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根　廷

【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实行了大量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措施，涉及大量中国输

阿的产品，包括汽车轮胎、汽车配件、纺织服装产品、家居产品、机械工具和杂项制品等，

对出口造成了不良影响。

例如，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号开始，阿根廷增加了对部分螺丝钉、制冷设备等机械和工

具（冶金产品进口许可证）产品，部分杂项制品实施非自动许可证措施等。

阿根廷还创纪录地在一年之内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８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有鞋类

产品、多功能食品加工机、高强度木地板、不锈钢刀具、钢轮毂产品、电扇、轮胎等，采取

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了中国相关产品对阿正常出口，提醒对阿出口企业及时

注意阿根廷的突发性贸易保护措施，了解可能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的信息，尽可能做好

防范预案，以减少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阿根廷双边贸易总额为７７．９亿美元，同比下降

４６％。其中，中国对阿根廷出口３４．８亿美元，同比下降３１．１％；自阿根廷进口４３．１亿

美元，同比下降５４％。中方逆差８．３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

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车辆及其零附件、塑料及其制

品、钢铁制品等；自阿根廷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矿产品、皮革制品、

动物产品、纤维素、纸张、化工产品等。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８０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４４万美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阿根廷完成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金额３９２０．８万美元。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对华投资项目５个，实际使用金额

１２４１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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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对贸易伙伴最低给予最惠国待遇。作为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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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锥体共同市场）的成员国，阿根廷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实行统一对外关税（ＣＥ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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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规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

在调整关税结构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阿根廷对大部分产品征收从价税，但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最小从量税”，该税是混合

税（从价税加上从量税），对来自除南方共同市场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课征，且不

能超过３５％从价税的数额。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品、服装和其他特定纺织产品、鞋靴、

帽子、部分类型的玩具、与信息技术和通讯产品相关的部分产品。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政

府公报公布阿国经济生产部第１５／２００７号决议，再度延长该措施的实施期限，为期３年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ＷＴＯ官方资料，２００８年阿根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１．６％。其中，农产品的简

单平均关税为１０．３％，非农产品的为１１．９％。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阿根廷总统正式宣布，在保证２０１０年６５０万吨小麦和８００万吨

玉米可供国内市场的前提下，阿政府将对中小农户出口上述两种农产品的关税实施先

征后退。目前，小麦和玉米的出口关税分别为２３％和２０％。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有关进口程序的法律主要是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１年３月２日批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５９８６法令修改）及其实施细则（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１日第１００１号法令

及其修正案）。

（１）进口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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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共同市场税号４０１２１０００和４０１２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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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进口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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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现行自动许可证包括产品成分申报

许可证（ＤＩＣＰ）和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ＬＡＰ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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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ＭＥｓ）下属的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Ｕｎｄ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下辖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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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经济部工业国务秘书签署命令，加强对进口产品的管理，将１２００种

产品纳入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名单。新增的１２００种产品主要以消费品为主，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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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部分自行车、部分鞋类产品、音响、女式袜子、汽车配件、玩具和电子产品等。

除了增加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的产品外，阿根廷政府还对许多产品实行非自

动进口许可证制度。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规定了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相关内容。受

阿根廷非自动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部分鞋及鞋部件、纸、部分自行车、家庭用品、玩

具、轮胎及内胎、摩托车、纺织品和杂项制品等。为申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口商需向

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下属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接受审核和检查，２００９年以

来新宣布的非自动许可证管理措施如下：

① 汽车轮胎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阿根廷生产部发布第２６／２００９号公告，将对进口汽车轮胎采取

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涉及的轮胎产品包括汽车、公交车、卡车和农用机械使用的轮

胎，南方共同市场税号为４０１１１０００、４０１１２０９０、４０１１６１００、４０１１９２１０和４０１１９２９０。进口

商对相关产品申报的价值如果低于联邦公共收入管理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０７号法令制定的

标准价值，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署可要求进口商提交补充材料。

② 汽车配件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４日，阿根廷生产部公布了“汽车配件和产品”非自动许可证清单，南

方共同市场税号５９０３１０００、５９０３２０００、５９０３９０００、６８１３８１９０、６８１３８９１０、８５０７１０００（ｅｘ

ｃｅｐｔ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ａｖｏｌｔａｇｅｏｆ１２ｖｏｌｔｓｏｒｌｅｓｓａｎｄａ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２８Ａｈｏｒｌｅｓｓ）、８７０８３０１９

和８７０８９３００。上述措施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３日开始实施。

③ 纺织服装产品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５月５日和１０月２３日，阿根廷先后增加了纺织服装产品实施非自动

许可证措施的范围，具体包括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６３０１９０００、６３０２３２００、６３０２６０００、

６３０２２１００、６３０２３９００、６３０２９１００、６３０２２２００、６３０２４０００、６３０３９１００、６３０２２９００、６３０２５１００、

６３０３９２００项下的产品；增加了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６１０１２０００、６１０１３０００、６１０１９０９０、

６１０２１０００、６１０２２０００、６１０２３０００、６１０４４１００、６１０４４２００、６１０４４３００、６１０４４４００、６１０４４９００、

６１０４５２００、６１０４５３００、６１０４６２００、６１０４６３００、６１０４６９００、６１０６１０００、６１０６２０００、６１０６９０００、

６１１５１０１１、６１１５１０１２、６１１５１０２１、６１１５１０９３、６２０１１１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３００、６２０１９２００、

６２０１９３００、６２０１９９００、６２０２１１００、６２０２１２００、６２０２１３００、６２０２９１００、６２０２９２００、６２０２９３００、

６２０２９９００、６２０４４２００、６２０４４４００、６２０５２０００、６２０５３０００、６２０５９０９０、６２０６１０００、６２０６３０００、

６２０６４０００、６２０６９０００、６２０７９１００、６２０８９１００、６２０９２０００、６２０９３０００和６２０９９０９０项下的产品；

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开始，５１０６１０００、５１０６２０００、５１１２１１００、５１１２１９１０、５２０５３１００、

５２０５３２００、５２０５４１００、５２０６２４００、５２０６３２００、５２０８３２００、５２０８３３００、５２０８４１００、５２０８４２００、

５２０８４３００、５２０８４９００、５２０８５２００、５２０９４１００、５２０９４３００、５２１０１１００、５２１０１９１０、５２１０１９９０、

５４０７７３００、５４０７８３００、５５０９２１００、５５０９３２００、５５１０１１００、５５１０３０００、５５１５１３００、６００６３４００、

６００６４１００、６１１５９９００、６１１６９１００、６１１６９２００、６１１６９９００、６１１７１０００、６２１４１０００、６２１４２０００、

６２１４３０００、６２１４４０００、６２１４９０１０和６５０５９０００项下的产品受纺织服装非自动进口许可证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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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家居产品

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号开始，阿根廷实施非自动许可证措施的产品又增加了部分家居

用品包括部分空调和室内家具产品，具体包括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８４１５１０１１、８４１５１０１９、

８４１５８３００、８５０９４０５０和８５１６５０００项下的产品。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开始，家居用品许可证约束的产品增加了包括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８４１４６０００（３８０Ｖ的专业设备电压放大器除外）、８４１８３０００、８５１６２９００和８５１６４０００项下

的产品。

⑤ 机械和工具

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号开始，阿根廷增加了对部分螺丝钉、制冷设备等机械和工具（冶

金产品进口许可证）产品实施非自动许可证措施，具体产品的南方共同市场税号为

７３１８１２００（不锈钢除外）、７３１８１４００（不锈钢除外）、７３１８１５００（不锈钢除外）和８４１８６９４０。

根据１２１／２００９号法令，税号７３１８１４００和７３１８１５００项下产品的许可证要求５月１７日后

开始实施。

⑥ 杂项制品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日开始，阿根廷对部分杂项制品实行了非自动许可证要求，涉及的产

品为部分椅座、家具、防滑扣、刀具和其他杂项制品，具体税号为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８２１１１０００、８２１１９１００、８２１５２０００、８２１５９９１０、８２１１９２１０、８４３３５１００、８５２３４０１１、８７０１９０９０、

９４０１３０１０、９４０１３０９０、９４０１４０１０、９４０１４０９０、９４０１５１００、９４０１５９００、９４０１６１００、９４０１６９００、

９４０１７１００、９４０１７９００、９４０１８０００、９４０１９０１０、９４０１９０９０、９４０３１０００、９４０３２０００、９４０３３０００、

９４０３４０００、９４０３５０００、９４０３６０００、９４０３７０００、９４０３８１００、９４０３８９００、９４０３９０１０、９４０３９０９０、

９６０７１１００、９６０７１９００和８５２７２１１０。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８日开始，８４１３７０８０项下的产品开始受非

自动许可证约束。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杂项制品许可证约束的产品增加了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３６０５００００、

９２０２９０００（仅古典吉他和原声吉他）、９６０３９０００和９６１３８０００（仅厨房用产品，家居用品项

下的产品除外）项下的产品。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８日，南方共同市场税号８５０４１０００、４９１１１０９０、４９１１９１００和４９１１９９００

项下的产品开始受非自动许可证约束，相关措施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起生效。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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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成本。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新成立的农牧渔业和食品部进一步放宽阿根廷牛肉出口限制，增加

可出口牛肉的品种并将牛肉出口企业强制库存比例由目前的６５％下调至３０％。

“阿根廷出口基金会”对阿根廷公司的出口活动有支持作用，部分省份也有自己的

出口促进机构。“阿根廷出口基金会”是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国务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下属的具有贸易促进职能的机构，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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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提供的支持包括提供贸易数据（进口商名单和国外贸易机会）、为阿根廷企业参

与国际贸易事务提供协调和准备工作、组织商务旅行和贸易使团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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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１９９４年的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纳入乌拉圭回合协议），１９９６年９

月的１０５９号法令（保障措施规则），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２１号法令（包含保障措施的执行细则），

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２６号法令（纳入ＷＴＯ《反倾销协定》），１９９９年第８２６／９９号决议，２００６年第

１２１９号法令（适用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型经济国家的进口），２００８年１３９３号法令（有

关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有效执行的准则和规章）。

在反倾销方面，阿主管反倾销的部门为生产部，具体调查工作由其下属的贸易政策

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以及隶属于副国务秘书处的全国外贸委员会负责。前者确定倾销

幅度，后者调查国内产业是否因倾销而受到损害，当阿部分企业或商会向外贸副国务秘

书处提出申请要求对某产品的进口开展反倾销调查时，外贸副国务秘书处将征询外贸

委员会意见后决定是否受理该案。一旦受理，即开始初步调查，若理由充分，则３５日后

由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正式宣布展开反倾销调查。调查期间，各方（进口商、出口

商、阿生产商及有关部门）均可递交各种材料或证据，调查过程中，如已发现国内产业遭

受明显损害，阿主管部门可宣布采取临时性措施，一般为期４个月。整个调查过程持续

近一年，最后由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及全国外贸委员会向工贸及中小企业国

务秘书处建议是否采取措施。如决定采取反倾销措施，一般是规定最低ＦＯＢ限价或征

收一定量的反倾销特别税，终裁有效期一般为２至５年。

通常情况下，在措施采取一年后，经向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提出请求，可

对所有反倾销措施进行复审。但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特殊情况或出于调查机关的利

益，可在措施采取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调查机关自主发起或受相关利益方的请求发

起。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及外贸管理委员会在收到请求后，在１８０个工作日内

分别形成损害和倾销报告。如案件复杂性要求，该期限可最长延至２４０个工作日。外贸

委员会在损害和倾销报告形成后的１０个工作日内提出因果关系报告并上报工贸及中小

企业国务秘书处，并抄送贸易管理及政策副国务秘书处。副国务秘书处在收到因果关

系报告１０个工作日内，将向工贸国务秘书处提出建议，之后工贸国务秘书处将于１５个

工作日内向生产部长做出汇报，生产部长将最终做出关于是否继续维持、修改或撤销反

倾销措施的决定。复审应于发起后９个月内结束，并保证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如案件复

杂性要求，复审期限可延长，但最长不超过１８个月。

在反倾销调查中，阿根廷主要根据前经济生产部发布的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

型经济国家的第１２１９／２００６号法令来确定来自相关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价格可比

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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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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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相关制度

（１）进出口检验检疫制度

阿根廷政府１１７７／９７法令和２１７／９９号决定规定，对食品、日用品、家用电器、玩具等

２４００个税则号项下的商品实施装运前检验，指定的国际商检机构为通用公证行（Ｓｏｃｉｅ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Ａ，ＳＧＳ）；商检公司将进行下列检查：

① 装船前检验进口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及产地；

② 检验进口商品的关税税则号是否选择准确；

③ 检验进口商申报的价格是否与产地或国际市场的价格相等；

④ 对每批装船货物数量和质量进行检验并证明是否合格；由商检公司出具商检证

明，并对货物的价格提出意见。

ＳＧＳ的检验程序依据国际公认的检验准则进行。首先由进口商向ＳＧＳ在阿根廷

的办事处递交装运前检验申请表；进口商必须在签约后或最晚在装船前１０天向ＳＧＳ

办事处递交申请表；该表可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递交ＳＧＳ驻出口国办事处；该申请表

格上有一编号，供进口商和报关行及供货商联系；然后进口商通知卖方或供货方与

ＳＧＳ联系以便进行商检；ＳＧＳ接到通知５天以内在供货方指定的日期和地点进行

检验。

食品类货物的进口大多需要卫生检疫，如活畜、植物及产品、粮食、种子、咸鱼、鱼

干等。

（２）科技税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国会立法决定对包括手机、空调、显示器、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

音像设备在内的电子产品以及热水器、烘干机、电熨斗等家用电器征收２０．４８％的科

技税。除原产地为阿火地岛省外，进口和原产于阿其他地区的上述产品均应依法缴

纳该税。

（３）自由贸易区

阿根廷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有火地岛自由贸易区和拉普拉塔自由区。凡进口至火地

岛自由贸易区并用于当地消费的商品享受关税优惠。由阿根廷方面提出要求进口到南

极洲地区及一些小群岛（包括南桑威奇群岛和南设得兰群岛）的商品亦实行优惠关税。

从第三国运往阿根廷邻国并经阿根廷领土过境的商品免征关税。外国货物进出拉普拉

塔自由区不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统计税；货物可在区内拆卸、整理、分类及重新包装，以

便运输、储存；在自由区可进行商业、服务业、工业活动；货物可在海关指定仓库存放５

年，在这一期间，可以销售，转让或运往第三国；可制造在阿根廷其他地区不生产的资本

货，产品可进入阿根廷其他地区等。

６．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阿根廷政府宣布生产部下属的农牧渔业和食品国务秘书处升格

为部级机构，成立农牧渔业和食品部，以加强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阿根廷的农

业生产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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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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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实

施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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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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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第２５９２４号《外资促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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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有关矿业的法律法规有第４５６／９７号《矿业法》、第２４１９６／９３号《矿业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第２６８６／９３号法令）、《矿业环境保护法》（第２４５８５／９５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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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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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２００９年，在工业领域，政府批准新一轮投资促进法令，对投资项目实施增值税提前

退税和购买机器设备等资本货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

３．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阿根廷限制外商投资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互联网接入等）以及武器和

军火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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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

阿根廷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但在１９９７年４月获得了观察员地位。第

４３６／２０００号法令批准之后，阿根廷的政府采购体系出现了显著变化，２００１年再次引入

了国内优惠措施。国家政府采购办公室在国家层面对政府采购系统进行监管，负责对

政府采购进行控制、监督和基本管理，以及制定有关货物和服务缔约的政策、措施和

程序。

（２）外汇制度

阿根廷企业出口所得外汇需在统一的外汇市场兑换。阿根廷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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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规定，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应在自装船日起６０至３６０日内结算。阿根廷中央银

行要求在９０内完成具体结算手续，如出现买方未付款或者外汇收入用于支付出口信贷，

结算手续时限可放宽至１８０日。如出口资本品、技术产品或交钥匙项目（ｔｕｒｎｋｅｙ

ｐｌａｎｔｓ），在出口商与进口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结算可在上述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

处规定的期限以外进行，条件是偿付日期不超过自完成装运日起３年。服务出口所得外

汇也应在统一的自由外汇市场上兑换。

服务贸易及未在规定时间内在统一自由兑换市场进行结算的外汇收入，应根据中

央银行在超期当日公布的参考汇率进行兑换。如参考汇率高于结算时的汇率，则以结

算时的汇率进行兑换。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葡萄酒

阿根廷国家葡萄栽培酿酒学会（ＩＮＶ）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发布了关于旋转锥体工

艺的ＩＮＶ第Ｃ．２４／２００８号决议，批准在葡萄酒部分脱醇中使用ＦｌａｖｏｕｒｔｅｃｈＰＴＹＬＴＤ．

公司的ＳＣＣ１０．０００型旋转锥体柱的旋转锥体工艺以及使用同类技术的其他所有设备，

但必须通过ＩＮＶ的测试和许可。

２．涂料、油漆和清漆

２００９年４月，阿根廷政府公布了有关涂料、油漆和清漆中铅含量限值的最新要求第

７／２００９号决议。根据决议，禁止进口、分销或销售非挥发性铅含量超过０．０６％的涂料、

油漆和清漆。进口产品需要提供合格证书（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阿根廷国家工

业技术院（ＩＮＴＩ）将负责认证流程，方法是采用认证体系Ｎ°４、５或Ｎ°７。以下产品使用

的涂料、油漆和清漆可以获得豁免：绘画艺术；农业和工业设备；工业、农业和商用金属

设备；桥梁和港口设施；交通和安全标志和标牌；汽车、飞机、船舶和铁路。不过，这些豁

免的产品仍然需要出示ＩＮＴＩ提供的证书，包装上用西班牙文注明以下铅含量超标警

示：“注意：本产品含铅。如摄入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本产品仅限应用于……”。该决

议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９日起实行。

３．玩具和儿童护理制品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政府发出决议，禁止制造、进出口和销售含有邻苯二甲酸二（２基己

基）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丁酯（ＤＢＰ）或邻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ＢＢＰ），而浓度超过

０．１％的玩具和儿童护理制品；以及含有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ＤＩＮＰ）、邻苯二甲酸二异

癸酯（ＤＩＤＰ）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ＤｎＯＰ），浓度超过０．１％，而儿童可能会放入口内的

玩具和儿童护理制品。阿根廷政府宣布将禁令推迟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生效，并澄清

下列实施细节：玩具的定义为拟供十四岁以下儿童作玩耍用途的产品；儿童护理制品的

定义为设计促进儿童睡眠、休闲、卫生和进食的产品；禁令也适用于以弹性聚氯乙烯制

造，并在产品有效期内可供儿童使用的包装材料。禁令并不涵盖纯粹以坚固物料制造

的制品、衣物、鞋履、电线、或安装于脚踏车、三轮车、滚轴、滑板、有围栏的婴儿床或婴儿

车的刹车线或车辆轮胎；以及进口相关产品必须附有由阿根廷塑胶业科技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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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发出的技术报告，藉以证明这些产品不含任何禁用的邻苯二甲酸盐。或者，进口商

可提交宣誓声明书证明其符合邻苯二甲酸盐规定，及由上述中心发出的文件显示进口

商已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前提出申请技术报告的要求。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阿根廷将涉及纺织品、鞋靴制品、汽车和汽车配件的数百个税号项下

产品的共同对外关税提高到２６％或３５％，之前相关产品的最高关税为２０％。

（二）进口限制

进入２００９年以来，阿根廷继续调整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管理范围，扩大了非自动进

口许可证涉及的产品，包括纺织服装、家居用品、机械和工具、汽车轮胎和杂项工业制成

品等，对外国产品出口阿根廷造成了实质限制。从阿根廷在非自动许可证方面的做法

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及影响：

① 阿根廷许可证措施存在的问题

阿根廷许可证措施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ＷＴＯ《进口许可程序规定》前言中提

到：“确信进口许可、特别是非自动进口许可，应以透明和可预测的方式实施”。第３条第

３款规定“在许可要求的目的不是实施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各成员应公布充分的信息，以

使其他成员和贸易商了解发放和／或分配许可证的依据。”而阿根廷的许可证措施的制

订和实施往往缺乏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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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阿根廷进口许可证主管部

门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阿根廷处理许可证申请拖延超时且无合理理由。根据 ＷＴＯ《进口许可程序规定》

第３．５（ｆ）款规定：“除因该成员无法控制的原因而不能做到外，如收到申请即应予以考

虑，即以先来先得的方式进行管理，则处理申请的期限不得超过３０天，如所有申请同时

予以考虑，则处理申请的期限不得超过６０天。”

２００８年９月，阿根廷在向ＷＴＯ许可证委员会的通报中表示，主管部门拒绝核发许

可证的唯一原因是相关申请没有符合一般核发标准，符合标准的申请将在限期内得到

核准，核准非自动许可证的最长期限为３０个日历日。但据中国对阿出口企业反映，目前

问题主要集中在许可审批时间过长、随意性大等方面，阿管理部门甚至口头向企业下达

数量限制。以摩托车进口许可为例，中国在阿一家摩托车生产组装企业于２００８年３月

向阿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递交了摩托车进口许可申请，在中国企业申请材料齐

全且符合要求的情况下，阿方主管部门用了近６个月的时间才签出了部分许可证，远远

超出其在ＷＴＯ中承诺的１０—３０个工作日的进口许可处理时间，目前仍有部分许可证

尚未签出。

在回应阿根廷政府对阿根廷进口许可证批准时间拖延的指责时，阿根廷工业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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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部长表示，由于大部分巴西产品获得了进口许可，而中国产品则难以获得许可，因此

部分中国产品在阿根廷市场上的份额被巴西产品所替代。由此可见，由于人为的原因，

阿根廷的非自动许可证措施对中国对阿出口造成了重大影响，引起中国产品市场份额

下降。

② 阿根廷许可证措施的影响和后续措施

阿根廷在实行了非自动可证制度管理之后，为进一步加强对特定产品的限制，可能

会随后对其发起反倾销调查。例如，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扩大了鞋类产品

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管理范围后，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又紧随之后在２００９年２

月发动了针对鞋类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另外，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日，阿根廷发布第８６／２００９

号决议，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粗斜纹棉布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南方共同市场共同税

号５２０９４２１０、５２０９４２９０、５２１１４２１０和５２１１４２９０项下的产品是受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经济生产

部第５８９／２００８决议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上述两案的发起时间距离阿根廷调

整相应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时间仅有３—４个月，在此提醒企业和产业部门对此类倾向

多加注意，增强对阿根廷相关进口限制措施的预判。

阿根廷许可证管理措施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２００９年，中阿双边贸易出现

明显滑坡，而阿方采取的进口限制措施更加剧了两国贸易面临的困境。导致双边贸易

额大幅下降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外，阿根廷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是非常重

要的因素。其中，阿根廷采取的进口许可证管理措施，加强了对进口产品的限制，主要

涉及服装、纺织品、鞋类制品、家居用品、皮革制品、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等传统

产品。

随着金融危机对阿根廷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加大，阿根廷的企业界和劳工

组织将联手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阿政府有可能继续加大

对进口限制的力度，可能会对中国对阿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提醒相关企业做好

准备。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阿根廷海关总局局长宣布，政府决定出台包括新的进口“标准

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限制来自中国和巴西的进口产品。

海关已经公布了新的进口“标准价格”清单，来自中国和巴西的１２０种进口产品首次

被列入这一清单。受到限制的产品包括５０种纺织品、５０种摩托车配件和其他金属产品

及２０种家用电器产品。

所谓进口“标准价格”是阿根廷海关根据当地产业部门的建议设定的进口产品最低

价格，通常高于进口产品的实际价格。根据阿海关的措施，如果进口产品的报价低于

“标准价格”，海关就将加强检查和限制，实际上是通过变相的关税壁垒将这些产品阻挡

在阿根廷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０９年２月４日，阿根廷发布了Ｇ／ＴＢＴ／Ｎ／ＡＧＲ／２４６号ＴＢＴ通报，要求自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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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在阿根廷境内禁止进口和销售普通家用白炽灯。目前，很多国家和地

区都对白炽灯设置了禁用（禁售）时间表，但有些是分阶段实施的，如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９月

起禁止销售１００瓦以上的白炽灯，２０１２年起才禁用所有瓦数的白炽灯；有些则规定了较

晚的禁用时间，如台湾和加拿大是２０１２年，韩国是２０１３年。根据ＴＢＴ协定第２．７款

“只要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能够充分实现与本国法规相同的目标，即使这些法规与本

国法规不同，成员也须积极考虑等效采用这些技术法规”，中方建议阿根廷政府根据

家用白炽灯的瓦数，分阶段予以禁止进口和销售，或将禁止和销售的时间至少推迟到

２０１２年底。

阿根廷的２８７／２０００号法令对鞋靴产品和纺织品的标签实行了严格的要求，包括印

刷尺寸、标签的加贴和附着方式、标签信息（原产地和进口商名字）等，进口商抱怨相关

的标签要求明显延缓了进口进程。

阿根廷对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玩具、危险品包装、燃气器具、建筑用钢

材、个人防护用品、自行车、电梯等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这些程序繁琐并缺乏透明度。

此外，对于由多国生产的部件组装而成的产品，阿根廷的原产地认证法规要求对于各个

原产国生产的部件单独认证。对于打火机，阿根廷要求在认证证书上的产品还要包括

各个部件、零件和配件，对每个零件进行检验并出具证书，此外还要求每９０天对产品是

否符合安全标准进行检查，加大了出口商的负担。

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ＡＮＭＡＴ）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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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阿根廷要求饼干、面团等小麦粉制品必须加铁、叶酸、硫胺、核黄素和烟酸进行强

化，而只在个案的基础上对部分产品给予豁免，且程序复杂，对相关产品进入阿根廷市

场造成了阻碍。

（六）贸易救济措施

阿根廷是世界上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是遭受阿根廷反倾销最

多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四分之一是

针对中国产品。截至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８２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

反倾销调查７７起，保障措施５起，涉及轻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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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阿根廷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１８起反倾销调查，涉及纺织、鞋类、钢铁、电子

等行业。阿根廷对华反倾销调查具有涉案数量多、影响面广和随意性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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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２００９年阿根廷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６日
平纹和斜纹长

丝机织物
５４０７６１００、５４０７６９００

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９日

起，阿根廷对涉案产品

采取ＦＯＢ离岸价格每

千克１７．６０美元的临

时最低限价措施，有效

期４个月。

２ １月１４日
多功能食品加

工机
８５０９４０５０ 调查进行中

３ １月２３日 高强度木地板

４４１０３２００、４４１１１９００、４４１１３９００、４４１０１１２０、

４４１１１２９０、４４１１１３９０、４４１１１４９０、４４１１９２９０、

４４１１９３９０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阿根

廷决定结束调查，不采

取最终反倾销措施。

４ ２月２６日 鞋类

６４０１１０００、６４０１９２００、６４０１９９１０、６４０１９９９０、

６４０２１９００、６４０２２０００、６４０２９１１０、６４０２９１９０、

６４０２９９１０、６４０２９９９０、６４０３１９００、６４０３２０００、

６４０３４０００、６４０３５１１０、６４０３５１９０、６４０３５９１０、

６４０３５９９０、６４０３９１１０、６４０３９１９０、６４０３９９１０、

６４０３９９９０、６４０４１１００、６４０４１９００、６４０４２０００、

６４０５１０１０、６４０５１０２０、６４０５１０９０、６４０５２０００、

６４０５９０００

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１起，

阿根廷决定对涉案产

品实施临时反倾销措

施，为期４个月。

５ ３月２日 钢轮毂 ８７０８７０９０、８７１６９０９０

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起，阿根廷决定对涉案

产品采取ＦＯＢ离岸价

格每公斤３．１４美元的

临时最低限价措施，为

期４个月。

６ ３月２０日 不锈钢刀片 ８２１１９２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７ ３月２５日 窄幅混纺机织物
５２０８４３００、 ５２１０４９１０、 ５２０９４２１０、 ５２０９４２９０、

５２１１４２１０、５２１１４２９０

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起，

阿根廷决定采取ＦＯＢ

离岸价格每米３．１３美元

的临时最低限价措施，

为期４个月。

８ ５月１４日 可锻性铸铁管 ７３０７１９１０、７３０７１９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９ ６月４日
升降机或电梯用

卷扬机
８４２５３１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０ ７月７日
厨房用灶具点火

器
９６１３８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１ ９月９日 电动离心泵 ８４１３７０８０、８４１３７０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２ ９月９日
一次性塑料皮下

注射器
９０１８３１１１、９０１８３１１９ 调查进行中

１３ ９月３０日 氟氯甲烷 ２９０３４９１１ 调查进行中

１４ １０月１９日 电加热器 ８５１６２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５ １０月２９日 开关电压调节器 ８５１１８０３０、８５１１３０２０、８５１１８０９０、９０３２８９１１ 调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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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南方共同市场税号） 案件进展

１６ １１月２日

钢管（主要用于

石油或天然气

开采）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７３０４２９３９、７３０４２９９０、

７３０６２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７ １１月２４日 电扇 ８４１４５１１０、８４１４５１９０、８４１４５９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８ １２月２３日 轮胎
４０１１１０００、４０１１２０９０、４０１１６１００、４０１１９２１０、

４０１１９２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中阿两国政府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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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宣

布不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但是阿根廷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仍没有将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在调查中坚持采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对中国产

品进行估价，使中方在反倾销应诉时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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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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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政府应根据中

阿签署的备忘录，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取消歧视性政策。

（２）关于提交应诉资料的时间限制问题

阿根廷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要求涉案企业在４５日内向阿根廷贸易政策和管理副

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应诉材料，３０日内提交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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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政府采购

在政府采购方面，阿根廷第２５５５１号法令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优惠措施，优惠幅度在

５％—７％。在省一级政府也有类似优惠措施，这对外国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形成了障碍。

３１阿　根　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