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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巴西通报了大量技术性贸易措施，涉及漂白剂、汽车安全气

囊、灭火器、家用台式电风扇、宠物食品、橡胶绝缘手套、防尘过滤面罩，直管、环形管和

紧凑型荧光灯直流电电子镇流器、食品包装等方面。例如，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巴西发布

Ｇ／ＴＢＴ／Ｎ／ＢＲＡ／３４３号通报，欲对家用电器实施强制性认证，该法令对单相额定电压不

超过２５０Ｖ、其他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的家用电器的合格评定规定了一定的要求，强制

性认证由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ＯＣＰ）进行。提醒企

业密切相关标准的变化和修订进展，注意相关参数和要求的调整，做好必要的准备。

据部分中国企业反映，由于没有选择合适的付款方式，有部分巴西进口商在货物到

港后故意不提货也不付款，待到集装箱到码头９０天之后，通过拍卖低价获得货物，这种

行为严重违背商业道德，提醒中国出口商警惕这种情况，以免蒙受商业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２４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２．９％。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１４１．２亿美元，同比下降２４．９％；自巴西进口２８２．８亿

美元，同比下降５．３％。中方逆差１４１．６亿美元。中国对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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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其

零附件，车辆及其零附件，钢铁制品，纺织品等；自巴西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植物

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纤维素、纸张、动植物油脂、塑料、橡胶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巴西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１．１１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１３４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巴西完成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金额７１８３．５万美元。２００９年，巴西对华投资项目３０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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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关税管理的主要法律制度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３日第１３４３号法令。巴西联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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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是海关事务的主管部门，隶属于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海关政策、征收关税以

及实施海关监管制度等。

作为南方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又称南锥体共同市场）成员国，巴西与其他成员

国一起实行共同对外关税（ＣＥＴ）。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除了糖、汽车及其零部件之外，

均可免税流通。

对进口产品价值的确定主要分为以下五种：成交价、相同产品的成交价、相似产品

的成交价、减去法所得价（用零售价减去关税和佣金后的价格），用生产成本、利润和其

他费用计算得出的价。

在巴西，关税主要以ＣＩＦ价为基础计征。当海关对出口商申报的货物价值提出质

疑时，出口商可在８天内提出新的报价。进口商可以在３０天之内对出口商的新报价做

出反应。

为保护本国工业，巴西政府在征收进口关税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措施：设置最低限

价或参考价，并据此征税，如进口价低于最低限价或参考价，海关将另计征差价税；对低

报价或有倾销行为的货物征收附加税。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巴西海关税则，２００９年巴西９８０９个８位税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１．５％。其

中，资本品清单涵盖１２０１个８位税号，其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０．６％，主要涉及核反应堆及

其零部件、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煤气发生器、汽轮机、发动机、液体泵、空气泵或真空泵、

风机、风扇、空气调节器、炉用燃烧器、电气或非电气的冷藏箱、离心机、洗碟机、滑车及

提升机、起重机、叉车、机动推土机等。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清单涵盖７２个８位税号，其

简单平均关税为２．１６％，包括制版用的机器、器具及设备的印刷用版片、滚筒等，数字印

刷用辅助设备。

自２００９年６月起，巴西提高了７种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热轧板材和卷材

（７２０８２７９０、７２０８３８９０、７２０８３９９０）、冷轧板材和卷材（７２０９１６００、７２０９１７００）、碳钢厚板材

（７２０８５２００００１）的进口关税从原来的零提高到１２％，合金钢条（７２２８３０００）的进口关税

从原来的零提高到１４％。为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巴西政府目前正研究对矿石出口征

收５％的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巴西财政部长表示，巴政府将取消部分钢材进口关税。

巴西外贸委员会（Ｃａｍｅｘ）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发布第３８、３９号决议，延长了２７３种

资本货物和信息电信产品的进口从价关税优惠，税率分别为０％、２％和４％，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９日发布的巴西外贸委员会第４１号和４２号决

议，巴西降低了２５９种机械设备产品的进口关税，主要涉及发电、石化和钢铁等行业。其

中，２５０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将从目前的１４％降到２％，９种产品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

８％—１８％降到２％。该措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这是巴西政府２００９年第４次降低此类产品的进口关税，目的是弥补国内生产不足，刺激

工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另外，巴西对南共市共同对外关税例外清单做了部分调整，涉及１１４个税号，涵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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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章、８５章和９０章项下的大部分资本品，税率从之前的１２—１４％下调到２％，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巴西主要的进口管理措施都包括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发布的《进口管理规定》，２００４

年２月２日、２月１１日和５月３日的部门法令对其进行了修改。

（１）进口许可

巴西的进口许可证分自动许可和非自动许可两种。２００９年，巴西的自动进口许可

证清单涵盖的产品包括１０个８位税号项下的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批过程比较简单

且自动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包括约３５００个共同对外关税８位税号项下的产

品，约占总税号的３５．８％，涵盖除海关税则第４７、５１、５７、６６、６８、７７、８６和９１章以外

的所有税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需要经过卫生检疫、特殊质量测试

的产品，对民族工业有冲击的产品及高科技产品，以及军用物资等国家重点控制的产

品，具体涉及大蒜、蘑菇、绝大部分化工产品、绝大部分医药原料和成品、动植物产品、轮

胎、纺织品、玻璃制品、家用陶瓷器皿、锁具、电扇、电子计算器、磁铁、摩托车、自行车、玩

具、铅笔等。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由各相关机构发放。发展工业外贸部下属的外贸局（ＤＥ

ＣＥＸ）负责处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请及审批。进口商需要在出口国将货物装船前

通过“巴西外贸网”（ＳＩＳＣＯＭＥＸ）申请许可证。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收到进口商的申

请和通过巴西银行转来的有关文件后，要对进口商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进行审查和核对，

然后通过“巴西外贸网”将该申请转至其他相关部委和科研机构单位会签。会签结束

后，发展工业外贸部外贸局根据各方意见，并综合巴西外贸各方面的因素，对非自动进

口许可证进行审批。如批准，巴西发展工商部外贸局即将结果通过“巴西外贸网”直接

传至海关。

进口货物未获许可证则需缴纳该批货物海关估价的３０％作为罚款，如许可证失效

后货物才在出口国装船，则须缴纳该批货物海关估价的１０％或２０％作为罚款。

如要进口二手机械、设备和集装箱，则必须证明相关产品在巴西不生产或不能被巴

西产的其他类似产品代替，而与具体产品相关的工厂生产线、用于通信和信息产品维护

和修理的零部件和设备则不受此规定限制。

（２）进口禁止

巴西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酒（以超过５升的瓶子运输）、葡萄和葡萄汁（外国葡萄或

葡萄汁不允许用于生产酒类及其系列产品）、武器和弹药（军用之外的私自进口）、濒临

灭绝的动植物（ＣＩＴＥＳ列举的濒危动植物）、二手轮胎（自南共市成员进口翻新轮胎除

外）、二手消费品（禁止发放非自动进口许可证，除非进口用于教育和科研用）。

（３）进口配额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将棕榈仁油（南共市关税号１５１３２９１０）的进

口关税下调至２％，配额１５万吨，有效期１２个月。同时将碳素钢板（南共市关税号

７２０８５１００）的进口关税由１２％降至２％，配额３万吨，有效期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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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巴西决定将黄麻纤维（南共市关税号５３０３１０１０）的关税下调至零关税，配

额１０５００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配额外关税适用最惠国

关税８％。

２００９年，巴西决定将乙酸乙烯酯（南共市关税号２９１５３２００）的进口关税下调至２％，

配额６００００吨，有效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９日。配额外关税适用最惠

国关税１２％。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巴西的出口措施都包括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３日的第１２号《出口管理规定》中，２００４年２

月１６日、５月３日和５月１２日的部门法令对其做了修改。

（１）出口禁令

根据联合国决议，巴西禁止出口的情况有：向伊拉克、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塞拉利

昂和索马里出口武器和军事设备；可导致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材料和技术；海关税则第２９

章项下的部分有机化学品禁止向《蒙特利尔协议》的非签字国出口。另外，除非满足特

定条件并经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资源协会的许可，暂停原木（海关编码４４０３）出口。

（２）出口配额和许可证

巴西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须经各种相关机构的预先许可。２００８年，有６６３个８

位税号的产品须经许可，占总税号的６．８％，涉及发放许可证的部门有巴西卫生监督局、

国家核能源委员会、民用航空运输协调委员会、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资源协会、科技部、国

防部等。部分产品须经多个部门许可才能出口。

出口特定木材（松木、巴西胡桃木等）须根据特别规则并获巴西环境和可再生自然

资源协会许可。巴伊亚的紫薇科兰花楹属植物（南共市关税号４４０７２９９０）出口受特别规

则约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第７７号标准化规范对木制品及附属产品的出口程序做了规

定，包括松木、巴西胡桃木等。

（３）敏感产品出口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发布的第９１１２号法令，对敏感产品出口管制做了规定。潜在的

敏感出口产品由“敏感产品出口管制部际委员会”进行分析，该委员会由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

日发布的４２１４号法令设立，由科技部领导，主要负责制定有关敏感产品出口及其相关服

务的规章、标准、程序和管理体制。该委员会主要根据国际公约、条约以及与核、化学、生

物和导弹技术相关的不扩散体制来分析为出口许可而提交的申请。相关产品包括桃花

心木、巴西木和雪松等，受管制产品的清单定期更新，并由“敏感产品出口管制部际委员

会”批准。

（４）出口支持和相关税收政策

① 出口补贴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巴西经济部扩大了政府出口融资项目（Ｐｒｏｅｘ）准入企业的范围。

出口融资项目是对出口企业以优惠的补贴利率提供贷款，该项目主要适用于中小型出

口企业，２００９年，巴西政府降低了该项目的准入门槛，年销售额为３亿美元以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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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申请贷款，这将该项目的覆盖范围扩大为９００家企业，每年实际享受该优惠政策

的企业根据实际申请情况而定。

② 出口退税

巴西有关出口退税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第３７号法令、１９９２

年１月８日第８８０４号法令、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４５４３号法令、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外贸

秘书处第３６号部级法令（该法令规定了批准出口退税的程序和条件）。

巴西通过关税暂停征收、免除或返还等方式对促进企业出口。巴西的出口退税系

统还通过暂停征收进口用于生产或包装出口产品的设备和零部件的工业产品税、社会

安全税、社会一体化税等方式给企业提供优惠。相关优惠到期后一般不再延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巴西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税收促进措施，称之为“综合退税”，农

业综合企业是主要受益者。如果出口企业采购的货品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则免征５％

的工业产品税或９．２５％的社会一体化税／社会安全税。例如，在该促进措施下，巴西牛

肉出口商在购买饲料用玉米和大豆时，可以免征前述税收。该措施是一项重要的农业

促进措施，将影响三分之一的年出口量。目前，巴西９个独立的退税项目，分别有各自的

规则和税收促进措施，贸易部拟将分散的退税项目合并为一个项目。

③ 标准监管工业库房特别系统

巴西的标准监管工业库房特别系统是由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２日第２４１２号法令建立的，

并由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５日发布的联邦税收秘书处（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ＲＦＢ））第７５７号法令进行标准化规范管理。进口用于工业化改造和生产出口产品的货

物免征工业产品税、社会一体化税、社会安全税，为期一年并可视情况延期。进口商品

还可享受快速通关的待遇，无需在海关口岸办理清关手续。该系统主要用于航空业、汽

车业、信息和通信业、半导体和高科技电子行业的装配、改造和再调整。

巴西联邦税收秘书处对标准监管工业库房特别系统进行管理，加入该系统的企业

净资产不少于２５００万雷亚尔。企业出口额至少相当于通过标准监管工业库房特别系统

进口商品总值的５０％。信息和半导体行业的出口额不得低于１０００万美元，其他行业的

企业出口额不低于２０００万美元。

④ 出口加工区

巴西有关出口加工区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发布的第１１５０８号法

令（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０日第１１７３２号法令对其进行了修改）、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公布的第

６６３４号法令等。

第６６３４号法令在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经巴西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令对出口加工

区（简称ＺＰＥｓ）内的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国家委员会”对出口加工

区进行监管，并根据规定向出口加工区提供优惠。根据该法令，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在

其前２０年内，免征其进口货物（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使用的全新或二手资本货物）的７种

联邦税，包括进口税、工业产品税、社会安全税、社会一体化税等。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

采购本国商品，也减免联邦税。在巴西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在出口区之外经营的企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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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五年所得税，随后五年减免７５％的所得税。进驻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必须将其至

少８０％的产品出口，其余产品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但此部分产品需要缴纳各种联邦

税。如果“出口加工区国家委员会”认定某公司产品对国内竞争者造成损害，将对其采

取惩罚措施甚至包括在国内禁售。目前，有１７个出口加工区已获批准，拟加入出口加工

区的企业需要根据第６６３４号法令的规定向“出口加工区国家委员会”提交申请。

４．贸易救济制度

巴西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构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３０号法令，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１３５５号法令，１９９５年３月３０日第９０１９号法令（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修

订），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等。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的外贸秘书处第５９号法令对与贸易

救济调查相关的保密信息、时间限制以及非市场导向经济体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下属的贸易保护局（ＤＥＣＯＭ）负责审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

障措施的立案或复审申请，就是否发起该调查或进行复审提出意见；贸易救济局还负责

确定倾销幅度或补贴数额以及是否存在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等。巴西外贸委员会（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ＣＡＭＥＸ））就是否使用“国家利益”条款、临时反倾销、反补

贴措施的适用以及最终税率、根据复审是否改变或终止肯定性税率等方面做出最终决

定，该委员会还负责制订贸易救济调查的相关程序规定。

在特保措施方面，针对中国一般商品的特保法令有效期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根

据巴西特保法令，企业或行业提出特保请求后，政府应受理并在３０天内与中方磋商，以

达成减轻或避免行业损害的协议。如磋商未果，巴方将实施调查。

５．其他相关制度

２００９年，巴西出台了一系列税收和信贷调整政策应对经济危机：①继续减免以下产

品的工业产品税：建筑材料、汽车、卡车、摩托车、白色家电（冰箱、洗衣机、灶具）、面粉和

法式面包以及资本货物（如工业阀门、电子显微镜、风力发电机等），减免总额达３３亿雷

亚尔。②长期利率由每年６．２５％降至６％。③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对出口和购买资本货

物提供的贷款利息由１０．２５％降至４．５％。④建立信贷保障基金，为中小企业购买资本

货物提供贷款优惠。该基金由联邦政府出资４０亿雷亚尔（２００９年１０亿，２０１０年３０

亿），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和巴西银行负责贷款管理。

巴西将玩具产业正式列入政府工业生产发展政策的清单之中，这意味着该行业将

获得更多的特殊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恢复政府信贷支持、免税、实施政府采购用于教育

等。目前，巴西玩具市场份额中，巴国产玩具占５５％，中国产玩具占４５％。巴玩具厂商

希望到２０１０年在现有５５％的基础上再赢得１０％的市场份额，为保护本国产业，巴海关

将通过加强报关监管、改变进口自动许可方式等措施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６．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９年，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ＡＰＥＸ）和世界银行联合开展一项计划，通过在各州

建立促进投资的办事机构，以扩大外国在巴西投资规模。巴西政府将首先在帕拉州

（Ｐａｒ）、伯南布哥州（Ｐｅｒｎａｍｂｕｃｏ）和巴伊亚州（Ｂａｈｉａ）州开展试点，然后逐渐扩大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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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州。这类办事机构的职能主要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帮助，使其适应当地投资

需求。

２００９年，巴西政府设立专门的进出口银行（Ｅｘｉｍｂａｎｋ），将目前由巴西银行（ＢＢ），巴

西国家社会经济开发银行（ＢＮＤＥＳ），财政部和其他部委负责的业务集中到该银行。新

设立的进出口银行主要负责对出口企业融资。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巴西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是《外国资本法》，其实施细则是１９６５年第５５７６２号

法令。巴西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有《外资管理法施行细则》、《劳工法》、《公司法》、《证

券法》、《工业产权法》、《反垄断法》和《环境法》等。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为促进本国工业的现代化，开发国土自然资源，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增加政府的

财政收入，巴西政府积极鼓励外国企业到巴西进行投资。其主要的优惠政策包括：给予

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对外资给予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巴西境内生产的产品，如向第

三国出口，可向巴政府申请出口信贷和保险。

巴西现行“引资计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ＩＰＡ）建立在一系列国家

层次的机构调整变化之上。从２００５年开始，ＩＰＡ中的投资促进事务由巴西出口投资促

进局（ＡＰＥＸＢｒａｓｉｌ）负责。出口投资促进局旨在促进巴西的出口，其工作目标是：增加

出口企业及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量和出口值；开辟新市场，加强传统市场；增加收入和

就业机会。该局提供经营管理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培训和认证服务，并帮助产品及其加

工过程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需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口投资促进局设立了投资

机构，负责吸引外资进入巴西。不同行业的外资政策一般由负责该行业的政府部委具

体负责，例如能矿部、通信部、交通部、发展工业和外贸部、中央银行、农业部等。一些重

大项目的外资政策还需总统最后批准。

巴西各州设立了地方一级的投资促进机构目前已有１５个地区建立了投资促进机

构，它们分别是阿克里州发展局（ＡＮＡＬ）、阿拉戈斯州经济发展中心、阿马帕州发展局

（ＡＤＡＰＴ）、亚马逊州促进局（ＡＦＥＡＭ）、巴伊亚州贸易与投资促进局、联邦区政府发展

与外贸局、圣埃斯皮里图州发展局（ＡＤＥＲＥＳ）、戈亚斯州促进局（ＧＯＩＡＳＦＯＭＥＮＴＯ）、

伯南布哥州经济发展局（ＡＤＩＰＥＲ）、南里奥格兰德州促进局（ＡＧＮ）、米纳斯吉拉斯州工

业发展局（ＩＮＤＩ）、里约热内卢工业发展局、罗赖马州促进局（ＡＦＥＲＲ）、圣卡塔琳娜州促

进局和巴拉那州促进局（ＡＦＰＲ）。

２．投资经营的税收政策

根据巴西的鼓励港口投资计划，巴西政府对港口机械设备免征工业产品税、社会一

体化税、社会保障税等。对于本国没有生产的港口机械设备，可免征进口税。该鼓励措

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免征部分资本产品以及软件产品等的工业产品税。具体产品涉及：农用拖拉机、蒸

汽锅炉零件、汽轮机零件、泵类零件、非电热的工业或实验室用炉、皮革制品的制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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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冶金、炼焦、铸造机械等１４种资本产品；信息处理器用的软件ＣＤ或ＤＶＤ母片（不包

括音像制品和其他软件）；用于制作发票的机器等。

为鼓励开发巴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巴西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国投资（必须是

合资形式，而且巴西方面控股）实行免征１０年企业所得税，从第１１年起的５年内减征

５０％；免征或减征进口税及工业制成品税；免征或减征商品流通服务税等地方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巴西政府宣布，对外国证券投资征收２％的赋税，以打击追求短

期利益的外国投机资本，防止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快速升值，影响巴西的出口，但外

国直接投资除外。

３．限制、禁止投资领域

巴西政府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断，并

对电信、电力行业实行私营化（根据规定，外资通过参与巴企业私有化进入巴西市场，至

少６年之后才能撤资）。另外，巴西已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新闻媒体、海关保税仓库、近海

航运、高速公路等领域的融资和服务。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巴西副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巴

西开放再保险市场。这项新法令规定巴西再保险市场的经营者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的

“本地经营者”，也可以是总部设在巴西之外的经营者，从而结束了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

在该行业的垄断地位。但为了保证巴西本国企业的利益，该法令同时规定，在法令生效

（２００７年１月生效）后３年内，巴西６０％的再保险市场份额将由巴西国家再保险公司和

其他本地经营者占有，之后这个份额将有所降低。

４．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措施

① 以外国货币投资的形式在巴西进行的投资不必事先经巴西政府批准。在巴西投

资建厂或获得现有巴西企业的所有权，只需通过巴西有权进行外汇操作的银行将外国

货币汇入巴西。外资注册由巴西受益企业向巴西央行提出申请，申请应在外汇买卖合

同成交后３０天内进行，申请时应同时提交资金的资产化证明。

② 由外国信贷转化的投资须事先经巴西央行批准。经批准后，应进行象征性的外

汇买卖操作。巴西企业应在３０天内将该资金资产化，并向巴西央行提出外资注册申请。

③ 以实物形式进行的投资，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ａ．进口通关

以投资形式进入巴西的进口商品受非自动进口许可证（ＬＩ）的管理，“二手货”（指旧

货）或享受税收优惠的商品在通关时须接受“同类产品审查”，若发现巴西有同类产品生

产，则进口会受到一些限制。进口的“二手货”必须用于能促进巴西经济发展的项目。

巴西海关政策委员会可对投资进口的机械、设备上调或下调３０％的进口关税。上调或

下调的幅度取决于投资地区的特点、机械设备的技术水平及进口前的耗损程度。

ｂ．资产融合

以进口货物、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进行的投资必须在通关后１８０天内融入目标企

业资产。在进口商品融入企业资产之前，进口商品应以“追加资本”的名义记在投资者

名下，记录时按商品通关之日的汇价将商品价值转换成雷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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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股权收购

根据巴西《公司法》，股权收购实现对巴西上市公司的兼并，可通过现金或股权交换

来完成。股权收购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有表决权的股票，以确保对公司的控制权。这

一过程应通过金融机构完成，且受其担保。收购通知书要对受让方身份、认购股份、价

格和其他支付条款、收购程序以及其他收购条款和条件进行披露。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巴西政府相继出台了《工业产权法典》（１９７１年第５７７２号法

令）（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设计和模型、商标等）、《著作权法》（１９９８年）、《计算

机程序著作权保护法》（１９９８年）、《生物安全法》（１９９５年）、《种子法》（１９９７年）等法律法

规，保护和激励知识创新，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近年来，巴西不断修改和完善专利制度，

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１９９６年，巴西通过第９２７９／９６号《工业产权

法》，引进新的工业产权制度，该法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５日生效，该法特征之一是明确了医

学、化学、药物和食物产品等方面的专利权。

设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巴西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审查和批准专利申请、登记注册商标、

审批引进技术等工作。该局隶属于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２００４年，巴西又成立了一个由

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机构—“打击盗版和制止侵犯知识产权全国委员会”。

巴西专利保护的法律依据为《宪法》第２９章第５条和第９２７９／９６号《工业产权法》。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都可以提出专利申请或工业设计的注册登记，专利申请只在巴西领

土范围内有效，国家对专利给予有效保护。发明人就其发明创造成果可以在巴西申请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允许化学产品、医药和食品的生产方法申请

专利，转基因微生物可以申请专利。但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不符合道德规范和文明

礼貌要求（发明创造违背、不尊重宗教信仰），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发明创造违反法律和

公共安全），损害公共福利（发明创造不利于身体健康）；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只有那些不改变产品或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的设备、机械、装置，提炼方法等，可以申

请专利权）；生物的全部或部分（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转基因微生物除外，即新颖性，创

造性和实用性，不能仅仅是一项发现）。

巴西商业秘密主要受《工业产权法》第１９５条的保护。除此之外，《巴西不正当竞争

法》的刑事部分、《巴黎公约》和《与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等国际条约也对商业

秘密进行保护。通过取得合同或者雇佣关系（甚至在合同结束之后），直接或间接以非

法或欺诈手段，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内泄漏、开发或者

使用机密、信息或有用数据都被认为是犯罪。但已被公众所获悉的信息或数据，以及具

有一般技术技能的人所熟知的知识除外。

巴西《宪法》第５章和第９２７９／９６号《工业产权法》对商标保护做出了规定。巴西已

签订的《巴黎公约》和《与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等国际条约也是商标权保护的

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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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权法》第９２７９／９６部分规定“视觉上可感知的、具有可区别性、不为法律所禁

止的标识，用以区别他人商品或服务，包括产品的形状和包装”均可注册，但商标仅仅是

颜色或颜色的名称不能注册，除非其使用或组合具有可区别性。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包

括：禁止模仿、复制第三人商标中的可识别性因素，或与他人所有的名称存在关联性或

混淆性；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或与之相类似；与已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学、艺术或科学

作品的词语或标题相混淆或类似的：与工业外观设计权相类似。

２．认证制度

巴西标准化体系的组织架构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

量理事会（ＣＯＮＭＥＴＲＯ），是标准化体系的领导和决策机构；第二层是国家计量、标准

化和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是执行机构；第三层包括标准化、质量控制及产品认

证、法定计量等３个分体系，分别由巴西技术标准协会（ＡＢＮＴ）、巴西质量管理协会

（ＡＢＣＱ）和国家计量研究所（ＩＮＰＮ）负责；第四层是工业、贸易和消费领域的广大用户。

其中，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为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理事会提供技

术支持，并执行ＣＯＮＭＥＴＲＯ提出的计量和质量方面的国家政策。

巴西技术标准协会（ＡＢＮＴ）成立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是政府认可的非营利性社团组

织。其主要业务是研究制定巴西标准（ＮＢ），开展产品质量认证及其他与标准化相关的

活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区域标准化活动。巴西技术标准协会下设５８个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制定的标准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环境等方面，经政府批准后须强制执行，如就建

筑用钢材、儿童用自行车、玩具、汽车用安全玻璃等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

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是巴西的国家认可机构和标准制定

组织。巴西的认证制度分强制性和自愿性认证，大多数的产品属自愿认证，然而近年来

需要第三方认证的产品类别不断增加，包括医疗电器设备、电线设备、电线电缆、插头和

插座、危险场所设备、灭火器、住宅用软管和调节器、头盔和玩具等。需强制性认证的产

品，认证合格后必须附有强制性的ＩＮＭＥＴＲＯ标志及加贴经ＩＮＭＥＴＲＯ认可的第三方

机构的标志，方可进入巴西市场。

３．税收制度

巴西的税制较为复杂，按行政层级分为联邦税、州税、市税三级，政府对税收采取分

级征收和管理的办法。联邦税包括所得税、工业产品税、进口税、出口税、金融操作税、

临时金融流通税、农村土地税等；州税包括商品流通服务税、车辆税、遗产及馈赠税等；

市税包括社会服务税、城市房地产税、不动产转让税等。此外，企业还要负担各种社会

性开支，如、社会保险金、工龄保障基金、社会一体化计划费、社会安全费等。目前，巴西

政府拟对巴西税制进行改革，简化税种，采取收入高多纳税，收入低少纳税的原则。巴

西政府对税收采取联邦、州、市分级管理，税收的优惠只能在各自授权范围内进行。但

根据统一法令，国家可在全国范围内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实行税收减免。

４．政府采购制度

巴西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实行联邦、州、市分级管理。联邦计划预算与管理部负责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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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采购法规政策起草、制定及监督管理。在计划预算与管理部下增设专门机构—

物流和信息技术局，专门负责起草、制定政府采购法规政策和推广电子政务，该局设有

政府采购处、规范与标准处、信息发布与管理处、电子政务处。

巴西联邦有关政府采购的现行基本法律，主要包括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８６６６号法律

《招标采购法》和２００２年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电子采购法》。第８６６６号《招标采购法》是

巴西政府采购的基本法律，对在联邦政府、州、联邦区和自治市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公共

工程、服务（包括广告）、采购、转让和租赁事项的投标并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事项予以

规范，对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投标、政府采购合同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７日颁布的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电子采购法》，对货物和普通服务可采取交易

室投标模式即利用电子信息系统进行采购做出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０年公布的３５５５号法

令是对第８６６６号法律的补充，规定了联邦政府采购的一些临时措施。２００５年公布的第

５４５０号法令是对联邦第１０５２０号法律电子采购的补充规定。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１２３号法律属于联邦补充法，对微型、小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

的区别对待措施进行了规定。

５．自由区

巴西主要的港口有桑托斯、里约热内卢、巴拉那瓜、累西腓和维多利亚。巴西在上

述口岸设立了各种形式的自由区，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仓库和转口区等。比较

知名的是马瑙斯自由区。

６．原产地制度

巴西的原产地证明分三大类：向南共市成员国出口所需的原产地证、向拉美一体化

组织成员国出口所需的原产地证和享受普惠制的出口所需的原产地证。原产地证一般

由巴西商业协会联合会颁发，加工产品的原产地证可由巴西工业联合会颁发，有效期均

为１２０天。

① 南共市成员国的出口。南共市成员国间的贸易，以下商品需出示原产地证：列入

非共同关税过渡清单的商品；商品本身未列入过渡清单，但商品生产所需原料、零部件

被列入过渡清单的；受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限制的商品；南共市贸易委员会决定的

其他商品。事实上，上述规定几乎包括了所有商品。下列产品可获得南共市原产地证

明：商品生产全过程都在南共市进行，所用生产原料也全来自南共市；使用从非南共市

进口原料加工的产品，或从非南共市进口散件加工装配的产品，如果进口部分的到岸价

未超过产品出口离岸价的４０％；冶金、通信、集成电路等产品，要符合专门的更为严格的

原产地标准。

② 拉美一体化组织的出口：与南共市要求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进口部分的到岸价不

得超过出口离岸价的５０％。

③ 享受普惠制的巴西产品出口，美国、欧盟等给惠国分别制定了原产地标准，对不

同税则号的商品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规定。例如，巴西向欧盟出口的非针织或非钩编的

服装，如欲获得巴西原产地证，则从纱生产起（包括生产纱）的流程都要在巴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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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漂白剂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巴西卫生监督局（ＡＮＶＩＳＡ）向ＷＴＯ通报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第７５号决议草案《漂白剂，含次氯酸盐的漂白液》。该技术法规规定了漂白剂类产品的

定义、一般特征、许可添加的活性物质和协同物质、性状、标签上的警示语，从而降低对

人类健康的风险。它还废止了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５日的第８９号行政法案。

２．乘客混合运输用城市无障碍车辆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ＩＮＭＥＴＲＯ）向ＷＴＯ通

报了《关于乘客混合运输用无障碍车辆道路特征的部颁法案草案》，规定了乘客混合运

输用城市无障碍车辆道路特征的合格评定程序。

３．车辆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巴西联邦政府公报，巴西总统卢拉已经签署法令，要求今后所有

在巴西销售的车辆，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车，都必须安装前座安全气囊。根据该法令，

除供出口的汽车外，所有在巴西生产的汽车必须安装安全气囊，其他在路面行驶的车辆

在５年内也必须安装这一装置。

４．灭火器

２００９年６月４日，由该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的，关于灭火器合格

评定程序的第１６０号部颁法案。涉及灭火器及灭火器部件，喷水枪和消防喷头。其合格

评定程序草案规定了依照草案中提及的标准进行符合性认证分析和测试的要求。

５．食品包装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巴西卫生监督局发布Ｇ／ＴＢＴ／Ｎ／ＢＲＡ／３３３号通报，修订２００９

年５月２６日的第３０号决议草案中有关食品包装的相关技术法规。该技术法规规定了

总的和特定迁移测定，并且适用于下列与食品接触的包装和设备的一般标准：专门由塑

料组成的；由两层或多层材料组成，每一层专门由塑料组成的；由两层或多层材料组成，

一种或多种材料可能不是专门由塑料组成，但接触食品层是塑料的。该通报将在批准

之日生效。

６．台式电风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了Ｇ／ＴＢＴ／Ｎ／ＢＲＡ／

３３５号通报，标题为：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由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的，关

于家用台式电风扇强制性技术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第１４３号部颁法案。该技术法规

草案和合格评定程序规定了在巴西销售的家用台式电风扇的强制性标签技术要求。

其拟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批准。拟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生效。提意见截止日期：通报后

６０天。

７．宠物食品

２００９年８月５日，巴西农畜食品供应部发布第３０号规范指令，通过了关于宠物食

品注册、标签以及广告宣传的规定和办理程序，以及免于注册产品的相关规定。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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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包装完整，标签信息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或英语，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批

次、生产日期、保质期和厂名厂址等。

８．橡胶绝缘手套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２２９号令，通过了

橡胶绝缘手套的技术法规。根据该法规的规定，自法规公布后１４个月内，所有生产和进

口的橡胶绝缘手套必须符合该标准评估规定；自法规公布后２４个月内，所有批发和零售

的橡胶绝缘手套必须符合该标准评估规定。

９．防尘过滤面罩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２３０号令，通过了

半脸式防尘过滤面罩的技术法规。根据该法规的规定，自法规公布后１４个月内，所有生

产和进口的半脸式防尘过滤面罩必须符合该标准评估规定；自法规公布后２４个月内，所

有批发和零售的半脸式防尘过滤面罩必须符合该标准评估规定。

１０．荧光灯直流电电子镇流器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与工业质量协会发布第２６７号令，修改了

直管、环形管和紧凑型荧光灯直流电电子镇流器的技术标准。自该令公布后１８个月内，

巴西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所有直管、环形管和紧凑型荧光灯直流电电子镇流器都必须符

合上述规定。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９年３月９日，ＷＴＯ敦促巴西降低进口关税以改善其投资环境。根据ＷＴＯ资

料，巴西的简单平均关税由２００４年贸易审议时的１０．４％上升到了２００８年１月的

１１．５％。巴西最高３５％的关税主要适用于轮胎、纺织服装和汽车。

（二）进口限制

２００９年，巴西在进口许可证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范

围广，审批程序比较繁杂，涉及的部门或机构多。尽管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网站公布了

需要申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产品类别，但尚缺乏有关非自动进口许可要求的具体信

息，以及披露主管部门拒绝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的具体细节。此外，进口商常被以非

正式和非官方的方式告知，进口许可证的发放还需满足最低进口价格要求。该最低进

口价格系由巴西政府在经国内产业请求后，与国内产业协商确定，并由海关在边境实

施。满足最低进口价格是获得进口许可证的前提条件和计算进口商品海关价格的基

础。最低进口价格措施完全缺乏透明度，不仅没有实行该措施的法律基础，巴西也没有

公布任何有关最低价格具体数额的信息。

巴西上述做法主要涉及以下税号的产品：８５１８２１（单喇叭音箱）、８５１８２２（多喇叭音

箱）、８５１８２９（其他）、９００３１１（塑料制眼镜架）、９００３１９（其他材料制眼镜架）、９００４１０（太阳

镜）、９００４９０（变色镜）、９６０３２９（其他，画笔、毛笔及化妆用的类似笔）。

中方对巴西上述措施与ＷＴＯ相关规则的一致性表示关注，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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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第１．３条和第３．２条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巴西在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巴西对进口产

品实行非自动许可程序是为了达到重要目标，如保护人类、动植物的健康和环境等。然

而，从受影响的具体产品来看，对中国产品的控制与达到上述重要目标无密切联系。因

此，巴西的实际做法与其向ＷＴＯ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通报的范围和目的不符。巴西对

中国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程序的目的纯粹带有保护性，其目的是统计监测外贸政策

关注的部分产品的贸易流量并跟进（ｆｏｌｌｏｗ）相关征税操作。巴西的做法是对非自动许

可程序的不合理应用，阻碍了中国产品顺利进入巴西市场。巴西可以出于保护环境和

人类及动植物健康的目的限制某些商品的贸易，但这些理由不应成为贸易歧视和贸易

保护的借口。另外，巴西通过强制实施最低进口价格的方式发放非自动许可证，且未公

布最低进口价格的具体数值以及实施最低进口限价的原因。

中方认为，巴西上述做法与《进口许可程序协定》前言中“非自动许可程序的行政负

担不应超过为管理该措施所绝对必要的限度”的原则及《进口许可证协定》第１．３条和第

３．２条项下“防止许可程序可能引起贸易扭曲”和“除实行限制所造成的贸易限制或贸易

扭曲作用之外，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品产生此类作用”的规定的一致性值得商榷。

２．《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第３．３条

巴西海关处理非自动许可申请的时间过长且缺乏透明度。在不批准许可证时不提

供任何原因和具体信息。巴西以达到海关最低标准价格作为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的

前提，这一做法缺乏国内法律依据，且海关最低价格也没有公开，与《进口许可证协定》

第３．３条“各成员应公布充分的信息”要求不符。

３．《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第５．１条和第８．２条（ｂ）项

巴西对中国产品实施的非自动许可程序超出了非自动许可证的管理范围，但未向

进口许可证委员会通报，例如，巴西没有向进口许可证委员会通报其以最低进口限价作

为批准进口许可证的前提。中方认为，巴方未充分履行其在《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第５

条第１款和第８条第２款（ｂ）项下的义务。

４．《海关估价协定》第１至７条

《海关估价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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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在海关估价时设定最低限价，并将最低

限价与批准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挂钩，与《海关估价协定》的估价原则不符。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巴西一项有关产品通关的第１２０１６号法令生效，该法令使进口

易腐烂产品或随时间贬值的商品（如高科技产品）很容易遭受损失。此法令生效前，当

进口货物因产品归类问题在海关被扣押时，进口公司通常向法院申请放行货物的指令。

大多数情况下，进口商提交一些保证金便可使货物放行。但根据新法令，与进口货物相

关的情况不能适用此种指令。这将使进口商今后在处理需要马上放行的货物方面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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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另外，根据巴西法律规定，如果集装箱在到港９０天后仍无人认领，将由巴西联邦税

务局负责拍卖或捐赠，若为假冒伪劣产品则销毁。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以来，从中国出口到巴

西的许多货品，在运达巴西各港口后，巴西的进口商由于汇率波动之后无利可图便迟迟

不去提关，大批已运至当地的商品搁置于海关码头，致使中国出口企业受到严重损失。

部分中国企业反映，由于没有选择合适的付款方式，有部分巴西进口商在货物到港

后故意不提货也不付款，待到集装箱到码头９０天之后，通过拍卖低价获得货物，这种行

为严重违背商业道德，提醒中国出口商警惕这种情况，以免蒙受商业损失。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巴西发布Ｇ／ＴＢＴ／Ｎ／ＢＲＡ／３４３号通报，欲对家用电器实施强制

性认证。该通报来源于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协会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７日发布

的第２２８号部颁法令（征求意见稿）。该法令对家用电器的合格评定规定了一定的要求，

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家用电器触电（电击）、短路和着火的危险。法令针对单相额定电

压不超过２５０Ｖ、其他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８０Ｖ的家用电器，产品属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系列标

准范畴。法令规定了产品不适用范围、采用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以及认证标志等内

容。法令使用的合格评定方式为强制性认证，有两种取得认证的方式：测试＋质量管理

体系评估；批量认证。强制性认证应由ＩＮＭＥＴＲＯ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ＯＣＰ）进行。

认证标志应加贴在产品及产品包装上。

巴西的产品认证分为强制性认证和自愿性认证两种，主管机构为ＩＮＭＥＴＲＯ。强

制性认证的产品包括医疗器械、断路器、危险场所使用的设备、家用插头插座、家用开

关、电线电缆、荧光灯镇流器等。而家用电器、消费类电子（音视频产品）、信息技术设备

和灯具等整机产品都属于自愿性认证范畴。现在，上述法令将家用电器纳入到强制性

产品认证范畴，可见巴西官方机构意识到家用电器安全对于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性。

该法令虽然处于草案阶段，正在征求意见，但值得已经或准备进入巴西市场的家电企业

注意，提前做好准备。

自２００７年８月起，巴西执行了严格的新玩具进口法则（见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０８２／０７）。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生效的新法令，重申了输入巴西的玩具需通过认证，不能提供当地认证机

构所出具证书的玩具不能通关。但仅用于加工而非作为玩具销售的玩具部件不需要认

证。所有进口玩具需贴有合格标签，只有通过认证的产品才可加贴合格标签，不允许在

玩具的包装上预先印制合格标签。新法令承认巴西以外经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测试报

告（依据ＮＭ３００系列标准），但须提供报告正本的葡萄牙语翻译文本，翻译可以在巴西

或国外进行，但需带有报告签发者认可的签名和报告签发者的联系方式。在该法令颁

布日期前已开始认证程序或持有有效证书的企业可以在该法令颁布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

日）起１２个月内适用ＩＮＭＥＴＲＯ第３２６号法令（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和第３７６号法令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的规定。虽然新规定相比之前有所放宽，但是仍显繁琐，给出口商

造成了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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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９年，巴西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４起，涉及钢铁、纺织等行业，包括合成纤

维毯、合成纤维针织布、桌上用玻璃器具、手动拉钉枪等。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一次对中国

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巴西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４６起反倾销调查

案件，涉及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产品。

１．２００９年，巴西对中国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４起，主要情况如下：

表１：２００９年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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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税号（南共市） 案件进展

１ ５月１４日 合成纤维毯 ６３０１４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 １１月３日 合成纤维针织布
６００４１０２０、６００４９０２０、６００６９０２０、６００６４１００、

６００６４２００、６００６４３００、６００６４４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３ １１月２４日 桌上用玻璃器具 ７０１３４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４ １２月３０日 手动拉钉枪 ８２０５５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根据中巴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关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巴政府在备忘录中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

位，但巴西仍然根据其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０２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

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巴西没有及时修改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也没有纠正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中的错误做法，这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正当

利益。

巴西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反倾销复审中，以第三方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

出口产品正常价值，既选发展中国家，也选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

动力和生产资料等成本都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的价格数据为基础确定的中国产

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存在倾销是不负责任的，这在

２００８年巴西发起的圆珠笔、一次性注射器反倾销案中表现尤为明显。巴西在对进口自

中国的圆珠笔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法国作为替代国计算正常价值，认定中国涉案产品的

相对倾销幅度为７８３．５％；在一次性塑料注射器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以墨西哥向法国出

口的价格作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由相关数据算得中国涉案产品的绝对倾

销幅度为１４．９美元／千克，相对倾销幅度为６８３．９％；在２００９年巴西对进口自中国的手

动拉钉枪反倾销调查中，选取德国作为替代国，由此确定的正常价值为４５．１４美元／千

克，而确定的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仅为２．３３美元／千克，虽尚未终裁，但由上述数据由此

计算获得的绝对倾销幅度高达４２．８１美元／千克，相对倾销幅度竟然达到１８３７％。

另外，在确定正常价值的过程中，数据采集往往很草率随意。在２００８年的鞋靴案

中，根据申诉方提交的资料，以四家意大利公司鞋靴产品的发票为依据确定的正常价值

为３１．９６美元／双，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此确定的所谓正常价值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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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实际情况，而且意大利生产的鞋靴产品因为品牌和传统优势，生产的产品具有高附

加值，其市场价格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出口鞋靴产品的参照价格，由于上述错误的处理方

式，导致中国鞋靴产品的绝对倾销幅度为２５．９９美元／双。在对中国快换系统钻头（ＳＤＳ

钻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巴西仅以一家德国公司的产品价目表为基础，就得出中国

产ＳＤＳ钻头的正常价值为１０．５７美元／件，没有做任何实际分析和比较，缺乏科学性和

准确性。

（六）政府采购

巴西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方，工程承包市场开放度不高。虽然法律上

允许外国供应商（在巴西成立公司或设立的代表处）获得国民待遇，但是在同等出价的

情况下，本国商品或服务会优先中标。例如，巴西非盈利性医院等部门在采购过程中存

在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的不透明措施。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航空服务领域，未在巴西设立公司、代表处或其他商业存在的外国投资者，不能直

接投资巴国内公共航空领域。外资在民航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２０％。只有巴西公民和

在巴西设有办公场所并营业的公司才能拥有悬挂巴西国旗的船舶。

在公路货物运输领域，外资拥有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能超过２０％。企业必须以股份

公司的形式存在，并且只能发行记名股票。在国际道路运输领域，只有由《国际道路运

输协定》七个成员国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定》成员国的公民持有过半数表决权股份的

公司才能经营。

（二）投资经营壁垒

巴西税收负担沉重，税法繁多且内容繁杂，有时还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对外国投

资经营者构成较大的障碍，提请关注巴西市场的企业在考虑投资成本前充分了解巴西

的税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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