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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欧盟公布非住宅用通风机生态设计的ＥｒＰ实施条例。相关

生产厂商应注意条例中的通风机分类标准与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３３４９的差别，以及目标能效

指标与国际标准ＩＳＯ５８０１和ＩＳＯ５８０２中通风机能效指标计算方法的区别。

２０１１年，欧盟发布了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的改写指令，将产品范围扩大至所

有电子电气产品，建立了明确的有害物质核查机制，明确了制造商、授权代表、进口商、

经销商的责任，提醒医疗器械等电子电器设备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予以重视。

２０１１年，欧盟《传统植物药指令》全面实施，未经注册的中药将不得在欧盟市场上作

为药品销售和使用。目前中国中药无一例完成欧盟的注册程序，将暂时退出欧盟药品

市场。中草药虽然不能作为药品继续在欧盟市场销售，但依然可以作为食品或保健品

销售和使用，提醒中国中药企业制定合适的产品定位和市场营销战略。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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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５６７２．１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８．３％。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３５６０．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４％；自欧盟进口２１１１．９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５．４％；中国顺差１４４８．３美元。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

电气设备、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服装及附件、针织服装及附件、家具、床上用品、玩具、

运动器材，中国自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

２０１１年，欧盟自中国进口的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的进口额增长突出，但运输设备的

进口额则有所下降。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欧盟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０．５亿美元；中

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数量５２９０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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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亿美元。２０１１年，欧盟

在华投资项目１６６５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２．７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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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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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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近年欧盟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机构改革和目前的债务危机，吸收新成员的

步伐较慢。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欧盟首脑峰会决定两年内吸收克罗地亚加入欧盟，该国

因此将成为欧盟的第２８位成员及２００７年后欧盟的首位新成员。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

始于２００５年，虽然目前谈判已宣告结束，但因为其入盟条约还须得到欧盟２７国议会的

批准，所以还须等到２０１３年才能正式加入。冰岛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正式递交入盟申

请。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冰岛入盟谈判正式开始，谈判首先围绕政府采购、信息安全与传

媒、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这四个章节展开，因冰岛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文化两个章节的法

规符合欧盟规定，双方随即完成这两章节的谈判，冰岛入盟谈判的难点主要在于渔业和

农业章节。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通过的２０１１年度欧盟扩盟事务报告，分别对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黑山共和国等西巴

尔干半岛国家和土耳其、冰岛的入盟进程进行了评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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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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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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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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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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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成员国想退出，必须同其他成员国就退出条件进

行谈判。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开始大规模机构改革。改革涉及欧洲理事会、欧洲议

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等多个方面。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３条将欧洲理事会纳入欧盟的正式机构范畴。欧洲理事会设立常任理事会主席职位，

主席由欧洲理事会以特定多数选举产生，任期２年半，可以连任，现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

席为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制度仍然沿袭，２０１１年由匈牙利

和波兰分别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２０１２年上半年由丹麦当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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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职务本有职权交叉，现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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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盟外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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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由来自英国的阿什顿担任，她同时兼任欧委会副主席。

《里斯本条约》通过“普通立法程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扩大了欧洲议

会的立法参与权。“普通立法程序”（即“共同决策程序”ｃ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是指在

决策程序上由欧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再由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决策。据统计，在

《里斯本条约》之前，欧盟使用共同决策程序的领域占欧盟决策领域的７５％，而在《里斯

本条约》改革之后，增加了４０多个适用共同决策程序的领域，共同决策程序领域扩展至

９５％。条约规定共同贸易政策适用“普通立法程序”，今后欧盟在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包

括对外开展贸易协定谈判时，必须获得欧洲议会同意。

因为《里斯本条约》加强了欧盟其他机构的权力，欧委会的影响力相对有所下降。

不过共同贸易政策的实施仍是欧委会的专属职能，而且其范围扩大到了知识产权、服务

贸易等方面，特别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欧委会的专属职能，这

就意味着欧委会将代表欧盟与第三国单独缔结外国直接投资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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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司设一位总司长和两位副总司长。

直接向总司长汇报的有独立听证官、政策协调处和内审评估处。贸易总司共设八个司，

两位副总司长各辖四个司。八个司分别为资源信息和政策分析司；服务投资、知识产权

和政府采购司；亚洲和拉丁美洲司；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协定、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

农业食品和渔业司；邻国、美国和加拿大司；ＷＴＯ、法律事务和货物贸易司；贸易战略和

市场准入司；贸易防卫司。八个司各下设３—６个不等的处室，其中贸易防卫司设总方

针、ＷＴＯ关系及产业关系处和五个调查处。

《里斯本条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为了要加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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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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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欧盟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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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统

一规定。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３日，欧洲议会出台《关于废止〈欧盟海关法典〉的第（Ｅ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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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规的颁布标志着欧盟的海关制度进入现代化阶段。

为了配合新海关法典的出台和实施，欧盟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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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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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行动计划，计划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１３年６月，分三个阶段实施欧盟海

关环境电子化。近年来，欧委会采取多项立法措施，为欧盟进出口货品实施电子报关。

欧盟全面实施电子报关系统的过渡期已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此后业者必须以电

子方式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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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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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欧盟

２０１１年的平均关税（ＭＦＮ）为６．４％，比２００９年的５．３％有所上升。目前，欧盟农产品的

关税较高，平均关税达１５．２％，比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５％同样有所上升。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欧盟分别颁布了第（ＥＵ）Ｎｏ１１／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１１／２０１１

号、第（ＥＵ）Ｎｏ１１２／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１３／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３１２／２０１１号、第（ＥＵ）

Ｎｏ７７５／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７７６／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８２５／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８２６／

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８２７／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８７３／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２０３／２０１１号、

第（ＥＵ）Ｎｏ１２０４／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２４７／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２４８／２０１１号、第（ＥＵ）

Ｎｏ１２４９／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２７１／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１１号、第（ＥＵ）

Ｎｏ１３０２／２０１１号、第（ＥＵ）Ｎｏ１３０３／２０１１号等１８个指令，对有关止痛胶带、塑料瓶、米

黄色粉末、食用香精、便携ＤＶ、无齿轮牵引机、模拟量输入模板、强脉冲光（光子）机头、

ＬＣＤ液晶屏、滴定枪、视频眼镜、颈托、反光带、鲨鱼软骨粉末、精炼油（含月见草油、乳脂

和维他命Ｅ）等产品的协调税号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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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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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１２种产品的归类描述做了重新规定。此次修

订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７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ＥＣ）

１００６／２０１１号欧委会规则》，发布了２０１２年海关关税表，于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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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惠原产地规则。一般原产地规则规定

于第２９１３／９２号理事会规则第２２—２６条，以及第２４５４／９３号委员会规则第３５—６５条

中。根据该规则，全部在某国获取或制造的商品可以确定该国为原产地；如果商品的原

材料、零件、附件、组装件等来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原产地为承担商品生产的最

后和主要生产的国家、或专为该种产品生产而生产相应设备的国家、或在生产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国家。优惠原产地规则与一般原产地规则相比更为严格，主要散见于欧盟与

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所签订的优惠或自由贸易协定，以使商品能以比统一关税更优惠

的关税进入欧盟。不同的优惠贸易协议会在具体的规定和商品范围上有轻微的差别，

但其格式是基本相同的。获得原产地证明的商品必须是：全部在该国制造或已在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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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充分的生产加工。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欧盟第１０６３／２０１０号规则规定的新的普惠制原产地规则开始生

效。２０１１年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的填写和出具以该文件的规定为准。新规则对原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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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考虑了不同部门产品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加工要求。

新规更为关注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这些国家可以将更多的加工产品作为原产地的产

品出口。新规则还改变了原有规则的实施程序，从２０１７年起将引入新的“登记出口商原

产直接申报系统”，届时现有的出口国政府出具原产地证明将改为由出口商通过电子系

统直接出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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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出口企业应充分解读新的原产地规则的要求，正

确利用欧盟对我国采取的普惠制措施。新规则采用的原产地标准对加工清单进行了简

化，原产地的确定尽量以一章或一章中的一个部分为基础，而不再是以一个个产品为基

础。新规则还对不充分加工或生产的工序做了修订，这些工序不能赋予产品原产资格。

新规则还把使用微小含量标准的范围扩大到了重量计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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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欧启动“智能化安全贸易通道

试点计划”，试点以海关间数据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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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智能

化安全贸易通道试点计划”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全面实施国际海关组织（ＷＣＯ）标准框

架的国际合作项目。目前，中欧“智能化安全贸易通道试点计划”第一阶段成功完成评

估并即将展开第二阶段合作。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欧海关合作重点的具体目标主要集中在

知识产权执法、供应链安全、打击瞒骗和统计合作四个领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欧双方就

中欧联合海关合作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９月提出的制定ＡＥＯ互认项目路线图的要求，就

路线图的内容达成共识。路线图对互认项目的具体工作以推进表的形式予以细化，一

一列明了每项具体工作的内容，责任方，完成时限等要求。截至目前，路线图的１３大项，

１６小项工作全部按计划启动，其中１０个小项工作已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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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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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则》，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的１７个国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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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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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以下三种方式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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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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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为应对高糖

价和糖供应短缺现象，欧盟分别于４月和７月颁布第３８０／２０１１号和第５８９／２０１１号欧委

会执行规则，增加了４０００００吨工业糖和２０００００吨食用糖的免税进口配额。

（４）普惠制

欧盟的普惠制每三年调整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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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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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各国的不再享受普惠制的产品列表做出了相应调整。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欧盟委员会

发布《关于修订实施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惠制的第（ＥＣ）７３２／２００８

号欧委会规则的提案》，提案提出由于立法程序较长的缘故，新的普惠制安排无法于

２０１１年年底出台，因此欧盟计划将现行的普惠制方案延长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现行的普惠制方案包含三种普惠制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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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行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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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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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毕业”产品则多达十三类。

（５）海关管理

欧盟不是通过一个单独的海关当局贯彻实施法律，而是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独立

机构负责欧盟关税法在２７个成员国内的贯彻实施。欧盟也没有机构和程序确保欧盟法

规在分类、评估和关税征收统一适用于２７个欧盟成员国。不同成员国的海关机构如果

对欧盟法的实施有异议，可以咨询欧盟海关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欧盟海关法成立辅

助欧盟委员会的工作。目前，欧盟也没有特别法庭和具体措施来作出迅速审议和解决

与关税相关的欧盟范围行政措施纠正问题。如果在欧盟境内遭遇各国不一致的关税征

收，面对不利判决只能向每一个成员国的海关机构单独起诉寻求救济。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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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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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４月３０日，欧盟颁布《关于修订第９２／２６０／ＥＥＣ、９３／１９５／ＥＥＣ、９３／１９７／

ＥＥＣ和２００４／２１１／ＥＣ号委员会决定，从中国部分地区出口注册马匹的第２０１０／２６６／ＥＵ

号委员会决定》。根据该决定，中国广东省从化市可以向欧盟临时出口参赛马匹并可永

久性出口欧盟。从中国出口的马匹，出口前需经１４０天兽医监控（由中国兽医部门负

责），随后在设于从化无疫区外的保护区内的指定检疫马场内进行４０天出口前检疫，符

合相关健康条件即可出口。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从中国和中国香港特区制造和寄售的三聚氰胺

的进口细则和具体程序的（ＥＣ）２８４号规则》。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欧盟颁布的《欧洲议

会关于贯彻饲料和食品法以及动物健康规则的实施细则》相比，新的规则的主要内容

有：①关于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的具体规定请参见《２００２／７２／ＥＣ／［２］欧盟指示》，包括

成分要求、禁用成分和具体构成物质。根据《２００２／７２／ＥＣ》规则，塑料制品中的甲醛含量

不得超过１５ｍｇ／ｋｇ。②以后从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进口其制造或运输过来产品需附带

合格的单证，包括达到芳香胺类（ＰＡＡ）和三聚氰胺各自排放标准的证明文件。进口商

或者业务代表应该提交货物即将到达通知和寄售产品的性质的文件。③根据《ＥＣ

Ｎｏ８８２／２００４规则》第２款规定，官方监管程序要求包含单证、产品身份证明和货物质量

检查单。如遇货物质量检查不达标，成员国应通过饲料和食品快速应急体系立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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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④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目的地的有关当局能确保搁置产品的可追索，成员国可

以授权原产于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或从其寄售的进口三聚氰胺继续运输。在进入自由

流通之前，海关当局要掌握上述监控信息的结果。⑤要建立记录这些监控信息的程序，

使委员会能定期获得此类信息。该规则的条款要定期审查，更新从成员国获得信息。

该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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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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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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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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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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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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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欧盟推出《关于修订第

４２８／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并建立两用产品出口、转移、代理和运输监控体系的议案》。该

议案引入了“授权行为”的概念，允许欧委会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把欧盟出口总

局授权名单中目的地和产品从名单中删除。授权行为一经启动，须同时通知欧盟议会

和欧洲理事会。根据议案所列程序，欧盟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对授权行为提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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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欧委会可以自行废除授权行为，并及时把决定通知欧盟议会或者欧盟理

事会。若在２个月通报期内欧洲议会或者理事会没有否决该授权行为，或欧盟议会和欧

盟理事会直接通知欧委会它们将不会否决，该授权行为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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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实施（ＥＣ）１２３６／２００５的决议》。该决议的主要

内容是：根据欧洲议会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３日通过的决议内容，敦促委员会尽快建立一套规

范的欧盟标准，禁止残忍的、非人道的、有辱人格的警用和保安设备的销售、贸易和出

口。敦促成员国需每年提交年报，向公众披露充分的信息，该年报的内容至少要包括：

适用的数量、涉及物件和每项应用的目的地国家、应用的决定和“无效行为”的申报。该

决议强烈谴责成员国或者欧盟境内的公司进口电击带或者能产生类似效果的电击设

施。敦促欧委会和成员国加强对用于死刑、酷刑和虐待设施国际贸易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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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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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该禁令的实施，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欧盟出台《关于制定存放废物金属汞的特定要

求的第２０１１／９７／ＥＵ号理事会指令》，要求各成员国保证金属汞的安全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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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欧盟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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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５／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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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

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３８４／１９９６号理事会规则》为基础经数次修订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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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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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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反规避

反规避是指进口国为限制国外出口商采用各种方法规避进口国反倾销税适用的行

为而给予相应救济的法律措施，是反倾销的新补充和新发展。欧共体于１９８７年６月对

其反倾销法进行修改，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规避行为的法律条款，首创对反规避行为

直接按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法律措施。１９９４年年底欧盟制定了新的反规避条

款，即现行反倾销条例第１３条，将反规避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发生在第三国的规避行

为。欧盟与反规避有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有１９９４年《反倾销条例》第１３条关于反规避的

规定、第１４条关于原产地的规定及第８０２／６８条例中第６条关于规避原产地规则行为的

规定。

（５）应对贸易壁垒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在共同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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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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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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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国际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的范畴，从而

使欧盟具有了专属、排他的国际直接投资管理职能，欧盟开始执行统一的对外投资政策

并制定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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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出台《推进广

泛的欧盟国际投资政策》，规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影响和发展趋势，并涉及共同投

资政策的过渡性安排。鉴于欧盟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签订为数众多的双边投资协定，

欧盟推出了《成员国与第三国间双边投资协议的过渡性安排》。根据该文件，上述双边

投资协定在过渡期内依然有效，投资者的相关权益不会受到影响，但必须保证依照欧盟

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修改，以适应欧盟整体投资要求。今后，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

第三国缔结投资协定，成员国将不再单独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根据该文件拟定的欧盟

议会和理事会规则已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通过一读。

中国已与欧盟２７国中除爱尔兰以外的２６国成员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２０１１年７

月１４日中欧双方在中欧经贸混委会后表示同意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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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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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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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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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逐步削减对

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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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ＥＣ）７３／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关于欧盟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支持农村发展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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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２００６／

１４４／ＥＣ号理事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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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单一面积给付制度，逐步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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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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欧委会正式公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改革方案。

此次改革方案在政策的目标和机制上均做出了重大调整。其主要四个目标为：①在食

品安全（数量和质量）上保持欧盟农业各个领域的竞争力；②从现在开始为包括经济和

生态的现代农业（两项主要任务）打好未来竞争力的基础；③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始

终与欧盟的国土平衡保持和谐；④简化和规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及管理机制。改革的

具体措施有１００余项，分别涉及农民的直接补贴、绿色及生态环境、农产品市场、乡村可

持续、知识农业和科研创新等。例如乡村可持续发展就确定了六大优先领域和２０余项

具体措施。其六大优先领域分别是：鼓励创新；提升竞争力；农民的组织化及风险管理；

生态系统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包容性。

２．共同渔业政策（ＣＦＰ）

《欧共体条约》第３２条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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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征求公众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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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渔业绿皮书经利益相关者

讨论后，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提出渔业改革提案，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四项改革建

议：①采用多种方式削减捕捞能力，如尝试捕捞权有偿回收转让，渔业基金投资其他行

业以帮助沿海社区产业结构的调整；②改变渔业补贴的方式以减轻日益增加的管理成

本和财政压力；③调整决策机制，协调欧盟决策部门与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关系，发挥经

营者在决策中的作用；④要求各成员国的渔业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增强政治意识，鼓励

生产经营者在执行ＣＦＰ方面要承担其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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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欧委会颁布《有关建立共同监控措施以确保符合共同渔业政策的

第４０４／２０１１号委员会执行规则》。根据该规则，委员会可根据欧盟可供捕捞总量对捕捞

配额重新分配，如果每年的捕捞情况不足以允许重新分配，则需要更多的分配规则。欧

盟稽查员有权在欧盟水域内检查或者在欧盟水域外的欧盟船只上检查。欧盟应设立财

政援助的专项资金以实施共同渔业政策。欧盟委员会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中止或取消财

政援助，具体规则尚有待细化。该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生效。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欧盟颁布《关于建立共同财政措施以实施共同渔业政策的第６９３／

２０１１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规则》。根据该规则，财政措施可以支持的领域有国际关系、

管理、数据收集、科学建议与控制，以及共同渔业政策的强制执行。为了确保控制和强

制执行措施的统一的实施条件，委员会应有实施基本数据收集、管理和使用的权力，成

员国为了进行监控和应用ＣＦＰ控制系统会适用特别费用。为控制和执行ＣＦＰ规则，可

以从财政支出成员国实施ＣＦＰ监控系统所产生的费用、联合研究中心或者任何其他欧

盟咨询机构用于评估和发展控制技术的支出和委员会稽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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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该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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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欧盟为执行《欧盟消费者政策战略的理事会决议（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提出了

《实施为欧盟消费者利益而提高产品和服务标准的２０１０财政支持提案》。该提案包括建

立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提高消费者利益的长效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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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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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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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一向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问题，自２００７年起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启动了《反假冒贸易协定》的谈判，意欲在现行体制之外另建一套国际性的知识产权执

法体系，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问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公布的《反假

冒贸易协定》最新草案包括初始条款与定义、知识产权执法法律框架（包括一般义务、民

事执法、边境措施、刑事执法和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执法）、执法实践、国际合作、机构

设置、最终条款等六章。除少数几个未决问题外，各方已就协定的绝大部分内容达成了

一致。草案关键性条款包括海关官员在没有接到被侵权方请求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

即有权扣留假冒和盗版商品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行ＴＲＩＰｓ等现行知识产权国际

体系的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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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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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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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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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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２０１１年发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ＷＴＯ官网统计，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欧盟向 ＷＴＯ发布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

（ＷＴＯ／ＴＢＴ通报）共１２８件，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通报（ＷＴＯ／ＴＢＴ通报）５０件。这些

发布的通报及其对应的在欧盟官方公报正式公布的技术法规主要涉及下列９个大类产

品：具体包括电子电器产品、化学品、食品和农产品、纺织服装产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轮胎、车辆运输产品和建筑产品等等。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１．ＥｒＰ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２日，欧盟正式颁布了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２００５／３２／ＥＣ，简称ＥｕＰ

指令。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欧盟又颁布了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简

称ＥｒＰ指令。ＥｒＰ指令将ＥｕＰ指令的产品范围由耗能产品扩展到了所有使用中会影响

能源消耗的能源相关产品。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欧盟陆续推出了针对具体耗能产品／

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截至２０１１年９月，欧盟已正式公布了家用和

办公用电子电气设备待机和关机、简单型机顶盒、非定向家用灯、荧光灯、高强度气体放

电灯（ＨＩＤ）及其镇流器、外部电源、电动机、循环器、电视机、家用制冷器具、家用洗衣机、

家用洗碗机、非住宅用通风机共十二项实施措施，其中２０１１年公布的仅有通风机一项，

通报实施措施草案的有空调、滚筒干衣机和水泵三项。

（１）通风机

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欧盟公布非住宅用通风机生态设计的ＥｒＰ实施条例（ＥＵ）Ｎｏ

３２７／２０１１，并于同年４月２６日开始生效。该实施条例共有８个条款，４个附录，对通风

机的生态设计要求、计算方法、验证程序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条例适用于投入市场或服务、由输入功率在１２５Ｗ—５００ｋＷ之间俄电动机驱动的

通风机，包括那些整合至其他ＥｒＰ指令所涵盖的能源相关产品中的通风机。输入功率

０２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在１２５Ｗ—５００ｋＷ的电动机驱动的通风机的生态设计要求在条例的附录Ⅰ中规定，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第二阶段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对于不

同类型的通风机，根据不同的测量类别、效率类别（静态效率或总效率）以及功率范围，

条例规定了不同的目标能效效率。

（２）空气调节器和舒适风扇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欧盟通报了ＥｒＰ指令下空气调节器和舒适风扇生态设计实施条

例草案（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２）。该条例草案规定了空气调节器和舒适风扇的生态设计

要求、合格评定方式、市场监管中的验证程序等内容。条例草案适用于电源驱动的额定

制冷量或制热量（如果产品没有制冷功能）小于等于１２千瓦的空气调节器，以及输入功

率小于等于１２５瓦的舒适风扇，但不适用于非电能源的器具，以及冷凝器或蒸发器或两

者不使用空气作为传热介质的空气调节器。生态设计要求包括最低能源效率（ＥＥＲ、

ＣＯＰ、ＳＥＥＲ、ＳＣＯＰ）、待关机最大功耗和最大声功率级三方面，分两个阶段实施（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日和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产品将不允许投放欧盟市场。目

前，该条例尚未在欧盟正式公布。

（３）滚筒干衣机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欧盟通报了ＥｒＰ指令下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草

案（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８５）。通报的条例草案规定了家用滚筒干衣机的生态设计要求，

包括最低能源性能、凝结效率和信息要求。

生态设计要求分为通用生态设计要求和特殊生态设计要求。通用生态设计要求规

定了“标准棉织物程序”以及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特殊生态设计要求规定：从条例生效

后１年开始：ＥＥＩ＜８５，凝结效率≥６０％；从条例生效后５年开始：ＥＥＩ＜７６，凝结效率≥

７０％。能源效率指数（ＥＥＩ）和凝结效率的计算方法在条例草案的附录ＩＩ中也有所规定。

（４）水泵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欧盟通报了ＥｒＰ指令下水泵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草案（Ｇ／ＴＢＴ／

Ｎ／ＥＥＣ／３８８）。该条例拟于２０１２年１月正式发布，并且第一阶段要求将从２０１３年１月

１日起实施。实施条例草案规定了投入欧盟市场的、用于抽吸清水的旋转动力泵的生态

设计要求。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产品将不允许投入欧盟市场或投入服务。该条例尚未正

式发布。

２．２０１０／３０／ＥＵ指令下的能源标识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２０１０／３０／ＥＵ的出台，欧盟能源标识体系

发生了重大调整。新能源标识在原Ａ～Ｇ等级上增加了Ａ＋、Ａ＋＋、Ａ＋＋＋三个更

高等级，但能效等级的数目限制在７个；产品的广告和技术宣传资料上要显示能效等级；

产品范围也从家用产品扩展到商用和工业设备以及门窗等能源相关产品。在新能源标

识体系下，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公布了第一批实施细则（ＥＵ）Ｎｏ１０５９／２０１０（家用洗

碗机）、（ＥＵ）Ｎｏ１０６０／２０１０（电冰箱）、（ＥＵ）Ｎｏ１０６１／２０１０（家用洗衣机）和（ＥＵ）Ｎｏ

１０６２／２０１０（电视机）。２０１１年正式公布了（ＥＵ）Ｎｏ６２６／２０１１（空调的能源标识），并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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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家用滚筒干衣机的实施条例草案。

（１）空气调节器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欧盟正式公布了空气调节器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ＥＵ）Ｎｏ６２６／

２０１１。该条例是自２０１０年６月欧盟出台布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２０１０／３０／ＥＵ以来，继

电冰箱、电视机、家用洗衣机、家用洗碗机之后的第五项实施条例。

条例规定了空气调节器的能效等级、能源标识及实施进程、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职

责、测量和计算、市场监管中的验证程序等内容。条例适用于电源驱动的额定制冷量或

制热量（如果产品没有制冷功能）小于等于１２千瓦的空气调节器，但不适用于非电能源

的器具，以及冷凝器或蒸发器或两者不使用空气作为传热介质的空气调节器。该条例

将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取代原空气调节器能源标识指令２００２／３１／ＥＣ。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后投入欧盟市场的空气调节器应符合新条例要求。

条例对于单管和双管空调、非单管和双管空调的能效等级有不同的规定。非单管

和双管空调能效标识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四个阶段实施，最高能效等级由Ａ逐步过渡到Ａ＋＋＋；单风道和双风道空调则

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最高能效等级达到Ａ＋＋＋。

条例中，空调可分为可逆、仅制冷、仅制热空调三种。空调能源标识包含了供应商名

称和商标、产品型号、ＳＥＥＲ／ＥＥＲ、ＳＣＯＰ／ＣＯＰ及其图标、能效等级、设计负载（ｋＷ）、ＳＥＥＲ

值、ＳＣＯＰ值、额定制冷／热量（ｋＷ）、年耗电量（ｋＷｈ／ｙ）或小时耗电量（ｋＷｈ／６０ｍｉｎ）、室内

和室外声功率级（ｄＢ（Ａ））、有关供暖季节的欧洲地图（对于非单管和双管空调）等内容。

（２）家用滚筒干衣机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欧盟通报了家用滚筒干衣机能源标识实施条例草案（Ｇ／ＴＢＴ／

Ｎ／ＥＥＣ／３８６）。通报的条例草案规定了２０１０／３０／ＥＵ指令下家用电和燃气滚筒干衣机

能源标识和产品信息要求。该条例将取代原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３日颁布的家用电动滚筒干

衣机能源标识指令９５／１３／ＥＣ。

滚筒式干衣机的能源标识如表１所示，分为排气型（ＡｉｒＶｅｎｔｅｄ）、冷凝式、燃气式三

种。能源标识给出了供应商名称或商标、产品型号、能效等级、凝结效率等级、年耗电

量、干衣机的类型、标准周期的时间、额定容量、噪声值等信息。

条例草案附录Ⅵ给出了能效等级以及凝结效率等级。

　　　　表１　滚筒干衣机的能效等级

能效等级 能效指数（ＥＥＩ）

Ａ＋＋＋ ＥＥＩ＜３５

Ａ＋＋ ３５≤ＥＥＩ＜４３

Ａ＋ ４３≤ＥＥＩ＜５３

Ａ ５３≤ＥＥＩ＜６５

Ｂ ６５≤ＥＥＩ＜７６

Ｃ ７６≤ＥＥＩ＜８５

Ｄ ＥＥＩ≥８５

　　

　　　表２　滚筒干衣机的凝结效率等级

凝结效率等级 权重凝结效率

Ａ Ｃｔ＞９０

Ｂ ８０＜Ｃｔ≤９０

Ｃ ７０＜Ｃｔ≤８０

Ｄ ６０＜Ｃｔ≤７０

Ｅ ５０＜Ｃｔ≤６０

Ｆ ４０＜Ｃｔ≤５０

Ｇ Ｃ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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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ＲｏＨＳ指令

（１）ＲｏＨＳ指令的修订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欧盟发布了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的改写指令２０１１／６５／ＥＵ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限制电子电气产品中某些物质使用的指令》。相对于原ＲｏＨＳ指令

２００２／９５／ＥＣ，新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１１／６５／ＥＵ主要进行了以下修订：扩大了产品范围至所有

电子电气产品，将医疗器械、监视和控制仪器以及其他电子电气产品纳入指令范围；澄

清了部分定义，同时与（ＥＣ）Ｎｏ７６５／２００８和７６８／２００８／ＥＣ相配合，增加了原指令没有的

定义；建立了明确的有害物质核查机制，保证其与ＲＥＡＣＨ法规等其他化学品相关法规

协调一致；与（ＥＣ）Ｎｏ７６５／２００和７６８／２００８／ＥＣ相协调，明确制造商、授权代表、进口商、

经销商的责任；增加了加贴ＣＥ标志以及ＥＣ合格声明的要求。

（２）豁免

由于在电子电气行业中，部分禁用的材料现在还没有适用的替代品，因此它们在一

定范围内可以获得豁免。但ＲｏＨＳ指令同时规定，根据科技的发展，欧盟每４年会对豁

免物质进行评估，视情况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第２０１１／５３４／ＥＵ号委员会决定，在

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的附件中２００２／９５／ＥＣ增加了两项有关铅和镉的豁免：第

７（ｃ）ＩＶ项：压电陶瓷介电陶瓷材料的电容器的铅，该电容器为集成电路或分立半导体

的组成部分；第４０项：应用于专业音频设备模拟光耦的光敏电阻中的镉———豁免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４．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汽车电池和蓄电池容量标签条例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以及汽

车电池和蓄电池容量标签条例（ＥＵ）Ｎｏ１１０３／２０１０。该条例根据新电池指令２００６／６６／

ＥＣ制定，并于刊登即日生效，直接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来源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的通

报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００／Ａｄｄ．１。

该条例适用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后首次投入欧盟市场的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

以及汽车电池和蓄电池。所有在销售给最终使用者前已经或预期组装在电器内，而不

预期会被移除的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和蓄电池不在条例范畴内。豁免也适用于以

安全、性能、医疗或数据完整性为理由，必须无间断电力供应，以及跟电池或蓄电池永久

连接的装置。条例规定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汽车电池和蓄电池投入市场时，必须

带有标示其容量的标签。其中容量定义为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电池或蓄电池能够释

放的电荷。其值视乎电池内含有的化学物质，以下列标准为以衡量标准：ＩＥＣ／ＥＮ

６１９５１１、ＩＥＣ／ＥＮ６１９５１２、ＩＥＣ／ＥＮ６０６２２、ＩＥＣ／ＥＮ６１９６０和ＩＥＣ／ＥＮ６１０５６１［适用

于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和蓄电池］，以及ＩＥＣ６００９５１／ＥＮ５０３４２１（适用于汽车电

池和蓄电池）。便携式二次电池（可充电）和蓄电池的容量以“毫安培小时”（ｍＡｈ）或“安

培小时”（Ａｈ）来表示。汽车电池和蓄电池的容量则以“安培小时”（Ａｈ）和“冷车启动安

培数”（ＣｏｌｄＣ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ｍｐｅｒｅｓ，Ａ）表示。此外，根据电池和蓄电池的种类，决定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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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式和最小尺寸。

５．ＲＥＡＣＨ法规

２０１１年，欧盟发布了若干委员会条例，对ＲＥＡＣＨ法规进行了修订。

（１）（ＥＵ）Ｎｏ１４３／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１４３／２０１１，对

ＲＥＡＣＨ法规的附录ⅩⅣ进行了修订，公布了ＲＥＡＣＨ法规首批六种需授权物质的清

单。条例自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之日起第三天生效。随后，在２月２４日，欧盟发布了对

（ＥＵ）Ｎｏ１４３／２０１１的勘误。最终的第一批需授权物质包括１，５叔丁基２，４，６三硝基

间二甲苯（二甲苯麝香）、４，４′二氨基二苯基甲烷（ＤＭＡ）、六溴环十二烷（ＨＢＣＤＤ）、邻

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醇）酯（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丁卞酯（ＢＢＰ）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ＤＢＰ）。

（２）（ＥＵ）Ｎｏ２０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０７／２０１１，对

ＲＥＡＣＨ法规附件ⅩⅦ进行了修订。由于联苯醚的五溴代衍生物和全氟辛烷磺化物

（ＰＦＯＳ）两物质欧盟出台了专门的法律进行规管，条例将原附件ⅩⅦ中的第４４条及第５３

条删除。该条例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之日起第三日生效。

（３）（ＥＵ）Ｎｏ２５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５２／２０１１，修订

ＲＥＡＣＨ附件Ⅰ，即“关于评估物质和准备化学品安全报告的一般规定”，修订的内容包

括化学安全评估的步骤、人类健康危害评估的目标、人类健康危害评估考虑的因素等十

三个方面。第０．６款“化学安全评估的步骤”：具体明确了当分类为（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

（即新ＣＬＰ法规）的附件Ⅰ或者评估为ＰＢＴ或ｖＰｖＢ物质时，需要进行暴露评估和风险

特性评估；第１．０．１款：对人类健康评估应依据法规（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的分类，并据此

确定人类不可暴露的等级；第１．１．３款：用来评定对人类的某种特定影响及确定剂量（浓

度）和反应（影响）之间关系的全部非人体信息，通常应以简要的方式提交。如果可能可

使用一个或多个表格，区分体外试验，活体试验和其他信息。相关的试验结果［如ＡＴＥ，

ＬＤ５０，ＮＯ（Ａ）ＥＬ或ＬＯ（Ａ）ＥＬ］和测试条件（如试验持续时间、路径、方式）和其他相关

的资料应以国际认可的计量单位提交；第１．３．１款：依照法规（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的标

准，对已制定的适当的分类和标记进行描述和判断，只要使用，应提交由法规（ＥＣ）Ｎｏ

１２７２／２００８条款１０和指令１９９９／４５／ＥＣ条款４及条款７得到的特殊的浓度阀值，如果其

未包含在（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知道附件Ⅵ的第３部分，对其进行论证。评估应总是包含

一项物质是否符合法规（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对致癌性分类为１Ａ或１Ｂ，对致突变分类为

１Ａ或１Ｂ，对生殖毒性分类为１Ａ或１Ｂ；第１．３．２款：如果信息不足以确定该物质是否分

类为特殊有害分类或类别，注册者应指明并且证明其最终采取的措施决定是合理的；第

１．４．１款的第２句：对于某些危险分类，特别是致畸性和致癌性而言，可用信息可能不能

确定一个阀值，因此需要建立一个ＤＮＥＬ；第２．１款：对物质的物理化学的危害评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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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依据法规（ＥＣ）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０８确定其分类。

该条例在从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即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但是针对２０１１年５月

５日前提交注册的，其化学安全报告应最晚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前更新，而条例（ＥＣ）

Ｎｏ１９０７／２００６的第２２（５）条不适用于此更新。此外，不应与委员会条例（ＥＣ）Ｎｏ２５３／

２０１１的第２条和第３条相抵触。

（４）（ＥＵ）Ｎｏ２５３／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５３／２０１１，对

ＲＥＡＣＨ法规附件ⅩⅢ“确认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及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

性物质的标准”进行了修订。修订主要是补充了Ｐ、ｖＰ、Ｂ、ｖＢ和Ｔ性质的筛查和评估

要求，以及关于Ｐ、ｖＰ、Ｂ、ｖＢ和Ｔ性质的筛查和评估的信息要求。依据ＲＥＡＣＨ法规

注册的且依照法规第２２条进行更新的物质，应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９日起依据此条例提交

注册和更新，并应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起符合此条例。非依据此条例的基于ＲＥＡＣＨ法

规注册的物质，应该在不晚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前依据此条例更新，ＲＥＡＣＨ法规第２２

（５）条不适用于此更新。该条例在发布后第三日生效。

（５）（ＥＵ）Ｎｏ３６６／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５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３６６／２０１１，对

ＲＥＡＣＨ法规的附件ⅩⅦ进行了修订，添入了第６０条对丙烯酰胺（ＣＡＳＮｏ７９０６１）的

限制条款，要求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之后，丙烯酰胺不可作为物质投放欧盟市场，或者在

混合物中，质量百分浓度不得超过０．１％，用于注浆。该条例自其在官方公报上发布第

２０日起实施生效。

（６）（ＥＵ）Ｎｏ４９４／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１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４９４／２０１１，对

ＲＥＡＣＨ法规附件ⅩⅦ（镉）进行了修订。该条例将在发布之日起第２０天生效。此后，

在５月２４日，欧盟又发布勘误，对其某些部分进行了修正。其中，对于第２３条第１—４

点修订为：①不得用于由合成有机聚合物（即所谓的塑料材料）制的混合物和物品，如氯

乙烯聚合物或共聚物（ＰＶＣ）［３９０４１０］［３９０４２１］、聚亚胺酯（ＰＵＲ）［３９０９５０］、低密度聚

乙烯（ＬＤＰＥ），当其制造有色母料时除外［３９０１１０］、醋酸纤维素（ＣＡ）［３９１２１１］、乙酸丁

酸纤维素（ＣＡＢ）［３９１２１１］、环氧树脂［３９０７３０］、三聚氰胺 甲醛（ＭＦ）树脂［３９０９２０］、尿

素 甲醛（ＵＰ）树脂［３９０９１０］、聚乙烯对苯二甲酸（ＰＥＴ）［３９０７６０］、聚丁烯对苯二酸酯

（ＰＢＴ）、透明／普通聚苯乙烯［３９０３１１］、丙烯腈甲基丙烯酸酯（ＡＭＭＡ）、交联聚乙烯

（ＶＰＥ）、高压聚苯乙烯、聚丙烯（ＰＰ）［３９０２１０］、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３９０１２０］、丙烯

腈 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物（ＡＢＳ）［３９０３３０］、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ＰＭＭＡ）［３９０６１０］。从

塑料材料制得的混合物或物品，若其镉含量（塑料材料中的质量百分数）大于或等于

０．０１％，则其不可投放欧盟市场。作为其豁免，第２段不适用于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０前投

放市场的物品。第１段和第２段无歧视地采用理事会指令９４／６２／ＥＣ，并且以此为基础

运作。②不可用于颜料［３２０８］［３２０９］。对于颜料中锌含量超过１０％的颜料，则镉（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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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镉的形式表达）的质量分数不可超过０．１％。颜料中的镉（以金属镉的形式表达）的质

量分数（在涂装产品中颜料的质量分数）超过０．１％的，则不可投放市场。③作为豁免，

基于安全原因，第１段和第２段不适用于染色含有镉的混合物。④作为豁免，第１段和

第２分段不适用于：由ＰＶＣ废弃物制得的混合物，即被称为“回收ＰＶＣ”；含有回收ＰＶＣ

的混合物或物质，若镉（以金属镉的形式表达）在以下刚性ＰＶＣ应用中，含量不超过

０．１％（塑料材料的质量分数）：用于建筑的外层和夹心层；门，窗，百叶窗，墙，气窗，篱笆

和屋顶排水沟；甲板和台阶；电缆管道；若多管道时，回收ＰＶＣ作为中间层使用，且完全

被全新的ＰＶＣ覆盖的，符合第１段要求的非饮用水管道。供应商必须保证，在第一次投

放含有回收ＰＶＣ的混合物或物品时，应以清晰、明显、永久性的标识“含有回收ＰＶＣ”或

以下标识：依据本法规第６９条，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第４段的豁免授权将被审核，

特别是考虑到减少有限的镉的价值和重新评估第（ａ）至（ｅ）的豁免。⑧铜焊填料的镉的

质量分数不可大于０．１％。若镉（以金属镉的形式表达）的质量分数超过０．１％，则铜焊

填料不可投放欧盟。在本段中，铜焊即结合了使用合金的连接技术，其温度在４５０℃以

上。⑨作为豁免，第８段不可应用铜焊填料于防护或航空，且铜焊填料用于安全原因。

⑩若含量高于０．０１％，则其不可投放市场：用于制造珠宝的金属珠或其他金属组件；珠

宝的金属部分和仿造珠宝及头饰，包括手镯、项链和戒指，穿透性的珠宝，腕表和腕带，

胸针和袖口。

６．再次延长富马酸二甲酯禁令的有效期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欧盟发布了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１／１３５／ＥＵ，将富马酸二甲酯（ＤＭＦ）

禁令２００９／２５１／ＥＣ的有效期再次延长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欧盟发

布ＤＭＦ禁令２００９／２５１／ＥＣ。该禁令的依据是通用产品安全指令（２００１／９５／ＥＣ，ＧＰＳＤ）

的第１３条。委员会在意识到特定产品造成严重危险，并同成员国商议之后，可批准紧急

措施。紧急措施一般不超过一年，在相同程序下，还可多次延长，但每次延长时间不超

过一年。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欧盟曾发布２０１０／１５３／ＥＵ，将ＤＭＦ的禁令有效期延长一

年，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

７．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条例（ＣＬＰ法规）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８３）上发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８６／

２０１１，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的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７２／

２００８（简称ＣＬＰ法规）进行修订，以适应技术和科学进步。之后，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６日，欧

盟又对该条例发布勘误。

欧盟ＣＬＰ法规是基于联合国ＧＨＳ《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引入的对化

学品进行分类和标签的新体系。ＧＨＳ中的分类标准和标签规定会定期在联合国层面进

行评估，第三版（修订版）ＧＨＳ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被采用。修订的内容包括危险说明的分

配和小包装的标签，关于呼吸和皮肤敏感的新的次级类别，对水生环境的长期危害（慢

性毒性）的分类标准，以及对臭氧层产生危害的物质和混合物新的危险分类等。基于

ＧＨＳ的修订，ＣＬＰ法规附件中的有关规定及分类标准有必要也进行修订以适应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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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ＧＨＳ的变化。所以，此次关于ＣＬＰ法规的修订法规也主要针对上述内容进行

修订。本次修订在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第２０天开始生效，并且开始应用于物质（从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和混合物（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

８．肥料条例的修订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４３）上公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１３７／

２０１１，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肥料条例（ＥＣ）Ｎｏ２００３／２００３的附件Ⅰ和Ⅳ进行修订，使其

适应技术进步。本条例的主要内容为：为了使全欧盟的农民能够更方便的使用，允许三

种新型肥料种类，即甲酸钙、液体锌肥和ＩＤＨＡ（一种螯合剂）投放市场；统一了微量营养

素溶液和微量营养素螯合物的规则，即允许使用一种以上的螯合剂，采用水溶微量营养

素最低含量的公值，并且提出了螯合至少１％水溶微量营养素的螯合剂的标签义务；采

用了符合条例（ＥＣ）Ｎｏ２００３／２００３第３条要求的允许微量营养素混合的肥料种类名称；

提出参照欧洲（ＥＮ）标准，以简化立法。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欧盟通报条例草案（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８７），修订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肥料条例（ＥＣ）Ｎｏ２００３／２００３的附件Ⅰ和Ⅳ，使其适应技术进步。本条例草案的主

要内容为：允许硼酸钙、氧化铜和氧化锰作为制造肥料的悬浮成分使用；同样还提议将

一种螯合剂、一种络合剂、两种硝化抑制剂和一种脲酶抑制剂包括到授权物质分别的列

表中；修订微量营养素肥料混合物规则；采用类型名称，允许使用第Ｅ．３．２项中列出的

经授权的铬合剂；修订微量营养素溶液规则，允许在这种肥料中使用一种铬合剂；提出

参照欧洲（ＥＮ）标准，以简化立法。该条例尚未在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预计２０１２年批

准，生效日期为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２０天。

９．食品健康声明条例

欧盟２００６年颁布的《食品营养和健康声明条例（ＥＣ）Ｎｏ１９２４／２００６》对营养声明、健

康声明、降低疾病危险性的声明、儿童发育与健康声明等进行了定义和规定，包括使用

此类声明的条件、科学证明、使用授权申请程序等内容，旨在确保对消费者的高水平保

护。禁止含糊不清或不准确的食品营养健康标签及广告，禁止关于减轻体重的预期成

效和个别医生推介的声明。（ＥＣ）Ｎｏ１９２４／２００６条例涵盖的健康声明的一个例子就是

“低脂肪”术语及类似声明的使用。该类声明仅在每１００克固态食品中脂肪含量不高于

３克，或每１００毫升液态产品中脂肪含量不高于１．５克（或每１００毫升半脱脂奶中脂肪

含量不高于１．８克）时，方可使用。

２０１１年，根据该声明条例第１７（３）条，欧盟公布了若干有关批准和／或拒绝批准除涉

及降低疾病危险和儿童发育与健康以外的某些食品健康声明申请的条例：（ＥＵ）Ｎｏ

４３２／２０１１：拒绝７项有关仙人掌乙醇 水提取物（Ｓｌｉｍａｌｕｍａ）、Ｙｅｓｔｉｍｕｎ以及黑醋栗籽

油（糖茶葵）、鱼油、从番茄提取的番茄红素、维生素Ｃ和维生素Ｅ的组合物的食品健康

声明的申请。（ＥＵ）Ｎｏ４４０／２０１１：批准３项有关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ＨＡ）的食品健康声

明申请，同时拒绝批准３项有关奶粉营养成分的食品健康声明申请。（ＥＵ）Ｎｏ６６５／

２０１１：批准２项有关无糖口香糖的健康声明申请，同时拒绝批准１项有关超级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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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ＣＰｌｕｓ）的健康声明申请。（ＥＵ）Ｎｏ６６６／２０１１：拒绝批准２项健康声明申请。这些

条例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后２０天生效，已上市产品有６个月的过渡期。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根据《食品营养和健康声明条例（ＥＣ）

Ｎｏ１９２４／２００６》，发表了涉及３５项食品健康声明的一套最终意见案。这标志着该机构

始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评估工作的完成。欧盟将建立统一的可标志健康声明清单，食品出

口商应注意所有健康声明须准确、真实且有科学依据，同时还应明确除了保护消费者。

该清单将有利于执法机构确保条例规定的落实，并保证２７个欧盟成员国内的公平竞争。

在此项工作之初，各成员国向欧委会提交的食品企业希望使用的健康声明总计超

过４４０００项。欧委会整合后的清单中约含声明４６００项。目前，ＥＦＳＡ发布的意见案涵

盖健康声明约２７６０项。ＥＦＳＡ表示，在评估某项声明时，如果有充分的支持证据，则评

估通过。约２０％的健康声明获得评估通过，其主要涉及下述内容：维生素和矿物质；与

血糖控制、血液胆固醇或体重控制相关的特定膳食纤维；活性乳酸菌和乳糖消化；橄榄

油中多酚的抗氧化效果；核桃与血管功能改善；替代餐与体重控制；脂肪酸与心脏功能；

系列糖替代品（如木糖醇和山梨醇）在维持牙齿矿化或降低餐后血糖上升方面的作用；

糖 电解质饮料／肌酸与运动表现。由于约８０％的健康声明被否决，一旦官方清单公布，

食品出口商应特别注意确保其使用的所有健康声明可被接受。

食品和所声明的效果之间如果缺乏充分的关联性，评估则无法通过。其原因主要

包括：针对健康声明所基于的物质，缺乏明确的信息（如未指明特定纤维的“益生菌”或

“膳食纤维”声明）；缺乏证据表明所声明的效果对维护和改善身体功能确实有益［如食

品具有“抗氧化特性”以及关于肾“排水（ｗａｔｅ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功效声明］；所做健康声明缺

乏准确性（如使用“能量”和“活力”等术语的声明，或关于女性健康或智能的声明）；针对

所声称的健康益处，缺乏采用可靠方法进行的人体研究；健康声明涉及的食品分类太过

宽泛，如将“水果和蔬菜”和“奶制品”与特定效果相关联。

ＥＦＳＡ目前正与欧委会以及成员国一道准备重新提交数量有限的“普通功效”健康

声明。ＥＦＳＡ期望２０１１年底前能得到欧委会关于拟重新评估声明的答复；同时，上述重

新提交程序完成后，将拟定进一步评估的准确时间表。

欧委会年底前将以单一法规的形式（健康声明条例）发布一份健康声明清单。所有

误导消费者的健康声明将须在健康声明条例生效６个月后被撤除。尽管该清单的发布

期限最初定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３１日，但由于收到的健康声明数量庞大，且相关方向各成员

国提交时间的延迟，该清单出台的目标日期不得不延至２０１１年底。

１０．葡萄酒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和标签条例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日和７月１３日，欧盟公布了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５３８／２０１１和（ＥＵ）

Ｎｏ６７０／２０１１，对条例（ＥＣ）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进行修订。（ＥＣ）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是某些葡萄酒产

品受保护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传统术语、标签和说明的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７９／

２００８的实施细则，详述了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７９／２００８第Ⅲ卷的第Ⅲ、Ⅳ和Ⅴ章所论述

的问题。条例的生效日期为在官方公报上公布起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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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条例对（ＥＣ）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进行了以下修正：①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和地理

标识：关于申请人的要求，为了传送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３４／２００７第１１８ｓ条中提及的目前受

保护的葡萄酒名称的技术文件所提供的过渡措施。②传统术语：修改了条例（ＥＣ）

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的附件Ⅷ，该附件规定了在对传统术语申请保护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可以

要求优先权；条例（ＥＣ）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的附件Ⅻ中指出的涉及传统术语的信息转换成

电子数据库“ＥＢａｃｃｈｕｓ”，以及专门包括在该数据库中的涉及传统术语保护的新信息；

为了易于提供咨询的目的，以此方式在一个单独的ＩＴ设备中收集受保护的原产地名

称、受保护的地理标识，以及受保护的传统术语。因此，条例清理了许多涉及附件Ⅻ的

欧盟法律条文；为了提高关于传统术语规则的透明度，特别是由于它们转移到电子数据

库“ＥＢａｃｃｈｕｓ”的事实，任何涉及传统术语的更改应当遵循正式规定的程序；为了避免原

产于欧盟的葡萄酒和那些从第三国进口的葡萄酒之间的任何差别对待，条例已经阐明

了在第三国传统使用的术语，以及那些与第三国管制的地理标识和原产地名称结合使

用的传统术语，可以与欧盟的传统术语同样获得认可和保护；为了阐明受保护的传统术

语和商标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规定包含或由受保护的传统术语组成的商标申请所根据

样的法律依据。③标签和说明：为了向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实施细则规定了某些特定

的葡萄酒产品以容积显示酒精的浓度；为了帮助减轻标签的负担，在一些情况下不需要

某些涉及灌装商名称和地址的信息；为了提高某些葡萄酒产品的管理，应当允许各成员

国调整涉及生产商和加工商的细目的使用；为了简化起见，法规（ＥＣ）Ｎｏ６０７／２００９附件

Ⅺ中提供的具有代表性的贸易组织及其成员列表在因特网上公布；使用特殊类型瓶子

和封口的汽酒、优质葡萄汽酒和优质芳香汽酒应当强制性专营销售和出口在欧盟生产

的此类葡萄酒。

１１．特殊营养用途食品指令的修订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欧盟发布通报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８４，拟对现行指令２００９／３９／ＥＣ

中有关特殊营养用途食品（亦称作“ＰＡＲＮＵＴ”或者疗效食品）的规定进行修订。本提案

修订了关于适合特殊营养用途的食品（营养食品）的法规。本提案将撤销指令２００９／３９／

ＥＣ，并且废除疗效食品的概念。

“ＰＡＲＮＵＴ”食品是通过特殊方式生产以满足特定群体特殊营养要求的一类食品，

目前定义的“ＰＡＲＮＵＴ”食品包括以下品种：婴幼儿配方奶粉以及后续配方奶粉；婴儿食

品以及３岁以下儿童食品；病患专用食品；不耐受麸质人群食品（“不含麸质”以及“含少

量麸质”）；减肥食品；目前企业向欧盟成员国申报的其他食品（例如无乳糖食品）

目前由指令２００９／３９／ＥＣ覆盖的许多食品种类未来将单独由其他已经存在的食品

法规部分覆盖。然而，对于打算供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即婴儿和３岁以下的幼儿，

以及需要特殊医疗条件的人使用的食品，该提案加强并阐明了适用于这些食品的现行

规定，并且制定了一个单独的欧盟物质列表代替三个可以添加到这些食品中的物质

列表。

修订的条例提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法规的适用范围仅包括婴幼儿配方奶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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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配方奶粉、加工谷物食品及其他婴幼儿食品，以及３岁以下儿童食品、病患专用食

品；废除针对不耐受麸质人群食品的欧委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１／２００９（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

日生效），麸质声称（“不含麸质”以及“含少量麸质”）规定纳入《营养与健康声称条例》

［（ＥＣ）Ｎｏ１９２４／２００６］；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及其他物质的综合列表以及这些物质添加到

新条例提案所规定食品中的合理限量；通过欧盟委员会引入“ＰＡＲＮＵＴ”食品的统一通

报与许可系统；整合减肥食品以及其他“ＰＡＲＮＵＴ”食品的法规，使之与现行的其他食品

法规相协调。

修订提案重新定义了特殊营养用途食品（疗效食品），会对以上食品的监管方式、通

报方式、标记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本条例尚未在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预计最早于２０１２

年底批准，并在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２０天后生效。

１２．生物灭杀制品（杀虫剂）使用的活性物质

欧盟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７月２日、７月２７日、９月２１日对杀虫剂指令９８／８／

ＥＣ进行了修订，将联苯菊酯（２０１１／１０／ＥＵ）、顺９，反１２十四烷二烯乙酸酯（Ｚ，Ｅｔｅｔｒａ

ｄｅｃａ９，１２ｄｉｅｎｙｌ醋酸，２０１１／１１／ＥＵ）、苯氧威（２０１１／１２／ＥＵ）、壬酸（２０１１／１３／ＥＵ）、

４，５二氯２辛基３（２Ｈ）异噻唑酮（２０１１／６６／ＥＵ）、阿维菌素（２０１１／６７／ＥＵ）、吡虫啉

（２０１１／６９／ＥＵ）、杂酚油（２０１１／７１／ＥＵ）、苏力菌以色列亚种血清型Ｈ１４，菌株ＡＭ６５５２

（２０１１／７８／ＥＵ）、氟虫腈（２０１１／７９／ＥＵ）、氯氟氰菊酯（２０１１／８０／ＥＵ）、溴氰菊酯（２０１１／８０／

ＥＵ）纳入到该指令使用活性物质的肯定列表中（附件Ⅰ），并将某些物质排除在该指令

的附件Ｉ、ＩＡ或ＩＢ之外（２０１１／３９１／ＥＵ决定）。

１３．关于农产品质量计划的法规提案［ＣＯＭ（２０１０）７３３］

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欧盟发布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７９通报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

农产品质量制度的条例提案》［ＣＯＭ（２０１０）７３３］。本条例提案涉及农产品和食品（葡萄

产品、烈酒除外）的欧盟地理标志制度，对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进行保护；有利于保证

传统特色的欧盟制度；以及可选的质量术语。本提案尚未以正式法规发布。

１４．增加新纤维“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

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１９８）上发布委员会指令２０１１／７３／ＥＵ，修订了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纺织品名称指令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的附件Ⅰ和Ⅴ。根据纺织品名称和标

签技术工作组最近的调查结果，为了使指令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适应技术进步，有必要将一种

新纤维名称“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ｂ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添加到

该指令附件Ⅰ和Ⅴ中规定的纤维列表中。２０１１／７３／ＥＵ将一种新纤维名称添加到指令

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的附件中，供投放欧盟市场的纺织品标签上使用。

同一天，欧盟还发布了委员会指令２０１１／７４／ＥＵ，修订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二

元混纺织物定量分析的某些方法的指令９６／７３／ＥＣ的附件Ⅱ。由于２０１１／７３／ＥＵ将聚

丙烯／聚酰胺复合纤添加到指令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的纤维列表中，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测试方

法并更改指令９６／７３／ＥＣ。２０１１／７４／ＥＵ规定了用于分析纺织品与标签上说明的纤维成

分符合性的统一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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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纺织品纤维名称和标签新条例（ＥＵ）１００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２７２）上发布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有关纺织品

纤维名称、标签以及纺织品纤维成分的标识条例（ＥＵ）１００７／２０１１，目的是规范欧盟市场

纺织服装产品的纤维说明以及纺织品标签制度。新条例取代了三项欧盟现有指令，即

７３／４４／ＥＥＣ、９６／７３／ＥＣ及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并于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生效。该条例适用

于纺织纤维或纺织部分的重量百分比达８０％的相关产品。条例明确规定：当生产商和

进口商把纺织品投放欧盟市场时，有责任确保产品所附标签或标记上的资料准确无误；

产品所用的各种纤维名称，必须按重量百分比由大至小列于标签或标记上；占纺织品总

重量不足５％的单一纤维，或合计起来占纺织品总重量不足１５％的多种纤维，可以列为

“其他纤维”。条例还将强制要求供应商在标签上注明源自动物的非纺织部分，例如毛

皮和皮革部分等。

１６．化妆品指令附件Ⅱ和附件Ⅲ的修订（染发剂使用物质）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了指令２０１１／５９／ＥＵ，根据目前技术

进步，对化妆品指令７６／７６８／ＥＥＣ的附件Ⅱ和附件Ⅲ进行了修订。该指令涉及由消费者

安全科学委员会（ＳＣＣＳ）评定的、化妆品指令７６／７６８／ＥＥＣ附件Ⅲ第１部分中的染发剂

物质的管理。一种新的物质２氨基苯酚（ｏａｍｉｎｏｐｈｅｎｏｌ）被添加在指令附件Ⅱ的化妆品

禁用物质清单中。另外，根据一些特定的条件和要求，附件Ⅲ的化妆品禁用物质清单中

增加了２６种染发剂物质。欧盟各成员国应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３日前完成该指令的转化，并

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３日起实施。

１７．医疗器械使用的电子说明书

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欧盟发布通报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８１，通报关于医疗器械使用的电

子说明书的委员会条例规草案。本条例草案规定了可以由使用电子说明书取代纸质说

明书的条件。条例限制了对在指定条件下使用的医疗器械及其附件应用电子形式说明

书的可能性。此外，条例包含了程序保护的范围。从而，制造商根据要求必须以纸质形

式提供使用说明，并且需要由制造商进行特殊的风险评估及提供关于如何进入使用说

明的信息。

本条例草案还规定了以下情况的一些基本安全要求：以电子形式提供的使用说明

书须加上完整的纸质的使用说明书，以及包含此类应用信息的网站。此条例尚未正式

批准。

１８．医疗器械协调标准清单

对于医疗器械指令９３／４２／ＥＥＣ、有源植入式医疗器械指令９０／３８５／ＥＥＣ和２０１１年

欧盟共在官方公报上颁布了三次协调标准清单，它们为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的Ｃ１６、２０１１

年５月１３日的Ｃ１４３和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的Ｃ２４２；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９８／７９／ＥＣ则

除了以上三次，还多公布了一次，即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５日的Ｃ１８５。

在欧盟的新方法指令立法制度下，协调标准是欧盟委员会委托认可的欧洲标准化

机构（ＣＥＮ、ＣＥＮＥＬＥＣ、ＥＴＳＩ）制定的技术规范。产品符合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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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标准要求被认为符合新方法指令规定的基本要求，这种符合性推断限于协调标准所

应用的范围以及这些协调标准所涵盖的基本要求。符合协调标准不是强制性的，但是

一种优先选择的、可重复的、准确的、可接受的评定方法。

１９．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测试方法的修订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２８／２０１１，修订有关

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测试方法的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２２／２００９，并于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第２０

日生效。条例用更精确的测试方法取代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２２／２００９附录Ｉ第Ｂ部分公布

的ＵＮＥＣＥ１１７中规定的现行Ｃ１轮胎（主要是轿车轮胎）湿地抓力指数的测试方法。修

订的测试方法基于ＵＮＥＣＥ１１７附录５中规定的湿地抓力测试方法，此修订旨在提高湿

地抓力等级级结果的精度。

测试结果的精度是划分轮胎湿地抓力等级的关键因素。它能有效地防止同一轮胎

被划入不同的湿抓力级别，从而降低市场监督者与生产商得出不同测试结果的风险。

为了提高轮胎湿抓力测试结果精度，轮胎行业代表在ＵＮＥＣＥ１１７附录５的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完善了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指数的测试方法。对ＵＮＥＣＥ１１７湿地抓力测试方法

的修订包括：标准轮胎以ＳＲＴＴ１６“（ＡＳＴＭＦ２４９３０８）代替ＳＲＴＴ１４”（ＡＳＴＭＥ１１３６）；

修订了湿地抓力指数的计算公式；澄清了普通轮胎和雪地轮胎的测试条件；在湿地抓力

指数值计算中引入温度和摩擦系数修正。

本条例的主要内容有：①Ｃ１轮胎湿地抓力等级必须根据Ａ到Ｇ的湿地抓力指数和

依据附录Ⅴ的测试方法所获得的数值来确定。②列出了测试Ｃ１轮胎的强制性标准：

ＡＳＴＭＥ３０３９３《用英国摆锤测定表面摩擦性能的标准测试方法》；ＡＳＴＭＥ５０１９６《标

准肋骨胎面轮胎防滑路面测试的标准规范》；ＡＳＴＭＥ９６５９６《用砂石体积测量法测量

路面宏观结构深度的测试方法》；ＡＳＴＭＥ１１３６９３《径向标准试验轮胎的标准规范》

（ＳＲＴＴ１４）；ＡＳＴＭＦ２４９３０８《径向标准试验轮胎的标准规范》（ＳＲＴＴ１６）。③将标准

轮胎定义为ＳＲＴＴ１６，代替了原来的ＳＲＴＴ１４。并增加了轮胎制动力系数：轮胎制动力

和垂直负荷的比率。④在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测试条件中，规定了两种测试湿地表面摩擦

性能的方法：路面摩擦系数摆值测试法和标准轮胎测试法。其中，在标准轮胎测试法

中，标准轮胎仍用ＳＲＴＴ１４。⑤在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测试条件中，规定了大气条件：湿地

表面温度，根据轮胎使用场合的不同，普通轮胎为５—３５℃，雪地轮胎为２—２０℃；环境

温度应尽量接近湿地表面温度，两者温差不应高于１０℃。⑥在Ｃ１轮胎湿地抓力指数

计算中，引入温度和摩擦力修正系数。

２０．轮胎湿地抓地力等级、滚动阻力测量及验证程序的修订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欧盟发布通报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７４，对轮胎湿地抓地力等级、滚

动阻力测量及验证程序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２２／２００９进行了修订。本条例尚未正式发布。

由于条例１２２２／２００９中规定的标签要求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强制执行，这意味着在本

条例实施日期和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之前投放市场的轮胎可以在自愿性基础上带有该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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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条例１２２２／２００９的第１１（ａ）条，本条例草案根据采用了ＩＳＯ１５２２２的Ｃ２和Ｃ３

轮胎湿地抓地力等级。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所有在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之后生产的轮

胎将强制性显示Ｃ２和Ｃ３轮胎湿地抓地力等级。条例草案还阐明了在法规１２２２／２００９

的附件ＩＶ中规定的验证程序，并且使测定滚动阻力的实验室校准程序成为强制性的。

湿地抓地力等级目的在于避免由于改进其燃油效率而使目前的轮胎湿地抓地力性

能下降。如果其促使市场向Ａ等级转变，其同样也可能对道路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测定滚动阻力的实验室校准程序提高了测试结果的再现性。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对于避

免轮胎可能根据测试结果归入多个燃油效率等级的确是关键的。

２１．轻型汽车的减排

为减少轻型车辆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４３／２００９，规定了新客车的排放性能标准。该条例旨在保护环

境和公众健康，有助于欧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２０２０年欧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为２０％），

以及其对抗气候变化的政策。依据此条例及其相关条款，２０１１年欧盟公布了若干与轻

型汽车减排相关的条例。

（１）（ＥＵ）Ｎｏ６３／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条例（ＥＵ）Ｎｏ６３／２０１１。该条例依照

（ＥＣ）Ｎｏ４４３／２００９的第１１条，规定了从特定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中申请减损的详细规

定，如对于小排量和微型汽车。

（２）（ＥＵ）Ｎｏ５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条例（ＥＵ）Ｎｏ５１０／２０１１，规定轻型汽

车的ＣＯ２排放标准，并以此作为欧盟降低轻型汽车ＣＯ２排量综合措施的一部分。公路

运输包括轻型汽车的ＣＯ２排量位居第二，如果这些车辆的数量继续增加，将使其他部门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结果大打折扣。为此，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４３／

２００９，欧盟委员会与理事会在欧盟层面制定了轻型汽车的ＣＯ２排放标准。轻型汽车的

ＣＯ２排放标准规定了其排放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新的轻型汽车的ＣＯ２平均排放目标

设为１７５ｇ／ｋｍ，并从２０２０年起，将该目标值降低至１４３ｇ／ｋｍ。

该条例适用于两类机动车：一是指令２００７／４６／ＥＣ附录２定义的质量不得超过

２６１０ｋｇ的Ｎ１类机动车；二是根据法规（ＥＣ）Ｎｏ７１５／２００７扩展其型式认证的、首次在

欧盟登记、并且未曾在欧盟外的国家登记的Ｎ１类机动车。该条例不适用于指令２００７／

４６／ＥＣ附录２的Ａ部分第５条定义的特殊用途的机动车。

制造商必须确保其注册的车辆达到极限值曲线规定的平均目标。该要求是逐步采

用的，并且确定每个制造商的新的轻型汽车的注册比例为：２０１４年７５％，２０１５年７５％，

２０１６年８０％，２０１７年１００％。如果轻型汽车使用含８５％乙醇的汽油，则从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３１日起，其排放目标应降低５％，但成员国至少应有３０％的汽车加油站提供此类

汽油。

二氧化碳限值基于对于质量较高的车辆允许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极限值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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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果制造商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超过一定数量的以ｇ／ｋｍ表示的极限值曲线，必须

支付超标排放附加费。该附加费是由超标的ｇ／ｋｍ乘以售出的车的数量乘以附加费标

准计算的。在２０１９年以前附加费标准分阶段计算：当超排放量≤１ｇ／ｋｍ时，每克５欧

元；当超排放量在１—２ｇ／ｋｍ之间时，每克１５欧元；当超排放量在２—３ｇ／ｋｍ之间时，

每克２５欧元；其后为每克９５欧元。从２０１９年起将应用每一超标克数９５欧元的附

加费。

制造商可以采用分摊的方式来达到共同的目标。如果制造商每年在欧盟注册的新

的轻型汽车的数量小于２２０００辆，则可申请减损ＣＯ２排放目标。排放量极低的车辆（低

于５０ｇ／ｋｍ）将给予额外奖励，据此２０１４年１辆低排放车辆将计为３．５辆车、２０１６年将

计为２．５辆车、２０１７年将计为１．５辆车，２０１８年起计为１辆。如果制造商在其车辆上配

备的创新技术（生态创新）在型式批准测试下不能证明其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其可以为

其车辆获准平均最高７ｇ／ｋｍ的排放配额。

当新的轻型汽车的ＣＯ２排量小于５０ｇ／ｋｍ时（每家生产商计入计算的此类新的轻

型汽车的数量不得超过２５０００辆），计算平均具体ＣＯ２排放目标时，２０１４年起每１辆此

类新的轻型汽车，可计为３．５辆普通轻型汽车，２０１６年起计为２．５辆，２０１７年起计为

１．５辆，２０１８年起计为１辆。

（３）（ＥＵ）Ｎｏ７２５／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条例（ＥＵ）Ｎｏ７２５／２０１１。该条例依照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４４３／２００９，规定了减少客车二氧化碳排放的创新技术的

批准和认证程序。

２２．农林拖拉机发动机排放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新拖拉机发动机排放指令２０１１／７２／

ＥＵ，修订“农林拖拉机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指令”２０００／２５／ＥＣ。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安

全，考虑到关于农用拖拉机发动机的技术和经济发展，该指令更改了目前在欧盟法规中

应用的排放限量，将拖拉机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标准分阶段由欧标ⅢＢ提高到欧标Ⅳ。

新指标的实施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２３．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互操作性

２０１１年，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若干有关跨欧普通铁路系统中子系统的互操作

性的技术规范：２０１１／２２９／ＥＵ：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机车—噪音”子系统互操作性的技

术规范；２０１１／２７４／ＥＵ：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能源”子系统互操作性的技术规范；２０１１／

２７５／ＥＵ：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子系统互操作性的技术规范；２０１１／２９１／ＥＵ：

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机车“机车和客运机车车辆”子系统互操作性的技术规范；２０１１／

３１４／ＥＵ：跨欧普通铁路系统的 “操作和交通管理”子系统互操作性的技术规范。

２４．报废车辆指令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８５）上发布委员会条例２０１１／３７／ＥＵ，修订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报废车辆的指令２０００／５３／ＥＣ的附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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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指令，若干类车辆的零配件仍可含有铅和镉等重金属。虽然报废车辆指令

２０００／５３／ＥＣ，禁止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后投放市场的车辆的物料和零部件含有铅、汞、镉

或六价铬，但是也允许若干豁免情况，详情列于指令附件Ⅱ。部分豁免情况有届满日

期，在届满日期前投放市场的车辆，可以含有被禁止在物料或零部件中使用的重金属。

附件Ⅱ列明，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后投放市场的替换件，若是用于该日前已投放市场的车

辆，则可豁免这项限制。这项豁免允许在禁令生效前已投放市场的车辆，可以使用符合

原装零部件安全及品质规定的零配件来维修。不过，用于较新车辆（即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

日后、豁免届满日期前投放市场的车辆）的零配件，却不在豁免之列，即使它们是用来替

换原本就含有被禁重金属的零部件，也不会获得豁免。

新委员会指令认为，有些车辆在技术上不能用非原装零配件进行维修；有些零部件

含有重金属，不能装配到车辆系统中。因此，新条例旨在修订报废车辆指令附件Ⅱ，让

这些车辆得以进行维修。新条例规定，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起，成员国必须以条例

２０１１／３７／ＥＵ新附件Ⅱ取代报废车辆指令２０００／５３／ＥＣ的附件Ⅱ。

条例２０１１／３７／ＥＵ对附件Ⅱ的修改包括：①以铅为合金元素：铅含量以重量计最高

至０．３５％的连续镀锌钢板，豁免范围和届满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前批准的车辆类别

及其零配件。②在零部件中使用铅和铅复合物：避震器方面，豁免范围和届满日期为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前批准的车辆类别及其零配件；额定电压不足１２５伏特交流电或２５０

伏特直流电的电容器，其电介质陶瓷材料所含的铅，豁免范围和届满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１月

１日前批准的车辆类别及其零配件。新附件应从２０１１年底起在欧盟２７国实施。

２５．建筑产品新条例（ＥＵ）Ｎｏ３０５／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４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８８）上正式公布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

（ＥＵ）Ｎｏ３０５／２０１１，规定了建筑产品的统一销售条件，并取代原建筑指令８９／１０６／ＥＥＣ。

新条例的目的是简化和澄清对投入欧盟市场的建筑产品的现有框架。新条例主要体现

为以下几方面：修改相关概念和定义使其最为适合；澄清并明确了加贴ＣＥ标志的意义：

制造商在拟制完性能的合格声明后，在建筑产品上加贴ＣＥ标志；通过在建筑产品上加

贴ＣＥ标志，制造商表明他们对声明的产品性能的符合性负有责任；简化ＣＥ标志程序

并提出几项措施，从而减少企业的行政负担，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要减少并实行严格的

指定机构负责评估建筑产品的性能以及验证产品的“一致性”。

２６．建筑物外部绝热系统／材料合格评定程序２０１１／１４／Ｅ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１０）上发布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１／１４／ＥＵ，修订有

关建筑物外部绝热系统／材料（ＥＴＩＣＳ）合格评定程序的决定９７／５５６／ＥＣ。原决定９７／

５５６／ＥＣ根据理事会指令８９／１０６／ＥＥＣ第２０条第２款制定了有关建筑物的外部绝热系

统／材料（ＥＴＩＣＳ）合格评定程序要求，但该决议仅适用于欧洲技术认可范围内的产品，

而其中一部分产品也在欧洲协调标准的涵盖范围内，因而有必要对决议９７／５５６／ＥＣ进

行修订，使相关产品也适用于欧洲协调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将决议９７／５５６／ＥＣ中

第２条的内容替换为“附件Ⅱ和Ⅲ所述的合格评定程序应用指令（或法规）的形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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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作为欧盟技术认可的指南和欧洲协调标准”；增加附件Ⅲ：抹灰外部绝热系统／材

料产品族，根据产品及其预期的用途，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应指定符合相关欧洲协调标准

的合格认证制度。

２７．人行道和建筑物非结构用密封剂合格评定程序２０１１／１９／Ｅ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１１）上发布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１／１９／ＥＵ，根据建

筑指令８９／１０６／ＥＥＣ第２０条第２款制定人行道和建筑物非结构用密封剂合格评定程

序。主要内容如下：

（１）规定了决定涵盖的产品范围，人行道和建筑物非结构用密封剂包括：外墙、内墙

或隔板用密封剂；有机玻璃和镶嵌玻璃用密封剂；卫浴接头用密封剂；人行道用密封剂。

（２）本决定涵盖的所有密封剂都应有合格认证，并由制造商进行工厂生产控制，认

证机构负责相应的评估和监督。

（３）附件Ⅱ所述的合格评定程序应用指令（或法规）的形式说明，并作为欧洲协调标准。

（４）根据产品及其预期的用途，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应指定下表所列人行道和建筑物

非结构用密封剂符合相关欧洲协调标准的合格认证制度。

表３

产 品 名 称 预期用途 水平或等级（防火） 合格认证制度

外墙用密封剂 室外设施 — ３（１）

内墙或隔板用密封剂 室内设施 — ４（２）

玻璃用密封剂

人行道用密封剂

卫浴接头用密封剂

建筑物结构

— ３

— ３

— ３

建筑和人行道接头非结构用密封剂 消　　防

Ａ１，Ａ２，Ｂ，Ｃ １

Ａ１，Ａ２，Ｂ，Ｃ，Ｄ，Ｅ ３

Ａ１Ｅ，Ｆ ４

　　２８．门、窗、百叶窗、帘、大门和相关建筑五金件合格评定程序２０１１／２４６／ＥＵ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１０３）上发布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１／２４６／ＥＵ，修订

有关门、窗、百叶窗、帘、大门和相关建筑五金件合格评定程序的决定１９９９／９３／ＥＣ。原

决定１９９９／９３／ＥＣ根据理事会指令８９／１０６／ＥＥＣ第２０条第２款制定了有关门、窗、百叶

窗、帘、大门和相关建筑五金件合格评定程序要求。

２９．电力、控制和通信电缆（ＣＰＤ）建筑产品的合格评定程序２０１１／２８４／ＥＵ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１３１）上发布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１／２８４／ＥＵ，根据

建筑指令８９／１０６／ＥＥＣ第２０条第２款制定关于电力、控制和通信电缆（ＣＰＤ）建筑产品

的合格评定程序。

３０．限制婴儿塑料奶瓶使用双酚Ａ（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禁令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９日，欧盟在官方公报（Ｌ２６）上颁布了限制婴儿塑料奶瓶使用双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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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０１１／８／ＥＵ指令。自丹麦和法国国家通报禁令后，根据条例（ＥＣ）９３５／２００４第１８条

规定，本指令修改有关塑料婴儿奶瓶使用双酚Ａ的２００２／７２／ＥＣ指令。该指令的主要

内容为：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起，在供１２个月以下婴幼儿喂食用的聚碳酸酯瓶生产中，禁

止使用双酚Ａ；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起，在市场上销售或进口的给１２个月以下婴幼儿喂

食用的聚碳酸酯瓶中不得含有双酚Ａ；对于其他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物品，双酚Ａ的迁

移限值为０．６ｍｇ／ｋｇ。

这项新的强制性法规要求取代了ＥＮ１４３５０２《儿童使用和护理用品　饮水设备　

第２部分：化学要求和试验》中有关婴幼儿喂食瓶中双酚Ａ含量的自愿性限制要求。

ＥＮ１４３５０２还涵盖了儿童饮水器具中的双酚Ａ限值要求。

双酚Ａ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碳酸酯、环氧树脂、聚砜树脂、聚苯醚树

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等多种高分子材料，也可用于生产增塑剂、阻燃剂、抗氧剂、热稳定

剂、橡胶防老剂、农药、涂料等精细化工产品。双酚Ａ广泛用于罐头食品和饮料的包装、

奶瓶、水瓶、牙齿填充物所用的密封胶、眼镜片以及其他数百种日用品的制造过程中，请

相关制造厂商注意上述出口产品的原材料选用。

３１．修改农产品及有关产品的最大残留标准

２０１１年２月４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３９３号通报和第Ｇ／ＳＰＳ／

Ｎ／ＥＥＣ／３９５号通报，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第３９６／２００５号法规附件ＩＩ和ＩＩＩ有关某些

产品的最大残留标准，提高某些产品中的阿维菌素（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啶虫脒（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

嘧菌环胺（Ｃｙｐｒｏｄｉｎｉｌ）、恶醚唑（Ｄｉｆｅｎ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烯酰吗啉（Ｄｉｍｅｔｈｏｍｏｒｐｈ）、甲氧虫酰

肼（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ｅｎｏｚｉｄｅ）、百草枯（Ｐａｒａｑｕａｔ）、咪鲜胺（Ｐｒｏｃｈｌｏｒａｚ）、螺螨酯（Ｓｐｉｒｏｄｉｃｌｏｆｅｎ）、

丙硫菌唑（Ｐｒｏｔｈｉｏｃｏｎａｚｏｌｅ）及苯酰菌胺（Ｚｏｘａｍｉｄｅ）等的最大残留标准。这些最大残留

限量（ＭＲＬ）符合２０１０年７月ＣＡＣ（食品法典委员会）批准的Ｃｏｄｅｘ最大残留限量（ＣＸＬｓ）。

３２．与食品接触材料新规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５日，欧盟正式公布了与食品接触的塑料物料和制品条例（ＥＵ）

Ｎｏ１０／２０１１，取代了８０／７６６／ＥＥＣ，８１／４３２／ＥＥＣ以及２００２／７２／ＥＣ三项条例。与原法

规相比，（ＥＵ）Ｎｏ１０／２０１１要求更加细化，特别是检测项目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将多层

复合材料中的塑料层以及带有印刷或涂层的塑料材料和制品也纳入监管范围，明确要

求投放市场的食品接触塑料制品应符合要求并根据良好生产规范生产；通过授权物质

联合清单对允许使用的单体和添加剂做出了规定和更新，对特定官能团的物质明确了

限制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新法规首次提出了塑料材料及制品中钡、钴、铜、铁、锂、锰和锌等重

金属迁移量的指标要求；要求经营者提供塑料原料和产品合格的书面声明，并能提供材

料或制品的成分信息；同时，新规根据欧盟近年的研究数据对迁移量测试的内容进行了

更新，修改了部分食品模拟物的浓度和种类，特别新增了针对干性食品的模拟物测试要

求；对不同用途产品的具体测试条件也进行了更新。新法规的颁布将对我国食品出口

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对食品接触塑料材料和制品的管理、原辅料的质量控制、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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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检验，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欧盟发布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２８４／２０１１，规定进口产／源于中国

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聚酰胺和三聚氰胺塑料厨具的具体条件和详细程序。

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已收到若干有关欧共体进口中国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食品接触材料，向食品或食品仿制品释放不符合欧共体立法规定量化学物的通报和

警告。考虑到与这些产品相关的风险，第（ＥＣ）８８２／２００４号法规４８（２）款对来自某些其

他国家特定产品规定了具体进口条件。该法规自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３３．修改关于动植物质食品饲料杀虫剂最大残留标准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３９８号通报，欧盟委员会

制定法规草案，修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３日第（ＥＣ）３９６／２００５号法规附件

Ⅲ———关于动植物质食品饲料内／表杀虫剂最大残留标准及修改理事会９１／４１４／ＥＥＣ号

指令。该草案修改了（ＥＣ）３９６／２００５号法规附件中某些商品的最大残留限量（ＭＲＬ），啶

虫脒（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伐虫脒（Ｆｏｒｍｅｔａｎａｔｅ）及碘苯腈（Ｉｏｘｙｎｉｌ）的限量有提高有降低。对

欧盟新用农药放宽了ＭＲＬ，而对更新限量和／或欧盟撤销注册的或无充分数据支持的

旧用途则加严了ＭＲＬ。该法规于２０１２年３月生效。

３４．修改关于家禽肉内沙门氏菌含量标准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３９９号通报，欧盟委员会

制定法规草案，修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ＥＣ）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附件Ⅱ及第（ＥＣ）２０７３／

２００５号法规附件Ⅰ———关于家禽肉内沙门氏菌。第（ＥＣ）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规定，自

２０１０年底起，除非符合２５ｇ沙门氏菌含量标准，否则原鸡类育种禽群、蛋鸡、嫩鸡和火

鸡鲜家禽肉，不得投放市场供人消费。该法规还规定，应制定该标准的细则，尤其是抽

样计划与分析方法。本提案草案的目的是修改第２０７３／２００５号法规，通过制定鲜家禽肉

沙门氏菌食品安全标准细则落实第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该标准是肠炎沙门氏菌（Ｓａｌｍｏ

ｎｅｌｌａ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和鼠伤寒沙门氏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而设置的。建议以ＩＳＯ

６５７９水平分析方法为基准法，在产品有效期内投放市场期间，５份２５ｇ样品不得含血清

型沙门氏菌。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生效。

３５．对食品添加剂的管制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４０２号通报，修改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法规附件Ⅲ，制定一份批准使用食品添加剂、食用酶、食用

香料和营养物质的欧盟食品添加剂名单。法规（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附件Ⅲ规定建立食品添

加剂及其在食品添加剂、食用酶、食用香料和营养物质、或根据法规第４（４）条可添加的

种类中的使用条件的清单。这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目标是在食品添加剂或食用酶或食

用香料或营养物质具备一种技术功能。此外，根据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食品用增甜剂第

９４／３５／ＥＣ号指令、１９９４年６月３０日食品用染色剂第９４／３６／ＥＣ号指令及１９９５年２月

２０日除染色剂及增甜剂外的食品添加剂第９５／２／ＥＣ号指令准许食品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经对其是否符合第（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第６、７、８条规定的审核后，将纳入第（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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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Ⅱ。审核不包括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的新风险评估。不再需

要的食品添加剂及用途不应纳入该法规附件Ⅱ。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日，委员会制定法规草案———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甜菊糖甙

的第（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Ⅱ。本法规涉及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批准含甜

菊糖甙的食品添加剂第（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Ⅱ。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２０１０

年３月１０日对用甜叶菊（ＳｔｅｖｉａｒｅｂａｕｄｉａｎａＢｅｒｔｏｎｉ）植物叶提取甜菊糖甙作为增甜剂的

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发表了相关意见。考虑到ＥＦＳＡ的观点，委员会认为适合按保证

消费者安全使用的适当标准来批准甜菊糖甙。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９日，委员会法规草案，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喹啉黄、落日黄及

４Ｒ胭脂红使用条件和标准的第ＥＵ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Ⅱ。本法规涉及欧洲议会和

理事会第（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ＩＩ修改案———食品添加剂喹啉黄、落日黄及４Ｒ胭

脂红修订使用条件和标准。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意见书对喹啉黄

（Ｅ１０４）、落日黄（Ｅ１１０）及４Ｒ胭脂红（Ｅ１２４）的安全性进行了再评估，并建议将日允许

摄入量（ＡＤＩ）分别降到０．５，１及０．７ｍｇ／ｋｇ以下。此外，ＥＦＳＡ认为，精确暴露估计值

通常要大大高于ＡＤＩ修订值。因此，目前适宜的是降低这些物质目前使用条件和标准，

以保证不再超过新定ＡＤＩ值。该法规拟于２０１２年２月生效。

３６．有关动物源性食品进口的规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４０５号通报，欧盟委员会

制定法规草案，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动物源性食品（ＥＣ）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法规规定可

追溯性要求和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供人消费动物源性冷冻食品要求的第（ＥＣ）８５３／

２００４号法规附件Ⅱ。要求食品经营者以适当形式向接受食品供应的经营商，并应要求

向主管机构，提供货物相关信息。对动物源性进口食品而言，货物随附的卫生证书已包

括了该信息。并要求食品经营者以适当形式向接受食品供应的经营商，并应要求向主

管机构，提供有关动物源性食品生产冷冻日期相关信息。该法规拟于２０１２年７月生效。

３７．修改婴幼儿食品的最大限量标准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ＥＥＣ／４０３号通报，欧盟委员会

发布法规草案，修改有关婴幼儿食品内多环芳香烃最大限量标准的第（ＥＣ）１８８１／２００６

号法规。本法规草案目的是将多环芳香烃最大许可标准与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

２００８年６月科学意见相协调。ＥＦＳＡ的科学结论是苯并（ａ）芘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多环

芳香烃组的标志，有一种４个或８个标志物质组成的系统更加适合作为标志物。本法规

草案在保持苯并（ａ）芘个体最大许可标准的同时，采用４种物质总和的最高标准。该法

规拟于２０１２年９月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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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的平均关税（ＭＦＮ）为６．４％，比２００９年的５．３％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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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目前，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平均关税达１５．２％，比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５％同样有所

上升。所有１００％以上的税率均适用于农产品，主要涉及肉、蛋、糖、谷类，农产品关税

税率从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６％的税率适用于精制蘑菇，加甜牛奶和奶油的税率也高达

１６４．８％。非农产品中税率最高的为机动车（２２％）和鱼类（２２％—２６％）。欧盟对８．７％

的产品征收１５％以上的高关税，这个数字也比２００８年的８．３％有所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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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半成品

的平均关税为４．８％，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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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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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到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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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这四种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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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产品成分含量，再根据欧盟提供的计算表计算出具体的附加关税额。这种以产品成分

作为计征关税的方法改变了通常的从量计征的方式，增加了此类产品出口的关税负担，也

增加了其出口经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此类产品的输欧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

５．关税配额

欧盟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根据第（ＥＣ）３４１／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对进口大蒜实施

配额管理，配额内的大蒜征收９．６％的进口关税，配额外的大蒜征收９．６％的从价税和

１２００欧元／吨的从量税，其中，对中国和阿根廷进口大蒜的配额分配方法与其他非欧盟

国家有所不同。２０１１年，欧盟继续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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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每个进口商拿到的配额很少，很多进口商每季度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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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中国大蒜实施的进口配额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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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导致部分配额轮空，使配额的执行缺乏商业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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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准许配额可以累计和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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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尊重欧盟对特殊进口货物施加一定的管理措施的做法，但欧盟

应确保此种措施不会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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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欧盟扩盟的影响

近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一直在不断推进，新成员国入盟后采用欧盟统一关税税则。

总体来说，新成员国入盟后总体关税水平呈下降趋势，但并不是所有的进口关税都会下

降，这种下降因具体行业和具体国家而略有不同。其中农产品、轻工产品，纺织品、服装

等的进口产品关税会上升，而这些产品正是中国近年来对这些国家出口比较多的产品。

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本来对农业征收的关税为零，由于入盟后执行统一的农业政策，现在

反而大幅提高了在农产品方面的关税，如稻米、蔗糖、谷类等。为减少损失，中国商务部

按照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积极与欧盟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启动了就欧盟扩大给中国造

成贸易损失的有关补偿问题的非正式谈判，为正式进行贸易补偿谈判做好准备。目前

欧盟扩大补偿谈判已进行两次，由１２国扩大至２５国的谈判已达成并开始执行，但２５国

扩大至２７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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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欧盟又连续以中国钢铁进口持续减少、出口持续增加并对欧盟钢铁市场

造成冲击为由，先后两次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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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和《继续对某些第三国的一些钢铁

产品实施进口监控机制并扩大监控范围的第（ＥＣ）１２４１／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将监控期分两次连续延长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而且还扩大了受控产品的范围，

将７２１９１１００、７２２０１１００、７２２８５０２０等３５个税号的产品纳入了监控范围。欧盟一再针

对中国等少数国家的钢铁产品设置此类特殊措施，并扩大特殊措施的影响范围，对正常

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此次修订，不仅继续延长监控期，且在原来产品范围的基础上，

把平板不锈钢和大型焊接管材也纳入了监控范围，国内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应予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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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欧盟的该项措施已被ＷＴＯ列为２０１０年欧盟限制进口影响最大的两个措施之一。

欧盟已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陆续取消针对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纺织品进口监控措施。

２．禽肉产品

欧盟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日在《官方公报》颁布欧委会第２０１０／７３４／ＥＵ号决定，延长

多项防止禽流感的保护性措施实施期，其中涉及中国家禽进口的第２００５／６９２／ＥＣ号决

议实施期延长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根据该项决定，成员国应暂时禁止从中国进口鲜家

禽肉、含有家禽肉的肉类制品及肉类产品、含有任何家禽部分的未煮熟宠物食品和未加

工饲料、供人食用的鸟蛋及未经处理的鸟类猎物装饰。自从２００２年欧盟以动物源性食

品药物残留监控不力和禽流感疫情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禽肉制品以来，中国对欧禽肉

出口一直处于困境。在中国有关部门的积极交涉下，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７年发布决议，批

准欧盟成员国进口山东９家企业生产的熟制禽肉制品。经过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努

力，２０１０年山东有１０家熟制禽肉企业和１０家冷冻禽肉企业获准出口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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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原产于巴西、泰国和其他第三国的禽肉行业进

行关税配额管理。进口禽肉或禽杂碎含量在５７％或以上的（从重量计）熟制品，固定

关税率为１０２４欧元／吨／净重。同一税目，配额内的税率为８％。该优惠关税所允许

的进口量为２５０９６３吨；１６００３３吨熟制禽肉配额分配到泰国；７９４７７吨熟制禽肉配额

分配到巴西；剩下的１１４５３吨由其他进口商共同分配（第三国家）。该进口配额分配

制度将９５％以上的关税配额直接分配给巴西和泰国，中国只能和巴西泰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一起使用不到５％的配额。这种分配方法给予巴西和泰国的熟制禽肉绝对的

优先准入地位。

（三）出口限制

欧盟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一直是中方非常关心的问题。欧盟在新能源、建筑节能

及废物处理等环保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但长期以来，欧盟在对华高技术出口问题

上一直不肯放宽限制。同样，欧盟多年来也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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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的出口。

欧盟这种出口限制加剧了双方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使双方的贸易潜力得不到充分

的发挥。中国多次呼吁欧盟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对华出口更多的高技术产

品，不仅可以满足中欧市场需求，均衡欧盟对华逆差，也可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欧盟每年都会制定大量的技术法规，这些技术性法规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内容极其

复杂，为其他国家产品进口欧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引起了其他ＷＴＯ成员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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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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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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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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耗能产品生态设计的指令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欧盟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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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ＥｒＰ指令）。该指令大幅扩大现行ＥｕＰ指令的

范围，原则上涵盖所有能源相关产品，如窗户、隔温材料或用水产品如淋浴头、水龙头

等，涉及产品范围甚广，影响很大。

（１）实施措施与协调标准的配合问题

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推出第一项关于家用和办公设备待关机功耗的实施措施起，截至目

前，欧盟已出台了十二项针对具体产品生态设计要求的实施措施。但是在各项实施措

施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技术法规出台前，实施措施所涉及的相关检测方法标准不明

确，出口电子电器产品到欧盟的其他国家企业缺乏必要和明确的标准指引。

由于ＥｒＰ指令的实施措施往往规定了用能产品／能源相关产品的能效限值，而产品

的能效指标与所使用的检测方法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能效检测结果。检测方

法的不确定，直接造成出口国企业为了满足欧盟ＥｕＰ／ＥｒＰ指令实施措施所规定的生态

设计要求而改进产品设计时无所适从。

ＥｕＰ／ＥｒＰ指令属于新方法指令的范畴，其与实施措施相配套的检测方法是在实施

措施正式公布后，以协调标准清单通报（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公布的。协调标准在时

间上滞后于规定最低能效要求的实施措施。欧盟在ＥｒＰ实施措施出台前的预研报告以

及中间的咨询论坛、法规草案讨论中会提及措施中使用的检测方法标准。但是预研报

告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取到，欧盟没有在统一的公开网站上公布，而是放在各个研究小组

临时建立的预备性研究网站上公布。实施措施出台前各个环节，如咨询论坛、法规草

案，国外的生产厂家和相关团体不容易或不能参与，这都为ＥｕＰ／ＥｒＰ指令实施措施出台

前的整个过程增加了不透明性。

中方提请欧方能够及时更新相关ＥｕＰ／ＥｒＰ公开网站的信息，最好能在通报ＥｕＰ／

ＥｒＰ实施措施草案的同时，能够明确检测方法标准，使得生产商有足够的时间做好技术

准备，同时让欧盟技术法规制定过程更为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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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空调ＥｒＰ生态设计和新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欧盟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和２月１８日，向 ＷＴＯ秘书处通报了ＥｒＰ指令下有

关空调和舒适风扇的生态设计实施条例草案（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２）以及空调新能源标

识实施条例草案（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３）。其中，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３对应的空调能源

标识条例（ＥＵ）Ｎｏ６２６／２０１１已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在欧盟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这是

继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洗碗机之后，新能源标识框架指令２０１０／３０／ＥＵ下的第五项

实施条例。然而与Ｇ／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２对应的空调生态设计实施条例尚未正式公布。

该条例一旦公布，便是ＥｒＰ指令下的第十三项实施措施。

该条例规定空调待关机最大能耗要求是将变频空调作为一个单独类别专门规定

的，而规定最低能效要求时，却并未将变频空调和非变频空调在指标上予以区别对待，

缺乏科学依据和合理性。

由于该条例涉及的产品多为室内空调，而目前尚未有相关证据证明现有室内空调

产品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会对人体及环境产生损害，因此条例草案附录Ⅰ第２条表５中对

空调产品噪声规定的强制性要求并不符合技术性贸易措施制定的合理目标之一。

该条例中没有给出“季节能效”的具体计算方法和测量方法，从而无法对草案规定的

最低能效要求的合理性进行判断，而且国际上有关季节能效指标测量的标准也正在制定

中。欧盟没有在制定最低能效要求时，给出相应的检测方法，不符合能效措施制定的常规。

生态设计要求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和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这两个

日期间隔时间较短，离拟颁布日期也较短，没有给予制造商充足的过渡期去改进产品的

设计和生产。

２０１０年，我国对欧出口空调４０４．５４万台，占该年我国空调出口总量的１０．９％。近

两年来，空调出口欧洲占比显著降低，由２００８年以前的２０％—３０％降到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

年的１０％左右。上述两项法规（草案）对我国空调出口欧盟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Ｇ／

ＴＢＴ／Ｎ／ＥＥＣ／３６２通报的空调生态设计（最低能效）要求，将极大地影响我国定频空调

出口欧盟市场。

在测量方法方面，对非单管式和双管式空调（分体式、窗式），欧盟引入了季节能效

的概念，把原来的单点评估发展成多点评估，并考虑了欧盟不同国家气候类型的影响。

例如：在评估制热时，会把欧洲分为平均、热区、冷区。季节能效的导入，对实验的数量

和设备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譬如测试工况增加到１６个，增加对衰减系数的测试，冷区

的测试最低温度要达到１５度。目前，国际上和欧盟对于ＳＥＥＲ和ＳＣＯＰ测量方法标准

都处于草案阶段，对我们评估欧盟能效指标的合理性造成了困难。

（３）家用制冷器具新能源标识实施细则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家用制冷器具的新能源标识实施细

则（ＥＵ）Ｎｏ１０６２／２０１０。条例将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实施，原指令９４／２／ＥＣ随之作废，

部分条款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实施。与此对应的规定家用制冷器具最低能效要求的

ＥｒＰ生态设计实施条例（ＥＣ）Ｎｏ６４３／２００９，已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公布，一般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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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分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和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两个阶段实施，特定生态设计要求分２０１０

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和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或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三个阶段实施。

两项条例中对于酒柜冰箱的技术性能要求较为苛刻，没有按照用途对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区分：是短期贮存还是长期贮存（取决于所贮存的酒的周转快慢）；是用于实现最

佳饮用温度还是用于酒的熟化；对不同类别不同档次的酒，贮存温度误差是否一定要定

在０．５Ｋ以内这样精确；对湿度的范围要求（５０％—８０％）是否有替代措施；减震构造是

否都必要。

条例给酒柜冰箱加上了不必要的苛刻的使用性能要求。条例中规定的某些性能参

数根本是与条例本身的能效要求无关，更何况还对它们提出定量的数值要求。根据

（ＥＣ）Ｎｏ６４３／２００９，如果某酒柜的性能指标的数值与条例的要求不一样，就不能被豁免

最低能效要求。例如，如果某酒柜，温度范围是６—２２℃，而不是规定的５—２０℃，温度

误差在１Ｋ，湿度范围是５５％—８５％，就不能豁免欧盟的最低能效要求，不能声明该产品

是“只是专门用于贮存酒的器具”，而只能混同于普通冰箱，并且要达到普通冰箱的最低

能效要求才能销售。

两项条例增加的对于酒柜使用性能指标过高，增加了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

欧盟法规中指标和测试方法存在模糊之处，使得在售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监管出现不公

平现象，譬如，欧盟在监管中对中国产品十分严格却对欧盟产品宽松，造成中国产品逐

渐退出欧盟市场。

中方对欧盟在两项条例中对于酒柜贮藏室的温度范围、温度误差、湿度范围、减震

构造这四项指标的定量定性要求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提请特别关注。

３．新ＲｏＨＳ指令

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自２００３年２月在官方公报上颁布，并于２００６年实施以

来，对降低欧盟电子电气设备中的有害物质的含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欧盟对其进

行过１３次修订，除了２００５／６１８／ＥＣ和２００８／３５／ＥＣ之外，其他１１次修订均是关于指令

豁免条款的补充说明和修订，整个指令的框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然而随着指令的实施以及技术进步，由于范围的不确定性、法律条款和定义的不够

清晰而导致成员国对判断产品符合性的方法的不同。此外，邻苯二甲酸盐、纳米材料等

对人体及环境的影响，引发了是否扩大ＲｏＨＳ指令产品范围以及受控物质范围的探讨。

同时考虑到与产品营销法规（ＥＣ）Ｎｏ７６５／２００８、合格评定程序７６８／２００８／ＥＣ，以及

ＲＥＡＣＨ法规等欧盟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持一致，从而减少行政管理产生的不必要负

担，达到收紧现行的法规、提高制造商责任及加强欧盟成员国的监管效力的目的。欧盟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了对ＲｏＨＳ指令的修订工作。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欧盟终于在官方公报上

发布了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的改写指令２０１１／６５／ＥＵ《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限制电

子电气产品中某些物质使用的指令》。

相对于原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ＥＣ，新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１１／６５／ＥＵ扩大了产品范围，

将医疗器械（第８类）、监视和控制仪器（第９类）及未涵盖在上述分类中的电子电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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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类）纳入指令的产品范围。这意味着，新ＲｏＨＳ指令将所有电子电气产品纳入指

令范畴之内，包括电缆、配件（豁免产品除外），使得原本不在指令范围内的电子电气产

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提高；另一方面，新指令要求产品强制贴附ＣＥ标志，无疑会增加

制造商的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对于管控物质的范围和限量要求虽

然目前并未进行扩展和修改，但是从指令的修订的进程看来，欧盟最先已明确了欧盟每

３年需要对此进行重新审查，将ＨＢＣＤＤ等物质列为受限物质的优先考虑对象，也是为

扩大受限物质清单铺路。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艺的成熟，将会有

更多的物质列入受管控的物质清单中。提供这些将要纳入管控范围的物质及其替代物

质科学的安全可靠性评估方法和合理说明就显得格外重要。最后，新指令明确了制造

商、进口商和分销商的职责，从职责的划分看来，是环环相扣、互相承接的。总体而言，

与中国制造企业密切相关的两个角色：制造商和授权代表的职责都在指令条款中予以

了明确。制造商需要保证产品符合指令的要求，拟定技术文档，进行型式认证，加贴ＣＥ

标志。对于授权代表，虽然欧盟并未强制规定制造商必须在欧盟指定授权代表，但授权

代表的出现可以承担部分制造商的职责，对于欧盟对制造商的监管和溯源相关的文档

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４．ＲＥＡＣＨ法规

ＲＥＡＣＨ作为一部整合了欧盟４０多部原有化学品规范性文件的法规，其涉及了化

学品的注册（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授权（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和限制（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四个部分，同时还涵盖了通报义务和供应链的信息沟通。影响范围几乎覆盖了各行业

从原料到最终产品的上、中、下游产品。欧盟期望藉由ＲＥＡＣＨ法规，收集到大量可靠

的数据，通过对化学品用途的风险评估来确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从而预防性地保证

欧盟市场上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ＲＥＡＣＨ法规是欧盟市场销售的所有化学品及下游产品均需要遵守的“通则”，对产

品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无疑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企业作为欧盟境

外的制造商，不可直接履行申请注册、授权等责任；至今中国境内也没有被欧盟认可的

ＧＬＰ实验室，庞大的检测费用将对企业造成沉重负担；此外，还存在语言、信息沟通不畅

等障碍，加之ＲＥＡＣＨ法规本身的复杂性，对我国相关生产和出口企业构成极大挑战。

其运行至今，对我国化学品输欧的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如下：

（１）ＲＥＡＣＨ法规被誉为“史上最复杂的化学品法规”，整个文本长达１０００多页，还

包括大量复杂的指南性文件。特别是对于这样复杂的法规，解读性质的文件显得尤为

重要，但是对需要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之前完成第一批正式注册的企业来说，指南最终

出台的时间太晚，无法对第一批正式注册的企业提供及时的帮助。此外，ＲＥＡＣＨ法规

中规定了物质信息交流论坛（ＳＩＥＦ），本意是帮助企业在该平台上交换信息，节约时间金

钱，但由于法规并未强制规定ＳＩＥＦ论坛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导致了ＳＩＥＦ论坛交流的随

意性较强，整个ＳＩＥＦ的进程较慢，大多数企业不愿意带头在该平台上共享信息。而且，

由于该法规十分复杂，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企业造成较大困扰，然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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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欧盟只提供该法规的在线技术指导，无法做到有效、快速和准确。欧盟应该考虑到贸

易伙伴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接受能力，应该考虑适当加强该法规透明度方面的工

作，还应向贸易伙伴国提供多渠道技术支持。

（２）对中小企业影响深重。欧盟虽然在ＲＥＡＣＨ法规中对各种类型的企业制定了

不同的注册费率，其中规定中小企业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

标准，欧盟制定的中小企业的标准（年营业额超过１０００万欧元就不再属于中小企业）过

低。在该问题上，欧盟应该考虑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性，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标准，使

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享受较低费率的范畴，尽量减轻ＲＥＡＣＨ法规对他们的压力。

（３）申请注册及许可的工作量大，花费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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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复杂且工作量巨大，企业需耗费大量时间和金

钱，甚或专门为此引进专职人员或高价委托机构代为办理，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成

本。若需要进行检测时，更是如此。据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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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注册费用最高需３．１万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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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物质的一种用途申请许可就要１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费用，对于申请物质

数量较多或每种物质用途较多的企业而言，费用更是以数十万计增长。

（４）相对于欧盟制造商，ＲＥＡＣＨ法规使非欧盟制造商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该法规

规定，非欧盟制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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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唯一代表人进行注册。虽然这是因为ＲＥＡＣＨ是欧盟法律，无权直接规范第三国企

业，才专为非欧盟企业设计了该款规定，但事实上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不便。这样的安

排不仅增加了中国企业注册的难度和成本，而且造成中国企业必须依赖欧盟进口商和

唯一代理人才能将产品出口欧盟，使得企业销售渠道受制于人，令中国企业在商业谈判

中极其被动，缺少选择余地；再次，由于申请过程涉及大量有关产品的重要信息，这样可

能导致中国制造商的商业信息泄密的可能性大增。

（５）欧盟各成员国执法不统一。目前ＲＥＡＣＨ法规已经开始实施，但是照目前的实

施情况而言，各成员国执行情况不统一，尺度也有所不同。而且其对于违反的处罚亦有

所不同，这对第三国对欧出口造成很多困扰。

（６）２０１１年，欧盟公布了六项有关ＲＥＡＣＨ法规的条例，主要是对ＲＥＡＣＨ法规的

附件进行修订，它们为：附件Ⅰ：（ＥＵ）Ｎｏ２５２／２０１１、附件ⅩⅢ：（ＥＵ）Ｎｏ２５３／２０１１、附件

ⅩⅣ：（ＥＵ）Ｎｏ１４３／２０１１、附件ⅩⅦ：（ＥＵ）Ｎｏ２０７／２０１１、（ＥＵ）Ｎｏ３６６／２０１１、（ＥＵ）Ｎｏ

４９４／２０１１。其中（ＥＵ）Ｎｏ１４３／２０１１公布了首批６种需授权（许可）物质，（ＥＵ）Ｎｏ２５２／

２０１１对化学品安全评估和安全报告的规定进行了修订，（ＥＵ）Ｎｏ３６６／２０１１增加了对丙

烯酰胺的限制条款。授权的物质不考虑吨位段的大小，只要涉及这些用途都要申请授

权，申请范围更大。

中国化学品行业多属中小企业，ＲＥＡＣＨ法规实施以来，很多中小企业无力应对繁

杂的ＲＥＡＣＨ注册，又承担不起高昂的注册费用，就此失去出口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对

７４２欧　　盟



于出口物质多但是数量少，利润无法支撑昂贵注册费用的企业，可能无奈之下只能选择

退出，其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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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新玩具指令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正式公布的欧盟新玩具指令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已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正式实施，其中关于原材料安全化学性能要求的实施日期为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

相对于旧指令８８／３７８／ＥＥＣ，新指令２００９／４８／ＥＣ的安全要求更为严格，特别是化学

要求，其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１）机械物理性能：在针对３岁儿童的小部件要求基础上。增加了所有儿童的口动

玩具也不能含有小部件；在体外窒息的基础上，增加了体内窒息危险；增加了对食品中

玩具的要求。

（２）化学安全性能：引入玩具中致癌、致基因突变或致生殖毒性（ＣＭＲ）物质的特别

条款；新增加限制６６种过敏性芳香剂的使用；对迁移元素的限定，由原来的锑、铝、钡等

８种常规元素，扩大至现在的１９种。此外，对化学元素的限值也大幅降低，如锑的限值

由６０ｐｐｍ降低为１１．３ｐｐｍ。

（３）卫生要求：强调对玩具清洁和卫生方面的要求，如毛绒玩具要求洗涤后仍能满

足安全要求。

（４）ＣＥ标志和市场监管的要求：对于ＣＥ标志，除了在产品本身，如果放入包装后

无法看到，还应在包装上加贴；对警告标识规定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对一些特殊玩具如

食品中玩具、摇篮上玩具的标识要求；配合（ＥＣ）Ｎｏ７６５／２００８和７６８／２００８／ＥＣ，增加了

对市场监管方面的规定。

欧盟对玩具安全要求的提高，特别是化学安全性能的提高，对我国玩具出口欧盟构

筑了更高的技术壁垒，影响到我国７０％以上的玩具出口企业。新指令的实施将会对我

国玩具产业链造成巨大影响，不但增加玩具制造商生产、检测和贸易成本，还将对中欧

玩具贸易起到限制作用。

６．关于纺织品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的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０日，根据纺织品名称和标签技术工作组最近的调查结果，针对“聚丙

烯／聚酰胺复合纤维”（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ｂ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这种新纤维，欧盟发布指

令２０１１／７３／ＥＵ和２０１１／７４／ＥＵ。其中２０１１／７３／ＥＵ将该纤维增加到增加到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纺织品名称指令２００８／１２１／ＥＣ的附件Ⅰ和Ⅴ的纤维列表中，供投放欧盟市场

的纺织品标签上使用。２０１１／７４／ＥＵ则修订了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二元混纺织物定

量分析的某些方法的指令９６／７３／ＥＣ的附件Ⅱ，规定了该纤维的统一测试方法。

２０１１／７３／ＥＵ中对于新纤维“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的定义为“含量占１０％—

２５％的聚酰胺嵌入聚丙烯基体中的一种混合物”，仅给出了聚丙烯／聚酰胺二组分中聚

酰胺含量，未提供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分散状态的详细描述，因此企业无法得知自

己的产品是否符合该标准中纤维的命名和定义，给生产和贸易造成不便。此外，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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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给出聚丙烯／聚酰胺复合纤维相应的定性分析方法，会造成相关生产企业无法进

行定性检测并对产品进行命名，从而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同时，２０１１／７４／

ＥＵ中无新纤维聚丙烯／聚酰胺二组分纤维与聚丙烯纤维混合物的定量分析方法，当产

品中同时存在该新型纤维与聚丙烯纤维时，将无法定量分析各自的含量，从而对国际贸

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为保护人类健康及动植物安全，欧盟历年来出台众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其中一

些不可避免地对贸易造成了一定阻碍，引发了其他成员国的广泛关注。根据ＷＴＯ卫生

与植物卫生委员会的最近一次统计（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报告显示，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０年，共

有３０４起成员通报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被其他成员在该委员会提出表示关注，并要求

采取措施的成员进行澄清或解决，其中有１９８起是由发达成员采取的。涉及欧盟的措施

共计５９起，占所有被关注措施的１９％，占所有发达成员措施总额的三分之一。

１．欧盟禽肉市场标准

《欧盟有关建立共同农业市场禽肉市场标准的第１０４７／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于２０１０

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按照该规则中的定义，“冷冻禽肉”和“冷藏禽肉”不再被划归“新

鲜禽肉储备”，解冻后的禽肉也不再被称为“新鲜禽肉”。根据该规则，冷冻禽肉必须在

冷冻状态下出售，不可以解冻后出售，欧盟的理由是解冻后出售会令消费者认为是鲜肉

而误导消费者。新规则比国际标准中对“新鲜禽肉”的划定更为严格，如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的“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欧盟这种做法会给冷冻禽肉销售造成一定的阻碍，造成

对非欧盟禽肉生产国的歧视，因为非欧盟国家进口的禽肉必须经过冷冻方可运抵欧盟，但

欧盟的禽肉就没有这种障碍。事实上，只要标识清晰，消费者应该有能力分辨新鲜禽肉和

冷冻后解冻的禽肉，欧盟禽肉市场标准对非欧盟国家的禽肉造成了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中

方建议欧盟参照现行国际标准制定禽肉标准，以免对正常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第（ＥＵ）Ｎｏ１０８６／２０１１号欧委会条例正式生效，即修订家禽肉中沙

门氏菌的含量标准。欧盟在第（ＥＣ）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规定，自２０１０年底起，除非符合２５ｇ

沙门氏菌含量标准，否则原鸡类育种禽群、蛋鸡、嫩鸡和火鸡鲜家禽肉，不得投放市场供人

消费。该法规还规定，应制定该标准的细则，尤其是抽样计划与分析方法。新条例通过制

定鲜家禽肉沙门氏菌食品安全标准细则落实第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该标准是肠炎沙门氏

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ｄｉｓ）和鼠伤寒沙门氏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Ｔｙｐｈｉｍｕｒｉｕｍ）而设置的。建议以

ＩＳＯ６５７９水平分析方法为基准法，在产品有效期内投放市场期间，５份２５ｇ样品不得含血

清型沙门氏菌。该法规相比较第（ＥＣ）２１６０／２００３号法规对禽肉中沙门氏菌含量标准具有

更严格的要求。该项法规的变化对我国新鲜禽肉出口企业带来较大风险。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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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要求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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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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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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中草药登记法规

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颁布的《有关人类使用的药物的第２００４／２４／ＥＣ号欧盟议会

和理事会指令》以及《有关传统草药，修改有关人类使用的药物的第２００４／２４／ＥＣ号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指令》，欧盟制定了一套登记程序，要求在中草药产品必须满足条件并获

得许可后方能在欧盟市场上销售。上述法规制定了７年的过渡期。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

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传统植物药指令》全面实施，未经注册的中药将不得在欧盟市场

上作为药品销售和使用。

首先，上述法规中设计的中草药登记程序非常复杂，以至于欧盟在２００４年的指令中

制定了简化程序，但是无论是２００１年的指令还是简化后的２００４年指令，欧盟均未对

ＷＴＯ进行过通报。而且，上述法规也没有对有关审批部门如何进行产品评估出具指导

性文件和相关参数。

其次，欧盟要求每种在欧盟市场销售的中草药包装中必须包括生化生物测试卷宗

报告和该药物的药理学、毒物学和临床试验报告，为产品销售增加了很大负担。

再次，上述法规还要求进入欧盟市场的中草药必须提供人类使用历史达３０年以上

的证明，其中需在欧盟使用达１５年，这条要求对出口商而言过于严苛，特别是对一些成

立不久的中小企业而言。

４．食品色素颜色警告标识

根据欧盟《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第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条例》第２４条规

定，由于３岁及８—９岁的儿童会对某些特定颜色产生强烈反应，因此如果食品和饮料中

包含日落黄、奎琳黄、酸性红、诱惑红、酒石黄和朱红这六种颜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就必须在食品或饮料包装上添加警告标识。该措施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实施。中方认为，这

几种色素在食品领域广泛使用，特别是糖果和饮料。欧盟该措施并无充分的科学研究

作为依据，给正常的贸易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希望欧盟能够在对相关证据进行全面的

科学检测后，再行实施该项规则。

５．禁止自中国进口聚酰胺和三聚氰胺塑料厨具

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在欧盟官方通报（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发布法规（ＥＵ）Ｎｏ２８４／２０１１，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生效。该法规要求所有源自中国

或中国香港的尼龙和密胺树脂厨具，必须实施如下措施：进口商或其代理商须为每批货

物提供一份能够证明符合指令２００２／７２／ＥＣ中关于初级芳香胺和甲醛要求的声明，此声

明须附带一份实验室检测报告；进口商及其代理商须在由中国或中国香港发出的货物

到达第一进口地点前至少两个工作日通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将在货物到港前两个工

作日内完成文件审核；主管机关会对货物进行识别和物理检查，并对１０％的货物进行实

验室检测；如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货物会立即通报ＲＡＳＦＦ；货物必须经过文件审核、识别

审核、物理检查后方可放行；所有检查完成后，主管机关会保存抽检货物数量，检查结果

０５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和被检货物的详细信息。

该法规专门针对来自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聚酰胺和三聚氰胺塑料厨具，而且上

述条款对每批次货物都要进行１０％的抽检，管控力度十分严格。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欧盟对华发起８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与２０１０年的１１起相比略有减少但基

本持平。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欧盟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６９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对５０

余类输欧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２０１１年欧盟对原产自中国的钼丝和玻璃纤维网格织

物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

１．２０１１年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基本概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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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
草酸

（Ｏｘａｌｉｃａｃｉｄ）
ｅｘ２９１７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欧盟公布初裁结果：对山东丰

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丰元天弘精细材料有限

公司征收３７．７％的临时反倾销税；对山西省原平市

化工有限公司征收１４．６％的临时反倾销税；普遍征

收５２．２％的临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选定印度

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２ ２月１７日
甜蜜素

（ｓｏｄｉｕｍｃｙｃｌａｍａｔｅ）
ｅｘ２９２９９０００

本案是针对２００４年３月对我国甜蜜素反倾销案终

裁中获得零税率的中国企业单独发起的。

３ ４月１９日

大豆浓缩蛋白产品

（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

ｃｅｒｎｔｒａｔｅｄ）

ｅｘ２１０６１０２０、

ｅｘ２１０６９０９２、

ｅｘ２３０９９０１０、

ｅｘ２３０９９０９９、

ｅｘ３５０４００９０

２０１２年１月，欧委会做出初裁披露，初步认定我国

涉案企业存在倾销，欧盟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但不采

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在本案中，欧盟初步选定美国

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４ ７月２８日

编缝玻璃纤维织物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ｐｅｎｍｅｓｈｆａｂｒｉｃｓ）

ｅｘ７０１９３９００、

ｅｘ７０１９４０００、

ｅｘ７０１９９０９９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３
月３１日。在本案中，欧盟初步选定美国作为计算中

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５ ７月２９日 酒石酸 ｅｘ２９１８１２００

本案为针对在２００６年终裁的欧盟对华酒石酸反倾

销案中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且税率为零的中国企业再

次发起的反倾销调查，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８日，欧委会裁

定不予征税。

６ ８月１２日
铝制散热器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ｒａｄｉａｔｏｒｓ）

ｅｘ７６１６９９１０、

ｅｘ７６１５１９１０、

ｅｘ７６１５１９９０、

ｅｘ７６１６９９９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
月３０日。在本案中，欧盟初步选定俄罗斯作为计算

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７ １２月２０日

成卷铝箔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 ｆｏｉｌｉｎ

ｓｍａｌｌｒｏｌｌｓ）　

ｅｘ７６０７１１１１、

ｅｘ７６０７１９１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９
月３０日。在本案中，欧盟初步选定美国作为计算中

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８ １２月２１日
有机涂层钢板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ｔｅｄｓｔｅｅｌ）

ｅｘ７２１０７０８０、

ｅｘ７２１２４０８０、

ｅｘ７２２５９９００、

ｅｘ７２２６９９７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９
月３０日。欧盟委员会在立案中考虑选择加拿大或

者南非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１５２欧　　盟



　　（２）其他

２０１１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文件夹弓形杠机械装置、麂皮、碳化硅、塑料袋、糠醇、

皮鞋、钨电极、熨衣板、冷冻草莓发布反倾销到期公告。欧盟对华玻璃纤维网格织物、瓷

砖、无缝不锈钢管、三聚氰胺、铜版纸、长丝玻璃纤维作出反倾销终裁。此外，欧盟就中

国产的胶合板、碳化钨、碳酸钡、自行车、三氯异氰尿酸和手动叉车及其主要配件日落复

审作出终裁，继续维持措施；对原产于中国的甜蜜素、糠醛、酒石酸、预应力非合金钢丝

和钢绞线进行反倾销期中复审立案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酒石酸、塑料袋、弓形文件夹、

钢丝绳、油鞣皮革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２０１１年，欧盟取消了对华数据卡的反

倾销、保障措施和反补贴的调查，取消对华聚酯短纤维、镁碳砖、香豆素、钢铁铸件、皮

鞋、磷酸三酯、碳化硅的反倾销措施。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２０１１年

５月１８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钼丝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涉案产品在欧盟合并关税编

码ｅｘ８１０２９６００下。同一天，欧盟还对原产于中国的塑料袋作出反倾销反规避终裁：取消

厦门兴厦塑料有限公司８．４％的反倾销税率，并对其征收２８．８％的反倾销税。２０１１年７

月２６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制紧固件作出反规避终裁：对由马来西亚转口（无论

是否标明原产于马来西亚）的涉案产品征收８５％的反倾销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对华

钢铁制紧固件进行反规避期中复审立案调查。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

瓷砖作出反倾销终裁，对部分公司征收２６．３％、２９．３％、３６．５％、３０．６％和６９．７％的普

遍反倾销税。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钢丝绳和钢缆进行反规避期中复

审调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进行反规避立案

调查，此次调查针对自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原产于马来西亚）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

由于欧盟初审法院在年初时，否定了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对华柑橘类

水果罐头反倾销案中对湖北新世纪和浙江新世纪食品公司发布的最终裁定，因此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５日，欧委会决定对湖北新世纪和浙江新世纪食品公司柑橘类水果罐头反倾销

案发起部分重启调查。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来欧盟加大了对华进口产品的反规避调查，先后对原产于中

国的钼丝、塑料袋、钢铁紧固件、钢丝绳和钢缆以及玻璃纤维网格织物等多项产品进行

反规避调查，因为反规避调查条款的使用往往不需要进行调查就可以征收高额的反倾

销税，达到“屏蔽”他国商品的目的，它是反倾销措施的延伸和扩展。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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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调查机关未能给予中国企业单独税率。

欧盟要求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调查中，根据《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９．５条规定，证

明其符合欧方提出的五条标准，欧盟方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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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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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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中国就欧盟对中国输欧紧固件反倾销措施诉诸 ＷＴＯ争端解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ＷＴＯ专家组就“中国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发布裁决报告。

专家组明确裁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有关“单独税率”的规定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欧盟不服裁决提出上诉。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发布该案上诉机构报

告。该报告支持了专家组裁决，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９（５）条关于单独税率的

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目前，欧方尚未在反倾销调查中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

② 中国出口商缺乏寻求救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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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极少对此类案件立案，即便受理也是审理速度极慢，结果也

不理想。２００７年４月，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熨衣板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终裁。２００７年

６月１２日，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诉诸欧洲初审法院（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

并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被驳回。２００８年４月３日，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上

诉欧洲法院（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欧洲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欧

委会２００７年４月对中国熨衣板反倾销案终裁中，拒绝给予中国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

品有限公司市场经济待遇并征收１８．１％的反倾销税的做法违法，并要求废除该反倾销

征税法令。为了执行欧盟法院的裁决，欧委会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在

原产于中国的熨衣板反倾销案中的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反倾销措施部

分重启反倾销调查（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欧盟委员会发

布公告称，其已按照欧盟法院的裁决，在反倾销措施实施之前，给予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

用品有限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评议期，之后继续对该公司按原反倾销税率（１８．１％）

征收反倾销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欧委会再次决定发起部分重启反倾销调查。此次调

查是针对湖北新世纪和浙江新世纪食品公司柑橘类水果罐头发起的，因为欧盟初审法

院在年初时否定了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对华柑橘类水果罐头反倾销案中对

湖北新世纪和浙江新世纪食品公司发布的最终裁定。

③ 针对中国零税率企业的重启调查。

２００６年２月，欧盟对华熨衣板进行反倾销调查。２００７年４月，欧盟对此案作出肯定

性终裁，广州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Ｓｉｎｃ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ｏ．Ｌｔｄ，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是惟一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和零税率的企业，裁决后继续维持对欧正常出口。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２日，欧盟在原措施尚在实施的情况下，对该公司单独发起反倾销调查。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对该反倾销案作出终裁：对广州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征收３５．８％

的反倾销税。欧盟在本案中未给予广州新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以市场经济待遇。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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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为欧盟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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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以上的经济总增加值（ＧＶＡ）和就业率，并不断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欧盟服务领

域自由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货物领域，欧盟服务贸易领域的政策在《里斯本条约》正式

生效之前，是由各个成员国各自掌握。《里斯本条约》将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扩大到服

务贸易领域，但到目前为止欧盟服务贸易领域统一市场尚未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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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盟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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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令要求成员国于２００９年底完成相关国内法的立法和修订工作，但一

直到２０１０年，各国方才陆续完成。大多数国家采用单一法规的形式，但法、德仍然采用

一系列法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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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抵消了非欧盟国家与欧盟谈判带来的实

质利益。欧盟与非欧盟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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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１）电信服务

欧盟入世承诺中电信服务承诺和欧盟共同电信监管框架（以下简称“电信框架指

令”）均鼓励欧洲电信部门自由化竞争，因此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遵守世贸组织的承诺，

为声讯电话和数据服务提供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电信框架指令增加了成员国额外的

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要求，相应地导致了很多问题，诸如当地网络的设备供应与分别计

价、线路共享、协同定位和租用专线设备供应。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欧盟电信法规改革以后，其中一项创新就是设立了欧洲电信监管机

构，旨在促进欧盟内的公平竞争和各国电信市场监管法规间相互协调，新法要求２７个成

员国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完成各国国内法转化。２０１０年８月，欧盟提出繁荣欧洲数字经济的

“欧盟２０２０战略”。“欧洲数字议程”接下来会有相关立法的跟进，这将对中国的电信供

应商和宽带服务和在线内容服务商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德国电信的关键市场，国有的德国电信公司占据控制地位，包括当地网络和宽带

接入。２００６年，德国政府修订的电信法案以促进消费者保护，要求价格透明和账目清

楚，针对服务供应商引入了赔偿责任之限制条款。与德国电信公司竞争的技术壁垒在

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协议流量的获得、使用和整体销售。尽管德国电信与一些竞争对手达成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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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供此类服务的合同，但是这仍然是阻碍竞争的主要问题。

意大利电信公司是意大利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由于国内政治压力的干涉，国外的运

营商很难进入意大利的电信市场。意大利电信公司拥有意大利大部分的固定通话的基

础设施，且为了留住客户采取不规范操作，导致竞争者的进入成本很高。

（２）邮政和其他配送服务

从２００８年２月开始，欧盟正式适用２００８／０６／ＥＣ号指令。根据该指令：到２０１０年

底，除了塞浦路斯、捷克、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波兰、罗马尼

亚和斯洛文尼亚１１国以外，欧盟的其他所有的成员国都必须开放邮政服务市场，上述

１１个国家可以延迟邮政市场的开放，最晚不得晚于２０１３年开放。

（３）法律、审计和会计服务

奥地利、塞浦路斯、希腊、匈牙利、立陶宛、马耳他、斯洛文尼亚要求欧盟国籍才能参

加律师资格考试。该资格是在欧盟和成员国进行法律执业的必备要求。比利时和芬兰

要求欧盟国籍才能从事法律代理服务。一般说来，律师要在欧盟成员国执业都需要获

得相应国家律师资格，如在已获得某一欧盟成员国律师资格要在另一欧盟成员国执业

则相对容易。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欧盟设立分支机构也受到各欧盟成员国具体的限制，

比如在匈牙利，外国律师需要与当地律师签订合作协议才能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审计和会计服务方面，葡萄牙法律要求会计和审计从业人员必须加入葡萄牙会计

协会，而加入协会的前提是必须具备欧盟成员国的国籍。希腊总统１９９７年就下令颁布

一项法令要求审计最低费用标准，限制各种不同类型的审计人员的使用，限制审计公司

为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因此增加了审计事务的开支。总的来说，审计和会计服务在欧

盟境内都属于限制性行业，有待欧盟成员国政府的进一步开放。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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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服务方面，根据《欧盟增值税指令》的规定，许多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已经被

视为独立法人对待，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即增值税类别），增值税类别允许当金融服务提

供者为公司内部开销时，包括支付职员工资时，可以进行增值税抵扣，但直到２０１０年，波

兰还没有设置增值税这一类别。

（５）扩盟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欧盟已向ＷＴＯ成员提交了３份有关新加入欧盟成员国对现有《服务贸易总协定》

承诺的修改通知。为了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２１条的规定，欧盟必须与因修改现有

承诺而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展开磋商，对世贸组织成员进行相应的补偿。但到目前

为止，欧委会还没能确保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批准补偿提案，也就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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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采购

欧盟是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签署成员，主要通过公开采购指令（即第２００４／１８／

ＥＣ号指令）来具体贯彻实施。但是，欧盟并未将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中规定的采

购种类全部纳入。２００４年，欧盟采用了修订的公用设施指令（即第２００４／１７／ＥＣ号指

令），采购范围包括水、运输、能源、邮政服务部门。该指令要求公开、竞争的投标程序，

但对国际协定或者双边互惠协定中欧盟份额低于５０％的投标案采取的是歧视性待遇。

在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上，透明度程度普遍不高，欧盟各国的政府采购案多交由

本国企业或者欧盟成员国企业承接，对欧盟以外企业参与的公开采购案有各种不同的

限制，建议参与此类项目的中国企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达成合作协议，联合竞标的中标

几率相对高一点。

欧盟各个成员国在政府采购方面的具体情况详列如下：

奥地利的政府采购合同中标者通常都是欧盟的供应商，汽车方面主要是德国汽车

企业。此外，奥地利对某些主要防御性设施的采购项目的补贴高达２００％。奥地利的能

源设施大部分是政府所有，而且根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５８５／ＥＣ指令，能源供应类工程项目

的采购是无须发出公开要约的。

捷克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缺乏透明度。由于捷克政府广泛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这就为捷克和一些外国公司竞标政府合同制造了利益冲突。根据有关法律，购买非欧

盟国家外国企业的防御性设施需要通过捷克的中间商，这样就增加采购的成本，而且降

低了透明度。

法国政府防御性设施的采购订单的中标者主要都是欧盟企业，比如欧洲航空防务

航天公司、赛峰集团和法国Ｔｈａｌｅｓ公司。非欧盟公司通常很难进入法国防御性设施市

场，即使供应商是欧盟成员国的公司，而法国公司往往被选为主要承包商。

希腊对公共采购要约的竞标企业提出了苛刻的资格要求。竞标公司必须提交有关

部门出具的缴税凭证、未破产证明、为其员工支付社保证明等文件。公司的所有参与竞

标的经营经理和董事会成员还必须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未参与欺诈、洗钱、刑事犯罪或

者类似活动的相关资料。如果竞标企业的母国政府没有相关的部门，也就不能出具此

类文件，因此也就不具备竞标资格。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末，希腊政府出台了新的有关公开采

购的法律。新法表明：希腊将建立一个针对公开采购竞标的全国性电子交易系统，这样

投标和要约就能自动运行。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希腊制造商联合会提议创建一个“公司身

份验证”系统，用于公开采购环节，所有参与竞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提交一份宣誓

声明。

匈牙利政府采购的主要问题也是透明度不够。匈牙利非政府机构一直都在呼吁改

革竞选资金法，力求降低招投标决定中政治动因的影响，以使得公开采购项目更透明、

更具竞争性。２０１０年，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项措施简化《公开采购法》里的某些规定，旨

在促进中小企业参与到采购过程中来。

爱尔兰的政府采购相对公开和透明。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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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承建的。由于采购的预算决定作出过程耗时冗长，竞标失败的原因是信息渠道

受阻，对中标情况的基本信息缺乏了解。即使中标企业也可能因为政治的干预而面临

履行的风险，这可能给企业带来巨额的损失。

意大利的政府采购权相对分散，合同缔约方从中央、地区到地方等各个层级。意大

利的政府采购部门经常被批评缺乏透明度。

立陶宛的政府采购并不总是透明的。有些招标项目的要求似乎是专门针对某个公

司而设计的。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立陶宛政府就要求军事设施的采购中标方需要签订补贴

协议作为条件。

葡萄牙的政府采购程序缺乏透明度。即使外国公司在报价和技术方面有竞争优

势，葡萄牙政府也比较倾向欧洲的公司。如果能与葡萄牙当地公司或者其他欧洲公司

联合竞标，外国公司的中标几率会比较大。

罗马尼亚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欧盟公共设施采购指令以来，根据罗马尼亚相关法规，

供水、运输、能源、邮政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招标优先考虑当地成分要求达到５０％的竞标

企业，即当差价在３％以内时，优先考虑欧洲企业或者与欧盟签署双边互惠协定的所在

国的企业。２０１０年时，罗马尼亚政府修订了公用设施政府采购方面的法律，尤其是处理

中标合同争议处理方面的程序。根据修订后的法律：如果在竞标中落败的企业对中标

企业提出异议，合同必须暂时停止履行，经由国家投诉处理委员会或者法院维持原始决

定后，缔约方政府在该决定作出的１１日内完成合同的最终签订。争议方的上诉不影响

该合同订立的效力。如果争议处理委员会发现提出的争议是毫无根据的，缔约方政府

可以扣留参与竞标的保证金作为惩罚。

斯洛文尼亚的政府采购相对不够透明，主要问题有标书准备时间过短、招标文件说

明缺乏清晰性以及标的评估阶段缺乏透明度等。在斯洛文尼亚，对全部有争议的公开

采购案件，都交由一个名为国家复审委员会的准司法机构处理。该机构有权审查、修

改、取消投标，权力极大，而且对其决定不服是否可以上诉的司法救济途径仍然是未知

之数。由于官方主观上采取国家利益的判断标准而企业是否有能力完成城建项目关注

较少，导致中标企业多为欧洲公司，尤其是斯洛文尼亚本国企业。

英国对防御性设施采购征收补贴税，但具体征收比例不明。招标方可以自行决定

各自的“行业参与度”，自行决定承包商。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英国开始实施国防工业战略，规

定某些特殊部门和装备供应仅对英国本土企业开放。在这些领域内的采购仅仅针对与

英国国防部有伙伴关系的限定供应商开放。除此之外，其他防御性设施采购程序则相

对公开和竞争。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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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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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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补贴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世贸组织裁定欧盟对空客及其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获得２００

亿欧元补贴非法。该裁定认定欧盟授予企业多项补贴，特别认定欧盟及其成员国德国、法

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对空客３８０等重要机型提供了《世贸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所禁止的

出口补贴的规定。中方希望欧盟执行ＷＴＯ的裁定，早日撤销被控出口补贴措施。

３．可再生能源补贴

早在２００８年，欧盟就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制订了明确的目标，欧盟在可再生

能源和能效领域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２０２０２０”战略，并以“可再生能源指令”（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的形式通过了这一战略。２００９年，欧盟颁布“可再生能源国家行动计

划”模板，将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目标落实到各个成员国。在“可再生能源指令”的指导

下，欧盟各成员国纷纷以本国的法律形式制定各自的支持性政策法规。其中，德国政府

颁布的“太阳能屋顶计划”和光伏上网电价政策推动德国成为太阳能能源利用的全球领

先者。此外，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丹麦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均在可再生能源

生产和使用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性补贴，并支持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这些政策性的补贴基本上通过欧盟层面由各成员国的政府立法，通过税收减免、拨款或

通过金融机构譬如欧洲投资银行贷款，给予该领域资金上或电力上的支持。由于这些

有力的政府补贴政策，欧盟在该领域的发展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十）其他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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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留证方面也是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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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已开始试点为中资企业

人员一站式办理长期签证和居留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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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外资公司登记注册后３个月内需正常运转，方可

申请办理居住证，否则申请居留证将十分困难，经罗马尼亚警察局发现，公司法人会被

限期离境。

四、投资壁垒

《欧盟运作条约》禁止对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欧盟各国家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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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进行限制。但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开始，非欧盟国家对欧盟国家之间的投资就一直受到

限制。而且，欧盟国家可以以“公共政策和公共安全”为由，对那些“可能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尤其是违反税法和金融机构监管法的投资进行限制”，还可以“为了行政管理和获

取数据信息，对资本流动的信息公开做出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当

中，波兰和希腊对成立企业的限制最高，相对限制较少的国家有英国、荷兰和瑞典。欧

盟每个成员国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规则和税率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平均税率是２３．２％，

企业所得税最低的是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为１０％，最高的是马耳他为３５％。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里斯本条约》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为了符合

新的立法程序要求，有关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均需获得欧委会

和欧洲议会的审批。根据《欧盟运作条约》第６６条的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欧委会可以采

取临时保障措施限制非欧盟国家的外商投资。

《里斯本条约》只是从立法上结束了欧盟各个成员国自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管

理政策的现状。但由于欧盟目前缺乏具体立法与实践经验，外资政策由各成员国分别

管理到欧盟层面共同管理的过渡尚未完成。对欧投资的限制仍主要存在于各个成员国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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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在欧盟成

员国当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最低，波兰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最高。一般说来，对外商

投资限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不动产、渔业、运输业、农业和媒体行业，限制的形式主要是

股权方面的限制。

（一）投资审查

根据ＷＴＯ的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一些欧盟成员国仍

然维持着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查程序，目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德国修改立法扩

大了需要审查的范围。德国近期还修订了《外贸和支付法》以扩大投资的审查范围。根

据该修订案，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有权审查外商投资交易，以判断其是否威胁到德国

的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安全。当非欧盟或者非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的投资者对当

地公司的收购达到２５％或者更多的股份时，交易审查即会启动。如果有证据显示可能

又存在权利滥用或者规避行为，在欧洲注册的公司的相关交易，如果非欧盟股份达２５％

或者更高的表决权股份时，也需要审查。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会根据联邦银行监管

局的信息和联邦竞争局发布的每周交易名单，来决定外商投资项目是否属于法律规定

的审查范围。审查决定会在交易发生３个月内作出，有关公司会收到审查的行政通知，

投资者需在收到通知后提交相关文件。德国经济和技术部可以在收到投资者提交的相

关文件的２个月内，对外商投资项目禁止或者增设条件。在德国，收购一家当地营业公

司之前，外国投资者需要出具一份证书，证明收购不会危害德国的公共安全。申请材料

包括收购计划的梗概，投资者和投资活动的相关信息。若经济和技术部未在１个月内对

上交的申请材料做出审查决定，视为通过审查自动获得证书。证书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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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如果总部不在欧盟或者欧洲经济区内的公司投资“敏感”部门，必须接受审

查。通常，以下三种情况的投资将可能面临审查：①控制一家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

②收购一家公司总部设在法国的分公司；③对一家总部设在法国的公司资产收购或者

表决权股份收购达到１／３的。根据法国国内的有关法律，对那些总部设在欧盟或者欧洲

经济区内的公司对敏感领域的投资也需要审查，但相对不如上述那么严格。法国方面，

负责审查工作的是经济财政与工业部。审查必须在投资者提交相关信息２个月之内完

成。经济财政与工业部可以禁止某项交易，也可以出于缓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增设条件。

对禁止交易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二）其他投资壁垒

除了上述的投资审查以外，欧盟国家对非欧盟国家外商投资的壁垒还有专业人员

要求和贸易互惠要求。互惠要求规定，国家间相互合作开放各自市场以换取优惠待遇。

例如，奥地利的互惠要求规定：相互开放大规模矿产的开采、加工和存储；炼油厂运营、

煤气厂、加油站和地热产；燃料交易；运输服务投资，包括公路货运、出租车和公交车；旅

游运营点的设立以及非当地经实体的旅行社业务。比利时对非欧盟成员国公司在比利

时设立旅行社业务也提出了互惠要求。爱尔兰在外国公司收购爱尔兰船只时有互惠要

求。意大利有互惠要求的领域是对液态或者气态碳氢化合物的探测和开采，非欧盟成

员国投资者开展旅游线路的经验或者旅行社业务需要意大利政府的审批。英国规定所

有非欧盟国家投资者在英国的投资与兼并业务都需要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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