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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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阿　根　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