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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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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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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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２印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