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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印度对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进行了调整，并加强对敏感产品

的进口管理。除此之外，印度还出台了对手机、无线通信设备的进口限制措施。由于印

度的关税和进口限制政策变动频繁，提醒中国相关进出口企业及时关注相关政策调整。

２００９年，印度采取了较多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禁令及限制措施，包括多次延长限制

中国含奶制品的进口禁令、对中国产玩具产品实施进口禁令、限制中国电力设备进口

等。２００９年还是印度对中国猛烈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一年，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２５起

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且部分产品涉案金额相当巨大，是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

济调查最多的ＷＴＯ成员国。

不仅如此，印度还通过对劳工签证的限制政策迫使中国工人离境，给在印中国企业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２００９年印度继续以安全因素为由限制中国电信等企业对印度投

资，并通过起草外资安全法加强对外资的安全审查。提醒相关企业予以关注，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４３３．８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６．３％。

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２９６．７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１％；自印度进口１３７．１亿美元，同比

下降３２．３％。中方顺差１５９．６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器具、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

浸渍纺织制品、光学照相精密仪器设备等；自印度进口商品主要包括矿砂、棉花、有机化

学品、天然珍珠宝石、钢铁、机器零件、铜及铜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印度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７．９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５８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３５２．６万美元。２００９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７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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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与贸易相关的基本法律为《１９９２年外贸（发展与管理）法案》，相关法规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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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外贸（管理）规则》。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度海关及关税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主要有《１９６２年海关法》和《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

法》。《１９６２年海关法》是印度管理进出口关税及规范关税估价标准的主要法案之一。

《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详细规定了海关关税的分类以及具体的征税办法，包括进口商品

和出口商品的分类和适用税率。

印度财政部下属的中央销售税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的制定与调整，并在每年的

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公布当年的主要关税调整情况。

印度关税大部分为从价税。关税主要包括：基本关税、附加关税、额外附加税和出

口关税等。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８年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１３．０％，农产品的简单

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２．２％，非农产品为１０．１％。

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印度财政部公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财政预算案，作为年度的施政

依据。该预算对关税、消费税、服务税等进行了调整，并提出了一揽子的贸易促进措施，

其中与关税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 降低部分医药品、资本品、再生能源、电子产品、纺织品的进口关税

医疗设备：１０种特定的救生药品／疫苗及其原料药的关税由１０％降至５％，无须进

口附加税（按消费税豁免）；特定的心脏治疗设备，即人工心脏和ＰＤＡ／ＡＳＤ关税，已由

７．５％降至５％，无须进口附加税（按消费税豁免）；

电子硬件：生产液晶电视的ＬＣＤ面板的关税已由１０％降至５％；移动电话及配件的

制造零件免除４％额外进口附加税的待遇延长一年，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

再生能源：５００千瓦风力以上的永磁风力同步发电机的关税由７．５％降低至５％；生

物柴油的关税由７．５％调低至２．５％；

资本品：指定的咖啡／茶／橡胶种植机５％的海关关税减免延长一年，至２０１０年７月

６日；咖啡收割机关税从７．５％降至５％，其附加税也从８％降至零；

纺织品：棉花废料和羊毛废料的海关关税由１５％降至１０％。

② 提高部分稀有金属（金条、白银）的关税；撤销对电视机机顶盒免关税的做法，加

征５％的进口关税；

③ 对皮革、纺织成衣、鞋类、运动器材的出口给予一定的原材料进口免关税政策。

印度政府除了每年在财政预算中调整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外，还会通过关税委

员会以发布通告等形式调整部分特殊商品的关税。２００９年２月，印度政府宣布全面

免除报纸和杂志用新闻纸的进口关税。由于国际新闻纸价格大幅上涨，金融危机

导致报纸和杂志的广告收入下降，此项政策的出台将有利于报纸和杂志行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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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口管理制度

印度商工部是印度进出口管理的主要部门。印度对进口产品的管理较为复杂，主

要分为四种情形：（１）自由进口品，只需填写“公开一般许可证”即可进口；（２）禁止进口

品，如野生动物产品及象牙、动物胃内膜以及动物油脂类产品；（３）限制进口品，即需要

获得印度外贸总局签发的特别许可证方可进口，包括部分化学品以及畜产品；（４）专属

进口品，即只有政府的贸易垄断公司才能按照内阁批准的时间和数量进口的产品，包括

石油产品、部分药品以及散装粮食等。

２００９年印度政府调整的进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１）取消６种商品进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９年１月，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先后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７６、７７和８１号通告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分别将传动轴（ＨＳ８４８３１０９９）、碳（ＨＳ２８０３００１０）、无缝钢管（ＨＳ７３４０）和

机动车零件（ＨＳ８７０８１０９０）的进口管理政策由限制进口改为自由进口，对水泥砖

（ＨＳ６８１０１１）的进口政策由限制进口改为部分自由进口。

（２）允许国有企业免税进口１００万吨白糖

为了增加国内市场的糖供应量，阻止白糖价格继续上升，２００９年４月，印度政府决

定允许ＭＭＴＣ、ＳＴＣ、ＮＡＦＥＤ和ＰＥＣ等国有企业免税进口１００万吨白糖。同时，还废

除了免税进口糖原料必须承担一定数量出口义务的政策。

（３）发布对无线通讯设备进口限制措施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１０３号通告，对２００９

年３月２日发布的关于限制进口其他装有接收装置的无线电广播、电视发送设备的第

９４号公告有关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第１０３号公告规定：允许进口税号为８５２５６０１９和

８５２５６０９９的两类产品，但对无线通讯设备（包括特高频、超高频和微波通讯设备）实行进

口许可证管理。该类产品如未获得印度通讯和信息技术部无线计划和协调委员会

（ＷＰＣ）进口许可，将被禁止进口。

由于没有对第９４号公告作实质性修改，此项政策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起生效。

（４）对手机进口设限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１１２号公告，决定

自即日起禁止进口不具备国际移动设备识别号（ＩＭＥＩ）或该识别号数字全部为零的

手机。

（５）加强敏感物项和军民两用品管理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９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２号公告，加强对敏感物

项和军民两用品（特殊化学品、生物产品、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简称ＳＣＯＭＥＴ）的管理，

公告内容如下：

被允许参与制造和加工ＳＣＯＭＥＴ的印度注册公司、分支机构和业务实体，在得到

中央政府的许可之前，不得与外国政府或外国第三方签署涉及安排或协助其直接进行

或间接通过印度机构进行现场参观、现场核查或查看记录、文件的协议或备忘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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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许可时，进出口许可证也作为考虑条件。

如果已经签署涉及现场参观、现场核查或查看记录、文件的协议或备忘录，依据印

度所签署的双边协议或多边条约需实施，应首先向中央政府提供该协议或条款。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度禁止出口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部分木产品、化工木浆等，除此之外，印度还通

过特别禁令等对部分敏感产品的出口实行管制。

２００９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主要包

括多套经济刺激方案、２００９年外贸增补政策以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等，除此之

外，印度政府还不断发布公告推出相应的出口管理措施。

（１）经济刺激方案

２００８年底至２００９年初，印度政府还接连推出了三套经济刺激方案以求达到抑制经

济增长下滑、促进贸易发展的目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７日，印度政府推出一揽子财政举措，其中涉及出口的主要内容包括：

划拨大笔资金支持出口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出口；支持房地产业、纺

织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日，印度储备银行再次降息，并同时推出第二套经济刺激方案，主要

内容包括：进一步放宽境外商业借款（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ＥＣＢ）限制；增

强信贷支持；加征进口关税，主要针对的商品为水泥、建筑用钢材、锌和铁合金；提高出

口退税支持，涉及棉织布、人造棉织物以及农、林、园艺业工具等。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印度公布了第三轮财政刺激方案。主要内容有：服务税税率

从１２％下调至１０％；中央消费税从１０％降至８％；货物中央消费税从价税率仍分别保

持８％和４％不变；将散装水泥的中央消费税从１０％或２９０卢比／公吨（按高者计）降

为８％或２３０卢比／公吨（按高者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７日实施的有关消费税下调４个百

分点的优惠政策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石脑油进口免关税政策延续至２００９年３

月３１日。

（２）２００９年外贸增补政策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６日，印度商工部公布了２６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作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

印度外贸政策的２００９年临时增补政策。

该２６项新贸易便利措施主要分为５大部分，重点在于缩短出口商获得退税的时间，

简化不必要的手续，从各个方面加大对出口的鼓励。涉及的行业包括纺织、皮革、珠宝

钻石业等。重点内容包括：

① 政府在出口商出具装船单即可签发关税信用单据，而不必等到货物发出１０—１２

个月后，从银行得到证明后才签发。

② 向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纺织、皮革业提供总额为３２．５亿卢比（约６５００万美元）的

进口免税资金支持，受益对象为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以后出口的相关产品。

③ 对手工地毯出口提供５％的原材料进口免税，对于“ＶＫＧＵＹ计划”下的干燥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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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的出口提供２．５％的进口免税政策。

④ 将预先授权制度下的出口义务期限延长至３６个月。

⑤ “ＥＰＣＧ计划”下的产品，一旦出口降幅超过５％，则该商品所有出口商的出口义

务将按比例减少。此规定已延至２００９—１０财年，适用于２００８—０９财年的出口货物。

⑥ 将超星级贸易公司称号的标准由前三年和本年度的总出口额达１０００亿卢比下

调至７５０亿卢比。

（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印度商工部公布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作为未来５年内

印度外贸政策纲要。采取包括财政刺激、机构改革、流程优化等一揽子措施，从提高外

贸基础设施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返还税收三方面着手，促进外贸发展。突出对劳动密

集型出口行业的支持，主要针对纺织、皮革、手工艺品等行业；专门成立一个由财政部秘

书、商工部秘书和印度银行业协会主席组成的委员会，确保出口企业的外汇信贷需求；

延长所得税优惠期：对ＩＴ产业和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延长一年至２０１１

年３月３１日。对现有出口鼓励措施进行修订，包括：①将关税权利义务证书（ＤＥＰＢ）优

惠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②将享受事前许可（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优惠的增值标准

提高至１５％；③在重点市场计划（Ｆｏｃｕ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ｈｅｍｅ）中新增２６个国家；④加大资

本品进口关税减免优惠，对生产环境友好型商品所需资本品免进口关税，对技术改造

所需的资本品免进口关税；⑤扶持钻石加工出口，对钻石切割、抛光和检测机械进口

免关税。

（４）其他相关出口管理措施

２００９年印度政府调整的出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① 印度免除８种出口业务服务税

２００９年１月５日，印度财政部发布２００９年第１号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免除８种出口

业务服务税，以提升印度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８种出口服务包括：商品

清关和运送、出口业务人员招聘、货物装卸、货物储存以及机器、设备和器具等有形货物

出租及公路运输。

② 取消巴斯玛蒂大米出口税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印度政府取消了巴斯玛蒂大米每吨８０００卢比的出口税，并将巴

斯玛蒂大米的出口限价由每吨１２００美元降至１１００美元。近年来，印度巴斯玛蒂和非巴

斯玛蒂大米年出口量约为５００万吨，主要出口国为海湾和欧洲国家。

③ 给予棉花出口企业５％的免税优惠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８８号通告，规定在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期间从事棉花出口业务的企业可获得５％的免税

优惠。

④ 延长食用油和豆类食品的出口禁令期限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和３月２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分别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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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９９号通告，决定将食用油出口禁令的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将豆类食品

出口禁令的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⑤ 重启小麦出口禁令

印度政府曾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发布２００７—０８年度第３３号公告，禁止小麦出口，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１１５号公告，有条件解除小麦出口禁令，允许３家国

有企业出口总量不超过３０万吨的小麦。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１１７号公告，废除于

７月３日发布的第１１５号公告。

⑥ 延长出口信贷优惠期限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公告，将４月３０日即将到期的两项出口信贷

优惠政策延长半年，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这两项优惠政策具体为：装船前２７０天内卢

比出口信贷利率至少比基准优惠贷款利率低２．５个百分点；装船后１８０天内卢比出口信

贷利率至少比基准优惠贷款利率低２．５个百分点。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印度《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的第９、９Ａ节和９Ｂ节，以及《１９９５年关税（对倾销商品

及其倾销幅度的证明、计算及损害的确定）规则》是印度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反倾销税的

法律基础。此外，《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对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１９９７年海关关税（保

障措施的确认和评估）规则》以及《２００２年海关关税（过渡期产品特别保障税）规则》对保

障措施的程序方面做出了规定。

印度商工部所属的印度反倾销总局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做出裁决，提出征

税建议。印度财政部下属的保障措施总局（ＤＧＳ）负责保障措施调查和特保调查并做出

裁决，提出拟采取的措施建议。印度财政部根据征税建议决定是否征税。

５．机构调整

印度《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指出，为支持和保护本国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

展，在世界贸易组织原则下，商工部成立贸易救济措施局。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外国投资指导性法规主要有《１９３４年印度储备银行法》、《１９９１年工业政策》、

《１９９９年外汇管理法》、《１９５６年公司法》和《１９６１年所得税法》。

印度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ＤＩＰＰ）负责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印度对外国直接

投资的批准程序分为自动批准和政府审批两种。

除了个别重要的部门外，印度经济的大部分行业至少已经部分向外资开放。同时，

印度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开放，并减少各种政府审批，很多行业外国直接

投资可以自动获得批准。

１．印度２００９年投资公告

２００９年，印度政府为了促进外国投资，发布了一系列投资公告，不同程度地放宽了

其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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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印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２００９第１号投资公告，允许外国

投资从事新闻和时事的平面媒体（ｐｒｉｎｔｍｅｄｉａ）。该公告规定，经过印度政府的事先批

准，外国直接投资最高可以１００％投资其原始外国报纸的复制版（ｆａｃｓｉｍｉ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对

于从事新闻和时事的外国杂志的印度版，外国投资最高可以拥有２６％的股权。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印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了２００９第２号投资公告，规范了

外国投资企业（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外资股份计算方法。

根据第２号投资公告，所有由非印籍实体直接投资的印度公司都被算作是外国直接

投资；而通过投资印度公民“拥有并控制的”（印度公民持有５０％以上股权且有权任命多

数董事）的印度公司再投资于印度其他公司时，其在被投资企业中的股权不被算作外商

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印方持股５０％以上的印外合资企业，即被视作“印度公司”，该公

司的投资被视作国内投资，不受外资准入限制。这一计算标准的变化有利于外国投

资通过合资方式进入被禁止的领域，如多品牌零售业等。但是，据印度媒体报道，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印度政府计划重申多品牌零售业的外资准入禁令，防止外资以合资方

式进入。

作为例外，第２号投资公告规定，如果印外合资企业对其１００％控股的子公司进行

投资，则被投资企业中的外资成分属于外资间接投资，股份比例与该印外合资企业中的

外资比例相一致。

同日公布的第３号投资公告明确了限制领域内（如国防、空运、机场地面服务、资产

重组公司、私人银行、广播、商品交易所、信用信息公司、保险、电信等）印资企业控股权

从印度公民向非印度公民转让的条件。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印度公布了第４号投资公告，对印度企业下游投资做出了澄清

性指导说明，并将第２号投资公告中的“由非印籍实体拥有并控制的”公司分为全经营公

司、经营性投资公司和全投资公司。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发布的第５号投资公告对外国投资商品交易所做出了规定。印

度曾于２００８年规定，外国投资商品交易所的总股份上限为４９％，且需要事先得到政府

批准，属于证券投资计划所规定情况的投资上限为２３％，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计划所规定

情况的上限为２６％。事实上有部分外资商品交易所外资股份超过了政策所允许的上限

范围，因此政府规定需在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前对外资进行减持。本公告将这一减持过渡

期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６日，印度公布第７号投资公告，进一步将第

５号投资公告中所规定的外资商品交易所股份减持过渡期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超过此期限的则视为违反印度《１９９９年外汇管理法》。

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印度公布了第６号投资公告，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小型工业企业

（ＳＳＩ）／微小企业（ＭＳＥ）以及工业企业中专为ＳＳＩ／ＭＳＥ保留的制造项目进行澄清性说

明。该公告声明，对于微小企业外国投资２４％的股份上限限制已经取消，对于微小企业

的定义也有所缩小，相关规定已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７日刊登在印度官方公报中，因此目前

对于微小企业的外国投资仅受相关行业部门规定的限制。对于非微小企业的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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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论是否有外资参与，如果有按照印度工业政策规定专为ＳＳＩ／ＭＳＥ保留的制造项

目，则需要获得工业许可证才能生产。

２．放松新外资企业筹资管理

２００９年２月，印度颁布新《外商投资指南》，要求通过自动许可方式且投资上限可达

１００％的行业中的新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在其正式运作之前，如筹集资金汇入印度需报

政府批准。上述行业主要包括：电信设备制造，电力设备制造、物流分销、采矿、橡胶加

工、咖啡等。

２００９年９月，印度财政部和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联合决定，放松前述对新成立外

商投资企业筹资管理，允许其在正式运作之前，不经过政府批准筹集资金，并将资金汇

入印度。

３．投资部门调整与设立

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度财政部内部进行机构调整，将原属经济事务司外贸处管理的外国

投资促进委员会（ＦＩＰＢ）划归至经济事务司基础设施和投资处管理。根据印度外资管理

的分工，商工部产业政策促进司负责外资政策制定，财政部经济事务司下的外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ＦＩＰＢ）负责外资政策执行。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具体职能是对非银行金融

机构以外的外资参与的各类合资、收购和兼并项目进行审核，是印政府外资管理的实权

部门。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印度政府宣布与印度工商联合会（Ｆｉｃｃｉ）合资成立一家非盈利、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投资促进公司。公司命名为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ｄｉａ，总股本为１

亿卢比。股权结构为：各邦出资０．５％，２８个邦共出资２８％；印度工商联合会出资

５１％；中央政府出资３５％。商工部下属的产业政策促进司（ＤＩＰＰ）前秘书长出任公司董

事长，董事会由工业政策促进司官员和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组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ｄｉａ的主要功能包括指导外国投资者投资、举办投资促进活动、向政府反馈

投资政策执行效果等三个方面。但是，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ｄｉａ仅是投资促进机构，电信、媒体、国防

等外商投资政策中规定的限制性领域，仍需要获得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促进局

（ＦＩＰＢ）的投资许可。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据印度媒体报道，２００９年６月，印度正计划引入新的ＳＴＱＣ安全认证体系（Ｓ标

志）。Ｓ标志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并且成为电子产品进入印度的“通行证”。

ＳＴＱＣ安全认证体系（Ｓ标志）是一个针对电子产品的第三方认证体系，旨在通过评

估、检测和后续监督等程序证明电子产品符合相关ＩＥＣ安全标准的要求。根据印度政

府信息技术部、标准化测试和质量认证理事会批准，印度标准化检测与质量认证中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ＱＣ）颁发Ｓ标志。

ＳＴＱＣ安全认证涵盖消费类电子、信息技术设备、安全关键元器件、医疗器械、家

用电器等七大类产品。各产品类别包括的具体产品名称及其依据的ＩＥＣ标准见下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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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印度犛犜犙犆安全认证产品及标准列表

产品类别 产　品　名　称 依　据　标　准

消费类电子产品
彩色／黑白电视机、磁带录音机、二合一立体

声音响系统、ＶＣＲ／ＶＣＰ／ＣＤ播放器等
ＩＥＣ６００６５

信息技术设备
个人电脑、显示器、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开关电源（ＳＭＰＳ）等
ＩＥＣ６０９５０１

安全关键元器件
开关、保险丝（熔断器）、保险丝座、电容器、

插头插座、ＣＲＴ、回扫变压器等
ＩＥＣ６１０５８、ＩＥＣ６０１２７、ＩＥＣ６０２５７、ＩＥＣ６０２２７、

ＩＥＣ６０３８４、ＩＥＣ６０８８４、ＩＥＣ６００６５、ＩＥＣ６１９６５

医疗器械
高频外科手术设备、心脏去纤颤器及监视器、

心电图仪、心电图监测器（ＥＣＧＭｏｎｉｔｏｒ）等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１、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２、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４、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２５、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２７

家用电器
微波炉、电磁炉等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

电子镇流器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

电器 充气温控器 ＩＥＣ６０７３０

封闭式压缩机 ——— 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３４

电子镇流器 ——— 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

　　根据ＳＴＱＣ体系，所有产品的测试结构都必须经由被认可的实验室来执行测

试。由于印度也是ＩＥＣＥＥＣＢ成员，所有来自ＩＥＣＥＥ成员国的ＣＢ也能被认可。测

试报告采用ＣＢ测试报告的模式。补做差异部分的测试项目后，即可换成ＳＴＱＣ

证书。

ＳＴＱＣ安全认证类似于我国的ＣＣＣ认证，也是按“型式试验＋初次工厂审查＋获证

后监督”的模式实施认证。一般工厂审查（厂检）会由ＳＴＱＣ派员到工厂做检查。ＳＴＱＣ

安全认证证书有效期为３年，３年后需要根据后续监督检查报告和工厂检查的情况更新

证书。

目前，ＳＴＱＣ安全认证并非强制性认证，可接受厂商自愿申请认证。该认证未来将

成为强制性，但目前尚无强制的时间表。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印度向ＷＴＯ发布通报，印度健康家庭福利部公布了２００９年防止

食品掺假（第１次修正案）法规，提出食品添加剂的销售应当符合本通告中所述的印度标

准局规范。涉及到的产品包括所有印度进口或国产的预包装食品。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印度向ＷＴＯ发布通报，印度农业部公布了２００９年植物检疫令草

案（印度进口法规）（第５次修改）。该通报进一步放宽了表ＶＩ项下通报的有关各国９项

产品进口的规定。这９项产品中，２项是繁殖植物／切枝；１项是繁殖用球茎植物；１项是

播种种子；１项是组织培植植物；２项是消费用圆木材；１项是消费用谷物，１项是繁殖植

物／切枝及组织培植植物。有１１项（Ｓｌ．Ｎｏ．６６７—６６７）首次被纳入指令表ＶＩ。本通报将

准许印度原禁止进口的植物及植物材料进口到印度。该草案的拟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９

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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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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２００８年，印度有６６．６％的农产品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在２５％至

５０％之间，还有７．５％的农产品税率在５０％至１００％，２．３％的农产品税率超过１００％。

咖啡和茶类产品平均最惠国适用税率达５６．１％，最高进口关税为１００％（如大部分咖啡、

红绿花茶，不论是否加香）；饮料和烟草类产品的最惠国适用税率高达７０．８％，最高进口

关税为１５０％（如鲜葡萄酿的酒）。

另外，印度农产品约束关税非常高，从１００％—３００％不等，２００８年，农产品的平均约

束关税为１１４．２％。虽然印度很多农产品的适用关税低于约束关税，但是由于其适用关

税与约束关税之间的空间非常大，造成出口商面临印度为了控制价格和供应量而大幅

提高适用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

２．关税升级

印度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保护多于对加工品和半成品的保护。近年来印度出现关

税升级减少的情况，但是仍有少部分产品存在关税升级产品的现象。例如，印度对海关

编码第二章所涉及的各种冷、鲜、冻肉类征收３０％的进口关税，但是对肉、食用杂碎或动

物血制成的香肠及类似产品征收１００％的进口关税。

３．关税配额

印度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主要包括：奶粉、玉米、初榨葵花籽油和红花油、精炼菜油

及芥子油等。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负责配额的分配。这些产品的关税配额是根据指定

机构的要求进行分配，当这些要求超过当年配额时则按比例分配。另外，印度的进口配

额分配程序复杂且不透明，印度也迟迟未向ＷＴＯ通报其关税配额情况。

４．额外附加税

除了关税和附加税外，进口商还经常面临各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和中央销售税，以及

各种名目的地方税费。２００６年３月，印度政府设立了４％的从价“额外附加税”。额外附

加税也叫特别附加税，适用于所有的进口品，包括酒精饮料，除非海关发布通告予以减

免。额外附加税以海关关税和附加税为基础进行计算。２００７年９月，印度政府公布了

海关通告，允许进口商在国内销售后（支付了增值税）申请对进口环节支付的额外附加

税进行退税，但是退税的过程非常繁琐且耗时。

（二）进口限制

１．资本品进口限制

印度允许终端消费者进口二手资本品，无须申领进口许可证，但是要求该产品的剩

余寿命为五年。对于翻新的电脑备件，只有在印度特许工程师证明该设备剩余寿命至

少达到８０％以上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口，而国内来源的翻新电脑备件则没有这种要求的

限制。２００６年以来，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再制造品的进口都需要进口许可证，但是对于许

可证的申请要求非常繁杂，对于特殊部件还有数量限制，且批准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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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

２００９年，印度针对部分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措施的做法阻碍和限

制了中国相关产品的对印贸易。

（１）颁布限制中国含奶制品的进口禁令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６７号通告，自即日

起禁止进口源自中国的巧克力、巧克力制品和含液体或固体牛奶成分的糖果和食品。

该公告同时将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开始实行的对中国牛奶和牛奶制品３个月进口禁令延

长６个月，即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９—２０１４第２２号公告，决定将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到期的针对中国产牛奶和牛奶制品（包括含有牛奶或固态奶成分的

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糖食和食材）的进口禁令再延长６个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３日。该禁令最初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实施，为期３个月，印度商工部先后于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和２００９年６月公告两次延长该禁令６个月，此次是印度第三次延长对中国奶制品

的进口禁令。

对于印度方面一再延长中国奶制品进口禁令的做法，中方一方面理解印方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另一方面中方也希望印度能遵循ＷＴＯ《ＳＰＳ协定》第５．４条的规定，“各成

员方在确定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时，应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的最

低程度的目标”。因此，应该尽量采取符合国际通用的评定标准来进行正常的奶制品贸

易。印方使用进口禁令措施简单地限制中国的奶制品，不仅限制了双边奶制品贸易的

正常进行，也使印度被国际舆论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标记。

（２）对中国产玩具产品实施进口禁令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０９年度第８２号通告，禁止进

口中国玩具，禁期为６个月。该通告未说明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且具有明显的针

对性和歧视性。经过中方的不断交涉，印度商工部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发布第９１号通

告，对全面禁止进口中国产玩具的态度有所松动，但是仍然具有明显的贸易歧视性。直

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第１１３号通告，决定不分国别，对所有进

口玩具实施统一标准，从而结束了长达近５个月针对中国玩具的歧视性进口禁令。

第１１３号通告规定，自即日起至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３日，只允许具有如下两种检验合格

证书的玩具进口至印度市场：第一、证明进口玩具符合ＡＳＴＭＦ９６３（美国玩具安全标

准）或ＩＳＯ８１２４（ＰａｒｔｓⅠ—Ⅲ）或ＩＳ９８７３（ＰａｒｔｓⅠ—Ⅲ）或ＥＮ７１标准的证书；第二、由

生产商提供的、证明进口玩具的抽检样品已经ＩＬＡＣ（国际实验室认证大会）和ＭＲＡ（国

际间互认协议）认可的独立实验室检验并符合上述标准的证书。该证书只对合格证书

中注明的生产期限内的玩具负责。

第１１３号公告规定的两种认证，将显著增加中国玩具出口企业的成本，包括在认证

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因认证程序而产生的成本，从而对中方输印玩具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此外，中方密切关注印方是否一视同仁地对所有玩具进口和国内销售实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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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及对印度国内产玩具是否实施同样的认证标准。

（３）限制中国电力设备进口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印度主要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已近开始采取相关法律手段来限

制中国电力设备（Ｐｏｗ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的进口，同时帮助印度国有电力设备供应商Ｂｈｅｌ

公司提高市场份额。

印度计划委员会（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已经建立了一个高级小组来分析中国电力

设备进口的影响并就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采取法律手段针对中国电力设备采取限制的做法不但有悖于ＷＴＯ的原则，而且将

导致印度国内消费者支出增加，同时会使得电力部增加电能的目标无法实现。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１９６２年印度海关法》允许印度海关官员在认为售价低于正常的竞争价格时，拒绝

进口申报的成交价格。事实上，印度海关估价的方法并不能反映实际的交易价值，实际

上提高了进口产品所缴的关税。

印度海关通常要求提供大量繁杂的文件，妨碍了贸易的自由流通并常常导致程序

缓慢。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繁琐的结果是由于印度复杂的关税结构和各种名目繁多的

豁免规定造成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过去３年，印度在这方面的表现有所改善，在印

度完成进口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已经减少到２０天，为之前的一半，所需要的文件数量也有

所减少。中方希望印度在这方面能进一步提高效率，减少通关环节的不便。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强制认证清单

２００９年，印度对其强制认证清单进行修改，修改后，共有８５种产品仍需要进行强制

认证。这些强制认证产品主要包括奶粉、婴幼儿配方奶制品、瓶装饮用水、部分型号的

水泥、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煤气罐、某些钢铁产品和多用途干电池等。需强制认证

的产品在进口前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ＢＩＳ）的认证证书，证明其安全性。所有生产商，

不论国外或国内，都必须在印度标准局登记。所有的标准在印度检测检验计划中都有

所描述，可以通过印度标准局获得。如果印度标准局先对生产设施进行了检测和认证

许可，那么外国公司可以收到进口产品的自动认证证书。但是，其检验和认证费用需要

由外国生产商承担，而且其费用高昂，阻碍了这些产品的对印贸易。

２．轮胎强制认证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印度向ＷＴＯ通报了《汽车用充气轮胎和内胎（质量控制）命令》。

根据该法规，印度将对所有两轮和三轮摩托车用充气轮胎、乘用胎、商用胎以及所有充

气轮胎的内胎实行强制认证。生产、进口、存储、经销及分销以上轮胎的个人或企业，必

须到印度标准局指定的机构———印度公路运输中央研究所进行测试，合格产品必须打

上相应标识才可在印度流通。印度标准局称，该新规将在印度官方公告上公示１２０天后

生效实施。

由于印度轮胎强制认证令没有缓冲期，所有轮胎产品而且必须到印度指定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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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认证所需的所有测试，从而无法获得印度许可证，将给印度

之外的其他国家认证带来很大困难，间接造成不平等竞争。

中方希望印度能设立一个为期两年的过渡期；并对已经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和ＴＳ１６９４９

认证的企业等同于通过印度相关测试，直接获得许可；同时还应扩大指定测试机构的范

围，并去除不必要的测试项目。

３．新增多种钢产品的强制认证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９日，印度标准局ＢＩＳ发布两个公告———２００８钢及钢产品（质量控制）令

１、２，共要求对１７种钢铁产品实行进口强制认证，所有钢铁产品的生产商必须在该公告发

布的４５天内，向印度标准局申请获得使用认证标志许可。其中“公告１”涉及７种钢产品，

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２日；“公告２”涉及１１种钢产品，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印度标准局发布修改令，将之前的“公告２”的生效日期由原来的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延长至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除此之外，将“公告２”涉及的１１种钢产品

中的３种解除强制认证，这３种钢产品主要用于建筑和包装业，印度标准编号为１７８６，

１９９３和２０６２。

至此，印度共新增１４种钢产品的强制认证，其中８种产品强制认证的生效期为

２０１０年２月。

由于印度规定必须在公告４５天内提出认证申请，给生产企业的准备时间非常短促，

而且申请时所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众多，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造成事实上的阻碍。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ＷＴＯ的ＳＰＳ和ＴＢＴ委员会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世贸组织成员应提供最短６０天

的通报评议期。然而，印度新出台的某些措施没有为成员或贸易伙伴留出合理的评论

时间。例如，对于生皮进口装船新要求，印度未严格履行向ＷＴＯ通报的义务，造成国际

社会没有机会就该措施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８年，反倾销一直是印度对华采取的唯一的贸易救济手段。但是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印度开始增加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中的其他调查方式，对中国开始启动使用

反补贴调查，并重新使用保障措施手段限制中国产品对印度出口。

２００９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２５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平均每月发起２起案

件。其中反倾销１０起，反补贴１起，特别保障措施５起，一般保障措施９起。在 ＷＴＯ

成员中，印度是金融危机以来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从案件结果来看，

５起特保案件中的３起终止调查或无措施结案。反补贴调查也终止了调查，９起一般保

障措施调查中的８起终止调查或无措施结案。在２００９年做出终裁的１４起反倾销调查

中，２起案件（热轧钢和汽车动力转向系统）终止调查；在４起案件（紧凑型荧光灯、阴极

射线彩色显像管、冷轧平板不锈钢和瓷砖）中中国企业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

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１９９２年印度对外发起第１起反倾销调查以

来，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２７起反倾销调查，１起反补贴调查，６起特

６８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



保措施调查和１１起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９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２：２００９年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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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１３日 磷化物　

２８１２１０２１、２８１２１０２２、

２８１２１０３０、２９２０９０４１、

２９２０９０９９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作出初裁，征收

０．３２６—０．６３８美元／千克的临时反

倾销税。

２ ３月１９日
粘胶短纤维（竹纤维除

外）　
５５０４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８月５日，作出初裁，征收

０．１９９—０．７６０美元／千克的临时反

倾销税

３ ４月２１日 同步数字传输设备　 ８５１７６２
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作出初裁，对中国企

业征收２９％—２３６％的临时反倾销税。

４ ５月１８日 圆型织机　
８４４６２１００、８４４６２１９０、

８４４６２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５ ６月１６日 碳酸钡 ２８３６６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６ ７月１０日 香豆素 ２９３２２１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７ ７月２２日
青霉素Ｇ钾盐和６氨基

青霉烷酸

２９４１１０、２９４１１０１０ 和

２９４１１０５０
调查进行中

８ ８月１９日 四氟乙烷 ２９０３３９１９ 调查进行中

９ １１月３日 聚氯乙烯糊树脂
３９０４、３９０４２２、

３９０４２２１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０ １１月５日 三聚磷酸钠 ２８３５３１００ 调查进行中

表３：２００９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１４日 亚硝酸钠 ２８３４１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终止调查

表４：２００９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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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１６日 苏打灰（纯碱　）
２８３６２０１０、２８３６２０２０、

２８３６２０９０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６日，印度财政部决定

加征２０％的从价税，自２００９年４月

２０日起１年。

２ １月２７日 铝板和铝箔　 ７６０６、７６０７。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印度财政部决定

征收为期２年的特保税。

３ ２月６日 尼龙帘子布　 ５９０２１０００、５９０２１０９０ ２００９年４月６日终止调查。

４ ４月２日 汽车前桥梁、转向节曲轴　

７３２６９０９９、７３２６１９１０、

７３２６１９９０、８７０８５０００、

８７０８９９００、８４８３１０９９、

８４８３１０９１、８４８３１０９２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作出终裁，无措施

结案

５ ５月１８日 客车轮胎　 ４０１１１０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终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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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００９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的一般保障措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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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日 羰基合成醇　

２９０５１３００、２９０５１４９０、

２９０５１４００、２９０５１６２０、

２９０５１２１０、２９０５１３９０、

２９０５１６９０、２９０５１９９０、

２９０５１７００、２９１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７日作出终裁，不对中

国征收保障措施关税。

２ １月２１日 乐果　 ３８０８９１２３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作出终裁，征收保

障措施税：第 １年 ２８％，第 ２ 年

２３％，第３年１８％。

３ ４月９日 热轧钢卷、钢板和钢条　 ７２０８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作出初裁，无措

施结案。

４ ４月９日 腈纶　
５５０１３０００、５５０３３０００、

５６０６３３００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终止调查

５ ４月２０日 铜版纸和纸板　 ４８１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无措施结案

６ ４月２０日 非涂料纸和复写纸　 ４８０２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无措施结案

７
２００９年

４月２２日
刨花板 ４４１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作出终裁，不对

刨花板征收保障措施税。

８ ５月２２日 未锻造铝和铝废料　 ７６０１和７６０２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由于申请方撤销

调查，终止保障措施调查。

９ ８月２０日 苛性钠 ２８１５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作出初裁，建议

对进口产品征收２０％从价税，为期

２００日。

　　印度贸易救济调查立案门槛过低导致２００９年印度对中国产品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和

采取的措施的数量非理性激增，同时由于印方目前仍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导致中

国被调查企业被裁定不合理的倾销税率，严重影响了中印之间的正常贸易。

（七）政府采购

在印度，中央级和邦级对于公共机构和企业适用于不同的采购做法。在中央级，采

购是由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指令和监管来管理的。印度财政部颁布的《财务通则》（ＧＦＲ）

的，对财务管理、采购货物和服务以及合同管理制定了一般规则和程序。

印度目前还没有负责制定采购政策和监督采购程序遵守情况的管理机构。但是，

印度的中央采购机构———中央物资局（ＤＧＳ＆Ｄ）和邦一级的采购机构按照《财务通则》

对商品和标准的规定，与登记注册的供应商签订项目合同。

印度政府在２００５年《财务通则》，给予了灵活性，还发布了关于采购货物的政策与程

序手册。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印度对政府雇员的监督

机构）发布一系列指导意见对这些法规进行补充。单个的政府机构，有时也会发布更详

细的说明及其手册、合同范本等。目前，印度的政府采购已经由中央下放，所有的邦及

公共机构都有自己的采购机构。印度的政府采购实践和程序都不够透明。外国公司很

少能获得印度政府的采购合同。根据《采购优先政策》（ＰＰＰ），印度政府企业和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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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价在最低投标价１０％以内的国有企业给予优先权。《采购优先政策》已于２００８年３

月３１日失效，今后是否会继续出台类似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关注。

（八）出口补贴

印度根据出口收入来免税的做法已完全废除，但是继续保留对经济特区（ＳＥＺ）内的

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商提供免税期（ｔａｘｈｏｌｉｄａｙ）的待遇。除此之外，印度还对出口商

以优惠的价格提供出口装船前装船后的出口融资。印度的纺织业通过各种现代化计划

享受补贴，如技术升级基金计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ｐ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Ｓｃｈｅｍｅ）及综合纺织园

区（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Ｐａｒｋｓ）计划等。

（九）服务贸易壁垒

印度政府实体部门在一些主要的服务行业有较多所有权，如银行和保险业，而

私人公司则在越来越多的服务部门占有主导作用，如信息技术部门、广告、汽车租

赁以及咨询服务业。印度在一些关键部门如快递、电信、金融服务等领域仍有诸多

限制。

１．保险

印度自１９９９年起允许外资参与保险业，但是对已付资本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

２６％。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度内阁同意进一步开放保险业，将外资持股比例由２６％提

高到４９％，但是直至２００９年年中，印度议会尚未同意内阁的提案。

２．银行

虽然印度银行已经开放私人控股，但是大多数印度银行都是政府所有的，而且外资

银行进入印度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国有银行占印度银行系统７０％的资产。外资银行在

印度开展业务只能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分行、全资支行或者通过在私人印度银行中持

股。虽然政策上允许外国银行在印度设立全资支行，但是印度储备银行要求其必须在

２００９年前将其所有股份出售至７４％以下，因而使此项政策失去实际意义。未经印度储

备银行的批准，外资银行不得收购印度私人银行超过５％的股份。同一家印度私人银行

内所有外国股份的总和不得超过７４％。

根据印度的分行授权政策，外资银行必须按年度提交其分行内部的扩展计划，但是

由于印度对分行扩展配额的不透明，导致外资分行的扩展能力却严重受限。２００９年９

月，印度储备银行决定，暂不放松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许可政策，并考虑制定一项

基于双边互惠基础上的补充政策。

３．会计服务

根据印度的相关规定，只有毕业于印度国内大学的人方有资格成为印度的职业会

计师。外国会计公司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会计公司同等互惠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

印度从事相关会计业务。只有以合伙人形式成立的公司才能提供金融审计服务，而且

持有外国证照的会计师不能成为印度的会计师公司里的股份合伙人。目前印度政府正

在推动《有限责任合伙人法案》的通过，开放对持有外国证照的会计师和专业咨询师的

限制，但是仍然有待议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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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建筑与工程

在印度，许多建设项目只能以不可兑换的卢比支付。只有由国际发展机构出资的

政府项目才能用外币结算。除非印度国内公司无法完成施工任务，否则外国建筑公司

无法得到政府建筑项目的合同。外国公司只有通过同印度本地公司合资的方式才能参

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

５．法律服务

外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在印度开设办事处。外国法律服务人员可以在印度本地的律

师事务所受聘为雇员或担任顾问，但不能签署文件，不能代理客户，更不能成为律所合

伙人。

６．电信业

尽管印度政府在电信服务市场争取自由化和引入私人投资和竞争方面采取了积极

的措施，印度在基本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方面的多边承诺仍然很弱。此外，独立的

电信管理机构（如印度电信监管局）许多有利于竞争的建议，都被印度电信与信息技术

部电信司（ＤｏＴ）推迟或否决，且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

印度的国家电信政策允许外资参与固定电话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服务的持股比例

为７４％。但是，对每项服务收取约５０万美元的许可证费用仍然构成外资进入该市场的

壁垒。

印度电信司已发布关于３Ｇ招标文件，允许外国公司参与拍卖竞标，无需事先获得

电信执照或寻找合资伙伴。只有那些在拍卖会上成功竞标的运营商才能获得许可证，

并寻找印度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现有的法规将外国投资者持股限制在７４％，并要求

印度公司持有剩余的２６％）。但是印度政府对３Ｇ牌照拍卖久拖未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印度电信与信息技术部表示，由于频谱资源不足，３Ｇ牌照拍卖将进一步推迟。

印度政府继续保留对印度三大电信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包括：拥有国际运营商

ＶＳＮＬ公司２６％的股份；ＭＴＮＬ公司５６％的股份以及ＢＳＮＬ公司１００％的所有权。这

些国有股权投资，对于是否对私人运营商构成公平竞争有待关注。

印度不允许提供通过网络连接到公共电信交换网的网络电话，除非获得电信许

可证。

７．分售服务

除单一品牌的零售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２００６年１月，印度政府开始允许

外国直接投资单一品牌零售店，但外资在单一品牌零售业的持股比率不得高于５１％，需

经政府批准，而且必须１００％现付自运（批发）。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多品牌零售

服务。

８．广播电视

印度政府对某些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间接投资仍有限制，如外国投资印度

有线网络的比例不得超过４９％；卫星上行链路的比例上限为４９％；外国投资“直接入户”

广播的总比例被限制在４９％（其中，外国直接投资上限为２０％）；新闻和时事电视频道的

０９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



上行链路外资上限为２６％。

（十）劳工签证

印度对中国人员进入和签证发放有极其严格的限制，签证问题一直困扰中国企业

在印实施项目。中国企业赴印工程技术人员极难获得工作签证，普通工人和劳务人员

更是无法入境。

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４日起，印度内政部开始实行新的签证政策，清理持商务签证在印

务工现象。根据新政策，商务签证只发放给赴印从事商务考察、会议、洽谈等活动的人

员，而且不再受理在印度境内的商务签证延期申请。工程承包和投资类企业人员必须

申请工作签证，而且工作签证只面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工程监理和工程师等高级技术

人员，其他人员如普通工人等无法获得相关入境签证。印方还宣布，目前在印持商务签

证从事项目建设的所有人员，无论其签证是否到期，都必须在９月３０日离境。

印度此举涉及大约２５０００名持商务签证（包括投资类和工程类项目）在印度工作的

中国工人，给在印度的中国基础设施承建公司和大型高科技企业造成数百亿美元的巨

大经济损失。自２００９年５月以来，许多中国企业在印承建的项目，尤其人员密集型项

目，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人员签证问题，工地工程技术人员短缺，大批项目无法

正常施工。

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后，印度政府最终同意将最后期限由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延长至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即使签证未到期，所有相关人员亦须在１０月３１日前离境，返回本

国办理工作签证申请。这一要求涉及在印投资、工程承包类项目务工的外国人，不包括

临时来印从事商务、投资、贸易洽谈和考察的外国人。

印度政府的这一规定将影响到今后中国公司在印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从长远来说不利于印度的发展。中方希望印度方面按照中印签署的关于简化签证手续

的谅解备忘录，为中方赴印度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签证的便利。

四、投资壁垒

（一）比例限制

印度禁止或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某些政治敏感的部门，如农业、零售贸易、

铁路、房地产等。虽然部分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自动获得批准，但是在一些行业的

外国投资仍然需要政府的批准，并对诸多部门限制了外资持股比例。

印度政府对本地股份的严格规定加上程序的不透明，制抑了外国投资，并且增加了

投资者的风险。例如，非印度籍人士１００％收购本地上市公司，在原则上是允许的，但是

实际上却面临着监管障碍，导致外国公司无法获得１００％所有权。

（二）以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

近年来，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多次以安全为由加以阻挠。

１．以安全因素限制中国电信企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印度电信部召开会议，要求运营商不要在印度２０个比较敏感的

州（沿海和边境地区）使用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理由是中国产电信设备可能会危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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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国防安全。由于遭到其国内运营商的反对，印度电信部门暂时同意降低了其原

有的要求，转而规定外国电信设备提供商必须在印度电信部门登记，并且随时接受印度

安全部门的检查，此外，还必须有印度内政部门的许可执照。

此外，作为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开始限制国有电信公司ＢｈａｒａｔＳａｎｃｈａｒ

ＮｉｇａｍＬｔｄ（ＢＳＮＬ）和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订单。对于是否禁止中国电信设备进口，

仍在考虑之中。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考虑赋予政府一些权力，以取消或暂停可能涉及军事集

团的外国直接投资，或停止那些与印度国家利益不符的收购。该委员会还表示，将对来

自中国、香港、阿富汗、朝鲜、毛里求斯和开曼群岛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批准前进行严格

检查。

中国相关电信企业自２０００年起就多次向印度政府提交在该国设立工厂的申请，印

方都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下至今仍未获准，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缴纳高额关税从

中国进口设备。２００５年与ＢＳＮＬ的电信设备采购合同也因“安全问题”遭到阻挠而

终止。

２．起草外资安全法

据印度国内媒体报道，２００９年９月，印度司法部表示，正在起草外资安全法，有望在

年底前完成起草，并提交议会讨论。

根据印度目前外资政策，外资进入电信、航空、国防等领域，需通过内政部安全审

查，但对于绝大多数可通过自动许可途径进入的行业，外资进入仅需获储备银行批准，

无须接受安全审查。新起草的法律欲将安全审查扩展到自动许可领域，并修改有关规

定。一些行业将不再允许通过自动许可路径进入，而必须经过投资促进委员会审查；一

些行业虽仍然实行自动许可，但必须通过事后审查。

新法将不会简单按行业或外资来源地制定审查规则，而将根据外资企业进入行业、

地区、及公司背景等设置审查规则。凡有可疑背景的外国公司，不论其来源地及从事何

种行业，都必须通过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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