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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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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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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１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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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