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非

【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南非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技术标准和产品安全的法规，包括

《咖啡法规草案》，《单端荧光灯强制规范提案》、《涉及所有瓶装水的法规的修订草案》、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法规草案等。提醒中国企业对这些法规的

内容及其进展给予及时关注，改进生产技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为了帮助黑人更多的参加经济活动，南非在投资领域采用强制性“平衡计分

卡”的积分制度。该制度较为复杂，执行中也存在不确定性。由于南非政府在做经济决

策时也要求适用该制度，因此低分企业在政府采购和其他经济活动中会受到一定限制，

在此提醒中国在南非投资企业予以重视，积极应对，避免给投资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

障碍。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南非双边贸

易总额为１６０．６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０％。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７３．７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４．５％；自南非进口８６．９亿美元，同比下降５．９％。中国逆差１３．２亿美元。中国对南

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非针织或非

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家具、寝具，钢铁制品，有机化学品，车辆，塑料及其制品。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南非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２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７５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４８２０万美元。２００９年，南非对华投资项目２４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４１２０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９年南非贸易管理制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南非依据２００２年《国际贸易管理

法》对货物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其他相关的法律还包括《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消费

者事务法》和《销售和服务事务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南非与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

比亚和斯威士兰５国签订了《２００２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协定》（ＳＡＣＵ），并于２００４年７

月１５日正式生效。根据该协定，同盟中各成员国之间的货物流通免关税，对非成员国实

５８１



行共同对外关税政策，南非负责关税同盟的管理工作。此外南非还与马拉维、津巴布

韦、匈牙利、莫桑比克、波兰、土耳其等国家之间签有双边贸易协定，提供互惠的贸易安

排。南非贸易工业部（ＤＴＩ）主要负责南非的对外贸易事务。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南非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由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和１９９７年修订

的《１９８６年税贸局法案》（Ｂｏａｒｄ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Ａｃｔ）构成。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

会（ＩＴＡＣ）负责研究及提出调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ＳＡＣＵ）地区关税水平的建议，以及

管理与关税相关的各类计划，包括汽车产业发展计划（Ｍｏｔ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和关税信用证书系统（ＤｕｔｙＣｒｅｄｉｔ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同时，南非国际贸易管

理委员会还有权根据进出口商的申请，对相关关税进行评审，以决定是否降低或提高该

关税税率。南非税务服务部（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负责征收关税。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关税分为最惠国税率和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主要适用于

ＷＴＯ成员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则适用普通税率。当商品通过转口进入南非时，

南非按照转口国适用的税率标准征收关税。２００９年，南非海关税则表含有６６９５个８位

税号，比２００２年减少了１２１４个。其中，９６．８％的税号项下的产品适用从价关税，其余

２％的税号项下的产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从量关税、混合关税以及附加关税。从量

关税主要适用于农产品、煤炭及部分纺织品。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０９年南非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８．１％，与２００８

年持平。其中，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０．１％，非农产品为７．８％，相

比２００８年１０．１％和７．９％的水平而言，前者保持不变，后者则有小幅下降。

２００９年８月，南非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加快实现南非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计划消减约１２００个税号项下的家电、机械、固定设备和化工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此来

降低生产企业的成本和消费者的支出。但是，对于汽车零配件则维持原来的进口税率。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南非进口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有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１９９０年修订的

《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８年修订的《标准法案》。南非贸易工业部部长负责制定进出口限

制产品清单，对相关产品实施进出口限制。实施进口限制的产品主要包括以下４类：

（１）二手货物。根据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的规定，为了防止进口的二手货物损害南

部非洲关税同盟内制造业的生产与发展，进口商只允许进口原产地是南非的二手货物。

（２）废物、废料及残渣等。（３）有毒有害物质。（４）对质量有特殊要求的货物。

南非规定，进口商必须申领许可证后方准进口限制产品。此类产品的进口许可证

的有效期为发放日至当年１２月３１日。进口商如需申领进口许可证，须向南非贸易工业

部下属的进出口管制局（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注册登记，再根据产品的不同，分别

向不同的管理部门申领许可证。在中国向南非重点出口商品中，仅有黄金饰品、茶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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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须要进口许可，分别由南非储备银行和农业部负责发放。

除食品包括米、蔬菜、水果、奶类、棕色小麦面粉、蛋和豆类，肉类、鱼类及白面包等

产品外，所有进口产品须缴纳１４％的增值税。此外，进口含酒精及不含酒精饮品、烟草

产品、矿泉水、某些石油产品、汽车、家居休闲用品及电动自行车、办公设备、胶卷及化妆

品等奢侈消费品还需缴纳消费税。

２００９年１月，南非贸易工业部宣布，从２００９年起，南非对华将不再实施新的纺织品

配额限制。该配额限制制度是南非政府于２００７年应南非纺织品服装工人联盟的要求，

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实施的配额限制，实施期到２００８年底为止。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南非出口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制度主要是１９９０年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出口管制和许可证管理，

贸易工业部下属的进出口管制局负责发放出口许可证。

根据南非《国际贸易管理法》规定，所有的出口商需要在南非税务服务部进行注册。

出口商必须要在贸易工业部登记注册后才能获得出口激励。根据南非进出口限制产品

清单，共有１７７个４位海关税则编码产品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其中包括战略性物资、不

可再生资源、废旧金属和汽车等。

另外，根据南非２００３年《酒产品法》（Ｌｉｑｕ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ｃｔ），除了啤酒、高粱啤酒和

药物外，出口任何含酒精成分超过１％的酒类产品必须申请出口许可证。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２００３年

《反倾销条例》及２００５年《反补贴条例》和《一般保障措施条例》构成了南非主要的贸易救

济制度。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南非贸易救济的主要管理机构。此外，南部非洲关税

同盟中的关税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也同样负责反倾销事务，其中关税委员会负责接受

和审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结果及拟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并向

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由部长理事会做出最终的反倾销措施决定。２００９年南非的贸易

救济制度没有变化。

５．检验检疫制度

根据２００８年南非颁布的新《标准法案》（２００８年第８号法案），南非标准局继续作为

南非贸易工业部下属的国家标准机构，负责制定及公布标准，提供试验、认证和培训服

务以及执行ＷＴＯ／ＴＢＴ协定等。此外，南非标准局还承担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法定

计量合作组织秘书处的工作，参与制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标准。

根据２００８年南非政府颁布的《强制性技术规范法案》（ＮＲＣＳＡＣＴ），成立了强制性

技术规范国家监管机构（ＮＲＣＳ），负责制定强制性技术规范执行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南非没有单独的投资法，投资事务由各个部门分别立法，进行管理。与投资管理相

关的法律主要包括２００８年修订的《公司法》、２００９年修订的《税收法》（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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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１８ｏｆ２００９）、２００２年修订的《劳工关系法》（Ｌａｂ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１９９８年《竞争法》等。南非贸易工业部是管理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其他投资管

理部门还包括：南非税务服务部、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地区工业发展委员

会等。

南非众多的投资计划成为激励投资者在南非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南非一直致力

于鼓励外国公民与企业在南非投资，国民待遇适用于所有在南非投资的外商和外资企

业，这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在完税后直接将利润调回本国。除了金融机构，任何外国公司

可以在南非设立分支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时，南非要求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注册为

“外国公司”（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ｙ），并在注册后的２１天内成立。如果该分支机构涉及进出

口贸易，则需要另外获得审批。

南非现有的主要产业投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

１．企业投资计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０９年８月５日，南非贸易工业部部长批准通过了企业投资计划及其分计划，即制

造业投资计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和旅游业支持计划（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的修订指南。修订后的指南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生效。其中，在

制造业投资计划和旅游业支持计划中分别增加了第３．５段关于申请时间的要求及第

３．８段关于申请项目地点的要求，以及对制造业投资计划中对表Ａ１发展影响标准和表

Ａ２经济效益标准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１）制造业投资计划

任何符合制造业投资计划的项目，经审核后都可以按照计划的规定，在购买和使

用机械设备、购置和租赁厂房等方面获得最高相当于其总投资额３０％的投资补助。

投资项目既包括新建的生产性投资、扩大生产设备，还包括对原有的服装、纺织设备

进行升级改造。奖励金额和形式因投资额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投资金额在５００万

兰特以内，经审核通过后，可在未来３年内获得相当于其投资总额３０％的投资补助。

如果投资金额在５００万兰特以上的项目，经审核通过后，可在未来２年内获得相当于

其投资总额１５％—３０％的投资补助，总补助金额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兰特。外国投资者如

果将其先进的机械设备运至南非，除了以上投资补助，还可享受额外的补贴，补贴金

额以机械设备价值的１５％或机械设备的运费两者中较少的为准，最高不超过１０万

兰特。

２００９年新增的第３．５段的主要内容为：申请投资补助的项目必须在该项目投

入商业生产之前申请并获得南非贸易工业部的批准，否则视为不符合申请条件。

申请不得在其计划投产日期前１２个月递交，也不得在计划投产日期前３个月内

递交。

该计划中的表Ａ１发展影响标准和表Ａ２经济效益标准是衡量企业能否获得投资补

贴的主要评判标准，此次修订中，对表Ａ１在以下３个方面的评分标准进行了修改，包

括：对《２００３年具有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的贡献、对优先部门或纺织服装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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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项目情况以及每１００万兰特投资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对表Ａ２在以下４个方面

的评分标准进行了修改，包括：对优先部门的投资项目情况、在纺织和服装部门扩大或

者升级项目情况、每１００万兰特投资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以及符合《２００３年具有广泛基

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要求的情况。

（２）旅游业支持计划

旅游业投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任何符合旅游业支持计划的投资项目，经审核后，

都可以依据计划规定，在新建和拓展原有旅游设施等方面获得最高相当于其总投资额

３０％的投资补助。鉴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德班等大城市的旅游设施已经非常发达，

这些区域内的投资项目不享受本计划的支持。奖励金额和形式因投资额不同而有所差

别。如果投资金额在５００万兰特以内的项目，经审核通过后，可在未来３年内获得相当

于其投资总额３０％的投资补助；投资金额在５００万兰特以上但不超过２亿兰特的项目，

经审核通过后，可在未来２年内获得相当于其投资总额１５％—３０％的投资补助，总补助

金额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兰特。总投资金额如果超过２亿兰特，在进行投资补助时，超过２亿

兰特的投资部分将不予考虑。

２００９年新增的第３．８段的主要内容为：申请的项目不得在开普敦、德班市、约翰内

斯堡内。项目所在地在上述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可以由南非贸易工业部决定，获得申请

资格。例外情况，例如有些可以创造出新市场的项目，其是否符合申请标准则由评审委

员会（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决定。

２．黑人企业发展辅助计划（Ｂｌａｃｋ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南非贸易工业部部长批准通过了黑人企业发展辅助计划的修订

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当地黑人经营的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并结合此前的《２００３年具有

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向目标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该计划中，南非贸易工

业部对企业以９∶１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以提高黑人企业的核心管理能力、管理水平，

以及在重组的过程中使其变得更具竞争力。该修订指南将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生效。

３．关键性基础设施计划（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南非政府对于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经主管部门批准对投资项目起到关键作用和

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经济基础设施，给予项目所在地政府或投资者最多相当于建设

成本５０％的建设补贴：（１）提高项目的环保水平；（２）符合南非国家、地区和当地经济工

业发展政策以及土地使用规划；（３）促使项目创造更多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４）加强

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５）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４．商业流程离岸外委计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ｕｔｓｏ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商业流程离岸外委计划包括授予每项目从６０００兰特到３．７万兰特不等的投资补

贴，以及最高额不超过１．２万兰特／代理商的培训辅助经费。该激励计划主要提供给以

为离岸客户服务为主的当地或者外国投资者。此激励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对南非的

离岸外委投资，以促进南非的就业。该计划的实施期限为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６日至２０１１年３

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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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部门特殊援助计划（Ｔｈ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ｃｈｅｍｅ）

部门特殊援助计划是一个补偿成本分摊拨款计划，南非贸易工业部对工业部门

中非盈利的商业组织提供财政资助。可获得资助的部门包括：农产品加工部门、化工

及其相关工业部门、电子工业部门、纺织品和服装部门、金属及其相关工业部门、电子

机械及其相关工业部门、汽车工业零部件部门、创意产业部门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部门。

６．合作企业激励计划（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ｃｈｅｍｅ）

合作企业激励计划是对合作企业以９∶１的比例给予资金的投资激励计划。根据该

计划，每个合作企业能获得最高不超过３０万兰特的资金补助。该计划旨在帮助合作企

业提升竞争力。

７．税收返还优惠

２００８年底，南非财政部出台了一项为期５年的总金额达６３亿兰特的投资奖励计

划，根据该计划，政府将提供５６亿兰特用于对符合要求的投资项目进行税收返还，以国

家财政扶持来进一步吸引投资，同时政府将提供７．２亿兰特在未来３年内用于制造业和

旅游业，从财政角度支持南非贸易工业部制定企业投资计划。

２００９年３月，南非财政部颁布了税收激励法规草案。该草案规定了可获得税收激

励的企业或项目的先决条件，以及针对棕色区域项目（Ｂ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再扩大的项

目）及绿色区域项目（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新项目）的积分系统的相关规定。先决条件

包括对企业能效、技术发展及投资规模的要求。同时，该法规还规定了，如果申请企业

已经获得别的投资激励优惠，则不得同时获得该税收优惠。

根据积分系统的规定，对棕色区域项目从以下６个方面进行评分，包括：创新过程、

提高能源效率、业务联系、从中小型企业采购情况、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技术发展；对

绿色区域项目评分还要增加一个方面，即该项目是否位于工业发展区。申请该税收优

惠的每个工业政策项目至少获得５分（总分为１０分）才算达到“适格标准”（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如果获得８分（总分为１０分）就达到得“优惠标准”（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ｓｔａｔｕｓ）。达到“适

格标准”的项目可从其应缴税额中扣除其投资生产资产成本３５％的金额，最高可达到

５．５亿兰特。达到“优惠标准”的项目可从其应缴税额中扣除其投资生产资产成本５５％

的金额，最高可达到９亿兰特。另外南非财政部还提供３．６万兰特每员工的培训补贴，

该费用可从应缴收入税中扣除。达到“适格标准”的项目总共可获得２０００万兰特的培训

补贴，而达到“优惠标准”的项目总共可获得３０００万兰特的培训补贴。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移民法与移民管理条例

南非关于移民管理的主要法律为２００２年《移民法》（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以及根据该

法制定的《移民管理条例》（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移民法》及《移民管理条例》对来南非学习的人员所规定的条件有所放宽。新法规

定学习许可的有效期应涵盖在南非学习的全过程。同时，还规定留学生打工时间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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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过２０小时。对拟来南非永久居住的人员，２００２年修订的《移民法》的规定比原先

更加严格。但是，在配额数量上，该法也做了适当放宽。《移民管理条例》规定永久居留

的配额数量每年为２１万人。此外，《移民法》及《移民管理条例》规定内政部在收到永久

居留申请后３０天内必须做出答复，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申请人的等待时间。

对于永久居留申请，内政部将委托劳工部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以保证申请人的工资福

利待遇不低于同行业南非公民。

２．外汇管理

近年来，南非逐步放宽外汇管制进程（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包括：（１）公司

离岸直接投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ｂｙ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从原先的要求南非公司在外

资公司中（或与外商合作项目中）必须持有超过５０％的股份，改为只需要最低持有２５％

的股份；（２）消费者外汇账户（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ｓ）：进行国际贸易的南

非公司可单独开设同时用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消费者外汇账户，该账户也可以用

于“获许可的”交易；（３）兰特货币期货交易市场（Ｒ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ｆｕｔｕｒｅｓ）：约翰内斯堡证

券交易所被允许建立兰特货币期货市场。这使得南非投资者能通过透明和有序的国内

途径直接进入到期货市场。

３．南非汽车产业救助措施

２００９年８月，南非政府将采取如下四项措施帮助南非汽车产业走出困境：南非政府

的工业发展公司将对资金短缺的汽车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删除延长进口抵扣信用额度

的使用期限，汽车生产企业可以用其出口汽车所获额度免税进口与出口相同金额的产

品；投资力度进行可行性研究；推迟执行原计划于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始实施的将从价税改为

排放税的征税措施。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Ｏ１／Ｏ２类机动车强制性规范的提

议修正案》（覆盖的产品包括ＨＳ编码为８７１６的有蓬卡车和轻型拖车）及《Ｏ３／Ｏ４类机

动车辆强制性规范修正提案》（覆盖的产品包括ＨＳ编码为８７１６的拖车和半拖车）。前

者规定了设计或改造后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速超过４０ｋｐｈ的Ｏ１和Ｏ２类机动车的要

求，包括新车和此前未在南非注册或获得许可的车辆（Ｏ１类机动车是指车辆总重不超

过０．７５吨的单轴挂车，半挂车除外；Ｏ２类机动车是指车辆总重不超过３．５吨的挂车，Ｏ１

类挂车除外）。后者规定了设计用于或适合于货物运输，并且在公共道路上运行的Ｏ３

和Ｏ４类车型的要求，包括先前未在南非注册所有Ｏ３和Ｏ４类车辆（Ｏ３类车辆是指最

大质量超过３．５公吨，但不超过１０公吨的拖车；Ｏ４类车辆是指最大质量超过１０公吨的

拖车）。为了运送乘客的目的而设计和建造的Ｏ３和Ｏ４类新车辆，如半挂式公共汽车同

样也适用于Ｍ２和Ｍ３类机动车辆（公共汽车）的相关要求。

（２）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Ｍ２／３类机动车强制性规范的

提议修正案》及《Ｎ２／３类机动车强制性规范的提议修正案》，覆盖的产品包括Ｈ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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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为８７０２和８７０４的机动车辆。规定了未在南非注册或获得许可的，设计或改造

用于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 Ｍ２、Ｍ３、Ｎ２和Ｎ３类机动车及迷你公共汽车的技术

规范。

（３）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南非卫生部发布了《咖啡法规草案》。该法规草案涉及去咖

啡因研磨咖啡、去咖啡因速溶咖啡、混合咖啡或咖啡混合物、咖啡精或咖啡萃取物、咖啡

和菊苣精、菊苣和咖啡及奶的相关标准等。

（４）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Ｍ１类机动车辆强制性规范修正提

案》、《Ｎ１类机动车强制规范修订提案》及《Ｌ类机动车强制规范提案》。本规范提案覆盖

了先前未在南非注册或取得执照的Ｍ１类机动车辆型号（ＨＳ编码为８７０３）、Ｎ１类机动

车型号要求（ＨＳ编码为８７０４）、Ｌ类机动车型号要求（ＨＳ编码为８７１１），以及由新车身

和早期设计的机动车辆型号旧部件装配，设计或适合于在公共道路上运行的机动车辆

型号的要求。

（５）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灯控制器强制性规范的修正通告》，

修正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的政府官方公报Ｎｏ３１８４４（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８１）的条款２．８、

２．９、４、６．１、６．２，并且增加新的条款５．３。

（６）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公路车辆可更换制动器衬片总成强

制规范提案》。本规范提案包括动力驱动车辆及拖车的可更换制动器衬片总成和鼓式

制动器衬片要求（ＨＳ编码为６８１３）。规范适用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以后生产的Ｍ、Ｎ及

Ｏ类和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以后生产的Ｌ类机动车制动器衬片总成和鼓式制动器衬片

总成。

（７）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单端荧光灯强制规范提案》。本强

制规范提案包括内置控制启动和稳定运行（自镇流灯）装置的单端管式荧光灯及其他放

电灯的能效、安全、性能及可互换性要求（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９），这些灯用于普通照明并且：

①额定功率小于６０Ｗ；②额定电压１００至２５０Ｖ交流；③２Ｇ７、２ＧＸ７、ＧＲ８、２Ｇ１０、

Ｇ１０ｑ、ＧＲ１０ｑ、ＧＸ１０ｑ、ＧＹ１０ｑ、２Ｇ１１、Ｇ２３、ＧＸ２３、Ｇ２４、ＧＸ２４和ＧＸ３２螺纹口或

卡口。

（８）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涉及所有瓶装水的法规的修订草

案》，将修订有关瓶装水的定义及关于元素最大许可含量的附录。

（９）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南非环境事务和旅游业部发布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法规草案，以控制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贸易。该法规草案涉及管理

机构、科研机构、国际贸易条件、注册和标志、豁免和特殊长须以及违犯情形和罚则。

（１０）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５个修订提案，包括《电器软线强

制规范修订提案》（产品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６）、《荧光灯启动器强制规范修订提案》（产品ＨＳ

编码为８５３６．６１．３０）、《家庭及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强制规范修订提案》（产品ＨＳ编码

为８５３６）、《电器手动开关强制规范修订提案》（产品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６）、《插头、插座及插

座适配器强制规范修订提案》（产品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６），分别对提案所涉及产品的标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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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南非卫生部发布通报，对食品内三聚氰胺的最高限量制定了

相关法规，确定了食品内三聚氰胺的法定限量。其中婴幼儿食品及特种膳食中三聚氰

胺的法定限量为１ｍｇ／ｋｇ；所有其他食品中三聚氰胺的法定限量为２．５ｍｇ／ｋｇ。该法规

已经生效。

（２）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南非农林及渔业部发布了《关于限制某些农药使用的通知》，

将限制包含毒死蜱的农药作为活性剂用于家庭、花园及家畜。还规定了关于包装的

限制。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近几年来南非一直对其关税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但为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仍对部分产品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南非的关税高峰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奶制品、酒精

饮料及香烟等。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０９年南非对活动物及其制品征收１５．３％的关税，

对奶制品征收２１．９％的关税，对酒精饮料征收１７．１％的关税，对纺织服装征收２１．２％

的关税，对香烟征收高达３３．６％的关税。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９日，南非政府决定将南非海关税则第６１和６２章项下的大部分服装

产品（共１２１个品种）的进口关税从现行的４０％提高到 ＷＴＯ所允许的最高税率４５％。

提高后的税率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生效。同时，为了保护当地的生产企业，南非于

２００９年将洗衣机的进口关税调高至３０％。

２．关税升级

南非的税率结构存在关税升级现象。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９年南非对原材料征收

的平均关税为３．６％，对半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为６．０％，而对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为

１０．２％。纺织品方面，南非对纺织品原材料征收大约为６．０％的关税，而对纺织半成品

征收约为１５．５％的关税，对纺织制成品则征收高达２７％的关税；木制品方面，南非对木

制半成品征收约为４％的关税，而对木制品则征收１５．５％的关税。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南非共有约５０００项国家标准，其中约６０项为强制性标准，主要涉及产品包括电

气和电子设备及其部件、机动车及其零部件以及食品等。１９９８年修订的《农产品标准

法》是南非农产品标准的主要法律。南非海关与南非标准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对进口

实施非常严格的控制，中国产品出口到南非必须通过他们的测试。电气和电子设备

及其部件的生产和进口必须获得授权书（ＬＯＡ），并通过南非标准局的认证。中国于

２００４年与南非签订了测试结果互认协定，但目前仍需使双方的标准水平进一步取得

一致。

南非对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维持着苛刻的标签要求，根据南非贸易工业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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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必须标示以下内容后方可获准进口和在南非国内市场销售：

１．注明生产国别、生产企业注册号和／或进口商进口登记号、产品加工程度。２．符合南

非标准局关于纺织品服装标识标准（ＳＡＮＳ０１１）和人造及天然纤维标识标准。３．以重量

或数量方式标明原料成分及各自所占比例。４．如经过重新加工、整理，须标明。５．如成

品纤维产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化学分辨纤维经喷塑（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等方法制成，应按大

小排序后标明纤维名称及重量或数量比重。６．产品中劳动力比重和原材料比重。中方

认为，南非的这一标签规定过于繁琐，不符合现行的相关国际标准，对贸易造成了不必

要的限制，中方希望南非切实履行 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协定下的义务，不对进

口产品设置过多的限制。

南非对食品标签和外包装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列出了所谓的“非基本食品”清单，要

求这些食品不得使用维生素或矿物质强化并标示强化食品声明。南非并未提供制定该

清单的理由，也未提供制定该清单所依据的标准。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遵守 ＷＴＯ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在此，也提醒各企业对“非基本食品”清单规定的内容予以重

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南非规定，进口肉类必须要获得许可证，肉类进口至南非港口后的检验检疫及通关

程序会因该批肉类的原产地不同而有所变化。检验检疫人员也可以以“公共利益”为

由，暂停或撤销已颁发的许可证，或者给申请许可证增加新的条件和要求。在此提醒向

南非出口肉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前向当地有关部门了解相关程序和要求，以免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南非国家药品管理政策规定所有药品在进口或销售之前都必须在南非注册，并且

所有药品必须每５年重新申请许可。

南非政府对某些控制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管理，禁止进口辐射处理的肉类。中方

认为，辐射处理食品是一种正常灭菌技术，许多研究表明辐照食品是安全的。南非政府

禁止进口经辐射处理的肉类产品缺乏科学性，影响了正常贸易的进行。

２００８年８月，南非出台了《补充和替代药品法》（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本法将众多功能性食品业列入管理的范畴，由于该法规对功能性食品的包

装、生产注册均作了详细规定，并要求所有权者披露该食品的配方，中方认为，这将会过

度的限制了相关企业在南非的生产销售运作，并有可能泄露商业机密，中方对此表示

关注。

（四）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９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主要涉及的产品包括合成纤维、短

纤、导爆索和雷管。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南非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４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

中反倾销调查４３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１起。纺织品、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是南

非对华反倾销的重点。

２００９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案件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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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２００９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２３日 合成纤维、短纤 ５５０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初裁：对应诉企业征收０
或１２．４７％的反倾销税；其他不合作企业征

收１２２．９７％的反倾销税。

２ ７月３日 导爆索和雷管 ３６０３０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此外，２００９年，南非对华钢铁绞股线、绳、缆做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对原产于中

国和马来西亚的不锈钢水槽做出反倾销初裁；对原产于中国的冷冻大蒜进行反倾销期

中复审立案调查；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度的拉制玻璃和浮法玻璃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立

案调查。

２００９年，南非终止对华不锈钢洗涤槽的反补贴调查，取消对华铝制餐具反倾销税以

及对华丙烯酸织物的反倾销措施。

（五）政府采购

南非政府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方。

南非政府采购的法律框架主要是南非《２０００年优先采购政策框架法》及其实施条

例。南非贸易工业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制定各类法规以进一步确保框架法的实施，同

时也确保框架法与《２００３年具有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的目的相一致。这些法

规给予符合黑人经济授权法规定的投标人竞标优先权。同时，这些法规中还保留了黑

人经济授权法中关于投标资格的规定。公司如果竞标标的小于１００万兰特的项目时，评

估该单位是否能夺标的标准是：８０％取决于投标者的投标价格，另外２０％取决于该公司

对黑人经济授权法的承诺。公司如果竞标标的超过１００万兰特的项目，那么评估标准变

成：９０％取决于投标者的投标价格，另外１０％取决于该公司对黑人经济授权法的承诺。

１９９６年南非推出全国工业参与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列举出所有政府准备购买或租赁的货物、设备或服务。这些货物、设备或服务中进口部

分的价值等于或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或等值兰特），都必须含有当地工业生产成分的义

务，即通过政府招标方式购买或租赁的上述商品，其卖方或者供应商应该保证超过该商

品进口部分价值３０％或以上的部分都应该含有当地工业生产成分。

此外，南非政府购买的进口货物必须由南非当地的船运公司或者经批准的船运公

司运输，除非该安排会导致较高的成本及过多的延迟。

（六）出口限制

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率，南非对未加工的钻石出口征收５％的出口税。同

时，南非还对部分农产品的出口征收出口税，例如对柑橘征收０．０２１３兰特每公斤的出口

税等。

四、投资壁垒

根据《２００３年具有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案》（ＢＥＥＡｃｔ），该法案的目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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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帮助受种族隔离迫害的黑人及弱势人种参与主流经济。南非政府通过该法案，发布

了强制性“平衡计分卡”的计分规则，从４个方面衡量企业授权黑人参与经济活动的进展

情况，包括：（１）通过对企业和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直接授权；（２）通过高层管理授权；

（３）通过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公正的雇佣制度授权；（４）通过优惠采购、企业发展以及企业

社会投资等方式间接授权。计分标准包括资产权益、所有权比例等７个类别，并计算总

分。总分越高，说明企业更好地扩大了黑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所有国家机构及国有

公司的有关行为适用该法案，同时，南非政府在做经济决策时也要求适用该法案。因

此，得到低分的企业将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将会明显处于劣势。

２００７年２月，南非贸易工业部通过政府公报，公布了《良好做法守则》，其中规定了

新的通用记分卡制度。虽然《良好做法守则》已经解决了在实施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关注

的很多不确定性问题。但是，由于该计分卡的相关规定太过复杂，在关于它的解释和执

行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尽管南非一直在推进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在外商投资领域仍旧有两个限制：

（１）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当地最低股本要求；（２）非南非公民经营或者控股超过７５％

（包括７５％）的企业是受限制的。另外，如果要在南非设立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必须要

雇用一定比例的当地居民，才能获得银行营业执照。外国公司必须先在南非注册登记

为“外国公司”后，才可将不动产登记在其名下。

６９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