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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美国贸易管理体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提高一系列产品的标准

和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美国出台了有关玩具的强制性标准、若干节能标准、木地板

甲醛排放标准，对我国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醒有关企业进行应对。美国加强了对

食品的风险防范，《食品安全加强法》一旦通过，也将对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新的调整，提

醒企业关注该法的进展动向，以便提前应对。

对于中国若干木制产品，美国已考虑有条件进口，正处于意见征集阶段，希望相关

企业积极向美国政府进行反馈，尽快促成美国以最合理的条件进口中国产品。另外，对

于０８年开始实施的《莱西法案》植物和植物产品申报要求以及《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美

国都陆续发布了具体的实施节点和要求，部分推迟时间或豁免产品，提醒企业根据自身

出口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９８２．６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１０．６％。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２２０８．２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２．５％；自美国进口７７４．４亿

美元，同比下降４．８％。中方顺差１４３３．８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

产品、体育设备、家具、服装、钢铁制品等。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大豆、集成电

路和微电子组件、航空器、废纸、钢铁碎料、乙烯聚合物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美国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８．３亿美元，新签合

同额为１３．７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０．３亿美元，新签合同额０．１亿美元。

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６．２亿美

元。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５３０个，实际使用金额２５５．５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国际

紧急经济权力法》、《１９３３年农业调整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１９８８年出口促进法》、

《与敌国贸易法》是美国对货物进行进出口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外美国还与加

拿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互惠的贸易安排。美国国会负责

制定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法律和政策。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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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农业部等负责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关税征收、货物进

出口管理和对外贸易谈判等事务。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等是规范美国关税制定和征收的主

要法律。美国国会根据《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制定《协调关税表》，于１９８９年１月

１日生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修改或维持《协调关税表》，美国国

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解释和执行《协调关税表》和其他海关法律。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美国开始实施《２０１０年美国协调关税表》，对《２００９年美国协调关税

表》进行了修改，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为实施其与某些国家涉及部分产

品贸易争端的解决结果而进行的关税税率调整，比如美国和加拿大软木案以及和中国

乘用车和轻卡轮胎案等；二是为履行美国与秘鲁、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

定所约定的分阶段削减关税义务而进行的调整。

美国对除古巴以外的所有ＷＴＯ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关税待遇。此外，美国通过双边

或地区自由贸易安排提供优惠关税待遇。美国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对包括４２个最不

发达国家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约５０００多种产品提供普惠制优惠关税待遇。美国每年对

普惠制进行年度审查。根据２００８年年度审查结果，美国将继续从１６个国家免税进口

１１２种产品，包括从阿根廷进口皮革，从土耳其进口铜丝，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硅铁合金

（ｆｅｒｒｏｓｉｌｉｃｏｎｃｈｒｏｍｉｕｍ），从斯里兰卡进口为了增加妇女收入而由乡村妇女企业家所生

产的产品，如由天然纤维制造的园艺扫帚等。同时，美国政府在普惠制免税目录中增加

了冷冻菠菜和冷冻生马铃薯两种农产品项目，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开始所有享受普惠制

国家的这两种农产品都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另外，美国也停止了１２种产品的免税待遇，

包括印尼出口的二醇酯、泰国出口的腌制鲭鱼、印度出口的部分药剂和银质首饰，以及

乌克兰和阿根廷出口的部分产品。

美国对大多数进口产品基于ＦＯＢ价格征收从价税，但对以农产品为主的某些进口

产品适用从量税。另外，有些产品需按复合税率缴纳关税。包括糖在内的一些产品还

受到关税配额的限制。２００９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计划对现行《美国海关税则》

（ＨＳＵＳ）进行修订，在征收返销产品的关税时将国产原部件的价值从产品的完税价值中

排除，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返销产品是指将本国生产的原部件出口国外进行维

修、变造或加工以实现产品的改良和价值增值，并返回国内销售的产品。现行规则将返

销产品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国外部件和国产原部件均计入维修、变造的成本价值中并

基于此征税。此次提议拟对国产原部件进行税收豁免，目的在于鼓励其在返销产品中

的使用。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美国２００８年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５％，已经达到

美国简单平均最终约束关税水平。２００８年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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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比２００７年略有下降；非农产品为３．３％，基本与２００７年的水平保持一致。

２．进口管理制度

美国主要依靠关税对进口产品和其数量进行管理和调节，但美国也对农产品等相

对敏感的进口产品采用关税配额。此外，出于环保、国家安全、国际收支平衡等原因，国

会通过《１９７２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１９６２年贸易拓展法》第２３２条款（国

家安全）、《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１２２条（国际收支平衡）等诸多国内立法，授权商务部、农业

部等行政部门采取配额管理、禁止进口、收取进口附加费等方式对进口实行限制。

（１）限制进口中国考古材料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美国一项有关限制从中国进口考古材料的规定生效，该规定修

改了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先前的法规，将中国加入与美国缔结文化财产限制进口双边协

定的国家名单，也列明了限制进口的文物清单，对相关考古文物做了描述。该规定是基

于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禁止与防范非法进出口及移转文化财产所有权措施公约》缔

约国的中美两国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２５０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

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而发布的。

该法规涉及的文物包括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

画等，具体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二里头及其他早期青铜文化时代、商代和其他

青铜器文化时代、周朝、秦朝、汉朝、三国、晋朝、南北朝、隋朝和唐朝时代的陶器和陶瓷

（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及商周文化、秦至南北朝、隋唐时代的

器皿等），石材类（翡翠等饰品珠宝、工具、武器、琥珀等）、金属类（青铜制器皿、雕塑、钱

币、音乐器材、工具、武器及其他制品，铁制器具，金银制品等），骨质、象牙、角质和贝壳

类制品，丝绸和纺织品，漆器和木制品、竹制品和纸制品、玻璃制品等，以及至少２５０年以

上的壁上艺术（壁画和书法等）。

（２）延长钢铁进口监控机制

自２００２年起，美国实施钢材进口监控和分析（ＳｔｅｅｌＩｍｐｏｒ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

称ＳＩＭＡ）机制，将所有基础钢铁产品列入监控名单。所有钢铁产品进口商在完成海关

进口文件前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商务部对发放许可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审核，并

于一周后向公众公布，其目的是使公众可以提前７周获得美国进口钢铁产品的统计数

据。该机制在２００５年延期一次，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１日。２００９年３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

告，再次延长该机制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其他规定保持不变。

（３）取消对中国纺织品的电子签证和配额要求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对于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向美国出口的所有中国纺织品，取消电

子签证信息系统要求和配额要求。

（４）《雷斯法案》植物货物申报要求分步执行计划表的修订

２００８年美国颁布了《２００８年食品、保育和能源法》，对《雷斯法案》进行了修订，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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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案的保护范围，对植物性货物或含有植物或植物产品成分的货物新增了进口申报

要求，该申报要求将分阶段实施。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在联

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对分阶段实施的时间和范围作出调整，主要变更有：

首先，第二、三阶段分别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始实施，该两阶

段包括ＨＳ编码第４４章（木材及相关产品）中规定的部分产品，具体包括４４０１、４４０２、

４４０３、４４０４、４４０６、４４０７、４４０８、４４０９、４４１２（４４１２９９０６、４４１２９９５７除外）、４４１４、４４１７、

４４１８、４４１９、４４２０。ＨＳ编码第６章（活树、植物、球茎、鲜花及装饰用的叶子等）、第４７

章（木浆）、第４８章（纸及其制品）被从原先的第二阶段（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始）、第三阶

段（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始）的范围内中去除。

其次，第四阶段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始实施，主要包括ＨＳ编码第４４章（木材及相关

产品）中规定的其他木材产品，即ＨＳ４４２１，第６６章（雨伞，手杖，马鞭）中的６６０２、第８２

章（工具）中的８２０１、第９２章（乐器）中的９２０１和９２０２、第９３章（枪支）中的９３０２和

９３０５１０２０、第９４章（家具）中的９４０１６９、第９５章（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中的９５０４２０

和第９７章（艺术品）中的９７０３编码的产品，以及上述第二、三阶段的产品。

此外，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还指出，下一个阶段拟于不早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

日开始实施，主要包括ＨＳ编码第４４章（木材及相关产品）、第４７章（木浆）、第９２章（乐

器）、第４８章（纸及其制品）、第６６章（雨伞，手杖，马鞭）、第９４章（家具）以及第９５章（玩

具，游戏品，运动用品）中的部分产品，并对此公开征求各界评议意见。

（５）修改进口中国禽肉或禽肉制品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总统批准了《２０１０年农业、农村发展、食物和药物管理以及

相关机构拨款法》（简称《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根据该法第７４３节的规定，只有当美国

农业部长正式通知国会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时，该法的资金才能被用于确立或实施允许

进口中国产加工禽肉或禽肉制品的规则。这些条件有六个：不特殊考虑中国提出的向

美国出口禽肉或禽肉制品的申请，在中国企业被证明有资格向美国出口上述产品之前、

对屠宰和加工厂的检查系统（包括现场检查）和其他控制活动进行审查，大力加强上述

进口产品在进口港的再检查，与从中国进口禽肉或禽肉制品的其他国家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向公众公开取得出口资格的中国厂商名单和现场卫生检疫信息，在一定时间内向

国会拨款委员会报告上述要求的进展情况。

３．出口管理制度

美国根据《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和《出口管制条例》、《武器出口控制法案》等部分产

品实行出口管制，以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限制生化武器及导弹技

术扩散，以及确保一些短缺物资在国内的充足供应。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负责军民

两用物资、技术和服务的出口管制，有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

则由美国国务院管辖，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确定经济制裁计划中涉

及的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已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１日期满，但根据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总统有权每年延续一次。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美国总统决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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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中军民两用产品和科技的出口管制规定延续１年，直至２０１０年８

月１６日。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发布最终规则，该规则对《出口管制条

例》进行了修订，修订了在经验证最终用户制度下，经核准的对某些产品有权出口、再出

口及运输的中国最终用户名单，新授予了一家中国公司以最终用户资格，但美国商业部

产业安全局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发布的最终规则中，又中止了该公司的最终用户资格。

目前中国获得最终用户授权的仍是５家公司。此外该规则还针对现存的最终用户修订

了其各自有权从美国进口的一些产品范围。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发布最终规则。该规则《出口管制条例》

第７４４部分中对中国的若干军事最终用途的出口和再出口许可清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

出口管制分类编码ＥＣＣＮ６Ａ９９３项下的照相机。该规则还规定，如果在美国国外生产制

造的军用品中包含有受《出口管制条例》管制的热成像照相机，那么对这些不受国际武

器交易规章规制的军用品的出口和再出口将新增许可要求。基于该许可要求，规则中

规定如果热成像照相机没有作为军用品的一部分或是被嵌在民用品之中出口或是再出

口，则将该产品从商业管制清单中去除，但规则规定了每半年对贸易情况进行报告的要

求。对于出口管制分类编码６Ａ００３．ｂ．４．ｂ项下的焦点面不大于１１．１万个单位并且帧

频在６０赫兹以下的照相机，取消其向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等３６个国家（不包

括中国）出口和再出口的许可要求。但是，该最终规则中对于出口管制分类编码

６Ａ００３．ｂ．４．ｂ项下的照相机和某些外国制造包含此类照相机的军用品再出口许可例外

的使用进行了限制。此外，该规则对用于提高热成像照相机帧频的软件也规定了许可

要求。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在联邦纪事上发布最终规则，修改《出口

管制条例》。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全体导弹控制制度成员国列席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

的会议，并接受了导弹控制制度附件。为了与此次变化相协调一致，美国产业安全局做

出了此次修改，主要涉及ＥＣＣＮ１Ｂ１０１、ＥＣＣＮ１Ｃ０１１（原材料、化学品、微生物以及毒品

的材料和检测设备）、ＥＣＣＮ２Ｂ１１６、ＥＣＣＮ２Ｂ１２０、ＥＣＣＮ２Ｂ１２１、ＥＣＣＮ２Ｂ１２２（材料加

工设备）、ＥＣＣＮ６Ａ１０８（传感器设备）、ＥＣＣＮ７Ａ００３、ＥＣＣＮ７Ａ１０１、ＥＣＣＮ７Ａ１０２、

ＥＣＣＮ７Ａ１０３项（航海和航空电子设备）下的产品。此外，该规则还根据之前导弹控制

制度成员国全体会议上达成的修改意向，澄清了某些出口管制手段。该规则自发布之

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８月，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发布规则修改建议，计划更新及澄清攻击性武

器等若干类武器和设备的出口和再出口许可规定，并把行刑设备纳入商业管制清单。

该规则征求公众意见截止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４．贸易救济制度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对不正当贸易行为（主要是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所采取的３３７条款措施和３０１系列条款措施。除３０１条款措施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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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产品以外，其余都是针对进口产品的救济措施。

美国现行主要的反倾销反补贴法为《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具体的行政法规分

布在《联邦法规汇编》第１９编中。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进口贸易管理局负责倾销和补

贴的调查及倾销补贴幅度的计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产业损害的调查。在涉及

非市场经济体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美国商务部长期以来为其计算出一个假定的非市

场经济体替代工资。这些假定的非市场经济工资每年计算一次。美国商务部分两步计

算非市场经济体每年的工资水平。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小时工资率（数据来

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劳动统计年鉴》）和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关系。

其次再将商务部认定的非市场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收入代入回归结果，从而得到非市场

经济体的假定小时工资率。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根据这个方法计算

的２００９年非市场经济体假定工资，其中中国的工资为１．３９美元／小时，比去年有较大幅

度提高。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２０１至２０４节规定了对进口产品的保障措施制度。对涉嫌侵犯

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主要通过《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第３３７节来保护美

国知识产权人的权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３３７条款的执行。该机构可以签发排

除令，指示海关禁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口。２００８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

了新的３３７调查程序。该新规则用于规范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调查，许多修改都是程序性

的，主要涉及申请人申请调查应提交的书面材料、提交许可合同的注意事项、延长行政

法官调查期和提高初步裁定的要求以及复印请求书的页数限制要求等四个方面。

在出口产品方面，美国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节维护美国公司权益，为美国产

品和服务扩大海外市场准入，反对外国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该法律为美国贸易代表

调查外国侵权行为，以及与外国政府磋商寻求解决方案提供了具体的程序。３０１系列条

款具体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实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美国长期奉行自由政策，基本不设限制，仅在航空、通讯、原

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中，存在一些具体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限制性规

定。《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以及其实施细则

《２００８年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构成了美国投资管理的基本制度。《国际

投资和服务贸易普查法》则确立了投资领域的报告制度，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应

向美国商务部、农业部等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报告的义务。

《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即《１９５０年国防生产法》第７２１节）赋予了总统基于国

家安全理由对外资并购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具体审查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ＣＦＩ

ＵＳ）来负责。美国于２００７年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对《埃克森 佛

罗里奥修正案》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增加了该委员会

在评估交易时对“关键基础设施”、“外国政府控制程度”等因素的考量，以加强对海外投

资的国家安全审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颁布的《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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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明确并完善了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领域的审查制

度。该条例主要涉及五方面内容，首先，该条例执行《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１９８８年

８月２３日之后的交易都将受其调整，重申了总统中断或禁止可能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

海外投资行为的权力；其次，该条例对于“控制”、“重要技术”、“外国实体”、“外国法人”、

“母公司”等可能涉及的相关名词和术语进行了定义；第三，用举例的方式明确了哪些交

易受管辖，哪些交易不受管辖，以海外投资将对美国企业或资产的控制程度作为确定是

否管辖的主要标准；第四，规定了审查的途径，主要包括交易方自愿通知、外国投资委员

会主动审查和相关委员会要求审查三种方式；第五，规定了海外投资审查的调查程序和

外国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应提交的材料。

考虑到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情况，以后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或接

管等将易于受到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和调查，企业在美开展并购交易时，应充分了解

包括上述规定在内的相关美国法律法规，以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原产地规则

美国的原产地规则有两类，分别是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和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优惠性原产地规则是基于自贸协定和单边关税减让实行的，前者是１９９７年以后美

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并已向ＷＴＯ通报的自贸协定，后者主要是美国根据普惠制、《非洲发

展和机会法》、《加勒比盆地经济恢复法》、《安第斯贸易特惠法》等特殊关税安排实施的

单边关税减让措施。自贸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适用“完全获得”标准来判断完全生长、

生产或制造于一国的产品。对未满足此原则的货物即含有进口成分的货物，大部分协

定采用关税税号实质性改变或区域价值含量方法判断原产地，对于某些产品，这类原产

地规则还实行特别的生产要求。单边关税减让涉及的原产地规则对未满足“完全获得”

标准的货物适用“当地含量标准”，如果进口成分在被生产为进口入美国的产品之前已

实质性转变为一个新的、不同的商品，进口成分的价值可按照“当地含量标准”计算，这

就是双重实质转变标准。《非洲发展和机会法》、《加勒比盆地经济恢复法》、《安第斯贸

易特惠法》、《安第斯贸易促进及杜绝毒品法》下的服装产品适用一些特殊的原产地规

定。为满足条件，这些服装必须按照年度上限使用美国产成分和区域成分，《非洲发展

和机会法》规定了服装的第三国成分的年度上限。

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用于最惠国待遇、政府采购、原产地标记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

措施等目的。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运用“完全获得”标准判断完全生长、生产或制造于

一特定国家的产品的原产地，运用“实质性改变”标准判定含有进口成分产品的原产地，

实质性改变标准是基于每个具体案例适用的，其判定原产地的标准是含有进口成分的

物品已经实质上变为一个新的、不同的物品有不同于之前的名称、性质或用途。但上述

基本标准有时需要除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外的机构进一步调整和解释以适应特别需求

或目的。

另外，根据中美洲 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美国签订的自贸协定，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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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用于生产机织服装的材料符合原产地要求，但有一定的数量限制。不过加拿大和墨

西哥必须对美国、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实行互惠的待遇才能享受这项优惠规定。

这一安排有利于美国企业在墨西哥和加拿大投资并有助于区域生产一体化。

２．检验检疫制度

美国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动

物健康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对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其中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动植物

及其制品的进口，食品健康和检验局负责肉类、禽类和蛋产品的进口、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ＤＡ）负责其他食品和药物的安全。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０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食品安全加强法案》（Ｈ．Ｒ．２７４９），旨在对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进行修订，由于该法案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在对食品设施的

登记、检查等制度进一步规范外，还强化了风险控制、产品召回、原产地标识等，若该法

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将是近５０年来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的一次最彻底改革，同时会对国

外相关产商带来重大的影响。该法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对食品设施的管理。第一，应当进行危害分析。企业的所有者、运营者

或代理人应对是否存在危害进行评估，对不经预防控制就极可能会影响企业生产、加

工、包装、运输和贮存食品的安全卫生的危害进行分析，且在危害分析中，企业的所有

者、运营者或代理人应在企业范围内找出危害，并对其进行描述和评估分析。第二，实

施预防控制制度。对于已经确定的危害，企业的所有者、运营者或代理人应当制订实施

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以防止、消除危害，或将危害控制到可接受水平。对于特殊产品，

应建立预防控制体系以防止供应链中的污染；如果能提交数据或其他足以证明替代控

制措施可有效解决危害，且符合相关操作标准，应允许实施替代预防控制措施；对预防

控制的实施进行监控，以识别预防控制措施得不到全面实施或控制措施被验证为无效

的情况；在预防控制措施不能全面实施或无效，应建立并实施纠偏措施以确保受影响的

产品不得进入商业流通，同时还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再发生预防控制无效的可能

性；企业的所有者、运营者或代理人还应当对上述措施进行验证，并根据危害分析对预

防控制制度进行再分析和修订，同时保存好相关记录。最后，对食品设施的登记也给予

了严格的规定。所有用于制造、加工、包装或储存用于美国境内消费或从美国出口的食

品的本国及外国设施，均须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登记，且２０１０年缴付５００美元登记

费，每家公司的上限为１７．５万美元（２０１１年及以后的收费可按通胀进行调整）。已登记

的食品设施亦须支付ＦＤＡ重新检验及回收食品的相关费用。农场、私人住宅、餐厅、其

他食品零售机构、直接为消费者预备或供应食品的非营利性机构，以及渔船，对该项规

定则被予以豁免。

其次，要求ＦＤＡ实施一系列措施以保障食品安全。一、为将食源性污染物带来的

危害降到最低，ＦＤＡ应制定适用于食品操作的科学标准。若ＦＤＡ认定有关标准可降低

对健康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导致人类或动物死亡的风险，就应与美国农业部协调，为未

加工的农产品建立安全种植、收割、包装、拣选、运输及储存的科学标准。二、根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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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定期对食品设施进行检查。已登记的高风险外国及本国食品设施，应至少每６

至１２个月检查一次；已登记的低风险设施，应至少每１８个月至３年检查一次；已登记的

仓库，应至少每５年检查一次。三、建立食品追溯系统。该系统应该能保证在短时间内

（不超过两个工作日）追溯到食品种养殖、生产、制造、加工、包装、运输、贮存等各环节的

从业者。四、实施食品安全计划。企业在开展州际食品贸易之前，应当建立并执行一个

书面的食品安全计划，该计划包括上述的开展危害分析与再分析，对预防措施的实施情

况、监测程序、纠偏程序、验证活动、保存记录活动的描述外，还应当包括企业食品召回

程序描述，企业追踪食品分销史程序的描述，企业确保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贮

存相关原料和成分供应链安全可靠的程序的描述，以及企业实施相关操作规范程序的

描述等。

第三，授权ＦＤＡ实施下列行为：

（１）发布命令禁止销售或召回某食品。有关负责方或根据规定进行注册的个人有

理由相信进口贸易、州际贸易或运输后贮存用于销售（不论是否首批销售）的某批食品

货物掺假或假冒，一旦使用、消费或接触该食品或其成分，有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不

良影响或导致人类或动物死亡时，应尽快向ＦＤＡ通报有关食品的识别资料及位置信

息，ＦＤＡ有权对此信息进行通报，也可要求相关个人或企业主动召回此类食品并进行通

报；若ＦＤＡ有理由相信使用、消费或接触某类食品（或食品原料或任何此类食品成分）

将会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或死亡风险，则有权发布停止销售此类食品的命令，要求立

刻停止销售此类食品；在举行非公开听证后，当确认应该修改已经颁布的停止销售命

令，需要增加要求召回此类食品的内容时，ＦＤＡ应当修改命令要求召回；若ＦＤＡ有可靠

证据和信息显示某类食品被掺假或假冒，使用、消费或接触此类食品（或食品原料或任

何此类食品成分）将会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或死亡，ＦＤＡ可颁布紧急召回令，要求任

何销售此类食品的人立即召回此类食品并进行通报。

（２）建立进口认证制度。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ＦＤＡ可以要求有资格的发证机构为

符合法律要求的货物出具证书，作为输入美国或用于进口到美国的食品获得入境许可

的一个附加条件，即（ａ）从某一特定国家、领地或地区进口的食品，在科学分析和风险评

估的基础之上，发现出口食品的国家、领地，或地区政府的防控措施不足以确保食品安

全，且证书有助于决定是否拒绝此类货物的入境；（ｂ）有科学的证据表明，某类食品具有

特定的风险，存在严重不良的健康后果或死亡的风险，证书有助于决定是否拒绝此类货

物的入境；（ｃ）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领地进口物品，且ＦＤＡ与该国家或领地的政府间签

有协议要求提供该类证书时。

第四，原产地标签的要求。对于加工食品，其食品标签应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的原产国标记的要求，注明食品的最终加工国；对于未经加工的食品，其食品标签应

根据农业部门的标注要求注明食品的原产国。

第五，独特的设施标识要求。所有需要登记的食品设施、进口商及报关代理均应当

有独特的识别码。ＦＤＡ与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专员协商进口商与报关代理有关事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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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制定指导方针来指定惟一数字识别码系统。

第六，禁止拖延、阻挠或拒绝检查。如果食品在农场、工厂、仓库或企业生产、制造、

加工和包装的，这些农场、工厂、仓库或企业的所有者、运营者或代理商，或者任何由政

府授权的设立在国外的相关农场、工厂、仓库或企业的代理商拖延、限制或拒绝进行检

查的，就可直接认定该食品掺假。

第七，专设的国外检查人员。ＦＤＡ可以设置一组检查员，以专门检查国外的食品

设施。

第八，加强了对于食品相关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ＦＤＡ有权扣押其有理由相信掺

有杂质、标识不符，以及其他方面违反规定的食品。任何违反食品相关法律规定者，可

判处民事处罚，若属个人，每项违法行为不超过２万美元，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５万美

元，而其他法人或组织则不超过２５万美元，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１００万美元。故意违反

法律者，若属个人，每项违法行为不超过５万美元（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１０万美元），而

其他法人或组织则不超过５０万美元（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７５０万美元）。

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

美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采取“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对环境进行治理。

《１９９０年清洁空气法修订案》规定了酸雨和一氧化氮的“总量控制和交易”计划，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美国又试图用“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６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２００９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提出了

在３３个不同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分为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

全球变暖污染、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四大部分。清洁能源方面，该法案要求所有的电力

公司都应在２０２０年时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进的方式满足其电力供应的２０％，这其中

１５％需要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５％来自能效提高；提出了碳捕捉和封存的国

家战略，到２０２０年所有新建成的煤电厂在运行时都必须实施该战略。能源效率方面，提

出了到２０１２前将全美的能源效率每年至少提高２．５％的目标，并在２０３０年之前维持这

一年提高率，为此该法案对住宅、家用电器及相关工业规定了应达到的能率标准，将实

行建筑能效标示计划、制定照明和家用电器能效标准和工业能效标准。该法案还规定

了美国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一些工人就业、消费者援助和清洁技术出口等配

套措施。

《２００９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制定了一整套直接有

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的措施，主要有：

首先，该法案规定了美国碳排放源的总额限制，即在２００５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到

２０２０年减排１７％，２０５０年减排８３％，法案要求每一个排放源对其排放的每一吨温室气

体都要持有相应单位的排放额度，排放额度可以进行交易和储存。

再次，在排放指标方面，根据该法案的规定，８５％的初始排放指标将免费发放，只有

１５％的指标将被拍卖，每年发放的免费指标数量在２０１２到２０５０年间将会显著地减少，

到２０５０年将有四分之三的排放配额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各电力公司将得到３０％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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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指标，但它们同时承担保护消费者免受电价上升影响的义务。钢铁、水泥、玻璃及其

他能源强度高的行业得到１５％的免费指标，地方性的天然气输配公司将得到９％，电动

车和其他技术先进的汽车制造商将得到３％，炼油业将得到２％。许多正在筹建的煤电

厂将被免去减排的义务。

《２００９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规定了一个排放指标抵消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产

业发放排放指标抵消以补贴其执行《清洁空气法》第七部分（该部分由《２００９美国清洁能

源与安全法案》提议添加）付出的成本。某一产业是否符合条件由环保署署长根据该产

业的气体排放密度及贸易额度进行判断。抵消计划每年的抵消量为２０亿吨（其中有１０

亿吨来自国外），并逐渐减少到８亿吨，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使用国际碳抵消的美国企业必须

用５吨的国际抵消量来抵消４吨的国内碳排放量。法案还规定了与设定总量控制和交

易体系的国家进行配额交易等四种方式来实现国际碳抵消减排量进入美国碳市场。

该法案还要求如果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未能达成满足美国排放目标的多边协议，自

２０２０年起将建立一个国际排放指标机制。在该机制下，对于那些没有设定行业排放限

额或者其行业能源强度没有降低到相当水平的国家，如果其企业向美国出口高耗能产

品，美国将对这些企业要求上交专门的配额，以反映其产品生产相关的碳排放。欠发达

国家和最低排放国家的进口商可以豁免。

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将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前，并且以后每两年，对外国产业执行

《清洁空气法》第七部分（该部分由《２００９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提议添加）实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排放指标抵消计划取得的实效进行报告。国际排放指标机制将根据上

述美国总统的报告来实施。建立国际排放指标机制要求美国总统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前，并且以后每四年，对各国占全球总产量８５％的符合条件的各个产业是否符合下面的

条件做出决定：（１）该成员国与美国同属一国际条约成员国，根据该国际条约，该成员国

国内强制减排标准不低于美国；（２）该成员国与美国同属于一国际行业协议成员国；

（３）该行业的温室气体浓度不得多于美国。如果美国总统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决定，国际

排放指标机制就可以不对该行业适用，该行业的排放指标抵消每年减少１０％。对钢铁

行业，出于能源效率的考虑，法案要求将使用一体化炼钢技术炼的钢和使用电弧炉技术

炼的钢归为同一产业部门。

４．竞争政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反托拉斯法的国家。美国竞争政策散见于各类的法案之

中，以三大核心法规即《谢尔曼反托拉斯法》（１８９０年）、《克莱顿法》（１９１４年）和《联邦贸

易委员会法》（１９１４年）为基础，以各项修正案和单项法规、判例为补充，形成了一套较完

备的反垄断和竞争政策体系。其他涉及贸易领域的国内竞争政策法案还包括《威尔逊

关税法》、《１９７６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简称ＨＳＲ法）及其实施细则等。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和政策的基础，该法规定任何以托拉斯

或其他形式做出的契约、联合或共谋，如被用于限制州际贸易或国际贸易或商业，均属

违法；任何垄断者或者企图垄断者，或与他人联合或共谋垄断州际或国际贸易或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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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分，均被视为刑事犯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同时适用于买卖双方订立纵

向限制市场竞争协议的情况。该法案仅在外国的行为对于美国内贸、进出口贸易造成

直接的、实质性的、能够合理预见到的影响，才适用于国际商贸（进口除外）行为。对违

反该法案的限制竞争行为，法院依照相关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对当事人罚款或者予以

拘禁。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

环境。

《克莱顿法》则对合并和兼并行为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可能对竞争造成实质性影

响的合并或兼并行为被视作违法行为，同时也禁止在商品销售合同中添加购买者不得

使用其他竞争者产品的附加条件。受到限制性竞争行为影响的当事方可以获得三倍于

损失的赔偿，外加诉讼费用的补偿。外国公司或个人在起诉时享有国民待遇。

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两个主要的联邦执法机构，司法部

的反托拉斯局主要负责《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执行，反托拉斯局是唯一有权依据

反托拉斯法向联邦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机构，可以运用民事或刑事程序，并必须通过法

院起诉；联邦贸易委员会是独立的政策管理和执行机构，主要负责其他几个贸易法规的

执行，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维伯—波密伦出口贸易法》等，它还可以颁布具有法律

效力的贸易法规，并解释和执行该法所规定的目的。另外两个涉及竞争政策工作机构

分别是竞争局和消费者保护局，竞争局与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密切配合，负责竞争政策

法规的实施，消费者保护局则负责对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

提出诉讼。

美国竞争政策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关于特定领域免受竞争法规制的豁免规定，主要

涉及农业、部分出口、保险、劳务、捕鱼业、战争备战状态、报纸业联合运作协议、专业运

动、小型商业合资等。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２００９年美国颁布了若干关于实施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的法规要求，规定

了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可以豁免的物质，出台了系列关于冰箱、电池充电器、厨房灶

具、荧光灯等消费品的节能标准和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并更新了玩具的强制性

标准。

（１）《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的实施要求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美国正式颁布并实施了《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以下简称

ＣＰＳＩＡ），对原《消费品安全法案》进行了修订，２００９年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为了更好

地执行和实施该法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引。

① 系列重要时间节点

ＣＰＳＩＡ在２００９年度从１月２０日起有１２个重要的时间点：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童床、抚慰奶嘴产品必须出具第三方测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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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儿童产品中６００ｐｐｍ的含铅限制量生效。必须出具普通合

格证书。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儿童玩具和护理产品邻苯二甲酸盐ＤＥＨＰ、ＤＢＰ、ＢＢＰ的含

量限制在０．１％，可入口的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中的ＤＩＮＰ、ＤＩＤＰ含量限制在０．１％（过

渡性的）。必须出具普通合格证书。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Ｆ９６３成为玩具强制性标准生效，产品必须出具普通合格

证书。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属于小部件法规适用范围内的儿童产品须出具第三方测试

证明。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２日———属于金属首饰法规适用范围内的儿童产品须出具第三方测

试证明。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旬———ＡＮＳＩ／ＳＶＩＡＡＴＶ标准开始强制性执行。必须出具普通合格

证书，且儿童ＡＴＶ（越野摩托车头盔）须有第三方测试证明。

２００９年６月下旬———婴儿助步器和跳跃器等儿童产品须出具第三方测试证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儿童产品中３００ｐｐｍ的含铅限制量开始生效。必须出具普

通合格证书。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含铅涂料９０ｐｐｍ的含铅限制量开始生效。大部分产品必须

出具普通合格证书，以及第三方测试证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４日———产品须带追踪标签。

２００９年９月下旬———儿童产品必须具有生产商经第三方依相应法规进行产品测试

的证明。

② 某些产品可暂缓执行检测和认证要求

２００９年２月９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纪事报上公告，发布了对于某些产

品暂缓执行检测和认证要求的通知，主要涉及的领域见下表：

表１：受暂缓执行某些检测和认证要求影响的领域

特定检测和认证要求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前

可以暂缓执行检测

和认证要求

在２００８年八月十四日前就已要求的任何和所有检测和／或认证，这些要求包括：建

筑玻璃，住宅车库门自动开关装置，自行车头盔，双层床，有金属芯的蜡烛，纤维素绝

缘材料，割草机，打火机，床垫，游泳池滑水道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儿童产品使用的油漆和其他表面涂层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标准尺寸和非标准尺寸婴儿床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抚慰奶嘴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小部件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儿童首饰金属部件铅含量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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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定检测和认证要求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前

可以暂缓执行检测

和认证要求

ＣＰＳＩＡ适用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日以后制造的全地形车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不可暂缓

［维吉尼亚 格拉姆 贝克游泳池和水疗池安全法案］关于泳池排水孔盖的要求 不可暂缓

［可燃纺织品法案］列出的任何自愿性安全保障 不可暂缓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前就已要求的对睡衣的强制性检测 不可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限制除首饰之外的儿童产品总铅含量（６００ｐｐｍ）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可以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某些儿童产品限量使用邻苯二甲酸盐（１０００ｐｐｍ）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可以暂缓

ＣＰＳＩＡ的检测和认证要求将美国实验与材料协会制定的ＡＳＴＭＦ９６３玩具自愿性

标准采纳为法规
可以暂缓

ＣＰＳＩＡ关于婴儿摇椅，婴儿学步车和婴儿弹跳椅的检测和认证要求 可以暂缓

儿童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 无论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前可以不按照这些新要求进行检

测或认证，但是他们的产品必须符合对铅和邻苯二甲酸盐的限量规定，遵守强制性玩具标准以及其他要求。

　　此外，根据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纪事报上的公告，若消

费品安全委员会裁定某商品或某类物料或特定物料或产品的含铅量不超过ＣＰＳＩＡ第

１０１（ａ）条所规定的上限，或者裁定某商品或某物料或特定物料或产品的含铅量虽超过

上述上限，但并不会导致铅被摄入人体或对公众健康安全造成负面影响，那么，根据第

１０１（ｂ）（１）条给予豁免，不将其纳入规制范围。

③ 关于第１０１（ａ）条铅含量上限的最终规则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联邦纪事报上发布了ＣＰＳＩＡ第

１０１（ａ）条所规定的铅含量上限的最终规则。

根据该最终规则，下列物质若未经处理或掺杂其他可导致有关产品的铅含量增加

的物质，那么其含铅量并不超过ＣＰＳＩＡ第１０１（ａ）条所规定的上限：

宝石：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

半宝石和其他矿物，如有关矿物或物质并非以铅或铅化合物为主，而且本质与任何

以铅或铅化合物为主的矿物（任何以铅或铅化合物的矿物除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矿

物：文石、乳砷铅铜矿、银铜氯铅矿、白铅矿、铬铅矿、方铅矿、青铅矿、砷铅矿、角铅矿、钒

铅矿和钼铅矿）无关。

珍珠或养珠。

木。

以木或其他纤维素纤维制造的纸张和类似物料，包括但不限于纸板、箱纸板和芯

层，以及成为该类纸张基材一部分的涂层。

四原色（使用透明的青蓝、洋红、黄和黑色印墨、调制出一系列颜色）印刷墨（不包括

专色、四原色处理工序并无使用的其他印墨、不会成为基材一部分的印墨，以及用于后

期处理用途包括丝网印刷、转印纸、移画印花图案纸，或其他印刷品的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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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后期处理用途除外，包括丝网印刷、转印纸、移画印花图案纸或其他印刷

品）包括：（１）天然纤维（经染色或未经染色），包括但不限于棉、木棉、亚麻、麻布、黄麻、

苎麻、大麻、红麻、竹、椰子皮纤维、琼麻、丝、羊毛、羊驼毛、美洲骆毛、山羊毛、马毛、耗牛

毛、骆马毛、北极麝牛毛、南美野生羊驼毛；（２）人造纤维（经染色或未经染色），包括但不

限于人造丝、人造蛋白纤维、绿色纤维、醋酸纤维、三醋酸纤维、橡胶、聚酯纤维、烯烃纤

维、尼龙、丙烯酸纤维、变性聚丙烯腈纤维、芳香族聚酰胺纤维、氨纶。

其他植物提炼和动物提炼的物料，包括但不限于动物胶、蜂蜡、种子、坚果壳、花、

骨、贝壳、珊瑚、琥珀、羽毛、毛皮、皮革。

根据该最终规则，下列金属和合金，若没有故意加入铅或含铅金属（但不包括产品

的非钢铁或非贵金属零件，例如用于电镀、包层或装填用途的焊料或贱金属），其含铅量

便不超过ＣＰＳＩＡ第１０１（ａ）条的上限：

ＵＮＳ编号为Ｓ１３８００至Ｓ６６２８６的手术用钢铁和其他不锈钢，ＵＮＳＳ３０３６０编号的

不锈钢除外。

贵金属：金（至少１０Ｋ），纯银（最少为９２．５％纯度）、铂、钯、铑、锇、铱、钌、钛。

（２）发布若干节能标准

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商业及工业设备节能

计划：商用冰淇淋冷冻柜，独立商用冷藏柜、商用冷冻柜和无门商用冷藏冷冻柜，遥控压

缩商用冷藏柜、商用冷冻柜和商用冷藏冷冻柜的节能标准；最终规则》，能源部通过了一

个关于上述产品的新节能标准。能源部已确定这些设备的节能标准将节约大量的能

源，且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该最终法规规定的标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

起实施，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３日，美国能源部发布《某些消费品和商业与工业设备节能标准；最终

规则；技术性修订》，能源部公布该技术性修订，将《２００７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ＥＩＳＡ

２００７）某些消费品和商业与工业设备节能标准所规定的节能标准、检测程序及相关定义

编入联邦法规法典。该最终规则自发布当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２０１１型号年份

（ＭｏｄｅｌＹｅａｒ，ＭＹ）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平均燃料节约标准；最终规则》，规定了２０１１型

号年份汽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料节约标准；这些标准将提高行业范围综合平均数至２７．３

英里／加仑（ｍｐｇ）。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９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美国能源部发布《能源节约计划：电池充电器和外部电源（备用

方式和关闭方式）的测试程序；最终规则》，能源部正在修订其关于电池充电器（ＢＣｓ）和

外部电源（ＥＰＳｓ）的测试程序，按照《２００７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ＥＩＳＡ２００７）的指示，

将测定备用方式和关闭方式能源消耗的规定包括在内。此外，能源部增加了关于测试

开关可选择的外部电源的单电压外部电源测试程序规范。最后，能源部扩充了现行的

《２００７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中规定的对能源效率标准的Ａ类外部电源的认证报告

要求。该最终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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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４月８日，美国能源部发布《能源节约计划：关于某些消费品（洗碗机、减湿

器、微波炉，以及电子和燃气厨房灶具和烤炉），以及某些商用和工业设备（商用洗衣机）

的能源节约标准；最终规则》，修订了关于住宅厨房灶具和烤炉的烹饪效率的能源节约

标准，要求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起遵守由该规则规定的标准，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８日

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７月７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节能计划：小型电机

检测程序；最终规则》，能源部拟制定单相及多相小型电机能效检测程序，规则通过引用

整合了正在使用的检测这些电机能效的工业检测程序。此外，该规则还澄清了小型电

机定义并且在补充通知中确定了稍后将要处理的问题。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

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４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能源节约计划：关于

通用荧光灯和白炽反光灯的能源节约标准和测试程序；最终规则》。能源部宣布依照

《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ＥＰＣＡ），修订某些通用荧光灯和白炽反光灯的能源节约标准。

能源部采用了新的能源节约标准，且修订了目前没有被标准覆盖的某些通用荧光灯的

测试程序。另外，环保署正在修订通用规定中的某些术语的定义。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０９

年９月１４日生效，该规则中制定的标准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４日起执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某些工业设备节能

计划：商用供热、空调及热水设备节能标准》，美国能源部拟批准按照美国供热制冷空调

工程师学会（ＡＳＨＲＡＥ）／北美照明工程学会（ＩＥＳＮＡ）标准９０．１２００７规定的效率级别

修订的商用快装锅炉节能标准，并批准冷却能力在２４００００Ｂｔｕ／ｈ和７６００００Ｂｔｕ／ｈ之间

的水冷和蒸发冷却商用柜式空调以及热泵的新节能标准。美国能源部认为ＡＳＨＲＡＥ

标准９０．１２００７的商用快装锅炉效率级别比现行联邦节能标准更加严格，并且与现行节

能标准相比更加经济和节约能源。美国能源部还拟批准涉及商用快装锅炉检测程序的

修订。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起生效，规则中规定的标准自２０１２年３月２日起

施行。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节约能源计划：冷藏

瓶装或罐装饮料自动售货机节约能源标准；最终规则》，美国能源部正在采用新的冷藏

瓶装或罐装饮料自动售货机节约能源标准，能源部已经确定这些类型设备的节约能源

标准将能够节约大量能源，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可行的，在经济效率方面被证明有充

足的实施理由。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起生效，但其中１０ＣＦＲ４３１．２９６中的标准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起生效。

（３）能源之星标准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商用电冰箱和冷冻柜能源之星标准（２．０版），标

准明确了每日最大能耗要求以及相关检测程序要求等，该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

生效。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新版（４．０和５．０版）的能源之星电视机标准，相

７３１美　　国



较于旧版而言，新版标准规定了开机模式能耗要求，新增了峰值亮度比要求，新增了下

载获取模式要求等，４．０版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生效，５．０版标准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

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美国环保署针对音视频产品发布能源之星标准（２．０版），该标

准不仅规定了待机模式、开机模式和空闲模式的最大功耗要求，还规定消费类和商用音

视频产品都应具备自动断电默认模式。对于含有音频放大器产品，标准还首次规定了

最小效率水平。该标准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开始，第二阶段于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开始，更严格的第三阶段标准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号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地热热泵能源之星标准（３．０版），并于发布之日

起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环保署宣布了住宅用地源热泵新要求，首次授予水对

水地源热泵能源之星标签。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轻型商用暖通空调能源之星标准（２．０版），规定

了低于２４００００英热／小时的中央空调和热泵的最低能效标准。该标准分阶段实施，第一

阶段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开始实施。环保署于２０１０年将召开利益相关方的公开讨论会，

审议此２．０版本规范，并建议第２阶段要求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开始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４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最终版的ＬＥＤ光源灯具能源之星标准（１．０

版），涵盖了ＬＥＤ灯具的照明标准，检测程序，以及包装要求等，该标准于２０１０年８月

３１日生效。

（４）若干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了《联邦机动车辆安

全标准；车顶抗挤压；逐渐采用报告要求；最终规则》，该最终规则更新了车顶抗挤压安

全标准，首先，对于目前属于该标准的车辆，即，车辆总重量（ＧＶＷＲ）为２７２２千克

（６０００磅）或低于该重量的乘用车辆和多种用途的乘用车辆、卡车和公共汽车，规则加倍

了必须在指定的测试中承受得住的车顶结构效果强度，从车辆卸载重量的１．５倍增到车

辆卸载重量的３．０倍；其次，规则扩大了该标准的适用性，使得该标准也将适用于车辆总

重量（ＧＶＷＲ）为２７２２千克（６０００磅）以上的，但不超过４５３６千克（１００００磅）的车辆。

规则对于这些新包括的车辆规定了１．５倍车辆卸载重量的强度要求；第三，规则要求所

有上述车辆在两侧的测试，而不是单侧的测试中达到指定的强度要求，即，首先在车辆

一侧，然后在另一侧进行测试，同一车辆必须都达到强度要求；第四，规则规定了新的关

于保持头上空间的要求，即，生存空间，在测试的期间除了现有的车顶挤压量的限制之

外的要求。规则同样还包括了许多特殊的规定，其中包括一些涉及前导时间、针对多阶

段制造商、改装商，以及生产量少的制造商的需要。该最终规则对于这些车辆分阶段适

用更新的车顶抗挤压要求。该分阶段适用的要求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开始。不迟于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所有这些车辆必须达到更新的要求。车辆总重量（ＧＶＷＲ）为２７２２千

克（６０００磅）至４５３６千克（１００００磅）之间的车辆，必须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开始适用该要

求（部分车辆可推迟适用）。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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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了《联邦机动车辆安

全标准；空气制动系统；最终规则》，修订了关于气压制动系统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

准，改进牵引车停车距离性能。规则要求大量的新重型牵引车与目前要求的标准相比

较达到减少３０％的制动距离。对于这些重型牵引车，该修订的标准要求这些车辆在负

载量达到其车辆额定总重量（ＧＶＷＲ），并且以每小时６０英里（ｍｐｈ）的速度测试时，这

些车辆停车所需距离不超过２５０英尺。对于少量非常重负荷运行的牵引车，在这些相同

的条件下，停车距离要求将是３１０英尺。另外，规则要求所有重型牵引车在负载到其车

辆轻载质量（ＬＬＶＷ）时，必须在２３５英尺之内停车。车辆额定总重量在５９６００磅或以下

的三轴牵引车，必须不迟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达到本最终规则中规定的减少停车距离要

求。两轴牵引车和车辆额定总重量超过５９６００磅的牵引车，必须不迟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１

日，达到本最终规则中规定的减少停车距离要求。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

准；空气制动系统；最终规则》，该规则修正了在７月２７日的最终规则中公布的表格中的

错误，除去一项测试规范，以及调整该局尚未在该最终规则中充分说明的少量车辆的遵

守日期，对一些请求做出答复，该最终规则再审议的请求必须不迟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收到，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机动车辆安全

标准；控制装置、信号装置和指示器；最终规则》，修订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ＦＭ

ＶＳＳ）第１０１条控制装置和显示装置。根据最终规则，如果喇叭控制装置位于方向盘的

中央则不要求标识符；如果喇叭控制装置位于车辆的其他位置，则控制装置必须以颜色

与背景成鲜明对比的专用喇叭符号标识。本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９日起生效。总重

低于１００００磅车辆的执行日期是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总重超过１００００磅车辆标准的控制

装置、信号装置和指示器要求的执行日期延长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机动车辆安全

标准；空气制动系统；最终规则》，该最终规则规定现有“带有防抱死制动系统（ＡＢＳ）的拖

车须配备外部故障指示灯”的要求应当具有永久性。外部灯的安全目的要求包括：其不

但警告驾驶员故障拖车防抱死制动系统，而且与驾驶室内的灯不同，显示了哪些拖车是

双层的，和哪些拖车的应用具有故障，并且其有助于联邦和州的路边检查员和维修人员

确定故障拖车的防抱死制动系统。该要求具有永久性。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起

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机动车辆安全

标准；车灯、反光装置及相关设备；最终规则》，该规则推迟改变、改善结构及明晰联邦机

动车辆安全标准关于车灯、反光装置及相关设备的最终规则的生效日期。改变照明标

准的最终法规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公布，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生效。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公布

的最终规则将生效日期延长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本规则再次推迟生效日期，从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１日推迟到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使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能够在生产商必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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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符合新要求之前完全解决所有请求的问题。

（５）有关粘合剂和密封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规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美国特拉华州发布了《特拉华州法规１１４１修正案，限制从商业

的和消费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规定了商业用粘合剂和密封剂产品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ＶＯＣ）限量，包括了２５种粘合剂、４种粘合剂底涂剂、５种密封剂和３种密

封剂底涂剂。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美国罗得岛州发布了４个关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提

案，分别是《防止大气污染条例Ｎｏ．３１：控制来自消费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修正提

案》，主要是针对１０２类消费品（粘合剂、空气清新剂、止汗剂、除臭剂、织物保护剂、头发

护理用品、预洗剂、木材清洁剂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限值，同时要求产品有记

录保存和需要向环保署署长提交报告；《防止大气污染条例Ｎｏ．３３控制来自建筑涂料和

工业维护涂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修正提案》，修订了关于控制来自建筑和工业维护涂

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规则；限定了５３种建筑和工业维护涂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防止大气污染条例Ｎｏ．４４控制粘接剂和密封剂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修

订提案》，修订关于控制粘接剂和密封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规定，限制了４０类粘接

剂和密封剂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防止大气污染条例Ｎｏ．２５控制稀释沥

青和乳化沥青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修订提案》，禁止在臭氧季（每年的４月～９月）使

用稀释沥青，对乳化沥青的臭氧季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设定更为严格的限值。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美国环保署发布《关于气溶胶涂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国家排放

标准；最终规则》，修订了关于气溶胶涂料种类（气溶胶喷漆）的基于反应性的排放标准。

基于环保署收到的来自管理机构的请求，修正案将化合物及相关的反应性因素增加到

表２反应性因素中，并且澄清了哪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符合性测定中应当进行量化。

该规则对通告义务也做出了修改，要求公司向管理实体证明其将遵守保存记录和报告

的规定，且同时提出了哪方当事人应当对这种证明承担责任。此外，该规则还对气溶胶

涂料反应性规则做出了较小的修订和修正。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生效。

（６）关于低排放车辆的法规修订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２日，美国佛蒙特州自然资源署发布补遗通报《低排放车辆计划，最终

法规》。佛蒙特州已修订了低排放车辆（ＬＥＶ）法规：（１）修订零排放车辆（ＺＥＶ）计划以

反映技术成熟度及简化特殊计划要求；（２）新的环境性能标签计划要求新机动车烟雾指

数和温室排放标签；（３）修订加强了排放保证信息报告和召回要求。该最终法规于２００９

年１月３日起生效。

（７）玩具强制性标准更新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玩具安全标准ＡＳＴＭＦ９６３０８《玩具安全标

准消费者安全规范》，其中包括吞入磁性部件、嵌塞危害、声音、阻燃性和其他许多部分

的修改。

磁体：修改部分涉及了玩具中较小的磁体部件可能被摄食导致危害，以及可能受到

伤害的儿童的年龄。磁体的磁性部件的体积要求增大到小物件圆桶的尺寸，年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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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至适用于１４岁及以下儿童的玩具。另外，这部分还包括了针对磁铁的特殊测试和

滥用情况的要求，以避免玩耍过程中磁体从部件上脱落。

声学：推／拉玩具通过噪声测试的连续声音要求由脉冲声音所取代。这一部分的修

改同时使Ｆ９６３和欧洲玩具标准ＥＮ７１１之间获得了进一步的协调统一。

系弹力绳的悠悠球：增加了对手腕带或脚踝带长于７０厘米、踢出或抛出后可弹回的

运动球的豁免。带子长度的测试方法是将带子放在水平表面上，没有任何负重。

嵌塞危害：适用于１８—４８个月儿童的、带有钉子、螺丝和螺杆、重量小于１．１磅

（ｌｂ），并且轴杆或手柄上附有球形或半球形末端的玩具，在设计上，其末端应不能进入或

穿过补充测试装置的整个腔洞。这一要求应在自身重量而非施加压力的状态下测试。

阻燃性：主轴的概念被重新定义，同时加入了附件、绳和纸的定义。修改了对包装

材料、织物和睡袋的豁免，但在玩耍时与玩具是一体的包装材料没有豁免。部分由于存

在附着的布料，如果玩具的燃烧率超过０．１ｉｎ／ｓ，则增加第二测试条件。增加了新的织

物阻燃性测试步骤。

折叠装置和枢纽：这部分涉及的产品范围修改为正常使用中预计或可能支撑一个

儿童重量的玩具。新的折叠装置要求包括锁闭装置或其他防止物品意外或突然移动或

倒塌的装置。锁闭装置应在生产商建议的使用位置上放好后即可自动发挥作用。新标

准增加了装载测试，以检查折叠装置和锁闭装置的牢固性。

下颚卡在手柄和方向盘中的危险：这部分是Ｆ９６３０８版本中新增的要求，目的是避

免以下适用于１８月以下儿童的玩具在使用中，手柄或方向盘卡住儿童的下巴。这类玩

具包括儿童站立时玩耍用的活动桌、大体积玩具、固定的地面玩具、儿童站立行走时推

动的推行玩具，以及骑乘玩具。采用柔韧材料（带和绳）制成的玩具手柄或枢纽可以

豁免。

玩具箱：Ｆ９６３的最新版本删除了有关玩具箱的要求，因为这类产品属于家具，而非

玩具。

玩具中铅的测试要求：与美国２００８年ＣＰＳＩＡ中引述的Ｆ９６３０７版标准一致，没有

变化。根据ＣＰＳＩＡ，《玩具安全标准消费者安全规范》ＡＳＴＭＦ９６３应是《消费品安全法》

第９部分中一个强制性的玩具安全标准。但是，由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

２月９日发布了“延缓一年执行”的公告，所以ＡＳＴＭＦ９６３的第三方测试和证书要求延

期至２０１０年２月再执行。

（８）纺织纤维子类名称的标签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最终规则：用于标签的新通用纺织

纤维子类名称》，对《纺织纤维制品鉴别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修订，在“聚酯纤维”（ｐｏｌｙ

ｅｓｔｅｒ）现时的定义下增设新的通用纺织纤维子类名称和释义，新增设的子类名称为

ｔｒｉｅｘｔａ，适用于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酯（ｐｏｌｙ，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ＰＴＴ）制的纺织

纤维。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起，商家可在纺织品标签内以通用名称ｔｒｉｅｘｔａ标示聚对苯

二甲酸丙二酯纤维。该最终规则自发布当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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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有关在动物食品或饲料中禁用物质的执行时间的修改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禁止在动物食品或饲料中使用的

物质；确认最终规则的生效日期》，食品药品管理局确认，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５日公布《禁止在

动物食品或饲料中使用的物质的最终规则》（联邦纪事（ＦＲ）第７３卷第２２７２０项）的最终

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为了允许实施人有额外时间遵守新的要求，该局同样还

规定了上述规则的最终遵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禁止在所有动物食品或饲料中

使用某些牛源性的原料主要包括：３０个月或以上的牛脑髓和脊髓、未经检验和批准供人

类消费的任何年龄的牛脑髓和脊髓、未经检验和批准供人类消费的屠宰后完整的畜体

（如脑髓和脊髓尚未去除）、源自本规则提案所禁止的原料，并且含有０．１５％以上不能溶

解的杂质的牛脂，以及源自本规则提案所禁止的原料的机械分割的牛肉。该额外期限

同样也将给其他受到影响的人（包括家畜生产商和包装商）更多的时间以确定适当的方

法处理本规则禁止在动物饲料中使用的物质。

（１０）对部分非处方药警告和标签的要求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器官特异性警告；人用非处方内服止

痛药、退热药，以及抗风湿药品；最终规则》，规定了重要的新的器官特异性警告，以及关

于非处方（ＯＴＣ）内服止痛药、退热药，以及抗风湿药品（ＩＡＡＡ）的标签。新的标签告知

消费者关于当使用退热净时，具有肝脏损伤的危险，以及当使用非甾体抗炎药

（ＮＳＡＩＤＳ）时，具有胃出血的危险。新的标签要求适用于无论是根据非处方药品规范，

还是根据已批准的新药申请（ＮＤＡ）的所有非处方ＩＡＡＡ药品。该规则自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９日起生效。

（１１）燃油效率标准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９日，美国宣布将执行一项统一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依照这一标

准，从２０１２年开始，美国汽车制造商必须逐年改善汽车的燃油效率，到２０１６年，美国汽

车每１００公里耗油量，将不超过６．６升，比目前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将近４０％。

（１２）关于含铅车轮平衡块的禁令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美国环保署宣布，将根据《有毒物质管制法》第２１条，限制含铅

车轮平衡块的生产及销售。环保署于２００８年８月推出自愿性“全国无铅车轮平衡块计

划”，参加该计划的４０个成员承诺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减少使用含铅车轮平衡块，并

妥善回收用过的铅质车轮平衡块，循环再造。美国数州已经立法处理含铅车轮平衡块

造成的环境问题。华盛顿州于４月２８日立法，规定由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任何人更换

汽车轮胎时，必须以环保车轮平衡块取代铅质平衡块。佛蒙特州去年对含铅产品全面

设限，由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禁止州内车辆使用含铅车轮平衡块，由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起

禁止所有新车辆使用含铅车轮平衡块。缅因州于５月１２日立法，规定：（１）更换汽车轮

胎时，不得使用含铅车轮平衡块，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扩展至涵盖含汞车轮平衡块；

（２）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新车辆若装有在生产过程中故意加入铅或汞的车轮平衡块，不得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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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美国免除西红柿最低等级要求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美国农业部农产品销售局发布《蔬菜，进口法规；部分免除新鲜西

红柿最低等级要求；最终规则》，规定了部分免除西红柿进口法规中的最低等级要求。

负责管理佛罗里达本地西红柿市场秩序的佛罗里达西红柿委员会建议修改佛罗里达西

红柿管理规定。市场秩序管理规章制度最近进行了修订，对收获期标志西红柿（年份标

志）免除了美国２级外观要求。根据《１９３７年农业营销协议法案》第８ｅ条，进口法规需

要作相应修改。本规则规定为符合市场秩序管理规定，进口法规中的收获期标志同样

部分免除。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起生效。

（１４）食品通报措施

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表示，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起执行食品通报措

施（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Ｆｏｏ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ＲＦＲ），该通报措施要求相关责任方须通过ＲＦＲ网上注

册（ｈｔｔｐ：／／ｒｆｒ．ｆｄａ．ｇｏｖ），对可能造成人类或动物健康危害的食品或饲料进行报告。

通报食品注册（ＲＦＲ）覆盖了ＦＤＡ规定的所有食品，婴儿奶粉和膳食补充剂除外。

通报食品注册（ＲＦＲ）中需要进行报告的责任方包括所有向ＦＤＡ提交过注册登记信息

的供美国人类或动物消费的食品或饲料生产商、加工商、包装商或供货商。美国联邦、

州和当地消费者健康监管机构也应使用该通报食品注册体系进行信息的通报。

通报信息有：厂商注册登记号码；通报日期；食品或饲料的描述，包括数量和金额；

危害事件的性质和范围；造成危害事件的原因调查结果；危害食品或饲料的处理；危害

食品或饲料包装的产品信息。

（１５）关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重要新用途规则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直接最终规

则》，环保署根据《有毒物质管理法》第５（ａ）（２）条颁布了须经产前通知（ＰＭＮｓ）的１２种

化学物质的重要新用途规则（ＳＮＵＲ）。其中２种化学物质须符合ＴＳＣＡ第５（ｅ）条规定

的环保署认可令。对有意向从事规则中认定的具有重要新用途的这１２种化学物质生

产、进口或加工活动的人员，应当至少在活动开始之前９０天通报环保署。该通报的要求

是为了让环保署有机会来对该用途进行评估，若有必要，则可在该活动开始之前禁止或

限制其发生。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起生效。该１２种化学物质见下表：

表２：《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直接最终规则》规定化学物质

ＰＭＮ编码 化　　学　　名
ＣＡＳ编码（美国化学

文摘服务社登记号）
备　　注

Ｐ０５７７５
Ｂｅｎｚｅｎｅｅｔｈａｎｏｌ，ｈａｌｏ，ｈａｌｏｃｙｃｌｏａｌｋｙｌ，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ａｌｋｙｌ
（ｇｅｎｅｒｉｃ）．

不可用 须经ＥＰＡ认可

Ｐ０６１６ ２Ｐｅｎｔａｎｏｎｅ，３，５ｄｉｃｈｌｏｒｏ． ５８３７１９８５． 须经ＥＰＡ认可

Ｐ０７５８７ １Ｄｏｃｏｓａｎａｍｉｎｅ，Ｎ，Ｎｄｉｍｅｔｈｙｌ． ２１５４２９６１．

Ｐ０７６２９
Ｐｏｌｙ（ｏｘｙ１，２ｅｔｈａｎｅｄｉｙｌ），．ａｌｐｈａ．［（１３Ｚ）１ｏｘｏ１３ｄｏｃｏｓ

ｅｎ１ｙｌ］．ｏｍｅｇａ．［［（１３Ｚ）１ｏｘｏ１３ｄｏｃｏｓｅｎ１ｙｌ］ｏｘｙ］．
５６５６５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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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ＭＮ编码 化　　学　　名
ＣＡＳ编码（美国化学

文摘服务社登记号）
备　　注

Ｐ０８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ｓｉｌ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ｌ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ｉｃ）． 不可用

Ｐ０８２４ １，３Ｄｉｏｘｏｌａｎｅ４ｂｕｔａｎｏｌ，２ｅｔｈｅｎｙｌ． ２４２１０８１．

Ｐ０８３３ Ｃｈｌｏｒｏ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ａｎｅ（ｇｅｎｅｒｉｃ）． 不可用

Ｐ０８３６ Ｂｅｎｚ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ｘｉｍｉｄａｍｉｄｅ，Ｎｈｙｄｒｏｘｙ４ｎｉｔｒｏ． １６１３８６１．

Ｐ０８１３８ Ｃａｒｂｏｎｏｔｒｉｔｈｉｏｉｃａｃｉｄ，ｂｉｓ（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ｙｌ）ｅｓｔｅｒ． ２６５０４２９０．

Ｐ０８１８０

１，３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ｄｉｏｎｅ，２［２ｃｈｌｏｒｏ４（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ｏ

ｎｙｌ）３［（２，２，２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ｅｔｈ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ｏｙｌ］，ｉｏｎ
（１），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ｓａｌｔ（１：１）．

１１２１６４９７０４．

Ｐ０８２１２ Ｔｅｔｒａｆｌｕｏｒｏ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ｇｅｎｅｒｉｃ）． 不可用

Ｐ０８２７５ Ｃｅｓｉｕｍ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ｏｘｉｄｅ． ５２３５０１７１．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９年，美国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方面的法律法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某些产品

的强制性原产地标准规则、有关植物进口的若干法规和数十个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

美国还提出法律修改建议，考虑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口中国木制工艺品。

（１）关于染色剂深红色及胭脂虫萃取物名称的声明要求

２００９年１月５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免除认证的染色剂名单；食品、

药物和化妆品标签：胭脂虫萃取物及深红色色素声明》，该最终规则是对严重过敏

反应报告的回应，涉及到过敏反应、含有胭脂虫萃取物的食品、含有深红色色素的

食品和化妆品等，规则还允许通过对这些颜色着色剂过敏的消费者对这些产品进

行识别的方式，来预防含有此类着色剂的产品。此外，规则要求声明所有食品和化

妆品上染色剂深红色及胭脂虫萃取物的名称。该最终法规的生效日期是２０１１年１月

５日。

（２）强制性原产地国标签最终规则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了《对肌肉切割的牛肉（包括小

牛肉）、羊肉、鸡肉、山羊肉和猪肉强制性原产地国标签的最终规则》，该最终规则是对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美国农产品营销局在联邦纪事上发布的《对肌肉切割的牛肉（包括小

牛肉）、羊肉、鸡肉、山羊肉、猪肉、野生和养殖的鱼及贝类食物、易腐农产品、花生、山核

桃、人参以及澳大利亚坚果的强制性原产地标签的最终规则》的确认，且未作任何变动。

该规则包括消费者知情权要求，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保存记录的责任。根据规定，上述

产品的供应商，均须向零售商提供产品来源地的资料，而鱼类及有壳水生动物供应商还

须注明生产方法（野生或养殖）。不受强制性原产地标签所限的产品包括加工食品的原

料、源于受影响产品但经过物理或化学转变（如烹调、腌晒或烟熏）的产品、与受影响产

品或巧克力和番茄酱等其他食品成分混合的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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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准许直接添加在供人消费用食品

中的食品添加剂；维生素Ｄ２；最终法规》，修订了食品添加剂法规，规定维生素Ｄ２作为营

养补充剂用于大豆源食品产品的安全使用方法，大豆饮料不超过５０ＩＵ／１００ｇ，大豆饮料

产品不超过８９ＩＵ／１００ｇ，大豆源黄油替代延伸品不超过３３０ＩＵ／１００ｇ，大豆源奶酪替代

品和大豆源奶酪替代产品不超过２７０ＩＵ／１００ｇ。该法规于发布当日生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８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准许直接添加在供人消费食品内

的食品添加剂；硝酸银及过氧化氢》，该规定准许在瓶装水内使用硝酸银和过氧化氢水

溶液作为杀菌剂，硝酸银不超过１７毫克／公斤，过氧化氢不超过２３毫克／公斤。该法规

于发布当日生效。

（４）关于进口食品中含少量肉、家禽、加工蛋产品成分的执行通告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健康与检验局发布《有关进口食品中含少量

肉、家禽、加工蛋产品成分的执行通告》，通告所有用肉、家禽、加工蛋产品成分生产

的，包括仅用少量肉、家禽或加工蛋产品制造的供人消费用的食品不得进入美国，除

非这些成分是按美国检验系统或由外国食品监管系统认证的企业加工的。食品安全

检验局必须确保这些成分来自经批准产地生产，且其卫生加工状况可防止人为或无

意污染，并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该检验局将对进口商提交的新申请进行评估，待

批准后，方可允许进口到美国。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证明成品

配料表中，肉、禽或加工蛋产品所占比例；证明这些原料成分的原产地；证明这些原料

成分在哪里加工；保证没有其他成分添加到成品中；证明该原料成分标签并不代表成

品标签；证明成品最终生产加工地等等。自６月２２日起，所有向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

康检验局提交的含有少量肉类、禽肉、蛋类成分的进口食品许可证的申请，要首先通

过食品安全检验局的批准，以确保其肉类、禽类、蛋类成分符合加工条件，在保证这些

成分的安全性的前提下，方可获得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的新进口许可证。该通告自发

布之日起生效。

（５）关于从外来新城疫疫区进口食用蛋的要求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最终法规：从外来新城疫

疫区进口食用蛋》，修改有关从外来新城疫（Ｅｘｏｔｉｃ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简称ＥＮＤ）疫区

进口食用蛋（孵化蛋除外）的相关要求，这是为提供一种更有效和等效的检测选择方法

以确定出口美国的产蛋禽群的外来新城疫状况（孵化蛋除外）的必要措施。该最终法规

对“外来新城疫”重新定义时将“速发型”要求剔除，用“剧毒的”来替代，规定了进口食用

蛋需要进行的证明手续等。该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生效。

（６）关于瓶装水的新法规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９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最终法规：饮料：瓶装水》，修订

食品药品管理局瓶装水法规，新法规包含以下要求：瓶装水厂家每周对水源的大肠菌

总数进行微生物检测；如水源或成品瓶装水中发现任何大肠菌，瓶装水厂家必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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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菌生物体是否是大肠埃希杆菌（犈．犮狅犾犻．）；含犈．犮狅犾犻的水源的水质被认为是不安

全、不卫生，被禁止用于瓶装水生产；在瓶装水厂家使用犈．犮狅犾犻检验结果为阳性的水

源之前，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纠正或根除使用水源受犈．犮狅犾犻污染的原因，必须保存对该

措施的记录；含犈．犮狅犾犻的成品瓶装水将被认为是掺假品。该最终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１日生效。

（７）关于植物进口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有关柑橘长角星天牛

（ＣＬＢ）及亚洲长角甲虫（ＡＬＢ）的联邦令》，针对来自阿富汗、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

国、朝鲜、马达加斯加岛、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台湾、越南等已发生星天牛、光肩星天

牛，且没有采取官方控制措施的国家或地区禁止和限制进口ＣＬＢ及ＡＬＢ寄主植物属，

该联邦令的目的是，防止国外上述两种植物害虫传入美国并在美国扩散。该联邦令自

发布日起第２２天生效。

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有关入侵实蝇属（双翅

目、实蝇科）入侵实蝇种寄宿材料的联邦进口检疫令》，防止入侵实蝇入境美国，只有

达到本联邦令规定的条件：（１）产品来自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认可的无虫害区；或（２）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过处理，或（３）在接受了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批准的处理之后，美

国才接受从该害虫感染国进口入侵实蝇寄宿的水果和蔬菜。该规定于发布当日

生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有关赤杨衰退病原菌的

联邦令》，禁止进口所有国家的赤杨种植植物（种子除外），因为它们属赤杨衰退病原菌

的寄主植物，该联邦令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开始生效执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６日，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联邦检疫令：柑橘绿化病（ＣＧ）

及柑橘斑病》，为防止柑橘黄龙病菌柑橘绿化病病原介质（ＣＧ）（又称黄龙病／ＨＬＢ）和苟

养木杆菌柑橘斑病病原介质两种柑橘病传入美国，该联邦令禁止从某些国家进口柑橘

种子及相关柑橘属，该联邦令更新和替代之前相关联邦令（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在前国

别名单（中国在列）内加入伯利兹、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及墨西哥４个国家，该联邦令于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生效。

（８）关于防止生产、运输和储存期间带壳蛋中的肠炎沙门氏菌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最终法规：防止生产、运输和储存

期间带壳蛋中的肠炎沙门氏菌》由于肠炎沙门菌是美国食品疾病的主要致病菌，而带壳

蛋又是人类感染肠炎沙门氏菌首要来源，该法规要求带壳蛋生产商采取措施，以防止养

殖场家禽蛋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感染肠炎沙门菌，要求这些生产商坚持执行有关法规，

并向食品药品管理局注册。该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生效。

（９）关于撤销提高检验检疫费用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８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临时性规定，准备对某些

跟特定的商用船舶、商用卡车、商用铁路车辆、商用飞机以及在美国关税领域内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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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航空乘客有关的某些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服务提高收费。该临时性规则原定于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农业

检验检疫服务使用费》，决定撤销前述临时性规则。该撤销行为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起生效。

（１０）有关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了７９个关于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涉

及腈嘧菌酯、玉米除草剂、甲氧毒草安、Ｓ异丙甲草胺、联苯肼酯、噻嗪酮、福美双、唑菌胺

酯、氯吡嘧磺隆、噻虫嗪、多杀菌素、嘧啶肟草醚、甲氧虫酰肼、喷达曼萨林肼、乙草胺、代

森锰锌、代森锰、代联森、唑螨酯、二氯丙烯胺、嘧霉胺、赛座灭、咪唑菌酮、甘草膦、氯虫

酰胺、碘甲磺隆钠盐、阿灭净、高脂肪酸酸胺皂盐（Ｃ８Ｃ１８饱和Ｃ８Ｃ１２不饱和）、双苯三

唑醇、叶菌唑、克百威、五氟磺草胺、甲氰菊酯、三乙醇胺、丙硫菌唑、三苯乙烯基聚氧醚、

丙环唑、喹氧灵、氰氟草酯、麝香草酚、氯嘧黄隆、戊唑醇、恶唑菌酮、芽孢杆菌分株Ｊ、丙

苯磺隆、螺甲螨酯、百菌清、二氯芬氧基乙酸等杀虫剂。

（１１）关于中国木制工艺品输美检疫要求的提案

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建议法案：中国木制工艺

品输美检疫要求》，该法案中指出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针对从中国进

口的木质装饰品和工艺品已签发了３００多个紧急行动通告，并在全美范围内召回来自中

国的木制工艺品，以防止来自中国的木制工艺品中携带的有害生物的进入。２００５年，美

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暂停了某些木制工艺品从中国的进口，直到完成有害生物风险的

进一步分析。根据最近的评估结果，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提出本次建议法案，只要中

国的木制工艺品符合一定的条件，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就可以确定该产品是安全的，

可以进口至美国。该建议法案中要求中国输美的所有木制品，包括由木材、枝条、藤条、

竹竿和篱笆等天然成分制成的产品，都要求必须经熏蒸或热处理（最低７１．１℃，华氏

１６０度，热处理至少７５分钟）、出具植物检疫证书（中国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出具的该检疫

证书中，必须包括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进行检查后没有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加贴可溯

源标识等。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美国超过平均关税水平三倍以上的高关税税目约占总税目的５％。例如，农

产品中烟草关税最高，达３５０％，酸奶油和花生分别为１７７．２％和１６３．８％，其他包括牛

奶、奶油、奶酪、鹅肝、糖、可可粉等农产品的关税在５０％到１１０％之间。滚珠轴承、玻璃

和玻璃制品、钟表、乐器、纺织品、鞋类和塑料等１２类非农产品也被征收高关税，部分服

装的税率３２％、织布为２５％、纱线为１３．２％，大部分玻璃制品的税率在１０％到２０％之

间，有些高达３８％。美国对部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

竞争力，增加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

７４１美　　国



２．关税升级

美国关税升级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一些制成品或半制成品的关税随着加工程度的

加深而增加。例如美国对纤维长度低于２８．５７５毫米的棉花实行零关税，但对大部分棉

纱线征收５—１２％的关税，对服装征收１２％到１４％甚至高达３２％的关税。这样的关税

结构明显限制了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或制成品对美出口，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造成

损害。

３．关税配额

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保护国内生产商利益，对包括牛奶及奶制品、婴儿配方奶粉、

含牛奶的动物饲料、糖及含糖产品、花生及花生油花生酱、可可粉、巧克力和低脂巧克力

碎块、冰淇淋、羊肉、牛肉以及棉花等在内的１９５个税目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美国对

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２００７年简单平均配额外最惠国关税税率为４２％，而配额内

关税税率则为９．１％。

（二）通关环节壁垒

１．１００％进口货柜扫描计划

在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开始关注恐怖分子通过集装箱向美国运送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为了解决集装箱安全问题，美国在２００６年通过了《２００６年港口

安全和责任法》。该法案规定了在三个美国港口试行对进口货柜１００％扫描的计划，

以检验该制度的可行性。２００７年８月生效的《９／１１委员会法２００７年实施建议》要求

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所有进入美国的集装箱在外国港口装船之前必须经过非侵入式扫

描设备和放射线探测设备的检查。虽然该建议没有要求外国港口参加该计划，但根

据该建议的规定，未经扫描检查而在外国港口装船的集装箱不得进入美国。这一措

施的实施向外国转嫁了美国的安全成本，将大大增加外国港口的配置和维护设备的

费用。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反对，２００８年世界海关组织的成员一致通过一份决议，认为

这一措施将损害世界贸易、导致货物在港口的拥堵和不合理的延迟，将会带来国际性

的贸易困难。美国国内部分议员和政府机构也认为有关规定对现有货柜物流模式影

响重大、耗费亦过高，不具有可行性。根据美国问责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国

土安全局计划将措施推迟到２０１４年开始实施。由于中国是美国集装箱海运的主要

货源国之一，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港口和对美出口货物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将密切关

注该措施的下一步进展。

除了１００％进口货柜扫描计划外，早在“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就采取防止

恐怖活动发生的一系列措施。２００２年，美国颁布了《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防

应对法》，并随后颁布了《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制度》等４个配套法规。此外，美国在“２４

小时仓单预报规则”之外，在２００９年对承运商和进口商提出了“１０＋２”要求，规定其提前

通知船舶、集装箱状态信息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低了通关速度、增加出口成本，增

大了出口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且，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执行这些措施的时候还

有可能会区别对待国内外企业，使外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客观上产生了贸易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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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２．部分海关使用费增加企业负担

１９８６年，根据《１９８５年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美国将商品处理费作为海关使用费

的一部分，价值低于２０００美元的非常规进口商品缴纳２至９美元的费用，价值超过

２０００美元的进口商品缴纳的费用为其进口价值的０．２１％，每笔清关商品缴纳的商品处

理费上下限为２５到４８５美元。原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和以色列等与美

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产品和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等的产品可享有例外。根据《２００４

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的规定，该费用的实施将延长至２０１４年９月。海关使用费虽意

在抵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处理进口商品时花费的行政成本，并设置了上限，然而

它是基于进口货物的价值征收，并非与海关服务挂钩，因此仍有可能超出实际支出，增

加出口商的负担，不符合ＷＴＯ《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８条的规定。

３．雷斯法案的进口申报要求

根据新修订的《雷斯法案》要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分阶段进口商在进口《雷

斯法案》所涉植物时均需提交进口申报表，说明进口货物包含的所有植物的学名、数量

和来源地，否则产品将被没收。由于大部分出口木制品从木材采伐到成品出口经过许

多中间环节，提供其中每种植物成分的种属和来源信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实现。

以纤维板、实木、竹、藤等多种材料制成的家具，要求生产商提供所有植物原材料供应链

的资料并证明其合法性，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任务相当艰巨。出口企业如不能按进口商

要求提供信息，将面临失去客户的风险；如因申报不实接受调查、无法清关，则可能收不

回货款而遭受经济损失。

（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

根据美国法典第２６编《国内税务法典》第３１章“零售消费税”的规定，政府对国外进

口和国内生产的特定产品征收联邦消费税，包括燃料、特定类汽车（豪华类）、重型大卡

车和拖车、运动产品、枪支和弹药、酒类、烟草产品以及纸张。其中，美国政府对进口和

国内生产的啤酒征收每桶（３１加仑）１８美元的消费税，但对年产数量在２００万（含２００

万）桶以下的国内啤酒生产企业，对其每年生产的前６万桶啤酒实行只征收每桶７美元

税的优惠。同样，对于年产数量在１５万（含１５万）加仑的国内葡萄酒生产企业，给予前

１０万加仑每加仑０．９美元的税收优惠。而对进口葡萄酒，则根据其酒精浓度征收每加仑

１．０７美元至３．４美元不等的消费税。美国没有开征增值税，地方政府有权对国产的和进

口的产品征收营业税和附加消费税。地方政府的这两项征税权可能产生国产和进口产品

计税基础的不一致，从而可能造成差别征税，尤其是难以保证进口产品不被过多地征收税

费，实质上阻碍了外国产品的进口。而对上述国内啤酒和葡萄酒生产商的税收优惠政策，

已经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影响了公平竞争，违反了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复合地板甲醛含量标准

２００９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项关于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及硬木胶合板的甲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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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新标准生效，对地板等产品中的甲醛含量做出新规定，除了提高甲醛含量标准外，

还规定了较高标准的甲醛测试方法。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开始，家具零售商和制造商将

被要求保证其产品中所使用的复合木制品甲醛排放量符合ＣＡＲＢ标准（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的复合木制品甲醛排放量标准）并通过第三方认证。而相关

产品销售方也必须执有证明其产品来源并可追溯到其原料木板生产商的文件。产品供

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木板的供应商、制造商及零售商，都应保证其产品的甲醛排

放量符合ＣＡＲＢ标准，否则将被处以罚金或被起诉。美国环保署等有关部门也在考虑

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以统一各州标准。上述标准的实施将造成我国地板出口企业的成

本增加，加大了出口难度，对地板行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将密切关注美国可能出

台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２．复杂的认证制度

美国高度依赖第三方合格评定，电子电气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事实上必须通过

第三方认证。通讯设备在其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必须接受持续的检测和评定。尽管美国

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已经开始逐步放宽管制，

但仍然要求对无线电设备进行第三方认证。美国有２７００个州级以及市级政府机构制定

法规要求对产品进行安全认证，这些要求缺乏一致性，部分要求缺乏透明度。美国的

ＥＰＡ认证不仅要求对一系列产品进行认证，而且要求对每一个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不

仅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认证费用，而且认证的周期长达半年至一年之久，经常贻误企业出

口商机。

３．标签标示制度

美国通过繁琐的标签标示要求对进口产品施加不合理的要求。在美国零售包装的

服装上必须标明原产地、美国的最终购买者等信息，所有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必须标注

通用名称，在混纺纤维超过５％的情况下还必须提供混纺材料所占的比重，所有羊毛制

品必须按照《１９３９年羊毛制品标签法案》清楚地标明重量和进口商的信息。《美国汽车

标签法》规定机动车必须标注美国及加拿大生产的部件在成品中所占比例以及车辆的

最后组装地点，这些要求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倾向，从而对其他国家的产品造成不公平待

遇。美国农业部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日发布《强制性原产地标签》，该最终规则规定牛、易

腐农产品等若干农产品须强制性加贴原产地标签。根据该规则，加贴单一美国原产地

标签若干产品从种植采摘或捕捞到加工产品的过程都必须在美国国内完成，这将使得

美国农产品工作者为了加贴单一美国原产地标签而不能从国外进口原料，严重阻碍了

外国产品对美国的进口。该规则的其他规定还导致供应商与销售商不合理的成本大大

增加。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加强对中国产品的检验检疫措施

２００７年开始，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全面加强了对中国输美产品的检验检疫。由

于一些检验检疫需要２到３周的时间，因而大大减缓了中国产品向美国出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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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检验检疫的费用高昂，大部分中国中小出口企业无力承担，结果造成输美产品

量大减。据中国业界反映，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检验检疫过程中还对中国产品和

其本土产品采取不同检验标准。中方对该措施给中国产品进口美国所带来的不公平

待遇表示关注。

２．限制中国禽肉产品进口问题

进口到美国的畜禽肉制品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向美国出口肉类的国家

首先要向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提出书面申请，经对申请材料审核后，食品健康与

检验局派出技术考察小组就出口国的检验检疫程序、动物疫情、生产工艺、管理、加

工厂设施、员工培训等进行实地考察，对符合要求的给予注册。在生产管理中重点

检查ＨＡＣＣＰ（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制度）实施情况。对这些获得注册的国家和

企业，食品药品管理局还定期派员检查考核。出口国政府必须每年向美方通报符

合美国标准的企业名单。动物产品入境后，须在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指定的肉

类加工厂生产加工，其加工工艺、生产流程、污水处理等均须符合动植物健康检验

局的规定。

自２００４年４月正式向美方提出优先解决熟制禽肉输美问题后，中方先后４次接待

美方考察，２次派员赴美协助完成体系评估工作，促使美方于２００５年４月正式认可我熟

制禽肉卫生管理体系的等同性。虽然中美双方已就卫生体系等效性认可等技术问题通

过双边谈判达成了一致，但至今美国政府仍拒绝进口中国的熟家禽制品。而且，美国在

《２００８年美国农业拨款法》中还规定不得将拨款用于制定和实施有关允许中国禽肉产品

对美出口的各项工作。中方注意到，新通过的《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７４３条款”对原先

的规定做出了修正，修订后的条款规定，美国农业部在采取相关措施后可对中国禽肉进

口解禁拨款，但条件十分苛刻。中方希望美国从维护中美经贸互利合作关系的大局出

发，遵守ＷＴＯ规则，不再对中国输美禽肉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或措施，切实为中美禽肉

贸易正常开展扫清障碍。

３．鲇鱼进口新规问题

《２００８年粮食、保育与能源法案》将鲇鱼（ｃａｔｆｉｓｈ）进口监管职能从美食品药品管理

局转移到农业部，授权美国农业部在《联邦肉类检验法》内制定对鲇鱼的新法规标准，将

参照肉类对鲇鱼进行监管，要求向美国出口鲇鱼的国家必须经美方按照肉类标准重新

考核合格方可出口。这一修改将导致鲇鱼进口程序更加复杂、标准更加严格，根据美国

国内程序，新法规标准应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出台，但截止２０１０年２月，该标准仍未出台。中

国对美方转变鲇鱼的进口监管部门和检测标准一事表示高度关注，并希望该新标准法

案能尽早出台，同时相关管理程序和标准的制订上不要对中国输美鲇鱼产品设置障碍，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中美水产品贸易的正常开展。

４．中国部分木制品进口问题

美国从２００５年起至今限制进口中国生产的木质圣诞树和其他木制工艺品，禁止

进口含直径１厘米以上的木材的工艺品，对中美木制工艺品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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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本着科学、坦诚、务实的精神，近年来已经根据ＩＰＰＣ标准采用了一系列的检验监

督措施，包括熏蒸和热处理，并邀请美方来华考察熏蒸体系，起草技术资料，制定管理

措施，全面加强了对木制品生产加工的检疫监管和除害处理技术指导。２００７年４月，

中美双方对中方起草的“输美带树皮木制工艺品检疫管理措施”的文本框架与内容

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美方以要履行国内法律程序为由，拒绝承诺宣布解禁的时间

表。中方注意到美国已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就进口中国木制品的有关条件征求意

见。中方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根据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解除对中国相关产品的限

制措施。

５．对中国产品的自动扣留

根据美国《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８０１（ａ）节的规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

存在潜在问题的进口产品实行自动扣留制度。该制度对于保证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

全有一定的作用，但中方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不合理性。首先，自动扣留检测抽样时并不

强调样品的代表性，并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其认可的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为最终判

断依据。其次，自动扣留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某类产品、单个或某些国家某类产品的全

部或部分生产企业，并且扣留措施可能维持很长时间，这大大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第

三，自动扣留中所产生的检测费用完全由进口商承担，出口商也需为此间接承担费用，

成本大幅增加。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先后对中国部分奶制品和!鱼、巴萨鱼等产
品进行自动扣留。经过中国质检部门和出口企业的努力，美国在２００９年解除了对部分

中国企业斑点叉尾鱼片和烤鳗的自动扣留措施，中国对此表示欢迎。但在２００９年，美国

仍对中国产品做出了６１项自动扣留的决定，位居所有国家之首，涉及面食、海产品、果汁

和果汁产品、干果、豆腐等。

中方对于各国和地区在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的关注表示理解。

然而美国上述自动扣留程序过于复杂，检验检疫标准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对检验检疫

的过度使用乃至歧视性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相关产品进口的成本，延长通关时

间，限制了正常进口，超出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５．４条“应考虑将对贸易的消

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原则。

（六）贸易救济措施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抬头。美国对中国的石油管材产品、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用钢绞线、钢格板、金属丝网托盘和带织边窄幅织带等产品发起１０起

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案件数量比去年增长一倍多，涉案金额４５．４亿美元，其中有７

起案件涉及钢铁制品。同时，美对中国的编织电热毯和无缝精炼铜管材发起两起单独

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４．８亿美元。美国还对中国轮胎采取特别保障措施，涉案金额

２２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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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０９年新发起案件简介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３：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４月２９日

石油管材产品

（Ｏｉ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ｕｂｕｌａｒ
Ｇｏｏｄｓ）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６０、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２０、

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５０、

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１０、

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４０、

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８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６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１５、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４５、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７５、

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１５、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４５、

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７５、７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０、

７３０５２０４０００、７３０５２０６０００、７３０５２０８０００、

７３０６２９１０３０、７３０６２９１０９０、７３０６２９２０００，

７３０６２９３１００、７３０６２９４１００、７３０６２９６０１０、

７３０６２９６０５０、７３０６２９８１１０、７３０６２９８１５０、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４、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８０、７３０４５９６００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７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８０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作

出反倾销初裁，应诉企
业的倾销幅度为０—

９６．５１％，中国普遍倾
销幅度为９９．１４％。

２ ６月１７日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用钢

绞线（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Ｓｔｒａｎｄ）

７３１２１０３０１０、７３１２１０３０１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作出

反倾销初裁，应诉企业
的倾销幅度为３７．７２—

１５１．４４％，中国普遍倾
销幅度为１９３．５５％。

３ ６月１９日 钢格板（ｓｔｅｅｌｇｒａｔｉｎｇ） ７３０８９０７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作出

反倾销初裁，应诉企业
的倾销幅度为１４．３６％，
中国普遍倾销幅度为

１４５．１８％。

４ ６月２６日
金属丝网托盘（Ｗｉｒｅ
Ｄｅｃｋｉｎｇ）

９４０３９０８０４０、７２１７１０、７２１７２０、７３２６２０、

７３２６９０、９４０３２０００２０、９４０３２０００３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１０年１月５日作出

反倾销初裁，
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

为４２．６１—５０．９５％，中
国普遍倾销幅度为

２８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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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５ ７月２１日
编织电热毯 （Ｗｏｖｅ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ｌａｎｋｅｔｓ）

６３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６ ７月３０日

带织边窄幅织带

（Ｎａｒｒｏｗ ＷｏｖｅｎＲｉｂ
ｂｏｎｓＷｉｔｈＷｏｖｅｎＳｅｌ

ｖｅｄｇｅ）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２０、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３０、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５０、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６０、５８０６３１００、５８０６３２２０、

５８０６３９２０、５８０６３９３０、５８０８９０００、

５８１０９１００、５８１０９９９０、５９０３９０１０、

５９０３９０２５、５９０７００６０、５９０７００８０、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８０、５８１０９２９０８０、５９０３９０３０９０、

６３０７９０９８８９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７ ８月１９日
镁碳砖（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Ｃａｒ
ｂｏｎＢｒｉｃｋｓ）

６９０２１０１０００、６９０２１０５０００、６８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６８１５９９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８ １０月７日

无缝碳钢和合金钢标

准管、管线管和压力管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ＡｌｌｏｙＳｔｅｅ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ｉｐｅ）

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２０、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３０、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４５、

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６０、７３０４１９５０２０、７３０４１９５０５０、

７３０４３１６０５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１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０、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４、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２、

７３０４５１５００５、７３０４５１５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６０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７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９ １０月１４日

标准钢紧固件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ｅｅｌＦａｓ
ｔｅｎｅｒｓ）

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３０、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５５、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６５、

７３１８１５８０６５、７３１８１５８０８５、７３１８１６００８５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作出

否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１０ １０月１４日
铜版纸

（ＣｏａｔｅｄＰａｐｅｒ）

４８１０１４１１、 ４８１０１４１９００、 ４８１０１４２０１０、

４８１０１４２０９０、４８１０１４５０００、４８１０１４６０００、

４８１０１４７０、 ４８１０１９１１００、 ４８１０１９１９００、

４８１０１９２０１０、４８１０１９２０９０、４８１０２２１０００、

４８１０２２５０、 ４８１０２２６０００、 ４８１０２２７０、

４８１０２９１０００、４８１０２９５０００、４８１０２９６０００、

４８１０２９７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１１ １０月１５日

华钾磷酸盐和钠磷酸

盐（ＳｏｄｉｕｍａｎｄＰｏｔａｓ
ｓ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ａｌｔｓ）

２８３５２４００００、２８３５３１００００、２８３５３９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１２ １０月２１日

无缝精炼铜管材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ＲｅｆｉｎｅｄＣｏｐ

ｐｅｒＰｉｐｅａｎｄＴｕｂｅ）
７４１１１０１０３０、７４１１１０１０９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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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反补贴调查

表４：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４月２９日

石油管材产品

（Ｏｉ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ｕｂｕｌａｒ
Ｇｏｏｄｓ）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６０、

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２０、

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５０、

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２０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１０、

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４０、

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３１８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２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４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５０、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６０、

７３０４２９４１８０、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１５、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３０、

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４５、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５０７５、

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１５、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３０、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４５、

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６０、７３０４２９６１７５、７３０５２０２０００、

７３０５２０４０００、７３０５２０６０００、７３０５２０８０００、

７３０６２９１０３０、７３０６２９１０９０、７３０６２９２０００、

７３０６２９３１００、７３０６２９４１００、７３０６２９６０１０、

７３０６２９６０５０、７３０６２９８１１０、７３０６２９８１５０、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４、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８０、７３０４５９６００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７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８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作

出反补贴终裁，应诉企
业的补贴率为１０．３６—

１５．７８％，中国普遍补
贴率为１３．２０％。

２ ６月１７日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用

钢绞线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Ｓｔｒａｎｄ）

７３１２１０３０１０、７３１２１０３０１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作

出反补贴初裁，应诉企
业的补贴率为７．５３—

１２．０６％，中国普遍补
贴率为９．８０％。

３ ６月１９日
钢格板

（ｓｔｅｅｌｇｒａｔｉｎｇ）
７３０８９０７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作

出反补贴初裁，应诉企
业的补贴率为７．４４％，
中国普遍补贴率为

７．４４％。

４ ６月２６日
金属丝网托盘（Ｗｉｒｅ
Ｄｅｃｋｉｎｇ）

９４０３９０８０４０、７２１７１０、７２１７２０、７３２６２０、

７３２６９０、９４０３２０００２０、９４０３２０００３０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作出

反补贴初裁，应诉企业
的补贴率为 ２．０２—

４３７．７３％，中国普遍补
贴率为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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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５ ７月３０日

带织边窄幅织带（Ｎａｒ
ｒｏｗ Ｗｏｖｅｎ Ｒｉｂｂｏｎｓ

ＷｉｔｈＷｏｖｅｎＳｅｌｖｅｄｇｅ）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２０、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３０、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５０、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６０、５８０６３１００、５８０６３２２０、

５８０６３９２０、５８０６３９３０、５８０８９０００、

５８１０９１００、５８１０９９９０、５９０３９０１０、

５９０３９０２５、５９０７００６０、５９０７００８０、

５８０６３２１０８０、５８１０９２９０８０、５９０３９０３０９０、

６３０７９０９８８９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作出

反补贴初裁，应诉企业
的补贴率为０．２９（微
量）—１１８．６８％，中国普
遍补贴率为５９．４９％。

６ ８月１９日

镁碳砖

（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Ｃａｒｂｏｎ
Ｂｒｉｃｋｓ）

６９０２１０１０００、６９０２１０５０００、６８１５９１００００、

６８１５９９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７日作

出反补贴初裁，补贴率
微量，不存在补贴。

７ １０月７日

无缝碳钢和合金钢标

准管、管线管和压力管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
Ａｌｌｏｙ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ｉｐｅ）

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２０、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３０、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４５、

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６０、７３０４１９５０２０、７３０４１９５０５０、

７３０４３１６０５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１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０、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４、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６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７２、

７３０４５１５００５、７３０４５１５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６０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１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６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７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８ １０月１４日

标准钢紧固件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ｅｅｌＦａｓ
ｔｅｎｅｒｓ）

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３０、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５５、７３１８１５２０６５、

７３１８１５８０６５、７３１８１５８０８５、７３１８１６００８５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日作出

否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９ １０月１４日
铜版纸

（ＣｏａｔｅｄＰａｐｅｒ）

４８１０１４１１、 ４８１０１４１９００、 ４８１０１４２０１０、

４８１０１４２０９０、４８１０１４５０００、４８１０１４６０００、

４８１０１４７０、 ４８１０１９１１００、 ４８１０１９１９００、

４８１０１９２０１０、４８１０１９２０９０、４８１０２２１０００、

４８１０２２５０、４８１０２２６０００、４８１０２２７０、

４８１０２９１０００、４８１０２９５０００、４８１０２９６０００、

４８１０２９７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１０ １０月１５日

华钾磷酸盐和钠磷酸

盐（ＳｏｄｉｕｍａｎｄＰｏｔａｓ
ｓ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Ｓａｌｔｓ）

２８３５２４００００、２８３５３１００００、２８３５３９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作出

肯定性产业损害初裁。

　　（３）特保措施调查

表５：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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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９日

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ＴｒｕｃｋＴｉｒｅｓ）

４０１１１０１０、４０１１１０５０、４０１１２０１０、

４０１１２０５０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美国
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

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
第一年将对从中国进口

的轮胎加征３５％关税，
第二年加征３０％，第三
年加征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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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仍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一直为非市场经济问题所困扰，美国在反倾销

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遭受不公

平待遇。在２００９年举行的第２０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国已同意设立一个联合工作小

组，以研究是否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中国希望美方恪守本届中美商贸联委

会上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并于２０１０年中旬在华盛顿召开了市场经济地位工作组会议，

讨论并早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２）市场导向行业和替代国问题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在反倾销调查中，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能够证明其行

业符合市场导向行业的三项标准：即被调查产品的定价和产量必须实际上不存在政府

的介入；被调查产品的生产行业，应以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为特征；被调查产品的所有重

要投入，以及所有计入商品总值的投入，必须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则美国商务部在

确定其生产成本、计算倾销幅度时，可以使用该企业或产业自身的产品成本数据，而不

采用替代国做法。在实践中，美国商务部不仅运用自由裁量权设置了过于严格的标准，

而且没有就申请的程序要求及实体要求做出具体的规定，从而不能给应诉企业以明确

的指导，不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相关规定。美国商务部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中国

涉案行业市场导向行业地位。迄今，中国应诉方尚未获得市场导向行业待遇，市场导向

行业的规定形同虚设。

美国商务部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来确

定倾销幅度。但该项规定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在实践中通常选

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替代国候选国，并且无视案件所涉行业的实际情况，经常以

印度的相关信息比较容易获得而最终选取印度的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在很多情况下

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

（３）单独税率政策问题

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所有涉案产品的出口商征

收统一的反倾销税，但如果出口商能证明其符合一定的条件，美国商务部将对其实行单

独税率政策，根据该出口商的出口价格为其确定一个单独的税率，或将被强制调查应诉

企业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个适用于获得单独税率企业的税率。该制度违反

了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条，超出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附件Ｉ第６条第１款的注释２和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范围，是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歧视，损害了中国在ＷＴＯ协定

下的利益。自２００５年４月起，美国实施了新的单独税率政策，该政策存在一系列技术问

题，例如强加给出口企业本不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时限要求过严、某些要求不符合中

国实际情况等，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获得分别税率的门槛。

（４）产业损害认定中的累积评估方法问题

根据美国法典第１６７７（７）（Ｇ）款的规定，在对一国内产业进行实质性损害评估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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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同出口国产品之间相互竞争，并且进口产品与美国相同或类似产品之间存在竞争，

则国际贸易委员会应累积评估所有国家的涉案产品的进口数量和进口影响。但是根据

ＷＴＯ《反倾销协议》第３．３条的规定，调查主管机关进行累积评估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即每一国家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大于微量、且进口产品间以及进口产品与国产品间的

竞争使得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美国规定的条件明显低于ＷＴＯ的相关规定，使累积

评估更容易被使用，增加了调查当局做出产业损害裁决的可能性。

（５）归零方法

根据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经修改），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裁定倾销幅度时，

使用了归零方法。日本、欧盟、巴西等多个 ＷＴＯ成员方针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向 ＷＴＯ

提出了争端解决。ＷＴＯ上诉机构明确反对使用归零法，无论是用在原审调查，还是定

期复审、日落复审和新出口商审查中。美国不仅拒绝履行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并继续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该方法，而且在多哈谈判中还试图将其纳入多边规则以实

现合法化。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希望美方尽快完全取消归零做法，使其符合在 ＷＴＯ相

关协定下承担的义务。

（６）双重担保要求不合理地增加了企业负担

根据美国海关保证金指令９９３５１０００４的规定，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涉案产品的进

口商须持续缴纳入关保证金，作为一种一般保证，其最低数额相当于进口商在上一年度

缴纳的涉案产品税费的１０％。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该指令进行

了修改，大幅提高了保证金数额。根据新规定，特定种类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涉案产

品的进口商须缴纳的持续入关保证金数额为商务部确定的倾销幅度乘以该进口商上一

年度进口的所涉产品总金额，如果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商务部公布初裁后，发现进口商

突然改变申报的产品价值、原产地或类别，该署以入关时有效的商务部保证金率和该进

口商上一年度进口的所涉产品总金额之积对进口商征收保证金。新出口商应缴纳的持

续入关保证金数额为入关时有效的商务部保证金率和所涉产品估计年进口总金额之

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有权随时调整计算保证金的税率，以确保能征收足够的反倾

销或反补贴税。

目前该规则仅将农产品和水产品列入特定种类的反倾销反补贴涉案产品中。

由于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反倾销税率通常偏高，此规定大幅提高进口商须缴纳的持

续入关保证金，进口商还需要维持上述持续入关保证金直至最终确定当年涉案产品的

反倾销税，而实践中反倾销税的确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进口商对每笔货物还须缴纳与

倾销幅度相等的预估反倾销税相当的现金保证金。这种双重担保的方式使农产品和水

产品的进口成本被提升到了极高水平。中方认为，美国征收持续入关保证金的做法不

符合ＷＴＯ《反倾销协定》中关于临时措施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规定。

３．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下适用反补贴法导致双重计算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商务部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２００７年，美国商务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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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纸案中首次宣布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条

件下对中国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措施，违背了其长期以来的实践。美国

一方面在反倾销案件中坚持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然

而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近年的发展已使其经济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确定

和计算补贴，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来实现其保护国内产业的

目的，已经构成了对中国产品的双重歧视，并会产生双重计算问题。美国商务部的做法

不符合世贸组织和美国内法相关规定，构成了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损害了中国企

业正当的出口利益。２００９年９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诉美国

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中判决，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品采用针对非市场国家的替

代国方法计算并征收反倾销税，同时又征收反补贴税，很可能导致税率的重复计算。法

院要求美国商务部在９０天内对该案重新做出裁决并提交法院审查，并指出美国商务部

应“要么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要么修改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的政策和程序”。中国对此裁决结果表示欢迎。中方将密切关注此案进程，支持中

国企业通过司法诉讼争取获得公正待遇。同时，中方敦促美国调查机关遵循法院判决，

纠正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情况下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的错误做法。

（２）对申请方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不公

目前美国调查机关对于申请方提出申请时的证据要求标准很低，并要求中方证明

申请方不存在“简单断言”的情况，使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严重不公，不符合 ＷＴＯ《补贴

与反补贴协定》（简称《ＳＣＭ协定》）第１１．２条规定，已经造成并将进一步刺激美国产业

的滥诉。

（３）无视客观事实，错误采用外部基准和进行补贴认定，裁定高额反补贴税

在对中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美国调查机关不顾中方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据，拒绝

采用中国国内的土地、原材料、水、能源价格等信息，无视中国上述生产要素价格均已高

度市场化的事实，而是以中国市场扭曲为由使用外部基准价格（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在原材料价格上，美方拒绝采用中国企业自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作为价格

基准。而土地价格、水价和利率在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差

异很大，并不存在客观可靠的基准价格。美方这种做法导致了对华反补贴案件的畸高

税率。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

件宣布补贴调查终裁，裁定中国油井管生产企业存在１０．３６％至１５．７８％不等的补贴幅

度。美方在该案中继续沿用其反补贴初裁调查中的歧视性做法，表现主要有二，一是不

顾客观事实地错误认为，中国企业采购的生产油井管所用的所有圆钢都构成补贴；二是

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错误地认定中国政府通过干预圆钢的供应市场而

扭曲了圆钢的市场价格，拒绝中国政府和企业提出的国内市场价格信息，执意使用其他

国家市场价格作为比较基准，人为抬高了所谓的补贴幅度。美方在补贴认定和计算方

面的错误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中方的利益，是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都不能接受的。这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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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做法已在其他案件中被美国法院裁定为不当，中方督促美方正视客观事实，采取有效

的措施纠正错误做法。

（４）随意追溯补贴调查期，增加应诉负担

在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案件中，有的将补贴调查追溯截止日期

定为２００５年，有的定为２００１年，有的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转型期，总之美方

做法非常混乱，随意性很大。美方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合理性，而且索要大量年代久远的

信息大大增加了中方的应诉负担。

（５）强制应诉企业的选择不具代表性，大大增强最终税率的偶然性

ＷＴＯ《ＳＣＭ协定》要求调查机关选择的应诉企业应具有产业代表性。而在近期的

许多案件中，美商务部仅仅选择一至两家强制应诉企业，这些企业出口量只占３０％左

右，并不能代表中国产业的整体情况。这一方面导致许多出口量很大的企业无法获得

单独税率；另一方面，由于强制应诉企业数量较少，造成最终税率的偶然性大大增强，对

其他涉案企业也不公平。

（６）随意增加调查项目，剥夺磋商机会，增加应诉负担

美调查机关允许申请方在立案后提出大量新增项目，并且启动新增项目调查的门

槛过低，对于这些新增项目，中方丧失了调查立案前充分磋商机会，比如在美国对华不

锈钢焊接压力管案和美国对华薄壁矩形钢管案中，中方就遇到上述情况。这违反了

ＷＴＯ《ＳＣＭ协定》第１３．１条的规定，中方无法在立案前磋商阶段就立案中新增的项目

进行澄清和抗辩。而且新增调查项目也使中国企业填答问卷的时间从３７天缩短为１５

天左右，企业应诉负担大为增加，应诉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对中方企业极为不公平。

４．对中国产品特保措施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２１条（以下简称“４２１条款”）对实施针对中国的特定产品

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特保措施”）的一般程序和实体内容作出了规定。中方认为，

ＷＴ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１６条并未对特保措施的调查和实施的实体及程

序规则做出具体承诺，“４２１条款”对特保措施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程序也没有具体的规

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４２１条款”在“重大原因”的定义、“快速增长”的时间判定标准

或增长的构成条件方面、“其他有关因素”的定义、“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定义等方面

的规定都不符合ＷＴＯ有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美国对中国

出口轮胎采取特保措施缺乏事实依据，未能满足其法律构成要件，体现在：

第一、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轮胎产品对美出口增长并不明显，２００８年比２００７年仅增加

了２．２％，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比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同期还下降了１６％；

第二、中国涉案产品主要供应美国的维修市场，而美国自产轮胎主要供应原配市场

和替换市场，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第三、美国内轮胎产业的经营状况在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前后并无明显变化，即

使在中国产品出口增幅最大的２００７年，其盈利情况也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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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美国内产业关停部分工厂和生产设备的行为是出于选择高端市场而主动进

行的结构调整，与中国产品的进口无关。即使美国停止进口中国产轮胎，此类轮胎仍然

要从其他国家替代进口。

中国政府对轮胎特保案高度关注，美方立案后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和业界进行了

多层次的沟通交流，表现出了妥善解决问题的诚意与灵活性。但美国不顾客观事实和

中方所做的各种努力，执意采取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中方将通过包括诉诸世贸组织在内的一切正当权利，保护中国企业的公

正待遇。

（七）政府采购

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当广泛，主要有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产品法》、

１９４９年《联邦政府行政服务和财产法》、１９８４年《合同竞争法》、１９８５年《小企业法》、１９９４

年《联邦采购简化法》等。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是美国政府采购的重要法律。该法

要求政府机构购买本国的货物和服务，被认定为美国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拟采

购的项目即“最终产品”必须是在美国制造；二是产品上的国内零件价值应占据总零件

价值比例的５０％以上。法案同时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形，例如购买美国产品不是为了公

共利益；美国产品的价格比同类有可比性的外国产品的价格高出至少６％，从而构成“不

合理”购买；或者所需购买的是美国不生产的产品。在美国成为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

成员方后，１９７９年的《贸易协定法》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购买美国产品法》所规定的歧

视待遇。该法允许美国总统在两种情形下限制适用《购买美国产品法》：已经加入１９９４

年《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给美国产品与供应商适当的互惠采购的国家。

此外，美国各联邦政府机构的年度预算拨款法、《铁路乘客服务法》以及加州等美国

某些州一级政府的政府采购规定都有类似购买美国货的规定。《２００６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就修订了《贝瑞修正案》，要求美国防部在采购九大类纺织产品、食品、金属等军需品

时，尽可能采购百分之百使用美国原料和劳工生产的产品。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美国总

统签署的７８７０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了“购买国货”条款。该条款规定：由经济刺

激计划资金所支持的任何建设项目，所使用的钢铁产品以及其他制成品都必须为美国

制造，除非：

１．美国无法生产这种数量或质量的材料；

２．购买此种美国产品将使成本比购买外国产品高出２５％以上；

３．购买此种美国产品将违反公共利益。

该条款同时还规定购买国货将不得违反美国签订的国际协议项下的承诺，条款中

的国际协议即是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据此，北美自由贸易

区的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少数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

定》成员方可以享有“豁免权”。

中国对美国的上述做法深感忧虑。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

合作和磋商解决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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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口限制

美国商务部、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通过指定出口管制清单、颁发许可证等方式对美国

产品或技术的出口和再出口进行管制。该出口管制制度存在下列问题：

首先，多头管理导致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等主管部门在某些产品上的管辖权出现

冲突，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申请的不确定性和时间。

其次，出口管制清单所涵盖的范围过于广泛，包括许多目前不被用于军事用途或可

以从美国之外的国家获得的技术。

第三，申领许可证耗时长、要求多。美国国务院处理一项许可证的平均时间从２００３

年的１３天延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６天，２００６年积压的未处理申请达到１００００件。对华出口

的审批通常需要３个月到半年，有时甚至１８个月，远远高于日本、德国二三周至一个月

的时间。而且在申请许可证的过程中还要随时接受美国当局的核查，在商业合同中附

加最终用户条款等，并且还无法预测是否能够获得许可证，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增添了许

多不确定性。

除产品出口需申请许可证外，对于外国人参与的受控制技术的项目，美国还实施其

独有的“视为出口制度”。这些项目必须得到商务部的批准以后才能允许部分国家的外

国人参与。准备参与项目的外国人往往需要等待约半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９日起，美国最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对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适用“全

面控制”原则，以严格控制敏感两用物品对华军事用途的出口。规定要求中方扩大出具

最终用途说明的范围，将导致美方要求安排用户访问的范围扩大。授权合格最终用户

制度条件苛刻，要求繁琐、程序复杂，并可能对国内不同企业实行差别待遇，而且该制度

要求企业进行大量的文字工作，中美两国商务部门并无足够的人力资源加以处理，缺乏

可操作性。该规定的出台增加了两国企业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对中美

企业在民用高技术贸易方面的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虽然美国已与中国在２００９年达成

了关于验证最终用户的换函，但由于美国方面就验证最终用户的适用条件未做任何修

订，其施行的最终效果仍有待观察。

美国政府还经常以“武器扩散”为名，依据其国内法制裁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公

司。这些制裁几乎都是根据所谓的“情报”、以不扩散为由作出的，并以与中国军方有联

系的企业为制裁重点。中方认为，中国政府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立场

是明确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扩散活动，不允许任何公司和个人从事扩散活动。美国

政府未提供任何证据，援引所谓的国内法对中国公司进行制裁，这是毫无道理的。同

时，美方的这种做法无益于双方在防扩散领域的健康合作。

（九）补贴

１．农业补贴

美国长期对其国内农业给予巨额补贴。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美国通过的《２００８年食

品、保育及能源法案》（Ｆｏｏ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以下简称《２００８年

农业法案》，下同）是美国农业补贴领域的又一重要法律，该法律涵盖了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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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年度美国联邦农业以及相关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农产品、农产品期货、环保、信

贷、能源、农作物保险、林业、园艺及有机农业、牲畜、营养和农村发展等，授权资金总额

高达２９００亿。

依据《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的规定，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以及平

均作物收益选择计划（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ｐＲｅｖｅｎｕ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简称ＡＣＲＥ）等是其国内支持的

主要手段，其中ＡＣＲＥ是《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中的新增计划。此外，该法案废止了“出口

加强计划”，继而用“奶制品出口激励计划”和“出口信贷担保补贴计划”等出口补贴

计划。

在直接补贴方面，《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基于种植面积的直接补贴额度从原来的基础

种植面积的８５％缩减到８３．３％。在反周期补贴方面，《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规定自２００９

年起，反周期补贴所涵盖的商品范围将扩展到部分豆类植物（包括豌豆、扁豆以及鹰嘴

豆）。ＡＣＲＥ计划，是指参与该项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在其收入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时可

以从政府相关机构获得农业收入补贴，但该计划的参与者将不能同时获得政府提供的

反周期补贴，参与者所能获得的直接补贴将削减２０％，且其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中的销售

贷款比率则将削减３０％。在销售贷款援助计划方面，《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除了将该计划

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大型鹰嘴豆以外，针对陆地棉，《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还推出了“陆地棉

经济调整援助计划”，该经济调整援助计划采取补贴的形式，自２００８年起至２０１２年７月

３１日援助金额为每磅４美分。此外，在出口补贴计划方面，《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废止了中

期出口信贷担保计划（ＧＳＭ１０３）和供方信用担保计划（ＳＣＧＰ），并对出口信贷担保计划

（ＧＳＭ１０２）预算部分进行了修订，其中ＧＳＭ１０２计划的信贷担保预算每年将不超过５５

亿美元，或美国每年可动用４千万美元的财政预算来支付信贷担保的成本。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总统批准了《２０１０年农业、农村发展、食物和药物管理以及

相关机构拨款法》（简称《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该法案总额为１２１１．３亿美元，涵盖了农

业研究、食品安全、农村住房援助与维护项目，以及包括６０００万美元的奶酪及其相关产

品的采购计划在内的对乳制品农场主总计３．５亿美元的资助等多个领域。美国农业部

也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消息称，为帮助低收入农民和奶制品生产商，根据２０１０年

的农业拨款法授权６０００万美元用于购买奶酪及其相关产品的规定，美国农业部正加快

奶酪购买项目的实施。

在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花案中，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在裁定美国采取的市场销售贷

款、反周期补贴和出口信用担保措施违反了其在《农业协定》和《ＳＣＭ协定》下应承担的

若干义务。从２００８年修订的农业法案以及２０１０年新颁布的农业拨款法来看，美国在其

农业补贴方面并没有改变现有的巨额补贴现状。美国至今仍未履行 ＷＴＯ的裁决和建

议。中方一贯坚持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要取得进展，必须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

施的国内支持进行“有效削减”，在削减幅度方面一定要实质性地削减以低于目前的实

际使用水平，而不只是削减其中的水分。但２００８年美国修订的农业法案以及２０１０年的

农业拨款法中并未就补贴幅度加以实质性的调整，该两项法案将为美国提供数千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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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巨额补贴，这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农业进口与食品生产力，不利于目前正处于僵局的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

２．其他补贴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美国总统签署了“２００９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９，简称“ＡＲＲＡ”）。该法案针对个人和企业均规

定了众多补贴措施，其中包括面向可再生能源研究和生产、智能电网／传输技术、能源效

率项目、环保车辆制造和环保职业培训的７２０亿美元直接投资和２２０亿美元税收鼓励。

其中几个可能涉及补贴的举措包括：

工作机会抵减应税收（Ｗｏｒｋ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ａｘｃｒｅｄｉｔ）。１９９６年的小企业就业保障

法授权劳工部设立工作机会抵减应税收入计划（Ｗｏｒｋ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ｒｅｄｉｔ，ＷＯＴＣ），规

定企业新雇用一个联邦政府认定的９类人员，可相应抵免联邦所得税应税收入２４００美

元，该法案扩大了工作机会抵免应税收入的人员范围，将聘用失业退伍军人和失业青年

列入税收抵免范围。

净经营亏损抵前（Ｎｅ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ＬｏｓｓＣａｒｒｙｂａｃｋ）。法案延长了每年毛收入不高于

１５００万美元的小企业的经营亏损抵减期限，由原来的２年增至５年。法案还将可从毛

收入中扣除的小企业股票收入所得的比例由原先的５０％提高至７５％。此外，小企业折

价回购自己的债务可认定为免债收入，并可延期摊列。

先进能源生产税收抵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ａｘＣｒｅｄｉｔ）。为支持新

设、扩建、重置美国先进能源相关的设备，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针对投资先进能源的项

目可以抵免３０％的税收，税收优惠总数额高达２３亿美元。美国能源部和国税局负责对

申请生产税抵免的生产商进行审核，主要考察项目的商业可行性和该项目在相关领域

的等级。等级的高低一般由该项目预期创造的就业机会、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减少、技术的革新，以及项目的规划和操作能力及周期等因素决定。该能源税收抵

免制度的申请期是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国税局将对申

请作出决定，并公告经核准的项目。相关项目应当在４年内完成。２０１０年１月８日，美

国总统公布了该项具体计划，计划涉及智能电网、太阳能、风能，能效管理技术等清洁能

源领域，惠及４３个州的１８３个项目。

中方将密切关注上述计划的具体进程，并考察其是否与美国所承担的ＷＴＯ相关义

务存在抵触。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媒体服务

美国通信法要求在其国内提供无线公用载波服务的公司必须获得授权，在实践中，

逐渐由郡县或市级机构来授予该项服务提供商特许权。授权许可往往会成为外国投资

者进入美国相关服务市场的壁垒，因要获得该项授权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与不同的政府当局进行谈判。为此，美国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新发布的关于授权许可规

则中，对于授权许可的谈判时间、当地政府当局征收的各类税费等均进行了规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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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美国对提供无线公用载波服务的外国公司还实行所有权限制，如果该公司是（１）外

国政府及其代表，或是（２）外国政府或其代表拥有超过公司资本股份２０％，那么美国则

不允许该公司在美国提供无线公用载波服务。

２．专业和商业服务

美国各州对专业人员管理、许可等均有其独立而各不相同的体系，且没有一个自动

承认各州的许可的统一制度。缺乏一个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使得美国各州专业服务

市场准入的标准大相径庭。

美国的大多数州均规定取得了注册会计师（ＣＰＡ，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证

书的会计师有权提供财务报表的公开认证意见。但在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北卡罗来

纳州和怀俄明州，对于注册会计师的认证还需要符合其州内部的要求。此外，甚至还有

一些州采取的是公众会计师（Ｐ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ｎｔ）证书，不过这种制度正被逐步

取消。

根据对ＷＴＯ所承诺的服务贸易减让表，美国只允许自然人在其国内提供法律服

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该市场，该子公司享有

与美国公司相同的权利，包括雇用美国国内律师。

一个外国建筑师若希望在美国体制下进行建筑师资格登记，其必须在教育、培训、

考试等多方面均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国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ＮＣＡＲＢ）可根据

外国建筑师的申请，给符合上述要求者颁发相关证明，该委员会正通过签订国际协定来

加强给予国外建筑师证书的灵活性，中国也已与该委员会签订协议。但是美国的执业

资格确认和注册管理是在各州的注册委员会，不存在全国通行的注册许可证，即使取得

了ＮＣＡＲＢ证明的人也必须在其欲执业的州，向州注册委员会注册以后，才可以作为建

筑师提供服务。此外，各州注册委员会的标准又各不相同，各州之间注册人员不能直接

流动，获得的注册资格也仅对该州有效，这一体制为建筑师在不同的州之间自由流动制

造了巨大困难，也是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实质性障碍。

在工程服务和集中工程服务方面，美国已经作出市场准入的承诺，但哥伦比亚特区

对获得工程师许可有公民身份要求，另外１２个州有州内定居要求。工程师的注册和许

可也实行各州分别管理，标准不一，不自动承认他州的许可，严重影响了工程师在各州

的自由流动。

３．卫星服务

根据１９９７年生效的法令“ＤＩＳＣＯＩＩＯｒｄｅｒ”，美国只允许外国投资者在符合一定条

件的情况下利用其外国卫星在美国提供服务。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一

个地面接收站来接收该外国卫星信号，或是提请裁定允许一个外国卫星为美国消费者

提供服务。若外国卫星是通过传统的Ｃ波段和Ｋｕ波段进行操作的，这些外国卫星可以

申请加入“已批准空间站列表”（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ｓｐａｃ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ｔ）中，进入该列表的卫星只要

以特定的波段并且符合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技术

标准来运行，其可以接入任何已经获得批准的地面接收站。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共有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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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国卫星被列入该列表。

在符合了《武器出口控制法》和《武器国际运输条例》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美国允

许外国向美国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但一直以来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中国发射

美国或美国为其他国家制造的商业卫星。美国这种限制卫星运往中国发射的做法是不

合理的。

４．金融服务

在银行方面，美国对外资银行基本实行国民待遇，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严格限制

以及差别待遇。外资银行必须设立一个被保险子银行，才能从事美国国内低于１０万美

元的零售存款业务；外资银行分支不能从联邦存款保险中获利，但却需要满足联邦和各

州各不相同的“资产担保要求”；１９９４年ＲＮＩＢＢＡ法案允许外资银行跨州收购或新设机

构，但合并后的银行存款数不能超过美国被保险的存款机构的总存款１０％；根据外国法

律设立的公司分支不能从事储蓄互助社、储蓄所、住宅贷款业务，外资银行不能成为联

邦储备制度的成员；此外，各州对于外国投资商设立商业银行均有不同的限制。这些措

施影响了中国银行机构在美设立分支机构并开展业务。

在保险方面，美国要求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再保险业务时，必须提供１００％的担保，且

外国保险公司、代理商以及经纪商必须得到许可，并且只能在得到许可的州内提供保险

服务，各州对于许可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美国国家保险监督官协会（ＮＡＩＣ）向国会提出

《２００９再保险管理现代化法案》，法案将再保险人分为两类，即国内的再保险人和进入港

再保险人（ＰｏｒｔｏｆＥｎｔｒｙＲｅｉｎｓｕｒｅｒ）。根据该法案，国内的再保险人通过其所在州的许

可，而进入港再保险人通过进入港所在州的许可即可提供相关服务。法案将再保险人

分为５个级别，依各个级别不同分别需要提供０％、１０％、２０％、７５％，以及１００％的担

保，进入港再保险人均需根据所属级别提供相应的担保，而美国国内再保险人只有位于

最后两个级别的再保险人才需要提供相应７５％或１００％的担保。该法案虽然仍没有在

再保险市场上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若最终能够通过成为法律，外资进入美国

再保险业市场的门槛将有所降低。

在证券方面，２００２年的《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加强了对证券业的监管、提高了公

司的责任、强化了财务资料的披露以及打击公司与财务会计欺诈。这些措施无疑对于

中国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和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５．运输服务

在航空运输方面，美国航空公司必须被美国公民实际控制，美国公民必须持有至少

７５％的有投票表决权的股份，且董事会主席以及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和其

他管理人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国内航空服务只能由美国承运人经营，外国承运人可以

向美国承运人提供带全体机员的航空器。《美国航空法案》要求所有联邦政府支出项目

的空中运输只能由美国航空器运输，同时也可由与美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外国的

航空器运输。

在海运方面，美国虽已基本对外开放，但某些方面对外国投资商仍存在着一些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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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１９２０年商船法》要求在美国国内的货物运输只能由美国船舶经营，而且７５％以上

的雇员必须是美国公民；《１８８６年旅客服务法案》中，对国内客运服务也有类似的要求。

根据《１９８４年运输法案》，联邦海事委员会设定了一些具体的法规来限制美国国际海洋

运输市场中的一些外国船只。美国规定所有美国军方拥有的或者为其生产的货物以及

联邦政府支出项目的运输都只能由美国船舶承运。《１９５２年移民和国籍法》禁止非美国

船员在美国从事码头装卸工作，但互惠的除外。另外，在造船方面，《琼斯法案》规定只

有美国造船厂才能为国内航线提供船只，外国投资者可以投资美国造船厂或船只修理

厂，但是某些项目的收益可能取决于其国籍。

（十一）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美国是目前唯一采用“先发明原则”来确定专利的国家，即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

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做出发明创造的人，而不管提出申请的

先后。

在专利公开制度方面，美国对于未向其他国家申请的专利有一项特殊规定，即专利

可以不公开，这项规定导致许多外国企业在美国突然被控侵权。在专利优先权方面，美

国保留了一项被称为希尔默主义（Ｈｉｌｍ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的判例原则。根据该原则，其他国家

的发明人到美国申请专利的只有一年的优先权，而美国人即使申请在后，其发明日仍可

以追溯到若干年前，如其他国家的发明人要主张优先权，则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提供先发

明的证据。这项原则与《巴黎公约》第４条Ｂ款的规定不符，美国专利法实行的“先发明

原则”对美国公民专利申请权的特殊保护违背了 ＷＴＯ协定中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其作

为《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义务，在国际上一直受到强烈反对。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２００９专利改革法案》，目前该法案

正在参议院等待投票表决，《２００９专利改革法案》对现行《专利法》予以重大修正，其中包

括以“先申请原则”取代“先发明原则”，并对《２００７专利改革法案》中备受争议的条款诸

如损害赔偿金和诉讼地进行了新的修正，但是并未述及专利公开制度。中方将密切该

法案的进展。

此外，美国的植物品种保护法规如“植物专利法”增加了外国培育者培育的无性繁

殖植物获取专利的难度，严重妨碍了观赏类植物的国际贸易。外国培育者的植物品种

在美国以外市场销售后只享有一年的专利保护期，这意味着外国培育者必须尽快做出

是否在美国申请专利的决定。在版权方面，美国的版权法规定制片人与表演者在美国

不享有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权和广播权，与ＴＲＩＰｓ中的规定不符。

２．３３７调查

根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进口贸易中侵犯知识

产权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并采取普遍或有限排除令、禁止令等救济

措施。近年来在美企业频频对中国产品提起３３７条款调查，遏制具有技术含量的中国产

品的竞争。２００９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８起３３７调查。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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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月２６日
非贝类葡萄糖胺产品（Ｎｏｎ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Ｄｅ

ｒｉｖｅｄＧｌｕｃｏｓａｍｉｎｅ）
原告撤诉

２ ３月３１日

发光二极管芯片、激光二极管芯片及其同

类产品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ＤｉｏｄｅＣｈｉｐｓ，Ｌａ

ｓｅｒＤｉｏｄｅＣｈｉ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ｅ）

８５４１４０２０、８５４１４０６０ 和解

３ ８月２８日
闪存及闪存产品（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８５２３５９、８５４２３２００ 调查中

４ ９月２日
焊丝与散装焊丝容器及其部件（Ｂｕｌｋ

ＷｅｌｄｉｎｇＷｉｒ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７６０２、７３２６ 原告撤诉

５ １０月１５日

双通道锁及相关产品

（Ｄｕ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

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

８３０１４０３０００、６３０１４０６０、

４２０２１１００、４２０２９９９０００
调查中

６ １０月２３日
喷墨打印机耗材（ＩｎｋｊｅｔＳｕｐｐｌｉｅｓ）（墨盒）

及其零附件
调查中

７ １２月４日 塑料折叠凳（ＦｏｌｄａｂｌｅＳｔｏｏｌｓ） ３９２４９０５６００、９４０３７０８０１０ 调查中

８ １２月２４日

集装箱货保系统及其同类产品，以及其使

用方法（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

ｏｆ，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虽然美国对３３７条款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中方认为３３７条款的实质并未改变，修订

后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条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４款和《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有关规定，３３７调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歧视进口产品的情况。这突出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３３７条款为美国国内产品提供了双重救济，使外国企业受到了差别性待遇，违

反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３３７条款主要适用于外国企业涉嫌侵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被侵犯公司既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程序获得救济，也可以提起３３７调查。相比之下，当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为美国企业时，则权利人只能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这

样，美国对于进口的被控侵权产品和原产于国内的侵权产品，适用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法

律管辖，使得外国被诉人可能陷入不利的地位，这本身与 ＷＴＯ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

符合。

第二，普遍排除令标准较低且缺乏进一步具体的判断标准，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和随意性，存在着被申请人滥用的倾向，不合理地损害了外国被诉方的利益。由于普遍

排除令将对国际贸易产生严重影响，如美方掌握不好，该措施有可能被滥用而沦为贸易

保护主义的工具。

第三，３３７条款允许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自行发起３３７调查的实施程序存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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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ＴＲＩＰｓ协定》规定存在不一致。３３７条款的调查程序既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申请的

方式启动，也可以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发起调查。而依据ＴＲＩＰｓ协议第三部分“知识

产权的执法”第５０条的规定，临时措施的执行者应当是司法机构，程序只能由当事人依

照申请启动而不能由机构自行发起。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带有行政属性的机构显然不

属于协议规定的允许采取行政措施的机构的范畴。

中方对美国３３７调查的规定和实践与ＷＴＯ有关规则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对中国产

品的对美正常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示高度关注。

（十二）其他

“９·１１”恐怖袭击后，美国收紧了签证管理。２００９年美国对“持Ｊ１签证的交流访问

者技术领域列表”进行了修改，该修改已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生效。此列表中所列国家

的Ｊ１签证持有人无论是参与学术交流计划，还是从事科研项目，签证一旦到期，不得在

美国境内申请延期、转换其他非移民签证或者申请永久居留，必须返回原居住国，２年以

后方可再次申请进入美国的同类或其他非移民类签证或申请在美国永久居留。与此同

时，申请交流签证的学生申请人、博士后或者科学家，必须证明能负担自己的开销。

美国的Ｈ１Ｂ签证（“需要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职位签证项目”）是美国移民局签发给

受美国公司或大学雇用、从事特殊岗位的外籍人士的短期非移民工作签证。美国每年

对Ｈ１Ｂ签证进行数量控制，往往不能满足ＩＴ等需要专业服务者的行业需要，其程序也

较为繁琐。２００９年，美国对于Ｈ１Ｂ发放的最高限额是６．５万个常规限额与２万个硕士

以上学历限额。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劳工部门还加强了对该工作签证的审查力度。

此外，美国与部分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中规定了给予这些贸易伙伴一定数量的Ｈ１Ｂ限

额，减损了其他贸易伙伴获得此限额的机会。

此外，美国总统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签署了《雇用美国工人法》（Ｅｍｐｌｏ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ｃｔ），该法案包含了接受政府经费的公司两年内均不得雇用外籍人士的排外

条款，根据该条款，美国４７０家大型企业如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通用汽车等，凡接受

政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ＴＡＲＰ）的企业，两年内均不得替新进员工申请Ｈ１Ｂ，只能雇

用美国公民或是有绿卡的外籍人士。这在一定程度上了限制了外国相关人员在美国的

就业。

四、投资壁垒

继２００７年美国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外国和国家安全法》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美国财政部又

颁布其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新法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

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对外国投资做了严格的规

定，其中存在诸多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障碍：

首先，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范围。由于该法及条例对一些关键词语概

念的解释过于宽泛，加上在认定“控制”情形时设定的较低门槛和“外国政府控制的交

易”定义模糊等原因，直接导致赋予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较宽的

审查范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影响审查的公平性，而较宽的审查范围则导致案件

９６１美　　国



数量激增，浪费大量时间，影响企业的正常投资，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另外，在仅以

投资为目的的情形下，以１０％的持股比例作为审查的分界线，过低的持股比例也扩大了

审查范围，过多的审查必定阻碍投资的进行。

第二，对委员会提交通知时所需要的材料过于繁多，大大增加投资者的时间和人力

负担，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

第三，该法案强调“个案处理原则”，缺乏可预见性，容易引起并购方的误判。

第四，法案要求该委员会在每次审查和调查完毕后都要向国会提供书面报告，增加

了并购成本和时间。

第五，总统认为任何一项交易威胁到国家安全，可以采取暂缓或禁止该项交易，对

于这种权利的剥夺均无需经过任何法庭审理，也不给予任何赔偿。

第六，条例具有溯及力。条例规定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３日起的交易都受其调整，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和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即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由于此溯及力

的存在，使得过去的一些交易可能被撤销，投资者甚至可能遭到巨额罚款，无疑增加了

已完成交易及参与该交易的投资者的风险。

第七，缺乏透明度。条例规定，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相信交易将有损害国家安全的威

胁，那么委员会即可启动一个为期４５天的调查。但对于是否要将理由告知投资者，以及

投资者做出有力抗辩后是否撤销该调查决定，条例均无相关规定。这对于投资者而言

是不公平的。

新法案反映了美国国内经历了“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扩大“国家安全”、收紧外国投

资审查的呼声，美国这一新规定不仅与其投资自由化的一贯立场不符，也在某种程度上

与ＷＴＯ《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所提倡的“便利跨国投资、保证自由竞争”的精神

相违背。这项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必然会增加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的成本，也严重损

害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美国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该规定对中国投资者在美投资可能

产生的影响。

０７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