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耳　其

【风险提示】　土耳其对许多食品和进口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还经常在国内收

获季节提高对谷物的关税。对大米进口商有“境内消费要求”，对那些没有购买本国大

米的进口商，土耳其未予颁发能在其约束关税水平下进口大米的许可证。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的许可证限制制度缺乏透明度，导致通关环节出口商往往处于

不利地位。土耳其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执行存在严重的任意性。而且在

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上，土耳其不同的港口执行不一致，对进口商的执行造成极大的

困难。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与土耳其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８７．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５２．７％，其中，中国对土耳其出口１５６．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６％；自土耳其进口３１．３

亿美元，同比下降０．２％。中方顺差１２４．９亿美元。中国对土耳其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电话机、空气调节器，巡航船、游览船、渡船、货船、驳船及类

似的客运或货运船舶、棉机织物、合成纤维长丝纺制的缝纫线等。自土耳其进口的主要

产品为大理石、石灰华及其他石灰质碑用或建筑用石、铬矿砂及其精矿、硼酸盐及过硼

酸盐、铜矿砂及其精矿、天然硼酸盐及其精矿、铅矿砂及其精矿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土耳其完成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营业额８．４

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３９６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土耳其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２９４万美元。２０１１年，土耳其对华投资项目４３个，实际使用金额

１４８５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对外贸易法》是土耳其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还包括：《海

关法》、《进口加工机制》、《配额及关税配额行政法》、《进口不公平竞争保护法》、《增值税

法》、《自由贸易区法》、《出口促进关税措施》、《出口机制法规》、《出口加工体系法》等。

与进出口检验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卫生法》、《农业检疫法》、《动物卫生检验法》、

《食品的生产、消费和检验法令》、《水产品法》、《土耳其食品药品法规》。与此相匹配的

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土耳其外贸署、海关总署、贸工部、国家计划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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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财政部通过外国投资总局负责对外国在土耳其的投资管理。《外商直接投

资法》是土耳其与外国投资有关的主要法律。其他还包括：《外资框架法令》、《关于外国

投资框架法令的公报》等。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土耳其外贸署是总理府下设部门，也是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政府机构。外贸署负

责制定、实施、协调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政策，收集整理国内其他部门、机构针对贸易问题

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交立法部门进行审议等。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土耳其对进口产品征收五种税费，其中包括：①海关关税；②货物税；③民众住宅基

金税（针对鱼类产品）；④特别消费税（主要适用于石油产品、机动车、酒精饮料和烟草产

品以及奢侈品）；⑤增值税，增值税对农产品和基本产品征收１％或８％的税率，对部分非

农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化妆品、皮草、电视和汽车）征收１８％的税率。

土耳其对所有贸易伙伴（包括非 ＷＴＯ成员）均采用最惠国税率，且不含季节性

税率。

土耳其的关税征收方式分为５种，分别是从价税、从量税、混合税、复合税和形式税。

其关税制度的基本框架由《欧盟—土耳其关税同盟》确定，该同盟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生

效。根据该关税同盟的规定，在土耳其与欧盟之间，工业品（包括加工农产品，不包括基

本农产品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产品）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同

盟对第三国（该国既不是关税同盟成员国，也非土耳其的自贸协定缔约国）执行共同对

外关税政策，即对于从第三国进口到土耳其的工业品和加工的农产品，在进入土耳其关

内时，土耳其海关按关税同盟的统一税率对货物征税，纳税后的货物可零关税在土耳其

与欧盟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土耳其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９．７％，其中，农产品

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２．２％，非农产品为４．８％。

目前，土耳其适用的是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在第２７２８１号官方公报上予以公布的编号

为第５９１１号的新修改《海关法》。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ＷＴＯ成员义务、欧洲关税同盟国协定、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普惠制原

则和国家发展需要对土耳其进口体制提出了要求，《２００９年土耳其进口制度》是土耳其

现行的进口管理规范。在管理机构方面，土耳其在外贸署下建立了５０个外贸商品检测

站，这些检测站分布在８大区域内。其职责为依据７０种标准对进口和出口农产品进行

检测和证书发放。药品、化妆品、清洁剂、食品等进口商品，必须经卫生和健康检验方能

批准进口。进口农产品和食品需提交由农业和农村事务部签发的检验证书，进口医药

产品、化妆品、清洁剂需提交由卫生部签发的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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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口禁止

基于国际公约义务以及本国利益需求，土耳其禁止进口以下十大类产品：毒品、化

学武器、有损健康的燃料、武器弹药、侵犯（商标）权或名称违反《工业产权国际公约》的

产品、蚕卵、农用天然肥料、游戏机、赌博机等。

（２）进口许可

土耳其对部分产品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其中包括放射相关产品、电信、机械及相

关产品、机动车产品、爆炸物、化学品、有害健康产品、民用飞机、肥料、地图类产品、与生

产化学武器相关的产品、代糖产品，其他还包括货币及证券、传输设备、濒危物野生动植

物、天然气、溶剂及石油产品、液态石油气。在进口上述产品时，需要获得相关机构的许

可证方可进口。

在进口废旧、翻新、残次品及报废品时，需要经过土耳其外贸部的许可。丈量和称重

工具的进口则由土耳其工业外贸部的测量与标准总局控制许可证的发放；为了打击盗版，

在进口包括电影和音乐作品在内的媒介材料时，需经过土耳其版权和电影总局的审查。

（３）进口监管

土耳其于２００４年先后颁布了《与进口监管执行相关的法令》和《进口监管实施法

规》，作为对进口产品实施监管的法律依据。当一种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生产相同产品或

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造成损害威胁，同时因国家利益又需要进口该种商品时，土耳其

外贸署进口总司根据申请或自行对某一产品做出监管决定，监管产品进口时除须具备

依据海关法规所规定的文件外，还须出具进口总司颁布的监管商品进口许可证。

（４）针对中国产品的数量限制

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土耳其对中国陶瓷实行为期５年的进口数量限制。从２０１０

年至２０１２年每年在上一年度总量的基础上递增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在

２０１２年的基础上增加５％，再除以２为半年的进口额度。

（５）原产地规则

土耳其采用两种不同的原产地规则：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和优惠原产地规则。根据

土耳其第４５５８号《海关法》第１７条和第２１条，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用于原产地为

“产品最终实质性改变和重要生产阶段所在地”的进口产品。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用

于与土耳其签订过双边或多边贸易优惠安排国家的进口产品，该原产地规则设定了相

关产品的加工及增值标准。而根据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税同盟，自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从

第三国进口的产品在土耳其适用与欧盟相同的原产地为规则。优惠原产地规则主要适

用于与土耳其签订过双边或多边贸易优惠安排国家的进口产品。

（６）进口加工机制（ＩＰＲ）

在获得进口加工机制的授权后，生产商／出口商有权进口授权书上规定的货物，对

其加工后、再出口。进口加工机制主要包括关税暂缓制度和退税制度。这种进口加工

机制作为出口支持制度的替代，使土耳其生产商／出口商可以依据相应的政策措施，不

付关税获取用来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中间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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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税暂缓制度。

在关税暂缓制度下，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原材料生产加工，再出口，在进口时可以不

付进口税和增值税。但是，关税暂缓制度的受益人必须提交保证函或相当于所有关税

和增值税总额的保证金。满足一定条件时，授权持有者可以获得优惠的保证金率。同

时，生产商—出口商／出口商可以在授权书上注明，用等同商品取代进口品。这种等同

是一种程序，可以使替代品代替授权书上的进口品自由流通。需要强调的是，等同必须

是原材料或中间半成品，而不是成品。等同商品必须是与进口商品有着相同的质量和

相同的性能。

生产商—出口商在关税暂缓制度下四年内，出口达１００万美元或５０万美元以上，或

者属于特殊分类的公司，可以将关税和增值税总值的１％、５％或１０％作为保证金，这种

税项减免也应在授权书上说明。

② 退税制度。

在退税制度下，商品进入土耳其自由流通，应缴进口税和增值税。当成品出口后，

可以退还增值税和进口税。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根据土耳其出口管理制度的规定，出口商指有税号的自然人或法人；合资企业；联合

体。出口商必须注册成为出口商联盟及当地商会的会员，并需交纳ＦＯＢ出口额的０．０５％

作为会员费。

（１）出口登记

根据土耳其出口管理制度的规定，部分产品要求强制出口登记，主要包括：享受价

格稳定与支持基金（ＳＰＳＦ）下减免保险费用的出口产品；由价格稳定与支持基金支付的

产品；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天然气协定所规定的产品；对联合国经济制裁国家出口的产

品；《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中所保护的臭氧层产品；未加工橄榄油以及加工散装或桶

装橄榄油、甘草根、生海泡石（ｒａｗｍｅｅｒｓｃｈａｕｍ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ｅｐｉｐｅ）；未加工的袋装或盒装

橄榄、牲畜、散装朝天椒、生橄榄（未发酵）、废铜废锌、大理石、小黄瓜和水泥。

（２）出口禁止

除法律、法规及国际协议禁止之外，所有商品都可在出口制度条例框架下自由出

口。而在ＷＴＯ规则框架内，当市场混乱时，出于保护公共安全、道德、健康，稀缺的出口

产品、动植物群、环境以及具有艺术、历史和考古价值的商品会进行限制或禁止。禁止

和允许出口的商品列在公告９６／３１，主要包括１４个大类相关产品：历史文化作品和自然

动物、印度大麻、烟草植株、安哥拉山羊、所有的野生及狩猎动物（允许出口产品清单上

的除外），某些植物，如胡桃、桑树、樱桃树、李子、紫杉、岑树、榆树、菩提树、《保护臭氧层

维也纳公约》中所列明的产品、禁止出口的开花植物的球茎、木柴和木炭、亚洲苏合香、

某些化学品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负责贸易救济的调查工作。外贸署进口司以《防止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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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竞争法》、《防止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条例》、《进口产品保障措施法令》和《进口产

品保障措施实施规定》为法律依据。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土耳其贸易法明确规定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并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鼓励措

施，如作为投资进口的机械设备一般免征关税，只有部分资本货物需缴纳５％—２０％的

基金税；对在当地购买投资项目所需机械设备者不仅免征增值税，还发给相当于发票金

额１０％的奖励金；免缴印花税和杂费；划拨土地及电价折扣；根据投资地点的不同，固定

投资可享受３０％—１０％的免税；在优先发展区域和工业区设立机构，为研究开发、环境

投资和中小企业提供软贷款等。

外资企业还可建立投资储备金。投资储备金从企业的利润中提取，总数不能超过

投资总额。投资储备金存入中央银行，利息与政府公债相同，经国库署批准可分期取出

用于投资。

国家还制定了投资补贴政策。地区、行业不同，补贴也不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水平，土耳其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优先发展地区，包括阿勒、阿德亚

曼、巴特曼等１９个省。次优先发展地区，包括阿马西尼、钱克勒、阿尔特温等１５个省；这

两类地区主要在东部和中部，也被称为优先发展地区。一般地区，主要是中西部一些省

份。发达地区，包括伊斯坦布尔和科贾埃利两省和安卡拉、阿达纳等大城市及周围地

区。优先发展地区的补贴为１００％，次优先发展地区为６０％，发达地区为３０％，一般地

区为４０％。工业部门和科研领域补贴比例为１００％，农业为４０％。

土耳其的投资立法虽然简单，但符合国际标准，而且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对现

行法律的最新修正更进一步改善了土耳其的投资环境。土耳其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基本制度

工业贸易部是土耳其负责投资的主管部门，其职责包括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有效

措施、实施市场监管和控制机制。从１９６２年以来，土耳其已与具有改善双边投资关系潜

力的国家／地区先后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土耳其已经与众多国家／

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外国直接投资法（ＦＤＩ）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定义，而且还介绍了外

国直接投资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投资自由、国民待遇、征用与国有化、转让、房地产的

使用、纠纷处理、非现金资产评估、移民的雇用以及联络处。外国直接投资法（ＦＤＩ）对外

国人工作许可的规定旨在规范外国人进行的工作并制定针对外国人的工作许可的有关

规则。

外国投资者在土耳其享有与其国内企业同等的优惠政策，同时外资企业受土耳其

《关于鼓励外国投资第６２２４号法律》和《相互投资保护与促进协定》的保护。

土耳其广播、航空、海运、金融等部门对外资有一定的限制。限制方式包括投资禁

止、比例限制、许可证等。今年，中国银行拿到了在土耳其开分行的金融方面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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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在土耳其的外国投资经营范围中包括国家垄断部分，则其不能在该实体中占有

主要股份。

土耳其规范外国承包商在土承包工程的法规主要是《公开投标法》等。土耳其《公

开投标法》的规定构成对外国投标者的歧视。例如，该法规定符合一定标准的外国公司

可以参与投标，即外国公司的评估超过其所设定的门槛时才可以参与投标。这就要求

参与竞标的企业进行资格认证，资格认证费用昂贵，过程复杂，导致许多企业因为难以

及时获得认证而无法参与竞标；该法律为土耳其国内投标人提供了一个最高至１５％的

价格优惠，但是与外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却无法享受此种优惠，因而降低了公开竞标的公

平性。

２．地区鼓励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区域

（１）优惠工业区

在５４个特定省份的优惠工业区内投资的投资者可享受以下优惠：雇员１００％免除

所得税；雇主１００％免除所需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免费土地分配；免缴高达５０％的电

费；免缴房地产税、污水费、建筑税及建筑物使用费；在特定区域可免费土地分配。

（２）科技开发区

提供可即时租赁的办公场所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对通

过软件和研发活动获取的利润实行所得税和公司税豁免政策。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

日，在科技开发区内交付的应用程序软件免缴增值税。这些应用程序软件包括系统管

理软件、数据管理、企业应用程序、各种商业部门、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军事指挥控制。

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对开发区内雇用的研究员、软件和研发人员的薪水实行所有

税种豁免政策；侧重于信息技术的部门在免缴所得税和公司税期间也不需缴纳增值税；

免除关税和基金税；鼓励学术人员在开发区内建立公司、在已有公司任职或加入其理事

会以及开展研究活动。

（３）工业区

工业区旨在为大规模投资和技术密集型投资提供适宜场所。工业贸易部对投资场

所进行评估后，部长会议方可批准建立工业区。在工业区内，宜对高科技领域进行投

资，且投资场所不得小于１５００平方米。工业区可享受为优惠工业区提供的一切有利

条件。

（４）自由经济区

自由经济区指在关税范围之外但在国家行政区之内的特殊区域。该区域旨在增

加出口型商品投资的数量。关税范围内针对商业、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和行政章

程对自由经济区只具有部分效力或完全无效。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条件：１００％免除关

税及其他税收；对生产性企业１００％免除公司所得税；１００％免除增值税（ＶＡＴ）和特

殊消费税。商品可无限期存放在自由经济区，在自由经济区内产生的收入和收益无

需预先许可即可自由转移到任何国家／地区（包括土耳其）。自由流通商品从自由经

济区运往第三国的商品免关税。公司可任意从自由经济区向国外或土耳其转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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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不受任何限制。

３．投资激励政策

土耳其的投资激励政策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般投资激励机制；大规模投资激励措

施；针对特定地区和行业的激励机制；用工激励措施；研发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工业课

题项目；技术开发项目贷款；培训支持；国家的出口扶持。

（１）一般投资激励机制

一般投资激励机制主要指税收优惠项目，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信贷优惠。具体实施

方式取决于投资的地点、规模和对象。主要通过对有激励证书的项目，进口机械和设备

免征关税；对有激励证书的项目，在当地购买或进口的机械和设备免征增值税等措施进

行激励。

（２）大规模投资激励措施

土耳其对符合大规模投资限额要求的投资项目，包括化工、石油、汽车、铁路、港口、

电子、制药、航空、医疗、光学设备、机械、采矿等在内的部门，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启

动的投资，企业税税率为２％—１０％；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后启动的投资，企业税税率为

４％—１５％；同时，土耳其政府替雇主最长缴纳７年的社保金等。

（３）针对特定地区和行业的激励机制

土耳其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国内划分为四类地区，按照该种分类，对特定地区和特定

行业的投资可以享受相应的贷款利率优惠。

一类地区：一般要求应用先进的技术，如汽车和零配件行业、电子、制药、机械设备、

医疗和光学设备的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二类地区：一般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机械设备、多功能智能纺织品、非金属矿物

品、造纸、食品饮料的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三类和四类地区：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成衣、塑料、橡胶、金属产品、旅游、卫生和教

育投资，可享受这些激励措施。

（４）研发支持

根据土耳其《研发法》规定，在土耳其境内开展的研发投资项目将享受特殊激励措

施，但要求研发中心雇员人数不低于５０人。新法规定的激励措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含

２０２４年）。如果研究人员的人数超过５００人，则从计税基数中１００％扣减研发开支；除了

１００％扣减外，如果本运营年度的研发开支较去年有所增加，则增加开支中的一半也会

扣减。雇员免交预扣所得税（此项目的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５年内应由雇主

承担的社保金减免５０％。应税文件免征印花税。为科研人员提供技术启动资金，最高

金额为１０万土耳其里拉（约合６２２００美元）。研发公司从公共团体或国际组织获得的资

金不计入计税基数。

土耳其提供可供租赁的办公场所和各种基础设施，以协助企业建立可享受各种税

收优惠的技术开发区。同时，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ＴＵＢＩＴＡＫ）和土耳其技术开

发基金会（ＴＴＧＶ）均对研发项目予以补贴或提供与研发相关的费用及资金贷款。

９８２土　耳　其



（５）中小型企业（ＳＭＥ）

针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措施包括：免征关税；免征进口和国内购买的机械和设备的增

值税；来自预算资金的信贷发放；信贷担保支持；ＫＯＳＧＥＢ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

（６）工业课题（ＳＡＮＴＥＺ）项目

针对与大学合作实施的新技术采用、工艺开发、质量改进和环保改造项目提供直接

财政支持。主要包括：最多７５％的项目预算以直接拨款的方式提供支持；项目期为３

年，并可延长６个月；为实验室分析和测试材料及设备提供支持；申请文件可以在４个月

内得到批准，且项目监管委员会为独立方。

（７）技术开发项目贷款

土耳其技术开发基金会（ＴＴＧＶ）会针对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生产、能效改善以及

降低对环境影响的项目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对环境项目的典型支持政策包括：每个项

目的最大出资比例为５０％；每个项目的最大预算为１００万美元；还款期为自项目启动后

４年，含１年的宽限期。

（８）培训支持

国家招聘机构（ＩＳＫＵＲ）可以提供最多６个月的职业培训项目。在就业前培训期，

针对实习生以及在ＩＳＫＵＲ登记的失业人员提供直接工资支持，社会保险费支出（工伤

事故和职业病）由ＩＳＫＵＲ提供。部分项目开支（如培训师费用、水电费）由ＩＳＫＵＲ支付

给雇主。总额根据每位接受培训的人员的成本计算，但雇主必须就ＩＳＫＵＲ提供的服务

付费。在培训项目中，ＩＳＫＵＲ视雇主（公司）为法人。培训项目结束后，必须雇用一部分

（按百分比）接受培训的人员。

（９）国家的出口扶持

此激励机制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出口并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类激励

措施主要针对研发活动、市场调查、参与展览会和国际展销会，以及专利、商标和工业设

计开支。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目前，土耳其法律体系中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主要涉及在土耳其工作的外

国人的规定问题。根据土耳其《外国人工作许可法》的规定，外国人在土耳其工作必须

取得工作许可。外国人可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民用和地质领域的特别岗位等方面的

工作。根据土耳其相关法律，外国人禁止从事公共卫生、律师、审计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包

括医生、牙医、护士、药剂师、公证人、注册会计师、律师、药厂经理、私人警卫等职业。

外国人申请工作许可，必须事前取得工作签证和居住许可。工作许可又可以分为

有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以及无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其中，有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的

要求相对宽松：有效期最长为１年，１年后继续在原工作场所或公司从事同一工作的，工

作许可证可延长至３年；３年后，外国人继续从事同一职业，且雇主有需求并给予安排的

情况下，工作许可证可延长至６年。外国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在土耳其不间断地居住至

少５年的，可以取得有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而无确定期限的工作许可则要求在土耳其

０９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不间断地合法居住至少８年或合法工作达到６年的外国人，可以取得无确定期限的工作

许可，且不再限制该外国人的单位、职业、工作地点等。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关于植物源食品和饲料进口管控的法规

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世贸组织ＴＢＴ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ＴＢＴ／Ｎ／ＴＵＲ／６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关于植物源食品和饲料进口管控的法规》。该法规由土耳其食品农业畜牧

业部负责，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五）２０１１年颁布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动物源性食品官方控制的具体规则和相关法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５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制定动物源性食品官方控制的具体规则》。该法规由土耳其农业和农村事

务部控制保护总司负责。本法规的目的是为核查适用于法规规定的公共健康、动物健

康和福利规定，通过在《食品和饲料官方控制法规》中新增内容来确定动物源食品的官

方控制原则。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生效。

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２号通报中通报了土耳其《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具体卫生规则的

法规》，其中包括食品经营者自检的程序和原则及生产未加工和加工的动物源性食品的

食品经营者的具体卫生要求和责任。本法规不适用于既含有植物源性产品也含有加工

的动物源性产品的食品。但是，用于加工此类食品的动物源性加工产品的制取和处理

应符合本法规要求。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生效。

２．食品饲料官方控制法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４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食品饲料官方控制法规》。该法规由土耳其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控制保护总

司负责。本法规目的是制定食品与饲料官方控制的原则和程序，保证通过预防、消除或

减少有关将直接或通过环境对动物和人类造成的风险使其达到可接受的水平，防止食

品与饲料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并保护消费者利益，包括食品和饲料标签及其他形式的

消费者信息的法律规定。本法规涉及食品和饲料可追溯性及快速预警系统、紧急状况、

预防措施、危机管理、舆论指示、所有官方控制类型、官方证书、国家年度和多年控制计

划、义务和异议的程序和原则。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

生效。

３．食品卫生法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３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食品卫生法规》。该法规由土耳其农业和农村事务部控制保护总司负责。

本法规涉及卫生通则及食品经营者在所有生产、加工和分销阶段，包括初级生产阶段必

须履行职责的程序和原则。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生效。

４．活动物与畜产品入境预通报及兽医检验法规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６号通报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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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土耳其《活动物与畜产品入境预通报及兽医检验法规》。该法规由土耳其农业和农

村事务部控制保护总司负责。本法规规定了边境检查站必须进行的兽医检验及进口商

或活动物和畜产品抵港前的货物负责人员应履行的通知要求。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１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生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５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７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有关接受入境兽医检验的活动物和动物产品法规草案》。它涉及接受土耳

其边境检验点兽医检验的活动物和动物产品，包括肉类产品、加工动物产品、乳制品和

其他复合材料产品。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生效。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世贸组织ＳＰＳ委员会发布的第Ｇ／ＳＰＳ／Ｎ／ＴＵＲ／１８号通报中通

报了土耳其《其他国家入境产品兽医检验组织的管理法规草案》。授权土耳其边境检查

站对入境产品进行兽医检验。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其官方公报上公布并

生效。

５．饲料相关法规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土耳其农畜食品部食品管理总司制定公布了一系列饲料法规，

包括《饲料卫生实施法规》、《饲料投放市场和使用的实施法规》、《官方控制饲料抽样与

分析方法的实施法规》。

（１）《饲料卫生实施法规》

其目的是制定关于饲料卫生以及对饲料企业注册、批准的安排和条件要求的通则，

以确保饲料可追溯性和做出必要准备。该法规针对用来生产食物的动物饲养，主要规

定了饲料企业经营者从饲料初级生产到投放市场所有阶段的业务以及饲料的进／出口。

（２）《饲料投放市场和使用的实施法规》

制定该法规的目的是明确饲料销售使用规定，以保证饲料高度安全及保护公共卫

生，为消费者及用户提供充分信息，加强市场有效运作。

该法规包括饲料销售和使用规定，食品生产及非食品生产动物饲料标签、包装、展

示的相关要求；该法规不适用于动物直接饮用或有意与饲料混合的水，但适用于规定水

配比的饲料。

（３）《官方控制饲料抽样与分析方法的实施法规》

该法规确定了：官方控制饲料的成分、添加剂和意外物质（微生物除外）的抽样；分

析样品的制备和结果的表达；官方控制动物饲料的分析方法；确定官方控制饲料的动物

成分分析方法；合成家禽饲料能量值的计算；控制饲料内禁用非法添加剂的分析方法。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土耳其对许多食品和进口农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大多数最惠国关税的平均税率

为２８．３％），还经常在国内收获季节提高对谷物的关税。例如，土耳其对冷、鲜猪、牛、羊

肉的进口征收２２５％的高关税，对干制、熏制肉干等征收１１４．３％的关税，对牛奶及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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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１５０％的关税，对酸奶征收１７０％的高关税，黄油及乳酪的关税为１４０％，新鲜水果

的关税范围在１５．４％—１４５．８％之间。其中，新鲜香蕉或香蕉干的关税为１４５．８５％；西

瓜、哈密瓜、木瓜的关税为８６．４％；苹果、梨的关税为６０．３％。加工过的水果，果汁以及

加工蔬菜关税范围在１９．５％—１３５．９％之间。其中，大多数产品的关税为５８．５％，而番

茄罐头的关税高达１３５．９％。进口酒精饮料也被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国内税等。

２．关税配额

在关税配额方面，土耳其政府对进口大米实行配额管理，并规定进口商必须在土耳

其境内，从包括土耳其谷物局（ＴｕｒｋｉｓｈＧｒａｉｎＢｏａｒｄ）、土耳其生产者以及土耳其协会等

处购买指定数量的土耳其大米，才能以配额内关税进口指定数量的外国大米，即所谓的

“境内消费要求”。对没有购买本国大米的进口商，土耳其未予颁发能在其约束关税水

平下进口大米的许可证。

３．关税升级

土耳其在纺织品和服装部门存在关税升级现象，食品、饮料和烟草业的关税升级现

象尤其突出。化工和塑料产业也存在从初级加工产品到半成品间的关税升级。

（二）进口限制

对于需要售后服务的产品（例如复印机、先进的数据处理设备以及柴油发电机）、蒸

馏酒精以及部分农产品，土耳其对其进口规定了许可证限制。该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

缺乏透明度，存在相当的弊端。而且，在申请进口许可证的相关程序中，土耳其对所需

的文件要求存在不一致和不透明的现象，经常出现由于繁复的文件证明临时变更导致

出口货物滞留港口。土耳其的这种做法给出口企业造成很大困扰。部分季节性农产品

在国内收获季期间很难获得土耳其的进口许可证。对于有些产品，尤其是肉类和禽类，

土耳其政府甚至不颁发许可证，在事实上对这些产品实施了进口限制。

（三）通关环节壁垒

土耳其海关在通关环节的相关规定使出口商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在通关环节，土

耳其海关规定进口货物到达土耳其港口４５天内／非海运方式２０天内，无人认领的，海关

有权将货物作无主货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充抵仓储费和相关费用。货物被拍卖时，在同

等条件下，进口商可以作为第一竞拍人拍得货物；货物到港后，如果未收到收货人的正

式“拒绝收货通知”，海关不允许货物退运回出口港或转售。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土耳其对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的产品采取区别对待。对

于其他国家出口的部分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可能出现滞留土耳其港口接受各种

要求的检验，即使加贴了ＣＥ标志。而来自于欧盟的产品可以立即进入土耳其市场。另

外，土耳其的技术法规、标准及合格评定程序执行存在严重的任意性。而且在法律和法

规的实施上，土耳其不同的港口执行不一致，对进行商的执行造成极大的困难。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在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上，土耳其缺乏透明度。在各方的努力下，土耳其从２００８年

３９２土　耳　其



开始进行ＳＰＳ通报，２０１１年通报数量有所增加。通报内容涉及动植物源性产品和饲料

等与ＳＰＳ协定相关的方面，但是其国内的ＳＰＳ措施颁布实施尚缺乏透明度，对出口商获

得相关信息造成一定困难。

２０１１年２月４日土耳其颁布新的口蹄疫法规即时生效。根据该法规，在动物有感

染口蹄疫嫌疑的情况下，强制牲畜所有者咨询当地的兽医机构。目前，土耳其对畜产品

的入境预通报和兽医控制法规已经公布并生效。

根据土耳其农业部发布的新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检疫证书要求，对土耳其出口或经

土耳其转口的上述产品需在植物检疫证书中注明出口地区未发生上述病害，或经土认

可的检疫处理方式实施处理过，否则土耳其将对该产品实施拒绝入境。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土耳其发起涉及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３起，分别是ＰＥＴ产品，纺织面

料产品和服装产品调查，对２０１０年发起的２起发倾销调查做出了最终裁决。截至２０１１

年年底，土耳其共对中国发起５７起反倾销调查，２６起一般保障措施调查，６起特别保障

措施调查和３起反规避调查。

土耳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在２０１１年的进展参见下表。

表１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 件 进 展

１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２日 玻璃纤维产品

７０１９１１００、７０１９１２００、

７０１９１９１０、７０１９１９９０、

７０１９３１００、７０１９９０９１、

７０１９９０９９１０　

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最终调查结论，决定对

中国应诉企业征收２０．２％—２３．７５％反

倾销税。

２ ２０１０年８月５日 焊丝及焊条产品
８３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发布反倾销终裁公告，

决定自即日起对土海关税８３１１２０００００项

下的中国焊丝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应诉企

业税率２１．１２％—２８．８７％。　

　　（七）政府采购

土耳其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但是是 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的观察

员。为了监督公共投标，土耳其根据《公开投标法》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符合一

定标准的外国公司可以参与国家投标，即外国公司的评估超过其所设定的门槛时才可

以参与国家投标。该法律为土耳其国内投标人提供了一个最高至１５％的价格优惠，但

是与外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却无法享受此种优惠。但是公开投标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依然

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土耳其要求使用模板合同，而部分土耳其政府采购部门却将其解读

为不得修改，从未给外国公司造成相当大的起草困难。

（八）补贴

近年来为了符合欧盟的规定和 ＷＴＯ承诺，土耳其减少了一些刺激出口的激励政

策。但是，土耳其仍然以税收优惠和减免债务计划的形式，以初级产品出口税的形式对

１６种农产品或农业加工产品（如榛子和皮革）提供其出口额５％至２０％的出口补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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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和通心粉两类产品上，土耳其粮食局采取特殊的做法，对其给予出口补贴，即根据

该类产品出口量的多少，以大大低于其国内价的世界价格对其销售国内小麦。

（九）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近年来，土耳其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有所改善。所有政府机构根据土

耳其文化部通告的要求使用正版软件，以身作则。同时，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也有所加

强，这些都有力地改变了知识产权保护。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土耳其对商标权的

保护力度不够，仍然存在广泛的造假产品以及图书和软件的盗版行为，对出口商的利益

造成影响。

（十）服务贸易壁垒

１．电信服务

土耳其要求生产支持加密通讯设备的土耳其厂商必须向土耳其电信局提供加密代

码，否则土耳其电信局会屏蔽该设备的电子邮件服务。

２．其他服务

土耳其在金融服务、石油部门、广播以及海运部门限制建立外资企业。从事会计、

注册会计师或者在土耳其法院代理客户的人必须具有土耳其公民身份。目前，在土耳

其的外国医生执业许可的相关法律仍有待议会的最终通过批准。

（十一）其他壁垒

土耳其严格控制劳务输入。这种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政策执行的审批，而非法

律的规定。办理工作许可证的程序非常耗时，需要大量的文件，手续繁琐，办理周期长，

而且获批许可证的几率很低。所以，即使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外国劳务输入，但是申请的

困难使得外国专业人员或高级技工在土耳其都面临难以获得工作许可的严峻问题。

四、投资壁垒

整体而言，土耳其开放投资的私人部门都完全对外国投资开放。但是，对部分领域

的外资准入土耳其有所限制，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广播、航空、海运、渔业、会计和审计、金

融业、石油、矿业、房地产业、电力、教育和私人雇用业。

航空：航空公司最高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９％，航空公司经营牌照只发给本地注

册的公司。该公司必须由土耳其公民控制管理，且多数投票表决股份由土耳其公民所

有。若要获得地面服务牌照，该公司多数授权管理代表必须是土耳其人，必须确保其多

数股东投票权属于土耳其公民。

海运：土耳其规定最高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４９％。沿海贸易权只保留给悬挂土

耳其国家旗帜的船只。只有由土耳其公民控制管理，且投票权为土公民所有的土耳其

股份公司才能获得商业船只登记。

渔业：在土耳其，外国人无法获得捕鱼许可。外国船只也无法在土耳其作为渔船登

记注册，除非船只的所有者为土耳其公民或是由土耳其公民占多数投资比例的公司

所有。

电子业：外国公司在发电、传输和分配部门不能拥有决定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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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土耳其议会正在制定法律草案放宽持股限制，目前土耳其广播部门的外资持

股比例不得超过２５％。

金融部门：在土耳其设立金融部门需要特别许可。新设银行必须以合资公司、或外

国银行在土耳其成立第一个分行的形式设立，由土耳其银行监理署批准。只有在土耳

其设立的、并且由土耳其资本市场委员会授权的中介机构（包括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交

易活动，但是银行不能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ＩＳＥ）证券市场交易。共同基金只能由

授权的银行、保险公司、非银行证券中介机构设立。投资公司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必须

是土耳其国民。保险业，只允许咨询和风险管理服务中与保险相关的外国商业存在或

外国自然人存在。在土耳其设立保险或再保险公司、开设保险或再保险分公司需要经

过事先批准。特别许可措施同样适用于国内和外国投资者。

房地产：在土耳其有合法存在的外国公司没有土地数量的限制，只要该土地可一直

被用于经营活动即可，但是外国公司购买土地方面却有诸多限制。早在２００８年年初，土

耳其宪法法院做出决定，终止《外商直接投资法》和《地契法》中关于允许外国个人和外

国公司购买土地的规定。之后，土耳其政府通过了新的法例，重新准许外国人购买土

地，但规定，单个外籍人士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上限不得拥有超过２５０亩，多个外国个人共

同拥有的土地数量不超过任何特定的开发区土地的１０％。

会计、审计及簿记服务：该服务行业需要土耳其政府的特别许可。正式颁布有关专

职金融顾问法律的国家的外国金融顾问，如果具有土耳其金融顾问的资格，并且能够在

土履行同自己的国家类似的服务，可以本着互惠的原则，由土耳其总理经财政部建议后

批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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