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　　及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多项部颁法令。涉及汽车门锁、

机动车用白炽灯、机动车用制动片、机动车用报警装置、机动车用车速表、机动车用间接

视野装置、机动车用催化剂转化器、轮胎、机动车用前照灯、高炉矿渣微粉、婴儿奶嘴、水

泥、家用灯、玩具等产品的相关标准。在此提醒相关商品的出口企业及时关注政策和标

准的变化，提早做好应对工作，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埃及对食品实施最大“有效期限”的要求，但同时规定食品若超过其保质期的

一半时间，则不可供人食用，埃及本国产品不受该法规的限制。这些要求大大提高了生

产商的加工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力，也违反了 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提醒食品出口企业注

意，并及时防范风险。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埃及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９．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９．１％。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６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３％；自埃及进口９．２亿美元，

同比增长２４．５％。中国顺差５１．２亿美元。中国向埃及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械器具，

电器设备，纺织品，车辆，钢铁制品，化学纤维长丝，塑料，有机化学品，化学纤维短纤，玻

璃及其制品。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埃及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１．７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２４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埃及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５０２３万美元。２０１０年，埃及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１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８０３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埃及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２００５年修订的《海关法》与２００６年颁布的

《海关法实施条例》。埃及财政部是埃及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其下属的海关是关税政

策的执行机构。埃及海关总署下设４个分关：开罗关、亚历山大关、塞得港关、苏伊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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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分关设有：关税管理处（负责所辖省内海关事务）、自由区管理处（负责所辖省内自

由区海关事务）、裁决处、税则处、估价处。一般在各港口、机场和关界内还设有海关办

公室，办公室内设各种分管机构。

埃及海关管理模式主要实行以口岸管理为主。海关将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在进

出口通道，通过在口岸对进出口货物的直接检查实施海关管理。根据２００５年《海关法》，

埃及关税基本按从价税原则计征。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埃及２００９年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７．３％，其中农

产品关税为７０．７％，较２００８年水平略有上升；非农产品关税为９．２％，与２００８年持平。

作为２００９年２月埃及政府推出的激励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第５１／２００９号总统令

修订了２５０个其他项目的海关关税税则表，降低了众多项目的海关关税，并取消了部分

原材料、资本货物及中间货物的关税，例如纺织产品的原材料等。同时，该总统令还提

高了部分产品的适用关税税率，包括一些基本化工品、工业橡胶、烟草制品以及部分机

械产品和医疗设备。

经过三年多的改革，埃及已经将其整体加权海关关税从１４．６％降低到５．５％，大部

分向埃及出口货物的关税水平低于１５％。

２．进出口管理制度

（１）基本制度

埃及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法律为２００５年修订的《进出口法》。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主

管对外贸易，其下属的进出口监管总局负责进出口商品的检验。进出口监管总局下设

原产地管理局，负责研究贸易优惠安排和非关税壁垒、公布信息、颁发原产地证书等。

埃及规定，对埃及出口产品的原产地证书、文件及附件等须由驻出口国的埃及使馆

或领事馆认证。如果埃及在出口国尚未设立使馆或领事馆，则应由驻出口国的其他阿

拉伯贸易代表机构予以认证。

２００９年初，埃及财政部着手对埃及海关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并以期通过改革使

埃及海关达到国际水平。同时，埃及政府还在其主要港口兴建现代化海关中心，建成的

海关中心将适用新的海关程序，埃及政府希望通过实践检验新海关程序的不足（例如风

险管理等方面），并及时进行调整。另外，埃及还在积极更新其信息技术系统，以促进港

口和机场之间的通讯便利。这些项目已经于２０１０年４月完工并投入使用，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通关效率。

（２）《中埃装运前检验谅解备忘录》

为便利贸易，保证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安全，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

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４日签署了《关于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装运前检验谅解

备忘录》（质检总局〔２００９〕第２５号公告）。

为执行该谅解备忘录并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１日

签署了第２５７／２０１０号部长令，规定自签署之日起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不包括食品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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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到埃及时，必须提交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船前检验证书，该证书是产

品在埃及清关时唯一需要提供的官方文件。

（３）技术标准

根据埃及１９９６年第１８０号部长令的规定，在不存在本国强制性标准的情况下，进口

商可从７种国际标准中自由选择，包括ＩＳＯ标准、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日本标准、英国

标准、德国标准和针对食品的Ｃｏｄｅｘ标准。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日，埃及贸工部决定对进口

商品进行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并将禁止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商品进入埃及市场，２０１１年重

点整治的商品为摩托车、家具、成衣和家用电器等。

３．贸易救济制度

埃及１９９８年《国际贸易中不良做法影响下的国家经济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是埃及

贸易救济的基本制度。该法对埃及的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程序

做出了规定。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国际贸易政策司负责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调

查事务。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近年来，埃及在投资管理制度方面并没有重大调整。主要的法律制度包括：２００５年

《公司法》、２００５年《投资保护鼓励法》及其实施细则、２００２年《经济特区法》、２００５年《所

得税法》以及２００８年修订的《资本市场法》、《保险法》、《经济法庭法》和《不动产税法》等。

自２００４年７月成立以来，埃及投资部一直是埃及投资管理的主要部门，主要负责监

管投资政策、在有关投资部门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和联络，为投资者提供争端解决服

务，并负责执行政府有关投资环境改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的相关政策。埃及投资部下

属的埃及投资总局（ＧＡＦＩ）是一个重要的促进投资以及为外国和国内投资者提供援助

的政府机构。目前，埃及投资总局已从传统管理架构逐步转变为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

成为埃及唯一的投资“一站式服务机构”。统管外资项目和自由区，具体负责制定和修

改投资法，改善外资环境，外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咨询服务，对外宣传等。旨在简化创

办企业的程序、推介不同领域的投资机会、解决投资者的问题，为现有和有可能的投资

者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埃及投资总局总部设在开罗，各省市均设有分支机构。

１．公私合作项目（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埃及投资部开始全面促进公私合作项目，以便增加教育、卫生、交

通、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私营投资。其中包括制定立法与制度框架，鼓励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以合伙的形式进行合作。目前，公私合作项目新法规草案已经定稿，该草

案主要是为了调整管理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新法规详细介绍了每一方的责任

与义务。关于能力建设和制度体系方面，埃及投资部和财政部共同成立公司合作项目

的管理部门，总部设在财政部。它为项目提供支持和技术援助、开发实行项目的框架和

合同模式，并为有关部门提供技术咨询。

２．基于地区的投资激励

埃及政府主要以兴建自由区、工业区和经济特区的方式，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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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根据《投资保护鼓励法》和《经济特区法》的相关规定，在上述三种投资区域实施

不同的投资法律，享受不同的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在埃及投资。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金融监管总局（ＥＦＳＡ）

为了实现非银行金融服务市场的体制发展，提高非银行金融服务监管的有效性，埃

及政府建立了金融监管总局，该机构作为埃及非银行金融工具和市场监管的主管机关，

代替埃及保险监督局、金融市场管理机构和房地产抵押贷款事务总局处理日常事务，并

且还负责融资租赁活动的管理。

埃及具有全国统一外汇市场，实行浮动汇率，由银行每日挂牌公布，外汇可在银

行和钱庄自由兑换。埃及的国营和私营外贸公司进口用汇均可自行在银行办理用汇

申请，一般需向银行预付进口合同金额的１０％—３５％（银行支付利息）。根据埃及１９９１

年《外汇交易法》的相关规定，除政府机关、公共部门外，所有自然人与法人均可持有外

币并进行外汇储蓄、兑换和国际支付，但必须通过政府批准的３８家银行和４家专业银行

进行。

２．对水泥、钢材等增加销售税

埃及人民议会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决定，批准政府提议的对水泥、钢材和香烟等３

种产品的增税方案。根据该方案，埃及政府对水泥新增５％的销售税，将钢材的销售税

由原来的３％提高至５％，并对香烟增收４０％的销售税。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２０１０年５月４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２０１０第３２号部颁法令。该法

令规定了汽车门锁、机动车用白炽灯、机动车用制动片、机动车用报警装置、机动车用车

速表、机动车用间接视野装置、机动车用催化剂转化器、轮胎、机动车用前照灯、高炉矿

渣微粉、婴儿奶嘴等产品的相关标准，具体如下：

Ａ．汽车门锁（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４／２０１０（该标准等同

于最新版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车辆法规———１９５８协定法规》（以下简称

《车辆法规》）第１１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适用于汽车门锁和车门保持件，或者可以用

于Ｍ１和Ｎ１１种类车辆乘员进出的铰链和其他侧门支撑件。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

月１８日。

Ｂ．机动车用白炽灯（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８／２０１０（该标准

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３７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适用于在机动车车辆或拖车经

认可的灯具中使用的白炽灯。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Ｃ．机动车用轮胎（ＨＳ编码为８７）：分别应遵守：ｉ．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９１／２０１０

（该标准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５４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适用于（但不仅是）

Ｍ２、Ｍ３、Ｎ和Ｏ３，以及Ｏ４种类车辆的新充气轮胎，不适用于通过速度种类符号识别

的车速低于８０千米／时的轮胎。ｉｉ．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９０／２０１０（该标准等同于最新

７１埃　　及



版的《车辆法规》第３０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机动车及其挂车充气轮胎的统一

规定。该标准主要适用于（但不限于）Ｍ１、Ｏ１和Ｏ２类机动车的新充气轮胎，但不适用

于古董车和赛车的轮胎。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Ｄ．机动车用前照灯（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５／２０１０（该标

准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１、２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发射非对称近光

和／或远光并装有Ｒ２类白炽灯的机动车辆前照灯的统一规定。适用于可以和玻璃或塑

料材料反射镜一体化的机动车辆前照灯。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Ｅ．高炉矿渣微粉（ＨＳ编码为２５）：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９５／２０１０：“在混凝

土、砂浆和水泥浆中使用的高炉矿渣微粉”的埃及标准。其中，第１部分规定了在混凝

土、砂浆和水泥浆中使用的高炉矿渣微粉的定义、规范和合格标准；第２部分规定了合格

评定程序（该标准与ＥＮ１５１６７１，２／２００６标准一致）。该标准尚未规定生效日期。

Ｆ．婴儿奶嘴（ＨＳ编码４０１４）：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９３／２０１０：儿童护理用

品———婴幼儿奶嘴。其中，第１部分规定了通用安全要求和产品信息；第２部分规定了

机械要求和测试；第３部分规定了化学要求和测试（该标准和ＥＮ１４００１、２、３标准相

一致）。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Ｇ．机动车用制动片（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９２／２０１０（该标

准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９０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电动车辆及其挂车

可更换制动片总成和鼓式制动片的统一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按照法规Ｎｏｓ．１３、１３Ｈ

或７８核准型号的Ｍ、Ｎ、Ｌ和Ｏ类机动车制动系统摩擦制动使用的可更换制动片总成；

按照法规Ｎｏ．１３核准型号的Ｍ３、Ｎ２、Ｎ３、Ｏ３或Ｏ４类机动车安装和使用的制动靴上

的可更换鼓式制动片；按照法规Ｎｏ．１３或Ｎｏ．７８核准型号的电动车辆及挂车安装和使

用的可更换制动片总成和按照法规Ｎｏ．１３核准型号并被分类为 Ｍ３、Ｎ２、Ｎ３、Ｏ３和

Ｏ４的电动车辆及挂车安装和使用的制动靴上的可更换鼓式制动片。拟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Ｈ．机动车用报警装置（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６／２０１０（该

标准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２８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机动车音响报警

装置及关于声音信号的统一规定。该标准适用于：安装在除摩托车以外的机动车上的

直流或压缩空气驱动的音响报警装置；除摩托车以外的机动车声音信号。拟生效日期

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Ｉ．机动车用催化剂转化器（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９／２０１０

（该标准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１０３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电动车辆可

更换催化剂转化器的统一规定。该标准适用于作为可更换零件安装在ｍ１和ｎ１类电动

车辆上的催化剂转化器。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Ｊ．机动车用车速表（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７０８７／２０１０（该标准

等同于最新版的《车辆法规》第３９号及其所有的修订版）：关于批准机动车车速表设备及

其安装的统一规定。该标准适用于Ｌ、Ｍ和Ｎ类机动车的批准。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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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８日。

Ｋ．机动车用间接视野装置（ＨＳ编码为８７）：应遵守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４６５３／

２０１０：关于批准机动车间接视野装置及其安装的统一规定。该标准取代以前的强制性

标准ＥＳ４６５３／２００５，适用于：车体至少部分围住驾驶员的Ｍ、Ｎ和Ｌ类机动车的间接视

野装置；车体至少部分围住驾驶员的Ｍ、Ｎ和Ｌ类机动车间接视野装置的安装。（该标

准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ＵＮＥＣＥ）《机动车法规———１９５８协定》第４６号的最新版本

一致）。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２）２０１０年５月４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埃及第７７９号部颁法令，关于

水泥的强制性标准，涉及产品的ＨＳ编码为２５２３。该标准规定了非钢筋混凝土用水泥

类型的包装要求和标准。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

（３）２０１０年５月４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玩具标准，涉及产品的ＨＳ编

码范围为９５０１、９５０２和９５０３的玩具产品。该标准规定了埃及玩具强制性标准，玩具必

须符合涉及机械和物理性质、可燃性和某些元素迁移等安全方面的标准。其中，第１部

分规定了玩具的机械和物理性质测试方法；第２部分规定了禁止在所有玩具中使用的易

燃材料，以及涉及在接触火时某些玩具的可燃性要求；第３部分规定了元素锑、砷、钡、

镉、铬、铅、汞，以及硒从玩具原料和玩具部件中迁移的要求和测试方法。该标准与欧洲

标准ＥＮ７１１、２、３一致。该标准尚未规定生效日期。

（４）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家用灯强制性标准ＥＳ６３１３

２００９：“家用灯能源效率标签”，涉及产品的ＨＳ编码为８５３９。该标准适用于家用灯，即

直接由电源供电的家用电灯（白炽灯和紧凑型荧光灯），以及家用荧光灯（包括直管荧光

灯和非紧凑型荧光灯）（即使是作为非家用销售时）的能源效率标签。该标准与欧盟指

令（９８／１１／ＥＣ）一致。该标准尚未规定生效日期。

（５）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了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３号部颁发令，

规定了小麦的埃及强制性标准ＥＳ１６０１１／２０１０，涉及产品的ＨＳ编码为１００１。该标准

规定了人类消费的小麦（普通小麦）最低要求和分析与检验方法。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

９月３日。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马铃薯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埃及农业和土地开垦部向 ＷＴＯ通报《关于马铃薯块进口要求

的２０１０年第５０３号部长令》。该法令要求为了保护植物和保护国家免受有害生物的其

他危害，自２０１０年起进口马铃薯块（马铃薯种—马铃薯制品）至埃及，必须符合《国际植

物保护公约》国际检验措施第４条和第１０条的要求。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埃及农业和土地开垦部又向 ＷＴＯ通报《关于马铃薯块进口的

２０１０年１１５６号部长令》，宣布暂停有关埃及进口块茎马铃薯（马铃薯种—马铃薯制品）

的植物卫生进口要求的２０１０年５０３号部长令，延长２００９年１１４６号部长令至下一年度。

该部长令已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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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麦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向ＷＴＯ通报了《关于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ａｅｓ

ｔｉｖｕｍ）的基本要求》（ＥＳ１６０１１／２０１０）。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该标准规定供消费者食用

的小麦的最低要求，以及小麦的分析和测试方法。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０年９月３日。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０年，埃及对车辆、服装以及部分酒类饮料等商品仍维持高于４０％的关税水平。

例如，对发动机引擎低于１６００ｃｃ的客车征收４０％的关税，对发动机引擎高于１６００ｃｃ的

客车征收１３５％的关税；另外，对发动机引擎高于２０００ｃｃ的客车额外征收高达４５％的销

售税；对服装产品征收高达３０％的关税。尽管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向埃及出口的农产品

关税已降低到５％以下，然而部分加工食品的海关关税还是维持在２０％—３０％左右；进

口外国电影的关税税率为４６％，远远高于埃及国内电影的销售税和票房税。通常情况

下，埃及对啤酒征收１２００％的进口关税，对葡萄酒征收１８００％的进口关税，对气泡酒和

烈酒征收高达３０００％的进口关税。对旅游行业中销售的酒精饮料（包括在宾馆内销售

的）征收３００％的进口关税，外加４０％的销售税。

此外，埃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透明度，经常会在没有公告和设定

评议期的情况下，突然发布与进口有关的政策措施。例如，２００６年埃及政府决定将禽肉

的进口关税从３２％降低到０，２００７年埃及又毫无征兆的将禽肉的进口关税重新提高到

３０％，并一直沿用至今。埃方在进口措施上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向埃及出口相关产品带

来了极大的风险，希望埃方能保持其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提醒相关出口企业

及时关注其政策的变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进口限制

埃及规定，只有客车的原始所有者才有权将该车进口至埃及，并且该所有者还必须

证明其是在该车出厂后的一年内购买的。

埃及卫生部（ＭＯＨ）禁止以成品形式进口天然产物、维生素以及食品增补剂。这些

商品只能通过埃及当地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入埃及市场，或者把产品的原料和预

先混合料交给埃及当地的药房，由药房依照卫生部的标准制成和包装。只有当地工厂

才可被允许生产食品增补剂，以及进口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埃及营养协会（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和埃及卫生部下属的药物计划和政策中心

（Ｄｒｕ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ｎｔｅｒ）负责所有营养添加剂和食品的注册和许可工作。进

口商必须申请食品进口许可证，尽管埃及政府试图将整个审批过程控制在６—８个星期

之内，但是还是有很多产品会面临大约４—１２个月的审批过程。获得审批后的进口商，

每年还将支付约为１０００美元的年审费用。此外，如果申请的进口食品在当地市场上已

有同类产品销售，则该进口许可将无法获得批准。审批期限过长，反映出埃及政府行政

效率低下，同时给我国食品企业出口带来一定风险。提醒相关企业，密切关注埃及关于

申请食品进口许可证的相关政策，对于属于需要超长时间审批的产品，可以采取提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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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等方式积极应对，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

埃及规定，向埃及进口新的、二手的或翻新的医疗仪器和设备，必须经过埃及卫生

部的批准。该规定无论是对精密的电脑成像设备，还是对最基本的医疗仪器都同样适

用。埃及卫生部对审批有以下几点要求：（１）进口商必须提交审批申请表；（２）提交由原

产地国卫生机构签发的安全证书；（３）提交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者欧洲标准局签发

的同意证书；（４）提供设备生产者的原始证明，以证明该设备的生产时间，同时也证明该

进口设备是否为新设备。所有的进口设备都必须在原产地国进行测试，并且证明其安

全性。同时，进口商还需要证明其拥有合格的服务中心向进口的医疗设备提供售后服

务支持，包括零部件的更换和技术支持。

埃及政府支持生产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并且制定了关于评审和通过生物科技种子

的相关法规。埃及政府规定，凡是向埃及出口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必须要证明其在原产

地国进行销售，才可获得进口许可证。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埃及法律规定，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ＥＯＳ）负责

制定标准和技术法规，具体合格评定工作由卫生部、农业部等不同部门的多个机构开

展，而对于进口产品则由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进出口监管总局（ＧＯＥＩＣ）负责。自

２００５年起，埃及开始根据国际标准修改其强制性标准，目前８０％的强制性标准都是建立

在国际机构发布的标准之上的。尽管埃及政府对进口产品实施严格的检验措施，并根

据强制性标准对进口产品施加了严格限制，同时埃及政府还称其标准同等适用于进口

产品与国产品，但实际上进口产品必须接受不同管理机构的严格检验。埃及政府的上

述做法明显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区别待遇，给出口企业带来了风

险和不必要的损失，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埃及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缺乏透明度且程序繁琐，部分进口食品质量标准缺乏

科学依据，水果和蔬菜的植物卫生要求经常变动，出口商还必须满足繁琐的标签及包装

要求，提高了出口商的处理成本。例如家禽制品和肉制品必须用密封袋包装，直接从原

产地装船运到埃及。家禽制品和肉制品在包装的内侧和外部都必须标注相关的信息：

包括原产地、产品名称和注册商标、屠宰厂名称、屠宰日期、进口商名称、屠宰过程的监

督机构名称（根据伊斯兰教法，这类监督机构必须获得原产地商业部门的许可），且提供

阿拉伯文详细的信息。然而，其中部分要求并不适用于本国产品。

此外，埃及对食品实施最大“有效期限”的要求（有效期限是指在此段时间内，产品

在正常的包装、运输和储存条件下，可以保持其基本属性，并且可以使用和上市销售）。

然而，埃及又同时要求食品若超过其保质期的一半时间，则不可供人类食用。这种做法

等于缩短了食品的保质期，而同样的埃及本国产品则不受该法规的限制。这些要求大

大提高了生产商的加工成本并削弱了竞争力，同时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中方希望埃

方能遵守ＷＴＯ的相关承诺，积极取消各类非关税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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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埃及未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埃及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８

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７起，保障措施１起，主要涉及机电、轻工、化工

和五矿等产品。

２０１０年６月，埃及决定对产自中国的５０—１００马力多项交流发电机征收反倾销税，

反倾销税以ＣＩＦ计价，幅度为８０％—８６％。

（六）政府采购

埃及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方。

根据１９９８年埃及法律的规定，在授标的时候应该考虑技术上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价

格。埃及本国国营公司竞标可以比其他竞标者价格低１５％。根据２００４年《中小企业发

展法》（ＳＭ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ｗ）的规定，中小企业可以在任何政府采购竞标中获得

１０％的政府采购标的。埃及法律给予供应商特定权利，例如可以加快其回收投标担保

金的速度，还可以得到关于为何竞争者能获得合同的书面解释。然而，埃及在政府采购

中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埃及总理始终保留着较大的权利以确定某些具体实体的采购

条款、采购条件和规则。

（七）服务贸易壁垒

埃及在电信和建筑服务业限制外资不得超过４９％。然而，在计算机服务领域可以

允许有大量外资的存在，前提是埃及通信与信息技术部认定该服务是某个大型商业模

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该服务也能使埃及本国获益。埃及政府规定，雇佣外国劳工

的比例不得高于该企业总劳工数的１０％；与计算机相关的产业中，埃及规定，６０％的高

级管理人员必须是埃及人，同时需有３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１．银行业

尽管自２０１０年年初以来，美国、欧洲、亚洲的一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向埃及中央银行

提出了进入埃及市场的申请，但埃及中央银行拒绝了上述申请。不向外资银行开放埃

及市场的政策已经实施了３０年，同时，埃及政府也不会允许外资银行在埃及设立分行。

２．快递和邮政服务

在埃及从事快递和邮政服务必须要得到埃及国家邮政总局（ＥＮＰＯ）的特殊批准。

另外，私人从事快递业务，必须按其每年税收的１０％作为“邮政代理费”支付给埃及国家

邮政总局。２００９年，埃及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赋予埃及国家邮政总局在私人快递业务方

面的更大的管理权，例如埃及国家邮政总局有权利提高邮政代理费标准，私人快递服务

公司的定价必须事先获得埃及国家邮政总局的批准等。由于埃及国家邮政总局并不是

一个独立的政策制定者，因此埃及政府此举给埃及国内快递业务的公平竞争造成了极

大的负面影响。

３．电信

埃及电信依旧维持着其对埃及电信业在事实上的垄断状态。尽管埃及向 ＷＴＯ承

诺将会签发新的营业执照，但是埃及国家电信管理局（ＮＴＲＡ）还是延迟了本应在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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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签发新的营业执照的计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埃及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开始接受当地和

国际上对新的营业执照的竞标，该营业执照允许的营业范围包括数据服务、语音服务以

及消费者视频服务，但是到目前为止新的营业执照还未签发。

４．其他

埃及政府对从事进口业务企业有严格限制，规定只有埃及人才能注册从事进口业

务的企业。另外，外国人不得在埃及从事商品流通和批发业务。在埃及开办超市和连

锁经营要经过特别委员会审批通过。只允许埃及人注册从事投标业务的商业代理。根

据埃及劳动法，进出口海关清关人员必须是埃及人，导游也只能聘用埃及当地人。

此外，埃及对放映外国电影有数量限制，对于每一部外国电影，分销商只能进口５份

拷贝。

四、投资壁垒

（一）外汇管理

从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开始，埃及对出口企业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旅行社和宾馆等可

直接向游客收取外汇，而不必事先将美元兑换成埃镑后进行结算；出口商、旅游收汇单

位等必须将外汇收入的７５％卖给银行。因此，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在埃投资项目，

进口原材料所需用汇和企业利润的汇回存在较大的困难。

（二）劳工管理

在埃投资项目必须按照埃及劳动法规定的中埃雇员比例１∶９用人（自由区可放宽

到１∶３），才予以办理相关的工作签证，且工作签证期限较短，办理手续繁琐，极大影响

了在投资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

３２埃　　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