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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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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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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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