰＦＯＳ；制成品中ＰＦＯＳ的含量

不能超过０．００５％；半成品中ＰＦＯＳ的含量不能超过０．１％；纺织品或其他涂层材料中

ＰＦＯＳ的含量不能超过１毫克／平方米。

ＰＦＯＳ作为纺织品和皮革制品防水、防油污处理剂的主要活性成分，被广泛应用于

众多民用和工业生产领域，包括中国许多重要出口产品，如纺织品、皮革制品、地毯等表

面处理，中国目前尚未研发出完全符合欧盟对ＰＦＯＳ控制标准的纺织用助剂。基于

ＷＴＯ／ＴＢＴ协定有关“对其他成员的技术援助”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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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规定，中方希望欧方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存在的巨

大困难，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以保证第２００６／１２２／ＥＣ号指令的实施不对中国出口的扩

大和多样化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国对欧盟实施ＰＦＯＳ控制标准对中国机电、轻工、纺

织、化工等产品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欧盟食品卫生法规

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欧盟开始实施三部有关食品卫生的规则以及一部有关食品

与饲料、动物福利等法律实施监管的规则。上述规则较之前的规定在三个方面发生了

重大变化：一是所有食品都适用该法规，且新法规不再把食品安全和贸易混为一谈，只

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二是要求实行食品供应链（即从农场到餐桌）的综合管理。其特别

加入的“善待动物”条款，向中国肉类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具有责任可追溯性，

问题食品将被召回。

这些规则强化了食品安全的检查手段，提高了食品市场准入标准，且标准繁琐，构

成了对农产品贸易，特别是与动物饲料、动物健康条件及植物健康有关产品贸易的主要

障碍。这些食品卫生规则不仅要求进入欧盟市场的食品本身符合新的食品安全标准，

而且要求食品在生产初始阶段也必须符合食品生产安全标准（特别是肉食）；不仅要求

终端产品符合标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符合标准。由于欧盟对全过

程的监管要求使企业在饲养、运输、人力等方面的投资随标准提高而增加，中国部分中

小企业因此退出市场。

中方对欧盟食品新法规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表示高度关注。中方希望欧方基于

ＷＴＯ／ＳＰＳ协定，允许食品新法规分阶段实施，给予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产品更长的时限

以符合该规定，从而维持中国产品的出口机会，并希望欧盟尽快放宽对中国动物源性产

品的限制。

２．关于农产品和食品的传统特产保护规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欧盟颁布了《关于农产品和食品的传统特产保护的第（ＥＣ）５０９／

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对具有特殊性质的传统农产品和食品名称的认可及保护规则，包

括产品的注册、可能产生的异议，以及第三国生产商的注册规范等做出具体规定。但该

法规对传统特产的定义和确定方式含糊不清，容易使生产商混淆；而且，该法规仅列出９

类产品作为传统特产的食品，将造成其他传统特产因超出法规范围而无法在欧盟注册，

并导致不公平竞争。此外，该规则对进口产品申请注册程序缺少具体的规定，不利于企

业的贸易实践。中方希望欧盟对进口产品的注册程序提供详细说明。

３．关于食品添加剂等的法规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有关食品中甜味剂使用纯度标准的第９５／

３１／ＥＣ号指令的第２００６／１２８／ＥＣ号欧委会指令》以及《关于修改有关除色素和甜味剂外

的食品添加剂纯度标准的第９６／７７／ＥＣ号指令的第２００６／１２９／ＥＣ号欧委会指令》。目

前，欧盟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立法为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颁布的第８９／１０７／ＥＥＣ号指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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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食用香料的立法为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颁布的第８８／３８８／ＥＥＣ号指令；有关酶制剂的立

法则分散于多项欧盟法律和各成员国国内法之中。这些技术法规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为：添加剂分类不同，适用的食品范围不同，允许的使

用条件不同。这些差异导致了出口商难以选择适用的标准，对相关产品的贸易构成了

阻碍。欧盟上述修改指令规定建立已获许可食品添加剂的再评价程序、建立酶制剂的

欧盟许可清单及相应的标签要求；建立食用香料的评价和许可程序。中方对欧盟这些

新指令可能产生的贸易限制作用表示关注，并希望欧盟在制定具体适用标准时能够以

国际标准为基础，不对正常的食品贸易构成障碍。

４．欧盟拟将枸杞列为“新资源食品”

２００７年２月８日，英国食品标准局向中国利益相关方发出通知，如相关方不能提供

１９９７年５月以前欧盟境内已有食用枸杞达相当数量的历史记录，英国食品标准局拟按

照欧盟《关于新资源食品及新资源食品配料的第（ＥＣ）２５８／９７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规

则》将枸杞列为“新资源食品”进行管理。目前除英国以外的其余２６个成员国均已表示

１９９７年５月以前枸杞在其境内并未达到相当数量的食用历史记录。枸杞一旦被列为新

资源食品，今后只有通过严格繁杂的安全评估，得到欧盟成员国认可之后，方可合法地

进入欧盟市场进行销售。

根据欧盟第（ＥＣ）２５８／９７号规则，在１９９７年５月该法规生效以前欧盟境内未达到相

当数量的食用历史记录的食品或食品配料被定义为新资源食品，并由此规则管理。此

类食品首先要经过安全评估，得到欧盟成员国认可之后，方可进入欧盟市场。具体程序

包括：首先，向２７个欧盟成员国中的一个国家的主管机构提交新资源食品申请；其次，申

请被接受后该成员国在９０天内对提出申请的新资源食品及生产过程进行安全评估，并

提出初步意见。根据欧盟新资源食品法规，要通过安全评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１）该新

资源食品对消费者不构成危险；２）不会误导消费者；３）与其他可替代的食品相比，在营

养上必须不具劣势；再次，新资源食品申请受理国对申请提出初步意见后，将意见分发

给所有欧盟成员国，成员国在６０天内对此提出意见。如果申请受理国对申请持肯定意

见，而其他成员国意见相左，申请方需就这些国家的疑问做相应解释，如这些国家仍持

反对意见，则由欧洲食品安全局对此提出意见。

欧盟第（ＥＣ）２５８／９７号规则还规定，对于被认为是与欧盟市场上已有的一种食品在

成分、营养价值、代谢作用、用途和不良物质含量方面极其相同的新资源食品可使用简

化程序。申请方可以在从一欧盟成员国得到其认为此新资源食品与欧盟市场上已有的

一种食品极其相同的意见后，向欧委会提交申请。

枸杞作为中国传统农产品，１９９７年５月以前在唐人街和中餐馆的食用和销售已相

当普遍，２００６年中国枸杞（不含枸杞汁）的出口量已达４７３９吨，出口额约为１２１５万美

元。为积极应对欧盟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制度，避免其对中国枸杞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中

国商务部、质检总局、中国驻英国使馆经商处与英国驻华使馆、英国食品标准局进行了

多次交涉与磋商，多方收集证据，并联系英国的中国餐饮协会、中华外卖协会和华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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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英方提供证据。目前英国食品标准局已收到中国政府提供的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枸杞对

欧盟出口的海关统计数据、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香港枸杞对欧盟出口统计数据及来自各方的

６０余份反馈，称有证据充分表明枸杞１９９７年５月前在英国的消费量已经达到了显著的

规模，不属于新资源产品。

中方对欧盟可能将更多的传统农产品纳入新资源食品进行管理的做法表示关注。

中方希望欧方能继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使有关新资源食品及食品配料的规定

事实上构成对中国传统农特产品进口到欧盟的贸易障碍。

５．欧盟关于茶叶的农残标准

２００７年３月７日，欧盟茶叶委员会公布了更新的欧盟及德国农残标准，更新后的欧

盟及德国农残项目共计２２７项，其中２０７个农残项目的标准限量为目前仪器最低检出

限，占９１．２％。

经初步分析，新增加的农残项目中对中国茶叶影响最大的为啶虫咪。啶虫咪作为

一种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内吸性强、杀虫谱广、作用速度快等特点，在茶园中广泛使

用。欧盟规定啶虫咪的限量标准为０．１ｍｇ／ｋｇ，为仪器最低检出限。对中国茶叶影响较

大的还有敌敌畏、甲胺磷、氯菊酯、三唑磷等，其中敌敌畏残留限量从０．１ｍｇ／ｋｇ降低到

０．０２ｍｇ／ｋｇ、甲胺磷残留限量从０．１ｍｇ／ｋｇ降低到０．０２ｍｇ／ｋｇ、氯菊酯残留限量从２

ｍｇ／ｋｇ降低到０．１ｍｇ／ｋｇ、三唑磷残留限量从０．０５ｍｇ／ｋｇ降低到０．０２ｍｇ／ｋｇ，这四个

农残项目限量均为仪器最低检出限。

１９９９年７月以来欧盟大幅度增加了出口茶叶农药检验的数量，同时提高了标准的

严格度。在数量上由１９９９年的６种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１６种，其中９３．６％农药的最大残

留限量为０．０１ｍｇ／ｋｇ，为仪器的最低检出限，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茶叶出口的困难。

另外，目前欧盟仍然根据１９９８年第９８／８２／ＥＣ号规则中有关农药残留最高限量的规定，

坚持对干茶叶（固体物）中的农残进行检测，即检测每公斤干茶叶中农药残留的含量，而

不是按照消费习惯对茶水中农残进行检验，对干茶叶取样检测的方法导致出现农残大

量超标现象。随着欧盟实施的茶叶农残检验标准越来越苛刻，中国对欧盟茶叶出口逐

年下降，１９９８年中国对欧盟（２５国）出口茶叶４．２６万吨，２００６年出口茶叶１．７６万吨，九

年间下降幅度达５８．６９％。中方对欧盟提高茶叶农残标准给中国茶叶出口带来的影响

表示关注。

６．对中国动物源性产品化学残留物监控计划的批准

根据欧盟理事会１９９６／２３／ＥＣ号指令，向欧盟出口该指令所列的动物源性产品的国

家，只有在提供了对该指令中所列举的化学残留物质的监控计划并获得欧委会批准后，

欧盟成员国才能进口这些国家的动物源性产品。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６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与第９６／２３／ＥＣ号理事会决定一致的关于

批准第三国残留物监控计划的第２００４／４３２／ＥＣ号决定〉的第２００７／３６２／ＥＣ号欧委会决

定》。根据该修改名单，中国仅有家禽、水产品、兔和蜂蜜４类产品的残留物监控计划获

得批准。较之２００６年３月７日欧盟公布的名单，中国获得批准的产品减少２类。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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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欧方看到中国在制订和执行监控计划方面所做的努力，接受中方出具的检验检疫

证明，通过客观评估，批准更多中国产品的监控计划。

７．关于中国海产品的入境调查

２００７年７月，在美国６月宣布对中国输美的鲶鱼、巴沙鱼、鲮鱼、虾和鳗鱼５种水产

品实施自动扣留并禁止入境，直到证明这些产品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为止后，欧盟宣布

启动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人工养殖海产品的审查，并要求其成员国对中国海产品提高警

惕。目前，中欧双方已经开始对话。中方希望欧盟能客观地对评估中国水产品的安全

状况，给予中国相关产品公正待遇。

８．关于传统中草药产品的指令

２００４年４月，欧盟颁布《关于传统草药产品的第２００４／２４／ＥＣ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

指令》（以下简称“《欧盟传统草药法》”）。该指令根据传统草药产品的特点，对欧盟人用

药品第２００１／８３／ＥＣ号指令做出修改，并首次在欧盟范围内，规范了传统草药产品上市

的程序和要求。根据该指令，凡是作为药品在欧盟成员国应用３０年，或在欧盟成员国应

用１５年同时在第三国应用３０年以上的，符合欧盟药品质量要求的传统植物药产品，可

以无需进行临床试验及临床前药理、毒理试验，通过简化药品注册程序申请注册为传统

药品。另外，对欧盟市场出口药品的生产商必须通过欧盟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准则”，

出口药品的质量必须符合欧盟药典标准，欧盟的进口商必须办理药品进口许可证。欧

盟各成员国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以前，要根据《欧盟传统草药法》修改本国相关法律法规，并

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开始实施。２００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为过渡期，在此期间原有的已上

市销售的传统药物仍然可按现有销售方式销售。

《欧盟传统草药法》颁布实施，对欧盟市场上的草药产品起到规范、清理作用，虽然

对中国中草药产品在欧盟获得合格药品资格提供了机会，实质上却给中国相关产品出

口至欧盟设置了障碍。中药以药品形式输欧，尚存在诸多难题。

首先，中药要满足《欧盟传统草药法》的注册条件存在较大困难。由于经营者转换

等原因，中国现在的出口经营公司无法从公司内部查到当初的原始记录；同样，欧盟境

内的大部分中药经营者也无法查到当初的这些原始记录，难以证明某中药在欧盟成员

国应用超过１５年。由于没法提供安全使用１５年的证据，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一个中药

产品申请注册。

其次，即使中药进口商能够提供繁杂的证据，证明某中药符合传统药品注册的年限

要求，该中药还必须满足欧盟药品质量要求。中药生产厂家必须接受欧盟成员国药监

部门的审查，经审查合格获得证书后其产品才可进入欧盟市场。从２００４年４月《欧盟传

统草药法》颁布至今，在欧盟药管当局完成注册的中药寥寥无几。

再者，中国中药产品构成复杂，既包括植物药，有时也包含动物药和矿物，动物药如

牡蛎，矿物如石膏。但根据《欧盟传统草药法》，传统草药制品中，只能包含植物及特定

条件下某些矿物质，不得包含动物药。该规定实际上是把中国含动物药成分的中药挡

在门外。２００５年以后，英海关已不再允许含动物、矿物的中药进口。上述进口一旦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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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查出，即予没收，据英国中药进口商反映，这些被禁止进口的中药，约占进口总量的

１０—１５％。

最后，应用年限不足规定的中药新药，要进入欧盟市场，则不能依《欧盟传统草药

法》按简化药品程序注册，而必须要通过包括药理分析和临床试验等在内的全面评审程

序。由于中西医药理论的差异，按西药理论要求对中药进行临床试验、临床前药理和毒

理试验难度极大。而中国所做试验的结论，欧盟能否认可，难以确定。因此，不足规定

应用年限的中药新药，要想进入欧盟市场，尤为困难。

事实上，中国在１９６３年已将中药列入国家药典，１９８５年中国正式实施中药新药申

报和审批管理。中药新药上市前的申请资料包括质量控制等药学、临床前安全性评价

研究和药理学研究、以及临床人体研究等资料。只有在有关专家和药品注册管理部门

审评并证明该药安全、有效后，方可获得官方批准上市。２００４年中国所有的药厂必须通

过ＧＭＰ认证，并对药品经营者实施了ＧＳＰ管理。由于ＧＭＰ和ＧＳＰ的实施，保证了中

药产品质量的可靠性。中国对于传统医药的管理，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并开展了多个

合作项目。

基于ＷＴＯ／ＳＰＳ协定关于“技术援助”以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中方希望欧

方能认识到中西医理论的差异，看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给予中国更长的过渡期，将过渡

期从２０１１年４月延长至２０１９年４月；对在中国药典记载超过１５年、不含毒性、且目前

仍广泛应用的一些经典中成药（如六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等）不再强调１５年的使用期

限，而由经营者提供中国药典证明和在欧盟市场已有较广泛使用的证明，申请简化注

册；对于在中国通过官方药品管理部门的新药注册审批而上市，并在欧盟有着较为广泛

应用的中药，希望欧方能给予简化注册，并不受在欧盟境内使用１５年期限的限制。

由于众多中成药处方中含有动物来源成分，这些成分对药品的功效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根据ＷＴＯ／ＳＰＳ协定关于“保证任何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仅在为保护人类、动

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并根据科学原理，如无充分的科学证据则不

再维持”的规定，中方希望在能够提供安全性证明文件的前提下，欧方允许使用那些来

源于人工养殖或在合理利用状况下不会导致该物种种群受到濒危威胁的动物成分药

品。此外，欧方可以从加强对传统草药进行必要的用药指导和监督方面入手，以保障适

用者安全，而不应超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对国际贸易

构成变相限制。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欧盟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３７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

２００７年新发起６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较上年减少６起。２００７年欧盟在全球发起９起反

倾销调查案件，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比例达６７％。２００７年，欧盟裁定对中国涉案产品采取

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案件共４起；对中国涉案产品做出反倾销最终裁定的案件共８起。此

外，２００７年欧盟针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规避调查２起。

１．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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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６月，欧盟公布了更新后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评估报告，该报告

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取得了积极进展，朝市场经济地位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中国

仅满足欧盟关于国家市场经济地位五条评估标准中的一条，其他四条标准无一项符合。

此外，欧盟部分成员国为保护本国产业，仍将贸易救济措施作为有力的保护工具，反对

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由于欧盟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仍采用

替代国的做法来计算中国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虽然欧盟在反倾销法规中规定了评估

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五条标准，但是这五条标准过于抽象，调查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尤其是近年来，欧委会对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评估日益苛刻，置中国企业的解

释和抗辩于不顾，常因为某些细小的问题而否决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自

２００５年起，欧盟在反倾销调查的立案公告中，突然将市场经济待遇申请表的提交时限从

２１天改为立案公告发布后的１５天，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答卷的困难加大，极大地

影响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严重损害了中国涉案企业利益。

另外，欧盟在授予市场经济地位时采取双重标准，相对而言，欧盟背景企业容易获

得市场经济待遇，中资企业则较难获得市场经济待遇，部分欧盟跨国公司利用此双重标

准，一方面在中国投资建厂，一方面在欧盟提起反倾销申请，以达到打击中国竞争对手

的目的。

２．欧盟调查机关未能自动采用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

根据《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９．５条规定，确定倾销幅度时，中国的应诉企业要证

明其符合欧方提出的五条标准，欧盟才会直接采用该企业自己的出口价格。根据 ＷＴＯ

《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６．１０．２和２．３条的规定，欧盟在确定中国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

时，有义务根据第６．１０条，对其适用单独的倾销幅度，直接采用其自己的出口价格；除非

欧盟证明存在该协定第６．１０．２、２．３条的特殊情况，欧盟才能不采用企业自己的出口价

格。直接采用企业的出口价格是应诉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同企业是否获得市场经济地

位没有关系，适用于所有ＷＴＯ成员。

此外，欧盟调查机构在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中存在以下不合理做法，包括：确定企

业市场经济地位时采用不合理的抽样技术；对替代国选择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在立案之

前难以如期发出照会；对外信息披露不充分；扩盟后贸易救济措施自动延伸适用问题；

过度依赖推定正常价值及利用不同的计算规则问题；过度使用推定出口价格问题等。

３．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案件

２００７年，欧委会对中国输欧产品发起６起反倾销调查，被调查产品依次为：柠檬酸、

味精、铁和非合金钢焊缝管、橘子罐头、钢铁紧固件以及热浸镀锌板；发起２起反规避调

查，涉案产品为皮鞋和活页环。此外，欧委会还对自２００６年年底发起的化纤布反吸收案

做出终裁、对节能灯反倾销案做出日落复审裁决。

（１）柠檬酸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欧委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柠檬酸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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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关编码为２９１８１４００和２９１８１５００，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

欧盟委员会初步选定美国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欧盟是中国第一

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对欧盟的柠檬酸出口量占世界第一。此次反倾销对中国国内柠

檬酸生产企业影响巨大。

（２）味精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欧委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味精（海关编码为２９２２４２００）发起反

倾销调查，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６年中

国味精对欧盟出口额达３６００多万美元，涉案企业５０余家。

（３）铁和非合金焊缝钢管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日，欧委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白俄罗斯、波黑和俄罗斯的铁和非合

金焊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的欧盟海关税则号为：７３０６３０４１、７３０６３０４９、

７３０６３０７２和７３０６３０７７。据统计，中国涉案产品２００６年输欧金额约为８６５６万美元，共约

１０７家企业对欧出口。

（４）欧盟对橘子罐头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实施“海关登记”

欧盟于２００４年开始对中国橘子罐头采取保障措施。由于该措施２００８年即将到期，

西班牙生产商又于２００７年９月申请反倾销调查，欧委会已于１０月２０日立案。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６日，根据欧盟发布的公告，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９日起欧盟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橘子罐头

实施“海关登记”。此次海关登记也是应西班牙生产商申请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海关登

记一般是监控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以作为“追溯”征收反倾销税的依据。虽然在海

关登记下进口商仍无需缴纳可能的反倾销税，但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

（５）钢铁紧固件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９日，欧委会决定对中国出口的钢铁紧固件发起反倾销调查，调查期

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替代国为印度。涉案产品欧盟海关税则号

为：７３１８１２９０、７３１８１４９１、７３１８１４９９、７３１８１５５９、７３１８１５６９、７３１８１５８１、７３１８１５８９、

７３１８１５９０、７３１８２１００、ｅｘ７３１８２２００。据统计，２００６年中国钢铁紧固件对欧出口５．３２亿

美元，案件调查期内出口额约７．６亿美元。中国１２３家企业应诉，欧盟抽取９家调查，目

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６）热浸镀锌板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４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热浸镀锌板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

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１０４１００、７２１０４９００、７２１０６１００、７２１０６９００、７２１２３０００、７２１２５０６１、

７２１２５０６９、７２２５９２００、ｅｘ７２２５９９００、７２２６９９３０和ｅｘ７２２６９９７０。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

日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初步决定巴西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

代国。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６年中国镀锌板对欧出口额为６．４９亿美元，２００７年１～９月的

出口额为１１．３亿美元。凡在调查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内对欧盟

出口过上述产品的企业均为涉案企业。由于涉案金额超过１０亿美金，涉及中国企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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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２００余家，成为欧盟有史以来对中国发起的最大一起反倾销案。

事实上，欧盟钢铁进口大幅上升完全是因为其需求增长快于欧盟钢铁企业产量提

高的步伐，相对便宜的中国钢铁不仅填补了这一缺口，而且为欧盟企业保持产品竞争力

提供了支撑。由于欧盟市场上的钢铁价格相对偏高，欧盟钢铁企业声称产业利益受到

威胁将很难立足。与就业人数超过７００多万的欧盟金属加工和设备制造业相比，欧盟钢

铁生产企业的雇佣人数不过二三十万。因而，如果欧盟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反倾销措

施，利益受损的将是欧洲钢铁消费行业。

中国涉案企业一致声明：中国企业没有倾销。本案涉案产品镀锌板在欧盟内部已

鲜有生产，属于逐步被淘汰产品。欧盟钢铁厂商主要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中高端钢铁产

品，例如汽车板、家电板、不锈钢等，而中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普通的热轧碳素结构钢、

螺纹钢等低端产品，两者并不冲突。中国钢铁行业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相关产品发起

反倾销调查。

中方认为，欧洲钢铁工业联盟关于中国钢铁行业得到政府补贴和倾销行为的指控

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盟企业将生产“外包”到中国等

劳动力相对便宜的第三国以保持竞争力时，“欧盟企业”这个概念越来越难界定，欧盟应

该反思如何使用反倾销措施才符合欧盟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维持

竞争力之间划清界限。

（７）皮鞋反规避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欧委会决定对自澳门地区转运或组装的中国皮鞋产品自主发起

反规避调查。如果此次反规避调查确认存在规避行为，则原反倾销措施将扩大到澳门

地区出口至欧盟的涉案皮鞋。

欧盟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皮鞋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约７．３

亿美元。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７日采取为期２年的最终反倾销措施，中国除一家获得市场经济

地位的企业的税率为９．７％，其他企业的税率为１６．５％。

（８）活页环反规避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６日，欧委会决定对中国输欧活页环发起反规避调查。根据欧盟利害

关系方的申诉，决定自即日起对经泰国转运的活页环实行海关登记。

欧盟最早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对中国活页环发起反倾销调查，１９９７年１月终裁对中国

活页环征收３９．４％的最终反倾销税，后经过临时复审税率调整为７８．８％（一家企业适用

５１．２％的税率）。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欧委会对该案进行日落复审后，决定继续对中国换页环

征收为期４年的反倾销税。欧委会还先后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对经越南、老挝转运的活

页环发起反规避调查，并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０６年１月起分别对自越南、老挝出口到欧盟

的活页环征收反倾销税。

（９）化纤布反吸收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１日，欧委会对中国化纤布反吸收调查一案做出终裁。根据终裁结

果，中国２３家应诉企业维持原反倾销税率不变，其他未应诉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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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５６．２％提高至７４．８％。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欧委会对中国出口的部分化纤布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该案涉

案金额高达４．８７亿美元，是当时欧盟最大的反倾销案件。中国共有５６家企业应诉。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２日，欧盟最终裁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部分化纤布征收１４．１％—５６．２％的最

终反倾销税。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欧盟委员会又对中国出口的部分化纤布发起反吸收调查。产

品范围包括：染色（含染白色）和印花人造长丝织物（变形聚酯长丝含量８５％或以上），涉

及海关８个参考税则号：５４０７５１００、５４０７５２００、５４０７５４００、５４０７６１１０、５４０７６１３０、

５４０７６１９０、５４０７６９１０、５４０７６９９０；调查期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本

次反吸收调查共涉及中国１０００多家企业，范围较原审反倾销有所扩大。据中国海关不

完全统计，涉案金额达３亿多美元。

事实上，从数据看，欧盟对中国化纤布征收反倾销税已经让中国纺织企业受到了较

大损害。据了解，从２００５年欧盟对中国化纤布征收反倾销税以来，中国对欧盟市场占有

率已从第一位下滑到第六位，市场份额也从５５％递减到６．５％。欧盟再次发起反吸收调

查，并在原有的反倾销税基础上再加征新的高额反吸收税，无疑会大大限制中国化纤布

的出口，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１０）继续对节能灯征收反倾销税

２００１年，欧盟对中国节能灯泡发起反倾销调查，裁决对中国８家节能灯出口商征收

零到５９．６％不等的反倾销税，其余中国企业则被征收高达６６．１％的反倾销税。此项反

倾销措施于２００６年７月到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欧盟理事会决定，继续对中国产节

能灯泡征收为期１年的反倾销税。

中国一直是照明产品的出口大国，节能灯生产占全球８０％的市场份额。但由于

２００１年欧盟对产自中国的节能灯泡征收为期５年的反倾销税，中国对欧盟出口仅为１．３

亿美元，并且，中国出口至欧盟市场的节能灯泡价格在欧盟当地大幅上涨了６６％。

中方认为，欧盟从中国进口的节能灯泡比传统灯泡节能２０％，并且有助于削减温室

气体排放，欧盟继续征收反倾销税不仅违背欧盟节约能源政策，而且致使自中国进口的

节能灯泡价格大幅上涨，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中国生产商和出口企

业的贸易利益。中方希望欧盟考虑现状，早日取消对中国进口的节能灯泡采取的反倾

销措施。

（七）服务贸易壁垒

欧盟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贸易市场，由于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和无形性、与服务相关

的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和服务提供者的资质问题，欧盟各成员国都对服务业设立了细致

而复杂的规定，且各国差异很大。对于跨境提供的服务，还涉及服务提供商资质、企业

的法律形式和公司结构、设备和材料的技术标准、专业保险、金融担保等一整套规定，程

序往往繁琐复杂。例如，欧盟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服务方面作出

了市场开放的承诺，但在法国、丹麦、希腊和意大利有国籍要求；希腊对于承认在本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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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国外机构颁发学历存有限制；意大利和西班牙有经济需求测试等。因此，即使在多

双边框架进行的服务贸易谈判中欧盟开放了其服务业市场，但欧盟内成员国间尚未统

一服务贸易市场，从而抵消了第三国与欧盟谈判带来的实质利益。欧盟服务贸易壁垒

主要包括：

１．服务领域的限制

欧盟对部分专业服务部门中规定了诸多限制。例如，在法律服务方面，欧盟开放范

围仅限于提供有关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公法方面的咨询服务；而在税务服务方面，其服务

开放范围只涉及税务咨询服务，而不涉及其他税务服务；在分销领域，法国、葡萄牙、意

大利、西班牙和奥地利对烟草有限制，爱尔兰、瑞典和芬兰对含酒精饮料有限制，法国还

对火柴有限制等。

２．行业专营和数量限制

部分成员国在某些服务业部门实施专营，例如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设施服务；部分

成员国对服务活动的准入设立数量限制，例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目设立配额限制、对营

业最大面积设立具体规定或者对服务提供者的数目设立地理距离规定等。

３．国籍或住所要求

部分成员国对服务提供企业的股东、管理层和具体工作人员设有国籍要求；部分成

员国则特别对企业管理层人员提出住所要求。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佣金代

理和批发服务存有居住要求；法国在药品批发、具有国家利益的市场上的佣金代理存有

国籍条件；希腊规定外国银行的大多数董事必须是欧盟成员国公民。德国对外国银行

分行的业务领导人任职条件规定，业务领导人必须是居住在德国国内的自然人，在德国

工作满一年。中资银行反映，这种任职条件导致中资银行总行派出的总经理至少在当

年并不能对分行正式行使经营管理权力，对中资银行日常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４．批准和登记要求

部分成员国对于包括金融、专业服务在内的很多服务业部门，要求服务提供者需要

得到事先批准和进行相关登记。例如，意大利在银行管理中对非欧盟国家的银行与其

本国银行实行差别待遇。非欧盟国家银行在意设立第一家分行，须报意大利中央银行、

外交部和经济部批准。在技术审查方面，如监管当局认为某个非欧盟国家金融监管水

平不能达到意法律规定的标准时，可以拒绝这一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意设立分行。此外，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处理每笔超过１２５００欧元的外汇交易时，必须向意大利外汇管理

局申报。

５．服务提供企业法律形式和内部结构方面的规定

英国根据银行服务的申请人所提供的服务类型，将银行分为全能银行和仅从事批

发性融资业务的批发银行。目前中资银行还没有取得全能银行的牌照。荷兰在银行管

理中规定，本国银行的并购，须优先考虑本国同类企业。只有在银行宣布有意出让后６

个月内，无任何本国同类企业收购的情况下，外商才有资格参与并购行为。而且，外商

与出让银行所签订的并购合同必须先后获得出让银行原董事会和议会专业委员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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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通过，才具法律效力。

６．职业资质

对非欧盟成员国国家颁发的职业资质不予认可或不允许独立执业。例如，意大利

政府规定欧盟非成员国旅游业从业者不能在意大利做导游，当地中国移民也不允许参

加导游资格考试。

７．服务提供条件方面的限制

商店开放时间、职业责任保险法规等方面的规定、税收法规、基础设施的使用等由

于在各个成员国不同，往往会导致实质上的壁垒。例如，德国在银行管理中规定，除欧

盟、日本和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商业银行总行的资本金不能作为其德国分行的资本金。

８．与服务相关的其他限制

在促销方面，由于各成员国在商务沟通方面存有繁杂和限制性的规定，因此在欧盟

范围内许多服务的促进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如禁止某些专业服务做广告；在分销方面，

部分成员国要求对服务提供商存有住所要求，这就阻止了相关提供商在本国提供分销

服务的可能性。此外，批准、登记、资质、服务提供条件等方面的要求使得跨境分销服务

变得障碍重重；在服务销售方面，限制主要来源于各成员国在合同法、部分服务存在的

固定或建议性定价、增值税支付和返还等方面的差异；在售后服务方面，由于各成员国

在专业服务责任、保险、金融担保等方面存有差异，同样存有较多障碍。

（八）其他壁垒

１．签证

近年来，部分欧盟成员国对赴欧投资的中国企业外派人员实施严格的签证政策，严

重制约了中国企业赴欧投资。

法国对中国企业赴欧人员发放签证的条件苛刻、程序复杂、申请时间长，且经常仅

给１次入境、１年有效甚至３个月有效的签证。

荷兰移民法规定，中国公民如因商务目的访问荷兰，需申请商务签证。商务签证最

多只能停留３个月。申请商务签证要提交中国公司和荷兰邀请机构出具的证明信，实际

审批时间往往需要１—２个月。

根据《中国和意大利经济合作协定》的规定，双方政府应给企业的工作人员签发长

期工作签证，而一直以来意大利方面给予中方企业工作人员的却是三个月或六个月有

效的商务签证，造成他们每半年就必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

中国企业工作人员获取赴德签证比较困难，程序繁琐，办理全套手续一般需要６个

月，影响中国企业在德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赴德投资。

中资企业在立陶宛申请办理签证和居留手续时，程序繁杂，有时随意性较强，透明

度不够。立陶宛驻外使馆审核签发签证的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半年。

２．工作许可

欧盟部分成员国规定外国公民要在当地就职，必须首先取得工作许可，但有关这方

面的要求相当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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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公民若想在荷兰公司就职，必须首先取得工作许可。首先，荷兰公司须向

劳工局报告职位空缺，并在一至两家全国性的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必须要对所有符合

任职条件的应聘者进行面试，唯有充分的理由才能拒绝他们的求职。只有在荷兰当地

或欧盟内无法找到满足该项空缺所要求的人选时，中国公民才能获得工作许可。工作

许可申请由雇主和中国雇员一起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工局提出。申请时间长达８—１２个

月。如果中国公民受雇于中国公司或其他外国公司设在荷兰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时，

这种雇佣被视为国际集团的内部调动，审批条件相对宽松一些。申请由雇主和中国雇

员一起向该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所在地的劳工局提出。审批时间经常需要３—６个月。

３．居留证

中国赴法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到达法国后办理当地的居留证常遇到许多额外要求。

法国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中方人员提供各式各样的证明文件，一些证明文件并不要求其

他国家的外派人员提供。这些做法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到欧盟国家投资。

四、投资壁垒

（一）准入限制

部分欧盟成员国对投资存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一些领域不允许第三国居民投

资经营，或者第三国居民投资部分领域需要得到成员国政府的批准。

法国规定，只有法籍居民、欧盟成员国居民或签有双边协定国家的居民才能在一些

行业领域从事经营。这些行业包括私营研究机构、保险经纪人、赌场或博彩俱乐部、运

输代理人、公共市场贸易、视听通讯业、商品经纪人、烟草零售、饮料零售、法文出版物企

业、保安企业、电讯企业、演出企业、药剂师等。

西班牙要求在下列投资领域仍需得到西班牙经济部贸易政策总司的许可（来自欧

盟成员国的投资除外）：“敏感行业”的投资，如博彩业、电视、广播、空运、国防等；外国政

府投资或直接、间接地受政府控制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瑞典，许多公司在其章程中订有“对外国人所有权的限制”条款，规定至少６０％的

股本和８０％的投票权应当由瑞典公民掌握。如公司章程未规定这种条款，则该公司将

被认为是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不能拥有瑞典的矿山、油田、农田、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资

源，也不能持有拥有上述自然资源的其他公司的２０％以上的投票股权。外国人不得拥

有在瑞典注册的船舶、飞机，不得经营国内航空，不能持有银行和军工厂的股份。

在捷克，投资受限制的行业包括抵押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航空客运、公路客货运、债券

报销、建筑工程服务等。加入欧盟后７年内，捷克禁止外国人购买捷克境内的农用耕地。

匈牙利对民航运输、广播电视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加入欧

盟后１０年内，匈牙利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土地。

在波兰，矿藏勘探和开采、武器和军工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收费高速公路、广播电视

的经营须获政府部门许可。在多数商业领域，波兰对外资控股比例不设限制，但在广播

电视领域，非欧盟公司最高持股比例为４９％；民航运输业的外资最高持股比例为４９％；

外资不允许经营博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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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别待遇

第三国公司的子公司要在欧盟市场内享受国民待遇，包括在欧共体内部自由设立

分支机构和提供跨境服务，必须证明该子公司拥有与欧共体经济有效和持续的联系，但

第三国公司直接设立的分支机构不享受国民待遇。

德国、爱尔兰、奥地利、瑞典和芬兰要求非本国居民在并购土地或在某些情况下租

赁土地的时候获得当地政府批准。在所有欧共体成员国，被认作是国家或地方的公用

事业的服务可允许公共垄断或给予私有经营者专营权。该规定适用所有服务部门，但

奥地利、芬兰、瑞典存在例外。

（三）以安全为理由的限制

根据法国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颁布的第２００５１７３９号政令，第三国企业到法投资

并购法国企业，凡涉及下述１１个领域，均需预先报批，获准后才能进行并购。这１１个领

域是：博彩业；受规章约束的私营安全部门；用于应对非法活动（恐怖活动、致病因子或

毒气、卫生方面）的研发和生产部门；信息和通话截取设备；用于安全评估和认证方面的

产品和信息技术系统；受国防法典约束的与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产品生产与服务；受欧

盟出口控制的两用技术与产品；法国数字经济信任法令项下的有关密码与密码服务活

动；国防企业经营的活动；受国防法典约束的军事或战争物资的科研、生产和贸易；与国

防部签订研究与供货合同的企业经营活动。

另外，根据法国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通过的公开标价收购法案，一旦有外资恶意收

购法国上市公司，法国企业就可以免费的方式发行股票认购券，增加股东的实力，抬高

企业的资本，从而增强企业的自卫能力。

德国规定，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需获得德国有关行业协会的同意。根据规定，如果

外国企业的投资可能影响到现存德国企业的发展，该投资可不被批准。另外，德国对中

国企业赴德设立公司的审批时间过长，手续复杂，透明度不够，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德业

务的正常开展。

希腊与税收和投资相关的法律过多，变动频繁。以投资促进法和税法为例，希腊在

过去的２０年间共出台了１０部与促进投资相关的法律，平均每两年一部，而税法几乎是

一年一部。此外，希腊审批一个外资项目，平均需要６０天，而按法律规定政府的审批时

限可长达２年。法律变动频繁，政府行政审批时间长，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在捷克，非欧盟国家居民购置房产，无论是作商业还是居住用，必须在捷注册一个

公司（法人实体），但有永久居留权并有捷克配偶的人例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想购

买土地作为投资，必须设立新的捷克公司。

上述规定和做法均不同程度地对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构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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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日双边贸易总

额为２３６０．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９％。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１０２０．７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１．４％；自日本进口１３３９．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８％；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中方

逆差３１８．８亿美元。

２００７年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有线电话、电报设

备、服装及衣着附件等。自日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电机、电器、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钢

铁、有机化学品、车辆及其零部件、塑料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日本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６．８

亿美元；累计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９６．４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日本的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额为１１６０．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９７４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５．９亿

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日本累计对中国直接投资项目３９６８８个，实际投入金额６１５．６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日本关税法律体系主要由《海关法》、《海关关税法》、《临时关税措施法》等构成。现

行海关税则为２００８年１月版。日本财务省是关税管理制度的制定机构，财务省下属海

关是执行机构。

日本进口关税的税率种类分为两部分：一是由国内法规定的关税税率，二是由国际

协定规定的关税税率。由国内法规定的关税税率包括一般税率、临时税率、特惠税率、

适用于个人随身物品的简化税率，以及适用于小件包装的简化税率。临时税率在某段

时间内代替一般税率。特惠税率适用于符合某些条件的指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

国际协定规定的关税税率分为ＷＴＯ协定税率和自由贸易区税率。日本对９８．８％的进

口产品规定了ＷＴＯ协定税率；对鱼、甲壳类、紫菜等渔业产品，汽油，木头及木制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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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ＷＴＯ协定税率。日本进口关税税率适用的优先顺序依次为特惠税率、ＷＴＯ协定

税率、临时税率和一般税率。

特惠税率主要是通过日本的普惠制授予进口产品。《临时关税措施法》对日本普惠

制做了基本规定。日本的普惠制起源于１９７１年，中国是日本普惠制的受惠国之一。特

惠税率适用于部分进口农产品和所有进口工业品。其中，对于农产品，日本实行“肯定

列表”制度，仅对特定产品适用特惠税率，目前主要涉及除鲤鱼、金鱼以外的观赏性活

鱼、松茸菇、笋干和食用香料。其中，除笋干的特惠税率为７．５％外，其他三类进口产品

的特惠税率为零。对于工业品，日本实行“否定列表”制度，对除皮衣、夹板、生丝等特殊

产品以外的其他所有工业品均适用特惠税率，一般为零税率。对于手套、合成纤维制成

的纺织品，以及地毯等一些产品的特惠税率不是零税率。但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适

用普惠制的进口产品均适用零税率。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日本财务省发布第１５８号通告，公布了新的日本进口关税税则。

其中，日本对ＨＳ编码第２６２０、２７１０、３８２５、４９１１、８５０８、８５１３、８５４３税则号和第９０类

下的产品描述做了修改。

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发布了《海关关税法》修正案，主要内容包括：改善通关制度，强化

海关的水陆口岸监管；扩充特惠关税；延长暂定关税的适用期限等。该修正案规定，日

本根据ＷＴＯ香港部长级会议宣言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免税免配额措施的适用范围，

追加特惠税率的适用对象。

２００８年１月，日本财务省向国会提出了《海关关税法》部分修正法案，其中的一项修

改内容是以振兴蚕丝业和绢业为目的，将生丝追加为适用关税配额的产品。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６年财政年度，日本的简单平均适用关税水平为６．５％。其中，ＷＴＯ定义下的

农产品简单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８．８％，非农产品为３．６％。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日和３月１３日，日本财务省海关官方网站公布，自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６

日起，停止对来自所有受惠国或地区的ＨＳ编码第４６０２号下的某些竹制、藤制或其他编

结材料制的编结品，第５５．１２到５５．１６号下的某些纤维制的机织物，以及第５８０１．３１号

下的割绒的灯芯绒产品适用特惠关税。

２００７年，日本继续大幅取消专门对中国产品适用的特惠关税税率。２００７年３月３１

日，日本海关发出通知，对来自中国部分鱼类、甲壳动物、氧化铅（铅黄、黄丹）、苏打粉、

竹制藤制等席子席料、陶餐具、剪刀、厨房餐桌用具、睡袋、焰火、桌布、毛皮及毛皮制品、

竹串、木材制品、毛毯、床上用品、真丝领带等产品不再适用特惠关税。日本海关官方网

站还公布，自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６日起，ＨＳ编码第７６类项下的产品，以及 ＨＳ编码第

３５０２．１１和３５０２．１９税则号项下的产品停止适用特惠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外汇及外国贸易法》、《海关法》、《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是日本管理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法律。日本经济产业省和海关是日本政府实施进口管理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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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根据《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的规定，日本禁止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

毒品、枪支弹药、炸药、化学武器材料、可能用于生物恐怖活动的细菌、侵犯知识产权的

产品、假钞、影响公共安全和道德的书画、儿童色情产品等。

除禁止进口产品之外，《进口贸易管理令》和《进出口交易法》还规定，部分产品必须

获得审批方准进口，包括自特定原产地或装运地进口的特定产品、须经主管大臣事前确

认才能进口的产品和须向海关提交特定文件的产品等，具体包括未签署《国际限制捕鲸

条约》的国家原产或装运的鲸及其制品，以中国、朝鲜及中国台湾省为原产地或装运地

的鲑鱼、鳟鱼及其制品，来自公海的海生哺乳动物、鱼贝类、海藻等及其制品等。

此外，日本还对大米、部分水产品等农产品以及《华盛顿公约》附录Ｉ中规定的动植

物及其派生物，《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的物质等实施配额管理。

３．出口管理制度

日本以《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进出口交易法》和《出口贸易管理令》为主体的出口

管理法律体系，规定了出口限制、技术提供限制和出口的事前审批、事后审查等制度。

另外，日本不仅是《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同时也加入了绝大部分国际出口管理体系，

包括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对相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货物

实施审查、许可等出口管理措施。

经济产业省是日本管理出口贸易的主管部门。其他相关的出口贸易管理部门还包

括：日本海关、财务省、日本银行及授权外汇银行。

全面控制制度是日本近年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流出而采取的出口管制

制度。从２００２年起，由政府收集信息，制定并公布《全面控制出口管制外国最终用户名

单》（以下简称“《名单》”），每年４月修订一次。日本出口企业在向被列入《名单》的企业

和机构出口有关敏感货物、技术时，须向日本经济产业省进行“事前咨询”。该项措施实

际上是审批，如得不到该省认可，货物或技术不得出口。

４．贸易救济制度

日本负责贸易救济的机构是财务省、有关产业的主管省和经济产业省，但终裁权由

财务省单独行使。

日本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海关关税法》、《反倾销和反补贴命

令》、《关于反倾销及反补贴程序的说明》、《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关于紧急关税的政

令》、《关于产品增加时的紧急措施的规程》等。

２００７年４月，日本部分修改了《与反补贴税以及反倾销税手续有关的指南》，对“关

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有关内容做出了修改，修改涉及１９９４

年《关于反倾销税的政令》第２条第３款的规定。根据修改，对于原产地为中国和越南的

特定生产商，“关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包括以下事项：（１）

生产者关于价格、费用、生产、销售以及投资的决定是基于市场原理进行，不存在对这些

决定的政府（货物原产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公共机关）重要介入的事实；（２）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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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原材料等）的费用反映市场价格的事实；（３）劳动者的工资是根据劳资双方的自由

交涉决定的事实；（４）政府（货物原产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公共机关）没有对生产

手段进行所有和管理的事实；（５）其他财务大臣认为合理的“关于特定货物生产及销售

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事实”，且在调查开始时通知生产者的。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基本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日本贸易投资法律体系主要由《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简称“《外汇法》”）、《进出口交

易法》和政府公布的相关法令、省令、告示、进出口注意事项等构成。经济产业省

（ＭＥＴＩ）是日本贸易和投资的主要管理部门，财务省及其下属机构海关、农林水产省、厚

生劳动省、日本银行等政府机构均涉及部分贸易及投资管理方面的职能。日本对外国

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是《外汇法》。１９９２年以前，《外汇法》对外国的投

资实行事前审批制度；１９９２年后，改为事后报告制度，原则上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给予自

由化。１９９７年，《外汇法》又作修改，对外资仍采取事后报告制度，但涉及国家安全，妨碍

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的行业等，实行事前申报、审批制度。行业分类基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７

日日本总务省第１３９号告示《日本标准产业分类》。

２．利用外资产业政策

目前，外国对日直接投资，除农林水产业、矿业、石油业及皮革和皮革制造业等“四

大例外行业”外，原则上均实行自由化。但在具体实践中个别行业的市场准入仍很困

难。例如建筑业，由于日本尚未开放劳务市场，加之本国固有的承包、分包体系，外国企

业很难进入日本建筑市场。再如海运业，在日本的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

用码头，而无法进入码头装卸等服务市场。而根据《船舶法》的有关规定，日本国内海运

市场，原则上只对日籍船只开放，虽然不限制外国企业对国内海运事业的直接投资，但

必须在日本国内设立企业后方可进入该行业。

２００７年９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对内直接投资等相关命令部分修订命令》等，

对事前申报许可的行业范围和交易范围等进行调整，主要包括：（１）为防止安全保障上

重要技术流出，而将《出口贸易管理令》附表中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通用品及尖

端零部件的制造业纳入事前申报制度对象范围；（２）为维护国防产业技术基础，将武器、

飞机制造和修理相关软件业纳入事前申报制度对象；（３）与关联子公司从事限制性行业

交易也纳入管制对象。此项政策调整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施行。

３．税收政策

（１）企业所得税（法人税）

在日本，针对法人征收的所得税（法人税）主要包括对法人的应税所得征收的国税

（约３０％）和地方税。而地方税又包括即使没有应税所得，也要缴纳以公司的规模等为

计税标准的均摊税和外部标准税。这样，包含地方税后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约为

４２％左右。另外，如果以法人税等的纳税金额除以税前本期净利润算出的实际负担税

率来看，多数情况下要超过上述的实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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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所得征收税款，其税率采用以应纳税收入金额分别乘以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及５０％以上的超额累进税率，可以从总收入中扣除的减免项目很多。以夫妇二人

加两个孩子为例，其实际税率如下：总收入１０００万日元的实际税率约为８．６％，总收入

为２０００万日元时实际税率约为２２％。对于个人所得所征收的税款，采用代扣扣缴制与

自我申报制相结合的纳税方式。

４．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目前，日本政府已确立５个地区为“促进对日投资地区”：（１）大阪府、大阪市、东大阪

市、茨木市；（２）仙台市；（３）兵库县、神户市；（４）广岛县、广岛市；（５）福冈县、北九州市、

福冈市、山口县、下关市。主要优惠措施有：（１）根据日本《促进进口和对日投资法》，对

投资于被日本政府认定为特定对内投资的制造业、批发业、零售流通业、服务业等１５１个

行业，出资比例超过１／３的外国投资者，日本政府提供优惠税率和债务担保。外资企业

成立５年内所欠税款可延长到７年缴纳；（２）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为外国投资者或外资企

业在设厂、设备投资、研究开发、企业并购等方面提供融资；（３）各地方自治体（都道府

县、市町村）制定地方性法规，减免外资企业事业税、固定资产税、不动产取得税，并给予

资金补贴，帮助企业顺利开展各项筹备活动，对购置厂房建筑物、设备投资、流动资金等

提供融资的便利；（４）日本中小企业与特定外资企业有一定金额以上的商品和劳务交易

时，经当地政府确认，可获得信用保证协会的信用担保，获得２．３５亿日元以内的贷款

额度。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新公司法解禁“三角并购”制度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日本《公司法》中规定的“三角并购”制度正式解禁。所谓“三角并

购”，是指某外国企业首先在日本设立一家子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子公司以母公司股票

置换的方式并购日本企业。其特点是子公司用母公司的股票来换取被并购企业股东的

股票，而不必使用现金。虽然日本不允许外国企业通过与并购对象企业直接交换股权

进行跨国合并，但随着“三角并购”禁令的解除，外国企业通过其在日全资子公司将日本

企业纳入麾下，则与一般的并购和合并经营具有同样的效果。

２．竞争政策

日本现行《反垄断法》是２００６年１月４日经修订后重新颁布实施的。此次修订主要

包括５个方面：（１）提高了对企业或组织在招投标过程中订立同盟、或建立价格同盟的处

罚标准。对大企业的处罚标准从原来销售额的６％提高到１０％，对中小企业的处罚标准

从销售额的３％提高到了４％；（２）引进了欧美等国普遍实施的垄断行为自首减免责处罚

制度。所谓自首减免责处罚制度，是指违反《反垄断法》参与招投标，或利用自身优势联

合同业者抬高产品价格的企业和组织，如能在公平交易委员会介入调查前向该委员会

自首，则可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３）强化了专门负责执行反垄断法的公平交易委员会

的调查权限。赋予公平交易委员会“犯法调查权”。如果获得法院的搜查令，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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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可以对嫌疑人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扣押相关资料。

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修订其他法律和制度，使其与《反垄断法》联动，达到共同规

范企业行为的目的。如２００２年制定实施的《防止行政机关操纵投标法》规定，如果公务

员参与操纵投标的行为，发标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２００６年５月修改实施的《公司

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建立内部管理系统。这一规定旨在迫使企业经营者提高公平竞争

的意识。另外，还有《公共工程质量保证法》、《低投标价格调查制度法》、《投标合同公平

化法》等，均是对《反垄断法》的补充。

３．签证和出入境管理制度

日本根据１９８２年《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对出入境事务进行管理。日本的签证

事务由外务省负责，出入境管理则由法务省负责。两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个别签证问

题要经由外务大臣与法务大臣进行协商决定。一般长期居留签证，就业签证等需要事

前审查。

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起，日本驻华使馆网站公布了对短期多次往返签证的申请对象

范围扩大，并做如下修订，主要包括：（１）关于商务目的的短期多次往返签证，包括在日

本驻华大使馆辖区内的日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中国国有大中型

企业等企业的处长、经理以上人员或在上述企业工作一年以上的人员；（２）符合一定条

件的医生和护士可申请一年多次往返签证；（３）新增设向中国商务人员发给５年有效的

多次往返签证。

日本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实行新的入境审查手续，１６岁以上外国人入境日本时

将需要提供指纹、面部照片等个人识别信息。若入境时拒绝提供指纹或脸部照片，将不

被允许进入日本。核对个人识别信息后，对于法务省认定的恐怖分子，相关部门可将其

强制驱逐出境。

４．检验检疫制度

日本卫生与植物卫生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食品卫生法》、《药事法》、《消费者

产品安全法》、《饲料安全保证和改进质量法》等。厚生劳动省和农水省是日本负责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的主要部门。

目前，日本对于进口食品的检查分为自主检查、监测检查和命令检查三种级别。自

主检查是进口商的自律行为，但并不是没有约束，对需要自主检查的进口食品，进口商

自选样本送到厚生劳动省指定的检疫机构进行检验，对检出的问题必须依法报告；监测

检查是对一般进口食品进行的一种日常抽检，厚生劳动省按照不同的食品类别、以往的

不合格率、进口数量（重量）、潜在风险的危害程度等确定监测检查计划，包括需检查项

目和抽检率，在每年的３月份公布本年度的计划，由厚生劳动省下属的各地食品检疫所

具体实施。如果在监测检查中发现一次违规，则对来自同一制造商或加工商的进口食

品抽检率提高到５０％，即强化监测检查，在强化监测检查期间发现第二次违规则启动命

令检查。但是，若进口食品中出现与公共健康有关的突发事件或会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的风险，一例违规即可启动命令检查。只有在出口国查明原因并强化了新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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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确定了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等，确认不会再出现不合格出口食品时，命令检查才

能解除。命令检查是强制性逐批进行的检验，由口岸食品检疫所负责实施，检查率达到

１００％。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被停留在港口不允许办理入关手续。如果产品多次被

启动命令检查，日本检疫当局可能将这些违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这些企业向日本

出口食品及农产品。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制定２．５吉赫波段的无线电设备、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的技术法规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９日，日本总务省宣布制定关于２．５吉赫波段的无线电设备、宽带无

线接入系统的技术法规。

（２）关于确定机动车辆能效的省颁法令修正案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宣布出台关于确定机动车辆能效

的省颁法令修正案。根据关于合理利用能源的法律，以汽油或柴油为燃料、１０座或１０

座以下的乘用车和１１座或１１座以上的乘用车（车辆总重为３．５吨或以下），以及以汽油

或柴油为燃料的、车辆总重为３．５吨或以下的货车将增补进“指定的机器和设备”中，并

修订关于能耗量数值（能耗率）产品性能测量方法，以及由制造商或进口商判断的标准。

（３）对进口木质包装实施新规定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日本开始对进口货物的木质包装实施新规定。新规定要求４

月１日之后到达日本口岸的货物木质包装，必须按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１５号

（ＩＳＰＭＮｏ．１５）要求进行有效除害处理，并加贴ＩＰＰＣ专用标识。对符合新规定的输日货

物木质包装，入境时日方给予正常通关；对未经除害处理、未加贴ＩＰＰＣ专用标识、标识

不合规范或携带有害生物的违规木质包装，日本将采取除害处理、销毁或退运等严厉

措施。

（４）部分修订化妆品标准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为了确保化妆品的安全性，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部分修订化妆

品标准。修订化妆品标准的肯定列表和否定列表，使得硫辛酸和２，４Ｂｉｓ［｛４（２乙基己

氧基）２羟基｝苯基］６（４甲氧基苯基）１，３，５三嗪两种成分作为具有最高限量的化

妆品成分使用。

（５）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通报“工业安全和健康法执行命令修正案”。

日本政府计划进一步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例如现有的家用钢制品和有色

金属行业的设备中所使用的（石棉）包装材料等。

（６）指定有毒有害物质的命令修正案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６日通报了“指定有毒有害物质的命令修正案”，补

充以下物质为指定的有毒有害物质：１十二基醋酸胍盐，Ｏ乙基Ｓ丙基［（２Ｅ）２（亚氨

基）３乙基醯亚氨二酸１ｙ１］，３（氨甲基）苄胺。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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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罐装和瓶装植物产品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通报了“罐装和瓶装植物产品质量标签标准修

正案”。该法令覆盖的产品为罐装和瓶装的植物产品。主要内容是对罐装和瓶装植物

产品质量标签标准做出以下修订：删除包装液体的定义；在难以标示的情况下，对果肉

和浆果的外形和大小的标示可以省略；将类别名称“那些用单一植物包装的”和“那些用

两种以上植物包装的”修订为“那些用植物包装的”和“那些用植物产品，包括植物和植

物产品的混合物包装的”等。

（８）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通报了“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其主

要内容是对果酱的质量标签标准将做出以下修订：将“糖”的范围指定为“糖、糖醇和蜂

蜜”，以阐明果酱的现行定义；除食品添加剂之外，使所有成分的标示成为强制性的；修

订用切成两半的调和草莓制成的蜜饯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草莓用作配料；使打算作为

蜜饯的果酱能够标示为“蜜饯”。

（９）废除卫生巾标准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通报了“废除卫生巾标准”，从而取消对卫生

巾的管制。

（１０）修订《日本药典》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通报了“部分修订《日本药典》第十五版”，根

据《药事法》第４１条的规定，对《日本药典》第十五版做出修订，以保持适当的说明和优质

药品。

（１１）关于学龄前儿童玩具的法规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根据食品卫生法修订学龄前儿童玩具法

规”。主要内容是扩大指定玩具的范围，加强玩具涂料的重金属规范，并制定婴儿可能

吞下的“金属玩具配件”规范。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３月底。

（１２）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摘要、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草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了“兽用生物制品标准修订摘要、兽用生

物制品标准修订草案”，主要内容是批准在日本销售用种子批系统（“种子批产品”）生产

的兽用疫苗（适用于国内和国外产品）。为了此项批准，日本将部分修订兽用生物制品

标准，主要涉及相关术语的定义，如种子批产品为用种子批系统生产的疫苗，种子批为

包含一种通过单克隆产生、遗传特性充分稳定的病毒、细菌和细胞株的均匀悬液；为确

保种子批产品的安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对病毒、细菌和细胞株的检测程序；适合生产

种子批产品的病毒、细菌和细胞种子批规范（包括生产种子批产品的无特定病原体动物

规范）。符合现行标准的疫苗可以照旧在日本销售。

（１３）有关铅在包装材料中的最高含量限值的规定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通报了“修订设备、容器／包装及材料一般规

范，及修订设备和容器／包装生产标准”，降低铅在与食品接触的镀锡、金属、用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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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设备或容器／包装的焊料中的最高含量限值。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４月底。

（１４）含过敏物食品的标签标准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通报了“食品卫生法执行条例的修正案（１９４８

年第２３号部级条例）”，根据含过敏物食品的标签标准，该修正案将对虾、小虾、龙虾和螃

蟹纳入强制性标签项目。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４月。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修正案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发布了《植物保护法执行条例修正案》，补充指

定不需检疫措施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增加或删除了要求在出口国生产地检验的植物／

地区及相关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指定进口禁令有关的植物、地区和相关检疫性有害

生物。

（２）杀虫剂和兽药残留限量修订

根据日本在２００７年发布的１８个通报，日本修订了食品卫生法项下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标准和规范，规定或修正了苯噻菌胺、联苯肼酯、敌草胺、可尼丁、硫线磷、嘧菌酯、伊

维菌素、二氟沙星、Ｄｒａｍｅｃｔｉｎ、苯菊酯、百治磷、三唑类磺胺以及双唑草腈等４３种杀虫

剂和兽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限量。在肉及可食用内脏、乳制品及蛋、可食用植物及某

些根茎和块茎、可食用水果及坚果、咖啡、马黛茶及香料、油籽及油果；各类粮谷、种子和

果实中的最大残留限量。此外，日本撤销了牛（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猪

（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其他陆生哺乳动物（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

内脏）、乳、鸡（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食用内脏）、其他家禽（瘦肉、脂肪、肝、肾及其他

食用内脏）上阿伏霉素（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３）修订食品添加剂标准

日本农林水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３日和１２月１０日通报了“修订食品卫生法执行条

例及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与规范”，批准异丁醛、２甲基丁醇和氢氧化镁用作食品添

加剂，并规定此类物质的标准和规格。

（４）管制活生物名单

日本环境保护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日和９月４日通报了“根据外来入侵物种法规定

的管制活生物名单”，所覆盖产品为木枝蜥、古巴变色蜥，牙买加变色蜥，绿林蛇，犬牙林

蛇，环林蛇，黑头林蛇，美国蟾蜍，金背蟾蜍，红斑背蟾蜍，橡木蟾蜍，德州蟾蜍及短脚角

蟾，将这些“未归类的外来物种（ＵＡＳ）”分类为“外来入侵物种（ＩＡＳ）”。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日本仍对大部分进口农产品和成衣制品征收１０％—５０％不等的关税，特别

是新鲜、冷冻、冷藏牛肉，牛皮，乳制品，香蕉、橘子、菠萝及其制品，甜菜。某些鞋类的进

口关税高达３０％—５０％，远远超过其６．５％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上述产品中除牛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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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外，中国均有对日出口。日本对这些进口产品实施关税高峰，将对中国产品对日出

口造成负面影响。

２．关税配额

日本对大米、玉米、天然奶酪、麦芽、糖渣、无糖可可调制品、番茄酱、菠萝罐头、乳制

品、脱脂奶粉、无糖炼乳、黄油、杂豆、淀粉和菊糖及淀粉制品、花生、魔芋、调制食用油、

蚕茧、乳清等农产品以及皮革、皮鞋等制成品实施关税配额。

日本关税配额管理程序复杂，透明度有待提高。例如，日本以经验不足为由拖延公

布关税配额分配结果，或仅公布获得配额的企业名单，但不标明各企业获得的配额数

量，致使配额申请人无法通过横向比较来评估分配结果的公正性。中国希望日本提高

关税配额管理制度的透明度。

３．其他

日本从价、从量税并用（选择税或复合税）的情况大量存在，增加了关税计征的复杂

性，给中国企业对日出口造成一定困难。另外，日本实施的从量税如果换算成从价税，

往往税率较高，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表现更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日贸易的扩

大形成了阻碍。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对进口绿茶、乌龙茶一律征收１７％的基本关税，而对散装红茶

仅征收３％的关税（２．５％的特惠税率）。中方认为，日本针对不同品种茶叶设定差别关

税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日茶叶出口，敦促日

方尽快降低进口绿茶、乌龙茶的关税水平。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消费品标签标志要求

日本对于消费品的标签标志要求颇为复杂，包括强制性标签标志和自愿性两类，有

的一个产品需要具备数个标志，有的一种标志覆盖近百种商品，其中，只有极少数标志

是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尽管强制性标签标志数量较少，但自愿性标签标志会影响日本

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与偏好。

此外，针对同一类产品的不同性能，既有强制性标签标志规定，又有自愿性标签标

志要求。如玩具产品。一方面，对于涉及《电器和材料安全法》的电动玩具产品，规定必

须贴附ＰＳＥ标志，除该标志外，标签还应包括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频率和生产商名称等

内容。对于特殊的电器设备，还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发布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的名称缩

写。另外，为了促进分类回收，当使用纸制或塑料制品作为包装材料时，还应根据《促进

能源有效利用法》，在其外包装上贴附材料识别标志。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婴幼儿玩具，

如秋千、滑梯、脚踏玩具车、学龄前儿童用三轮车等，如果符合消费品安全协会颁布的安

全标准则可贴附安全用品标志。即ＳＧ标志。该标志虽然是自愿性的，但如果消费使用

带有ＳＧ标志的产品时受到伤害，则受害方应按规定得到高达１亿日圆的损害赔偿金。

而对于１４岁及其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日本玩具产业界制定了相应的玩具标准，符合该

标准的玩具可贴附ＳＴ标志。尽管ＳＴ标志是自愿性的，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几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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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岁及其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均带有ＳＴ标志。欲获得贴附ＳＴ标志许可的生产商或

进口商事先须与日本玩具协会签订使用ＳＴ标志合同，并提交样品由指定的检测机构进

行安全标准符合性测试。如果产品通过检测，才能获得许可编号和授权使用该标志。

２．燃气消费品结构的新法规

日本经济通产省从２００７年２月开始实施《〈燃气管理公用事业法〉技术要求法令》的

修正案和《〈确保安全和液化石油气最优化处理法〉技术要求法令》的修正案。修订关于

燃气消费品结构的技术法规。中方认为，日方未对标准中防止产品安全装置的不正当

改装、增加耐用度的要求做出明确的说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建议日方提供相关的标

准和检测方法。而且，标准中强制性要求安装不完全燃烧连锁装置与国际标准和惯例

不符，中方建议在安装场所通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可以不安装不完全燃烧连锁装置。

此外，中方认为日方通报的批准日期与实施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不符合 ＷＴＯ相

关规定，也不利于企业调整生产，因此建议日方给予更长的过渡期。

３．电气设备和空调器标签和管理新规定

日本经济通产省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１日向发布了《部分修订〈家用商品质量标签法〉的

部颁通告》，涉及的产品是由《家用商品质量标签法》规定的电气设备和空调器。主要内

容是修订电气设备质量标签规定的标签和管理问题，增加“类别名称”和在空调器的标

签上声明特殊种类的“全年性能系数”。中方认为日本大幅修改上述产品的标签标注要

求，将极大地增加生产商的额外负担。此外，日本要求在空调器的标签上声明特殊种类

的“全年性能系数”，将使生产商为其不同型号的同类产品分别测算和标注能耗，而年能

耗的测算结果在不同使用条件和用户使用习惯下是不同的，这一要求既大大加重了生

产商的负担，也不科学合理。因此中方要求日本修改这一标签要求，删除全年性能系数

的标注要求，并对已有的产品标签逐步淘汰作出合理安排。

４．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通报了“工业安全和健康法执行命令修正案”，

扩大禁止生产的含石棉制品范围。此外，日本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扩大禁止范围，如钢制

品和有色金属行业的设备中所使用的（石棉）包装材料等。中方赞同日本为保护人类健

康而对石棉采取限制，但就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替代材料研发和使用现状，尤其是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对石棉的全面禁用将构成极大的贸易壁垒，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的要求，对

贸易的限制显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中方希望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援助和更长

的过渡期来适应该法案的要求。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检验检疫程序

日本对进口农产品、畜产品以及食品的检疫防疫制度非常严格。对于入境农产品，

首先由农林水产省下属的动物检疫所和植物防疫所从动植物病虫害角度进行检疫；在

接受动植物检疫之后，还要由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的检疫所对具有食品性质的农产品

从食品角度进行卫生检验。日本针对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规定了繁琐的试验、检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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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手续，对多达３０个品种采用命令检查（即批批检验），占日本对所有进口食品实施的

全部检验品种（１１９种）的２５％；同时还扩大农药检测范围，增加抽样量，对中国输日蔬菜

的检测项目多达４４８种。据中国企业反映，中国每批输日农产品通关费用平均约１５—

１７万日元，通关时间在４天左右，而被实施命令检查的农产品通关时间则需１０—２０天，

且仓储、检验等通关费用成倍增加，加大了进口商的负担。由于通关时间过长，影响了

新鲜蔬菜的产品质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竞争力。

２．肯定列表制度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日本开始实施管制食品和农产品中化学品残留的“肯定列表制

度”。该项制度实施一年半以来，给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对日出口带来巨大影响。２００７

年，日本根据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中毒死蜱、甲氰菊酯、土霉素、恶唑菌酮

等成分超标的现象公布了强化抽样检查的通知；２００７年７月和８月，日方数次对中国出

口的鲭鱼和烤鳗鱼产品中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残留超标提出命令检查通知，中国出口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残留超标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水产品对日出口受阻的主要

原因之一。

“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幅度增加了进口农产品检测项目，全面提高了检测标准，

检测费用大幅度增加，并由此带来仓储、通关等时间延长，成本费用显著增加，中方企业

不得不加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投资，农产品出口成本不断上涨，竞争力大幅下降。另

外，由于日方检测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出口企业发货节奏放慢，货款回收时间延长，导致

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在各大类商品中，受“肯定列表制度”影响较大的蔬菜、水产品出口

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受到“命令检查”的商品出口数量下降尤为明显，如干银耳、保鲜豌

豆、大葱、鲜香菇、荞麦、姜；另外，鳗鱼、姜、鲜香菇、大葱、荞麦的出口价格也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滑。目前，尽管日本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但其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

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２００７年前９个月，日本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２００１

年的３５．８％下降到２３．５％，降幅达１２．３％；在中国食品出口市场中的比重也从２００１年

的３９％下降到２４．５％，降幅为１４．５％。日本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已从原来的三分

之一下降到目前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方对日方为保证消费者安全，加强农用化学品监控的做法表示理解。但中方认

为，该项制度的实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希望日方给予充分考虑，尤其是：

（１）“一律标准”

“肯定列表制度”设定了“一律标准”，对没有设定具体标准的药物残留，一律执行

０．０１ＰＰＭ的标准。这几乎是现有农药残留检测水平的极限。这一限量值缺乏科学依

据，既不符合国际规则，也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科学原则。而且，“一律标准”规定的限

量值比正式标准的通常限量值低５０—１００倍。“一律标准”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

日农产品贸易。据统计，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１０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对中国进口食品做出

了２４项强化监控检查措施，其中１１项依据的是“一律标准”，占４５．８％；７项命令检查中

５项依据“一律标准”，占７１．４％。在此期间，该省检出的中国不合格进口食品中，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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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兽药等药物残留相关的为１６９批，依据“一律标准”的为８０批，占４７．３％。

（２）国内外监管的不对等性

中国产业界反映，日本官方在实施“肯定列表制度”时存在对国内产品松，对进口商

品严的问题。在抽查比例、检测项目、监管方式，以及限量超标的处罚方面，对日本国内

产品与进口商品均采取了不同的差别待遇。以超标处罚为例，较之国产产品，日本对进

口产品限量超标的处罚往往更加严厉。对于国内超标企业，处罚措施往往针对企业个

体，而对于进口产品，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处罚措施会针对该国该行业的所有产品。这种

差别待遇违反了ＷＴＯ下的国民待遇原则，构成了对贸易的限制。

此外，日本允许使用的农药一般都制定了通常的标准，而适用“一律标准”的往往都

是日本没有使用而在其他国家允许使用的农药。因此，“一律标准”客观上对外国农产

品进口形成高技术门槛。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中方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措施，以

保障输日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要求，确保两国农产品、食

品贸易健康发展。同时，中方也希望日方以科学态度对“肯定列表制度”中过于严格的

“一律标准”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对其中不合理的规定予以修

正，解决中国农产品输日商品检验检疫问题。

３．进口食品命令检查制度

根据１９９５年《食品卫生法》，日本设立了“命令检查制度”，主要针对违反《食品卫生

法》概率较高的食品，检查的内容以及对象通过行政命令进行规定，以命令形式指定有

关检查机关进行检查。命令检查的费用由企业承担。被确定为命令检查对象的产品实

行逐批检验，即检查频率为１００％。在检查结果出来前，货物被停留在港口不允许办理

入关手续。对检查不合格的产品，将集中退回、废弃或转为非食用等处置。

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厚生省公布了２００７年度命令检查项目，实施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

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检查对象包括：鸡肉，蜂蜜，生食用海胆，养殖河豚，大粒花生，

以及养殖鳗鱼、虾、鲋鱼、鳖、二页贝类、蚬、田鳗、鲈鱼、银耳、香菇品、松茸、未成熟豌豆、

羽衣甘蓝、圆柏、白菜、韭菜、菠菜等及其加工品。２００７年，厚生劳动省下令实行命令检

查的中国出口产品包括绿茶、未成熟豌豆（被发现违规的产品为新鲜甜豆）、未成熟扁

豆等。

现行命令检查制度存在下列不合理之处：一是不论货物进口量多少，出现二次超

标，即实施命令检查；二是不管哪家企业超标，即对所有生产该产品的中国企业实施命

令检查；三是命令检查解除在日本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规定，厚生省在执行时掌

握的尺度也千差万别，命令检查解除的程序和内容无明文规定，很不透明，要求提供的

文件不确定等。此外，在执行命令检查时存在不合理的扩大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扩大

命令检查范围，影响中国主要农产品对日出口。如青葱检出问题，对大葱也实施命令检

查；彩椒出问题，对甜椒也实施命令检查；甜豆出问题，对荷兰豆也实施命令检查等。中

方对上述问题保持严重关注，敦促日方尽快修改该项制度中的不合理做法，减少对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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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农产品贸易的阻碍。

４．进口食品监控检查制度

日本根据《食品卫生法》设立了“监控检查制度”。该制度是针对违反《食品卫生法》

概率较低的食品所采取的检查制度，并根据年度计划实施检验检疫。监控检查抽查率

一般为１０％左右，费用由国家承担。一般情况下，报关货物在抽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即

允许货物进入日本市场。如货物进入日本市场后通过抽查发现问题，日本也有相应的

措施进行召回。在货物上市后，从允许入境的货物中有计划地抽取一定数量的产品进

行检验。其间通过监控检查如发现违法货物，将采取措施进行退货或废弃处理。如在

监控检查中出现两次违反《食品卫生法》的事例，所涉产品进入命令检查阶段。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厚生劳动省发出第１２２５００１号通知。通知宣布，日本将对２００７

年进口食品监控检查计划进行修改，在检查项目中追加对水产品残留农药的检查，新增

的３种农药为禾草丹、溴氰菊酯以及呋喃硫威。在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

日期间，日本实施监控检查的项目共计６３３个。２００７年，在监控检查中被发现违反《食

品卫生法》的中国产品有：中国产豌豆（未成熟、带豆荚）、青椒等。

在日本厚生省公布的中国进口食品违规案例中，水产品及制品、蔬菜及制品、食用

菌、茶叶等被通报违规的比例较高。与２００６年度相比，日本２００７年度对进口鳗鱼的监

控检查力度明显增大、检查项目增多、要求更严。监控检查项目从３０个增加到６２个，有

的项目甚至不在“肯定列表制度”对鳗鱼检查的范围之内，增加了抗生素类药物项目，强

化了对杀虫剂、染料类和农药的监控力度，把除草剂等鳗鱼养殖不可能使用的药物也列

入了监控范围。日本是中国鳗鱼及其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日本不断

出台技术措施提高进口中国鳗鱼的门槛，先后实施了恩诺沙星、孔雀石绿和呋喃唑酮等

药残命令检查措施。“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对鳗鱼及其产品的农兽药限量检测要求

由原来的２５项增加到１１２项，严重影响到中国鳗鱼及其制品对日出口。

５．偶蹄类肉类、禽肉制品指定热加工企业制度

根据《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等有关规定，为防止口蹄疫以及禽流感的侵入，日本要求

中国产偶蹄类动物肉类必须经过农林水产大臣指定的加热处理设施，家禽肉类必须经

过日本畜产品卫生当局指定的设施进行特定加热处理后，才允许进口。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日本发出第３１６４号通知，由于中国发生了高病原性禽流感，因

此只同意进口指定企业加热处理的家禽肉。根据中国政府的通知和先前对中国加热处

理企业的实地调查结果，日方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起解除停止２家企业进口的措

施，此后同意进口该２家企业加热处理过的产品。自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６日起，被指定的家

禽肉加热处理企业共有９１家。

中方对日方解除上述２家企业的进口停止措施表示欢迎，并希望日方在指定肉类产

品热加工企业时，兼顾进口食品安全和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利益，并考虑到中国国内行

业的整体发展和实际状况，扩大指定加工企业范围，避免制度本身成为阻碍贸易正常进

行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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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７年４月，日本海关发出通知，应国内２家企业的申请，决定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７日

起对原产于南非、澳大利亚、中国以及西班牙的电解二氧化锰发起反倾销调查，调查对

象涉及中国国内２０余家企业，调查期限为１年。

由于日本尚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此次调查中，对原产于中国产品

正常价格的确定将分别适用印度、南非等“与中国可以比较的经济发展水平最接近的国

家”的国内销售价格和结构价格，日方的上述做法将使被调查的中国企业处于不利地

位，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希望日本早日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五）出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２年以来，日本政府每年将多家中国公司、科研机构和大学列入日本实施的

《全面控制出口管制外国最终用户名单》（以下简称“《名单》”）。２００７年仍有１４家

中国实体被列在该《名单》上。中方认为日方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充分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将中国实体列入该《名单》是不合理的，要求日方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

证据。

被列入该《名单》中的中国实体有的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有的是日本企业的长期客

户，由于被列入该《名单》，其对日相关进出口业务已被迫停止，甚至影响到与其他国家

贸易往来。例如，美国政府将该《名单》登载在相关网站上，造成美企业拒绝与该《名单》

中的中国实体开展业务或中止正在进行的业务。这既不利于中日贸易的长期稳定发

展，也有损于日本企业的自身利益，使两国企业均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中方希望日方

能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将相关中国实体从该《名单》中删除。

（六）其他壁垒

１．商务人员签证问题

日本有关部门严格审查中国商务人员赴日短期签证，无故延长申请周期或以材料

不齐为由不予批准，致使中国企业人员无法如期抵日，贻误商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

时有发生。２００７年９月４日举办的“中国华东地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大阪展”的有关参

展人员在办理赴日签证过程中出现了被拒签、缓签等情况。在中方申报参展的１０３３人

中，多达５２人遭到拒签，拒签率超过５％，既损害大阪展形象，也使拒签企业直接蒙受了

包括场地费、签证费、展品运输费等各项费用在内的高额经济损失，挫伤了今后赴日参

展的积极性。

２．研修生派遣企业常驻人员及研修生签证问题

目前，中国在日派遣研修生约１３万名。根据日本法务省《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入国

及在日管理方针》（１９９９年）规定，研修生赴日后的管理应由日方接收单位负责，但在实

践中，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障碍，日方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而不得不依靠中方企

业派驻人员。但是，中国派遣企业申请入国资格和签证时遇到很大障碍，入国管理局依

上述规定拒绝发放“研修生管理”名义的在留资格，迫使中国派遣企业只得以“文化交

流”或“经贸交流”等名义变相申请，而入管局对每家派遣企业最多只发放１—２个在留资

３９１日　　本



格。由此导致中国派遣企业常驻人手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一名驻在员管理超过４００名研

修生的情况，许多企业管理人员不得不以短期商务签证每三个月往返于中日之间，大大

增加了在日研修生管理难度。此外，外务省对中国研修生赴日签证审查越来越严，甚至

对入管局已发放的“在留资格”提出异议并拒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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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耳　其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与土耳其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１７．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５．９％。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１０４．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３．５％；自土耳其进口１２．９亿美

元，同比增长６９％。中国顺差９１．９亿美元。中国对土耳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通讯

设备、衣箱、音像设备、纱线、玩具及鞋等；中国自土耳其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大理石、钴矿砂

及其精矿、铜矿砂及其精矿、锌矿砂及其精矿、羊毛、纺织制品、化学纤维短纤及毛皮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土耳其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６．１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７１７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土耳其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７２．５万美元。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对华投资项目２９个，实际使用金额

９８４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２０００年颁布的《海关法》是土耳其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土耳其海关总署负责制定

海关和关税政策。

２００６年前土耳其适用的关税税则表将进口产品归为农产品、工业品、加工农产品、

特殊农产品（需缴纳民众住宅基金税）和未定产品五个列表。根据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签订的

《欧洲共同体—土耳其联合理事会第１／９５号决议》，土耳其与欧盟于１９９６年形成关税同

盟，免除与欧盟之间的进口税，并对从第三国进口的工业品和加工农产品适用欧盟的共

同关税税率。２００４年，土耳其将欧盟普惠制下的所有工业品纳入到土耳其的普惠制下，

执行与欧盟一致的给惠方案。

除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土耳其还对某些进口产品征收货物税、民众住宅基金税或

特别消费税等。目前土耳其９７．９％的关税为从价税，其他四个税种还包括从量税（酒精

饮料、盐和胶卷）、混合税（地毯、玻璃、玻璃制品和手表）、复合税（农产品）和差价税（黄

油、糖果、巧克力和加工土豆）。

根据２００６年公布的《２００７年土耳其进口制度法令》，土耳其对关税税则进行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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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在原先的五个列表基础上，新增民用航空器及其用品列表。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３３．９％，最惠国简单平均税率为１１．６％。其

中，农产品最惠国简单平均税率为４７．６％，非农产品为５％。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对新增的民用航空器及其用品列表上的产品免除进口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土耳其规范进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８４年生效的《对外贸易法》和１９９５年生效的

《配额和关税配额管理法令》。其他与进口管理相关的法律还包括《防止进口产品不公

平竞争法》、《海关法》、《增值税法》和《自由贸易区法》。土耳其进口管理的主要部门为

土耳其外贸署和海关总署。土耳其标准院负责检测和制定技术标准，工业和贸易部则

负责制定和实施贸易类法律。

（１）海关程序

根据２００６年《欧洲共同体—土耳其联合理事会第１／２００６号决议》，土耳其与欧盟海

关使用相同的管理单据。此外，某些货物只能通过指定的海关口岸进口，如汽车、摩托

车、拖拉机及其零部件等产品只能通过耶西勒廓伊和盖布泽海关办理进口；溶剂和石化

产品的进口则通过盖布泽海关办理。此外，根据土耳其２００７年４月颁布的法令，棉花进

口只能通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８个海关口岸实行通关。

（２）原产地规则

土耳其采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和优惠原产地规则两种不同的原产地规则。根据土

耳其《海关法》第１７和第２１条，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用于原产地为“产品最终实质

性改变和重要生产阶段所在地”的进口产品。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用于与土耳其签

订过双边或多边贸易优惠安排国家的进口产品，该原产地规则设定了相关产品的加工

及增值标准。

（３）进口禁令

２００７年，为保护环境、公共安全、健康、公共道德或依据其加入的国际公约，土耳其

禁止进口部分产品，包括毒品、化学武器、有损健康的燃料、武器弹药、蚕卵、天然肥料、

游戏机、赌博机和侵犯商标权利或名称违反《工业产权国际公约》的产品等。

（４）进口许可

土耳其外贸署和农业农村事务部等相关机构负责制定每年需要进口许可证的产品列

表，并在每年的土耳其外贸标准公报中公布。目前，需进口许可的产品分为１７大类，包括

放射性物质、化肥、机动车等。根据２００７年１月发布的土耳其外贸标准公报，咖啡、天然

胶、蔬菜液和榨出物、植物蜡、可可等产品不再需要进口许可。但是谷物、含油种子、动植物

脂肪、渣油、奶制品和鱼制品等食品以及活树、研磨器械部分其他产品仍需进口许可。

此外，根据土耳其２００４年颁布的《与进口监管执行相关的法令》和《进口监管实施法

规》，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可自行或依据申请，对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造成损

害或损害威胁的进口产品做出监管决定。如果进口产品低于外贸署规定的最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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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除须具备海关法规所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出具进口司颁发的监管商品进口许可证。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多次发布公报，对进口的浴器具和眼镜等２２种商品设置最低监管价。

（５）进口配额

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发布的《特定纺织品进口监控及保障措施条例》第１２条，土耳其

对原产于中国的４２类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并于２００６年增加至４４类。土耳其政

府授权伊斯坦布尔服装出口商协会（ＩＴＫＩＢ）负责配额的分配和管理，遵循先申请先获得

的原则。２００７年，土耳其政府对进口配额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将各设限类别数量分为可

自由申请的额度和传统进口商的额度两部分。其中，传统进口商的额度只限传统进口

商使用，但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后所有剩余的配额均可自由申领。同时，第５、６、１４、１５、２１和

２９类的自由申领额度被平分为上、下半年固定额度分别使用。

此外，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起，土耳其对从中国进口的聚氯乙烯进行配额管理。中国

共有８家生产商获得向土耳其出口聚氯乙烯的资格，２００７年总配额为２．５万吨，未来５

年每年增加５％。

３．出口管理制度

土耳其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８４年生效的《对外贸易法》和１９６３年生效的《政府

促进出口税收措施法》。其他与出口管理相关的法律还包括《出口制度法令》、《出口加

工体制法令》和《自由贸易区法》。土耳其出口管理的主要部门为土耳其外贸署。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禁止出口的产品包括历史文化作品和野生动物、印度大麻以及烟

草、胡桃、桑树等植物、《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所列产品和某些化学产品。土耳其对

天然气、部分电子设备、未加工的橄榄油等产品进行出口登记。此外，土耳其对其他产

品出口没有限制。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土耳其外贸署废除了２００４年关于毛巾和浴巾出口产品的决议，该决

议规定，毛巾和浴巾的出口品必须使用５０％的国产纱线。

４．贸易救济制度

土耳其规范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主要法律为１９８９年生效的《防止进口产品不正

当竞争法》、《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法令》和《防止进口产品不公正竞争条例》，规范

保障措施的主要法律则是２００４年生效的《进口产品保障措施法令》和《进口产品保障措

施实施规定》。土耳其外贸署是贸易救济调查的主管部门。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土耳其与外资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法》、《鼓励外资法》、《外

资框架法令》、《关于〈外国投资框架法令〉的公报》、《土地注册法》、《自由贸易区法》、《进

口加工制度法令》和《公司税收法》等。土耳其投资管理的主管部门为土耳其贸工部。

根据２００１年颁布的《改善土耳其投资环境法令》成立的投资环境改善协调委员会

（ＣＣＩＩＥ）和附属委员会主要负责改善投资环境，消除遗留法律和管理壁垒。此外，土耳

其投资支持和促进局负责投资促进事务，农业投资指导中心负责指导国内国际投资者

申请农业方面的许可证和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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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投资政策比较透明，投资限制较少，取消了外商繁琐的投资程序和最低资本

要求。同时，外资企业在土耳其享受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待遇。

但是，土耳其仍对广播、航空、海运、金融等少数行业实行投资限制。限制措施包括

禁止投资、持股比例限制和许可证等方式。

土耳其的投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

（１）一般优惠政策

根据土耳其《进口加工制度法令》，土耳其对主要从事进口加工的企业提供一般优

惠政策。主要方式包括对符合特定要求的机械设备给予关税、增值税减免或不同比例

的投资信贷及经营信贷优惠等。

（２）中小企业优惠政策

根据产业和地区的不同，总资产不超过９５万新里拉的制造业、农用工业、旅游业、教

育和卫生、矿产及软件业，且雇佣人数低于２５０人的中小企业可享受关税减免、机械设备

增值税减免及特定比例信贷优惠等投资优惠。

土耳其外国投资者必须从土耳其财政署获得投资优惠证书，才能享受上述两种优

惠政策。

（３）地区政策

为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增加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土耳其对在不发达地区的投

资提供能源价格优惠措施和土地使用优惠政策。同时，根据《自由贸易法》，自由区为免

税区，免除收入税、公司税和增值税等各种税款。自由区对外资控股比例没有限制。

２００７年５月，土耳其发布政府公报，对部分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进行下调。其中，食

品行业的增值税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起由１８％降为８％，纺织品服装加工业和旅游业的

增值税自２００８年起降至８％。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签证制度

根据１９８９年中国与土耳其达成的互免持特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中土双方持公

务护照或外交护照者均可免签入境，持普通护照者则必须获得签证才能入境。目前土

耳其的签证分为入境签证和过境签证两种形式：

（１）入境签证

入境签证包括一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一次入境签证有效期为三个月，允许

签证持有人在三个月内入境一次。多次入境签证原则上有效期为一年，允许签证持有人多

次入境并且每次可以在土耳其境内停留一个月。商务签证也可以申请多次入境签证。

（２）过境签证

过境签证有效期为三个月，允许签证持有人从土耳其过境去其他国家旅行。每次

过境时在土耳其境内停留不得超过七天。

２．知识产权制度

２０００年，土耳其成为《欧洲专利公约》（ＥＰＣ）成员国。土耳其规范知识产权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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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为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专利法》、《商标法》、《保护工业设计条例》、《著作权法》和２００４年

通过的《植物品种权保护法案》和《集成电路布图保护法案》。土耳其专利局是知识产权

的主管部门。

根据《专利法》，土耳其的审查后授权发明专利保护期为２０年、非审查授权发明专利

保护期为７年、实用新型保护期为１０年。申请人可通过获得非审查发明专利保护，将进

入实质审查的时间延后７年。

２００６年，土耳其专利局公布了新《专利法》草案。该草案力求使土耳其的专利制度

与《欧洲专利公约》及《专利法条约》相一致，有望在新一轮总统选举后获得新一届议会

的批准。新《专利法》关键的修订之处在于：增加生物技术发明内容和取消非审查专利

制度。此外，为了与《欧洲专利公约》内容相符，土耳其将废止授权前第三方异议制度，

更改为专利申请授权后异议制度，但第三方仍有权对未决申请提交书面意见。同时，第

三方有权要求被提出异议的实用新型申请出具新颖性检索报告。

３．土地买卖制度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高等法院修改了有关外资购买不动产的法律，外国人在土耳其所有

的不动产总面积不得超过２．５公顷。但根据《鼓励外资法》、《石油法》、《银行法》和《旅游

促进法》在土耳其设立的外国企业购买不动产时不受面积限制。

４．服务业

根据土耳其政府颁布的第５５７１号法令，土耳其允许外国服务商按照当地服务商的

资质要求在土耳其经营旅游公司。该法令从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开始生效。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土耳其发布公报，确定了不属于统一标准和欧洲技术认可的建

筑产品投放市场所要求的标准，并期望克服这些产品的市场监督行动可能出现的法律

漏洞。公报的强制执行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２．２００７年８月，土耳其工商部发布政策，提高本国空调市场准入门槛，禁止销售高

耗能空调。根据该政策，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将只能销售能效等级达到家用电器能效

标志法规规定的Ａ、Ｂ、Ｃ三级的空调，２００９年开始禁止销售Ｃ级空调。

３．根据欧共体—土耳其关税同盟的有关决定，自２００７年起，低压设备、建材、医疗

设备、无线通讯设备、燃气设备等多类进口产品必须符合欧盟相关指令的要求，加贴

“ＣＥ”标识后方可进入土耳其市场。

４．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土耳其发布了新《农业防疫规则》，规定进口木屑的湿度必须

控制在２０％以内，并且需要提供相关的湿度证明。同时，新法规定禁止进口软麻布棉。

该规则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起开始生效，由农业农村事务部负责实施。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最惠国简单平均税率为１１．６％，但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远高于这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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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特别是在肉类产品、奶制品、水果、加工果汁、水果汁和蔬菜等农产品领域，还存在

４１％—２２７．５％的高关税。此外，土耳其还经常在国内丰收季节或农产品库存较高时大

幅提高进口农产品的关税水平。

２．关税升级

土耳其某些特定的产品部门存在关税升级现象，如木和木制品、纸和纸板、石油、

煤、橡胶和塑料等产品大类。这些产品大类中，半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６．４％左右，但制成

品的平均关税则升至１３．６％。

土耳其的农产品也存在关税升级现象，如新鲜番茄和番茄酱的进口关税分别为

４８．６％和１３５．９％。

３．关税配额

土耳其对进口大米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土耳其规定，进口商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

土耳其国产大米，才能在约束关税水平下取得一定数量的进口大米许可证。并且，土耳

其大米关税配额的数量、实施情况、时间表更新和进口许可证的颁发情况均不透明。中

方注意到，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已认定土耳其对国产大米给予较进口大米更优惠的待

遇，违反了《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３．４条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中方希望，土耳

其按时履行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

（二）进口限制

土耳其外贸署以实施进口监管的方式对部分进口产品进行通关限制。如果某类产

品被进口监管，那么若该类产品的价格低于土耳其设置的“最低监管价格”（即最低进口

价），则需要向外贸署申请进口监管许可证。

中方认为，土耳其实施的上述措施存在以下问题：

１．过渡期过短。中方企业反映，进出口贸易中从签订合同到成交结汇需要一个较

长的周期，土方对被监管产品普遍设置的３０天过渡期过短，将影响到中方企业的正常出

口。中方认为，６个月的过渡期较为合理。

２．最低监管价格不透明。由于土方采用ＣＩＦ价格，中国海关统计采用ＦＯＢ价格，

所以土方设定的最低价是否过高很难判断。但是中方大部分企业仍旧反映价格相对较

高。以餐具厨具（ＨＳ７３２３）为例，其项下５个税号的产品平均单价均在１．６至２．３美元／

千克间，都低于土耳其２．５—２０美元／千克的最低限价。上述产品２００６年１—１１月对土

出口总金额达到３４７．２２万美元。中方对土方“最低监管价格”计算的科学性、监管许可

证发放的合理性及监管措施依据的合法性表示关注。

３．出口手续和环节繁杂。中方企业反映，如果产品进口价低于监管条件，进口商需

要申领许可证，增加出口手续和环节，对企业出口会有直接影响。

４．限制数量。土耳其在对玩具等产品进行进口监管的过程中，还存在数量限制的

做法。

（三）通关环节壁垒

土耳其海关规定货物滞港时间不得超过４５天，否则将被没收拍卖，且拍卖时该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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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商享有优先购买权。有些进口商以种种理由不提货，等到海关拍卖时，作为法定

第一购买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土耳其海关的这一规定使出口商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迄今，该规定已经引起了大量的贸易纠纷，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商利益蒙受损失。中

国政府已就此问题多次与土耳其海关进行交涉，但上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四）针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国内税费

土耳其对国产白兰地（ＲＡＫＥＥ）进行保护。同属烈酒的威士忌和莱姆酒在土耳其

需要缴纳的税费（进口关税为８５％至１００％，特殊消费税为２７５％）是当地制造的白兰地

酒的两倍。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土耳其实施的强制性产品标准中，只有９％符合国际标准。进口工业产品由土耳其

标准研究所（ＴＳＥ）负责质量检验，医药品由保健部负责检验，燃料、废弃物和化学物质由

环境山林部检查监督。

１．ＣＥ认证

土耳其要求玩具、医疗器械、机械、低电压设备等产品除了ＣＥ认证外，还需要接受

土耳其标准协会（ＴＳＥ）检查。中方认为，对于同样具有该标志的产品，来自欧盟的产品

可以立即进入土耳其市场，而其他国家的产品则还必须通过额外的测试，增加了其他国

家产品进入土耳其市场的负担。

２．瓷制餐具强制性试验和认证

瓷制餐具必须通过土耳其标准协会的强制性试验和认证，试验时间有时要耗费数

月，试验费用也非常高昂。此外，还必须提供当地兽医办公室出具的卫生报告以及由当

地商会出具的产品技术数据（成分）清单。中方认为，土耳其对瓷制餐具施加的多重管

理和繁琐试验，事实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

３．酒精饮料标签

土耳其对酒精饮料的标签有较高的要求，要求酒精饮料的标签必须包含进口许可

的编号和日期、年份（仅适用于威士忌）、批号以及进口商名称。这样进口到土耳其的酒

类产品必须每年更换一次标签以准确标识产品的年份，而且必须针对不同的进口商而

贴加不同的标签。在通关时如发现标签不合格，则货物会被直接退回。中方认为，土方

的上述规定增加了出口商进入土耳其市场的成本，影响正常贸易的进行。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土耳其对外贸易标准化检验所负责对农产品的质量检验，对于某些进口食品、药品

和医疗设备，土耳其政府要求额外的检验和认证。土耳其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缺乏

透明度，出口商很难获得相关信息。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土耳其共对我发起４３起反倾销调查，１８起保障措施调

查，６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共计６７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案件数量在所有对华进行贸

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国家中居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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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反倾销

（１）２００７年反倾销概况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对中国新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分别是合成纺织纱线和复

合木板，并对合成长丝和打火机２起反倾销案进行反倾销复审。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对原产

自中国的硫化橡胶传送带、聚酯合成纤维、耐火砖和电子挂钟等４起反倾销案件做出终

裁，对中国出口至土耳其的上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其中，硫化橡胶传送带反倾销案终

裁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硫化橡胶传送带征收５．０４美元／公斤的反倾销税，耐火砖反倾销

案终裁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耐火砖征收１４５美元／吨的反倾销税。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１日，土耳其外贸署发布公告，决定分别对进口自中国的人造及合成

短纤维纱线和缝纫线以及聚合塑料类产品和聚乙烯、聚丙烯材料机织物产品进行反倾

销立案调查。

此外，土耳其还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对打火机和合页进行反规避调查。自２００２年对原产

自中国的打火机和合页采取反倾销措施后，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地

区的出口激增。土方认为，这些产品原产地实为中国，中方企业通过上述国家转口贸易

规避反倾销税，因而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进行反规避调查。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日，土

耳其外贸署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空调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自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６日对原

产于中国的空调做出反倾销终裁后，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涉案产品明显减少，而自马来

西亚进口的空调产品大幅度增加，国内产业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均未出现预期的增长。

该署认为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中国涉案产品的规避行为导致，因此决定对原产于中国

的空调进行反规避调查。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拒绝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土耳其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基本参考欧盟，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判断也采用与欧盟相

同的五条标准。尽管土方在双边场合中承诺将在个案基础上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

位，但截至目前，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土耳其调查机关未给予任何中国应诉企业市

场经济地位。土耳其仅根据产业甚至国家政策就拒绝给予中国具体企业市场经济地

位。土耳其也从未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单独税率待遇。中方希望土耳其在反倾销调查

中，从实际情况出发，尽早给予中国涉案行业和企业市场经济地位或单独税率。

（３）反倾销调查程序不透明

土耳其反倾销调查程序不透明，通知不及时或对应诉企业信息披露不充分，在损害

幅度上也往往不做解释就直接给出结论。这导致涉案企业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得信息。

另据中国企业反映，土耳其反倾销调查案件应诉费用高、程序复杂。上述情况增加了中

国企业应诉的困难。

２．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土耳其外贸署共发起２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涉案的产品分别为眼镜框架

和箱包。土案件主管机关分别就两个案件举行了听证会，中国有关商会组团参加并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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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继２００６年土耳其对进口摩托车进行保障措施调查并征收２００至３００美元／辆

的临时保证金后，土耳其外贸署在２００７年对进口摩托车保障措施案做出终裁。调查机

关认为，土耳其摩托车的进口量大幅度增长，使国内摩托车产业遭受了严重损害；同时

进口增长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终裁决定，按照不同摩托车排量设

置１２００—２６００美元不等的起征点，第一年对摩托车征收２００—３００美元／辆不等的从量

税，第二年征收１９０—２８５美元／辆，第三年１８０—２７０美元／辆。

中方认为，由于中国对土耳其出口的上述产品占同类进口产品的比例非常高（摩托

车占９０％），所以上述保障措施上对中国产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对中国相关产品对土

的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中方希望土方能够严格遵守ＷＴＯ有关协定的规定，合理使用

保障措施。

３．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１日，土耳其外贸署发布公告，结束２００６年８月提起的针对原产于中

国的瓷砖产品和聚氯乙烯的特保调查，终止征收保证金，并返还已经征收的临时保证

金。２００７年，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组织中国产业界与土方就两案中的有关情况进

行了艰难的密集磋商，最终成功说服土方放弃使用特保手段。这种通过磋商解决特保

案的渠道避免给中土贸易的正常发展造成障碍，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此外，２００７年８月至９月，因国内产业提起针对从中国进口的红外加热器、不锈

钢管、太阳能热水器和陶瓷餐具等８种产品的贸易救济申请，土耳其外贸署先后要求

与中方磋商，寻求不诉诸贸易救济措施解决国内产业关注的途径。１１月初，土外贸署

组团赴北京就上述贸易救济申请进行了为期３天的磋商。通过坦诚友好的交流，双

方澄清了一些误会和统计数据差异问题，中方同意通过商会就一些出口增速确实过

快的产品进行实时监督，土方也表示暂不对这些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磋商达到

了双赢的结果。

中方认为，土方改变了贸易救济案件立案后才通知中方的一贯做法，在收到国内

企业申请后及时通知中方并要求磋商解决，这表明土方在解决贸易救济问题上态度

的积极转变。中方对土方的做法表示赞赏，并积极配合土方的磋商请求。中方希望

通过土方的新做法，妥善处理这８个贸易救济申请，为实现双方公平贸易找到一种新

模式。

４．过渡期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土耳其在发布了《特定纺织品进口监控及保障措施条例》后，立即

决定依据该条例对４２类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此后，土耳其在

２００６年将限制的范围扩大至４４类纺织品。２００７年，土耳其认定自中国进口的纺织

品造成了市场扰乱或市场扰乱威胁，继续对４４类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并对配额进

行进一步限制。中方对土耳其继续实施配额限制表示遗憾，并认为土耳其存在以下

问题：

（１）根据ＷＴＯ《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２４２段，ＷＴＯ成员方如果要对中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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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过渡期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必须首先证明“市场扰乱”的存在，但土耳其在宣布实施

纺织品特保措施时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信息。中方要求土耳其严格遵照ＷＴＯ《中国

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２４２段的规定以及 ＷＴＯ的相关原则，并在对中国纺织品采用保

障措施时持克制和慎重态度。

（２）土方人为划分自由申领额度和传统进口商进口额度，这种划分方法缺乏合理的

科学依据，将给进口商带来混乱。同时，它给出口商造成极大的限制和麻烦，加大了限

制中国产品进口的力度，与ＷＴＯ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相悖。中方希望土方能够废除上

述申领限制措施。

（３）土耳其授权伊斯坦布尔纺织服装出口商联合会秘书处具体负责配额的分配和

管理，然而该协会成为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措施的申诉方，中方对

该机构相关工作的公正性表示关注。

（４）中方注意到部分纺织品的配额使用率非常高，部分类别在几个月内即被申领

完，这反映了土耳其相关进口商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中方希望土耳其能够充分考虑双

方有关利益团体的利益，扩大上述产品的配额额度，使中土贸易更加自由化。

（八）政府采购

土耳其《公共采购法》规定，本地设立的企业竞标者比外国合资公司可享受到１５％

的价格优先权。该规定构成对外国投标者的歧视。同时，参与政府采购的竞标资格需

要认证，且费用昂贵，过程复杂，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难以及时获得认证而无法参与竞标，

因而降低了公开竞标的公平性。

（九）其他壁垒

近年，土耳其规定，持公务护照在土耳其工作超过一个月以上者必须获得工作签

证，方可办理居住证，否则就将被驱逐出境，且出境时将被罚款并保留不良记录。因此，

此前我国持因公普通护照企业人员较多采用“飞签”，即利用因公普通护照享有免签入

境及１个月的居留权限，在１个月居留期结束前短暂出境随后再次入境的循环方式实现

长期在土耳其的居留工作行为。

许多中资企业反映，２００７年８月土耳其政府突然改变政策，明确禁止“飞签”，并加

大持因公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在土申请居留许可和工作许可的难度。一些长期在土居

住的中国商人申请工作签证也很难获得批准。上述政策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很大不便。

目前，中方正在与土方就此问题进行交涉。

四、投资壁垒

土耳其仍对部分行业进行投资限制，包括广播、航空、海运、港务、渔业、会计和审

计、金融业、石油、矿业、房地产业、电力、教育和私人雇佣业。投资限制的主要方式包括

投资比例限制、禁止经营和发放特殊许可。

１．投资比例限制

根据土耳其《电台和电视广播和设立法》，外国投资比例不得超过２５％。此外，根据

《航空法》和《海运法》，外国投资比例不得超过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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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禁止经营

根据土耳其《渔业法》，外国人不能获得捕鱼许可，并禁止外国人在土耳其注册捕鱼

船，除非船只的所有权主要为土耳其人拥有。此外，根据《航空法》和《海运法》，航空和

海运许可证只能发放给主要决定权为土方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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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新　西　兰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７年，中国跃居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新

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７．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０％。其中，中国对新西兰出口２１．６亿

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４％；自新西兰进口１５．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０％，中方顺差

６．２亿美元。中国是新西兰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对新西

兰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纺织品服装、机器、电器、家具、汽车、纸或纸板、化工品等。自

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乳制品、蜂蜜、肉及食用杂碎、羊毛羊皮等动物毛皮、木

头、木浆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新西兰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７３５８万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３５５４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新西兰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７万美元。２００７年，新西兰对华投资项目８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６３９１

万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新西兰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１２２３个，实际投入７．２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８８年《关税法》和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是新西兰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新

西兰议会是新西兰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执行机构是海关。经济发展部对关税和边境

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主管进口货物的关税减让问题。

新西兰现行的关税体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标准关税，其中分普通关税和优惠关税。

优惠关税是新西兰对来自多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或最不发达国家等特

定国家的商品征收的较低关税。二是减让关税，根据《关税减让参考９９：申请指南》，进

口商可以对新西兰不生产的商品申请进口关税减让。

另外，新西兰进口产品的税则号由１０位数字和１位字母组成。２００７年，新西兰海

关先后数次对至少８５个税则号做了修改。调整产品涉及化工、木及木制品，以及玩具中

的节日用娱乐品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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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新西兰整体关税水平不高，大部分产品已为零关税。少部分产品的税率维持在

５％—１０％之间。２００７年，新西兰的进口加权平均最惠国关税水平为３．６％。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经济发展部先后４８次批准了对某些全羊毛织品和纺织品、某些塑

料制品、某些仪器设备等部分进口产品实行关税减让的申请，关税税率从原先的５％—

１０％均降为零。同时，经济发展部还对某些汽车零部件、塑料家具、传动轴、广播录音设

备、发电机组等部分进口产品撤销了关税减让，恢复到原先的关税水平。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是规范新西兰进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海关是进口管

理制度的执行机构。

虽然新西兰关税水平较低，但是新西兰对产品的进口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

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第５４节和其他相关法律，新西兰对抗生素、大部分动植物及

动植物产品、嚼烟、含铅芯蜡烛、儿童睡衣、某些化学产品、打火机、船只、轮胎、侵犯知识

产权的产品、包装用材料、有害垃圾、炸药、管制类药品、未加工的钻石、来自非《蒙特利

尔公约》成员国的含氟氯化碳的冰箱、二手机动车、武器等许多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口。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对以下几种产品的进口管理措施做了调整。（１）自２００７年５

月１４日起，新西兰海关要求原产自中国的小麦麸（１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Ｇ）、结构性植物

蛋白（２１０６．１０．０１．００Ｈ）和其他浓缩蛋白产品进入新西兰时，需具备食品安全局的审批

许可。（２）新西兰农林部要求，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起进口海关关税税号在

８４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Ｅ下的用于过滤或净化水的旧离心机需获得其进口许可方可入境。但

是，新离心机的进口不再需要农林部生物安全局的批准。（３）新西兰农林部要求，从２００７

年４月２３日起进口海关关税税号在８４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Ｅ下的空气压缩机、８４１４．８０下的其

他压缩机和９３．０１下的军用武器需获得其进口许可方可入境。

３．出口管理制度

新西兰出口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９６年《海关和消费税法》，海关是出口管理制

度的执行机构。

根据联合国的制裁决定，新西兰禁止对某些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出口产品。此外，

根据其他针对具体产品的相关法律，新西兰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禽类、新西兰受保护的

物品、某些化学物质、克隆或杂交人类胚胎、管制类药品、乳制品、果酒、本土木头及木产

品、猕猴桃（除出口至澳大利亚）、有害垃圾、武器、未加工的钻石等产品实行出口禁止或

限制。只有依法授权的国营贸易企业可以出口猕猴桃。对于乳制品，只有依法授权的国

营贸易企业可以对指定的１１个国家（不包括中国）出口特定的乳制品；国营贸易企业以

外的乳制品出口商无此特权。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新西兰宣布执行“出口年２００７年”计划。它是政府和产业之间

为促进长期出口而发起的一项联动计划。同时，该计划由新西兰经济发展部、贸易企业

局和外交贸易部主办，负责培训企业，并对企业进行能力评估和指导，帮助提高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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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上的开拓和竞争能力。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和１９８７年《临时保障措施法》是新西兰贸易救济制度的

基本法律。新西兰经济发展部是主管部门，负责反倾销、反补贴和临时保障措施的调查。

海关是执行部门。新西兰实际使用的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临时保障措施实践很少。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新西兰议会通过了２００６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修正案》，该修正案主

要对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做了两处修改。首先，修正案规定，新的或重新评估后

的反倾销税从部长决定生效之日起，或是根据案件需要从部长决定生效后的某个具体

日期起适用，即修正案废除了追溯征税的方式。其次，修正案规定，每年的１２月２５日至

次年１月１５日期间将不被计入倾销与补贴调查的时间期限。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５年生效的《海外投资法》是新西兰投资管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新西兰经济发展

部是投资管理制度的主管部门。

新西兰政府鼓励外资进入生物工程、银幕制作、信息通信技术、食品饮料和木材加

工行业，以及涉及专业化生产的行业。

新西兰土地信息部对涉及敏感土地的投资和对重大商业财产的投资进行审批。敏

感土地包括非城镇土地、某些岛屿、海床、湖床或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土地。重大商业财

产包括获得被并购企业不低于２５％的股份，或财产并购的总价值超过１亿新西兰元，或

新建公司在开展业务前，已有超过１亿新西兰元的支出。新西兰渔业部对涉及渔业配额

的投资进行审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税收管理

新西兰对特殊产品征收以下两种特殊的税收：（１）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新西兰海关

代表酒类咨询委员会向酒类的本国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酒类咨询委员会税；（２）根据１９７８

年《重型工程研究税法》，新西兰海关对该法第２和第３列表下的某些进口产品征收重型

工程研究协会税。新西兰总督可以不定期地对第２和第３列表中的产品作修改。

２００７年，卫生部批准了进口酒类咨询委员会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新税率。新税率

适用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以后进口或转出海关保税区的所有酒精饮料，如啤酒、葡萄酒

以及烈酒。被征收此税的酒精饮料在进口时必须以升为单位注明容量。

２００７年，新西兰海关对某些进口银产品、贱金属、某些钢铁产品征收重型工程研究

协会税，有些是０．０５新西兰元／公斤，有些是５新西兰元／吨。

２．签证制度

《１９８７年移民法》是新西兰签证制度的基本法律。新西兰劳工部负责签证事务。赴

新西兰投资或工作的中国公民一般需申请签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起新西兰实行新的中期紧缺职位清单，包括高级会计、农机操作

员、化学分析师、园艺师、建筑师、农场助理管理员、修路工人等１２９种职业。同时，新西兰

８０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劳工部公布了新西兰长期紧缺职位清单，包括教师、电器工程师、医师、电影漫画师等６８

种职业。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玩具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９日，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关于含铅量超标的玩具不

安全产品通知，若玩具的可接触部分的铅元素转移浓度高于９０ｍｇ／ｋｇ，则禁止此类含铅

儿童玩具的进口和销售。该措施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日开始生效，有效期为１８个月。

（２）车辆

２００７年６月６日，新西兰宣布将实施３．５吨以下所有车辆的强制性燃料节约标签计

划。该法规将要求所有在３．５吨以下的车辆（摩托车除外）在销售时加贴燃料节约标签。

（３）用水产品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宣布将对淋浴器、洗碗机、洗衣机、洁具、小

便器和水龙头６项产品采用水产品强制实施节水性能标签。

（４）热水瓶

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起，新西兰消费者事务部将原先适用于橡胶热水瓶的安全标

准扩大适用到塑料热水瓶。出口产品必须拥有三家指定公司出具的安全测试证书，有

效期为３６个月。安全标准从原先必须符合英国标准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１扩展到必须符合英

国标准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１或ＢＳ１９７０：２００６。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海洋渔业产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新西兰农林部发布了《从所有国家进口的人类消费用海洋渔业产

品的进口卫生标准》，涉及产品包括长须鲸、软体动物（牡蛎、贻贝和其他贝类）、鲍鱼类软体

动物、甲壳类动物（螃蟹、龙虾、对虾、虾）和棘皮类动物（海胆、海参）。根据该标准，新西兰

禁止进口活的海洋渔业产品。对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渔业产品，

新西兰要求提供海洋原产地证明，例如对渔业产品进行商业化包装并粘贴带有原产地标志

的标签或出具列出原产地的出口商声明。此外，牡蛎、贻贝等软体动物必须去壳，并且必须

是熟制、干制或冷冻。鲍鱼类软体动物必须去壳并熟制。

（２）转基因生物及食品

新西兰一直以来对转基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以转基因生物（ＧＭＯ）加工而成

的转基因食品（ＧＭＦ）进行严格监控。ＧＭＯ和ＧＭＦ的开发、进口、试验栽培、商业销售

等行为必须要得到新西兰环境风险管理局的许可。

（３）中国大蒜

新西兰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开始对中国大蒜实施进口卫生标准。该标准主要涉及

１８种受新西兰管制的病虫害（其中包括蒜蛆、拉美斑潜蝇、三叶草斑潜蝇、秋水仙黑穗病

菌４种新西兰认定的影响最大的受管制病虫害）和５３种非管制病虫害。中国大蒜在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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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之前，必须经中国主管部门对上述４种影响最大的病虫害的特定处理，对于蒜蛆、

拉美斑潜蝇、三叶草斑潜蝇这三种病虫害，必须经溴化甲烷熏蒸。如新西兰农林局测出

大蒜上残留受管制的病虫害，则必须去除大蒜上有病虫害的部分。涉及上述４种影响最

大的受管制病虫害的产品，则须被处理、重装船或被销毁。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虽然新西兰的关税水平很低，大多数产品为零关税，少部分产品的关税维持在

５％—１０％；但进口夹克、裤子、地毯、针织和非针织服装、鞋帽类产品，以及汽车和汽车

零部件在２００７年的关税为１７％。纺织和汽车及其零部件是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

新西兰对这些进口产品实施关税高峰，将对中国同类产品对新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二）通关环节壁垒

根据１９７８年《重型工程研究税法》，新西兰海关对该法第２和第３列表下的某些进

口产品征收重型工程研究协会税，但不对本地同类产品征收此税。这种做法与ＷＴＯ的

国民待遇原则不符。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新西兰能源部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０２年能效（能耗产品）法规清单２》的修

正提案，更新了洗碗机和洗衣机标准，包括标准能耗计算中的待机功耗以及洗碗机或洗

衣机能源标签所报告的能源等级（能源星级）。法规中涉及的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０７．１《家

用电器性能 洗碗机 第１部分 性能测定方法，能源和水的消耗》对水压、水温、污化剂等

做出了定义，但与国际标准ＩＥＣ６０４３６《家用电动洗碟机 性能的测试方法》的规定有所

不同。其次，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０７．１制定了污化剂、洗涤剂等测试用品的制造商和品牌，

但根据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２．８条的要求，应按照产品的性能而不应按照其

设计和描述性特征来制定技术法规。第三，标准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家用电器性能 洗衣

机 第１部分 能耗和性能》附录Ｊ中未对参照机型的类型和技术参数做出明确规定，而国

际标准ＩＥＣ６０４５６《家用洗衣机 性能的测试方法》对参照机型的技术参数做出了明确的

要求。第四，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的附录Ａ中未对试验环境湿度做出明确规定，而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４５６对于环境湿度有具体的要求。第五，对于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中的数项要求仅

适用于滚筒洗衣机，而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洗衣机，如带有水加热功能的洗衣机。此

外，ＡＳ／ＮＺＳ２０４０．１的附录Ｃ未对负荷布的具体尺寸、棉布等参数做出明确规定，中方

希望新西兰提供此方面的技术参数。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对进口谷物和种子的检验程序

新西兰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农林部生物安全局操作标准ＰＩＴＧＦＰＰＨＲ。该标准对

进口谷物和种子的检疫政策过于严格，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品种繁多，且缺乏详

细的风险分析报告。如仅黑麦一种农产品，其检疫性杂草就有１８９种（属）之多。检疫性

有害生物的确定缺乏科学性，检疫程序繁琐，除实行进口审批制度，要求出口方提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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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疫证书并进行严格的后续管理外，往往还要求提供抽样证书和风险分析证书，检疫

要求过多，对国际贸易构成限制。

２．新西兰木质包装材料进口标准中的去树皮要求

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起，新西兰实行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口卫生标准。该标准在实

施原则上与国际标准ＩＳＰＭ１５《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基本相同，但在个别

细节上严于此项国际标准。新西兰的木质包装材料进口卫生标准要求所有木质包装材

料都要完全去除树皮，并且，凡被树皮和其他外来物质（树叶、树枝等）污染的木质包装

材料都将被处理、退运和销毁。而现行的国际标准并未要求所有的木质包装材料都要

完全去除树皮，同时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带有树皮的木质包装经过有效处理后，传

染疫情风险比不带树皮的更高。新西兰的这一要求严于现行的国际标准，对出口商造

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３．新西兰食品标准修正案

新西兰食品安全局（ＮＺＦＳＡ）于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５日发布了２００７年新西兰食品标准

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了氯氨基吡啶酸、百菌清、可尼丁等１１项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同时，对于不同的动植物产品，同一种农药的残留量标准的规定有所不同。修正案新增

了３８项针对不同动植物产品的农药残留量标准。其中，鳄梨内的密灭汀（ｍｉｌｂｅｍｅｃｔｉｎ）

的最大残留量从０．００５ｍｇ／ｋｇ放宽到０．０２ｍｇ／ｋｇ。但修正案对洋葱内的百菌清（ｃｈｌｏ

ｒｏｔｈａｌｏｎｉｌ）的最大残留量从５ｍｇ／ｋｇ提高到０．５ｍｇ／ｋｇ。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新西兰经济发展部发布公告，宣布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起终止

对中国机油滤芯的反倾销措施。公告称，自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起，新西兰机油滤芯生产

商已停止机油滤芯的生产。根据新西兰《１９８８年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案》第１４条第７款，

新西兰决定终止对进口机油滤芯征收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对此裁决表示欢迎。

新西兰经济发展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发布公告，裁定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进口的记事

本存在倾销，并且倾销对新西兰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日起，对进口

自上述两国的记事本征收反倾销税。公告中描述的征税产品是：有封皮和没有封皮的

记事本，排除由钢环装订的记事本和含有记事版的记事本。裁定的８家中国厂商税率幅

度为３６％至１６４％，对其他中国厂商适用的税率是５３％。根据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的立案

公告，中国涉案企业约１０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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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８６．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５．５％。其

中，中国对印度出口２４０．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４．７％；自印度进口１４６．３亿美元，同比增

长４２．４％。中方顺差９３．９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有机化学品、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

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９．６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２９０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５８０．５万美元。２００７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７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４０４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６２年海关法》和《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是印度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印度财政

部下属的中央销售税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的制定与调整，并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

案中公布当年的主要关税调整情况。

《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规定了进出口商品海关关税分类、适用税率及具体征税办法。

印度关税大部分为从价税。关税主要包括基本关税、附加关税、特别附加关税等。

（２）关税水平及其变化

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出台降低关税政策，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财政年度平均最惠国适用关

税已经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财政年度的３２．３％降至１５．８％。

Ａ．《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政预算》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８日，印度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政预算》对关税进行了调整，

下调了部分关税高峰，并对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进行了调整。关税调整的内容主要

包括：

非农产品的关税高峰从１２．５％下降至１０％。大多数化学品及塑料制品的关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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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下降至７．５％；次级钢的关税从２０％降至１０％。

所有炼焦煤（不论是否含灰粉）都实行免税进口；聚酯纤维和纱、ＭＥＧ、ＰＴＡ和

ＤＭＴ等原材料的关税从１０％下调至７．５％；挖掘机免税进口；滴灌灌溉设备、农用洒水

车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关税从７．５％下调至５％。

切割和打磨过的钻石进口税率从５％降低到３％，未加工的人造石从１２．５％降低到

５％，未加工的珊瑚从３０％降低到１０％。

普通医疗设备的进口税率由１２．５％降低到７．５％，特殊医疗器械仍维持５％的优惠

税率；免除初榨食用油和精炼食用油４％的附加关税，将葵花籽油（包括初榨和精练油）

的进口税率降低１５％。

宠物食品进口税从３０％降至２０％；表盘及手表机芯以及雨伞部件关税从１２．５％降

至５％；１５种制药及生物技术部门所需的特定机械的进口关税从７．５％降至５％。

政府和定期航空公司可免税进口航空器（包括直升机），但对私人进口航空器（包括

直升机）征收３％的关税税率，私人进口航空器同时还征收货物税和附加关税。

Ｂ．其他进口关税调整政策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起，印度决定削减水泥等十余种工程原材料的进口关税。根据

该政策，硅酸盐水泥的关税由１２．５％削减至零，铜、铝、锌等贱金属关税由７．５％削减至

５％；６５种汽车配件（主要是发动机配件）关税由１２．５％降至７．５％；其他工程产品关税

由原先的１２％及１０％削减至７．５％。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４日起，食用油的进口关税削减１０％。这是继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１日印度

削减食用油进口关税后的再次减税。减税后，精炼棕榈油关税由目前的８０％降至６７．５％，

初榨葵花籽油关税由７５％降至６５％，精炼葵花籽油关税由８５％降至７５％。印度政府没有

调整对豆油征收４５％的进口关税。此次关税调整更加有利于棕榈油的进口。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５日，印度财政部宣布继小麦和豆类零关税进口政策之后，执行玉米

的零关税进口政策。玉米是印度政府批发价格指数的基本物资之一，此前进口关税为

６０％，此次印度玉米进口零关税政策持续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２００７年３月，印度财政部下发通知，将进口各种豆类的免税政策延长至２００８年３

月３１日。２００７年４月，印度政府宣布取消水泥进口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印度商工部为进出口管理的主要部门，下设商务司和产业政策与促进司。商务司

下设印度外贸总局和供销总局。印度商工部每年对现行的外贸指导政策，即《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年外贸政策》进行修订，调整其对外贸易政策，强化对外贸易管理。

印度对进口产品的管理较为复杂，主要分为四种情形：自由进口品，只需填写“公开

一般许可证”即可进口；禁止进口品，如野生动物产品及象牙、动物胃内膜以及动物油脂

类产品；限制进口品，需要获得印度外贸总局签发的特别许可证方可进口；以及专属单

位进口产品，即只能由国营企业等特定企业进口的部分产品，包括石油产品、部分化肥、

谷类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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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进出口政策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印度商工部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外贸政策》做了增补和更新，作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进出口政策。该政策禁止从伊拉克进口或对伊出口武器及相关材

料；禁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直接或间接进出口下列产品：联合国安理会第

Ｓ／２００６／８１４、Ｓ／２００６／８１５和Ｓ／２００６／８５３号文件中列明的与核能、导弹或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相关所有产品、设备及技术；禁止对伊朗直接或间接进出口与重水、核浓缩或回收

相关的所有产品。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的进出口政策沿用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关于二手产品的进口规定，

即除二手资本货物外，所有二手产品的进口都需获得许可证／证书／许可／授权。包括翻

新过的零配件等二手资本货物可自由进口，但是个人电脑／笔记本、复印机、空调、柴油

发电机需凭许可证进口。进口再生产产品必须获得进口许可证。

（２）禁止进口猪鬃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印度农业部畜牧司发布第Ｓ．Ｏ．１０２（Ｅ）号通告，禁止从任何国家

进口活禽及禽类制品、生猪及猪肉制品等。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畜牧司又发布第Ｓ．Ｏ．８８１

（Ｅ）号通告，将猪鬃也纳入禁止进口的产品名单

（３）进口轮胎认证

２００７年６月，印度政府决定对进口轮胎采取认证制度，只有获得质量认证的轮胎才

能进口到印度。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度商工部为出口管理的主管部门。印度禁止出口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部分木

产品、化工木浆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对小麦、豆类等部分出口敏感产品实行特别出口

禁止。

（１）征收出口关税

印度通常仅对调料、未加工的烟草、部分蔬菜和水果等少数出口商品征收出口

关税。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起，印度开始对铁矿石出口征收３００卢比／吨（约合７美元／吨）关

税，已经达到了目前出口价格的１０％—１５％。２００７年５月３日，印度对铁矿石出口关税

进行了调整，对含铁量６２％以下的低品位铁矿石征收５０卢比／吨（约合１．２美元）出口

关税，６２％以上高品位铁矿石维持３００卢比／吨（约合７．０美元）的出口关税。

自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起，印度政府对铬矿砂及其精矿征收２０００卢比／吨（约合４５．１０

美元）的出口税，这是继印度限制铬矿出口数量后又一项政策调整。

（２）取消出口限制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度取消了对洋葱的“出口许可证限制”。取消出口限制后，出口洋

葱无需取得印度国家农业联盟的目的地认证和１２家国家贸易代理机构的许可证。

（３）出口鼓励政策

新修改的《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外贸政策》为了鼓励出口，专门将服务税（１２．２４％）列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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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项目。这样，出口商品品质检验、海关清关、仓储、冷藏、分销商等收取的费用中

所含服务税一律退还出口商。此外，对外国提供服务贸易也免除服务税。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措施。印度政府拨出１４０亿卢

比（约３．５亿美元）补贴出口；纺织服装、皮革制品、手工艺品、工程产品、农业加工品、海

产品、体育用品、玩具等出口退税率提高３％，其他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２％；为中小出口

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对纺织服装、皮革制品、手工艺品、工程产品、农业加工品、海产品、

体育用品、玩具出口企业贷款更为优惠；印度政府还拨出６０亿卢比（约１．５亿美元）用于

清理消费税、中央销售税等到期未付款项。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印度政府再次出台出口鼓励一揽子措施。此次出台的鼓励措施主要

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将政府对皮革、手工艺品、水产品和纺织品出口商提供的贷款利息

补贴在原来２％的基础上再增加２％。二是降低部分纺织原料的进口关税，将人造短纤

维、长丝纱线及其中间体聚酯切片、ＤＭＴ、ＰＴＡ和ＭＥＧ的进口关税由７．５％降至５％；

将其他人造纤维进口税率由１０％降至５％；对位二甲苯（纺织原料）的进口税率由２％降

至零。三是免征仓储、清洗（油烟和消毒）和商业展会３个服务性行业的服务税。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印度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修正案、《１９９５

年关税（对倾销商品及其倾销幅度的证明、计算及损害的确定）规则》、《１９９７年海关关税

（保障措施的确认和评估）规则》和《２００２年海关关税（过渡期产品特别保障税）规则》。

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印度反倾销总局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工作。

２００５年以来，印度对中国产品仅实施了反倾销措施，没有采取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管理外国投资的法律分散在《１９３４年印度储备银行法》和《１９５６年公司法》中。

此外，《１９９１年工业政策》也是外国投资印度的主导性规定。

印度投资促进委员会每年发布系列《投资通告》，对新出台的投资政策进行说明，或

对以往的投资政策予以修改或澄清。

印度工业政策促进局负责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外国直接投资的批准程序分为

自动审批和政府审批两种。印度储备银行负责执行自动审批程序。印度外国投资促进

委员会负责执行政府审批程序。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１）放宽海外投资限制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起，允许印度居民投资任何一家外国上市公司。此前，印度居民只能

投资于至少持有印度上市公司１０％股份的外国上市公司。

印度政府对海外资本市场投资政策也逐步放宽，印度储备银行允许海外资本市场

投资总额上限从２０亿美元上调至３０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海外资本市场投资额度

限制为资产净值的１０％（最多不超过５０００万美元）；个人投资列入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

个人资本流入，每年总限额从２．５万美元上调至５万美元（个人接受的礼物和捐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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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国金融产品（包括共同基金）可在印度由本国及外国银行经营。

（２）新的半导体产业投资奖励政策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２日，印度通讯与信息技术部公布了半导体产业投资奖励政策。在印

度经济特区内投资的半导体企业，１０年内可享受２０％的成本优惠补助并可享受其他一

些奖励政策。而对设在特区之外的半导体企业，未来１０年可享受２５％的成本优惠。其

中，政府方面的补贴将以税收减免和无息贷款的形式实施。

上述政策适用对象还包括与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如纳米、太阳能电池、显示器产业

等。印度政府也为此设定了投资额下限。其中，半导体产品制造项目约为５．６８亿美元，

其他产品项目约为２．２７亿美元。

印度半导体协会统计的数字显示，目前，印度半导体制造业占全球市场份额不足

１％，印度希望２０１５年能达到５％。而中国目前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市场，已占

全球市场的１５％左右。上述印度投资奖励政策将加剧印度半导体制造企业与中国同类

企业的竞争。

２．外汇政策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５日，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公告，决定进一步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根据

该决定，印度企业向其海外合资或独资企业投资的上限调整为企业资本净值的４００％；

印度上市公司投资境外有价证券的上限由公司资本净值的３５％调整为５０％；无须印度

储备银行同意即可提前偿还境外商业借款的上限由４亿美元提高到５亿美元；经印度证

券监管委员会注册的共同基金向海外投资的总额上限由４０亿美元提高到５０亿美元；自

由汇款计划项下的汇款上限由每财年１０万美元调整为２０万美元。

３．禁止投资领域

目前印度完全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除单一品牌商品的零售）、原子能产业、赌博业

和彩票业领域。

４．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

２００７年印度投资促进委员会共发布三项投资通告。

２００７年１月发布的《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１》对《２００５年投资通告５》进行了修改。根据

《２００５年投资通告５》，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将外国直接投资印度电信业的上限比例从

４９％提高到７４％。该通告给予现有已获得许可证的公司４个月的调整时间。之后调整

时间不断延长，最后一次延长到２００７年１月２日。根据《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１》，印度政府

决定将电信服务供应商的调整时间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日起再进一步延长３个月，即延长

至２００７年４月２日。

２００７年２月发布的《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２》对《２００６年投资通告４》的附件中关于投资

电信业的经营活动的分类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但是外资持股上限和审批范围以及投

资条件保持不变。

２００７年４月发布的《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３》修改了电信业外国直接投资上限从４９％提

高至７４％的政策方针。该指导方针规定了外国投资电信业的具体条件，包括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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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众多安全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最高可以提高至７４％投资上限的领域只适用于基本

的电话统一接入服务、国内／国际长途、甚小天线地球站、公共移动广播、全球移动个人

通信服务以及其他附加服务。有意对获得许可证的公司／投资公司及其所属公司进行

７４％股份投资的意向需要经过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批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在进行审批时，须确保该项投资不是来自印度所关注的或对印度不友善的国家。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１９６１年所得税法》和《１９９９年外汇管理法》。

１．外汇制度

除《１９９９年外汇管理法》，印度还有大量涉及外汇管理具体领域的管理规则，如

《２０００年外汇管理（外国人证券转让和发放）规则》、《２０００年外汇管理（在印度设立分支

机构、办公机构或其他商业场所）规则》、《２０００年外汇管理（保险）规则》等。

印度储备银行是印度外汇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实施和监测货币政策，管理

和监督金融系统的运营，外汇管制和发行货币。

２．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措施

２００７年印度出台了部分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１）调整和新建经济特区政策

２００７年４月，印度政府公布了新修订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有关政策。根据新政策，今

后经济特区面积不得超过５０００公顷。对于地方政府职权问题，各邦政府有权设置经济

特区土地面积下限；各邦政府不得代表私营企业征用土地用于建设经济特区；各邦政府

在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前不得与私营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开发经济特区；如各邦政府

能够完成对被征用土地上居民的安置、补偿（有关规定印中央政府正在制定中），则邦政

府可以征用土地自建经济特区。对于土地使用问题，经济特区中至少５０％的土地须用

于加工企业。新政策还要求，经济特区内企业出口收入不得少于其在印度国内关税区

采购的金额。

新政策颁布后，印度政府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经济特区审批制度。为保证其土地征

用合规、无争议，新建经济特区的原则性批复须接受商工部审核。

目前，印度全国已建成６３个经济特区；另有２４３个获得批准；１６２个获得原则性

批复。

（２）提高私营航空公司进入航空业的准入标准

２００７年３月，印度民航部决定提高私营航空公司进入航空业的准入标准。该标准

规定，经营大型客机（指空客或波音机型）的私营航空公司需至少５亿卢比的已缴资本，

初始经营阶段至少需有１架客机，但１年内客机数量必须达到５架；此后，每增购５架以

内的客机需增加资金２亿卢比，经营支线飞机的私营航空公司每增购５架以内的客机需

增加资金１亿卢比。一旦公司的已缴资本达到１０亿卢比，则再增购客机时就没有附加

资金的要求。

（３）出台航空地勤服务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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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３月，印度民航部决定放宽外国航空公司参与航空地勤服务的政策。新政

策规定，在印度国际机场（目前印度共有１２个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次数每周超过１４次

的外国航空公司将被获准自行安排地面服务。此外，印度政府还计划将航空地勤行业

外国投资的最高比例由目前的４９％提高至７４％。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质量控制令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８日，印度公布了多项质量控制令，涉及的产品包括球墨铸铁压力管、

压缩天然气车载钢瓶、兽医用温度计、医用电温度计、血压计、压制瓷砖、摩托车防护头

盔、电缆／电线／电器和防护装置及附件、钢及钢制品。由于上述产品的质量对人类或动

物生命具有严重的影响，生产商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的强制认证。

２．《２００６年防止食品掺假规则》第９次修正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公布了《２００６年防止食品掺假规则》第９

次修正案，涉及食品中某些添加剂的使用条件。

３．２００７年（印度进口）动物源性宠物食品令

２００７年６月，印度政府农业部畜牧奶制品局发布２００７年（印度进口）动物源性宠物

食品令，涉及印度进口的干加工宠物食品。该法令规定了宠物食品进口、装船前要求、

装船后要求及进口商的责任等一般条件。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印度仍保持了整体较高的关税水平。印度对石化产品、汽车、摩托车等征收高额进

口关税。例如，印度对食品或饮料工业用香料征收高达１００％的关税，对载人机动车及

摩托车都征收１００％进口关税。

印度农产品关税居世界较高水平，但是《海关关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并未下调农产品关

税。印度对ＷＴＯ定义下的农产品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０．８％，农产品中进口关税最

高的产品集中在酒精饮料、油籽、脂肪及油脂产品、谷类、咖啡、可可、茶及糖类。例如，

印度对啤酒、葡萄酒以及其他果酒征收１００％的进口关税，对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酒等

征收１８２％的进口关税。脱脂牛奶的进口关税为６０％，鲜、冷切块家禽杂碎，咖啡、茶，小

麦的进口关税均为１００％，大米为８０％等。

２．关税升级

印度关税升级产品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和烟草领域。例如，印度对冷、鲜、冻肉类

征收３０％的进口关税，但是对香肠及类似产品征收１００％进口关税。

３．关税配额

印度主要对１４项８位ＨＳ编码的税目产品实行关税配额，包括奶粉、玉米、初榨葵

花油及红花油、精炼菜油及芥子油。由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外贸总局负责配额的分配。

这些产品的关税配额是根据指定机构的要求进行分配，超出配额的部分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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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度以来，没有机构要求申请发放菜油及芥子油的关税配额，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仅发放１万吨奶粉的配额。虽然印度政府表示主要原因是国内对这些

配额产品没有需求造成的，但是印度对这些产品仍有进口。另外，印度的进口配额分配

程序复杂且不够透明，印度也迟迟未向 ＷＴＯ通报其关税配额情况，中方希望印度能够

尽快改进其做法，促进双边贸易的正常开展。

４．针对酒类的附加关税和特别附加关税

印度的酒类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印度对进口酒类产品计征高额的附加关税和特

别附加关税，严重阻碍了其他国家酒类产品进入印度市场。

从２００１年起，印度即对进口酒类产品征收附加关税，以其进口时的“关税估价”加上

“基本税率”之总和为税基计算。附加关税因进口酒类产品ＣＩＦ价值的不同而不同。

２００６年起，印度财政部开始对绝大部分的进口酒类产品征收４％的额外附加税，以其进

口时的“关税估价”加上“基本税率”再加上“附加关税”的总和为税基计算，因此进口白

酒类产品的实际关税率的范围在２２５％至５５０％之间，而适用关税为１００％的葡萄酒的

实际最终关税率也达到１５０％至２６４％。近年来印度政府的上述做法一直没有改变，严

重影响了相关企业对印度酒类产品的出口。

５．对铁矿石征收出口关税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起，印度开始对铁矿石出口征收３００卢比／吨（约合７美元／吨）的

关税。此前，印度政府对印度的铁矿石出口没有任何税收措施。中国从印度进口铁矿

石占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２２．９２％。此次印度加征铁矿石出口关税，将使中国多支付

近５亿美元，这一政策将给中国铁矿石进口带来较大影响。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印度政

府决定取消对铁矿石征收出口关税。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６．关税透明度

印度政府虽然每年公布进口关税及附加关税率，但是却没有一个官方出版物囊括

进口关税、税费的所有信息。进口商必须分别参照海关关税表和消费税率表，以及其他

额外的公开通告、通知等，才能判断出当前的实际税率。此外，印度各邦也对与其利益

相关的商品征税，加重了关税制度的复杂性和不透明度。

（二）进口限制

印度严格限制各种型号的车辆进口。例如，印度要求进口摩托车必须获得特别许

可证，而特别许可证通常是不可能获批的。摩托车进口许可证仅对三类外国公民发放，

包括在印度永久居住的外国人，外资参股超过３０％的印度公司中工作的外国人以及驻

印度外国使馆工作的外国人。部分国内进口商可以无需许可证进口摩托车，但是只有

在其出口能抵消对摩托车的进口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口。

印度政府继续保留了“否定进口清单”。目前该清单涉及三大类产品：禁止进口类

产品，如动物油及脂肪；需要获得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限制进口类产品，如牲畜类产品、

部分化学品等；专属单位进口类产品，如石油产品、部分医药用品以及散装粮食。专属

单位进口类产品由印度国营企业垄断经营，且在内阁批准的时间内进口一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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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已取消对进口资本货物的诸多限制，对于剩余寿命在五年以上的进口二

手资本货物，终端消费者可免申领进口许可证，但是在进口翻新的电脑备件时，只有经

印度特许工程师证明，该设备剩余寿命至少达到８０％以上，才允许进口。而印度国内原

材料的翻新电脑备件则不受此要求的约束。

印度要求经营非破碎金属废料的外国出口商必须在外贸总局进行登记，该产品才

能进入印度市场。登记过程缺乏效率与透明度。中方希望印度加强该登记制度的透

明度。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对进口交易采取歧视性海关估价措施。只要海关认为低于正常的竞争价格就

可以拒绝进口产品的申报交易价。据出口商反映，印度海关的估价方法不能反映实际

的交易值，提高了实缴税额，成为其控制进口规模的手段。中方希望印度能调整其海关

估价程序，使其符合对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承诺。

印度海关要求提供的文件种类繁杂，屡屡造成受理延误，阻碍正常进口贸易的开

展。这种文件及程序上的繁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复杂的关税结构造成的。中方希

望印度能简化其关税结构，加快通关速度，确保进口产品顺利便捷通关。

印度政府继续对进口大豆油实行市场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进口大豆油征收

４５％的关税。当印度政府的市场参考价高于交易价时，实际关税就会高于印度对 ＷＴＯ

承诺的４５％的约束关税。虽然印度政府每隔１５天会定期对市场参考价进行评审，但并

没有公布对该程序的正式规定，因而使这一制度缺乏透明性和可预见性。

印度海关程序规定，进口汽车只能从生产国直接进口，并须在规定的三个特殊港口

办理相关进口手续。海关也可拒绝申报的汽车产品交易值。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强制进口认证

印度对超过１００种进口商品要求强制认证，即在进口前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的认证

证书。这些产品主要包括食品防腐剂、奶粉、婴幼儿奶制品、部分型号的水泥、家用电

器、轮胎和干电池等。认证费用包括检验组首次检验的差旅费、测试费以及每年２０００美

元的年费。此外，根据进口认证产品的价值的不同，还需缴纳０．２％至１％的认证标志使

用费。相关费用需由外国生产企业承担。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８日，印度公布了《２００６年水、气体和污水用球墨铸铁压力管和管道配

件法令（质量控制）》，规定水、气体和污水用球墨铸铁压力管和管道配件必须通过印度

标准局的强制性认证。中方认为，印度采取的质量控制体系要求产品只有获得印度标

准局一家机构的认证才能在印度市场上流通，此种做法将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中方

希望，印度能够认可出口国相关机构的认证，避免对出口商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印度正在考虑制定新的轮胎强制认证制度，要求外国轮胎生产商对其进入印度的

轮胎进行重新测试，并对其收取高于国内生产商的认证费用，采用浮雕认证标志。并

且，进入印度市场的轮胎数量需要经过批准。中方认为，这种不必要的做法大幅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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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相关产品生产商的成本，将限制正常贸易往来。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摩托车排放标准

印度制定机动车辆排放标准的程序模糊，缺乏透明度，且未及时向 ＷＴＯ通报。印

度的摩托车排放标准对其本国生产的小型替代式摩托车有利。很多外国生产的低排放

量的大型摩托车都无法达到印度设定的标准。

３．技术标准规范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８日，印度公布了《２００６年压制瓷砖法令（质量控制）》，要求压制瓷砖

将必须通过印度标准局的强制性认证。中方认为，此法令虽然在前言部分强调依据ＩＳＯ

相关标准制定，但是其内容并不完全符合ＩＳＯ１３００６《陶瓷砖—定义、分类、特性和标

志》。根据ＷＴＯ／ＴＢＴ原则，成员国在制定本国的技术法规时，应参照并采用现行的国

际标准。其次，该法令规定产品必须通过印度标准局的认证并加贴合格标记方可生产

和销售，此做法不具备公正性和合理性，将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阻碍。中方建议该

法规作为自愿性而非强制性法规实施。此外，该法规对产品的包装要求做出了规定，也

会增加生产商的负担。

同时公布的《２００６年电缆、电线、电器和防护装置及附件修正法令（质量控制）》，规

定电缆、电线、电器和防护装置及附件必须通过印度标准局的强制性认证。中方认为该

标准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有明显的差异。根据该法令，相关产品必须获得印度标准

局的强制性认证，但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的经验，印度完全可以采用其他同样可以起到

保护人类健康和动植物安全，但对贸易限制较小的措施来代替该法规的要求。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印度农业部畜牧司发布通告，禁止从任何国家进口活禽及禽类制

品、生猪及猪肉制品等。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畜牧司将猪鬃也纳入禁止进口的产品名单。

印度禁止猪鬃进口的做法存在以下不合理性：

１．禽流感感染猪的案例非常罕见，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２．猪鬃在出口前须经过冲洗和４个小时１００℃煮沸处理，不经过煮沸处理的猪鬃

根本无法用于制造刷子，经过上述处理，所有病毒都会被消灭；

３．猪鬃自中国装船后通过海运到达印度港口需１个月左右，禽流感病毒在干燥状

态下无法存活这么长时间；

４．印度是唯一以防止禽流感传入为由禁止猪鬃进口的国家。

据印度猪鬃进口商协会反映，印度猪鬃主要进口自中国。由于印度农业部事先未

向进口企业通报，造成约有超过２５个货柜来自中国的猪鬃滞留印度海关无法清关，受影

响的中国猪鬃价值约４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中方已将该问题反映给印度农业

部，但至今问题未得到解决。据中方企业反映，企业于２００７年５月底发往印度的货直到

２００７年底仍在印度海关扣留，导致客户无法提货，给中印双方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的损

失。中方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取消上述针对中国的不合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保持

双方正常贸易的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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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采购

印度不是《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印度政府采购的具体实践和程序均不够透

明。印度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实行采购优惠政策，优先考虑那些出价低于标的

价格１０％的国有企业，导致鲜有外国企业在印度政府采购项目中中标。印度政府每三

年对政府采购政策进行调整，下一轮调整将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进行。

（七）贸易救济措施

１．反倾销措施

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７日对中国异丁基苯发起第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印度共对中国发

起１０８起反倾销调查。从２００１年以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各国第

一，平均每年约９起左右，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近１５％，占印度对外发起案件

总数的近５０％。

２００７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１０起案件中有１起终止调查，总涉案金额约８．３４亿美

元，是继欧盟和美国后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也是对中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

国家。

２．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２００７年，虽经中方多层次、多方位交涉，印方仍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由于

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裁决中大

量使用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幅度

被人为地大幅提高。印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中国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受到

较大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迫退出印度市场。此外，２００５年以来，印在所有原审裁决中

未给予任何一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印度最大商会－印度工商联合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给予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印度企业界的意见》的研究报告，认为印度现在考虑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还为时太早。该报告称，由于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企业享

受税收减免优惠以及人民币被人为地低估等原因，与印度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享有“不

公平的优势”。该联合会还表示，在定价及会计体系方面，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年已有所

改善，但仍需采取措施增加透明度并提高市场导向程度。对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印度工商联合会主张印度应采取谨慎和渐进的态度，否则中印双边贸易将不具有

可持续性。除非中国取消对价格的国家控制并保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印度不会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八）补贴

印度政府对磷酸二铵化肥进行补贴。印度对出售给农民的磷酸二铵化肥设定了最

高零售价，该价格低于生产或进口磷酸二铵化肥的成本。印度对国内生产商和进口商

超出该价格的成本部分给予补贴，但是对国内化肥的补贴水平高于进口化肥。自２００４

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６月，基本补贴水平开始趋同，但是对国内产品的最终补贴总额仍然高

于进口产品。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限制了国外相关产品的正常商业贸易。另外，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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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肥补贴制度不够透明也进一步阻碍了相关产品对印度的出口。

（九）知识产权

印度对知识产权未能提供足够充分的保护。某些公司将其他外国公司在医药制品

或农业化学品申请市场准入时向政府提供的测试数据或其他数据用于商业用途，印度

对这种不公正行为并未加以限制。印度政府目前正准备向议会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对

数据保护立法。由于缺乏对测试数据用于商业用途的打击，使得部分印度公司能够对

某些医药产品进行仿制，并立即寻求政府批准其对数据的原始所有权。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保险

依据印度保险管理与发展局的相关规定，印度对私人公司开放保险业，但外资持股

比例不得高于２６％。另外，所有的股东都必须在合资企业成立十年之内出售其所持股

份至２６％以下。尽管早在２００４年印度政府就有意向将外资持股比例提高到４９％，但该

政策至今仍未调整。

２．银行

外资银行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在印度开展业务：分行、全资支行或者通过在私人印度银

行中持股。但是未经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外资银行不得收购印度私人银行超过５％的股

份。并且，未经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论国内或国外）不得收购印度私

人银行超过１０％的股份。同一家印度私人银行内所有外国股份的总和不得超过７４％。

虽然印度银行业已经对私人开放，但是大多数印度银行仍为政府所有，外国银行的

进入仍然受到严格的管理。印度国有控股银行约占其银行资产总数的８０％。

根据印度的政策，外国银行需要在开设第一家分行时提供２５００万美元的指定资本，

并需要递交其每年在印度国内开设支行的计划书。外资进入印度银行受到严格的限

制。虽然政策上允许外国银行在印度设立全资支行，但是规定必须在２００９年前将其所

有股份出售至２６％以下，因而使此项政策失去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印度仍没有一家

全资的外国银行支行。

印度规定，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机构投资或非印度居民的组合投资者的最高持

股比率上限为４９％（４９％至７４％的需要得到银行董事会的许可）。外国私人投资者最多

只能持有银行１０％的股份。另外，外国投资者对本地银行的累计投票权被限定在１０％。

３．会计服务

根据印度的相关规定，只有毕业于印度国内大学的人方有资格成为印度的职业会

计师。外国会计公司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会计公司同等互惠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

印度从事相关会计业务。外国会计公司不能使用国际知名公司名称，除非该名称中包

括合伙人或经营者名称，或已经在印度使用过的名称。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禁止使用

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志。只有以合资形式成立的会计公司才能提供金融审计服务。由于

以上限制，外国会计师无法成为印度会计公司的合伙人。

４．建筑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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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许多建设项目只能以不可兑换的卢比支付。只有由国际发展机构出资的

政府项目才可以用外币结算。除非印度国内公司无法完成施工任务，否则外国建筑公

司不可能得到政府建筑项目的合同。外国公司只有通过与印度本地公司合资的方式才

能参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

５．法律服务

印度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法律服务领域，也不允许跨国律师事务所在印开

立办事处。

根据规定，任何想在印度从事法律服务的个人必须加入印度律师理事会。外籍法

律服务者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籍人士同等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印度的律师事务所

担任咨询师，但不能签署文件或作为客户代理，更不能成为律所合伙人。在印度从事法

律实践服务的人必须是律师协会的注册成员。上述规定极大地限制了外籍人士进入印

度法律服务市场。

６．电信业

２００７年８月，印度政府将外商直接投资互联网服务的最高投资比例，由原来的

１００％修改为不超过７４％，并缴纳６％税费。此外，外资须缴纳甲类（国家级）许可费２００

万卢比或乙类（省级）许可费１００万卢比，但取消了缴纳丙类（地方级）许可费的规定。现

获得丙类许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转向乙类许可或停业。现在所有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都可以在申请了特别许可之后提供互联网电话服务。

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将外资对国内及国际长途电话服务的持股上限比例从４９％提

高到７４％，但是对外国投资的条件仍有众多审批、再投资以及安全方面的限制。

《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２》规定对于以下三类领域的外国投资，外资比例在４９％以下的可

以自动获准，超过４９％的则需要经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批准：无需网关的ＩＳＰ

服务；提供暗光纤、导管空间、线路走廊及发射塔等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电子邮件及语

音邮件。而且，上述外国公司投资印度电信业的条件是，如该公司在其他国家上市，

则需要在五年内将其股份的２６％用于有利于印度大众的投资。

《２００７年投资通告３》对外国投资印度电信业设置了２２条安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

十一点内容：１）负责技术网络运营的首席执行官以及首席安全官都应当是印度公民；２）

只能在电信设备供应商／生产商以及许可证公司的子公司或母公司需要时，才对其提供

基础设施／网络图表的详情，不得向他人提供该信息，否则发证机构将撤销该公司的许

可证；３）出于安全考虑，由发证机构认定的国内通信不得发送到印度以外的其他地方；

４）获得许可证的公司应当采取及时的后续措施，以确保通过网络的信息交换是安全和

受到保护的；５）获得许可证的公司，其负责处理截获法律信息的人员必须是印度公民；

６）该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须为印度公民；７）如公司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财

务总监等职位由外籍人士担任，则印度内政部需定期进行安全审查；８）该公司不得将客

户账户等信息传递到印度境外的任何人／地；９）该公司必须提供其用户的可追溯的身

份。在外国公司对漫游用户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印度公司应通过漫游协议尽力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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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处获得漫游用户的可追溯身份；１０）应许可证发证机关的要求，电信服务提供商必

须在规定的时间提供所有用户的地理位置（ＢＴＳ位置）；１１）只有通过印度境内获批的地

点才能对境外获批的地点提供网络远程访问等。

７．销售服务

除单一品牌的零售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多品牌

零售服务，且外国直接投资在单一品牌零售业的持股比率不得高于５１％。目前，印度政

府正在考虑制定新政策，允许外商对单一品牌零售业最高投资由５１％提高到１００％，允

许外商对多品牌零售业最高投资４９％。

８．广播电视

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有线网络的比例不得超过４９％。外国对“直接入户”广播的投资总

比例被限制在４９％，外国直接投资广播公司和有线公司的上限为２０％。目前新频道的外

国设备投资最高上限为２６％，且必须确保印度合伙人持有至少５１％的股份。对于社论内

容的经营控制权必须由印度公民掌握。印度政府还限制了最低资本化要求。另外，印度允

许所有有线和卫星系统的运营商都可以获得付费电视提供商的电视内容，但是，付费电视

供应商在决定终止对非付费系统运营商提供信号之前，必须有３０天的公开通告时间。

（十一）其他

印度的签证制度增加了中方企业的运营成本，阻碍了中方人员赴印开展贸易投资

活动。虽然中印双方已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签署《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谅解备忘录》（以

下简称《签证备忘录》），但印度在中方企业人员申请签证的过程中实行不对等待遇，消

极履行两国《签证备忘录》，对华签证政策缺乏稳定性及透明度，导致签证问题长期困扰

中国在印度的企业。

目前在印中资企业申领赴印签证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申领工作签证困难，审批时间长，且工作签证每年须到新德里申请延期。据中

国在印某公司反映，只有通过当地代理的推动才拿到工作签证，但到目前为止仅拿到４

个。该公司在班加罗尔的分公司也是通过雇佣代理后工作签证问题才得到改善。其他

公司拿到工作签证的数量也很少，申领工作签证平均需时近６个月。此外，印方时常出

现丢失申报文件的情况。

（２）商务签证需贸促会出具认证材料且无法延期。中方企业申请６个月商务签证

需要贸促会出具认证材料，３个月以下商务签证不需要认证材料，但所有商务签证均不

能在印度境内延期，中方人员满１个月或３个月就须离境。

（３）印方内政部办理工作签证和延期的官员经常向中方申请人索要贿赂。中国企

业通过印度代理推动工作签证，每办成一个签证需支付４００—５００美元的代理费，其中一

部分是给印度内政部官员的。

四、投资壁垒

（一）限制中国企业进入敏感领域

虽然印度从政策上对外资开放了大多数领域，但是印度政府却频繁以安全为由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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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企业参与港口、电信、机场等所谓敏感行业的工程及政府采购项

目的投标，或是通过签证、审批等其他途径设置障碍。近几年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

到根本改善。印方的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中印之间的正常投资贸易。

２０００年，中国一家公司中标孟买港疏浚工程，但合同被印国防部以安全为由否决，

造成该中国公司损失约２００余万美元。

２００３年，香港一家公司申请参与孟买ＪＮＰＴ港第三集装箱码头工程。印方认为该

公司与中国政府联系密切，再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其参与投标。

２００５年，１０多家公司（含多家外国公司）提交了参与钦奈和孟买港集装箱码头工程

投标的意向书，结果只有与中国有关联的一家香港和一家台湾公司不在印政府批准的

名单中。２００５年底，在印度总理办公室的干预下，印方对中国公司的安全审查一度有所

松动。上述台湾公司最终获得钦奈和孟买港工程的参与权，但该香港公司仍然被排除

在外。

２００６年，印再度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深圳某公司投标印度机场登机桥项目。该深

圳公司的登机桥产品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４０％。２００５年，该公司和

西班牙、印尼、美国日本的共五家公司参与了印度民航局４２条登机桥项目的投标。在投

标最后阶段，印内政部和外交部再次从国家安全考虑，拒绝其参与该项目。实际上，早

在１９９７年，该公司就已经开始向印度供货，印度海德拉巴新建机场１０条登机桥项目也

已判定该公司中标。况且本次４２条登机桥是由印度的ＨＢＥ公司负责安装、调试、操作

和维修，不存在“不安全”问题。

中国通讯企业申请贸易许可权迟迟得不到批准。中国两家电信公司分别于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６年起申请贸易许可权，由于印度安全部门的反对，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一

直搁置其申请，虽经中方多次努力，仍然没有最终结果。而其他外国公司如朗讯、摩托

罗拉公司都已获此类许可。贸易许可权类似于“国内销售权”，获得贸易许可权的企业

可在印度市场上从事批发业务。没有贸易许可权的企业必须通过印度当地有贸易许可

权的合作伙伴参加电信项目投标，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某石油勘探局参与了印度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有关项目

的公开国际招标，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接到中标通知书，并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印度德

拉顿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但是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中方公司在积极准备项目所需

设备和人员，与印方进行接触了解、商谈项目情况的过程中却遭遇到印方设置的种种

壁垒。

１．迟迟不签发签证。印度驻华使馆拖延时间，虽经该公司多次与印度驻华使馆阐

述项目的相关情况，仍迟迟不给该中国公司计划赴印的３０人签发商务签证。

２．拒绝批准注册办公室。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３日，中方递交注册办公室申请。直到１１

月１６日才得到消息称，在手续和材料充分的情况下，中方的注册申请被拒绝，而且印方

没有对拒绝中方的申请做出任何解释。

３．以安全原因解除合同。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该中国公司接到印度中止合同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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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经过代理咨询了解到，是印度政府因国家安全原因要求印度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终止合同。

２００７年９月，印度政府宣布，中国公司参与印度国家水电公司（以下简称ＮＨＰＣ）有

关项目建设，须首先接受印度电力部的安全和质量审查。作为国有公司，ＮＨＰＣ负责印

境内５万兆瓦的水电建设。这不是印第一次针对中国企业设立额外审批程序。此前印

曾规定，中国公司参与印天然气管道建设须经印度内政部批准。

由于印方的上述种种作法已经给中方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极大地影响

了中方企业投资印度市场的热情和信心。中方要求印度有关部门能改变目前种种

不合理、不妥当的做法和有关政策，为中印之间的正常经贸活动提供良好的经营

环境。

（二）限制中方企业进入敏感地区

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禁止部分中国公司向印度国家水电公司在中印边境地区的

两个水电项目供货。

这两个项目一个位于印度西孟邦，靠近与中国接壤的锡金邦，一个位于喜马偕尔邦

的Ｋｕｌｌｕ地区，有大量藏民居住。

印度内政部、情报局和外交部首先提出反对中国公司向上述项目供货，随后由内阁

秘书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虽然印度电力部支持中国公司参与投标，但由于大

多数与会方不支持中国公司涉足印度敏感地区，会议最终否决了中国公司参与上述项

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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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５０．１亿美元，同比增

长３１．２％。其中，中国对印尼出口１２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５％；自印尼进口１２４．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９．１％。中方顺差２．１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除原

油外的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油类及其制品，钢铁，机器、机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

其零件，车辆及其零部件，化工产品，棉布、纤维等纺织原料，葱类蔬菜，苹果、梨等，自印

尼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原油、油类及其制品，煤及其他矿产品，电

子设备及组件，电机、电器设备及零部件，有机化工品，橡胶，木及木制品，纸及纸板，棕

榈油及其分离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尼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２．８

亿美元；累计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７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对外直接

投资额为８１２６．１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６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印尼

财政部于１９８８年制定。自１９８８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

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

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２００６年ＷＴＯ对各成员进口关税水平的统计，２００６年印尼的简单平均进口关

税税率为９．５％。其中，工业品的简单平均税率为９．２％，农产品为１１．４％。印尼对超

过９９％的进口产品征收从价税，但对大米和糖类等进口产品征收从量税。

２００７年，印尼政府把机动车零件原料进口税降低至零，获得此优惠的前提是进口零

件原料是印尼国内不能生产的。欲获得机动车原料进口零关税的企业，必须向关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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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附上纳税人登记号码、有关部门或机构的营业执照、数量、详细类别和价格，以及

政府指定的检查员核实证明。关税总局主任决定豁免进口税及指定装卸港口。已经获

得进口税优惠的货物，一旦被发现不符合条例规定，则将再度被课以进口税。另外，获

得进口税优惠的产品，只能应用于机动车原件工业，如果滥用上述产品，将取消优惠，并

被责令支付前次未付进口税，以及１００％的罚款。

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０日，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长宣布，为吸引投资商在印尼发展渔产加工

业，印尼政府计划豁免国内渔产加工业产品的出口税。

根据印尼第４１号财政部长条例，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起，大型设备制造、装配所需

的原料和特定材料免征进口关税。此次被豁免进口税的商品是推土机、液压挖掘机、叉

车、传动平地机、轮式装载机、农用拖拉机、压路机、大型发动机的装配材料、原件制造、

空车４０吨以上自卸卡车、牵引车装配材料，以及钢材原料。

自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５日起，印尼对油棕产品开始适用新的出口税。其中，棕榈原油的

出口税从１．５％提高至６％；油棕果和油棕原子核的出口税从３％提高至１０％；原三油

精、脱臭棕榈油和食用油的出口税从０．３％提高至６．５％；原硬脂精、精炼硬脂精、棕榈仁

油以及精炼棕榈仁油的出口税从０．５％提高至６．５％。

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５日起，印尼政府对石油和汽油产品及其开采设备免征进口关税，

并对国内煤产品免征出口税，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对印尼能源的投资。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尼财政部颁布第１１０号部长条例，该条例有关进口关税的规定对

２００４年的某些条例进行了修正，并对新的进口关税文本中有关进口物资的分类作出了调

整，保证其与关税协调项目相符。根据该条例，汽缸容量为１８００—２５００毫升的汽车的进口

关税由２０％升至４５％，而容量为２５００毫升的完全拆解车辆则由４５％降至２０％。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自２００７年起，印尼对自

中国进口的产品关税降至８％。在２０１０年前，中国与印尼将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对绝大

多数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３４年贸易法》是规范印尼贸易政策的基本法律。印尼贸易部（原印尼工业与贸

易部）是印尼贸易主管部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

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尼政府在实施进口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适用配额管理的

主要是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其进口配额只发放给经批准的国内企业。

适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机动车、废物废品、危险物

品，获得上述产品进口许可的企业只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其中，氟氯化碳、溴化甲

烷、危险物品、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及其

直接原材料、废物废品、旧衣服等九类进口产品主要适用自动许可管理；丁香、纺织品、

钢铁、合成润滑油、糖类、农用手工工具等六类产品主要适用非自动许可管理。

３．出口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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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印尼工贸部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公布的部长令（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

号法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公布的第０１／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企业及

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商业企业准字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

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出口货物分为四类：受管制的出口货物、受监视的出口

货物、严禁出口的货物和免检出口货物。受管制的出口货物包括咖啡、藤、林业产品、钻

石和棒状铅。受监视的出口货物包括奶牛与水牛、鳄鱼皮（蓝湿皮）、野生动植物、拿破

仑幼鱼、拿破仑鱼、棕榈仁、石油与天然气、纯金／银、钢／铁废料（特指源自巴淡岛的）、不

锈钢、铜、黄铜和铝废料。严禁出口的货物包括幼鱼与金龙鱼等，未加工藤以及原料来

自天然森林未加工藤的半成品，圆木头，列车铁轨或木轨以及锯木，天然砂、海砂，水泥

土、上层土（包括表面土），白铅矿石及其化合物、粉，含有砷、金属或其化合物以及主要

含有白铅的残留物，宝石（除钻石），未加工符合质量标准的橡胶，原皮，受国家保护野生

动植物（包含在附录Ｉ＆ＩＩＩＣｉｔｅｓ内），铁制品废料（源自巴淡岛的除外）和古董。除以上

受管制、监视和严禁的出口货物外，其余均属免检的出口货物。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负责促进外商投资，管理工业及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但不包

括金融服务部门。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

门。印尼能矿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而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则由能矿部的下属机构负责。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印尼颁布第２５号《投资法》，取代１９６７年《外国投资法》和１９６８

年的《国内投资法》，成为一部统一规范国内外投资的法律。

新投资法共１８章４０款，涵盖所有经贸领域，包括矿产和油气领域，但上述领域投资

的技术层面仍由矿产法和油气法分别具体规定。新法的主要特色有：１．关于外资在土

地和建筑使用权期限方面的规定有了较大的突破。如土地开发权，由原来的３５年延长

到９５年；建筑使用权由原来的５０年延长到８０年；而由地方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则最

长可达７０年。２．新法规定外资与内资享有同样待遇及优惠政策；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

汇回其资金；可申请两年的居留权并逐渐能转为永久居留权；新法还禁止政府将外国企

业国有化以及对外国公司在犯有商业犯罪时重判。３．新法出台了新的投资优惠政策，

其中财政优惠政策是在鼓励投资的领域和地区，在６年的期限内总共给予投资者在应税

收入中扣除投资额的３０％的税收折扣。此外，新法对外资在各领域的投资股份限额作

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对电信等几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的外资所有权进行限制。

例如，外国投资对印尼固网和移动运营商的持股比例最高分别不得超过４９％和６５％。

１．鼓励、限制、禁止投资的领域

根据２００７年第２５号《投资法》，国内外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任何营业部门，除非已为

法令所限制与禁止。法令限制与禁止投资的部门包括生产武器、火药、爆炸工具与战争

设备的部门。另外，根据该法规定，基于健康、道德、文化、环境、国家安全和其他国家利

益的标准，政府可依据总统令对国内与国外投资者规定禁止行业。相关禁止行业或有

条件开放行业的标准及必要条件，均由总统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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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印尼颁布第２５号《投资法》的衍生规定，即《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件

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７６号总统决定》和《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

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７７号总统决定》。根据这两个决定，２５个行业被

宣布为禁止投资行业，仅能由政府从事经营，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无线电广

播与电视广播、装修公路设备、经营机动车辆定期检验、含酒精饮料工业、糖精工业和

黑锡金属工业等。另外，有４３个行业鼓励中小型企业投资，３６个行业为有条件开放

的投资行业。

２００７年７月５日，印尼出台新的电信投资法案，该法案规定外资对手机公司的所有

权从９５％下降到６５％，对固线电话公司的控股比例降为４９％。外资对印尼航空公司的

所有权比例上限为４９％。为了限制外资对战略性行业的控股比例，外资对机场和海港

的所有权上限为４９％。该法案不影响现有的合资项目。该法案从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起

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２．税收政策

根据２００７年印尼《有关所规定的企业或所规定的地区之投资方面所得税优惠的第

１号政府条例》，印尼政府对有限公司和合作社形式的新投资或扩充投资提供所得税优

惠。提供的所得税优惠包括：（１）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３０％，可以在６年之内付清，即每年

支付５％；（２）加速偿还和折旧；（３）在分红利时，外资企业所缴纳的所得税税率是１０％，

或者根据现行的有关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采用较低的税率缴税；（４）给予５年以上的亏损

补偿期，但最多不超过１０年。上述所得税优惠，由财政部长颁发，并且每年给予评估。

２００８年１月，印尼开始实施《关于税收办法及其总则法的第三项变化的２００７年第

２８号法规》。该法规定，第一次逃税或漏税致使国家受损的将免于刑事责任，但将被处

以数额为所逃税款两倍的行政罚款。强迫他人行贿、以权谋私等都将依照法律承担刑

事责任，不仅是纳税人，税务人员也会遭受惩处。

３．投资促进政策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印尼政府对６种战略物资豁免增值税，即原装或拆散属机器

和工厂工具的资本物资（不包括零部件），禽畜鱼饲料或制造饲料的原材料，农产品，农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苗或种子，通过水管疏导的饮用水，以及电力（供家庭用户

６６００瓦以上者例外）。

２００７年２月，为吸引外商进入印尼，与当地企业合作从事渔类加工业，印尼政府准

备采取多项税收措施，具体包括免除国内加工渔产品的出口税，减轻渔业加工机械进口

税，减免收入税及增值税，在综合经济开发区和东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还可获得土地建设

税减免优惠。

２００７年８月，印尼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投资审批一站式服务。实行一站式服务之

后，每个部门都将派代表到投资统筹机构办事处，以便加快办理审批手续。依据２００７年

第２５号《投资法》第３０条第７款，需要中央政府审批的投资领域包括对环保有高破坏风

险的天然资源投资，跨省级地区的投资，与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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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流

量法》是印尼外汇管理制度的主要法律。印尼基本不存在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

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汇出。

２．签证管理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５日起，印尼对临时赴印尼进行商务活动或旅游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

期为１２个月的多次入境签证。在此之前，这两类签证的有效期最长为６个月。赴印尼

临时商务签证为Ｂ１签证，赴印尼旅游签证为Ｂ２签证。但是在“９·１１事件”之后，印

尼方面在签证政策上有所缩紧，几乎所有赴印尼签证的申请人都要提供指纹，签证审查

的步骤也相应增多等。

３．主要贸易投资管理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印尼成立渔事法庭。在开始阶段，其将在盗渔活动比较猖獗的五个

地方即棉兰、雅加达北区、坤甸、杜瓦尔和毕东设立渔事法庭。渔事法庭执行２００４年３１

号《渔业法》。该法规定，若有盗渔行为，可处罚２００亿盾（约合２２０万美元）并处于１０年

监禁。

印尼政府于２００７年３月设立林业建设筹资机构，向大众提供法律、贷款及促销服

务，以发展林业建设。

（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印尼将修订可可产品的国家标准

为提高印尼可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印尼政府修订了可可产品国家标准，并于２００８

年开始强制实施。除完善标准外，印尼政府还通过改善种植方式、给予政府补贴、提高

农民生产效率等手段增加可可产量，并设定目标于２０１０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

２．印尼政府规定汽车安全玻璃必须实施国家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印尼工业部长签署２００７年３４号条例，规定两种汽车安全玻璃必须

适用国家标准，分别为汽车钢化安全玻璃和汽车叠层安全玻璃。国内生产的玻璃必

须获得国家认证机构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才能进行销售，国外进口的玻璃必须到贸

易部外贸总司进行注册并登记后才能在市场上销售。该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２月开始

生效。

３．印尼政府对６种水泥实施国家标准

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印尼工业部长签署工业部第３５号条例，规定对六种水泥实施国

家标准，分别为白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混合硅酸盐水泥、砖石水泥

和复合硅酸盐水泥。该条例规定，印尼生产的水泥必须拥有印尼国家认证机构颁布的

证书才能在市场上销售，国外进口的水泥必须由进口商向贸易部外贸总司申请注册并

进行登记后才能进入市场销售。该条例已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开始生效，由工业部农业化学

工业总司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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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疯牛病疫情国家或地区的反刍动物和产品进口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２日，根据国际兽医局关于疯牛病的建议，考虑到疯牛病的疫情，印尼

颁布了《关于来自疯牛病疫情国家或地区的反刍动物和产品进口要求的第４８２／Ｋｐｔｓ／

ＰＤ．６２０／８／２００６号农业部法令》，该法令对产品种类、疯牛病情况以及进口要求做出了

明确规定。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印尼存在关税高峰现象，如部分汽车的进口关税为８０％，部分含酒精饮料的关税高达

１７０％等。２００７年，印尼将发动机排量为１８００—２５００ｃｃ的汽车进口关税由２０％升至４５％。

根据发动机的大小，印尼对客车套件进口组装征收２５％到５０％不等的关税。对非

客车套件征收２５％的统一关税，客车或者小型面包车的零配件进口后在印尼当地组装

的，征收１５％的统一关税。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２００４年６月，印尼贸易部禁止在收获季节（通常从每年７月到年底）进口食盐。食

盐进口公司必须经过注册，同时其５０％的原材料必须从当地购买。

２００６年７月，印尼海洋渔业部和贸易部决定延长２００６年第ＰＢ．０２．ＭＥＮ号海洋渔

业部和２００６年第４０号贸易部共同条例的有效期限，继续禁止白虾产品进口，但放开对

ｍｏｎｏｄｏｎ和ｓｔｙｌｉｒｏｓｔｔｒｉｓ两种虾的进口。

２００６年，为了防止果蝇进入印尼，印尼《关于新鲜水果和蔬菜进入印尼的技术要求

和植物卫生措施的第Ｎｏ．３７／Ｋｔｐｓ／ＨＫ．０６０／１／２００６号农业决定》规定，印尼边境的７个

入境处可以对进口产品实施卫生检疫措施。

２．进口许可

对于肉类和家禽的进口，印尼政府要求进口商出示申请文件。但在审批申请文件

时，印尼政府随意改变允许进口的产品数量。这构成了事实上的数量限制。

印尼政府对葡萄酒和蒸馏烈酒实行进口数量限制。除了对含酒精饮料征收１７０％

的关税、１０％的增值税和３５％的奢侈品税，印尼政府还限制部分已注册进口商对含酒精

饮料的进口。

印尼政府继续执行２００２年３月工业和贸易部颁布的《特殊进口商身份识别码法

令》。该法令规定，某些特殊产品进口商需要专项申请进口商身份证，如果没有获得此

证件，产品将被在港口扣留。这些商品包括玉米、大米、大豆、糖、纺织品及相关产品、鞋

类、电子产品和玩具。

印尼政府在纺织品领域继续实行严格的进口许可制度。只有以进口面料为生产原

料的公司，才有资格取得进口许可证。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尼西亚海关在确定进口食品关税时，未使用进口文件上的实际交易价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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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而是按照其内部评估价格作为进口产品的海关估价基础。根据《ＷＴＯ海关估价

协议》第７条第２款，禁止各成员方以“任意或虚构的价格”确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印尼

的做法与ＷＴＯ规定不符。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局向

ＷＴＯ通报了工业部《关于强制性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２０５３２００６镀锌薄钢板的法令草

案》。该草案规定了镀锌薄钢板的定义、类型、质量要求、取样和检测方法、检测验收、标

识和包装要求。所有进口到印尼或在印尼生产、销售的相关产品都必须符合该草案要

求。生产商和／或进口商需要提供使用该草案规定的产品证明。产品证明由经印尼政

府认可机构ＫＡＮ所认可的机构颁发。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

局是负责实施该法令的机构，负责提供关于该法令的技术指南，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

标识。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工业管理总局向 ＷＴＯ通报

了工业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２０５２２００２混凝土加固钢筋、ＳＮＩ０７

００６５２００２再轧混凝土加固钢筋、ＳＮＩ０７０９５４２００５成卷混凝土加固钢筋的法令草案》。

该草案规定了钢筋的定义、类型、质量要求、取样和检测方法、检测验收、标识和包装要

求，所有进口到印尼或在印尼生产、销售的相关钢筋产品都必须符合该草案要求。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所有进口食品必须注册，进口商必须向印尼药品食品管理局申请注册号，并由

其进行检测。检测过程繁琐且费用昂贵，每项检测费用从５万卢比（约合６美元）到２５０

万卢比（约合３００美元）不等，每一件产品的检测费用在１００万卢比（约合１２０美元）到

１０００万卢比（约合１２００美元）之间。此外，印尼药品食品管理局在测试过程中要求提供

极其详细的产品配料和加工工艺情况说明，这可能侵害商业秘密。这些规定加重了出

口商的负担。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印尼针对新鲜球茎蔬菜采取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要求，

以提高印尼新鲜植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次颁布的植物产品进口检验检疫要求是印

尼政府２００７年第二次针对进口植物产品的修改规定，重点对以球茎形式进口的新鲜蔬

菜的检验检疫和技术两方面提出要求。在检验检疫方面，该规定扩大了证书要求范围，

除了须具备与２００５年法规相同的原产国权威机构签发的证书外，经转运的产品还须被

提供转运国授权的证书。在技术要求方面，该规定加严了原产国无虫害地区的调查及

对植物性检疫虫害进行风险分析。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植物产品的出口

门槛。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９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

反倾销措施５起，保障措施３起，反补贴措施１起，主要涉及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

２００７年，印尼对中方发起１起反倾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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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磷酸钠反倾销案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磷酸钠进行反

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在印尼的海关编码为２８３５３１００．００。据统计，２００６年，中国出口到

印尼的三磷酸钠达２５１３万美元。

（２）陶瓷餐具保障措施案

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公告，对进口陶瓷餐具实施为期３年的

保障措施，即第一年征收进口关税为１６００印尼盾（约合０．１７美元）／公斤，第二年为１４００

印尼盾／公斤，第三年为１２００印尼盾／公斤。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印尼对进口陶瓷餐具进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出

口金额约１７００万美元。

（３）终止打火机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８日，印尼对打火机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为

９６１３１０、９６１３２０、９６１３８０和９６１３９０。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出口金额为１０６４万美元。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９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认为，印尼打火机进口数量绝对或相对

于国内产量的增长与其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导致印尼国内产业造

成损害的原因是其他因素，而非进口增长。因此，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决定终止

调查。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法律服务及会计服务

外资律师事务所不能直接在印尼境内注册运营，外资律师事务所必须与当地的律

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才能进入印尼市场。印尼执业律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并且毕业

于印尼的法律院校或其他得到印尼承认的院校。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

务，并需要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

印尼政府规定，所有注册会计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和印尼

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方有可能进入印尼市场，外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印尼只能

从事咨询服务，不能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２．金融和银行服务

印尼现有八家外资独资银行。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政府对外资银行在印

尼开设分行开始设限，要求外资银行注册资本金为三万亿印尼盾（约合三亿多美元），外

资参股的金融公司实缴资本额为内资金融公司的两倍。外国保险公司可在印尼成立合

资保险公司。除非被保险人为外资独资实体或印尼国内无法办理的特殊险种，所有保

单均应由印尼内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办理。

３．建筑及其他相关服务

为印尼政府项目工作的外国咨询顾问只能按政府规定的标准收费。对于印尼企业

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外国公司只被允许作为分包人或咨询公司。由政府投资的

项目，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方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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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５日，印尼宣布禁止未经登记的生产商输出精炼的锡产品。印尼政府

同时发布命令，规定出口的精锡产品必须是从合法采矿合约商取得的矿砂制成的产品，

而且出口商必须支付权利金之后，才准许出口。

２００７年７月，印尼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国内铝土矿的出口，阻止装运铝土矿的船只出

口，由于印尼限制铝土矿出口，导致中国国内氧化铝价格上涨，对中国氧化铝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的原料供应带来很大困难。

（九）其他壁垒

另外，在印尼销售汽车还必须支付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４０００ｃｃ的轿车和

４ｘ４吉普车或者客货车征收７５％的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

征收１０％到３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根据汽车发动机的大小以及车辆外形的大小，对

发动机排量在１５００ｃｃ到３０００ｃｃ的汽车征收２０％到４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２００６

年，燃料价格急剧上涨，印尼市场里大部分消费者开始倾向于购买发动机排量低于

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占印尼汽车市场的４０％市场份额，其中

ＭＰＶ型号的汽车占了３５％。这些ＭＰＶ型汽车，主要都是由印尼生产，印尼政府只对

它们征收１０％的奢侈品销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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