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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公布了新的投资指南，常规性的优先投资领域有出口、

农业、渔业、基础设施等。临时性的优先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保持、增加投资或创造

就业的行业。限制投资领域包括银行及金融机构、零售、服务、小型矿业等。提醒欲投

资菲律宾的中国企业关注该投资指南，根据菲律宾投资政策的优先领域调整投资策略。

２００９年，菲律宾颁布了众多国家标准，包括轮胎、玻璃制品、烟花、甘蔗酒、蔗糖等。

提醒产品出口至菲律宾的相关企业关注菲律宾产品的国家标准，确保出口产品达标。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０５．３亿美元，同比降低

２８．３％。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８５．８亿美元，同比降低６．０％；自菲律宾进口１１９．５

亿美元，同比降低３８．８％。中方逆差３３．７亿美元。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

器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

钢铁、车辆、玩具及运动用品、鞋靴等。自菲律宾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电器设备、机械设

备、矿砂、矿渣及矿灰、铜及其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光学、医疗仪器设备、食用水果及坚

果、玩具及运动用品、铝及其制品、矿物燃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菲律宾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６４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１２６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非金融类企业对菲律

宾投资４２６８万美元。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对中国投资项目３９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１亿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主要是２００１年修订的《１９９１年海关法》。该法对

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货物海关估价、税费征收及海关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菲律宾关

税委员会主要负责关税政策的制定，包括关税的减让、变更、退还，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

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施的调查工作。菲律宾财政部下设的关税局主要负责

关税法律的具体实施和进出口关税、进口产品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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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税管理制度

菲律宾对大部分产品征收从价关税，税率范围为０—６５％，但对酒精饮料、烟花爆

竹、烟草制品、手表、矿物燃料、卡通、糖精、扑克等产品征收从量关税。工业用的食品和

其他产品免交进口税。电器产品、木材、照相设备和耗材、家具、汽车及零件的进出口税

率为２０％，化妆品和香水进口税率为３０％。

根据２００５年公布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菲律宾

对纳入《货物贸易协议》范围的中国产品实施优惠税率，其余产品按最惠国税率征收关

税。菲律宾于２００６年对纳入“早期收获”方案的中国蔬菜和水果等２１４类产品实施零税

率。根据《货物贸易协议》的相关承诺，菲律宾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前逐步将从中国进

口的正常产品关税降为零；在２０１２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２０％，到

２０１８年降为０—５％；在２０１５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高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５０％。菲律宾

２００９年６月颁布了第８１４号行政令，对纳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下的正常产

品削减关税。目前，除原进口关税为０—５％的正常产品维持原状外，进口关税为２０％以

上的正常产品已降为１２％，原进口关税为５％—２０％的正常产品已降为５％。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年财政年度，菲律宾平均关税为７．０７％，其中按部门划分，农业１１．９４％，采矿

业２．３４％，制造业６．２４％。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在关税水平方面的调整主要如下：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８５０号行政令，削减大部分产品关

税，实现了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将自东盟进口的绝大多数产品关税削减为零的承诺。该

行政令涉及所有关税税目的１７％约１５００种产品，包括：汽车及其配件、部分水果、蔬菜、

咖啡豆、烟草、白酒、加工肉、化学品、汽油、钢铁和胶合板等。根据该行政令，玉米、谷

物、木薯、禽肉和猪肉等占关税税目０．７％的敏感产品的关税将降至５％。

菲律宾政府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征收瓷砖进口保护性关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菲律宾贸工

部长签署命令，将瓷砖进口保护性关税由每公斤１．８６比索降为１．８０比索。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菲律宾颁布了７６５号行政命令，将小麦及饲料小麦的关税分别由３％

和７％调整为零关税。２００９年６月，菲律宾贸工部颁布８１８号行政命令，将小麦进口零

关税延长６个月，同时对饲料小麦附加７％的进口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菲律宾颁布了７６６号行政令，决定撤销５％（对贸易最惠国）及３％

（对东盟国家）的水泥进口税。２００９年６月，菲律宾颁布的８１９号行政令将该政策延长

了６个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菲律宾贸工部长表示将不再延长水泥进口零关税政策。

２．进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将进口商品分为三类：自由进口产品、限制进口产品和禁止进口产品。菲律

宾绝大多数商品为自由进口产品。限制进口产品必须经过菲律宾政府机构如农业部、

食品药品局核实发放的进口许可证才能进口。

禁止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损害公共健康、国家安全、国际承诺和当地工业发展的商

品，具体包括：炸药、武器类；含有煽动暴乱或颠覆政府等内容的手写或印刷物；淫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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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非法堕胎药或其广告等；赌博用品；彩票，但经菲律宾政府授权的除外；金银及其

他贵重金属类；违反《食品药品法》的伪造食品或药品；大麻及鸦片等麻醉药品；鸦片烟

枪及零件；二手衣物；玩具枪。此外，菲律宾政府还禁止进口二手车，但来自特别经济区

进口的二手车除外。

限制进口产品包括：无水醋酸、大米、氰化钠、氟利昂及其他臭氧消耗物质、盘尼西

林及其派生物、精炼汽油产品、煤及其派生物、制造炸药的各种化学品、育种用洋葱、大

蒜、土豆、包菜、含农业化学物质的杀虫剂、摩托车及其配件、二手卡车及汽车轮胎等、二

手摩托车、自社会主义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军舰、放射性物质、超过５０００比

索的已不再发行的菲律宾货币、本地产量充分的农产品。

此外，菲律宾还对鸡、鸭等多种农产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配额内关税一般为

３０％—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６５％。

３．出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大部分产品可自由出口，但对少数产品实行出口管制，分为禁止出口和限制

出口两大类。禁止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苎麻种子及幼苗、部分野生动物及活鱼等。限

制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矿产、水泥、石油及石油产品、军火及部分植物原材料等。出口

限制产品必须事先获得菲律宾农业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等国家主管单位的许可。

依据菲律宾《综合投资法典》、《出口发展法》和其他法规的规定，菲律宾对符合条件

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产品规定了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包括：简化出口手续并免征

出口附加税，进口商品再出口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辅助以及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

本设施，免税进口生产出口商品所需原料，保留１００％的出口外汇所得，给予出口融资，

出口信用担保等。此外，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和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内的出口加工企

业，还可享受原材料、关税等方面的鼓励措施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菲律宾的贸易救济法规主要包括《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菲律

宾贸工部下设的进口服务署负责发起和指导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初步调查。

菲律宾关税委员会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施的调查

工作。

５．其他相关制度

菲海关对进口货物实施风险分类管理，所有的进口商都必须通过自动海关处理系

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递交报关单，该系统将通过自动选择系统决

定进口货物风险高低。低风险进口货物通过“绿色通道”通关，一般不需要任何单据和

当场检查货物，但须“事后审查”；中风险进口货物通过“黄色通道”通关，这类货物只需

进行单据审核，而不要求进行当场检查；高风险进口货物通过“红色通道”通关，放行之

前不仅需要审核进口货物单据，而且必须对进口货物进行实物检查。菲律宾海关还

对部分风险极低的合格进口商设立了“超级绿色通道”，对此类进口商品立即通关

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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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发展

《综合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方面的基本法，该法规定了菲律宾的基本投资政策。

《外国投资法典》及其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的投资限制，规定除法

律规定的禁止、限制投资的领域之外，外资可在菲律宾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经

营，另外该法还规定了外资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菲律宾涉及投资的法律法规还包括：《有关从事零售业的规定》、《特别经济区法》、

《投资租赁法》、《有关推动外国投资商业的规定》、《放宽外国企业在菲投资零售业的规

定》等。

菲律宾贸工部是负责贸易投资政策实施和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职

能部门。贸工部下设的投资署负责投资政策包括外资政策的实施和管理。

菲律宾政府对外资实施鼓励政策，并对符合条件的外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但出于

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菲律宾政府限制外资在某些投资领域的参与。菲律宾政府将

所有投资领域分为三类，即优先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在优先投资

领域，外资可以享有１００％的股权，并对那些高度优先项目提供广泛的优惠条件，包括减

免所得税、免除进口设备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免除进口码头税、免除出口税费等财政

优惠和无限制使用托运设备、雇用外国劳工、简化进出口通关程序等非财政优惠。

菲律宾每年颁布投资指南，根据当年情况对优先投资和限制投资项目进行调整。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菲律宾公布了《菲律宾２００９年投资指南》。根据该指南，常规性的优

先投资领域（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ｉｓｔ）包括：出口、农业、渔业、基础设施、工程产品、旅游、服务外包、

创造性行业、策略性行业、特殊许可的研究与开发等。临时性的优先投资领域（Ｃｏｎｔｉｎ

ｇｅｎｃｙＬｉｓｔ）主要集中在能保持、增加投资或创造就业的行业。限制投资领域集中在１０

种行业，包括：银行及金融机构，零售，服务（列入常规单的除外），小型矿业，因安全、国

防、卫生、道德风险而限制的活动，外国人参与的中小企业，非农基本消费品，保健品等。

根据菲律宾《１９９１年外国投资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外国人在菲可设立的企业形式

包括：（１）个人独资企业，即由个人全部出资、独享收益并承担全部责任的企业形式，须

向菲律宾贸工部申请设立；（２）合伙企业，由两名以上合伙人建立，具有区别于其合伙人

的独立人格，可以为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在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设立，要求每

名合伙人至少出资３０００比索；（３）公司，根据《公司法典》，由５—１５名发起人设立，向菲

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注册，实缴资本至少为５０００比索；（４）分公司，外国公司的延伸

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可以在菲境内取得收入，注册时须向菲境内汇入２０万美元资本。

（５）代表处，代表母公司在菲境内从事信息发布、联络、促销、质量控制之类的活动，不在

菲境内取得收入，注册时须向菲境内汇入３万美元资本。

如果投资项目或经营活动符合菲律宾相关优惠，必须到菲律宾投资署等主管政府

机构登记。在菲律宾政府规定范围内投资的外国企业，享有以下优惠待遇：４年免缴企

业所得税（现行税率为３０％），最长可延至８年；所得税免缴期结束，可选择缴纳５％的

“毛收入税”，以代替国家（中央）和地方税；进口资本货物（设备）、散件、配件、原材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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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或繁殖用基因物质，免征进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同类物品如在菲国内采购，可享受

税收信贷，即先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待产品出口后再返还（包括进口关税部分的折

算征收、返还）；免缴码头税费和出口税费；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永久居留身份；

简化进口程序；可聘用外籍雇员；经登记注册、在菲经济欠发达区投资的外国企业，无

论是新建企业还是现有企业追加投资或扩大经营规模，自注册之日起，６年免缴所

得税。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菲律宾根据《税收法》对汽车、烟草、汽油、酒精等征收进口消费税。

菲律宾对进口产品征收１２％的增值税，征税基础为海关估价价值加上所征关税和

消费税。

此外，菲律宾还对进口货物征收文件印花税，该税一般用于提货单、接货单、汇票、

其他交易单、保险单、抵押契据、委托书及其他文件。进口发票价值多于５０００比索的进

口货物要交２５０比索的进口手续费。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轮胎国家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ＤＰＮＳ

ＵＮＥＣＥ３０：２００８关于机动车辆及其拖车充气轮胎认可的统一规定》。该通报规定了机

动车辆及其拖车的充气轮胎的国家标准，删除并取代了２００３年发布的ＰＮＳ２５充气轮

胎规范。２００９年８月７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

（ＤＰＮＳ）ＵＮＥＣＥ５４：２００９关于商用车辆及其拖车充气轮胎认可的统一规定》。该通报

包括轻型卡车、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的轮胎测试取样；低速公路轮胎；以及轮胎强度和

耐久性的测试要求。

（２）防护头盔及其面盔认证执行准则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由标准ＰＮＳＵＮＥＣＥＲｅｇ

２２２００７覆盖的防护头盔及其面盔强制性认证的执行准则》。该通报旨在解决不符合标

准（ｓｕ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摩托车和机动两用脚踏车用头盔和面盔的广泛使用，以保护所有摩托

车和机动脚踏车骑车人的安全。

（３）车辆中玻璃及玻璃制品规范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４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

（ＤＰＮＳＵＮＥＣＥ４３：２００９）关于经认可的安全玻璃及其在车辆上安装的统一规定》。该

通报适用于挡风玻璃或其他窗玻璃，或作为电力驱动的车辆及其拖车，以及其组装件隔

板的安全玻璃，然而，照明设备、光信号装置和仪表盘上的玻璃，以及特殊的防弹玻璃除

外。此次通报的标准取消并取代了ＰＮＳ１３０：２００４道路车辆安全玻璃。

（４）烟花国家标准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关于烟花的菲律宾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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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ＰＮＳ１２２０２：１９９４）》。该通报规定了关于烟花和某些辅助设备产品的结构、

性能和标签的要求，适用范围为销售给普通公众的、供在室内和室外使用的烟花等。

（５）椰糠国家标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７日，菲律宾农业部农业渔业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关于椰糠分级和分

类的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ＤＰＮＳ）》。该通报覆盖了打算用作不同等级的栽培介质和园

艺／农业用途制成品的椰糠（一种从椰子壳纤维提取的产品），建立了椰糠分级和分类的

制度。该通报旨在提供关于产品批量验收的标准范围、产品说明、最低要求、分级、包

装、取样和标签要求的一般理解。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甘蔗酒标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甘蔗酒（Ｂａｓｉ）标准草

案》及《加工和处理甘蔗酒（Ｂａｓｉ）操作法典建议草案》。前者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颁

布的标准规定了甘蔗汁及其产品发酵酿制的酒类饮料的标准，后者规范了原材料和成

分，以及制作和加工甘蔗酒的过程。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指南，使包装在任何适当容器中

的甘蔗酒符合标准。

（２）蔗糖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７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有关原蔗糖

的国家标准（ＰＮＳ）草案（ＢＡＦＰＳＰＮＳ８１：２００９）》。该通报规定了供人消费用、进一步加

工用或作为食品成分的原蔗糖的国家标准。

（３）炸玉米快餐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炸玉米快餐标准草

案》及《炸玉米快餐食品加工与处理的推荐操作法典草案》。前者规定了经炸制源自整

玉米粒的玉米快餐食品的国家标准，后者涉及炸玉米快餐食品原料成分的验收、处理和

加工，并且为符合任何适当包装容器内炸玉米快餐食品标准提供指南。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菲律宾关税高峰产品包括化学废品、汽车、摩托车、部分汽车配件、柑橘类、谷

类、猪肉及肉制品等，其中原糖进口关税高达６５％，咖啡和茶进口关税为４５％，大米的进

口关税为５０％，玉米进口关税为３５％，木头及纸制品进口关税为３０％，皮革及鞋类

为２０％。

２．关税升级

为了发展本国汽车制造业，菲律宾对进口汽车零配件征收低关税，对整车及摩托车

征收高关税。菲律宾对乘用轿车实行３０％的关税，对货车根据吨位不同征收２０％—

３０％的关税，对客车根据吨位不同征收１５％—２０％的关税，动车成套散件（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ｋｎｏｃｋｅｄｄｏｗｎｋｉｔ，ＣＫＤ）征收１％的关税，对替代能源汽车配件（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ｕｅｌｖｅ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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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ｓ）免税。此外，菲律宾还对进口车征收１２％的增值税，并根据车的价格征收消费税，

价格越高征收的税率也越高。

３．关税配额

菲律宾受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大米、牲畜及其肉制品、土豆、咖啡、糖等农

产品。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菲律宾对原产于中国的新鲜和冷冻猪肉、玉

米等产品仍然实行关税配额管理。菲律宾新鲜和冷冻猪肉的配额内关税高达３０％，配

额外关税为４０％，火鸡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到４０％。

４．关税税率重估

菲律宾经常颁布行政令进行“关税税率重估”（Ｒ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有选择地提高进口产

品的关税税率。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菲律宾签署了第２４１号和第２６４号行政命令，将包括化

肥、水泥以及鞋类等１０００多种产品的进口税率由３％—１０％提高到５％—２０％，２００５年

４月菲律宾发布第４１９号行政令，规定包括司机在内、可乘坐十人或十人以上的汽车将

被收取２５％的关税，较原来２０％的最惠国关税率高出五个百分点。

（二）通关环节壁垒

为适应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相关规定，菲律宾《海关法》规定菲律宾采用实际交

易价格作为海关估价基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菲律宾经常采用参考价以及未记录的酬

劳费代替实际交易价格，而且在海关估价过程中有私人机构参与。菲律宾海关还经常

拖延估价期限，给企业造成额外的负担。

此外，菲律宾经常以打击走私、加强海关检查等多种理由把多数进口货物列入“红

色通道”，对这些产品进行严格的单据审核货物实体检验。繁琐的单据检查和货物检验

延长了进口货物的通关时间，对货物进口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进口限制

菲律宾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相关部门在发放许可证时，往往以本国利益为标准，

只有在菲律宾必须进口以保证国内食品供应并且进口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

损害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进口许可证。这增加了发放进口许可证的不确定性。

２００６年，菲律宾以维护国内农民的利益为由，命令植物工业局停止发放洋葱进口许可

证。２００７年，菲律宾取消２７万吨的玉米进口计划。２００８年，菲律宾农业部再次延迟了

猪肉等农产品的进口许可证。

而且，菲律宾颁发的进口许可证有效期短，发证后仅６０天有效，进口货物到港时许

可证往往已过期。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菲律宾政府对进口和国产烈性酒采取不同的消费税税率。对于采用当地原料生产

的烈性酒，菲律宾统一按照每公升１２．５８比索征收消费税，但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

同类烈性酒征收每公升１３６．０８到５５４．３２比索不等的消费税；对于基本上采用进口原料

生产的酒精浓度等于或低于１４％的低度酒，每公升征收１７．４７比索消费税；酒精浓度高

于１４％低于２５％的，每公升征收３４．９４比索的消费税；酒精浓度高于２５％的则按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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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酒征收消费税。菲律宾对进口烈性酒的消费税征收方式，违反 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

对中国酒类产品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菲律宾标准水平较高的领域主要是电力行业、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粮食、橡胶制

品、机械。菲律宾国家标准（ＰＮＳ）中有９８％为推荐性标准，２％为强制性标准。２００９年

菲律宾颁布了轮胎、防护头盔、烟花等多项国家标准。但这些标准在 ＷＴＯ的通报内容

较为简略，中方希望菲律宾能够提高标准的通报透明度。

菲律宾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规定了强制性标签要求，如果进口产品被发现标签不符

合要求，不仅仅是不合格产品，整批货物都将被查封和销毁。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在实

践中容易对合格产品造成损失，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菲律宾在制定国家标准时，有时候还不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的做法，而是借用发达国

家的标准。如菲律宾对进口瓷砖产品采用美国的ＡＳＴＭ标准。ＡＳＴＭ的检验方法不

同于国际通用标准ＩＳＯ中的检验方法，并将部分非强制性标准变为强制性标准。鉴于

瓷砖产品的国际通用标准已经存在，中方认为，菲方应尽量使用国际标准进行检验，以

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影响。２００９年８月７日，菲律宾发布通报《关于椰糠分级和分类

的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ＤＰＮＳ）》，通报中申明采用了新西兰关于椰糠和椰子壳纤维产

品进口的进口卫生标准。中方希望菲律宾在制定国家标准尽量参照国际通用标准，没

有国际标准的最好能说明采用该标准的依据和理由，以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

影响。

此外，菲律宾往往指定单一固定的机构认证进口产品。菲律宾贸工部规定，自２００６

年１月起，所有１４英寸—２９英寸的彩色或黑白电视机都必须通过产品标准局的测试中

心和菲律宾国内检验机构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的检测认证，没有指定的认证标志不得进入

菲律宾市场。菲律宾指定内湖ＳＯＬＩＤ公司为唯一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做法，给进口产品

带来了不便，增加了进口产品的成本，中方希望菲律宾能够采取更有弹性的做法。菲律

宾还指定国内一家大型瓷砖生产企业进行上述ＡＳＴＭ标准认证。中方企业反映，由于

认证过程往往会涉及到国内生产企业的许多商业秘密，将认证交由菲律宾国内同类生

产商负责，显然会对进口产品造成不利影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菲律宾对肉类和禽类进口实施动物进口检疫许可（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Ｃｌｅａｒ

ａｎｃｅ，ＶＱＣ）。菲律宾第２６号行政令规定肉类和禽类在出口国装运前必须从菲律宾农

业部取得动物进口检疫证明，该检疫证明有效期只有６０天，不得延长。此外，菲律宾还

规定，动物进口检疫证明只能使用一次，当实际进口量超过了动物检疫证明所允许的进

口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检疫证明，并且会对进口商处以罚款。菲律宾还对所

有的新鲜蔬菜及水果也要求类似的检疫证明。

中方希望菲律宾的动物进口检疫许可申请制度能够更具弹性和透明度，从而保持

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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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贸易救济措施

１．案件概况

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对中国发起一起保障措施调查。截至２００９年底，菲律宾共对中国

发起了１０起贸易救济措施。目前仍在实施的主要包括２００４年对印花玻璃、浮法玻璃和

玻璃的保障措施、对瓷砖的保障措施以及２００８年发起的对进口角钢的保障措施。

表１：２００９年菲律宾对中国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１１月１６日 强韧箱纸板 ７２１６２１００、７２１６５０１０、７２１６５０９１ 调查进行中

　　２．菲律宾保障措施制度存在的问题

菲律宾《保障措施法》要求涉案企业在立案通知和问卷寄出之日起５日内被视为收

到，并被要求收到５日内将填好的问卷寄至菲律宾贸工部。该问卷要求企业收集整理近

六年的生产出口数据。不仅如此，菲方还要求应诉企业正式递交问卷前在当地公证处

公证，并送到外事办检查，最后还要取得菲驻华使领馆的认证，否则菲贸工部对递交的

问卷将不予考虑。中方认为，５天内要求企业完成如此繁琐的程序显然十分不合理，这

些限制给中国企业应诉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菲律宾已经起草文件拟将这一期限

修改为３０天，但是至今为止尚未实施。

（八）政府采购

菲律宾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缔约国。菲律宾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依据主

要是２００３年《政府采购法》，该法规定了政府采购的纲领、程序、形式以及供应商资格等。

菲律宾政府对政府采购规定了反购贸易（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ｄｅ）的义务。政府机构、政府所

有或控股企业进行政府采购时必须将进口价值的至少５０％用来进行反购贸易，即购买

菲本国产品。对违反反购贸易义务的行为，菲律宾将予以处罚。

（九）补贴

菲律宾政府实施投资优先计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Ｐｌａｎ，ＩＰＰ），在该计划下从事

活动的企业可到投资署注册以取得财政补贴，包括个税免税期（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ｈｏｌｉｄａｙ），相

当于直接雇用工人工资５０％的税收减免，对进口的良种畜及基因材料免税。此外，在投

资署注册的企业如果位于欠发达地区，最多可获得相当于１００％的基础设施项目费用或

者增量劳动开支（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ｅｘｐｅｎｓｅｓ）的税收减免。要获得上述财政补贴，企业

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６０％的股份为菲公民所有并且出口占其生产量的５０％。达不

到菲公民持股６０％的条件的企业如果其从事的项目位于投资有限计划下的“先驱”列表

（ＰｉｏｎｅｅｒＬｉｓｔ）中或者其出口占生产量的７０％也可获得上述财政补贴。位于出口加工区

或者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在经济特区管委会（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注

册的特殊工业区内的企业也享受类似的上述补贴，此外还享受进口固定设备和原材料

免税及简化进口手续的优待。

菲律宾还实施出口汽车计划以促进本国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根据该计划，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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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进口汽车时可享受优惠税率，税率由其出口成品汽车获得外汇水平决定。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银行

菲律宾中央银行规定对新银行许可的发放可以延期，以鼓励银行系统的合并，这种

做法在实践中限制了外国企业对现有银行的投资。菲律宾还规定外资银行在菲境内设

立分行不得超过六家，并且在分行内不得提供全套服务，但建于１９４８年以前的外资银行

不受此限制。

菲律宾还要求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必须向指定部门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农业土

地法》（ＴｈｅＡｇｒＡｇｒａＬａｗ）规定，菲律宾境内银行必须保证２５％以上的贷款面向农业

领域，其中１０％必须发给耕地改革计划的受益者。《中小企业法》（Ｔｈｅ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要求银行还必须保证有１０％以上的贷款面向中

小企业发放。此类强制性义务给外资银行加重了负担。

２．保险

菲律宾现行法律规定外国保险公司以可在菲律宾国内成立全资保险机构。但菲律

宾只允许菲律宾国有控股的国家退休基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承担

政府投资项目的保险。菲律宾规定采用公共工程特许权（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模式经

营的项目和私有化的政府企业在国家利益范围内也要从国家退休基金获得保险。

此外，菲律宾现行保险监管法律规定，凡是在菲律宾境内经营的保险和再保险公

司，都必须交付至少１０％的保费给菲律宾国家再保险公司。

３．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

非依菲律宾法律建立的证券保险公司不可在菲律宾国内市场提供保险。虽然菲

律宾对外资获得共同基金并无限制，但是菲律宾现行法律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为菲

公民。

菲律宾现行法律规定金融公司外资比例不能超过６０％，但２００７年５月菲律宾签发

的《债权公司法》（Ｌ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对信贷公司建立了一套规范体制，

该法并没有要求信贷公司中菲公民持大多数股份。

４．基础电信

菲律宾《１９８７年宪法》对外资企业从事基础电信事业做了限制，只有菲公民持股

６０％以上的外资企业才可以经营基础电信业，外资企业一般很难投资宽带之类的集约

型设施。菲律宾还限制外国人任职电信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经理，电信公司中外籍主管

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资本中外国资本的比例。

此外，在私营广播公司中外资不得超过２０％，有线电视及其他形式的广播和媒体只

能由菲本国公民经营。

５．广告

菲律宾要求广告企业中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３０％，且广告代理机构的经营管理

者必须全部为菲律宾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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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公用事业

菲律宾宪法规定投资公用事业必须菲公民控股６０％以上，这些行业包括水、电、通

讯、运输等。投资这类行业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是菲公民。

７．专业服务

菲律宾政府规定法律、医药、护理、会计、工程、建筑设计、海关代理等专业服务只能

由菲本国公民从事。

８．航运

菲律宾规定外国船只不得从事菲律宾国内运输业务，而且从事国际海运业务的企

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０％。菲律宾《光船租赁法》还规定，菲律宾船只除临时工外，

只能雇佣菲籍员工和管理人员。

９．快递

根据菲律宾法律，外国航空快递公司或空运货代需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在菲境内从

业。他们可以选择与１００％菲律宾控股的企业签约、或者成立一个由菲律宾控股６０％以

上的合资企业以便从事菲国内的快递服务。

１０．零售

根据菲律宾２０００年《零售法》的规定，已付资本少于２５０万美元的外资不得投资零

售业，但如果其已付资本超过２５０万美元，且设立的每个零售店资产不低于８３万美元，

可允许其对菲投资零售业。此外，投资价值的至少３０％必须由菲方控股至２０１０年。投

资零售店的外资母公司净资产值不得低于２０亿美元。外国零售业者如欲在菲设立品牌

直销购物中心，必须至少拥有５个其他的零售店，或者该品牌直销购物中心资产不低于

２５００万美元。

经营高端产品或奢侈品的外资零售企业对每个零售店投资不得低于２５万美元，且

投资价值的１０％必须由菲方控股至２０１０年。经营高端产品或奢侈品的外资母公司净

资产不得低于５亿美元。

外资零售企业在其授权店之外不得从事交易。外资控股超过８０％的零售企业在最

初８年内必须提供最少３０％的股份给当地投资者。此外，对预期投资菲零售业的外国

企业还有互惠要求，只有该外国企业所属国也允许菲投资该国零售业，该外国企业才可

投资菲零售业。

四、投资壁垒

菲律宾现行公司法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菲设立合资公司、分公司和代表机构。菲律

宾法律规定，合资公司中的菲律宾籍股东不得少于５人，多数股东应该是菲律宾常驻居

民，合资公司秘书必须是菲律宾公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合资公司的财务

人员必须是菲律宾常住居民。

外国企业在菲律宾设立股份制公司或合伙人公司，需向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提

交申请表格、经菲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的注册企业名称、公司章程、菲移民局出具的外

方股东常驻身份证明（ＡＣＲ／ＩＣＲ、ＳＩＲＶ及外方股权认购人签证）、菲律宾银行出具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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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企业到位资金（总额）证明、菲律宾银行出具的外方到位资金（汇入汇款）证明。如为

合资企业，还需提交菲方董事会决议。

外国企业到菲律宾开设分公司，除申请表格、经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的注册

公司名称及公司章程副本外，还需向菲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母公司董事会在菲律宾创

办分公司授权副本、菲律宾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汇入汇款）证明（如属境外提供的文

件，须经菲律宾驻外使领馆公证）、由申办企业国内独立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母公司最近

一年财务报表，并指定一名当地代理听候菲证券交易委员会传唤。

菲律宾对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企业的规定繁琐，程序复杂，对外国投资构成了实质

性障碍。

３８菲　律　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