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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菲律宾宣布重开装船前检验制度，进口散装货物或杂货必须

由认可的检验机构在发航港进行检验，包括货物的质量、数量和核价。此举将菲律宾进

口商的出运风险转嫁给了出口企业，提醒中国出口企业关注该项措施。

２０１０年，菲律宾发布通知要求进口商品许可证体系（ＩＣＣ）涵盖的进口商在海关放行

货物后三天内至检验机构接受清点和抽样，满足标准的进口商可获得ＩＣＣ证书，其产品

可适用ＩＣＣ标志。进口商根据此项通知可能会对进口产品做出更高或附加的要求，提

醒中国出口企业关注该通知，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２０１０年，菲律宾颁布了众多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荧光灯镇流器标签要求、陶瓷卫

生设备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则、紫芋酱加工处理操作规程、熏鱼标准等等。提

醒出口菲律宾的相关企业关注菲律宾产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确保出口产品达到技术

或程序上的标准。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７７．５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５．１％。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１１５．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４．３％；自菲律宾进口１６２．１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５．６％。中方逆差４６．７亿美元。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

器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制品、

钢铁、车辆、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等。自菲律宾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电器设备、机械设

备、铜及其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光学、医疗仪器设备、农产品、玩具及运动用品、铝及其

制品、矿物燃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菲律宾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７．７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６５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企业对菲非金融类投

资８６０４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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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主要是２００１年修订的《１９９１年海关法》。该法对

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货物海关估价、税费征收及海关监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菲律宾关

税委员会主要负责关税政策的制定，包括关税的减让、变更、退还，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

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施的调查工作。菲律宾财政部下设的关税局负责防止

走私等不法行为，管制从事国际贸易的轮船和航空器，执行关税法，管制进出口货物，实

施没收扣押等措施。

菲律宾对大部分产品征收从价关税，税率范围为０—６５％，但对酒精饮料、烟花爆

竹、烟草制品、手表、矿物燃料、卡通、糖精、扑克等产品征收从量关税。工业用的食品和

其他产品免交进口税。电器产品，木材，照相设备和耗材，家具，汽车及零件的进出口税

率为２０％，化妆品和香水进口税率为３０％。菲律宾经常审查关税税率并根据实时需要

调整关税。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菲律宾对纳入《货物贸易

协议》范围的中国产品实施优惠税率。此外，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货物贸易协议》的相关承诺，菲律宾还将在２０１２年前逐步将从中国进口的正常产品关税

降为零；在２０１２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２０％，到２０１８年降为０—５％；

在２０１５年前把从中国进口的高敏感产品关税降到５０％。

（２）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年财政年度，菲律宾最惠国简单平均税率为６．３％，其中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简

单平均税率９．８％，非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５．８％。２０１０年菲律宾在关税

水平方面的调整主要如下：

２０１０年６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分别发布第８９２号和第８９４号行政令，为了实施东

盟自贸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ＣＥＰＴＡＦＴＡ），削减来自东盟自贸区国家的糖类产品

和大米的关税。根据行政令，糖类关税将由２０１０年的３８％逐年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５％，

大米关税将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０％逐年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５％。

为执行在东盟自贸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ＣＥＰＴＡＦＴＡ）中的承诺，２００４年１

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２６８号行政令决定，将柏油的税率降为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８５０号行政令，决定将原油和石油的税率降为零。２０１０年６

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８９０号行政令，宣布为了不在东盟成员国和其他进口国之

间形成歧视待遇，将来自非东盟国家的原油、石油和柏油的进口关税由３％降为零。

２０１０年６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发布第８９８号行政令。该行政令指出，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发布的第３７５号行政令提高了特定钢铁产品的关税，但为了充分满足菲国内建筑行业

的需求，因此决定下调热轧卷板（ＨＲＣ）和冷轧卷板（ＣＲＣ）的关税使其适用最惠国税率。

同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还发布第８９６号行政令，宣布将聚酰胺和混合烷基苯等产品的

税率适用最惠国税率，为１％。此外，本月菲律宾关税委员会还发布第８８５号行政令，宣

布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佛罗伦萨协定》成员国，其将努力执行协定有关对图书和出

版物、教科材料等免税的要求，对教育、科技、历史及文化类书籍实行最惠国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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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菲律宾颁布了７６５号行政命令，将小麦及饲料小麦的关税分别由３％

和７％调整为零关税。２００９年６月，菲律宾贸工部颁布８１８号行政命令，将小麦进口零

关税延长６个月，同时对饲料小麦附加７％的进口税。２０１０年２月，菲律宾颁布的第

８６３号行政令表示，由于小麦进口零关税有利于降低面粉生产成本、稳定面包价格，该政

策将再延长６个月。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菲律宾颁布了７６６号行政令，决定撤销５％（对贸易最惠国）及３％

（对东盟国家）的水泥进口税。２００９年７月，菲律宾颁布第８１９号行政令，宣布将水泥进

口的零关税再延长６个月。２０１０年２月，菲律宾颁布的第８６２号行政令表示，由于水泥

进口零关税将支持建筑行业的发展，该政策将再延长６个月。

２．进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将进口商品分为三类：自由进口产品、限制进口产品和禁止进口产品。菲律

宾绝大多数商品为自由进口产品。限制进口产品必须经过菲律宾政府机构如农业部、

食品药品局核实发放的进口许可证才能进口。

禁止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损害公共健康、国家安全、国际承诺和当地工业发展的商

品，具体包括：炸药、武器类；含有煽动暴乱或颠覆政府等内容的手写或印刷物；淫秽物

品类；非法堕胎药或其广告等；赌博用品；彩票，但经菲律宾政府授权的除外；金银及其

他贵重金属类；违反《食品药品法》的伪造食品或药品；大麻及鸦片等麻醉药品；鸦片烟

枪及零件；二手衣物；玩具枪。此外，菲律宾政府还禁止进口二手车，但来自特别经济区

进口的二手车除外。

限制进口产品包括：无水醋酸；大米；氰化钠；氟利昂及其他臭氧消耗物质；盘尼西

林及其派生物；精炼汽油产品；煤及其派生物；制造炸药的各种化学品；育种用洋葱、大

蒜、土豆、包菜；含农业化学物质的杀虫剂；摩托车及其配件；二手卡车及汽车轮胎等；二

手摩托车；自社会主义及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军舰；放射性物质；超过５０００比

索的已不再发行的菲律宾货币；本地产量充分的农产品。

此外，菲律宾还对大米、玉米、鸡、鸭等多种农产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配额内关税

一般为３０％—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３５％—６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菲律宾贸工部下属的产品标准局（ＢＰＳ）发布通知，要求进口商

在财政部关税局放行货物后三天内至产品标准局认证的检验机构接受清点和抽样。产

品标准局此次通知要求的对象为进口商品许可证体系（ＩＣＣ）涵盖的进口商，对违反要求

的进口商，产品标准局可对其后续进口不予放行。进口商品许可证体系（ＩＣＣ）适用于进

口商品。对于进口的属于强制性菲律宾国家标准（ＰＮＳ）覆盖范围内的产品，进口货物经

过菲律宾产品标准局（ＢＰＳ）评价满足对应的菲律宾国家标准或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国外

标准要求后，ＢＰＳ将给产品的进口商颁发ＩＣＣ许可证书，准许其适用ＩＣＣ标志。

２０１０年４月，菲律宾货物检验公司认可委员会宣布，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及以后到

港的散装货物或者杂货均接受装船前检验（ＰＳＩ），进口的散装货物或杂货必须由认可的

检验机构在发航港进行检验，包括货物的质量、数量和核价。此举意味着菲律宾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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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重开装船前检验，产品出口到菲的门槛将提高，出现问题的货物将在出口国被制

止。早在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９日，菲律宾政府便宣布将逐渐取消货物装船前检验，作为实施

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并中止与瑞士ＳＧＳ公司的合约。菲律宾过去是通过

ＳＧＳ公司来执行装船前货物检验的规定，目的是确定货物在进口地的真正价值和税率，

以防范走私、瞒税及漏税行为。此次菲律宾重启装船前检验并宣布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ＢＶ）获得菲律宾货物检验公司认可委员会的授权，对任何到菲律宾的散装货物或者杂

货实施装船前检验。目前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在中国开展的装船前检验业务主要来自于

安哥拉、孟加拉、刚果等国家，这些国家基本都采用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再进行检验。而

菲律宾则要求如果出口货物有出现数量、核价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就被制止，而不会

到港后才滞留在菲律宾，这种做法降低了菲律宾进口商的出运风险。

３．出口管理制度

菲律宾大部分产品可自由出口，但对少数产品实行出口管制，分为禁止出口和限

制出口两大类。禁止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苎麻种子及幼苗、部分野生动物及活鱼等。

限制出口的产品主要包括矿产、水泥、石油及石油产品、军火及部分植物原材料等。

出口限制产品必须事先获得菲律宾农业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等国家主管单位的

许可。

依据菲律宾《综合投资法典》、《出口发展法》和其它法规的规定，菲律宾对符合条件

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产品规定了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包括：简化出口手续并免征

出口附加税，进口商品再出口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辅助以及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

本设施，免税进口生产出口商品所需原料，保留１００％的出口外汇所得，给予出口融资，

出口信用担保等。此外，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和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内的出口加工企

业，还可享受原材料、关税等方面的鼓励措施等。

４．贸易救济制度

菲律宾的贸易救济法规主要包括《１９９９年反倾销法》、《１９９８年反补贴法》和《２０００

年保障措施法》，以及上述法律的实施细则和条例等。

在反倾销程序中，菲律宾贸工部下设的进口服务署（ＤＴＩＢＩＳ）负责工业产品的反倾

销调查，菲律宾农业部（ＤＡ）负责农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这两个机构主要负责受理申

请，做出初步调查并决定是否实施临时措施。菲律宾关税委员会负责正式调查并向上

述两机构之一提交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最终报告。菲律宾财政部下设的关税局负责执

行并征收反倾销税。

保障措施程序和反补贴程序与反倾销程序大致相同。但在特定情况下，菲律宾农

业部可以对敏感农产品实施特殊保障，要求菲律宾财政部下设的关税局征收不超过现

行关税税率三分之一的特殊保障税。

５．其他相关制度

菲律宾对不同的进口农产品，有着不同的装运前检疫要求。其中，对进口苹果、柑

橘等水果类的装运前要求为：货物须从原产地以封存的冷藏柜运输，在运输途中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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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原产地签发的植物卫生证明须随货物同行；在随同的出口文件中须注明封存号；

证明水果未染有幼果蛾（ＣＯｄｌｉｎｇＭｏｔｈ）、苹果蛆（Ａｐｐｌｅｍａｇｇｏｔ）、圣琼斯介壳虫（Ｓａｎ

ＪＯｓｅＳｅａｌｅ）的附加澄清文件。同时，在随行的植物卫生证明的附加澄清文件中须注明

进口许可证编号。对进口洋葱、大蒜等蔬菜类的装运前要求为：将大蒜以１．５克／立方米

浓度的磷化氢气体在２８摄氏度下熏蒸７２小时。该处理过程须在随运的植物卫生文件

中注明。对进口杂交水稻种子的进关前要求为：在签发进口许可和实际进口之前，出口

商要联系检验检疫部门制订检疫工作安排。菲律宾植物检疫官员须在原产地进行澄清

工作，如在杂交水稻生长的合适的阶段，在生长田间进行虫害观察和评估；监督中国种

子健康部门进行日常的种子健康试验；监督以下用以杀死（清除）已发现目标害虫的必

要措施（以磷化铝熏剂熏蒸稻种、货垫、船舱和集装箱；热水处理稻种以杀灭白顶线虫；

施用杀菌剂和杀虫剂；次氯酸钠处理以杀灭水稻黑穗病）。种子须经清检，不含杂草和

其他掺杂物，须由国家种子健康部门签发健康证明。上述工作须在中国国家植物检疫

部门的紧密协调下进行。中国国家植物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卫生证书和中国国家种子

健康机构出具的杂草分析证书须与货物随运。货物一经抵达菲律宾，还须经菲律宾植

物检疫检查，如果发现异常，对该批货物仍将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发展

《综合投资法典》是菲律宾投资方面的基本法，该法规定了菲律宾的基本投资政策。

《外国投资法典》及其修正案进一步放宽了外国投资者在菲律宾的投资限制，其规定除

法律规定的禁止、限制投资的领域之外，外资可在菲律宾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经

营，另外该法还规定了外资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菲律宾涉及投资的法律法规还包括：《有关从事零售业的规定》、《特别经济区法》、

《投资租赁法》、《有关推动外国投资商业的规定》、《放宽外国企业在菲投资零售业的规

定》等。

菲律宾贸工部是负责贸易投资政策实施和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主要职

能部门。贸工部下设的投资署负责投资政策包括外资政策的实施和管理。

菲律宾政府对外资实施鼓励政策，根据《外国投资法典》，外资可以享有１００％的股

权，但限制外资项目清单（ＦＩＮＬ）中规定的行业除外。《外国投资法典》几乎涵盖所有的

投资领域，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由菲律宾中央银行（ＢＳＰ）管制。

限制外资项目清单分为列表Ａ和列表Ｂ两个部分。列表Ａ主要是由宪法和一些

特殊法规定，其中，大众传媒、零售贸易、合作和小规模矿产等行业禁止外资投入，而在

广告、公共设施的运行和管理等行业则允许少量的外资投入。列表Ｂ主要包括对公共

健康和道德以及国内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业。２０１０年２月，菲律宾发布第８５８号行

政令，公布第八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其中，列表Ａ包括：大众传媒、工程师、医生、会

计、建筑师等１２个完全禁止外资投入的行业，１个外资可达２０％的行业（无线电通信网

络），私营招聘等３个外资可达２５％的行业，１个外资可达３０％的行业（广告），自然资源

的勘探开发和利用等１０个外资可达４０％的行业，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管制的金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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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２个外资可达６０％的行业。列表Ｂ包括危险药品的生产和分销等７个外资可达

４０％的行业。同２００７年１月菲律宾发布的第七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相比，第八版对行

业限制的数量上没有变化，在外资持股比例上略有调整。

对菲律宾投资必须经过注册，在经济区或自由港之外进行投资的，须在菲律宾投资

署进行注册登记，在经济区或自由港内进行投资的，须在菲律宾经济区署（ＰＥＺＡ）处注

册登记。在菲律宾投资署处注册的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企业为当地企业，投资领域为

优先投资领域，或者５０％以上产品出口（外资占４０％），或者７０％以上产品出口（外资占

４０％以上）。在菲律宾经济区署处注册的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企业为当地企业，附属

或分支机构的产品或服务１００％出口。菲律宾投资署和菲律宾经济区署给予其主管的

外资企业以各种优惠，包括减免所得税、免除进口设备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免除进口

码头税、免除出口税费等财政优惠，以及无限制使用托运设备、雇用外国劳工、简化进出

口通关程序等非财政优惠。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菲律宾根据《税收法》对汽车、烟草、汽油、酒精等征收进口消费税。

菲律宾对进口产品征收１２％的增值税，征税基础为海关估价价值加上所征关税和

消费税。菲律宾还对进口货物征收文件印花税，该税一般用于提货单、接货单、汇票、其

他交易单、保险单、抵押契据、委托书及其他文件。进口发票价值多于５０００比索的进口

货物要交２５０比索的进口手续费。

此外，菲律宾宪法规定禁止外国人在菲律宾拥有土地，但后来的《投资者租赁法》规

定外国人可以租赁土地达５０年。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等标签要求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第Ｇ／ＴＢＴ／Ｎ／ＰＨＬ／１１７／１１６／

１１５／１１４号通报，分别规定了管形荧光灯镇流器、单端荧光灯、双端荧光灯、自镇流灯的

标签要求。

其中，第１１７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９２１：２００６—管形荧光灯镇流器—性能

要求和ＰＮＳ２０５０４：２００７—灯和相关的装置—能源标签要求—镇流器的规则和法规。

通报对象为额定１８瓦至４０瓦，５０／６０赫兹，用于带Ｇ１３灯头的Ｔ１２，Ｔ１０，Ｔ９和Ｔ８盐

磷酸盐荧光灯的管形荧光灯镇流器。

第１１６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９０１：２００１Ａｍｄ．０１，０２＆０３：２００６—单端荧

光灯—性能规范和ＰＮＳ２０５０１２：２００６—灯和相关的装置—能源标签要求—第２部分：

单端荧光灯的规则和法规。通报对象为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９０１：２００１Ａｍｄ．０１，０２＆０３：２００６

中规定的普通照明用特定灯圆形荧光灯，灯数据表号码６０９０１ＩＥＣ３２２２２、６０９０１ＩＥＣ

３２３２２和６０９０１ＩＥＣ５２４０２。

第１１５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０８１：２００６—双端荧光灯—性能规范和Ｐ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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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０１１：２００７—灯和相关的装置—能源效率和标签要求—第１１部分：双端荧光灯的规

则和法规。通报对象为功率输入１０瓦至６５瓦的，在２２０—３００伏交流电（ＡＣ）工作的，

５０／６０赫兹，用于带Ｇ１３和Ｇ５灯头的Ｔ１２，Ｔ８和Ｔ５盐磷酸盐和三磷酸盐荧光灯的普

通照明用直管型荧光灯。

第１１４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９６９：２００６—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性能要求和

ＰＮＳ２０５０２：２００６—灯和相关的装置—能源效率和标签要求—第２部分：普通照明用自

镇流灯的规则和法规。通报对象为家用自镇流灯和最低功率输入２瓦到最高６０瓦的，

在２５０伏交流电（ＡＣ）以下工作的，５０／６０赫兹或６０赫兹，带有Ｅ１４和Ｅ２７爱迪生螺纹

灯座的普通照明用紧凑型荧光灯（ＣＦＬ）的标签要求。

（２）污物和污水排放塑料管道系统等国家标准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５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第Ｇ／ＴＢＴ／Ｎ／ＰＨＬ／１２４／１２３／

１２２／１２１／１２０／１１９／１１８号通报，分别规定了污物和污水排放塑料管道系统、灯控装置—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荧光灯电子镇流器、单端荧光灯、双端荧光灯、自镇流灯、管形荧光

灯的电子镇流器的国家标准草案。这些通报的目的在于为所有生产商、进口商、批发

商、经销商、代理商、零售商和其它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指南、合格标准及为了保护所

有使用者的安全。

其中，第１２４号通报规定了建筑物污物和污水排放（低温和高温）未增塑聚乙烯（聚

氯乙烯）（ＰＶＣＵ）硬壁管道系统的管道和系统要求。还对标准中的检验方法规定了检

验参数。标准适用于排放生活污水（低温和高温）的污物和污水排放管道系统的ＰＶＣＵ

管和接头；建筑物通风管道系统和雨水管道系统。

第１２３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２—灯控装置—一般及安全要求

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８：２００２—灯控装置—第２—８部分：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特殊要求

的规则和规定。通报对象为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特别是额定功率１８Ｗ至４０Ｗ、Ｇ１３灯

口、５０／６０Ｈｚ的Ｔ１２、Ｔ１０、Ｔ９和Ｔ８卤化磷酸盐荧光灯（不包括模块化紧凑型荧光灯

镇流器）。

第１２２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１：２００２—普通照明用管形荧光灯镇流

器—一般及安全要求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３４７２３：２００２修订１：２００６—普通照明用荧光灯交流

电子镇流器－特殊要求的规则和规定。通报对象为管形荧光灯交流电子镇流器特别是

额定功率１０Ｗ至４０Ｗ、Ｇ１３和Ｇ５灯口的Ｔ１２、Ｔ１０、Ｔ９、Ｔ８和Ｔ５卤化磷酸盐及三

磷酸盐荧光灯（不包括模块化紧凑型荧光灯镇流器）。

第１２１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１９９：２００６—单端荧光灯—安全规范的规则和

规定。通报对象为普通照明用环形荧光灯特别是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９０１：２００１修订０１、０２、

０３：２００６中规定的灯具规格代码为６０９０１ＩＥＣ３２２２２、６０９０１ＩＥＣ３２３２２和６０９０１ＩＥＣ

５２４０２的灯。

第１２０号通报本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１１９５：２００６—双端荧光灯—安全规范的

规则和规定。通报对象为普通照明用直管荧光灯特别是Ｇ１３和Ｇ５灯口、输入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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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Ｗ至６５Ｗ、工作电压２２０—３００Ｖ（ＡＣ）、５０／６０Ｈｚ的Ｔ１２、Ｔ８和Ｔ５卤化磷酸盐及

三磷酸盐荧光灯。

第１１９号通报规定了关于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９６８：２００６—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安全要

求的规则和法规。通报对象为最低功率输入２瓦至最高６０瓦，在２５０伏交流电（ＡＣ）以

下工作的，５０／６０赫兹或６０赫兹，带Ｅ１４和Ｅ２７爱迪生螺纹灯座的紧凑型荧光灯（ＣＦＬ）

的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

第１１８号通报规定了执行ＰＮＳＩＥＣ６０９２９：２００６—交流供电的管形荧光灯电子镇流

器—性能要求和ＰＮＳ２０５０４：２００７—灯和相关的装置—能源标签要求—镇流器的规则

和法规。通报对象为额定１０瓦至４０瓦，用于带Ｇ１３和Ｇ５灯头的Ｔ１２，Ｔ１０，Ｔ９，Ｔ８

和Ｔ５盐磷酸盐和三磷酸盐荧光灯的交流供电的管形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３）陶瓷卫生设备国家标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

（ＤＰＮＳ）１５６：２０１０－陶瓷卫生设备－规范》。该通报对上釉和无釉陶瓷卫生设备，对材

料、结构、性能、检验和标志规定了要求。此次通报的标准取消并代替ＰＮＳ１５６：２００５卫

生设备规范和ＰＮＳ９９３：２００３坐便器和小便器—已作出技术修订的卫生性能和液压要

求。通报的标准作出了以下修订：１．等级分类被删除；２．包括了无釉陶瓷卫生设备；

３．合并了ＰＮＳ９９３中的性能和液压要求。

（４）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和法规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菲律宾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通报《管理在菲律宾配送的预

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和法规》。通报要求所有生产商、重新包装商、贸易商、进口商或分

销商应在其各自的预包装食品的所有标签上显示根据经修订的规则和法规要求的最低

信息。

（５）屋面用热浸金属涂层薄钢板等国家标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第Ｇ／ＴＢＴ／Ｎ／ＰＨＬ／１２７／１２６／１２５

通报，分别规定了屋面用热浸金属涂层薄钢板、液化石油气减压阀、冷轧碳素薄钢板的

国家标准草案。

其中，第１２７号通报规定了在屋面和屋面附件的生产中使用的薄钢板的要求。

第１２６号通报规定了家用的，最大容量为２千克／小时的液化石油气压力减压阀的

材料、结构、性能和测试要求。此标准不涉及户外使用（配备减压装置的）、商用，以及工

业用高压多级应用的减压阀。

第１２５号通报规定了根据ＰＮＳ１２７：２００４的冷轧碳素薄钢板强制性认证实施准则，

通报对象为商品级和冲压级冷轧碳素薄钢板。

（６）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及相关设备的节能装置的安全和性能要求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菲律宾贸工部产品标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草案

（ＤＰＮＳ）２０８０：２０１０—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及相关设备的节能装置—安全和性能要求》。

该通报规定了用于单相交流电压在２５０伏以下，６０赫兹的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及相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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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节能装置的安全和性能要求。该通报中的测试是对节能装置制造商确定的每一个

特定负荷的安全和性能鉴定。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紫芋酱加工处理操作规程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紫芋酱加工处理推

荐操作规程草案（ＲＣＰ）》。该通报为紫芋酱加工商规定了一套操作规程，以使其产品符

合紫芋酱标准。本规程还为生产、储存和处理紫芋酱，保持从原料和成分接收到分销的

安全质量提供指南。

（２）熏鱼标准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国家标准

（ＰＮＳ）草案———熏鱼》为供人直接消费及／或继续加工的冷热熏鱼规定了国家标准。

（３）比列橄榄加工品标准以及操作规程

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比列橄榄加工

品国家标准草案》及《加工和处理比列橄榄品加工和处理操作建议守则草案》。前者对

经烤制、上光、腌制和／或涂糖并用适当容器包装的比列橄榄（ＣａｎａｒｉｕｍｏｖａｔｕｍＥｎｇｌ）培

植品种全熟坚果规定了标准。后者则旨在为任何适当容器包装的比列橄榄加工品达到

标准提供指南。

（４）热带果酒标准及操作规程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菲律宾卫生部和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布通报《菲律宾热带果酒国

家标准草案》及《热带果酒加工和处理条例法最终草案》。前者对以一种或多种热带水

果果汁为原料，用酒精发酵酿制成的果酒规定了标准。后者则旨在为符合用任何适当

容器包装的热带果酒标准提供指南。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菲律宾关税高峰产品包括化学废品、汽车、摩托车、部分汽车配件。其中摩托

车关税为１５％—２０％，部分汽车配件关税为３０％。此外，部分配额产品关税也很高，其

中糖类配额内关税为５０％，配额外关税为６５％；玉米配额内关税为３５％，配额外关税为

５０％；大米配额内关税为４０％，配额外关税为５０％；肉配额内关税为３０％，配额外关税

为４０％；禽类配额内关税为３５％，配额外关税为４０％。

２．关税升级

为了发展本国汽车制造业，菲律宾对进口汽车零配件征收低关税，对整车及摩托车

征收高关税。菲律宾对乘用轿车征收３０％的关税，对货车根据吨位不同征收２０％—

３０％的关税，对客车根据吨位不同征收１５％—２０％的关税，对动车成套散件（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ｋｎｏｃｋｅｄｄｏｗｎｋｉｔ，ＣＫＤ）征收１％的关税，对替代能源汽车配件（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ｕｅｌｖｅｈｉ

ｃｌｅｓ）免税。此外，菲律宾还对进口车征收１２％的增值税，并根据车的价格征收消费税，

３８菲　律　宾



价格越高征收的税率也越高。

３．关税配额

菲律宾受关税配额管理的产品包括大米、砂糖、禽肉、猪肉、土豆、咖啡及其提取物、

肉类及杂碎、香肠、腊肉、卷心菜、胡萝卜、木薯、甜土豆、动物饲料（猫粮和狗粮除外）。

此外，菲律宾还对关税配额产品中的玉米和猪肉实施最小准入量制度（ＭＡＶ），控制这

些产品的进口量。

（二）通关环节壁垒

菲律宾自２００１年起开始实施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相关规定，目前正在准备加

入国际关税组织京都公约。虽然菲律宾一直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致力于建立透明公正的

通关环境，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菲律宾经常采用参考价以及未记录的酬劳费代替实际交

易价格，而且在海关估价过程中有私人机构参与。菲律宾海关还经常拖延估价期限，给

企业造成额外的负担。

此外，菲律宾经常以打击走私、加强海关检查等多种理由把多数进口货物列入“红

色通道”，对这些产品进行严格的单据审核货物实体检验。繁琐的单据检查和货物检验

延长了进口货物的通关时间，对货物进口带来了不利影响。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９日，菲律宾政府便宣布将逐步取消装船前检验，作为实施全球贸易

自由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２０１０年４月，菲律宾又宣布重开装船前检验，进口的散装货

物或杂货物必须由认可的检验机构在发航港进行检验，包括货物的质量、数量和核价。

菲律宾的这种做法提高了产品出口到菲的门槛，是实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一种倒退，

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菲律宾对进口酒和国产酒采取不同的消费税税率，对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烈性酒、

低度酒和高度酒所征消费税都大于同类国产品以及东南亚国家同类产品的税率。这种

对进口酒类歧视性征收消费税的做法，违反 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中

国对此表示关注。

（四）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菲律宾未对中国发起新的贸易救济措施。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菲律宾共对中

国发起了９起贸易救济措施，其中反倾销３起，保障措施６起。目前仍在实施的主要包

括２００４年对印花玻璃、浮法玻璃的保障措施、对瓷砖的保障措施以及２００８年发起的对

进口角钢的保障措施。

其中对于印花玻璃和浮法玻璃，菲律宾贸工部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作出保障措施日

落复审终裁，决定继续对印花玻璃和浮法玻璃征收保障措施税，为期４年。对于角钢，菲

律宾贸工部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９日签署部长令，继续对中国进口角钢征收保护措施关税，

每吨约为１１４美元。该保护措施将实施３年，此为第２年。

菲律宾在发起保障措施时要求涉案企业在立案通知和问卷寄出之日起５日内被视

为收到，并被要求收到５日内将填好的问卷寄至菲律宾贸工部。鉴于５天的时间对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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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来说过于仓促，菲律宾于２００７年拟将这一期限修改为３０天，但迄今为止尚未实施。

（五）政府采购

菲律宾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偏向于菲律宾企业以及本地原材料供应商。菲律

宾还对政府采购规定了反购贸易（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ｄｅ）的义务。政府机构、政府所有或控股企

业进行政府采购时必须将进口价值的至少５０％用来进行反购贸易，即购买菲本国产品。

对违反反购贸易义务的行为，菲律宾将予以处罚。

（六）补贴

菲律宾通过设置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区，以及其他的特别工业区促进以出口为导向

的投资。此外，菲律宾还实施投资优先计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Ｐｌａｎ，ＩＰＰ）对以出口

为导向的投资提供财政激励。在该计划下从事活动的企业可到投资署（Ｂｏａｒｄｏｆ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ＢＯＩ）注册以取得财政补贴，包括个税免税期（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ｈｏｌｉｄａｙ）、所得税减免、

对进口的种畜及遗传物质免税、对在当地购买种畜和遗传物质进行税收抵扣。要获得

上述财政补贴，企业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６０％的股份为菲公民所有并且出口占其生

产量的５０％。达不到菲公民持股６０％的条件的企业，如果其从事的项目位于投资有限

计划下的“先驱”列表中或者其出口占生产量的７０％，也可获得上述财政补贴。

菲律宾还实施出口汽车计划以促进本国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根据该计划，注册

汽车制造商进口汽车时可享受优惠税率，税率由其出口成品汽车获得外汇水平决定。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银行

菲律宾规定本地银行中符合资格要求的外资银行的投资比例不得超过６０％，不符

合资格要求的外资银行和非银行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不得超过４０％。多数菲律宾本地银

行必须控制整个银行资产的７０％以上。这种做法在实践中限制了外国企业对现有银行

的投资。菲律宾还规定外资银行在菲境内设立分行不得超过六家，并且在分行内不得

提供全套服务，但建于１９４８年以前的外资银行不受此限制。

菲律宾还要求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必须向指定部门提供一定比例的贷款。《农业土

地法》（ＴｈｅＡｇｒＡｇｒａＬａｗ）规定，菲律宾境内银行必须保证２５％以上的贷款面向农业

领域，其中１０％必须发给耕地改革计划的受益者。《中小企业法》（Ｔｈｅ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要求银行还必须保证有１０％以上的贷款面向中

小企业发放。由于外资银行在菲律宾的设立本身就受到各种限制，对其业务规定的此

类强制性义务更进一步加重了外资银行的负担。

２．保险

菲律宾规定外资可在保险公司中持有１００％的股份，但政府投资项目的保险只能由

菲律宾国有控股的国家退休基金（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ＧＳＩＳ）承担。

菲律宾规定经营公共工程特许权（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项目的投资者和私有化的政府

企业在政府利益范围内要向ＧＳＩＳ投保，这构成了一定的贸易壁垒。

此外，菲律宾现行保险监管法律规定，凡是在菲律宾境内经营的保险和再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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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都必须交付至少１０％的保费给菲律宾国家再保险公司。

３．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

菲律宾现行法律规定金融公司外资比例不能超过６０％，而且公司董事必须为菲公

民。但２００７年５月菲律宾签发的《债权公司法》（Ｌｅ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ｔ）对

信贷公司建立了一套规范体制，该法并没有要求信贷公司中菲公民持大多数股份。

４．基础电信

菲律宾将电信服务归为公共设施，规定外资在基础电信事业中的股份不得超过

４０％。而且外国人不得担任电信公司的主管人员或经理，外国董事的比例也不得超过

外国资本在公司资本中的比例。此外，在私营广播公司中外资不得超过２０％，外国人不

得经营有线电视及其他形式的广播和媒体。

５．广告

菲律宾要求广告企业中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３０％，且广告代理机构的经营管理

者必须全部为菲律宾公民。

６．公共设施

菲律宾宪法规定投资公用事业必须菲公民控股６０％以上，这些行业包括水和污水

处理、电力传输和分配、通讯、运输等。公共设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是菲公民。

７．专业服务

菲律宾政府规定法律、医药、护理、会计、工程、建筑设计、海关代理等专业服务只能

由菲本国公民从事。

８．航空

菲律宾宪法规定外国承运商进入国内市场只能采取与本国运营商合作的方式，且

最高不能超过４０％的股份。此外菲律宾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外国航空公司征收公共承运

人税和计费税，这些税为外国航空公司在菲律宾航空市场的运营增加了负担。

９．快递

菲律宾规定快递公司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４０％，这对外资进入菲律宾快递服务业

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１０．零售

菲律宾２０００年《零售法》规定了外资企业投资零售业的条件：已付资本超过２５０万

美元，设立的每个零售店资产不低于８３万美元，外资母公司净资产不得低于２亿美元，

外资企业在别处至少拥有五家分店或者一个资本超过２５００万美元的大卖场。

此外，菲律宾禁止外资零售企业在其授权店之外从事交易，如通过货车或销售代表

销售，或者送货上门推销。外资控股超过８０％的零售企业在最初８年内必须提供最少

３０％的股份给当地投资者。

四、投资壁垒

菲律宾每两年更新一次限制外资项目清单。２０１０年２月，菲律宾公布了第八版限

制外资项目清单，限制对大众传媒、工程师、医生、会计、建筑师、私营招聘、自然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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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和利用、危险药品的生产和分销等的投资。第八版与第七版相比对行业限制

的数量上没有变化，中方希望菲律宾逐渐放开外资进入行业的限制，为扩大中国在菲律

宾投资提供便利。

７８菲　律　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