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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由于欧盟法典化改革，所以几乎各个领域均有或多或少的变

化，对贸易影响较大的应该还是能源消耗和产品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技术标准，波及中

国多种对欧出口优势产品。这些法规包括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实施细则、玩具安全

指令、ＲＥＡＣＨ法规、木材及木制产品新规则等。

欧盟的木制品新规与过去相比更为严格，特别是木材合法来源证明，我国相关生产

商出口商应提前做好准备。

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目前处于注册阶段，受影响最大的是化工行业的上游企业，这些

企业不进行注册就无法自由对欧出口。然而，随着ＲＥＡＣＨ法规实施的深入，一些对人

体健康和环境危害较大的化学物质将会被限制和禁止使用，届时影响面将逐渐扩大到

下游企业，建议下游企业及时跟进ＲＥＡＣＨ实施动态，逐步淘汰危害性强的化学物质，

使用较为无害的产品取而代之。

能耗产品环保指令涉及的产品范围越来越广，厂商需密切关注自己的产品是否已

列入该范畴。

玩具安全指令极大地加重了生产商的产品责任，该指令尚有两年过渡期，生产商需

于２０１３年７月之前做好准备。

对三聚氰胺的管制除了大豆奶制品已经扩展至纺织品领域，请相关厂商予以重视。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０９年，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

源地。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３６４０．９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４．５％。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２３６２．８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９．４％；自欧盟进口１２７８．０

亿美元，同比下降３．６％；中国顺差１０８４．８亿美元。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电话机、钢材、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家具及

其零件、鞋类、船舶以及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械等。中国自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机

械、电器及电子产品、飞机、汽车及零部件、塑料、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铜及其制品、牛

马皮革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欧盟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７．８３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额１．１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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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核准或备案，中国在欧盟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４．７亿美元。２００９年，欧盟在华投资项目１５１０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１．２

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欧共体开始经济一体化进程。１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欧共体实现关税

同盟，１９９３年欧共体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欧洲单一货币正式启

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

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共１０个国家正式加入欧

盟，欧盟成员扩大为２５国。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式成为欧盟成员

国，欧盟成员扩大至２７国。

目前，欧盟有３个候选国：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土耳其。欧盟与克罗地亚于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３日开始进行入盟谈判。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于两国边界问题，斯洛文尼亚阻止了克

罗地亚的入盟谈判。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斯克两国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斯洛文尼亚解

除了对克罗地亚入盟谈判的限制，克罗地亚入盟已无障碍，有望于２０１０年或者２０１１年

加入欧盟。马其顿于２００４年提交入盟申请，但由于国名问题还没有解决，加入欧盟还存

在障碍。土耳其则进展缓慢，入盟尚无时间表。另外，２００９年，阿尔巴尼亚和冰岛也向

欧盟提交了入盟申请书。

在５０多年的一体化进程中，欧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共同政策。《欧盟运行条

约》第１３３条是欧盟实施共同贸易政策的法律依据。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生效的《尼斯条

约》将共同贸易政策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欧盟

２７国签署《里斯本条约》，对《欧共体条约》进行修改，简化了欧盟决策的制定程序、扩大

了管理领域，并加强司法合作。根据该条约规定，欧盟设立常任欧盟理事会主席职位，

取消目前每半年轮换一次的欧盟主席国轮替机制，主席任期２年半，可以连任一届；将目

前的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和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这两个职

权交叉的职务合并，设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全面负责欧盟对外政策。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欧盟２７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峰会，比利时首相范龙佩当

选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阿什顿当选为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该条约将更多政策领域划归到以“有效多数表决制”决策的范围，以

简化决策过程。司法、内政等敏感领域的一些政策也将以“有效多数制”表决，成员国不

再能“一票否决”。但在税收、社会保障、外交和防务等事关成员国主权的领域，仍采取

一致通过原则。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以“双重多数表决制”取代目前的“有效多数表决制”，即

有关决议必须至少获得５５％的成员国和６５％的欧盟人口的赞同，才算通过。“双重多数

表决制”实施后的３年为过渡期。该条约还制定了一些新政策，如将欧盟实行共同能源

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列为其目标；在贸易方面，条约规定以公平竞争保障欧盟内市场的

正常运转；《里斯本条约》为成员国有条件退出欧盟提供了可能。成员国若想退出，须同

其他成员国就退出条件进行谈判。《里斯本条约》历时两年，终于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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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批准（议会批准或全民公投），该条约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生效。随着

《里斯本条约》的生效，世界贸易组织当天正式开始使用“欧洲联盟（欧盟）”这个名称来

取代先前一直使用的“欧洲共同体（欧共体）”。

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主要分为进口贸易法规和出口贸易法规两大部分，法律文件

主要采取规则、指令和决议的形式。欧盟的管理机构主要是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

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审计法院等。目前，欧盟在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包括对外开展贸易

协定谈判）时，首先需由欧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并经咨询１３３条款委员会后，再由欧盟理

事会（有时需与欧洲议会经过“共决程序”）做出决定。根据《里斯本条约》的规定，欧洲

议会在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享有与欧盟部长理事会大致相等的权力，两者

都可以修改法案，都可以否决法案。

欧委会下属的贸易总司负责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实施和管理。贸易总司经过２００７

年的大规模机构调整，２００９年只有局部调整，调整后的贸易总司共设八个司二十七个

处。服务、投资与双边贸易司的美洲处分立为北美处和拉丁美洲处。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欧盟实行共同关税政策，各成员国执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和管理制度。１９８７年，欧盟

颁布了《关于关税和统计术语以及关于共同海关关税的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理事会规

则》，建立欧盟统一关税税率，包含欧盟对外贸易适用的所有海关税率和共同体规则。

该规则是欧盟在关税方面的基本法律。１９９２年，欧盟颁布了《关于建立欧盟海关法典的

第（ＥＥＣ）２９１３／９２号理事会规则》（以下简称《欧盟海关法典》），对共同海关税则、原产地

规则以及海关估价等做出统一规定，并于１９９３年颁布《关于执行〈欧盟海关法典〉的第

（ＥＥＣ）２４５４／９３号欧委会规则》（以下简称《海关法典执行规则》）。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３日，欧

洲议会出台《关于废止〈欧盟海关法典〉的第（ＥＣ）４５０／２００８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对

《欧盟海关法典》进行全面修订，新法典大大简化了现有的海关程序，逐步推行海关手续

电子化，方便进出口商追踪货物运送情况，并推出“一站式平台”的海关服务概念，针对

不同用途（如海关、动物检验及环境等）而进行的检验将由所有部门同时同地进行。

为配合新海关法典的出台和实施，欧盟早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就出台《关于设立欧盟海关

行动计划的第６２４／２００７／ＥＣ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决定》，据此设立了海关２０１３（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行动计划，预计于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３年期间分阶段实施欧盟海关环境电子化。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欧委会颁布第（ＥＣ）２７３／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对《关于修改〈海关

法典执行规则〉的第（ＥＣ）１８７５／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的执行期限进行了一定的放宽。根

据《第（ＥＣ）１８７５／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开始实施电子方式报关。进

口商须于货物抵达欧盟前，在指定时间内以电子方式向海关当局申报货物资料。此举

有助于海关在货物运抵前进行风险分析，让欧盟成员国当局和欧委会共用及分析风险

相关资料，即安全及保安资料。不论货物最终目的地是何处，海运公司亦须为所有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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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海关境内的货物提交入境申报概要。考虑到要求进出口商提交的进出关货物信息

概要的程序上的复杂性，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过渡期间，进出口

商仍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入境申报概要。假如没有提交入境申报概要，海关会在货物

运抵前进行风险分析。欧委会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１日颁布第４１４／２００９号规则，规定不能

以电子形式提交报关概要的情况。由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若欧盟成员国海关的电脑化

系统失灵，或提交申报表的人士所使用的电子系统失灵，则成员国的海关当局可以接纳

纸质申报表。

为实现欧盟海关环境电子化，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４月颁布了第（ＥＣ）３１２／２００９号和第

（ＥＣ）４１４／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对《关于执行〈欧盟海关法典〉的第（ＥＥＣ）２４５４／９３号欧委

会规则》进行了修订。这两项欧委会规则修改或细化了电子通关的程序、所需文件以及

具体表格的设计。

建议相关进出口企业应积极跟进欧盟海关电子化的进程，了解并学习欧盟进出口

货物通关的新模式，以免由于不熟悉新的通关程序而导致发生货物滞港的情况。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８年欧盟海关税则共有９６９９条八位税则号，８９．９％的税则号

征收从价税，６．５％征收从量税，２．９％征收混合关税，０．８％为可变关税；季节性关税和

非从价税主要适用于农产品。目前欧盟大约有４．８％的税则号（９０个左右）受关税配额

约束，覆盖欧盟约３８％的农产品，欧盟通过进口许可证管理这些配额，如谷物和谷物产

品、大米、糖，油脂、乳制品、牛肉和小牛肉、羊和羊肉、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加工水果和

蔬菜。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欧盟每年以委员会规则的形式调整并发布新的海关税则。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８

年欧盟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６．７％，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１７．９％，非农产品

为４．１％，农林牧渔业产品为９．３％，采掘业产品为０．２％，制造业产品为６．７％。

２００９年１—１２月，欧盟分别颁布了第（ＥＣ）Ｎｏ１０５１／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９４８／２００９

号、第（ＥＣ）Ｎｏ８９５／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８７２／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７１８／２００９号、第（ＥＣ）

Ｎｏ７１７／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６７４／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６０９／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５９４／２００９

号、第（ＥＣ）Ｎｏ５４９／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４７７／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４７６／２００９号、第（ＥＣ）

Ｎｏ４７５／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４４７／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４４６／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３４９／２００９

号、第（ＥＣ）Ｎｏ２９９／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２９５／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２１５／２００９号、第（ＥＣ）

Ｎｏ１９８／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１３２／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５６／２００９号、第（ＥＣ）Ｎｏ５１／２００９

号对有关汽车、船舶、飞机、高邦运动靴、人字拖、四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电子仪器、塑

料雕像盒、动物饲料、化学材料、奶粉、半钢化玻璃、水下操作系统、塑料轴承、反转糖浆、

花生、维他命粉末、玩具套盒、零售音响系统、无线电调谐器模块、植物材料、小麦、无纺

布包、床单等协调税号进行调整。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第１２５５／９６／

ＥＣ号暂时中止针对特定工业、农业和渔业产品征收自主共同关税〉的第（ＥＣ）１／２００９号

理事会规则》，修订获暂停征收部分或全部进口关税的产品名单。根据欧盟的规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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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因供应量不足而未能满足需求的产品可以暂时以零关税或较低关税进口。２００９年欧

盟理事会基于产品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的经济趋势等原因，将８８种工业、农业及渔业产品

加入暂停征收部分或全部进口关税的产品名单，同时将６１０种产品从名单上剔除。此次

修订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起生效。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欧盟理事会发布（ＥＣ）Ｎｏ５６４／２００９号

理事会规则，又对暂停征收部分或全部进口关税的产品名单进行了部分修订，此次修订

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生效，如无例外有效期将持续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欧盟发布《有关确定部分谷物进口关税的第（ＥＣ）１３２／２００９号

欧委会规则》，根据欧盟农产品的价格干预体系，为支撑盟内农产品市场价格，欧盟通过

对谷物的干预价格和进口价格确定了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涉及小麦、燕麦、玉米等

谷物。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

（ＥＣ）９４８／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发布了２０１０年海关关税表，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３）原产地规则

欧盟的原产地规则分为一般原产地规则、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普惠制原产地规则。

普惠制原产地规则散见于各种优惠贸易安排中。一般原产地规则则规定于第２９１３／９２

号理事会规则第２２—２６条，以及第２４５４／９３号欧委会规则第３５—６５条中。

目前海关法典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普惠制原产地规则改革的草案，该草案对原有普

惠制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特别体现在“充分的制作和加工”以及“区域性累

计”等重要规则的确定方面。草案还改变了原有规则的实施程序，引入新的“登记出口

商原产地直接申报系统”。此次修订旨在简化规则，使受惠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

够更大程度地享受普惠制带来的优惠。该草案目前正处于讨论阶段，若得以通过，实体

方面的新政将于２０１０年实施，而新的程序规则将于２０１３年实施。这些新规则还将通过

逐案谈判的方式逐步扩大到其他优惠贸易安排中去。

（４）与中国海关的合作

《欧洲共同体与中国政府关于海关事务的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以下简称“《中欧

海关协定》”）于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起实行。根据《中欧海关协定》，中国海关总署与欧盟海

关当局共同建立了中欧海关共同合作委员会。为提高双边贸易安全与便利，２００６年中

欧启动“智能化安全贸易通道试点计划”，目前该试点计划在中国深圳、荷兰鹿特丹和英

国费利克斯托等港口展开，以海关间数据交换、ＡＥＯ（认证经营者）、互认监管结果、共同

风险规则以及电子封志／智能集装箱的应用为基础，实现信息共享，确保贸易链安全。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中欧签署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生产合成毒品所使用的化学物质

非法进口的合作协议。２００９年５月，中欧海关共同合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双方代

表讨论了在中欧海关合作的下一步计划，以及促进贸易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安全

和便利，相互提供行政协助和贸易统计等领域的合作，并达成广泛共识。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中欧第１２次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也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和国际贸易放缓的形势下，

将深化海关合作，促进和便利双方贸易，争取在实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行动计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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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取得稳步进展，争取中国和欧共体联合海关合作委员会就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

划下一阶段合作达成协议，加强ＡＥＯ互认的合作。

２．进口管理制度

欧盟的进口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共同进口原则、针对某些第三国实施的共同进口原

则、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普惠制以及其他进口管理措施等方面。

（１）共同进口原则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对进口实施共同原则的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理事会规则》，规

范来自第三国除纺织品以外其他产品的进口。

（２）针对某些第三国实施的共同进口原则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原则的第（ＥＣ）５１９／９４号理事

会规则》，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的１７个国有贸易国家除纺织品以外其他产品的进口，并规

定了欧盟采取必要监管和保障措施的执行程序。２００３年３月３日，欧盟理事会在颁布

的《关于过渡期中国特定产品保障机制及修改欧盟第（ＥＣ）５１９／９４号规则的第（ＥＣ）４２７／

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对中国进口产品导致的市场扰乱和重大贸易转移的确定、

开展相关调查、磋商以及针对特定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等做出了具体规定。２００９年２月５

日，欧盟颁布《修订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原则的第（ＥＣ）５１９／９４号理事会规

则附件一的第（ＥＣ）１１０／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宣布从即日起，乌克兰不再受第（ＥＣ）５１９／

９４号理事会规则的约束。

（３）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建立配额管理的共同体程序的第（ＥＣ）５２０／９４号理事会规

则》及其实施条例第（ＥＣ）７３８／９４号欧委会规则，成为欧盟实行统一进口配额管理制度

的法律依据，内容包括相关进口配额分配办法、进口许可证的管理原则以及管理过程中

的行政决定程序等。

在分配进口配额时，欧盟将进口商分为传统进口商和新进口商。进口配额主要按

照以下３种方式分配：优先考虑传统进口商；按申请先后次序分配，先来先领；按比例分

配。以上３种分配方法由欧盟视具体情况选用其一或同时选用。如以上方法均不适用，

欧盟还可以按规定程序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

根据欧盟的配额管理规定，若某些产品在盟内供应不足，或未有供应，理事会可以

批准部分符合关税配额资格的产品以较低税率或零税率输入欧盟，一旦进口数量达到

限额或当配额有效期届满时，欧盟便会恢复征收正常税率的关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和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订《第２５０５／９６／ＥＣ号针对特定农产品和工业

产品放开自主关税配额管理》的第（ＥＣ）１３６２／２００８／号和第（ＥＣ）５６３／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

则。上述规则修订了符合关税配额资格的产品名单和配额分配详情，有关修订分别于

２００９年１月和７月起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欧盟颁布了关于制定２０１０年度至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渔业产品自主关税配额的第（ＥＣ）１０６２／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对部分敏感的渔

业产品开放自主关税配额，以缓解盟内渔业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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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普惠制

欧盟的普惠制每十年调整一次。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适用普惠制的

第（ＥＣ）９８０／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确定了普惠制方案，适用期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适用普惠制计划，并修改第（ＥＣ）５５２／９７号、第（ＥＣ）１９３３／２００６号理事会

规则和第（ＥＣ）１１００／２００６号和第（ＥＣ）９６４／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的第（ＥＣ）７３２／２００８号欧

委会规则》，该规则对第（ＥＣ）９８０／２００５号规则附件Ⅰ中各国的“毕业”产品列表做出了

相应调整。新的普惠制方案包含３种普惠制类型：一般普惠制安排、“加惠”普惠制安排和

“除武器外所有商品”普惠制的安排。

一般普惠制安排囊括１７６个发展中国家的６２４４种产品，其中大约３２００种非敏感产

品免征进口关税，其余敏感产品的进口税率低于最惠国税率３．５个百分点。“加惠”普惠

制安排，受惠国的进口产品可享受全免关税待遇。但受惠国必须是经济缺乏多元化、对

外依存度大的经济脆弱国家，而且享受这一安排的受惠国还需符合一系列其他标准，

２００９年６３３６种产品享受“加惠”普惠制安排。根据“除武器外所有商品”普惠制安排，全

球４９个最不发达国家向欧盟出口的除武器之外的所有产品均可享受免征关税的优惠待

遇，２００９年７１４０种产品享受了此类普惠制安排。

新普惠制还简化了“毕业”的条件，规定原产于某第三国的部分受惠纺织品和服装

的进口量超过所有进口至欧盟的该类受惠产品总量的１２．５％时，此类产品即告“毕业”。

其余产品“毕业”标准均为１５％。“毕业”产品名单在三年统计的基础上产生。

按照新方案，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内，我国能享受欧盟普惠制

优惠待遇的产品有：农产品、矿产品、木浆和纸及纸制品等，大部分工业产品被排除在欧

盟普惠制优惠待遇之外。在欧盟给予普惠制待遇的十九类产品中，我国只有六类产品，

而“毕业”产品则多达十三类。

（５）其他进口管理措施

来自第三国的纺织品进口由１９９３年欧盟颁布的《关于对从第三国进口某些纺织品

实施共同原则的第（ＥＥＣ）３０３０／９３号理事会规则》和１９９４年颁布的《关于对某些未签订

双边协议的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纺织品原则的第（ＥＣ）５１７／９４号理事会规则》或欧盟与

该国的双边协议进行调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欧盟颁布《关于在第（ＥＣ）５１７／９４号理

事会规则项下设立２００９年纺织品配额分配和管理原则的第（ＥＣ）１１６４／２００８号委员会

规则》，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生效。

１９９６年欧盟颁布的《关于共同组织水果蔬菜加工产品市场的第（ＥＣ）２２０１／９６号理

事会规则》是欧盟实施农产品进口管理的主要依据。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欧盟颁布《继续对产自第三国的某些钢铁产品实施进口监控的

第（ＥＣ）１２４１／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将进口钢铁产品的监控期限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延

长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该规则扩大了原有的监控规模，平板不锈钢和大型焊接管材

被纳入监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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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刊登第２００９／１５８／ＥＣ号理事会指令，对盟内

以及来自第三国的禽肉和孵化蛋的进口要求和程序做了规定。只有列入进口国名单的

国家方可向欧盟出口禽肉和孵化蛋，而且还须满足一定的要求和程序。该指令于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日生效。根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６３８／ＥＣ号决定，源自中国山东省的禽肉产品，按

照中欧商订的安全规定，经过至少摄氏７０度高温处理，则可输入欧盟。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欧盟颁布《关于海豹产品贸易的第（ＥＣ）１００７／２００９号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规则》，该规则认为由于为商业利益猎杀海豹的行为极不人道，故而禁止海豹

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禁令包括所有用海豹制成的商品，包括海豹皮、肉、海豹油。该禁

令仍准许因纽特人及其他一些民族进行传统猎杀海豹的行为，但禁止欧盟成员国与这

些地区进行大宗的海豹产品交易。禁令也准许为控制海豹数量，进行的非商业性猎杀

行为，但这类行为产生的海豹产品仍禁止输入欧盟。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生效，但各

成员国内生效要待至２０１０年８月。

３．出口管理制度

欧盟出口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共同出口原则、出口信用保险、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

文化产品出口、酷刑器具贸易以及其他出口管理制度等方面。

（１）共同出口原则

欧盟１９６９年的《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２６０３／１９６９号理事会规则》确立

了欧盟自由出口的原则以及采取必要监控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程序。该规则适用《欧共

体条约》覆盖的所有工业和农业产品，并对建立共同农业市场的规则以及针对加工农产

品的特别规则起到了补充规范作用。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欧盟颁布了《关于建立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１０６１／２００９号理

事会规则》。该规则旨在将欧盟１９６９年颁布的《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２６０３／

１９６９号理事会规则》及历年修改法典化，从而使欧盟共同出口原则更具透明性和确

定性。

（２）出口信用保险

欧盟１９９８年的《关于协调有关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主要条款的第９８／２９／ＥＣ号理

事会指令》统一了欧盟各成员国有关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构成、保险费率以及保险计

划等原则和规定。最近一次更新是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４日欧盟颁布的第（ＥＣ）８０６／２００３号理

事会规则。

（３）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

２０００年６月，欧盟颁布《关于建立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体系的第（ＥＣ）１３３４／

２０００号理事会规则》，加强对软件、技术等无形产品出口和以电子媒体、传真和电话等

“非人工方式”进行传输、转让等出口行为的控制。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改和更新〈关于建立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

体系的第（ＥＣ）１３３４／２０００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４２８／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其主要目的

是为了保障高科技和军用物资的出口安全，不对成员国造成损害。为控制两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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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转移、代理及运输，该规则新创立了一个欧共体制度，在对“两用产品”、“出口”、

“代理服务”等基础概念重新明确定义后，其在附件中详尽的列明需要经过批准才得以

出口的两用产品的清单，并对清单的及时更新做出要求，此外，该规则还对两用产品的

出口和代理、海关程序、对出口商等的管理措施，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行政合作等问题给

予了明确规定。该规则已于２００９年８月份正式生效。

（４）文化产品出口

１９９２年，欧盟颁布《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第（ＥＥＣ）３９１１／１９９２号理事会规则》，以确

保文化产品的出口得到统一检查，并对出口到欧盟境外的文化产品实行强制许可证制

度。最近一次修订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２月，欧盟颁布《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第（ＥＣ）

１１６／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整合了１９９２年以来的修订，并集中各个成员国对文

化产品出口管理的做法，这也是欧盟进出口规则法典化中的一环。

（５）禁止酷刑器具贸易

２００５年６月，欧盟颁布《关于某些可能被用于死刑、拷打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产品贸易的第（ＥＣ）１２３６／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规定禁止酷刑

产品贸易，经授权的此类产品进出口和技术援助必须经过欧盟指定的各国主管机构

批准。２００８年７月欧盟通过颁布第（ＥＣ）６７５／２００８号欧委会规则修改了部分主管机

构信息。

（６）其他出口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年欧盟颁布《关于禁止水银出口和水银安全存储的（ＥＣ）第１１０２／２００８号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规则》，宣布将自２０１１年３月起全面禁止汞出口，以避免这种重金属污染

环境。新立法除了禁止汞出口外，还要求相关产业部门对于废弃不用的汞做到安全存

放。欧盟虽然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停止了汞的开采，但却是全球最大的汞出口方，全球市场上

四分之一的汞是由欧盟供应的。

４．贸易救济制度

欧盟贸易救济领域的立法主要包括：

（１）反倾销：《关于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欧盟成员国倾销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３８４／

１９９６号理事会规则》。

２００９年，欧盟委员会起草了题为《加强贸易救济调查透明度（Ｅｎｃｈ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

ｅｎｃｙｉｎＴｒａｄ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的改革方案，提议对反倾销程序进行温和改革，改

革的主要焦点是提高欧盟贸易救济调查的透明度，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查阅调查档案制度：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开始，欧委会调整了调查档案的编排，

使其更加井井有条，方便调阅，例如附加日期索引，并纪录档案的提交和使用资料等。

此外，档案内容也会改善，包括加入听证纪录及现场核查等资料。另外，欧委会亦将提

供指引，以解释归类为限制（即机密）资料的条件，以及限制资料应以何种方式供有关人

士查阅。欧委会正考虑以电子方式让有关人士查阅调查档案。

改善公开资料的质量及回应程序：改革议案提出，改善于临时措施及终裁措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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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时所披露资料的质量。公开资料包括基本事实以及采取临时措施（和日后采取最

终措施）的根据，让有关人士可就主要阶段的调查结果发表意见，并行使抗辩权利。最

后，欧委会公开的资料须能回应有关人士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为每项决定作出合理解

释。此外，当局亦须给予有关人士较目前１０日更长的期限，回应最终调查结果。

独立听证官制度：贸易总司的独立听证官制度自２００７年４月创设以来，对增加程序

透明度、确保利害关系方有效行使权利具有积极作用。根据欧委会《第２７期欧盟反倾

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年度报告》中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８年欧盟独立听证官共收到１９份听

证申请并举行了１６次听证会，其中遭遇听证申请最多的问题主要涉及非保密文件、产品

范围、不合作、非市场经济地位／分别税率、损害及公共利益等。目前，倾销幅度的计算

尚不属于听证官可以干涉的范围。欧委会计划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继续改进独立听证官

在调查中的角色和参与方式，使该制度更加正式化，并于２０１０年内通过关于独立听证官

的正式工作指南。

简单易用的公开资料网站：２００９年９月，欧盟对贸易救济措施网站进行了更新，公

布更多资料，包括展开调查通知、个案进度时间表以及现行和原有措施表列。有关人士

可通过网站跟进个案调查进展，以及其在调查中的权利及责任。网站亦会设立一个限

制栏，获欧委会授权的有关人士可查阅每宗反倾销个案的调查问卷，以及档案加入的更

新文件资料。

缩短调查问卷：欧委会计划缩短调查问卷的长度以及减低问卷的复杂性，借此鼓励

进口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团体协助调查工作。

中小企业利益：改革议案优先考虑中小企业的利益。欧委会正考虑引入多项新措

施，包括专门服务台、简洁易明的调查问卷以及向提出申诉的中小企业提供特别支援，

方便中小企业全面参与贸易救济调查。

此次改革措施的实际成效仍有待验证，所有有关人士能否获得平等对待仍属未知

之数。但改革议案不会对市场经济待遇调查的严格期限及详尽资料规定有所影响，出

口生产商仍须对市场经济待遇和反倾销调查问卷作出回应。

（２）反补贴：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１日，欧盟颁布《关于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欧盟成员国补

贴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５９７／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以《关于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

欧盟成员国补贴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２０２６／１９９７号理事会规则》及第２０２６／１９９７号理事

会规则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的两次修订为基础，对补贴认定中的重要概念等实质性问题

予以确定，并细化了申请、认定、实施等程序问题。欧盟此举旨在法典化反补贴相关法

律，并提高法规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３）保障措施：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６日，欧盟颁布了《关于实施共同进口规则的第（ＥＣ）

２６０／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以《关于实施共同进口规则并废止第（ＥＣ）５１８／９４号规

则的第（ＥＣ）３２８５／９４号理事会规则》及其历年修订为基础，明确了“严重损害”、“严重损

害威胁”等实质性概念，以及保障措施的发起等程序性问题。欧盟此举旨在法典化保障

措施相关法律，并提高法规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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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应对贸易壁垒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在共同商业政策领域制定共同程序规则以保证欧盟在国际

贸易规则（特别是ＷＴＯ）中权利的行使的第（ＥＣ）３２８６／９４号理事会规则》，建立了相关

程序，使经济活动参与者和欧盟成员国能请求欧盟有关机构应对来自第三国的贸易壁

垒，从而消除贸易壁垒带来的损害或负面影响。欧盟于２００８年颁布第１２５／２００８号理事

会规则对该规则进行修订，根据修改后的规则，经济活动参与者和欧盟成员国只要遇到

来自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即可向欧盟有关机构申请应对，无须证明该贸易壁垒违反多边

或诸边协议的义务。

（５）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殊制度

２００３年欧盟根据ＷＴＯ《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２４２段，制定颁布了《关于修改

〈关于从第三国进口某些纺织品的共同规则的第（ＥＥＣ）３０３０／９３号规则〉的第（ＥＣ）１３８／

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规定了适用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进口的特殊保障措施条

款。２００５年中欧签订《纺织品贸易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定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

欧盟取消原来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数量管理，将其纳入双边监控体系。由于中国的纺

织品特保制度于２００８年底到期，欧盟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颁布１３２８／２００８号欧委会规则宣

布针对中国纺织品的双重检查监管制度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这意味着，自２００９

年开始，中国输欧纺织品不再接受欧盟的双重检查监管。

（６）针对中国产品的特殊保障制度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日，欧盟颁布《关于针对原产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

机制以及修改第５１９／９４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４２７／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该规则以《中国入

世议定书》第１６条为依据，确立了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特定产品过渡

性保障机制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到期。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根据《欧共体条约》规定，欧盟的投资政策决定权由各成员国自行掌握，在不违背有

关条约和欧盟法律的前提下，各成员国可根据情况制定各自的投资管理政策法律。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欧盟２５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调整了各成员国自

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现状，将投资政策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成

员国在外资领域的管理权将让渡给欧盟，由欧盟统一制定相关法律并对外签署国际协

定。但该宪法条约至今尚未生效。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欧盟签订的《里斯本条约》调整了各成员国自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

资管理政策的现状，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在此之前，欧盟各成

员国均各自掌握对外资的管理政策，并就外国直接投资与其他非欧盟国家签订了为数

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欧盟层面对成员国投资方面的管理仅限于《能源宪章条约》和《服

务贸易总协定》所涉及的范围。《里斯本条约》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政策的范

畴，是欧盟共同政策的重大进展，也使欧盟层面的管理职权进一步强化和集中，但是到

目前为止，欧盟并未明确说明将会如何具体执行这一管理职能，因此，众多双边投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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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短期内不会被一个欧盟层面的投资协定所完全取代，所以，虽然《里斯本条约》已经通

过，但欧盟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外部管理的职权范围，以及其在这一领域国际法上的地

位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共同农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早实施的一项共同政策。１９６０年６

月，欧委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的方案，并于１９６２年起逐步实施。欧盟有关共同

农业政策较为重要的法规有：

２００５年，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财政的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号规则》，为共同农

业政策的财政支出建立了单一的法律框架，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直接支持计划和对农民支持计划

中自愿调整直接支付规定的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鉴于一些成员国在支持

农村发展的欧洲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以资助其农村发展时存在困难，为了巩固这些成员

国的农村发展政策，欧盟明确了适用自愿调整直接支付的规则。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自从建立以来，共进行了三次较大改革与调整。

第一次是１９９２年，为了协调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立场，欧盟开始对其共同农业政策

进行系统的改革，此次改革的关键是从过去以价格支持为基础的机制过渡到以价格和

直接补贴为主的机制。具体措施有三，一是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二是对冻结

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三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鼓励保护环境，扶持山区和

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此次改革使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第二次是１９９９年，同样是为了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产品贸易谈判要求，欧盟对共

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此次改革突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

强调建立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欧盟确定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农业补贴支出控制在每年４０５亿欧元的水平。同时逐步削减对主要农

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还将地区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

对贫困地区，对生态脆弱地区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同时为植树造林

提供补贴。

２００９年欧盟第三次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较大调整。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欧盟颁布三

项理事会规则和一项理事会决定，分别是《关于调整共同农业政策并修订第（ＥＣ）２４７／

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３２０／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４０５／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２３４／２００７号、第（ＥＣ）３／

２００８号和第（ＥＣ）４７９／２００８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ＥＥＣ）１８８３／７８号、第（ＥＥＣ）１２５４／

８９号、第（ＥＥＣ）２２４７／８９号、第（ＥＥＣ）２０５５／９３号、第（ＥＣ）１８６８／９４号、第（ＥＣ）２５９６／９７

号，第（ＥＣ）１１８２／２００５号和第（ＥＣ）３１５／２００７号的第（ＥＣ）７２／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关

于在共同农业政策下建立农民直接支持计划和特定支持计划，并修订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

号、第（ＥＣ）２４７／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ＥＣ）１７８２／２００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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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规则的第（ＥＣ）７３／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修订关于欧盟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支持

农村发展的第（ＥＣ）１６９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ＥＣ）７４／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和《关于

修订农村发展共同战略纲要（２００７—２０１３）第２００６／１４４／ＥＣ号的理事会决定》。根据这

一系列法规，首先，欧盟将逐步提高牛奶生产配额，从２００９年起每年上调１％，直至２０１５

年完全取消；其次，为使农业生产更好地以市场为指导，此次改革重点调整共同农业政

策下的补贴制度。除少数情况外，欧盟的农业补贴将进一步与产量脱钩，即不再根据产

量的多少来决定农民所领取的补贴数额，建立新的单一给付制度（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ＰＳ）、新的单一面积给付制度（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ｅａ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ＰＳ），修订过

去的直接给付制度（ｄｉｒ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ｈｅｍｅｓ），并引入所谓的交叉遵守（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原则，逐步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继而转向综合考虑环保、动物福利和食品安

全等因素，建立支持落后地区的农村发展项目和防范自然危害和动植物病虫害的农业

风险管理基金。

２．共同渔业政策

《欧共体条约》第３２至３８条是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法律依据。自１９７７年起，欧盟

各成员国在北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共同捕鱼区扩大为２００海里，实行统一管理，并授权

欧委会与第三方谈判渔业协定。１９８３年，欧盟基本确定了其共同渔业政策，对欧盟各成

员国捕鱼配额的分配、渔业资源保护和鱼类产品的销售等问题做出规定。２００５年４月

２６日，欧盟颁布《有关成立共同体渔业管理机构的第（ＥＣ）７６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该

规则规定成立共同体渔业管理机构，以协调各成员国在渔业管理和产品检验方面的

行为。

２００６年欧盟颁布《关于欧洲渔业基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根据该

规则，欧盟决定成立欧洲渔业基金（ＥＦＦ），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内对欧盟渔业提供３８亿欧

元的财政资助。欧盟新的渔业资助计划主要用于渔业的现代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

加大对渔业产品加工和投放市场环节的资金投入，提高渔业产品的价值。该基金还用

于鼓励沿海地区从事渔业发展和替代渔业的活动。２００７年欧盟颁布《有关〈关于欧洲渔

业基金的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实施细则的第（ＥＣ）４９８／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

则》，对第（ＥＣ）１１９８／２００６号理事会规则中有关运作项目的构成和执行、渔业措施、运作

项目的评估、公开信息、管理和监控、不正当行为、电子数据交换以及私人数据等规定的

执行做出明确规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未来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绿皮书，分析

了目前政策的缺陷并就如何解决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绿皮书强调生态永续性的重要，

只有健康的种群和与之相应的船队，才有健全的渔业。未来的重点在于资源保护及船

队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渔业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广大的民众进行协商。除提及船队

过度捕捞削减鱼类获取量外，绿皮书指出了现行政策的四个结构性问题：缺乏精确的政

策目标，特别是关于生态责任与一般海洋问题；决策系统过度集中及过分关注短期解决

办法，却往往破坏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未对捕鱼业设定足够的责任意识法律框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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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捕鱼限令的政治意愿。该渔业绿皮书经利益相关者讨论后，委员会将于２０１０年初

公布协商摘要，并于同年提出改革提案，以便使其顺利于２０１２年生效。中国政府、中介机

构和渔业企业应积极参加欧盟的渔业政策反思活动，并提交评论意见。

３．共同消费者保护政策

《欧共体条约》第１５３条是欧盟各项消费者保护政策的法律依据。该条款规定：“共

同体将致力于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促进他们获得信息和培训的权利

以及自我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要求欧盟在制定其他各项政策时必须统一考虑

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各成员国除遵守欧盟统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外，在内容符合

《欧共体条约》规定并已通报欧委会的前提下，可自行制定比统一政策更为严格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政策。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１日，欧盟颁布《欧盟消费者政策战略的理事会决定（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该决定旨在增强消费者对欧盟单一市场的信心，促进欧盟范围内的跨境消费，尤

其是网上跨境消费这种新型消费方式的发展。要求各成员国加强执法和完善消费者救

济制度，确保产品安全，特别是要在卫生、环境和运输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

虑消费者的权益。

４．知识产权保护

欧盟各成员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体系各有不同。目前，欧盟统一的与国际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是《关于海关就涉嫌侵犯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采取行动

和措施的第（ＥＣ）１３８３／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以及《关于执行第（ＥＣ）１３８３／２００３理事会

规则的第１８９７／２００４号委员会规则》。这两项规则对在进出口商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

情况下，申请海关介入的方式和申请表格做出了具体规定。根据规定，受海关保护的知

识产权的范围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原产地标识以及地理标识等，

并且知识产权所有者、被授权使用者以及二者的代表均有权向海关申请扣留涉嫌侵犯

知识产权的产品。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统一成员国商标法的第２００８／９５／ＥＣ号欧洲议

会及理事会指令》。该指令旨在进一步防止各成员国国内商标法阻碍欧盟共同市场内

货物的自由流动及服务的自由提供。根据该指令，欧盟将继续完善共同体商标体系，确

保盟内共同市场发挥正常功能，但统一的范围仅限于对盟内共同市场功能有最直接影

响的国内法律条款，不剥夺成员国继续保护通过使用而获得商标（但当遇到注册取得的

商标时应考虑两者关系）的权利，各成员国仍可自行决定商标注册、废除及无效程序。

该指令明确规定了商标的构成、无效和非法商标的确认、商标的使用、商标权利及其救

济等内容。

２００９年，欧盟在打击盗版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欧委会为了告知消费者盗版的危

害，要求进行一些提高相关意识的活动，比如业务指导，或关于仿制品和盗版物宣传日

的活动。同时，欧盟理事会还要求欧委会及其成员国采取一些打击仿制品和盗版的措

施。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６日，欧盟理事会出台一份关于打击盗版的海关行动计划（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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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这个计划包括修订现有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加强海关当局和知识产权

权利人之间的合作，并通过电子信息交换的形式进行信息优先共享。根据该计划，欧盟

准备重新审议《关于海关就涉嫌侵犯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采取行动和措施的第（ＥＣ）

１３８３／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执行第（ＥＣ）１３８３／２００３理事会规则的第

１８９７／２００４号委员会规则》，之后将对打击盗版的范围、出入境旅客携带小额盗版物品的

处理、简易程序的申请、与其他法律法规的交叉部分处理等方面进行重点修订。

５．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开放

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欧盟内部能源市场全面开放。欧盟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电

力和燃气公司，打破了原来通常由本国国营企业垄断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实现内部能

源市场的开放，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促进针对企业客户的电力和燃气价

格透明化的第２００８／９２／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该指令旨在设立相关程序和监

督制度，保证针对盟内企业客户的电力和燃气价格的透明度。

６．欧盟修改增值税税率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欧盟颁布了《关于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第（ＥＣ）４７／２００９号理事会指

令》对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８日《第（ＥＣ）１１２／２００６号理事会指令》进行了修订。根据原指令关

于增值税共同制度的规定，其授权成员国可以对一到两项商品和服务适用不低于５％的

增值税减免，并开列可以享受增值税减免的商品和服务的限制性清单。此次修订主要

针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以及饭店和餐饮服务等。少数涉及社会或健康的特殊情况将得到

增值税的进一步降低或免除。此次修订还涉及一些具体成员国的增值税减税规定，如

对塞浦路斯的液化石油气供应，葡萄牙里斯本地区的桥梁收费，马耳他食物与医药品供

应等。该指令已于２００９年５月起正式实施。

７．政府采购

欧盟涉及政府采购的主要法规有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２００４／１８／ＥＣ号指令、第

２００４／１７／ＥＣ号指令和第２００５／１５／ＥＣ号欧委会决定。第２００４／１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欧

盟理事会指令是规范公共工程、货物和公共服务的采购程序的基本法规，规范一般性的

政府采购行为。水、能源、运输和邮政等公共事业部门，由于该部门采购规模过大、金额

高、经营主体复杂等原因，由第２００４／１７／ＥＣ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对其进行单独

规范，该指令中规定了许多例外领域，除涉及国防、安全以及机密采购项目等常规例外，

供气、供热、供水、运输等领域的采购都有一些例外规定。第２００５／１５／ＥＣ号欧委会决定

主要是根据第２００４／１７／ＥＣ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第３０条，适用具体程序确保参

与公共事业部门政府采购的实体能够公平竞争。上述法规适用于所有达到限额标准以

上的公共采购项目，工程、货物、服务和公共事业分别有不同的限额标准，该限额标准在

必要的情况下两年修订一次。未达到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由各成员国自行管理，但必

须满足欧盟政府公共采购的基本原则，即透明公开、充分竞争、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原则。

欧盟政府采购的程序有四种，分别为公开招标、限制来源招标、磋商及竞争性谈判。若

采用招标程序，第２００４／１８／ＥＣ号指令没有设置特殊规定。磋商方式下，第２００４／１８／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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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指令用例示清单的形式列举了必须事前公布和可以不进行事前公布的情形。竞争性

谈判则适用特别复杂且无法通过招标实现的项目。根据ＷＴＯ提供的欧盟２００７年的数

据，欧盟政府采购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的为７３％，通过磋商程序的为１６％，通过限制型招

标的为１１％。

（四）２００９年发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９年欧盟向ＷＴＯ共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８４条，其中技术法规

和标准６０条，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１９条。大部分通报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于年内正式颁

布或实施。２００９年欧盟正式颁布和实施的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及部分草案简述如下：

１．技术法规

（１）对销售和使用若干危险物质和制剂的限制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欧盟颁布了《修订〈关于危险物质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的第６７／

５４８／ＥＥＣ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００９／２／ＥＣ号委员会指令》。该指令修改和统一了６００多个

物质的欧盟分类和标签的要求，把２００多种化学物质定义为ＣＭＲ，即致癌性，诱变性（导

致遗传基因受损的），和生殖毒性（不利于人类繁殖的）物质。如果一项物质被认定为

ＣＭＲ，它也并不会被禁止在市场流通。相反，物质的分类为ＣＭＲ时，就有各种责任保

护其对工人，其他人或环境的影响，包括它应如何包装，标签或使用。该指令在２００９年

２月生效。

（２）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简称ＥｕＰ）

２００９年，欧委会根据第２００５／３２／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指令（ＥｕＰ），陆续就具体

的耗能产品制订环保设计实施细则，至今已公布电器关机和待机模式、紫外线外部供电

器、简单型机顶盒等的执行措施。影印机、打印机和投影机等图像设备也将会受环保设

计规定约束。

２００９年２月４日，欧盟颁布了《有关简单型机顶盒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

３２／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１０７／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

规则对简单型机顶盒的环保设计要求、检验程序和产品耗电基准做了详细而又明确的

规定。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２月生效。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８日，欧盟颁布《有关非定向家用灯环保设计要求，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

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４４／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

列明非定向家用灯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程序。该环保设计规定将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期间，分六个阶段实施。此外，该规则还就特别用途

的灯制定了产品资料规定，由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此类产品包装及所有形式的产品资料

必须清楚及显著标明其设计用途及不宜用作家用室内照明。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８日，欧盟颁布《有关不带镇流器的荧光灯、高强度放电灯、能够操作

电灯的镇流器及照明灯具环保设计要求，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４５／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列明不带镇流器的荧光灯、高

强度放电灯、能够操作电灯的镇流器及照明灯具（即使是装设于其他耗用能源产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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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程序。该规则实施后，有关荧光灯镇流器的

能源效益规定的指示２０００／５５／ＥＣ将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撤销。

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欧盟颁布《有关外部电源供应器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

３２／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７８／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根

据该规则，外部电源供应器指设计用于将主电源输入的交流电转换为较低电压的直

流电或交流电输出，每次只可转换为一种直流电或交流电电压输出，设定为与构成主

要负荷的独立装置一起使用，藏在实体外壳内并与构成主要负荷的装置分开，通过可

拆除的或由电线接驳的插头／插孔、电线、软电线或其他线路与构成主要负荷的装置

相连，名牌上的输出功率不可超逾２５０瓦，以及设定为供电动及电子家居及办公室设

备使用。该规则不适用于变压器、不间断电源供应器、电池充电器、卤素灯转换器及

医疗设备的外部电源供应器。该规则列明与空载耗电量（即外部电源供应输入部分

连接至主电源，但输出部分未有连接至电动及电子设备的情况）及外部电源供应器的

平均工作能效（即铭牌输出功率２５％、５０％、７０％与１００％的工作模式能效的平均

值）有关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程序。该环保设计规则由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７日起至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分两期实施。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欧盟颁布《有关电动马达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ＥＣ

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６４０／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列

明电动马达（包括已装配在其他产品内的马达）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

程序。根据该规则，马达的定义为电动单速三相鼠笼式感应马达。制动马达、设计供完

全浸入液体内运作的马达等不属于该规则规范。有关马达的环保设计规定将分三阶段

实施：由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起，马达的效益不应低于附件Ⅰ第１点所述的ＩＥ２效益等级；

由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额定输出功率介乎７．５千瓦至３７５千瓦的马达的效益不应低于

附件Ⅰ第１点所述的ＩＥ３效益等级，又或符合ＩＥ２效益等级并配备变速传动；由２０１７年

１月１日起，额定输出功率介乎０．７５千瓦至３７５千瓦的马达的效益不应低于ＩＥ３效益

等级，又或符合ＩＥ２效益等级并配备变速传动。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欧盟颁布《有关独立式无轴封循环器和与产品整合的无轴封循

环器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ＥＣ号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的第６４１／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主要规定了独立式无轴封循环器和与产品整合

的无轴封循环器的生态设计要求，包括能效要求和产品信息要求两个方面。其中产品

信息要求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能效要求则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

日开始，独立式无轴封循环器的能效指数（ＥＥＩ）不得超过０．２７，专门用于热太阳能系统

及热泵的一次回路的产品除外。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开始，独立式无轴封循环器及与产

品整合的无轴封循环器的能效指数（ＥＥＩ）不得超过０．２３。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欧盟颁布《有关电视机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ＥＣ号

能耗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６４２／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列明

了电视机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程序。该规则项下电视机是指设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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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供在一种模式或指定制式下显示和接收影音讯号的产品。该产品通常包括一个显示

器、一个或多个调频器／接收器，以及有选择性地提供贮存和／或显示数据的额外功能，

有关功能可与显示器合并置于同一机体内，或由独立机体提供。该规则项下电视显示

器指设计供在一个综合屏幕显示不同来源（包括电视广播讯号）的视讯，可选择性地控

制和复制来自外来讯源装置的音讯。有关装置以标准视讯路径连接，但不能接收和处

理广播讯号。有关环保设计规定包括开机模式时的能源消耗、待机／关机模式时的能源

消耗、抵户模式、最高亮度比、须提供的资讯等。这些规定由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至２０１２年

４月１日起将分数阶段实施。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２日，《有关家用制冷器的环保设计规定，并执行２００５／３２／ＥＣ号能耗

产品环保设计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第６４３／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对由市政

供电驱动、容量最达１５００公升的家用制冷器的环保设计规定、合格评定规定和核证程序

进行了规定。该规定不包括主要采用电力以外能源（如液化石油气、火水及生化柴油）

的制冷器、可经独立购买的直流电或交流电转换器接驳市电的电池驱动制冷器、仅制作

一次的订制制冷器、供第三产业使用的制冷器（在移走冷冻食品时会有电子感应，有关

资讯并可经网络联系自动传输至遥远控制系统作会计用途）、主要功能并非透过冷冻来

贮!食物的器（如独立式制冰机或冷饮机）。有关环保设计规定的内容包括能源效益、
须提供的资讯，以及所提供的各项功能的其他一般环保设计规定。这些规定由２０１０年

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将分数阶段实施。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欧盟颁布《关于建立能量相关产品环保设计要求框架的第

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新指令将扩大现行ＥｕＰ指令的范围，原则上

涵盖所有能源相关产品，目的是提高更多产品的能源和资源效益，及减少对天然资源的

需求，有助欧盟达致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现行环保设计指令只涵盖能耗产品，欧盟已经

逐步对部分产品采取一些执行措施，如电视、照明产品、电子产品的待机功能及工业发

动机等。但根据新的环保指令，将来其他能源相关产品如窗户、隔温物料或用水产品

如花洒头、水龙头等，也会受新指令约束，理由是浴室装置等能源相关产品如采用环

保设计，可减少用水量，因而需要较少能源来将水加热。新指令并未提供产品清单，

因为欧盟认为须先界定落入未来执行措施范畴内的产品类别定义，有清晰的概念后

才能订出清单。就新指令而言，能源相关产品指任何被推出欧盟市场，使用时对能源

消耗带来影响的产品，包括嵌入指令涵盖产品的零部件。该等零部件以个别形式推

出市场供最终用家使用，其环境表现可被独立评估。指令本身并无订立任何执行措

施。欧委会仍须成立工作小组研究不同产品类别的设计要求，并把具体的执行措施

草案呈交环保设计监管委员会及欧洲议会作最终审批。新指令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正式

生效。

（３）纺织品名称新指令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欧盟颁布第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号指令，对关于纺织品名称的第

９６／７４／ＥＣ号指令作出修订，并列出各类纺织纤维的名称，以及关于纺织品标签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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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标记的规定。第９６／７４／ＥＣ号指令制定了一套总则，规定生产商必须在纺织品标签

中列明纤维含量，符合指令规定的产品才能在欧盟市场销售，该指令同时还设立检查制

度，检验纺织品的纤维含量是否与所提供的资料相符。此次修订旨在确保在欧盟市场

流通的纺织产品，其名称、纤维成分及标签内容等资料明确和一致。

根据现行指令，所有以重量计含有最少８０％纺织纤维的产品，包括原材料以及半完

工、完工、半制成或制成产品，均受监管，必须加上标签，才能在欧盟市场销售。但该规

定并不适用于供出口至第三国的产品、在海关监管下进入成员国以便转运的产品、从第

三国进口作内部加工的产品等。

新指令第４（１）条规定，纺织品须是完全由同一种纤维制成，才能标示为“１００％”、

“纯”或“全”（或其他类似字眼）。该纺织品可以含有按重量计最多２％其他纤维，条件是

有合理的技术原因，并非在常规情况下加添。根据第４（２）条，经过梳理程序的纺织品，

宽限比率可增至５％。新指令第６（１）条表明，纺织品若含有两种或以上纤维，其中一种

占总重量至少８５％，则该产品须按以下其中一种方式标明其成分：主要纤维的名称，及

在总重量所占的比率；主要纤维的名称，及“至少８５％”的字眼；或产品所含各种纤维的

比率。新指令第６（２）条订明，纺织品若含有两种或以上纤维，但没有一种占总重量达

８５％，则该产品须至少以两种主要纤维的名称及其占重比率来标明成分，并按占重比率

由大至小列出其他纤维的名称（可标明或不标明其占重比率）。

新指令还就标签的式样向纺织品生产商提供指引。例如，生产商须确保其商业文

件清晰列明纺织纤维成分的名称和资料，向消费者销售该等纺织品时，标签字体必须清

晰可读和统一。生产商向消费者销售纺织品时，成员国可要求生产商在产品标签及标

记中使用该国文字。

新指令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生效。

（４）化妆品内化学品的限制措施

２００９年，欧盟颁布了四项关于化妆品内化学品使用的限制性规则。三项关于

染发剂内若干化学品限制使用与最大限量的指令和一项关于牙膏内氟化物使用的

指令。

２００９年２月５日，欧盟颁布《关于修订〈第７６／７６８／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００９／

６／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根据消费产品科学委员会（ＳＣＣＰ）的咨询意见做出，将二

甘醇和维生素Ｋ１添加入附件二，限制其在染发剂及指甲产品内的使用，并在附件三中

规定了甲苯、二甘醇、二甘醇丁醚（ＤＥＧＢＥ）和乙二醇丁醚（ＥＧＢＥ）的最大限量，禁止它

们在气雾剂中的使用。该指令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开始实施，有关甲苯的规定可延迟自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起施行。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７日，欧盟颁布《修订〈有关化妆品内化学品使用规则的第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中染发剂相关规定的第２００９／３６／ＥＣ号欧委会指令》。根据ＳＣＣＰ

对１７种染发剂成分的最终意见，欧委会对第７６／７６８／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的附件三增加

了１７条规定，规定了这些染发剂着色成分在染发剂中的最大限量，部分物质必须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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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注明使用条件与警告字句。此外，业界被要求向ＳＣＣＰ提交染发剂产品资料以供评

估。该指令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开始实施。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３日，欧盟颁布《修订〈有关化妆品内化学品使用规则的第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中染发剂相关规定第２００９／１３０／ＥＣ号欧委会指令》。根据该指令，

为减低染发剂对消费者造成皮肤敏感的风险，欧委会推出新措施来预防性地降低染发

剂内对苯二胺（ＰＰＤ）及甲苯２，５二胺（ＰＴＤ）的最高浓度标准。新指令规定，ＰＰＤ和

ＰＴＤ于氧化条件下混合后，其最高浓度分别不可高于２％及４％。该指令再次强调禁止

对苯二酚在氧化染发剂内的使用。该指令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开始实施。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０日，欧盟颁布《修订〈有关化妆品内化学品使用规则的第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号理事会指令〉的第２００９／１２９／ＥＣ号欧委会指令》。由于旧的标签规定只针对氟

化物的浓度，没有涵盖全部含氟元素的化合物，因此为确保法律条文清晰明确，新指令

清楚列明，标签规定除适用于氟化合物外，也涵盖详列于第７６／７６８／ＥＥＣ号指令附件３

第一部分内的全部２０种含氟化合物。标签使用的字句（除非标签指明产品仅供成人使

用）不变，即：“６岁以下儿童须于监管下才可使用小量牙膏刷牙，以减少吞下牙膏的可能

性。一旦吞下其他来源的氟化物，须询问牙医或医生。”该指令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开

始实施。

（５）有关包装和包装废料的指示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５日，欧盟公布《关于确立塑料箱和塑料托盘的重金属浓度水平限制

的第２００９／２９２／ＥＣ号欧委会决定》，容许塑料箱和塑料托盘包装偏离有关包装和包装废

料的指令内的重金属浓度水平。１９９４年颁布并生效的第９４／６２／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指令第１１条严格规定在法规生效后２年，包装及包装材料含铅、镉、汞、六价铬等重金

属之浓度不得超过６００ｐｐｍ，３年后浓度不得超过２５０ｐｐｍ，５年后不得超过１００ｐｐｍ。

由于考虑到特定材料可重复使用及回收使用的特性，欧委会于１９９９年的第１９９９／１７７／

ＥＣ号决定中规定包装的塑料箱及塑料垫可超过上述浓度限制，但该决议已于２００９年２

月９日失效，而迄今尚无新技术以替代塑胶箱及塑胶垫产品，因此，欧委会于２００９年３

月２５日颁布第２００９／２９２／ＥＣ号决议，重申该等包装及包装材料的重金属浓度不得超过

第９４／６２／ＥＣ号指令第１１条的规定，但如果塑料箱和塑料托盘经引入并维持在封闭和

受控制的产品系统内，并符合该决议第３至５条载列的条件，则其重金属浓度水平总和

可超过此限度。有关条件包括此类塑料箱和塑料托盘能以持久可见的形式分辨出来，

以便退还制造商、包装商、填料商或授权代表作循环再用或妥善处理。此外，该决定还

要求各会员国须提报超过浓度限制之塑料箱和塑料托盘产品各种详细资讯。该决定于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开始实施。

（６）欧盟延长新奇打火机和无儿童安全装置打火机禁售规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欧盟公布《延长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禁售令有效期

的第２００９／２９８／ＥＣ号决定》，宣布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的禁售令延续一年，

直至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禁止销售新奇打火机和没有儿童安全装置的打火机的规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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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于２００６年５月起实施。根据欧委会的决议，只有能防范儿童开启的打火机可以在欧

盟发售，外观特别吸引儿童的新奇打火机则一律禁售。只有打火机的设计及生产方式，

使其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情况下不能被５１个月以下的儿童开启，才被视为儿童安全

打火机。欧盟生产商须向成员国当局提交防范儿童开启测试报告。该报告须由认可测

试机构发出，证明打火机能防范儿童开启。当局会继续检查在欧盟发售的打火机型号

能否防范儿童开启。符合下列准则的可充气打火机不受限制：产品预期可连续安全使

用最少五年；生产商能提供书面保证，保用至少两年；打火机可以修理及安全地补充气

体；打火机的零件能在设于欧盟的认可售后服务中心更换或修理。成员国须于２００９年

５月１１日前完成并公布符合该决定所需的必要措施。

（７）木材及木制产品新规则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欧洲议会以大比数投票通过针对源自第三国的木材及木制产

品的规则，较欧盟委员会原本提出的议案所载的条文更为严厉。世界自然基金会一

项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输入欧盟的木材中，有１６％至１９％来自非法或可疑源头。欧盟

新的木材和木制产品规则可确保供应链上所有营运商均须分担责任，消除非法伐取

木材及木材产品流入欧盟的风险，违者将可能遭受严厉惩处。新规则将涵盖用于办

公室、厨房、睡房、客饭厅的木制家具，木器（包括若干类木制饰板），各类木板，木制画

框、照相框及镜框，各类木制包装（包括箱子、盒子）。欧洲议会通过追溯规定，营运商

须提供关于木材的基本资料，包括来源地、国家及森林，以及供应者和收受者名称。

营运商并须自行设立尽责制度，或使用由认可监察机构设立的尽责制度。欧洲议会

建议严厉惩处非法伐木渔利的人士，认为罚款至少须为非法木材产品价值的５倍。

成员国须严格执法截获非法木材及非法木材产品，遏止有关商业活动，符合严格的监

管规定。现在欧洲议会既已通过欧委会的议案，欧盟理事会将达成政治共识后该规

则方可生效。

（８）欧委会公布个人音乐播放器安全规定决议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第２００９／４９０／ＥＣ号欧委会决定，对个人

音乐播放器的最大音量暴露限值进行了规定。该决定旨在以相关欧洲标准化组织订定

的标准为基础制定安全规定，以确保在正常情况下，个人音乐播放器释放的音量不会对

听觉构成风险。本决定所指“个人音乐播放器”是指２００１／９５／ＥＣ所涵盖的不带综合通

信功能的便携式设备，但不包含在１９９９／５／ＥＣ或２００６／９５／ＥＣ指令中所述的带有耳机

或耳塞、用于聆听被记录、产生或广播声音的便携式设备。根据决议，市场上不同种类

音乐播放器的安全情况各自受第２００１／９５／ＥＣ号一般产品安全指令、第１９９９／５／ＥＣ号

无线电及电信设备指令或第２００６／９５／ＥＣ号电压限制指令管制。不过，除产品说明书警

告音量过大会产生不良影响外，上述指令未有为音响、摄录以及电子设备设定最高音量

限制或要求标签上附有噪音释放等资料。

该决定全面考虑了欧委会新兴及新鉴定健康风险科学委员会的意见，包括个人音

乐播放器及手提电话的音乐播放功能对听觉的潜在影响。本决定通过采取措施，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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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定音量的设备规定了一定的暴露时间，来解决这些设备在音量控制方面标准的

缺失，避免对听力的损害。８０ｄＢ（Ａ）音量的暴露时间每周不得超过４０小时，８９ｄＢ（Ａ）

音量的暴露时间每周不得超过５小时。对于其他音量暴露水平，采用线性内推和外推

法，同时应考虑声音的动态范围以及产品的合理预期使用。为了更好地实施该限值，欧

委会敦促相关标准化机构将此音量暴露限值增加到未来的音视频设备安全标准

ＥＮ６００６５中。考虑到消费类电子与信息技术设备的界限愈来愈模糊，ＥＮ６００６５将最终

与ＥＮ６０９５０整合为新标准ＥＮ６２３６８。此外，本决定建议在个人音乐播放器的标准中规

定相关警告用语，提醒消费者适当使用产品以及如何避免使用产品时产生的风险。假

如产品使用时可能损害听觉，制造商必须向消费者说明相关风险。

（９）《化学品注册、评估及许可规则》（ＲＥＡＣＨ）

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起，根据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化学品预注册结束。欧洲化学品

管理局表示在预注册期内收到约１２０万份预先注册表格。中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如果没

有为受ＲＥＡＣＨ法规监管的物质进行预注册，那么原则上不能在２７个欧盟成员国生产

或出口到这些成员国，直至进行正式注册为止。已经预注册的中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应

开始着手准备正式注册。正式注册手续繁杂，费用高昂，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应充分利

用“物质资料交流论坛”与同一物质的预注册人互相认识分享资料，以便以较低成本履

行注册义务。预注册后，ＲＥＡＣＨ对出口量处于不同等级的出口商或生产商规定了不同

的正式注册截至期限，出口量大的企业最早的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前就必须完成正式注

册，而出口量小的企业过渡期较长，最晚可达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

需注意正式注册的时间节点，同时，已经预注册并不意味必须正式注册。未及进行预注

册的中国出口商或生产商，可以参考ＲＥＡＣＨ法规对化学物质新出口商的相关规定及

时进行补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以后首次生产或进口１公吨或以上物质的欧盟生产商

或进口商，可以在以下期间：（１）有关物质的制造或进口总量超出１公吨下限后起计的６

个月内；以及（２）较适用注册限期提早至少１２个月，办理预注册，也可以在正式注册之前

继续对欧进口。

根据ＲＥＡＣＨ法规，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的使用与销售均需取得欧委会的特别授

权，所谓高度关注物质是指具有：致癌性，诱导有机体突变的物质；具生殖毒性物质、持

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物质；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的物质。目前已知的高度关

注物质共有１０００多种，欧委会及欧盟各成员国将由这些物质中，列出提名清单，欧洲化

学品管理局经公开征询意见后，将依据提名清单列出候选清单，候选清单经专家学者研

究后，提出推荐名单，经欧盟主管机关立法确定后正式列入ＲＥＡＣＨ法令的附录十四

（ＡｎｎｅｘⅩⅣ），成为正式需授权才使用或销售的高度关注物质名单。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发布第一批高度关注物质候选清单中有７个物质列入推荐名单，未来

将列入ＲＥＡＣＨ法令的授权清单。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又公告了第二

批的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提名清单，共有１５种化学物质，请相关生产商和出口商予以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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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第二批高度关注物质提名清单

序号 物 质 名 称 用　　　　途

１ 蒽油

２ 蒽油，蒽湖，轻油

３ 蒽油，蒽湖，蒽馏分

４ 蒽油，含蒽量少

５ 蒽油，蒽湖

制造涂料，木材，防腐油，杀虫剂等

６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增塑剂

７ ２，４二硝基甲苯 用于聚氨酯发泡材料，染料及有机物合成

８ 煤沥青，高温 用于涂料，防潮涂层，木制品添加剂等

９ 三（２氯乙基）膦酸酯 用于阻燃剂及有阻燃功能的增塑剂

１０ 硅酸铝，耐火陶瓷纤维

１１ 锆硅酸铝，耐火陶瓷纤维
用于工业用隔热填充材料

１２ 铬酸铅（Ｃ．Ｉ．颜料黄３４）

１３ 钼铬红（Ｃ．Ｉ．颜料红１０４）

１４ 铬酸铅（铬黄）

用于制造油漆油墨，橡塑制品着色剂

１５ 丙烯酰胺 用于合成纤维，还用作树脂改性剂及造纸助剂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订〈化学品注册、评估及许可法规

（ＲＥＡＣＨ）〉附件十七的第５５２／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根据该规则，ＲＥＡＣＨ法规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取代第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号指令。第７６／７６９／ＥＥＣ号指令主要是限制危

险物质以及含有危险物质如邻苯二甲酸盐及偶氮染料的玩具、纺织品和电池在市场投

放。ＲＥＡＣＨ法规第６７条规定，于附件十七中所列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除非符合附件

十七内注明的限制条件，否则不得生产、于市场投放或使用。第５５２／２００９号规则还把多

项于近期才采纳或修改的限制纳入附件十七，并厘清现有限制的内容。例如，电池内的

水银是受第２００６／６６／ＥＣ号指令规管，因此ＲＥＡＣＨ规则附件十七内有关电池使用水银

的条款被删除。

ＲＥＡＣＨ规则附件十七列出众多禁制物质，包括：以氯乙烷（氯乙烯）作为喷射剂的

喷雾器、含危险液态物质的装饰物、魔术道具、嬉戏品及游戏、含有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２，３二溴丙基）磷酸盐、三吖啶基氧化磷及多溴联笨（ＰＢＢ），可与皮肤接触的纺织品，如

成衣、内衣及亚麻布、苯含量超过５毫克／千克（０．０００５％）的玩具或其部件、含有若干指

定粉末的嬉戏品、愚弄道具或物品如喷嚏粉或臭弹、含有偶氮染料的衣服、寝具、毛巾、

鞋类及手套，以及纺织或皮制玩具。

对于ＲＥＡＣＨ法规，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需注意，注册并非强制性义务，不注册也

并非意味着完全不能再对欧出口。ＲＥＡＣＨ法规是欧盟内部的法律，只能约束欧盟的生

产销售企业，中国企业事实上无须承担注册义务。但是为了能保持产品出口欧盟的主

动权，需要注册的中国企业还是应当积极注册，以免今后出口受制于人。欧盟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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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法规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专门设计了“非共同体生产商唯一代表”制

度，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设置“唯一代表”进行注册。

由于不同产品在ＲＥＡＣＨ法规下应尽的义务不同，因此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在

ＲＥＡＣＨ注册问题上应当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应当区分

对待。在现阶段，产品为纯粹化工产品的化工行业上游企业，如石油化工原料及产品、

化妆品原料、染料、化工助剂、涂料、胶粘剂等，这些产品属于ＲＥＡＣＨ法规所规定的“物

质”或“制备品”，如果这些产品是直接出口欧盟，那么该企业须进行是需要注册的。相

对于上游企业而言，使用化学品作为原材料的下游企业情况相对复杂。他们的产品属

于ＲＥＡＣＨ法规所规定的“物品”，企业需要对自己产品进行定位。首先确定产品是否

含有“有意释放物质”，如果有，则属于需要注册之列，反之则不然。以家具产品为例，如

果是普通塑料家具，不属于含有“有意释放物质”；如果是释放某种香气的名木家具，则

需要注册。其次，如果产品不含“有意释放物质”，则需进一步确定产品中是否含有“高

度关注物质”。目前欧盟已经两次公布了高度关注物质名单，如果产品中含有“高度关

注物质”，同时产品中“高度关注物质”的质量含量达到一定比例，那么该生产商或出口

商履行ＲＥＡＣＨ法规所规定的告知义务即可。

ＲＥＡＣＨ法规目前处于注册阶段，受影响最大的是化工行业的上游企业，这些企业

不进行注册就无法自由对欧出口。然而，随着ＲＥＡＣＨ法规实施的深入，一些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危害较大的化学物质将会被限制和禁止使用，届时影响面将逐渐扩大到下游

企业，建议下游企业及时跟进ＲＥＡＣＨ实施动态，逐步淘汰危害性强的化学物质，使用

较为无害的产品取而代之。

（１０）鞋类产品生态标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欧盟颁布《有关建立欧盟鞋类生态标签标准的第２００９／５６３／ＥＣ欧

委会决定》，欧委会通过该决定建立了欧盟的鞋类生态标签新准则，有效期为４年。该决

定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第２００２／２３１／ＥＣ号委员会决定，原决定将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后

失效。

第２００９／５６３／ＥＣ欧委会决定所指鞋类包含所有拥有接触地面的固定外鞋底以及旨

在保护或覆盖脚部的服装，鞋类产品不应包含任何电动或电子部件。新准则对部分指

标的要求更为严格，特别是对皮革和毛皮生产中排出的废水量，皮革和纺织品的废水中

ＣＯＤ的含量等都有量化的限制，对部分原“无要求”的化学指标明确了可遵照的其他规

定。新决定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有毒残留物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级别。对于皮

革制成的鞋类，供应商必须确保不存在六价铬（ＣｈｒｏｍｉｕｍⅥ），提供通过ＩＳＯ１７０７５测

试方法的测试报告（检测限为３ｐｐｍ）。此外，鞋类生产原料中必须没有砷、镉和铅，也需

要进行相应的测试。生产鞋子的纺织辅料不得含有甲醛。鞣皮和兽皮中的含量不能超

过１５０ｐｐｍ，新决定还规定了水的消耗量限制。在有害物质方面，不允许使用五氯苯酚

（ｐｅｎｔ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和四氯苯酚（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ｏｌ），不允许使用偶氮染料。橡胶中不

能发现Ｎ亚硝胺含量。新决定还对包装提出要求。凡使用纸箱包装，必须是１０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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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利用材料，如果使用塑料袋，必须至少７５％的可回收利用材料，或者可生物降解材料，

或者可堆肥的材料。产品需要提交的信息包括，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以及如何得到更

多关于欧盟生态标签的信息。

（１１）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日，欧盟颁布的《有关玩具安全的第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指令》正式生效，取代已有二十年历史的旧指令（第８８／３７８／ＥＥＣ号指令）。新指令将

实施全新及更严厉的玩具安全规定，以解决玩具风险、增加制造商及进口商销售玩具的

责任，以及提升成员国执法当局的市场监察力度。其中较重大的修订要点包括：

① 新指令对“玩具”制定了更为清晰的定义，明确指出是提供给十四岁以下儿童玩耍

的产品。指令中的产品清单对未纳入指令内的现有产品类别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新

指令还进一步详细界定了“投放市场”的定义，指首次于欧盟市场销售玩具产品。同时，新

指令也对“不同经济经营者”的范围做了规定，包括制造商、授权代表、进口商及分销商。此

外，新指令还对水上玩具、功能性玩具、活动玩具、化学玩具及嗅觉纸板游戏做出定义。

② 新指令规定在欧盟销售的玩具必须遵守扩大后的基本安全规定，包括生产商必

须考虑使用者及其监管人的能力（特别是供３６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其次，新指

令的附件二规定了“特别安全规定”的细节，包括物理及机械特性、易燃性、化学特性及

电特性。同时，新指令针对因玩具使用某些化学物质、香料以及玩具发出的噪音所导致

的危险，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安全规定明令禁止玩具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归

类为致癌、诱变或危害人类生殖力等的物质。新指令规定，玩具内的化学物质必须遵守

欧盟第１９０７／２００６号规则，即《化学品注册、评估及许可规则》（ＲＥＡＣＨ），同时降低了多

类物质的使用上限，例如铅、砷及有机锡。新指令对藏于食品内的玩具也做出了特别规

定，要求食物所含或与食物混合的玩具必须有独立包装，并且大小适中以防被儿童吞入

或吸入。此外，新指令还详细列明了制造商应遵守的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合格评定机构

和主管当局的责任。

③ 新指令补充和加强了现行玩具警告规定，规定玩具警告必须清晰可见、易于理

解，包括使用者年龄限制、能力、体重以及需在成人陪同下方可使用等一般规定。若因

玩具的体积过大难以加上包装，则警告必须贴于玩具之上。由于警告内容可能会影响

消费者的购买决定，如使用者年龄限制等，因此警告必须于玩具出售前向消费者清楚显

示，在网上销售的玩具也不例外。指令在附件五中列出了适用于若干类玩具的警告

用语。

④ 根据现行的产品销售相关法规，经营者于欧盟市场销售玩具时，有责任确保产品

符合新指令。新指令表明，不但制造商须承担一些工作（例如制造商是进行合格评定程

序的最佳人选），授权代表、进口商及批发商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⑤ 新指令进一步加强玩具产品的市场监察规定，增加监管机构采取行动的权力，并

引进相关程序，以支持现有的保护措施以及通知涉及玩具安全措施的相关人士。

欧盟成员国须于《官方公告》刊登新指令后１８个月内，即２０１１年１月前实施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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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过，为使玩具制造商以及进口商适应新指令，欧盟规定了两年的过渡期，商家在

新指令生效两年后（即２０１３年７月之前）仍可销售符合现有指令（第８８／３７８／ＥＥＣ号指

令）的玩具产品。

（１２）纺织品中三聚氰胺限量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欧盟颁布第２００９／１２１／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对第２００８／

１２１／ＥＣ有关纺织品名称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的两份附件进行修订，这项大纲指令

监管产品纺织纤维成分的标签方式，以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保护。新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１／

ＥＣ列明，鉴于技术工作小组最近的研究结果，欧委会认为必须把（ｍｅｌａｍｉｎｅ）加入附

件Ⅰ和Ⅴ的纤维清单中，即开始对纺织品纤维中三聚氰胺含量进行监管。成员国须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前实施该项修订。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欧盟颁布第２００９／１２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修订指令９６／７３／ＥＣ

中关于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的定量分析方法。这项新指令与上述纺织品名称指令关系

密切，因为后者规定标签须显示纺织品的纤维成分，由分析员检查产品与标签所示资料

是否一致。由于现在已把三聚氰胺加到纺织品名称指令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的纤维清单，因

此必须界定三聚氰胺的统一测试方法。故此，新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２／ＥＣ修订指令９６／７３／ＥＣ

中关于二组分纤维混纺产品的定量分析方法。成员国须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前实施。

（１３）欧盟修订预期会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以及物品的规则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有关修订预期会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以及

物品的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第（ＥＣ）９７５／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此次修订，更新

了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中用于制造塑料材料及物品的单体、其他起始物质及添

加剂的共同体清单。其中，添加剂的清单将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由原来的否定清单变为

肯定清单。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生效。

（１４）机动车排放限制

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开始实施机动车二氧化碳排放欧５标准。根据这一标准，

柴油轿车每公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不应超过１８０毫克，比之前标准规定的排放量减少

２０％；颗粒物排放量则比之前标准规定减少８０％。所有柴油轿车必须配备颗粒物过滤

器。不过，柴油ＳＵＶ执行欧５标准的时间将推迟至２０１２年９月。

欧盟还将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实施比欧５标准更加严格的欧６标准。根据欧６标准，柴油

轿车每公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不应超过８０毫克，比目前标准规定的排放量减少６８％。

另外，柴油面包车和７座以下载客车实施欧５和欧６标准的时间将分别比轿车晚一

年。２０１０年９月，面包车等将实施欧５标准，届时面包车每公里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应超

过２８０毫克；２０１５年９月实施欧６标准后，新款面包车每公里氮氧化物排放量不能应超

过１２５毫克。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成分及相关标签规定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欧盟颁布了《关于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成分及相关标签规

２２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



定的第４１／２００９／ＥＣ号欧委会规则》，该规则订明了专供对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成

分及相关的标签规定。谷物（例如小麦、黑麦或大麦）内包含的麸质会令对麸质敏感人

士的健康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麸质敏感人士应避免食用麸质。据此，该规则订明，专

供对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所含麸质水平不能超过１００毫克／千克。这类产品的标

签、广告宣传及描述可加上“含微量麸质”字样。如麸质含量不超过２０毫克／千克，可在

产品上加上“无麸质”的字眼。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适用。

（２）关于饲料中球虫抑制药／组织鞭毛虫抑制药的药残限量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欧盟发布了《对由于饲料中不可避免的球虫抑制药（ｃｏｃｃｉｄｉｏｓｔａ

ｔｓ）或组织鞭毛虫抑制药（ｈｉｓｔｏｍｏｎｏｓｔａｔｓ）遗留物所导致食品中存在这些物质而制定最

大限量的第（ＥＣ）１２４／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和《对有关非目标饲料内球虫抑制药（ｃｏｃｃｉｄ

ｉｏｓｔａｔｓ）或组织鞭毛虫抑制药（ｈｉｓｔｏｍｏｎｏｓｔａｔｓ）不可避免遗留物最大限量的指令２００２／

３２／ＥＣ附件Ⅰ进行修正的第２００９／８／ＥＣ号欧委会指令》。

非目标饲料是指非有意地使用球虫抑制药或组织鞭毛虫抑制药的饲料；非目标动

物是指未被批准或不准备使用球虫抑制药和组织鞭毛虫抑制药的动物。由于非目标饲

料中的球虫抑制药和组织鞭毛虫抑制药残留物质会存在于非目标动物生产的食品中，

因此上述规则与指令制定了非目标饲料中球虫抑制药或组织鞭毛虫抑制药的最大残留

限量，以及对非目标动物源性食品中这些物质的残留限量。考虑到科学技术知识的更

新，该规则附件中相关特定食品的最大药残限量也应当持续调整，因此附件最迟将于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前进行复审。

（３）用于特定营养用途的食品

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欧盟发布《有关用于特定营养用途食品的第２００９／３９／ＥＣ号欧洲

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根据该指示，特定营养用途的食品须符合一系列特定营养要

求，如为若干消化过程或新陈代谢紊乱的人士而设、为若干因特殊生理状况而需在受控

的情况下摄取食品中若干物质对其有特别好处的人士而设、或为健康的婴儿或幼童而

设。该指令规定了用于上述特定营养用途的食品所适用的条文，如包装、标签、描述、宣

传等要求。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指令，制定此类食品类别下若干食品的其他特

定条文。该指令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生效。

（４）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最高残余限量

２００９年５月６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第４７０／２００９号规则，以制定法则

和程序厘定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残留限量。根据该规则，欧委会将会把

动物来源食品中容许的药理学活性物质分类，并包括物质清单及其所属治疗种类。此

分类将同时为每种物质及特定的食品或品种确立最高残留限量或者临时最高残留限量

或者物质使用禁令。该规则没有制定最高残留限量的若干物质，确立药理学活性物质

残留物的水平，以便管制。根据此规则只有已做分类的药理学活性物质可用于喂养食

用动物。此外，动物来源食品含有的药理学活性物质残留物如超过已确立的最高残留

限量，或超过为未分类物质确定的参考点，不得进入欧盟市场。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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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生效。

（５）欧盟食品接触材料法规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有关拟接触食品的活性、智能材料和

物品的第（ＥＣ）４５０／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活性食品接触材料”是指可吸收或释放某些

物质，以延长包装食品的保质期或改善食品质量的包装材料。“智能食品接触材料”是

指可检测包装食品的环境及质量，或其周边环境的包装材料。该法规是对第（ＥＣ）１９３５／

２００４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的补充条款，它的通过是为了保证上述物质的安全使用

和确定制造商对容器加贴标签的义务。该法规对有关活性、智能材料规定了补充要求，

涵盖了一些材料特定措施的相关内容，对食品来说可能产生误解的标签和符合性声明，

并提出了活性、智能材料使用的授权程序。根据该规则，欧洲食品安全局将评估活性、

智能材料和物品并批准其用途，对活性、智能的材料和制品采用列表管理的方式，制造

商首先必须向食品安全局提交对相关物质进行安全评估的申请，只有在组成活性、智能

材料成分的物质是列于符合条件的物质列表中的物质时，才可以投放市场。该规则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起实施。建议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产品的出口时，要密切关注欧盟物质

列表。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第（ＥＣ）９７５／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对第２００２／

７２／ＥＣ号有关预期会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以及物品的欧委会指令进行了修订。此次

修订，更新了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中用于制造塑料材料及物品的单体、其他起

始物质及添加剂的共同体清单。该规则中，除了添加剂清单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由原

来的否定清单变为肯定清单外，其余部分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生效。

（６）饲料中若干不良物质最大限量的修改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欧盟发布了《对有关对砷、可可碱、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ｓｐ．）、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Ｌ．）、巴豆（ＣｒｏｔｏｎｔｉｇｌｉｕｍＬ．）及相思子（ＡｂｒｕｓｐｒｅｃａｔｏｒｉｕｓＬ）制订

最大限量的第２００２／３２／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进行修正的欧委会指令草案》，该

指令草案根据欧盟食品安全局对有关饲料中有毒物质的某些现行规定的科学意见及更

新风险评估做出，主要修正内容包括：规定砷在痕量元素化合物添加剂、鱼类制成的饲

料、示踪剂内的最大残留限量；降低可可碱的现定最大残留限量；修改了曼陀罗、蓖麻和

巴豆的规定；新增一条相思子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欧盟发布了《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汞、棉籽酚、亚硝酸盐及

长叶马府油树Ｍａｄｈｕｃａ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Ｌ．最大标准的第２００２／３２／ＥＣ号指令附件Ⅰ的委员

会指令草案》。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对第２００２／３２／ＥＣ号指令附件Ⅰ有关饲料

内不良物质某些现行规定的最新风险评估及所提供的科学意见，该委员会指令修改了

第２００２／３２／ＥＣ号指令的附件Ⅰ，目的是修改若干不良物质的某些相关规定，主要内容

包括轻微提高鱼饲料内汞的最大限量，降低了猫、狗及皮毛动物合成食品内汞的最大限

量；修改饲料材料内亚硝酸盐的最大限量；显著降低了绵羊、山羊及羊羔饲料内棉籽酚

的现定最大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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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提高非动物源性饲料和食品进口的官方控制标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欧盟颁布了《执行有关提高进口某些非动物源性饲料与食品官

方控制标准的第８８２／２００４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及修改第２００６／５０４／ＥＣ号决定的

第（ＥＣ）６６９／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根据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ＲＡＳＦＦ）通报，委员

会食品兽医局（ＦＶＯ）报告，成员国、其他国家及欧洲食品安全局提供的信息，该法规附

件一列出了一份输入欧盟时须由成员国主管机构提高控制水平的商品清单，包括指定

的某些国家进口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的农药残留，其中中国出口欧盟的非动物源性饲料

与食品中的微量元素将受到管制，ＣＮ编号为２８１７００００；２８２０；２８２１；２８２５５０００；

２８３３２５００；２８３３２９２０；２８３３２９８０；２８３６９９，主要危害是其含有镉和铅，被抽检频率为

５０％。该法规规定进口代理商或代表人应事先通报货物到达指定港口的预计日期及时

间和该货物的物理特性。货物抵港后，港口主管部门将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在２个工作

日内完成对该批进口货物文件的审查；二是对附件一列出的产品身份和物理特征进行

审查，包括使用实验室分析的方法。另外，成员国必须每季度末向欧盟提交货物报告，

以继续对附件一列出的非动物源性饲料与食品进行评估，报告内容涉及货物的重量、原

产地、检测结果等信息。该法规旨在通过建立一个新控制系统提高对某些非动物源性

饲料与食品的控制水平，在新控制系统实施（预计于２０１０年初）前，该清单将定期审查并

适当更新。该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５日起实施。

（８）牛奶、奶制品等动物源性食品的检测监控要求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欧盟发布了《规定欧盟进口人类消费用未加工奶及乳制品的动

物健康、公共卫生和兽医认证条件的委员会法规草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欧盟进口未

加工牛奶及奶制品货物的公共与动物健康条件及认证要求，批准有资格欧盟出口此类

货物的第三国名单并且明确了驼奶的进口要求。为了避免贸易中断问题，该草案允许

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前仍可使用按照第２００４／４３８／ＥＣ号决定签发的卫生证书。

（９）食品内毒枝菌素和黄曲霉素的抽样方法与最大限量的法规草案

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欧盟分发了《修改有关花生、其他油籽、坚果、甘草及植物油内毒

枝菌素（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官方控制水平的抽样及分析方法的第（ＥＣ）４０１／２００６号法规的欧委

会规则草案》。根据食品法典委员会最近的决定，有必要修订某些食品的黄曲霉素的抽

样方法并且对新类别的食物确立毒枝菌素的最大限量。为了方便最大限量规定在实际

中的执行，食品法典中花生，杏仁，榛子和开心果的抽样方法将同样适用于其他坚果。

此外，该草案制定了控制油籽中黄曲霉毒素（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植物油内毒枝菌素（ｍｙｃｏｔｏｘ

ｉｎｓ）和甘草内赭曲霉素Ａ（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的专门抽样法规。

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欧盟发布了两个修改食品内某些污染物最大限量的法规草案，一

个是《修改有关规定食品内某些污染物，如黄曲霉毒素（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最大限量的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１９日委员会第（ＥＣ）１８８１／２００６号法规的委员会法规草案》，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

提供的有关提高杏、榛子、开心果及派生产品内黄曲霉毒素现定最大限量，可能存在加

大消费者潜在健康风险的科学意见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最近决定，该法规草案拟将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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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子、开心果内黄曲霉毒素的最大限量与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决定保持一致，并制定一个

相应的黄曲霉毒素Ｂ１限量；规定除花生外的油籽内黄曲霉毒素的最大限量；并对供人

消费或作为食品使用前需经筛选或其他处理的稻米的黄曲霉毒素制定了较高标准。另

一个是《修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ＥＣ）１８８１／２００６号法规（规定食品内某些赭曲霉毒素

Ａ污染物的最大限量）的委员会法规草案》，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专家小组有关赭曲霉

毒素Ａ的科学意见，该草案制定了香料和甘草内赭曲霉毒素Ａ的最大限量。

（１０）有关肉类进口的法规草案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欧盟发布了《规定许可进口某些动物和新鲜肉类的第三国、地区

或区域清单及兽医证书要求的委员会法规草案》。该法规草案规定了活牛、绵／山羊、猪

及非家养活反刍类动物，牛、绵／山羊、猪及马科动物肉及食用内脏，牛、绵／山羊的肉糜，

圈养猪科及其他偶蹄类动物及野生猪科，其他偶蹄及单蹄类动物野味肉，象科动物以及

蜂王和大黄蜂的进口兽医要求，包括许可的第三国清单、兽医证书格式和运输要求。兽

医证书包含有关公众健康、动物卫生与保护的证明。产品的详细ＨＳ号将规定在证书

中。第三国清单中不包括中国。

（１１）有关食品用增甜剂的草案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６日，欧盟分发了《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食品用增甜剂—纽甜

的第９４／３５／ＥＣ号指令的欧委会指令草案》。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对纽甜作为增甜

剂及增味剂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发表了意见。ＥＦＳＡ认为，纽

甜作为增甜剂及增味剂使用不存在安全问题，并规定了纽甜可接受的日摄入量（ＡＤＩ）

为：０—２ｍｇ／ｋｇｂｗ／日。该令草案的目的是修改有关食品用增甜剂的第９４／３５／ＥＣ号指

令附件，准许纽甜像其他当前准用的增甜剂一样用于同类食品。纽甜被指定了一项新

的Ｅ序号，即：Ｅ９６１。

（１２）对源自中国的奶和奶制品、大豆和大豆制品的特殊进口措施

继２００８年欧盟颁布《关于对中国进口牛奶或奶制品设置特殊进口管理措施的（ＥＣ）

７９８／２００８号欧委会决定》和《关于修正第２００８／７９８／ＥＣ号决定的第２００８／９２１／ＥＣ号委

员会决定》之后，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颁布《有关从中国进口或转运的特定商品设

置特殊进口管理措施的第１１３５／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根据该规则，欧盟继续对产自中

国或自中国转运的奶制品和豆制品采取特殊管理措施，规则涉及的产品包括：专为婴幼

儿而设并作特定营养用途的含奶产品、奶制品、大豆或大豆制品；供制造食物及饲料用

的碳酸氢铵；含奶、奶制品、大豆或大豆制品的食物及饲料。２０％的有关货物须接受识

别及实物检验，包括抽取样本及分析，以确定是否含三聚氰胺以及其含量。欧盟市场内

销售的饲料及食物的三聚氰胺含量必须少于２．５毫克／千克。该管理措施仍是由于

２００８年源自中国的奶类制品受三聚氰胺污染事件而制订，该措施将无限期执行。但相

对于２００８年的管理措施而言，２００９年的管理措施略有放宽。欧委会解释，在成员国销

售的产品中，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报告较少，实物检验的次数应少于２００８年。规则自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起在欧盟各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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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根据ＷＴＯ数据，欧盟２００８年的平均关税（ＭＦＮ）为６．７％，比２００６年的６．９％有所

下降。根据欧盟２００９年关税表，欧盟最低关税为零，最高关税可达６０４．３％（代糖ＨＳ

１７０２４０１０）。目前，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平均关税达１７．９％，所有１００％以上的税率

均施与农产品，主要涉及肉、蛋、糖、谷类。欧盟对动物制品、奶制品、水果、蔬菜、谷物

类、糖和糕饼、烟草、鱼及鱼类制品等产品征收１５％左右的关税或者每百公斤２００欧元

左右的从量税。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鞋类、蔬菜、水果、鱼肉、食品、烟草、自行车等优势产

品均属欧盟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欧盟通过设置高关税的做法来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

相关产业，阻碍了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竞争良性发展，也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

２．关税升级

欧盟关税整体呈现一种混合式升级的态势，初级产品的平均关税为８．１％，半成品

的平均关税为５．０％，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７．３％。具体而言，混合式关税升级主要体现在

食品、饮料、烟草、木制品、化工和塑料制品上，而纺织品、服装、非金属矿、装配金属工业

等则呈现正常的关税升级。纺织品、服装等是我国对欧出口的主要产品，关税升级对这

些产品的出口造成一定障碍。

３．季节性关税

欧盟对水果蔬菜类产品征收季节性关税。即针对某种蔬果类产品，将一年划分为

十个左右不等的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又将该种蔬果产品划分为五到十余个价格区间，

在每个时间段对每种价格区间的蔬果产品征收不同的关税，关税以从价税、复合税或混

合税等不同方式计征。这一做法导致计税方式复杂，税率多变，使中国蔬果类产品企业

在对欧出口上述产品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该类企业出口的风险系数。

４．附加关税

欧盟在对进口糖类、面粉类食品征收关税时，不仅以从价税征收进口关税，还根

据该类食品中所含无水乳脂肪、乳蛋白、蔗糖、淀粉这四种农业成分的不同含量征收

从量附加关税。欧盟每年公布一次具体征税办法，所涵盖的糖或面粉类食品均须申

报这四种农业成分含量，再根据欧盟提供的计算表计算出具体的附加关税额。这种

以农业成分作为计征关税的依据增加了面包、饼干、糖果类出口企业经营中的不确

定性。

５．关税配额

根据第（ＥＣ）３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欧盟对配额内进口的大

蒜征收的关税为９．６％，对配额外进口的大蒜征收９．６％的从价税和１２００欧元／吨的从

量税。２００９年，欧盟给予中国大蒜的配额量与往年持平，并且继续沿用２００７年制定的

中国大蒜进口配额分配方式，即分为四个季度分配，不得跨季度使用。每个季度欧盟会

微调传统进口商和新进口商之间的分配系数，最终每个进口商拿到的配额很少，很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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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每季度甚至只能获得几吨的配额，这些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大蒜时，每个货柜只能装

几吨大蒜或者拼柜，造成中国输欧大蒜的单位成本大大提高。

欧盟对进口大蒜实施的进口配额管理方法，导致部分配额轮空，使配额的执行缺乏

商业意义。中国是大蒜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欧盟是中国大蒜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

欧盟应确保配额管理不构成中国上述产品对欧出口的障碍。中国希望欧盟充分考虑中

国上述产品出口的实际情况，增加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配额、合理公正地分配关税配

额，并且准许配额可以累积和转让。

６．其他税费

欧盟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虽然欧盟也对相同的盟内产品按同等税率征税，但该

税种在税率、退税以及征收程序方面未在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统一。除此之外，欧

盟还对酒类、烟草、能源产品征收消费税，也存在与增值税同样的问题。虽然增值税和

消费税不属于关税，但也是在进口环节缴纳的，给我国出口商报价及成本核算方面带来

一定的不便。

（二）进口限制

１．钢铁产品

欧盟自２００２年颁布第（ＥＣ）７６／２００２号欧委会规则起，建立并开始实施对来自第三

国某些钢铁产品的进口监控机制，之后欧盟相继颁布第（ＥＣ）２３８５／２００２号欧委会规则

和第（ＥＣ）４６９／２００５号欧委会规则，将监控期限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延长至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３１日。特别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由于欧盟认为中国钢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的趋势还将

继续，大量中国钢铁产品将在世界市场上寻求新的销售市场，这种情况将对欧盟钢铁市

场造成冲击，故颁布《继续对某些第三国的一些钢铁产品实施进口监控机制的第（ＥＣ）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号欧委会规则》，将监控期延长三年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方希望欧盟及

时向中方通报监控数据并做出说明，不要利用监控数据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克制对中国

钢铁出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２．禽肉产品

欧盟从２００２年起以卫生和禽流感为由至今维持着对中国禽肉制品的进口禁令，根

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５／６９２／ＥＣ号决议，欧盟禁止输入中国内地家禽和家禽产品至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但该期限届满后，欧委会２００９年初的第２００９／６／ＥＣ欧委会决定却又将禁令

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欧委会该决定对上述禁令无任何修改，仅仅把限制期延长

了一年。中国已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提高禽肉制品的卫生与安全，而且熟制品的禽

流感风险也极低，欧盟以禽流感为由拒绝中国禽肉，却大量接受同样有禽流感疫情的泰

国等国家，欧盟的做法构成在情形相同的 ＷＴＯ成员之间，对中国不合理的歧视。经过

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努力，根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６３８／ＥＣ号决议，源自中国山东省的禽

肉产品，按照中欧共同商订的安全规定，经过最低摄氏７０度的高温处理，可输入欧盟。

中方希望欧盟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和监管体系，能够按照欧盟设定的标准，

确保禽肉制品的安全，尽快对中国全面解除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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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２００７年《关于来自巴西、泰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家禽肉关税配额管理的第

（ＥＣ）６１６／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原本实施单一关税管理的禽肉产品被纳入了关税配额

管理，９０％以上的关税配额直接分配给巴西和泰国。这意味着，欧盟即便解除对中国的

禽肉禁令，中国也只能和巴西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一起使用不到１０％的配额，该措施构

成对中国输欧禽肉产品的歧视，不符合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２３条以及２８条的相关

规定。

３．海豹产品

２００９年９月欧盟颁布《关于海豹产品贸易的第（ＥＣ）１００７／２００９号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规则》，该规则以猎杀海豹的行为不人道为由，禁止海豹产品进入欧盟市场。但该禁

令仍准许因纽特人及其他一些民族进行传统猎杀海豹的行为。中国赞同欧盟为维护公

共道德等原由设置进出口贸易措施，但希望欧盟在设置措施前进行必要性测试，选取对

贸易影响程度较低的措施来达成维护公共道德的目的。同时希望欧盟在设置贸易措施

时，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避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

（三）出口限制

欧盟一贯严格限制核材料设备、复合材料化学制品、大功率直流电源、电流脉冲发

生器、高性能计算机、传感器、激光器、船舶、航空电子设备、推进系统航天器等高科技产

品的对华出口，欧盟这种出口限制加剧了双方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中国多次呼吁欧盟

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对华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满足中欧市场需求，同时

亦可均衡欧盟对华逆差。

（四）通关环节壁垒

虽然欧盟２７个成员国实行共同关税政策，执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和管理制度，但是欧

盟有关海关和关税方面的法律授予欧盟成员国海关主管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

各成员国的海关管理不完全统一。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欧盟成员国海关对产品的分类

和估价程序不一致，包括提供给进口商的相关信息不一致。其次，进出口货物的程序不

一致。例如，部分欧盟成员国采用自动进出口货物程序；对原产地证明的要求不同；对

实物检查的标准不同；对进口食品的许可要求不同等。再次，货物进入欧盟市场后进行

审查的程序不同，违反海关规则后裁定罚金和缴纳罚金的程序不同。最后，备存记录的

要求也不尽相同。欧盟各成员国在海关管理中不统一的做法增加了中国企业出口经营

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企业应详细了解目的国海关管理制度和流程，防范通关环节的

风险。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欧盟每年均会制定大量技术法规，２００９年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仅仅是欧盟层面

的技术性法规就总计多达１５０００条以上。这些技术性法规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内容极其

复杂，为其他国家产品进入欧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１．关于技术法规的协调性

欧盟的技术法规往往采用指令的形式，再由各个成员国立法转化为本国法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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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由于各成员国对于指令的理解不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个成员国国内措施

的不一致的情况，而且这些标准的合格评定机构并非由欧盟委派，而是由成员国自行安

排，这也会导致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宽窄尺度在各个成员国之间有所差别，这种情况不

仅会令盟外的生产商感到困惑，而且由于这些差异，生产商不得不针对各个成员国的不

同情况安排生产包装运输，增加了额外的经营成本。

欧盟常常通过直接在技术法规中引用欧洲标准，从而使这些标准在该技术法规适

用范围内强制实施。由于欧洲标准本身所具有的自愿性性质，不需要向 ＷＴＯ通报，且

其内容不予公开。这些被欧盟立法所引用的标准有时存在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商和出口商造成了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并加重了生产商和出

口商购买标准的成本负担。国外生产商难以参加和了解欧盟的标准制定和修订活动，

而且欧盟有时会临时采用基于设计而不是基于性能要求的标准，这都会导致国外生产

商的利益受到损害和成本增加。

２．关于能耗产品环保设计的指令

欧盟自２００７年实施了有关能耗产品环保设计要求的框架指令（ＥｕＰ）后，于２００９年

连续出台９项该框架指令下的实施细则，分别涉及电器关机和待机模式、外部供电器、简

单型机顶盒、非定向家用灯、电动马达、电视机、家用制冷器、无整体式镇流器的荧光灯、

高强度放电灯以及能够操作上述灯泡的镇流器和灯具等。欧盟的ＥｕＰ框架指令及其上

述实施细则存在两方面的缺陷：第一，欧盟以框架指令的形式规定能耗产品生态设计方

面的总体要求，而将具体针对的产品及技术细节交由逐步分批制定的实施细则来规范，

随意性较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他国家生产商无法确定相关产品何时以及是

否会纳入该指令的管辖；第二，这些实施细则本身存在技术要求上不尽合理，过渡期过

短，增加的额外成本过多等问题。一些能耗要求并不能产生明显的节能效果，却导致产

品成本大幅增加。此外，由于该法规中的规定与现行标准差异较大，企业需要进行修改

产品设计和重新进行检测认证，法规一年过渡期时间过短。再如，在非定向家用电灯生

态设计要求中，欧盟要求生产商必须在免费登陆的网站上提供相关信息，这会对非英语

国家的小型生产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且该指令中对于欧盟成员国机构采用何种标准

来测定产品的符合性不够明确，该法规授权欧盟可以随时对“统一标准”清单做出修改，

因此会产生一定的随意性，其他国家生产商会受到这些不断修改的标准的影响，特别是

其他国家生产商难以参与到欧洲标准化机构的工作及了解它们的信息，因此在与欧盟

生产商的竞争中会处于不利地位。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欧盟还颁布《关于建立能量相关产品环保设计要求框架的第２００９／

１２５／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该指令大幅扩大现行ＥｕＰ指令的范围，现行环保

设计指令只涵盖能耗产品，新指令却原则上涵盖所有能源相关产品，如窗户、隔温物料

或用水产品如花洒头、水龙头等，理由是浴室装置等能源相关产品如采用环保设计，可

减少用水量，因而需要较少能源来将水加热。而且，新指令未提供产品清单，因为欧盟

认为须先界定落入未来执行措施范畴内的产品类别定义，有清晰的概念后才能订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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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根据新指令，能源相关产品甚至包括嵌入指令涵盖产品的零部件，只要该等零部件

以个别形式推出市场并最终供用家使用，其环境表现可被独立评估。新指令本身同样

没有任何执行措施，仍须欧委会成立工作小组来研究不同产品类别的设计要求，并把具

体的执行措施草案呈交环保设计监管委员会及欧洲议会作最终审批。上述实施规则和

能量相关产品新指令可能对会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中方对欧盟的上

述法律法规的后续实施情况表示高度关注。

３．打火机儿童安全问题

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７日，欧盟公布《延长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禁售令有效期

的第２００９／２９８／ＥＣ号决定》，宣布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的禁售令延续一年，

直至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１日。根据欧委会的决议，只有能防范儿童开启的打火机可以在欧盟

发售，外观特别吸引儿童的新奇打火机则一律禁售。只有打火机的设计及生产方式，使

其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情况下不能被５１个月以下的儿童开启，才被视为儿童安全

打火机。由于可充气打火机等高档打火机不受该决定的规范，所以受该决定影响最

大的是塑胶打火机和廉价金属打火机，而中国是此类打火机的主要出口国。欧盟不

应该以打火机的价格来作为是否应该安装防范儿童开启装置的标准，儿童安全问题

不应只针对廉价打火机。同时，该法规对“防止儿童开启打火机”和“吸引儿童的打火

机”定义的描述不够清晰，容易在概念上造成混淆，也未提供对该打火机类型进行界

定的具体程序，这可能使得制造商或销售商在生产和销售时因此判断错误，造成不必

要的资源浪费和成本增加，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贸易障碍。此外，中方希望欧盟能在充

分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对玩具安全性能方面的具体检测方法、参数和机构予以进一步

明确。并且中方希望能就相关问题进行双边磋商以确定有关合格评定程序的具体技

术细节。

４．玩具安全新要求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日，欧盟颁布的《有关玩具安全的第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指令》正式生效，取代已有二十年历史的旧指令（第８８／３７８／ＥＥＣ号指令）。新指令将

实施全新及更严厉的玩具安全规定，以解决玩具风险、增加制造商及进口商销售玩具的

责任，以及提升成员国执法当局的市场监察力度。中方赞同欧盟为保护儿童安全而采

取的措施，但该新指令会对玩具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ＥＮ７１系列标准与ＣＥ标志制

度已经对玩具安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新指令将确保儿童安全的责任过多地推给生产

商，而忽视了父母的照顾和适当的教育，且该新指令无视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显著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难度。特别是新指令中对于化学物质的苛刻

要求将显著增加生产商的检验成本，企业将不得不事先进行众多方面的风险评估，寻找

替代物质和材料，这种情况将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构成了过大的负担。此外，新的

使用人群和噎塞、窒息等方面要求的限制和变化会直接影响玩具产品的购买人群，减少

贸易量。

虽然该标准对所有出口国一视同仁，但中国是对欧盟玩具出口的第一大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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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壁垒对中国影响最大，而且，由于欧盟客户为了防止严格的玩具标准带来的风

险，要求中国生产商在生产和出口的各个环节反复检验测试，给中国生产商造成沉

重的负担，这是欧盟生产商所无需面对的，削弱了中国生产商在欧盟市场上的竞

争力。

５．机动车排放物标准

欧盟将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实施欧６机动车排放标准。欧盟该标准中所规定的排放限制

过于严格，且未说明车辆排放限值设定的理由，缺乏相关证据以证实限值设定的合理

性，也没有对法规中涉及的污染控制装置有效期的相关规定提供验证试验数据和研究

报告方面的说明，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第２条第５款的规定。此外，世界很多国家目前对微

粒数量采用的测试设备和评价方法都是评价微粒质量的方法（即以ｍｇ为微粒单位），但

欧盟在提案涉及的法规中改变了评价方法，会造成制造商更新测试设备的成本，却并未

提供证据证明微粒数量评价方法有何明显缺陷而遭弃用。

６．鞋类生态标签

２００９年７月，欧盟颁布《有关建立欧盟鞋类生态标签标准的第２００９／５６３／ＥＣ欧委会

决定》。该决定所指鞋类包含所有拥有接触地面的固定外鞋底以及旨在保护或覆盖脚

部的服装。此外，鞋履必须符合新决定附件内的准则。新指令对原有指令进行了更

为严格的修订，特别是对皮革和毛皮生产中排出的废水量，皮革和纺织品的废水中

ＣＯＤ的含量等都有量化的限制，对部分原“无要求”的化学指标明确了可遵照的其他

规定。

生态标签属于自愿性执行制度，欧盟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

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

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

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生态标签同时提示消费者，该产品符合欧

盟规定的环保标准，是欧盟认可的并鼓励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由于欧盟鞋类市

场竞争十分激烈，新指令的出台令竞争更加复杂化，所以尽管是推荐性标准，也常常被

贸易商强制要求使用，加之使用更加严格的指标以及支付更多的检测评估等费用，必然

造成出口成本上升。建议企业在签订合同时注意条款的变化，如果合同要求按照生态

标签指标采购原辅材料，企业应按照合同要求严格控制质量，避免贸易纠纷。同时，建

议外销企业对指令要求的指标进行经济评估，核算出需额外增加的成本，接单议价时充

分考虑新指令造成的成本提高问题。

７．纺织品三聚氰胺含量

２００９年，欧盟颁布第２００９／１２１／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该指令对第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号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进行修订，将纺织品纤维中三聚氰胺含量列入受监管的名单，同时

颁布第２００９／１２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制定了纺织品中三聚氰胺的定量分析方法。欧盟

是根据非政府组织向世贸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ＷＴＯ／ＴＢＴ）提交的一份有关中国

纺织品的调查报告做出上述指令的，根据该指令，中国输欧的以三聚氰胺为原料微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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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巾、床单等纺织品出口受限。欧盟过分夸大三聚氰胺问题，将这一问题扩大到纺织

品领域，并起到不良示范效应，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造成很大影响。

８．新资源食品

欧盟《关于新资源食品和修订关于通用授权程序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草案》对

新资源食品授权和投放市场的统一规则做了规定。该规则对于新资源食品、传统食品

等产品的定义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在第三方国家安全食品使用历史的证明要

求也过于严格。新资源食品草案排除传统产品的特殊措施，妨碍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安

全食品的出口。欧洲议会应当提供便于水果蔬菜等传统食品准入的简化程序，并提供

相关的技术援助。

９．ＲＥＡＣＨ法规

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起，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结束预注册，进入正式注册阶段。第三

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如果没有为受ＲＥＡＣＨ法规监管的物质进行预注册，那么原则上不

能在２７个欧盟成员国生产或出口到这些成员国，直至完成正式注册为止，ＲＥＡＣＨ法规

已经正式开始全面对贸易产生影响。根据ＷＴＯ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的意见，该法规

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主要如下：（１）ＲＥＡＣＨ法规程序过于繁琐复杂。ＲＥＡＣＨ注册和申

请许可的档案以及化学品安全报告等材料的准备工作，复杂繁琐且工作量庞大，需耗费

大量时间和金钱，有些企业可能需要为此引进专业人才，有些企业不得不委托代办机构

代为办理注册，花费了高昂的成本。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中小企业

而言，该法规已经超过了他们理解和遵守的能力，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欧盟也未能提够

足够的技术援助；（２）注册费用高昂。ＲＥＡＣＨ法规要求企业对所生产的每种物质进行

检测，依据ＲＥＡＣＨ法案估算，每种化学品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８．５万欧元，每种新化

学品的检测费用约５７．５万欧元。企业必须向欧盟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新主管机

构，注册其生产的化学品，注册费用最高需３．１万欧元，零星出口的小企业也需要几千欧

元的注册费。一旦这些物质名列高度关注物质名单，企业还须为进口这些物质而向欧

盟申请许可，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对一个物质的一种用途申请许可就要１００万人民币以

上的费用，对于申请物质数量较多或每种物质用途较多的企业而言，费用更是数十万计

增长。上述费用全部由企业承担，对企业造成很大压力。ＲＥＡＣＨ虽然对中小企业给与

一定减免，但相对中小企业的能力而言，仍然压力不小。中国化学品行业占多数是中小

企业，以他们的能力无法应对繁杂的ＲＥＡＣＨ注册，又无力承担高昂的注册费用，就此

失去出口欧洲的机会。有些企业出口物质多且吨位低，利润无法支持昂贵的注册费用，

无奈只能选择退出。或许大企业可以消化ＲＥＡＣＨ实施带来的冲击，但对中小企业来

说却可能是致命的。ＲＥＡＣＨ法规的实施，严重削弱了中国中小化工企业产品市场竞争

力，制约了中小企业产品的生产和对欧出口。（３）欧盟各成员国法规执行不统一。目前

ＲＥＡＣＨ法规已经开始实施，原则上没有预注册号的受限产品不能再进口欧盟，但是事

实上，有些国家严格执行提供预注册号的要求，有些国家却没有这样要求。这种情况足

以证明，ＲＥＡＣＨ法规在欧盟各成员国内执行情况不统一，尺度也有所不同，这对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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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出口造成很多困扰；（４）该程序可能使非欧盟制造商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根据

ＲＥＡＣＨ规定，第三国向欧盟出口相关产品必须通过欧盟境内进口商或者委托欧盟境内

的代表人进行注册。虽然这是因为ＲＥＡＣＨ是欧盟法律，无权直接规范第三国企业，才

专为第三国企业设计了该款规定，但事实上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不便，增加了注册的难

度和成本。

另外，欧盟ＲＥＡＣＨ法案的实施，普遍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将可能改变国际

贸易格局，由于有ＲＥＡＣＨ作门槛，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利润低、危及人身健

康的产品将不能在欧盟生产或者无利可图，那么这些产品的生产地将会从欧盟转移到

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将是可能性极大的转移目标国。法规对保护欧

盟居民的健康与环境有实质帮助，但转移目标国则将付出高昂代价。

ＲＥＡＣＨ法规维护了首次信息生成者、首次动物试验完成者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

权。ＲＥＡＣＨ制度是以大量信息为基础对申报的化学品进行格式化的“标准”安全性评

估。当任何企业注册化学品或其同样的用途时，信息系统首先进行搜索，只要有“先注”

信息存在，即使提供的申请材料中的数据是申报企业自行完成的，仍需交纳“信息费”，

否则就不能完成注册程序。这种制度设计很可能导致有人恶意注册，以便向后进入市

场的企业收取“信息费”，为后进入市场的企业造起一道门槛。

１０．葡萄酒指令

欧盟称为了防止消费者受到葡萄酒传统用语的误导，故而限制欧盟市场上第三国

的葡萄酒使用通用或描述性的商业价值用语，并且欧盟试图对这些用语包括葡萄酒标

签主张专有权利，其中“庄园”、“古典”和“上等”等词语。

欧盟对这些传统用语没有统一的定义，并且盟内各成员国都没有监测或限制这

些术语的使用而付出努力。这项限制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第２条。同时，由于几乎所

有葡萄品种名称中都部分包含了原产地命名保护（ＰＤＯ）或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ＰＧＩ），所以欧盟对一系列葡萄品种名称都主张排外权利。然而这种保护是没有合

理依据的，因为葡萄的品种是通用的，其名称中并不包含地理因素，例如“ｎｅｂｂｉｏｌｏ

ｄＡｌｂａ”的地理因素是后缀“ｄＡｌｂａ”，品种名称没有包含任何指定原产地或地理标志

的情况。中国希望欧盟重新考虑对葡萄酒的包装和描述中葡萄品种名称的禁止。

此外，欧盟尚未表明其计划如何执行对进口葡萄酒的限制。中国希望欧盟葡萄酒

指令的执行规则和所有过渡性安排，特别是有关的葡萄酒标签的规则，充分遵守

ＴＢＴ协定的规定以及世贸组织协定中的相关原则和规定，避免对非欧盟国家的市

场准入造成不利影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有机农产品的标签要求

欧盟第８３４／２００７号规则第２４条规定有机产品标签必须包含原材料的产地信息，并

采取下列形式之一：“欧盟的农业”表示原材料产自欧盟，“非欧盟国家的农业”表示原材

料产自第三国，“欧盟／非欧盟国家的农业”表示原材料部分产自欧盟，部分由第三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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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或耕作。

欧盟称其强制对欧盟境内加工的产品适用原产地标识是为了确保欧盟消费者不会

混淆有机产品的性质，事实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有机产品原材料的质量在加工

前已经通过了欧盟的检验。有机农产品的判定依据应当是其生产过程而非原料产地，

后者并不会对产品是否为“有机”造成影响。此外，根据食品法典委员会关于“有机加工

食品生产、加工、标签和销售”的标准，并未对产品标签上需特别标注配料原产地作出规

定。这项规则既不是基于《国际食品法典》的标准，也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第２条第２款的

规定。中国建议欧盟进一步考虑推迟该规则的生效。

２．禽肉市场标准

２００９年６月，欧盟向ＷＴＯ提交修订第（ＥＣ）１２３４／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有关共同农

业市场标准的草案，该草案计划修改“新鲜禽肉”的定义，其中包括“新鲜禽肉储备”的

新定义。按照新定义，“冷冻禽肉”和“冷藏禽肉”不再被划归“新鲜禽肉储备”，由这些

禽肉解冻所得也不再被称为“新鲜禽肉”。新定义比国际标准中的“新鲜禽肉”定义

更为严格，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欧盟此举事实上是对非

欧盟禽肉生产国的歧视，因为新鲜禽肉不经冷冻冷藏很难通过长途运输运抵欧洲。

中方建议欧盟参照现行国际标准制定禽肉标准，不要对正常贸易造成不必要的

障碍。

３．木制包装新要求

欧盟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对木质包装材料的新要求，这些要求比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ＩＰＰＣ）准则ＩＰＳＭ１５更为严格。根据这些新要求，欧盟要求进境木质包装除进行检疫

处理并加施标识外，还必须由去皮圆木生产，但可以存在个别树皮，树皮宽度应小于

３ｃｍ（长度不限），或如宽度超过３ｃｍ，则树皮面积要小于５０ｃｍ２。该规定超出国际通用

标准，对贸易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

４．禁止自中国进口含奶制品和豆制品的婴幼儿食品

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颁布《有关从中国进口或转运的特定商品设置特殊进口

管理措施的第１１３５／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根据该规则，欧盟继续对产自中国或自中国

转运的奶制品和豆制品采取特殊管理措施，有关货物的２０％须接受识别及实物检验，包

括抽取样本及分析，以确定是否含三聚氰胺以及其含量。欧盟以检查三聚氰胺为由，无

视中国政府对上述食品已经建立起的监管制度，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上述做法对中国

出口企业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七）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０９年欧盟对华新发起７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与去年５起相比有所增加。截至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欧盟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５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对４８类输欧中国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２００９年欧盟除对美国和印度发起２起反补贴案件以外，未对其他

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２００９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且自韩国和马来西亚转口的钢丝绳

和钢缆展开反规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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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０９年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２：２００９年欧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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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９日 货物扫描系统
ｅｘ９０２２１９００、ｅｘ９０２２２９００、ｅｘ９０２７８０１７、

ｅｘ９０３０１０００、ｅｘ８７０５９０９０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７日，欧委

会初裁决定统一征收

３６．６％的临时反倾销税。

２ ４月８日 钼丝 ｅｘ８１０２９６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欧委

会初裁决定统一征收

６４．３％的临时反倾销税。

３ ８月１１日 葡萄糖酸钠 ｅｘ２９１８１６００ 调查中

４ ８月１３日 铝合金轮毂 ｅｘ８７０８７０１０、ｅｘ８７０８７０５０ 调查中

５ ９月８日 聚酯高强力纱 ５４０２２０００ 调查中

６ １０月２日 熨衣板

ｅｘ３９２４９０９０、ｅｘ４４２１９０９８、ｅｘ７３２３９３９０、

ｅｘ７３２３９９９１、ｅｘ７３２３９９９９、ｅｘ８５１６７９７０、

ｅｘ８５１６９０００

调查中

７ １２月１７日 短切玻璃纤维
７０１９１１００、７０１９１２００、７０１９１９１０、

ｅｘ７０１９３１００
调查中

　　（２）其他

２００９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预应力非合金钢丝和钢绞线、紧固件、蜡烛及其同类

产品、盘条、铝箔和无缝钢管等作出反倾销终裁，除镀锌板和冷轧不锈钢案以无措施结

案之外，其余案件均征收反倾销税，蜡烛案中有５家中国企业获得零反倾销税，是近年来

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企业获得零税率最多的案件。此外，欧盟就钢铁管配件和糠醇

反倾销日落复审作出终裁，继续维持对这两类产品的征税措施；对原产于中国的金属

硅、铸铁井盖、三氯异氰尿酸和熨衣板进行反倾销期中复审立案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

金属硅、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草甘膦、胶合板和原产于中国与印尼的甜蜜素进行反

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同期，欧盟对产自中国的钢丝绳和钢缆发起反规避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７３１２１０８１、７３１２１０８３、７３１２１０８５、７３１２１０８９、７３１２１０９８，并对原产于中国，自泰国转口

（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泰国）的手动叉车及其主要配件作出反规避终裁，对其征收

４６．７％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８４２７９０００、８４３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欧盟取消了成员国内部分公司自中国进口自行车零部件的反倾销税，暂停

征收对华草甘膦的反倾销税。

３．欧盟贸易救济调查制度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１）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①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由于在２００８年欧盟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评估当中，欧盟认为参照评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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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五条标准，中国虽然取得进步但仍存在重要缺陷，所以２００９年欧盟仍未承认中国

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依旧采用替代国的做法来计算中

国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中国企业虽然可以根据欧盟反倾销法规中规定的五条评估标

准来向欧盟申请单独的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是这五条标准过于抽象，且调查官享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评估的苛刻程度近年尤甚，调查中每每置

中国企业的解释和抗辩于不顾，常因细枝末节问题否决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待遇申请。

至２００９年底为止，中国企业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向欧盟法庭提出的诉讼中除烫衣板

案外无一胜诉。另外，近一两年来，欧盟在授予市场经济地位时采取双重标准，获得

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往往是有欧盟背景的企业，部分欧盟跨国公司利用此双重标准，

一方面在中国投资建厂，一方面在欧盟提起反倾销申请，以达到打击中国竞争对手的

目的。

② 欧盟调查机关未采用中国企业的出口价格

根据《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９．５条规定，确定倾销幅度时，中国的应诉企业要证

明其符合欧方提出的五条标准，欧盟才会直接采用该企业的出口价格。根据 ＷＴＯ《反

倾销协定》第６．１０、６．１０．２和２．３条的规定，在确定中国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时，除非

欧盟证明存在该协定第６．１０．２、２．３条所述的特殊情况，否则欧盟有义务直接采用中国

企业自己的出口价格，对其适用单独的倾销幅度。直接采用企业的出口价格是应诉企

业应享有的权利，同企业是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关系，适用于所有ＷＴＯ成员。

③ 中国出口商在欧盟内部诉讼旷日持久

中国出口商在遭遇欧盟的反倾销措施后可以采用的救济手段有限，除了可以请求

政府在ＷＴＯ对欧发起争端解决之外，只能向欧洲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进行诉讼，但欧

洲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一方面极少对此类案件立案，一方面审理速度极慢。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１日，欧洲法院首次作出支持中国出口商的裁决，裁定欧委会根据欧盟理事会第４５２／

２００７号规则向出口熨衣板到欧盟的中国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征收１８．１％

反倾销税的措施无效。这是首宗获欧洲初审法庭给予快速审理待遇的个案，欧洲法院

也于短时间内对该个案作出裁决。该诉讼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２日提出，共耗时两年有余，

相较欧洲初审法庭正常诉讼的时间而言，已属快速。中国出口商采取欧盟内部诉讼的

救济手段耗时过长，无法及时补救反倾销措施带来的消极影响。

④ 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欧盟调查机构在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中存在较多不合理做法，如：替代国的选取存

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２００９年发起的七起反倾销案件中，除铝合金轮毂案和短切

玻璃纤维案的替代国定为土耳其外，其余五起替代国均为美国；确定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时采用不合理的抽样方法，无法全面确保涉案企业的利益；在立案之前难以如期发出照

会，延误中国企业安排应对；对外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申请企业的名称和数量都不披

露，根本无法确认代表性问题；扩盟后贸易救济措施自动延伸适用问题；过度使用推定

正常价值及利用不同的计算规则问题；过度使用推定出口价格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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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务贸易壁垒

服务贸易是欧盟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根据ＷＴＯ统计，服务贸易占整个欧盟经济总

增加值（ＧＶＡ）和就业率的７０％，并创造了绝大多数新的就业机会。但欧盟服务领域自

由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货物领域，服务贸易领域统一市场还未形成，其盟内服务贸易的

自由进行流动还面临很多壁垒，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垄断和各国服务贸易立法差异。由

于服务贸易本身的复杂性和无形性、与服务相关的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和服务提供者的

资质问题，欧盟各成员国都对服务贸易设立了细致而复杂的规定，且各国差异很大。对

第三国服务贸易提供者造成很大不便。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欧盟通过《有关盟内服务贸易市

场的第２００６／１２３／ＥＣ号指令》，该指令旨在通过取消成员国之间的监管和行政障碍，建

立真正的内部服务贸易统一市场的构架。该指令要求确立在另一成员国设立商业存在

的自由以及提供跨境服务的自由。但是该指令不包括一些受到欧盟其他措施管制的分

部门，如银行、信贷、保险和再保险、在职或个人养老金、证券、投资基金和支付等金融服

务；电信服务；包括港口服务在内的运输服务；临时工中介；医疗保健服务；家政等；私人

保安；公证等服务。

虽然欧盟积极参与多边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谈判并承诺开放服务业市场，但由于欧

盟内成员之国间尚未统一服务贸易市场，从而抵消了第三国与欧盟谈判带来的实质利

益。欧盟与第三国服务贸易的体制主要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以及区域协定

和双边协定。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成员国中存在差异。按照服务贸易分部门来划

分，欧盟服务贸易壁垒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１．金融服务

尽管欧盟的金融批发市场已经实现了一体化，但由于若干竞争方面问题的存在，金

融零售市场（尤其是小额银行与抵押信贷市场）仍然是分散的，只有５％的信贷银行允许

提供跨境交易，部分成员国限制了抵押贷款的种类。欧盟保险指令中关于第三国保险

企业的规则只允许在欧盟设立分支机构和代理，并未确立服务提供者可以在东道国自

由提供服务。在不违背欧盟总则的条件下，欧盟立法的未尽事宜仍然由各成员国管辖。

２．运输服务

欧盟运输服务垄断情况比较严重。在海运服务方面，为保持在欧盟注册的船只比

例，欧盟允许在欧盟船旗国船只上工作的员工可以享受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缴款的减免。

如果欧盟船公司接受其他国家船籍船只，将失去获得国家支持的资格。

３．邮政和其他配送服务

欧盟配送市场由于许多成员国的邮政垄断，限制了市场准入，存在不公平竞争。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对实现邮政服务内部统一市场的指

令。根据该指令，欧盟成员国须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实现盟内市场的完全开放，但仍

有一些成员可以推迟两年开放该指令要求。２００６年比利时在普遍服务领域引入新的许

可证制度和补偿基金制度。根据新制度，比利时邮政承担普遍义务，若其由于自由化而

未能赢利，可以按照许可证制度得到相应的补偿。私人的快递运营商按许可证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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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也承担普遍义务，却是需要对普遍邮政服务的补偿基金提供资金，事实上，快递服

务的增值服务特性使其明显区别于传统的邮政服务，快递运营商不应承担普遍服务义

务并向基金提供资金。

４．专业服务

在欧盟，由每个成员国各自对专业服务进行规定，各成员国都对其设置了细致而复

杂的规定，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成员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市场准入和专业人员

流动的限制。

（１）服务领域的限制

在法律服务方面，欧盟开放范围仅限于外国律师提供有关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公法

方面的咨询服务。在会计和审计领域，欧盟对跨境服务、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服务

提供方式上存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的限制，税务服务的开放范围也仅限于咨询。

（２）职业资质的限制

一般成员国对服务提供者的职业资质都制定了很高的准入规定，对法律服务提供

者的大学教育年限和从业经验要求５年以上，必须通过专业考试且成为该国专业协会会

员。在会计和审计领域的准入限制包括：大学教育的最低年限（会计师和税务顾问不少

于３年，审计师４到５年），相关从业经验３到６年，必须通过专业考试，并且多数成员国

强制性要求服务提供者加入相关专业协会。

（３）服务活动准入的数量限制

部分成员国甚至基于人口统计数据和地理数据对服务活动的准入设立数量限制，

包括服务提供者的数目的总量限制和地理距离限制。

（４）服务定价方面限制

法律服务领域的收费并未完全自由化，尽管成员国不再制定官方价格，但是奥地

利、德国和意大利对法律服务费用制定了最低价格，比利时、法国、希腊和西班牙对公证

费用设定了最低价格，意大利、拉脱维亚限定了法律服务的最高价格，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和德国限定了公证费用的最高价格，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律师和公

证人提出了建议价格。会计和审计领域中，希腊和葡萄牙的法定审计和德国的税务顾

问存在官方制定价格，意大利对公共会计师费用规定了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奥地利、

希腊、葡萄牙和斯洛伐克对会计和审计服务分别提出了建议价格。

（５）电信市场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颁布修订《电子数据交换网络和服务的

共同框架规则》的第２００９／１４０／ＥＣ号指令。该指令要求在欧盟层面成立欧盟电子数据

交换管理局，统一管理欧盟电信市场的管理事宜；对网络提供和网络服务的不同职能划

分做出明确规定；改革无线电频谱管理方法，加强消费者权利与数据的保护，并制订相

关法规和实施细则；为电信业提供合理的激励措施，促进电信业发展并提高欧盟电信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成员国须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５日之前完成国内相应法规的调整。

所有欧盟成员国在ＷＴＯ协议下承诺对语音电话和数据服务提供国民待遇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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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根据欧盟原有的《电子数据交换网络和服务的共同框架规则》，要求欧盟各成员国

之间的协作，进一步实现自由化。但是欧盟成员国执行这些规定并不尽如人意，主要存

在的问题有；对各类本地环路的供应与定价；线路共享的供应与定价；受托管客户设备

的供应与定价与专线的供应。一些成员国内的国有电信运营商不公平竞争也会为其他

新进入该市场的公司造成种种困难。中方希望欧盟新的《电子数据交换网络和服务的

共同框架规则》出台后，能够加强欧盟成员国电信市场的协同一致，并提高开放程度。

（九）政府采购

根据欧盟相关法律，中标公告或合同签署需进行公告，但根据ＷＴＯ提供的数据，尚

有近２０％的政府采购项目结果并未对外公告，欧盟政府采购在透明度方面还有待进步。

由于欧盟层面的法规需要通过成员国转化成本国法律方能得以实施，欧盟新的政府采

购救济指令第２００７／６６／ＥＣ号指令应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完成转化，但根据ＷＴＯ的资

料，尚有成员国未完成转化。

欧盟采取“指令”形式对政府采购进行规范，指令对各成员具有约束力，但具体贯彻

和执行的方式由各成员确定，因此欧盟各成员对政府采购的具体执行规范宽窄尺度不

同。例如法国，法国在航空航天和国防方面有强大的生产基地。法国政府持续对几个

重大国防项目承包商持股，非欧盟公司很难参与法国国防市场。即使是在欧盟内部供

应商的竞争中，法国公司也能获得优先选择。再如希腊，希腊对要求参加公共采购招标

的公司出具由主管当局证明其所有董事会成员详细的已纳税，已经为员工缴纳社保金，

无犯罪、无商业贿赂、无为获取财务利益而采用违法行为等种类繁多的证明材料。外国

公司很难满足这些要求。西班牙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中，很少考虑外国公

司的投标，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即便公开招标，最终中标的公司也多为西班牙公司，导

致西班牙建筑行业增长强劲，而外资建筑公司纷纷倒闭。

（十）补贴

１．农业补贴

２００９年１月，欧盟宣布重新开始对黄油、奶酪和脱脂奶粉进行出口补贴。由于２００７

年奶制品价格高企，欧盟首次停止了对奶制品的出口补贴。２００９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改革提高了牛奶的生产配额，奶制品价格走低，为保证奶农收入，欧盟重新开始对奶制

品进行出口补贴。欧盟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补贴大国，一直对奶制品提供高额补贴，欧

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承诺将削减出口补贴，并要求其他谈判伙伴也做出相应削减，

现在奶制品价格稍有浮动，就重新启动奶制品出口补贴，此举将严重影响谈判伙伴对乌

拉圭回合谈判削减农业补贴的信心。

２．机动车排放补贴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欧委会出台机动车财政激励计划指南文件。该指南为支持各

成员国采用欧５和欧６机动车排放标准提供了鼓励和指南。该指南明确了激励方式为

政府补贴，具体形式有直接补贴、贷款、税收减免和其他的一些财政或金融措施。相比

过去仅限于税收措施的激励方式而言，此次激励计划的形式更为多样化。激励计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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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新车，还适用于旧车翻新和车辆报废系统。作为“欧盟机动车产业应对金融危

机项目”的一部分，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就出台了专门的“车辆报废激励指南”。这两项指

南互为补充。

出台机动车财政激励计划指南规定了补贴上限，即，不能超过为确保机动车符合欧

５和欧６排放标准所必需设备的成本以及安装成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期限为：为实现欧

５的激励计划最晚截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为实现欧６的激励计划最晚截至２０１６年８月

３１日。上述补贴计划与ＷＴＯ纪律的一致性值得关注。

（十一）其他壁垒

１．签证、工作许可和居留证

近年来，部分欧盟成员国对赴欧投资的中国企业外派人员实施严格的签证政策，严

重制约了中国企业赴欧投资。

欧盟部分成员国规定外国公民要在当地就职，必须首先取得工作许可，但有关这方

面的要求相当严格。

中国赴法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到达法国后办理当地的居留证常遇到许多额外要求。

法国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中方人员提供各式各样的证明文件，一些证明文件并不要求其

他国家的外派人员提供。这些做法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到欧盟国家投资。立陶宛的

居留证审批过程繁杂，外国投资者在该国获得和更新居留许可存在困难。原则上，立陶

宛驻外使馆能够启动居留申请程序，但是在实践中，非欧盟公民只能在到达立陶宛之后

才能进行申请，由移民局决定是否发放居留许可证需要６个月。

２．碳关税

２００９年７月，法国在欧盟成员国环境部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

税”的提案，后该提案被会议拒绝。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

尔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建议对不愿意就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采取配合行动的

国家征收进口产品“碳关税”。

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违反 ＷＴＯ的非歧视原则，同时与《京都议定书》主张的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相悖。对于法国有关“碳关税”的提案，多数发展中国

家表示不满，并认为碳关税是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而酝酿采用的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一旦征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四、投资壁垒

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规定，欧盟的投资政策决定权由各成员国自行掌握，在不违

背有关条约和欧盟法律的前提下，各成员国可根据情况制定各自的投资管理政策法律。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旨在简化欧盟决策程序和深化欧盟改革的《里斯本条约》获得了欧盟所有

成员国的批准，该条约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了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该条约已于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１日生效。由于目前缺乏具体立法与实践经验，欧委会与各成员国的投资管辖

权限的分工主要取决于欧盟是否在特定部门制定了相关法规，因此在许多投资领域，各

个成员国的法律、政策和惯例比欧盟共同政策对中国投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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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的法律、政策和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和措施阻碍外国投资的进

入，从而构成投资壁垒，以下对各成员国的一些投资壁垒作简要介绍。

（一）奥地利

欧洲经济区（ＥＥＡ）以外国家的银行在奥地利建立分支机构必须获得奥地利或者欧

洲经济区中另一国家的许可。交通、发电、军火、爆炸物、国家垄断行业、审计和法律等

行业均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非欧盟投资者参与不动产交易须得到当地主管部门的批

准。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对投资有着非常严格的环境限制。此外，繁杂的行政程序也

会对投资造成不便。

（二）爱尔兰

非欧盟居民持有航空公司和购买农业土地有所限制。外国投资者如要申请适用优

惠政策需要经过批准程序。

（三）保加利亚

由外国投资者多数控股的当地公司在从事某些活动必须获得许可，生产和出口武

器和弹药，银行和保险、勘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及在特定地区收购不动产。商业

法中的破产规则和２００５年证券法的修正案极大地加强了对少数持股人的立法保护，但

是执法实践存在不足。

（四）丹麦

外国投资者购买不动产受到居住满５年后才可获得所有权的限制。

（五）爱沙尼亚

外国投资者在爱沙尼亚投资下列行业时需取得许可：银行、采矿、煤气和自来水供

应及其设施、铁路和交通、能源以及通讯网络。此外，在爱沙尼亚购买超过１０公顷的土

地时会有所限制。

（六）芬兰

法律规定，在芬兰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中至少有一人须为欧洲经济区永久居

民；如发起人是法人，需最少有一个法人在欧洲经济区拥有已注册的固定经营场所，如

没有则须获得芬兰职能部门许可。在金融服务领域，根据芬兰２００３年颁布的《金融监管

机构法案》，非欧洲经济区的服务供应商在芬兰投资和运作需获得授权。证券交易公司

由芬兰财政部授权，保险公司由社会服务事务部下设的保险监督局授权，银行等信用机

构、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托管人和典当机构的运营，则由芬兰金融监督局授权。

在电信服务领域，非欧洲经济区的外国服务供应商在芬兰投资和运营需由芬兰交通与

通讯部负责管理的芬兰通讯管理局给予许可。根据芬１９９７年颁布的《通讯市场法案》，

获得许可的条件是申请者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提供电信网络服务，同时许可机构没

有充分理由怀疑申请者会违反该法令相关规定。此外，芬兰１９９４年修订后的《贸易法》

规定，非欧洲经济区投资实体在某些领域进行注册投资必须事先获得芬兰政府许可或

向有关当局报备，包括机动车检验、经营或生产酒类和药品、证券交易、贵重金属生产和

销售、合成化肥、饲料和种子贸易、邮政服务、保险、保安、投资基金活动、发电和电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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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航空服务、讨债追债服务、化学品和危险品存储业务、电器设备的设计、生产制造和

维修业等。

（七）法国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的指示规定外国投资企业控股收购一些敏感部门前必须进行预先核

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政府法令进一步列出了１１项业务部门，必须预先报批并获准后才能

进行并购。这１１个部门是：博彩业；受规章约束的私营安全部门；用于应对非法活动（恐

怖活动、致病因子或毒气、卫生方面）的研发和生产部门；信息和通话截取设备；用于安

全评估和认证方面的产品和信息技术系统；受国防法典约束的与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

产品生产与服务；受欧盟出口控制的两用技术与产品；法国数字经济信任法令项下的有

关密码与密码服务活动；国防企业经营的活动；受国防法典约束的军事或战争物资的科

研、生产和贸易；与国防部签订研究与供货合同的企业经营活动。为执行２００４年颁发、

２００６年生效的欧盟收购指令，法国政府于２００６年实施了新的收购法，主要包括针对敌意

收购的具体措施。该指令允许企业在不想被收购的情况下给予股东和雇员折价增购股权

的权利或采取美国式“毒丸计划”进行收购防御。２００８年以来，法国政府提高了对某些行

业的外国并购意图的关注并加强了干预。法国建立“战略投资基金”入股一些拥有关键技

术的公司，该基金将在议会的监督下由国有金融机构作为战略重点来执行。政府还要求法

国最大的投资机构努力增持它在一些法国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来缓解外国收购的压力。

此外，法国政府规定，只有法籍居民、欧盟成员国居民或签有双边协定国家的居民

才能在私营研究机构、保险经纪人、赌场或博彩俱乐部、运输代理人、公共市场贸易、视

听通讯业、商品经纪人、烟草和饮料零售、法文出版物企业、保安企业、电讯企业、演出企

业、药剂师等行业领域从事经营。

（八）德国

２００２年德国收购法案允许本国企业采取“选退”权和保留措施避开恶意收购，外国

投资者必须获得许可才能投资某些金融机构、公共交通事业和不动产代理行业。

德国２００４年７月通过立法，要求预期对德国从事军备生产和政府通信加密技术的

公司持股超过２５％的外国投资实体必须通知并接受审查，政府在收到通知一个月内有

权否决这些收购。２００５年该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生产坦克及履带车引擎的公司。

２００９年初，德国批准了一项建议性立法，该立法规定当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感受到

威胁的情况下，容许政府对德国公司持股比例超过２５％的非欧盟投资实体进行审查。

（九）希腊

希腊频繁出台或修改与税收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律变动频繁，可预见性差，政府

行政审批程序冗长，效率低下，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希腊当局常用当地含量和出口

业绩标准来评估外国投资实体的税务和投资鼓励措施的申请，但这些标准不是批准投

资的先决条件。在欧盟的矿业、海运、航空运输、广播和银行部门，预期的非欧盟投资者

必须获得许可证和其他批准，例如，非欧盟投资者使用和开采矿产需要内阁的特别批

准，在边境及特定岛屿采购需要国防部的许可，非欧盟的银行受最低资本金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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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法律对战略公司投资的限制包括事前许可系统和事后审批制度，除非事先获

得了部际私有化委员会的批准，外国持股人的投票权必须限制在２０％以内，某些重要的

企业决策以及特殊管理问题的决策需要获得经济和金融部长的许可才具备合法性。

（十）匈牙利

根据匈牙利加入欧盟的协议，２０１４年之前，外国人不得在匈牙利购买土地。外国投

资实体在国防相关产业、民航运输、广播电视等领域均有受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此外，

匈牙利行政程序繁杂，投资法律法规不够透明。

（十一）荷兰

针对外资恶意并购问题，荷兰制定了非常详尽的公司保护性措施，但这可能给外国

投资者在兼并和收购时造成障碍，并增加额外的费用。

（十二）捷克

非欧盟国家居民购置捷克商业或居住房产，必须在捷克注册一个公司（法人实体），

但有永久居留权并有捷克配偶的人例外。在捷克，投资受限制的行业包括抵押银行、资

产管理公司、航空客运、公路客货运、债券报销、建筑工程服务等。加入欧盟后７年内，捷

克禁止外国人购买捷克境内的农用耕地。在外国投资市场准入方面，禁止的行业包括

化学武器及有关的化学材料行业。限制的行包括军品工业、核燃料（铀）开采工业、对环

境可能造成危害严重的行业（如高耗能、高污染的焦炼、化工生产项目）、资源开采行业。

这些行业的投资都需要经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严格审批，同时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

鼓励的行业包括：高技术制造业（电子、微电子、航空航天、高端设备制造、高技术汽车制

造、生命科学、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等）；商业支持服务（软件开发中心、专家解决

方案中心、地区总部、客户联系中心、高技术维修中心和共享服务中心等）；技术（设计）

中心（创新活动、应用研发等）。

（十三）立陶宛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立陶宛企业所得税由原来的１５％提高至２０％，同时取消对于信

贷机构和农业从业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立陶宛将增值税率由原来的１８％提高

至１９％，并取消对水果及蔬菜产品、新闻出版物等的优惠税率，药品和民用供热服务的

增值税优惠税率也将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７月和９月取消。此外，立陶宛还不同程度的调高

了烟、酒、成品油等商品的消费税，此次税收政策的改革，将导致立陶宛国内物价的上

涨，投资成本也将随之增加。

非立陶宛公民一般无法购买该国的农林用地，２０１１年这项规定将停止对欧盟公民

的适用，但仍继续限制非欧盟公民。

（十四）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对外国投资者通过私有化过程收购前国有企业有实绩要求。行政程序不

够透明，解决商业争端的效率低下。

（十五）卢森堡

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的投资者在卢森堡设立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必须获得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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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些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也是受到限制的。

（十六）马耳他

因产业转型升级，马耳他鼓励外商投资电子、金融、服务、旅游、医药、教育等产业，

而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投资项目则进行严格限制。马耳他严格限制来

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输入，除当地无法满足的技术、管理人员外一般不发放工作签

证。工作签证手续繁杂，劳务人员进入较难。

（十七）葡萄牙

非欧盟投资者从事国防、自来水管理、公共信息通讯、铁路、海上运输等行业的投资

必须获得批准。同时，非欧盟投资者从事定期航空运输、电视业务有一定限制。与投资

有关的法律比较繁杂，投资争端解决效率较低。

（十八）瑞典

对一些有关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的投资项目加以限制（并非禁止），例如：军工、航

空运输、海上作业、采矿、战略物资、银行及保险等。限制手段主要是以发放许可证和牌

照的方式筛选具备实力和资质的企业，只有获得许可才有资格进入这些行业。瑞典不

对外资所有权进行限制，允许１００％的外资控股权。但依照欧盟规则，如果是并购投资，

按瑞典法律需要报瑞典竞争署批准。

（十九）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税法变化频繁，侵权案件通常程序冗长，费用昂贵，而且法院裁决往往不

遵循先例。由于缺乏长期的可预测性，罗马尼亚的立法和监管系统对外国投资实体形

成了一个持续性的阻碍。罗马尼亚要求外国投资者外汇账户的所有交易必须有书面记

录，金融衍生品交易需要得到批准。

（二十）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政府完全控制铁路建设权、邮政服务、自来水供应及林业，外国投资者无

法进入上述行业。此外，在斯洛伐克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投资争端费时较长。

（二十一）塞浦路斯

在不动产领域，塞浦路斯出台法律对外国企业投资不动产做出严格限制，规定非塞

浦路斯常住居民只能购买单件不动产供私人使用，面积限制在一英亩左右。该限制于

２００９年５月起停止对欧盟公民适用，但将对非欧盟居民继续适用。在教育投资领域，塞

浦路斯的立法区分了大学和学院，它鼓励外国投资者（包括非欧盟）设立或收购塞浦路

斯的大学，相比之下，非欧盟投资者对学院是投资是不受鼓励。非欧盟投资者可以通过

在塞浦路斯或欧盟其他地方注册一个公司从而设立或收购塞浦路斯当地的学院，前提

是该公司必须有欧盟的股东和董事。无论是作为董事或者股东，非欧盟投资者不得参

与当地院校的管理。在传媒领域，塞浦路斯规定非欧盟的个人投资者最多持有一家当

地大众传媒公司５％的所有权，而所有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２５％。在房

地产经纪人的许可方面，塞浦路斯的现行法律对进入房地产代理商行业设置了重大壁

垒。法律规定只有获得许可的个人（非公司）能够作为房地产经纪人，许可证只授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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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为已获得许可的个人担任了８年以上学徒的人。在建筑领域，塞浦路斯规定非欧盟实

体不得注册成为建筑承包商，也不得持有当地建筑公司的多数股权。非欧盟自然人或

法人可以投标承包特定的建筑项目，但必须获得部长理事会的特别许可。

（二十二）西班牙

非欧盟的投资实体开展涉及“敏感行业”的投资时需要得到西班牙经济部贸易政策

总司的许可，如博彩业、电视、广播、空运、国防等；外国政府投资或直接、间接地受政府

控制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此外，西班牙银行要求大多数的借贷活

动需要通报。

（二十三）意大利

意大利对外资企业在国防工业、飞机制造、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国内航空业

经营和海运等行业的投资限制较为严格，并制定了相应的特殊法律条文。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意大利政府批准了一项法令将欧盟收购指令吸收纳入本国法

律，１１月由议会通过，１２月开始执行。新法规要求对恶意收购或兼并收购的外国投资

实体采用防御措施前必须获得股东授权，它还包括一个最常见的投标前防御策略“突破

规则”（如：股东投票协议）。新规则旨在保护小股东的同时允许本国公司自我防卫免于

一些本国收购法律不提供相似保护的公司的收购意图。

（二十四）波兰

投资领域的政策法规繁复多变，缺乏可预测性。波兰行政部门效率低下，当地雇员

成本较高，而中资企业人员在申请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较为困难。

（二十五）比利时

外国投资需尽量满足当地的就业需求，投资法律较为透明，但是行政程序相当

繁杂。

（二十六）英国

政府规定在英国进行并购的外资公司必须至少有一名具有英国居民身份的董事。

（二十七）斯洛文尼亚

外国投资实体在申请优惠政策时必须尽量为当地创造就业需求。商业法规立法不

完善、劳动法的诸多限制以及行政程序的繁杂对外国投资实体造成了阻碍。

上述规定和做法均不同程度地对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构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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