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　　盟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欧委会根据“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推出针对洗衣机和洗

碗机的产品生态设计的实施措施。在此之前，欧盟已正式公布了简单型机顶盒等九项

实施措施。同时，欧盟根据《关于建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框架指令》正在紧锣

密鼓的制定通风机等耗能产品的生态设计实施措施。

２０１０年欧洲颁布关于木材和木制品运营者责任的条例，该条例将对经营非法来源

木材和木制品的行为进行严惩，提醒家具、木器、木地板等木制品生产商和销售商予以

重视。

欧盟《有关玩具安全的第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将于２０１１年正式

实施。该指令将实施全新且更严厉的玩具安全规定，增加制造商及进口商销售玩具的

责任。２０１０年欧盟发布了最新的玩具指令８８／３７８／ＥＥＣ的协调标准清单，请中国玩具

生产商及出口商及时了解新规内容。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欧盟ＲＥＡＣＨ 法规预注册结束，进入正式注册阶段。

ＲＥＡＣＨ对出口量处于不同吨位段的出口商或生产商规定了不同的正式注册期限，出口

量大的企业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前就必须完成正式注册，出口量小的企业最晚也必须在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之前完成注册，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需注意正式注册的时间节点。未

进行预注册的中国出口商或生产商，可以参考ＲＥＡＣＨ法规对化学物质新出口商的相

关规定及时进行补救。各企业应及时跟进ＲＥＡＣＨ实施动态，逐步淘汰危害性强的化

学物质，使用较为无害的产品取而代之。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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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４７９７．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３１．８％。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３１１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８％；自欧盟进口１６８４．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９％；中国顺差１４２７．６美元。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电话机、钢材、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家具及

其零件、鞋类、船舶以及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械等。中国自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为机

械、电器及电子产品、飞机、汽车及零部件、塑料、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铜及其制品、牛

马皮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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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欧盟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２．９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额１．１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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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亿美元。２０１０年，欧盟在华投资项

目１５９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５．７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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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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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通过２０１０年欧盟扩大事务报告，对２０１０年相关国家

的入盟进程进行了评估和展望。该年度扩大报告涉及８个国家及科索沃。根据该报告，

欧盟要求黑山与阿尔巴尼亚继续进行众多领域的改革；欧盟于２０１０年７月开始冰岛的

入盟谈判；克罗地亚的入盟谈判已经进入尾声；土耳其２０１０年９月成功修宪，大规模的

政治调整对加快入盟谈判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此外，报告对塞尔维亚为加入欧盟所做出

的努力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塞尔维亚的入盟申请进行审议。目前克罗地

亚、土耳其、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冰岛、黑山共和国已经成为正式候选国，除黑山

共和国之外，其余四国均在进行入盟谈判。而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科索沃为准

候选国，已提出入盟申请，但入盟谈判还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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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运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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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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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条约》历时两年，终于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获得了欧盟所有

成员国的批准（议会批准或全民公投），该条约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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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国有条件退出欧盟提供了可能。成员国若想退

出，须同其他成员国就退出条件进行谈判。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改革涉及欧洲理事会、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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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等多个方面。根据《里斯本条约》，欧洲理事会成为欧

洲联盟的正式机构，欧洲理事会设立常任欧盟理事会主席职位，取消该职位原来每半年

由轮值主席国轮替的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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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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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职权交叉的职务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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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比利时首相范龙佩被任命为首位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来

自英国的欧盟贸易委员阿什顿被任命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目前，欧盟在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包括对外开展贸易协定谈判）时，首先需由欧委会

提出相关建议，再由欧盟理事会做出决定，或与欧洲议会经过“共同决策程序”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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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后，欧洲理事会《里斯本条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大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

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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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司共设八个

司二十七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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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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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欧盟统一关税税率，包含欧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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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统一规定，并于１９９３年颁布《关于执行〈欧盟海关法典〉的第

（ＥＥＣ）２４５４／９３号欧委会规则》（以下简称《海关法典执行规则》）。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３日，欧

洲议会出台《关于废止〈欧盟海关法典〉的第（Ｅ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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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新海关法典的出台和实施，欧盟早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就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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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行动计划，预计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期间分阶段实施欧盟海关环境电子化。近年，

欧洲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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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关系统的过渡期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结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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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日，欧委会颁布《关于修订〈海关法典执行规则〉的第Ｎｏ．４３０／２０１０

号欧委会规则》，包含对近期推出的电子清关系统所作的多项修订。其中一项主要修订

是容许欧盟成员国海关及经济经营者延迟实施新电子报关系统，让难以在限期前使用

电子报关系统的成员国及经济经营者，通过电子以外方式接收或提交报关及通知书。

其他多项修订则与自欧盟关税区出口的货物有关。为减少海关的行政负担，此次修订

对出入境概要规则做了适当修改，规定了出于安保考虑无需报关的情况，但还有一些修

订则撤销了若干报关概要的豁免情况。以往非欧盟货物若在入境时已提交入境报关概

要，并符合一些条件，再出口时则不需要提交出境报关概要。然而按照新规定，临时存

放或在自由区（管制类别一）内的货物再出口时，虽然无须报关或提交出境报关概要，但

仍须通知主管海关。最后，豁免提交入境报关概要的规定已有所扩大，范围包括与若干

类设备有关的产品。这些设备由欧盟关税区内人士在欧盟关税区外营运，所涉产品包

括风力涡轮机相关产品、轮船和飞机零件，以及汽车燃料和润滑剂等。第Ｎｏ．４３０／２０１０

号欧委会规则已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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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９年欧盟海关税则共有９７０６条八位税则号，９０％的税则号征

收从价税，６．５％征收从量税，２．７％征收混合关税，０．８％为可变关税；季节性关税和非

从价税主要适用于农产品。目前欧盟大约有４．８％的税则号（９０个左右）受关税配额约

束，覆盖欧盟约３８％的农产品，欧盟通过进口许可证管理这些配额，如谷物和谷物产品、

大米、糖，油脂、乳制品、牛肉和小牛肉、羊和羊肉、新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加工水果和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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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２００９

年欧盟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５．３％，其中，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１３．５％，非农产品

为４．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１月，欧盟分别颁布了第（ＥＵ）Ｎｏ．７２７／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４５５／２０１０

号、第（ＥＵ）Ｎｏ．３８０／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３３６／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３１０／２０１０号、第

（ＥＵ）Ｎｏ．３０９／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１５３／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１５２／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

１０９／２０１０号、第（ＥＵ）Ｎｏ．４２／２０１０号对有关多用型拖线板、ＵＶ点光源、钙片、高分子垫

及人造毡垫、质谱仪、三合板、立体书、网状装饰灯泡（网状微型灯泡、网状圣诞灯）、真空

清洁器吸嘴、部分膳食补充剂等协调税号进行调整。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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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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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的规定，盟内因供应量不足而未能

满足需求的产品可以暂时以零关税或较低关税进口。今年欧盟理事会基于产品的技术

发展和市场的经济趋势等原因，增加了８７种产品进入暂停征税产品名单，同时也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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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产品的免税资格。此次修订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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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６／２０１０号理事会规则》，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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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暂时中止征收关税的产品包

括一系列化学品、糖渍蔓越橘、ＰＶＣ和聚酯薄膜、制冷设备配件、数码录像机、电路板等。

此次修订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

（ＥＣ）８６１／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发布了２０１１年海关关税表，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３）原产地规则

欧盟的原产地规则分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普惠制原产地规则。普惠制原产地规则

散见于各种优惠贸易安排中。一般原产地规则则规定于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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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欧委会通过修改普惠制原产地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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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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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双边贸易安全与便利，２００６年中

欧启动“智能化安全贸易通道试点计划”，该试点在中国深圳、荷兰鹿特丹和英国费利克

斯托等港口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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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也顺利完成中欧ＡＥＯ合作验证观摩并将启动ＡＥＯ互认谈判。双方

海关还开展了密切的打击香烟走私和反瞒骗的行政互助合作，共同为建立体现互惠互

利的协定执行机制做出了不懈努力。同时，中欧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为期一年的《中欧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行动计划》成功执行。双方建立了有效的

对话、信息传递和经验交流渠道，设立了知识产权合作工作组及专家组的对话机制，并

进行了针对侵权案件的实际数据交换。

２０１０年９月３日，中国—欧盟联合海关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双方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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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中欧海关战略合作框架、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划、知识产权保护、经认证的经营

者（ＡＥＯ）互认、贸易统计合作以及《中欧海关协定》执行等中欧海关合作的问题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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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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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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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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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

欧盟颁布《关于对特定工业、农业和渔业产品放开自主关税配额管理的第（ＥＣ）７／２０１０

号理事会规则》，对５４类工农渔业产品提供配额内的免税进口。此次修订于２０１０年１

月起生效。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欧盟理事会发布《关于对特定工业、农业和渔业产品放开

自主关税配额管理的（ＥＣ）Ｎｏ．５６５／２０１０号理事会规则》，由于盟内产业需求旺盛，因此

又对五种工业产品实施配额内免税进口的措施。该措施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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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期为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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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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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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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惠

国必须是经济缺乏多元化、对外依存度大的经济脆弱国家，而且享受这一安排的受惠国

还需符合一系列其他标准，２００９年６３３６种产品享受“加惠”普惠制安排。根据“除武器

外所有商品”普惠制安排，全球４９个最不发达国家向欧盟出口的除武器之外的所有产品

均可享受免征关税的优惠待遇，２００９年７１４０种产品享受了此类普惠制安排。与以往相

比，现行普惠制的“毕业”的条件较为简单，规定原产于某第三国的部分受惠纺织品和服

装的进口量超过所有进口至欧盟的该类受惠产品总量的１２．５％时，此类产品即告“毕

业”。其余产品“毕业”标准均为１５％。“毕业”产品名单在三年统计的基础上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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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而“毕业”产品则多达十三类。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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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欧盟颁布《关于修订第（ＥＣ）５１７／９４号

理事会规则附件Ⅰ、Ⅱ、Ⅳ和Ⅵ的第（ＥＣ）１２６０／２００９号委员会规则》，白俄罗斯由于与

欧盟的双边协议到期，白俄罗斯对欧纺织品出口也开始受到该规则管辖。该规则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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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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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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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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１９６９年的《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２６０３／１９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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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建立共同农业市场的规则以及针对加工农产

品的特别规则起到了补充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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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ＥＣ）２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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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欧盟出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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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修订提案，提案认为鉴于两用产品的敏感性和危险性，建议对受控产品清单进行定

时更新，以此及时体现欧盟成员国在这个领域的共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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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７月欧盟通过颁布第（ＥＣ）６７５／２００８号欧委会规则修改了部分主管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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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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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虽然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停止了汞的开采，但却是全球最大的汞出口方，全球市场上

四分之一的汞是由欧盟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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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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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相关法律，并提高法规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４）应对贸易壁垒

１９９４年，欧盟颁布《关于在共同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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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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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调整了各成员国自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管理

政策的现状，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成员国在外资领域的管理权

将让渡给欧盟，由欧盟统一制定相关法律并对外签署国际协定。在此之前，欧盟各成员

国均各自掌握对外资的管理政策，并就外国直接投资与其他非欧盟国家签订了为数众

多的双边投资协定，欧盟层面对成员国投资方面的管理仅限于《能源宪章条约》和《服务

贸易总协定》所涉及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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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出台的有关共同投资政策的过渡性安排，欧盟成员国目前缔结的１２００

多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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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盟将逐

个审查这些协议是否有与欧盟规定不符的内容，如有将责令成员国重新谈判，予以修

改。今后，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国缔结投资协定。目前欧委会正在考虑在正进

行的谈判（如与印度、新加坡和加拿大的谈判）中加入投资保护内容的可能性。欧委会

还将逐个考虑对外单独签订投资协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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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２００５年，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财政的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号规则》，为共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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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的财政支出建立了单一的法律框架，并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全面实施。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７日，欧盟颁布《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直接支持计划和对农民支持计划

中自愿调整直接支付规定的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鉴于一些成员国在支持

农村发展的欧洲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以资助其农村发展时存在困难，为了巩固这些成员

国的农村发展政策，欧盟明确了适用自愿调整直接支付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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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有三，一是降低支持价格水平和控制生产；二是对冻结

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三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鼓励保护环境，扶持山区和

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农业等。此次改革使欧盟在解决农产品过剩和财政负担方面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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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确定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农业补贴支出控制在每年４０５亿欧元的水平。同时逐步削减对主要农

产品的价格补贴。同时，还将地区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差、劳动力技能水平低的相

对贫困地区，对生态脆弱地区提供补贴，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同时为植树造林

提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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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修订第（ＥＣ）２４７／

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３２０／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４０５／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１２３４／２００７号、第（ＥＣ）３／

２００８号和第（ＥＣ）４７９／２００８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ＥＥＣ）１８８３／７８号、第（ＥＥＣ）１２５４／

８９号、第（ＥＥＣ）２２４７／８９号、第（ＥＥＣ）２０５５／９３号、第（ＥＣ）１８６８／９４号、第（ＥＣ）２５９６／９７

号，第（ＥＣ）１１８２／２００５号和第（ＥＣ）３１５／２００７号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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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修订第（ＥＣ）１２９０／２００５

号、第（ＥＣ）２４７／２００６号、第（ＥＣ）３７８／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暨废除第（ＥＣ）１７８２／２００３号

理事会规则的第（ＥＣ）７３／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修订关于欧盟农业基金（ＥＡＦＲＤ）支持

农村发展的第（ＥＣ）１６９８／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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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０６／１４４／ＥＣ号的理事会决定》。根据这

一系列法规，首先，欧盟将逐步提高牛奶生产配额，从２００９年起每年上调１％，直至２０１５

年完全取消；其次，为使农业生产更好地以市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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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ＰＳ）、新的单一面积给付制度（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ｅａ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ＰＳ），修订过

去的直接给付制度（ｄｉｒ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ｈｅｍｅｓ），并引入所谓的交叉遵守（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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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原则，逐步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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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预算为４３８亿欧元，比２００９年高６．４％。

由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奶价下跌奶农抗议，欧盟同意继续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之间每年补贴奶业

１７９０万欧元。

欧盟的第四次共同农业政策调整定于２０１３年，届时包括单一给付制度在内的农业

支持政策将会被审议。欧盟考虑将支持力度由农业转向创新、气候和能源等方向。最

近的改革提案涉及农民的收入保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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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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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重点在于资源保护及

船队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渔业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广大的民众进行协商。除提及船

队过度捕捞削减鱼类获取量外，绿皮书指出了现行政策的四个结构性问题：缺乏精确的

政策目标，特别是关于生态责任与一般海洋问题；决策系统过度集中及过分关注短期解

决办法，却往往破坏长期可持续发展；未对捕鱼业设定足够的责任意识法律框架；缺乏

遵循捕鱼限令的政治意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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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包括如下改革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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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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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决策机制，协调欧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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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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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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５月，欧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召开有关改革“共同渔业政策”的会议，欧盟

委员会相关成员，各国代表，渔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针对

３个问题：渔业管理方法；配额的分配；如何界定传统渔业和工业化捕捞。但与会代表分

歧很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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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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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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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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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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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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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ＷＴＯ提供的欧

盟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欧盟政府采购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的为７３％，通过磋商程序的为１６％，

通过限制型招标的为１１％。

（四）２０１０年发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ＷＴＯ官网统计，２０１０年欧盟向ＷＴＯ共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８２件，卫生和植

物卫生措施６０件。２０１０年欧盟正式颁布和实施的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及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简述如下：

１．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

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欧委会根据“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２００５／３２／ＥＣ，简称

ＥｕＰ指令），陆续推出了针对具体耗能产品生态设计的实施措施。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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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洗碗机共十一项实施措施，其中２０１０年公布的有洗衣机

和洗碗机两项。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欧盟颁布《关于建立能源相关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框架的第

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简称ＥｒＰ指令）。新指令将ＥｕＰ指令的产品

范围进行了扩展，由耗能产品扩大到了所有使用中会影响能源消耗的能源相关产品，目

的是提高更多产品的能源和资源效益，及减少对天然资源的需求，以助欧盟达到其承诺

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新指令没有提供产品清单，单就新指令而言，能源相关产品指任

何投入欧盟市场，使用时对能源消耗产生影响的产品，包括集成至指令涵盖产品的零部

件。这些零部件可单独投入市场供最终用户使用，其环境性能可被独立评估。根据该

项指令，能源相关产品包括如窗户、隔温材料甚至淋浴头、水龙头等耗水产品等。欧委

会会成立工作小组研究不同产品类别的生态设计要求，并把具体的实施措施草案呈交

生态设计法规委员会及欧洲议会作最终审议。

此外，通风机、计算机和显示器、影像设备（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扫描仪、多功能

设备）、复杂机顶盒、声音和影像设备（视频播放器和录像机、投影仪、游戏机）、泵、热水

器、房间空调器、电风扇、商用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定向家用灯、洗衣房干衣机、网络待

机等耗能产品的生态设计实施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各类产品实施措施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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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进展见下表：

产　品　类　别 预备性研究 公众咨询 法规委员会讨论

１２５—５００ｋＷ通风机（非住宅用） 完成 ２００８．０５ ２０１０．０４

水泵（商用建筑、饮用水、视频、农业） 完成 ２００８．０５ ２０１０年

锅炉（燃气／燃油／电） 完成
２００８．０２

２００９．０６
２０１０年

热水器（燃气／燃油／电） 完成
２００８．０２

２００９．０７
２０１０年

房间空调器和舒适风扇 完成
２００９．０６

２０１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

计算机（台式和笔记本）和显示器 完成 ２０１０．０４ ２０１０年

影像设备（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扫描仪、多功能设备） 完成 ２００９．１０ ２０１０年

复杂机顶盒 完成 ２００９．１０ ２０１０年

商用电冰箱（展示柜、自动售卖机） 完成 ２０１０年

真空吸尘器 完成 ２０１０年

洗衣房干衣机 完成 ２０１０年

定向家用灯 完成 ２０１０年

声音和影像设备 完成 ２０１１年

网络待机模式 进行中

机床 进行中

空调和通风系统 进行中

　　注：表示预计时间。

（２）化妆品内化学品的限制措施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颁布《关于化妆品的第１２２３／２００９／ＥＣ号欧洲议会和欧洲

理事会条例》。该条例将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起全面取代原有的化妆品指令７６／７６８／

ＥＥＣ。条例仅适用于化妆品，医疗或生物农药产品并不受其管制。化妆品是指用于人

体外部部位，以作清洁、改变外观或保护之效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包括化妆用产品、肥

皂、沐浴制剂（浴盐、沐浴泡沫、浴油及沐浴凝胶）、香水、脱毛剂、香体剂、头发护理产品

（洗发液、发粉、洗发水、发乳及头发定型剂）、乳霜、乳液、面膜、剃须用品、唇膏及牙膏

等。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化妆品必须指定一名在欧盟内的法人或自然人作为负责人，方

可投放市场，且自最后一批化妆品投放市场后，必须将产品信息文件保留１０年。化妆品

的包装上须列明使用成分、有效使用日期及可能构成过敏的物质。在标签方面，进口化

妆品须注明原产地，采用纳米技术的所有化妆品成分须列明于标签的成分清单上。成

分名称亦须以括号注明“纳米”（ｎａｎｏ）。禁止广告及化妆品标签含误导声明。在限制使

用物质方面，除指令列明的物质外，其他被禁物质、限制物质、染色剂、防腐剂及紫外线

过滤剂一律禁止使用。但非蓄意加入的微量被禁物质，若是来自天然或人造成分的杂

质、生产过程、储存或从包装迁移等，在技术上难以避免，并符合安全条款，则容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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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被列为致癌、诱变或危害生殖能力的物质。该指令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开始正

式实施，其中危害生殖能力物质及监管使用纳米技术的条款，分别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

及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开始实施。

（３）欧盟延长新奇打火机禁售令一年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７日，欧盟公布《延长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禁售令有效期

的第２０１０／１５７／ＥＣ号决定》，宣布非儿童安全打火机及新奇打火机的禁售令延续一年，

直至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禁止销售新奇打火机和没有儿童安全装置的打火机的规定

２００６／５０２／ＥＣ最初于２００６年５月起实施。根据欧委会的决议，无防范儿童开启装置的

打火机不可以在欧盟发售，外观特别吸引儿童的新奇打火机则一律禁售。只有打火机

的设计及生产方式，使其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的情况下不能被５１个月以下的儿童开启，

才被视为儿童安全打火机。特别吸引儿童的外观设计包括卡通造型、玩具或食物造型，

还包括音效。欧盟进口商须向成员国当局提交防范儿童开启测试报告。该报告须由认

可测试机构发出，证明打火机能防范儿童开启。当局会继续检查在欧盟发售的打火机

型号能否防范儿童开启。符合下列准则的可充气打火机不受限制：产品预期可连续安

全使用最少五年；生产商能提供书面保证，保用至少两年；打火机可以修理及安全地补

充气体；打火机的零件能在设于欧盟的认可售后服务中心更换或修理。

（４）木材及木制产品新规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欧洲颁布了关于木材和木制品运营者责任的条例（ＥＵ）Ｎｏ．

９９５／２０１０，较欧盟委员会原本提出的议案所载的条文更为严厉。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项

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输入欧盟的木材中，有１６％至１９％来自非法或可疑源头。欧盟新的

木材和木制产品规则可确保供应链上所有营运商均须分担责任，消除非法伐取木材及

木材产品流入欧盟的风险，违者将可能遭受严厉惩处。新规则将涵盖用于办公室、厨

房、睡房、客饭厅的木制家具，木器（包括若干类木制饰板），各类木板，木制画框、照相框

及镜框，各类木制包装（包括箱子、盒子）。欧洲议会并通过追溯规定，营运商须提供关

于木材的基本资料，包括来源地、国家及森林，以及供应者和收受者名称。营运商并须

自行设立尽责制度，或使用由认可监察机构设立的尽责制度。欧洲议会建议严厉惩处

非法伐木渔利的人士，认为罚款至少须为非法木材产品价值的５倍。成员国须严格执法

截获非法木材及非法木材产品，遏止有关商业活动，符合严格的监管规定。作为全球最

大的木材市场之一，欧盟该举措有可能对全球木材行业带来系统性的转变，提高市场门

槛，有利于保护负责任的木材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５）《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法规》（ＲＥＡＣＨ）

ＲＥＡＣＨ法规作为整个欧盟化学品规管的框架性法规，一经出台便引起了世界各国

的关注。从ＲＥＡＣＨ法规对企业的要求看来，其核心集中在注册义务。根据欧盟

ＲＥＡＣＨ法规的规定。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化学品预注册结束。完成了预注册的物

质可享受一定时限的注册过渡期，同时使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组织和选择可用数据、共

享现有数据。未完成预注册的物质，则原则上该物质不能进入欧盟市场，也不可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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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生产，直至完成正式注册。ＲＥＡＣＨ对出口量处于不同吨位段的出口商或生产商规

定了不同的正式注册期限，出口量大的企业最早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前就必须完成正式

注册，而出口量小的企业过渡期较长，最晚可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中国生产商和出口

商需注意正式注册的时间节点，同时应注意，预注册并不意味必须正式注册。未进行预

注册的中国出口商或生产商，可以参考ＲＥＡＣＨ法规对化学物质新出口商的相关规定

及时进行补救。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以后首次生产或进口１吨或以上物质的欧盟生产

商或进口商，可以在以下期间：（１）有关物质的制造或进口总量超出１吨下限后起计的６

个月内；以及（２）较适用注册限期提早至少１２个月，办理预注册，也可以在正式注册之前

继续对欧出口。

就注册而言，ＲＥＡＣＨ法规是欧盟内部的法律，只约束欧盟境内的生产销售企业，中

国企业无须承担注册义务，但这会导致中国企业只能向注册过的欧盟进口商出口，造成

了出口的限制。欧盟在制定ＲＥＡＣＨ法规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专门规定非欧盟制

造商可以通过设置“唯一代表”进行注册。意图进行注册的相关企业，可通过ＳＩＥＦ论坛

共享数据。由于不同类型的产品在ＲＥＡＣＨ法规下应尽的义务不同，因此中国企业在

注册问题上应当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更应该区别对待。

在现阶段，产品为纯粹化工产品的化工行业上游企业（如石油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妆品

原料、染料、化工助剂、涂料、胶粘剂等的制造企业），其制造的产品属于ＲＥＡＣＨ法规定

义的“物质”或“配制品”，如果这些产品是直接出口欧盟，那么此类物质是需要注册的；

而使用化学品作为原材料的下游企业情况相对复杂，他们的产品属于ＲＥＡＣＨ法规定

义的“物品”，是否需要注册，需要考察其产品中是否含有“有意释放物质”，若满足一定

的要求（在正常及合理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有意释放的物质，此物质的释放是该物品的

一项功能；物质在物品中的总含量≥１ｔ／ａ／每制造商或进口商。）则属于需要注册之列，

反之则不然。

此外，根据ＲＥＡＣＨ法规，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的使用与销售均需取得授权。所

谓高度关注物质，包括三类：（１）致癌性、诱变性或生殖毒性物质（ＣＭＲ）；（２）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ＰＢＴ），以及高度持久性和高度物累积性物质（ｖＰｖＢ）；（３）个案确

定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其他物质。目前已知的高度关注物质共有１０００多种，

欧委会及欧盟各成员国将从中遴选，提出清单。之后，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公开征询意

见后，列出候选清单，经专家学者研究后，再由欧盟主管机关立法确定后正式列入

ＲＥＡＣＨ法规的附录十四（ＡｎｎｅｘⅩⅣ），成为需授权才可使用或销售的高度关注物质名

单。自２００８年ＥＣＨＡ首次发布第一批ＳＶＨＣ物质清单之后，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共陆

续发布了四批共４６种ＳＶＨＣ物质清单。随着ＲＥＡＣＨ法规的不断实施和完善，该清单

数量还将不断扩大。这些物质，广泛用于玻璃、陶瓷、清洁剂、农药、化肥、皮革鞣制及敷

料等制造，因此，对此类物质及以此类物质为原材料制备的产品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其

中，ＥＣＨＡ分别在２０１０年３月和１２月发布了第三批８种及第四批８种ＲＥＡＣＨ法规

授权候选清单物质。分别为：三氯乙烯、硼酸、无水四硼酸钠、七水合四硼酸钠、铬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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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酸钾、重铬酸铵、重铬酸钾、硫酸钴、硝酸钴、碳酸钴、醋酸钴、２甲氧基乙醇、２乙氧基

乙醇、三氧化铬、三氧化二铬及其低聚物产生的酸。

ＲＥＡＣＨ法规第６７条规定，附件ⅩⅦ中所列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除非符合附件

ⅩⅦ内注明的限制条件，否则不得在欧盟生产、投放市场或使用。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欧

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订〈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法规（ＲＥＡＣＨ）〉附件ⅩⅦ的

委员会法规（ＥＵ）Ｎｏ．２７６／２０１０》。该规则对二氯甲烷、灯油及烧烤打火器燃料及有机

锡化合物等产品作出规定限制。至此，受限物质清单由法规颁布之初的５２种扩展至

５９种。

就目前ＲＥＡＣＨ法规的实施进程来看，其影响范围已由最初的化工上游企业逐步

扩展至整个产品链的上中下游。不但未完成注册的物质出口欧盟受阻，而且不断扩大

的ＳＶＨＣ物质清单及受限物质清单，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出口都将构成一定的影响。各

企业应及时跟进ＲＥＡＣＨ实施动态，逐步淘汰危害性强的化学物质，使用较为无害的产

品取而代之。

（６）针对皮革和纺织品的富马酸二甲酯（ＤＭＦ）禁令延长一年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欧盟颁布２０１０／１５３／ＥＵ号决议，将针对生物杀灭剂—富马酸二

甲酯（ＤＭＦ）的禁令延长１年，以确保进入欧盟的任何产品均不含该物质。在２００９年３

月１７日，欧盟委员会曾通过了《要求各成员国保证不将含有生物杀灭剂富马酸二甲酯

（ＤＭＦ）的产品投放市场或销售该产品的决定》（２００９／２５１／ＥＣ），要求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

起，欧盟各成员国禁止将ＤＭＦ含量超过０．１ｐｐｍ的消费品投放或在市场上销售，已投

放市场或在市场上销售的含有ＤＭＦ的产品应从市场上和消费者处回收。２００９／２５１／

ＥＣ的有效期截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７日。２０１０／１５３／ＥＵ号决议则将该禁令的有效期延长

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在禁令到期之后，欧盟应该还会继续延长，或者通过修订其他法

规实现ＤＭＦ的永久性禁令。

（７）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

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颁布了《有关玩具安全的第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

事会指令》，指令将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正式实施，其中化学要求将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

开始实施。该指令将实施全新及更严厉的玩具安全规定，以解决玩具风险、增加制造商

及进口商销售玩具的责任，以及提升成员国执法当局的市场监察力度。首先，该指令将

“玩具”明确定义为是提供给十四岁以下儿童玩耍的产品，并规定在欧盟销售的玩具必

须遵守扩大后的基本安全规定，包括生产商必须考虑使用者及其监管人的能力（特别是

供３６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其次，新指令的附件二规定了“特别安全规定”的细

节，包括物理及机械特性、易燃性、化学特性、电特性、卫生要求、放射性要求。同时，新

指令针对因玩具使用某些化学物质、香料以及玩具发出的噪音所导致的危险，实施了更

为严格的规定。玩具内的化学物质必须遵守欧盟第１９０７／２００６号规例，即《化学品注册、

评估及许可规例》（ＲＥＡＣＨ）。再次，该指令补充和加强了现行玩具警告规定，规定玩具

警告必须清晰可见、易于理解，包括使用者年龄限制、能力、体重以及需在成人陪同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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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等一般规定。该指令进一步加强玩具产品市场监察，增加了监管机构采取行动

的权力。

此外，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欧盟发布了最新的玩具指令８８／３７８／ＥＥＣ的协调标准清

单，与上一次２００９年６月５日发布的相比，以下４个标准发生了变化：ＥＮ７１１：２００５＋

Ａ９：２００９，之前是ＥＮ７１１：２００５＋Ａ８：２００９；ＥＮ７１４：２００９，之前是ＥＮ７１４：１９９０＋

Ａ３：２００７；ＥＮ７１５：１９９３＋Ａ２：２００９，之前是ＥＮ７１５：１９９３＋Ａ１：２００６；ＥＮ７１８：２００３

＋Ａ４：２００９，之前是ＥＮ７１８：２００３＋Ａ２：２００６。

（８）报废车辆指令修订豁免清单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５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订〈报废车辆指令〉（ＥＬＶ指令）附件

二所列的豁免规定的第２０１０／１１５／ＥＵ号欧委会决定》。根据ＥＬＶ指令的规定，在２００３

年７月１日之后出售的车用物料及部件，一律禁止使用铅、汞、镉及六价铬。而其附件二

则规定了部分豁免。指令还规定车辆生产商及物料与设备制造商必须在设计车辆时应

尽量减少使用有害物质而更多地使用循环再造物料，设计及生产在报废时容易拆卸、再

用、回收及循环再造的车辆。ＥＬＶ指令亦实施多项关于所有报废车辆及零件的回收条

款，旨在提高报废车辆与零件的再用及回收率，于２０１５年前达９５％。

ＥＬＶ指令的附件二则规定了部分豁免，同时指令第４（２）（ｂ）条规定附件２必须按

科技及技术进步定期修订。欧盟已于２００９年复核电路板及其他电器设备使用焊料的豁

免规定，并将这两项豁免规定分为１０项特殊情况（载列于附件二第８（ａ）至（ｊ）点），其中

５项含铅物料及部件可继续暂时获得豁免，余下５项未有设定豁免届满期，但将于２０１４

年再受复核，但其中用于电动车窗玻璃的含铅焊料将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复核。

（９）儿童睡袋及羽绒被安全规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６日，欧盟颁布了《关于儿童睡眠环境中某些产品的安全要求的第

２０１０／３７６／ＥＵ号欧委会决议》。该决议是根据欧委会制定的关于一般产品安全的第

２００１／９５／ＥＣ号欧洲议会与理事会指令而具体制定的，决议要求欧盟的标准化机构制定

协调标准，以减少和５类儿童睡眠环境中产品有关的风险。这５类常见用品包括婴儿床

垫、儿童睡袋、婴儿床围垫、婴儿吊床及儿童羽绒被。其相关风险包括：婴儿床垫因设计

不当可造成困缠和窒息风险，如例如床垫太小，周边留下空隙，可导致儿童被困或窒息。

婴儿睡袋及婴儿床围垫因束带、绳圈、可拆除部件或填充物漏出，造成绞勒、窒息和哽噎

风险。婴儿吊床因由于设计不当，特别是结构不稳固，可导致儿童被困、窒息和受伤。

儿童羽绒被因窒息和过热风险，特别是缺乏安全资讯时更易造成风险。羽绒被亦可能

导致婴儿因体温过高和窒息而猝死。上述５类产品的具体安全规定载于欧洲委员会第

２０１０／３７６／ＥＵ号决议附件，如床垫接触到火焰或火花时，不能着火燃烧，即使着火，也只

能缓慢地燃烧；限制束带长度；产品的填充软垫不能柔软得可以紧贴儿童面部，妨碍呼

吸；床垫不能有锋利的边沿或尖角等；儿童羽绒被不能构成着火风险，使用动物物料的

产品必须符合卫生标准；被子必须透气，确保婴儿睡觉时即使被被子盖住面部，仍然可

以呼吸等。

７１２欧　　盟



（１０）幼儿沐浴辅助用具新安全规定出台

２０１０年１月７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幼儿沐浴辅助用具安全规定第２０１０／９／

ＥＵ号决议》，该决议主要列出幼儿沐浴座椅、沐浴辅助用具、浴盆等的安全规定。欧委

会针对上述３类幼儿沐浴用具分别制定了安全标准：对于沐浴座椅而言，这类产品让儿

童能坐着沐浴，只供能自己坐直的儿童使用，当儿童到了尝试站立的阶段，不应使用。

而婴儿沐浴辅助工具是让儿童在洗澡时保持斜卧的姿势，供初生婴儿至能自己坐直的

幼儿使用。婴幼儿浴盆供初生至１２个月大婴儿沐浴使用，可以放置在一般浴缸里头、浴

缸边沿或是地上单独使用，或连同底座一起使用。

使用沐浴座椅的主要风险是浸溺，根据该决议的规定，为避免婴孩遇溺窒息，沐浴

座椅的设计须仅供婴孩坐着使用。产品须有保护功能，让婴孩在紧急情况下容易被移

走。沐浴座椅的设计须能防止婴儿手指或腿部被夹住。对于可以折叠的产品，必须保

证其折叠功能不能被儿童启动，或被照顾者无意的动作启动。接触到特别是直接接触

儿童皮肤的边沿，设计上须能避免割伤。用来固定产品的装置，在产品未报废前应能一

直保持功效。同时产品标签、包装或随附说明书应提醒照顾者使用该等产品的潜在风

险，以及避免这些风险的方法。产品的警告字眼及使用说明必须列明的内容有：照顾者

须时刻和婴孩保持接触；浸溺可以在很短时间和很浅（约２厘米）的水中发生；产品本身

并不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和沐浴座椅有关的浸溺事故曾经发生。警告字眼及资料须

于包装上、产品上和销售点的显眼处展示，并应辅以图文。警告标签必须耐用，当婴孩

坐在沐浴座椅时，仍然清晰可见。应提醒照顾者５至１０个月幼儿最易遇上浸溺风险。

适用于沐浴座椅的一般及特定安全规定同样适用于沐浴辅助用具。和婴孩浴盆及底座

有关的风险，是浴盆一旦从底座跌下，会导致婴孩浸溺和跌倒。根据决议的规定，浴盆

及底座在设计上须能承受婴孩及洗澡水的重量。浴盆和底座不能因为儿童的动作或照

顾者无心的动作而受压翻倒。为防止浴盆崩裂或零部件破裂导致婴孩身体受伤，浴盆

须能承受使用期间的机械压力。制造浴盆及底座的物料必须能在产品报废前一直保持

应有功效来防止零部件老化导致婴孩受伤。用来连接浴盆及底座的装置须能承受使用

期间的机械压力。分开销售的浴盆和底座，其警告字眼及使用说明须注明可以安全地

一并使用的产品类型。浴盆必须附有警告字眼，以免照顾者在高处（例如桌子）安装

浴盆。

（１１）限制有害物质指令（简称ＲｏＨＳ）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０／１２２／ＥＵ，鉴于对ＬＥＤ

中镉进行替代在技术上尚不成熟，决定对其进行豁免，即在ＲｏＨＳ指令的附录中（即豁

免清单中）增加第３９条：用于固态照明或显示系统中的彩色转换ⅡⅥ族ＬＥＤｓ内所含

的镉（每平方毫米发光区域的镉小于１０微克），此项豁免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截止。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了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０／５７１／ＥＵ，以修订ＲｏＨＳ

指令附录。根据该决议的规定，部分含有４类被禁化学物质（铅、汞、镉、六价铬）的物品

继续获得豁免。若干在制造中能弃用的有害物质或可以其他物质取代的物品，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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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清单中剔除。对于替换件的规定，若一种电器及电子设备是在豁免届满或终止前

推出市场的，且技术上不可能以非原装替换件来修理电器和电子设备，则容许继续以含

有被禁物质的替换件来修理电器和电子设备。同时，决定２０１０／５７１／ＥＵ涉及规定灯具

环保设计要求的两套规例，即条例２４４／２００９（针对非定向照明灯）及２４５／２００９（针对没有

内置镇流器的荧光灯和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现在汞在灯具中的某些用途已部分取消

或被取代，因此决定２０１０／５７１／ＥＵ对上述两个条例中规定的汞在灯具方面的应用做了

修改，降低了在此种情况下的汞含量。另外，针对决定２０１０／５７１／ＥＵ中发布的豁免清单

的部分错误，欧盟官方公报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发布了委员会决定２０１０／５７１／ＥＵ的“勘

误表”，少量修订决定附件罗列的部分豁免用途。

（１２）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回收指令（ＷＥＥＥ指令）修订案

２０１０年９月８日，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及食物安全委员会（ＥＮＶＩ委员会）公布

了一份报告，列出他们认为应对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回收指令（ＷＥＥＥ指令）修订议案

作出的更改。该指令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欧洲议会一读。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ＥＮＶＩ委员会希望指令能涵盖除被明确排除者外所有类别的电子电气设备；报告在收集

电子电气设废弃物方面成员国应特别留意小型电器，如电子消费品和小型信息技术产

品的回收，这类电器不能和大件或未经分类的家庭垃圾混在一起，应做另外回收，未经

处理的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不应被送往填埋区或焚化炉；在制定回收计划时为增加整

机的再利用机会，应规定在回收点把可再用电器分隔开来后才能把报废设备运往他处。

ＥＮＶＩ委员会希望确保成员国到２０１２年能回收至少人均４公斤的报废设备，或跟该成

员国在２０１０年回收设备的同等重量。到２０１６年，能回收至少８５％在成员国产生的电

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同时，成员国须确保回收水平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间逐年递增。报

告对各类设备都有特定的回收、再循环及再利用目标。如属于第二类的显示屏，包括电

视机和数码相框，回收率须达８０％，再循环率达６５％，再利用率达５％。欧委会须确保

已为报废设备的回收、储存、运送、处理、再循环、修理及再利用制定协调的标准。假如

营运商能证明自己符合这些协调标准，当局会视他们为符合指令规定。根据报告规定，

对于依据废弃物货运条例ＥＣＮｏ．１０１３／２００６号条例从欧盟出口的报废设备，如果出口

商在货运之前提交证据，证明该废弃物将在指令规定的同等条件下，进行再回收、再利

用和再循环，方能计入该成员国义务和指标的完成。此外，事后必须确认同等条件的遵

守情况。成员国为改善报废设备的回收情况，应根据“污染者付费”（污染者通常包括零

售商、消费者和生产商，而非一般纳税人）的原则，在销售新设备的时候筹集足够的资金

以承担从家庭回收报废设备的费用。ＥＮＶＩ委员会认为，为确保注册、信息及报告系统

运作通畅，欧委会必须制定一套注册及报告形式，并规定报告的频率。注册及报告形式

至少须包括以下信息：投放该国市场的新设备的数量、设备种类、品牌、产品类别和相关

证明。回收设施的营运商应每年向国家当局报告，让当局能比较已回收报废设备的数

量与实际被送至回收设施的报废设备的数量。这些报废设备只应被转送至经认可的处

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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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召开的环境理事会会议上，各成员国环境部长对上述ＷＥＥＥ

修订案的进行了讨论，譬如成员国中哪类废弃设备应该被收集、回收以及处理，修订案

涉及的设备范围等。回收目标为修订案中最负争议的部分：欧洲议会ＥＮＶＩ委员会一

直要求成员国在２０１６年前，完成 ＷＥＥＥ指令目标的８５％，而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０８年初

提议的数字为６５％，大部分的成员国对６５％的目标都表示反对。另一有争议的方面为

回收和再利用目标：ＥＮＶＩ委员会已提出了一项简化程序，将 ＷＥＥＥ指令中的１０个类

别缩小为５项。根据所属类别，７５％至８５％的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应被重新利用，５０％

至７５％的电子电气设备废弃物应被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设备应该从中分离，５％的可重

复使用设备应归类于其他合适的类别中。

欧洲议会对于ＷＥＥＥ修订案的最终全体投票将于２０１１年２月初举行。若达成一

致，新修订指令将尽快实施。成员国会有１８个月的时间将其转化为正式国家法律。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对食物添加剂的管制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第９４／３５／ＥＣ号欧委会指令中甜

料剂清单的第２００９／１６３／ＥＵ号欧委会指令》。根据该指令的规定，欧委会修改了１９９４

年６月３０日颁布的有关食品中添加甜料剂的第９４／３５／ＥＣ号欧委会指令，将纽甜素列

入了允许使用的甜料剂清单中。根据该指令的规定，指令颁布２０天后，投放市场的产品

须符合该指令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第２００８／６０／ＥＣ号欧委会指令，规

定甜味剂纯度的第２０１０／３７／ＥＵ号欧委会指令》。欧委会于２００８年颁布了第２００８／６０／

ＥＣ号指令，规定了添加入食品中的甜料剂纯度标准，具体数据见第２００８／６０／ＥＣ号指令

的附件一。由于欧委会在第２００９／１６３／ＥＵ号指令中将纽甜素加入了允许使用的甜料清

单中，为了规定纽甜素的纯度标准，欧委会颁布了第２０１０／３７／ＥＵ号指令，修改了第

２００８／６０／ＥＣ号指令的附件一，将纽甜素列入其中并规定了它的使用纯度标准。该指令

于２０１０年７月份生效。

除上述指令外，欧盟还出台了其他指令对色素和甜料剂以外的食品添加剂进行了

规定。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第２００８／８４／ＥＣ号欧委会指令，

规定色素和甜味剂之外的食品添加剂的纯度标准的第２０１０／６７／ＥＵ号欧委会指令》。根

据该指令的规定，欧委会对第２００８／８４／ＥＣ号指令附件中除色素和甜料以外的食物添加

剂的纯度标准进行了修改，修改的内容包括迷迭香萃取物、大豆半纤维素产生过程中作

为沉淀剂而残留的乙醇、肉桂胶、羟丙基纤维素、氢、聚乙烯醇、聚乙二醇、酶制剂等食物

添加剂的纯度标准。该指令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修改关于色素和甜料剂之外的食品添加剂

的第９５／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的第２０１０／６９／ＥＵ号欧委会指令》。根据该指令的规定，欧

委会修改了第９５／２／ＥＣ号指令中的附件二至附件六，对其规定的除色素和甜料以外的

可用食物添加剂清单及使用条件作出了调整，如增加了乙酸钾、醋酸钠化合物等作为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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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在新鲜碎肉中的使用，山梨酸酯和苯酸盐作为防腐剂在海产品、水果、食物补充剂

维生素Ａ和维生素Ａ、Ｄ组合中的使用，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作为抗菌剂在运输新鲜水

果蓝莓及烟熏肉桂皮时的使用，焦炭酸二甲酯作为防腐剂在苹果酒、水果酒以及低酒精

葡萄酒中的使用，迷迭香萃取剂作为抗氧化剂在食品中的使用，半胱氨酸作为面团改良

剂在婴幼儿饼干中的使用等。该指令的出台取代了第２００４／３７４／ＥＣ号欧委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始生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标签须列明的食物色素对儿童行

动力和注意力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的欧委会（ＥＣ）Ｎｏ．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法规附件五的（ＥＣ）

Ｎｏ．２３８／２０１０号欧委会法规》。根据该法规的规定，鉴于儿童不可能成为含有１．２％以

上酒精成分的饮料的使用群体，因此欧委会将含有１．２％以上酒精成分的饮料添加入了

（ＥＣ）Ｎｏ．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欧委会法规的附件五的例外情况中。该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４月份

生效。

（２）欧盟修订接触食品塑料添加剂名单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欧洲委员会发布《有关修订预期会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以及

物品的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的附件三的第２０１０／１６９／ＥＵ号欧委会决议》。该

决议修订了欧委会第２００２／７２／ＥＣ号指令附件三中所列出可能用于生产塑胶物料和物

品的添加剂。２００４年，欧洲食品安全局批准塑料包装生产商Ｃｉｂａ的申请，把化学物质

“２，４，４′三氯２′羟基二苯醚”暂时纳入上述附件。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１日，Ｃｉｂａ认为该化

学物质不再适合用作制造食品接触塑料的添加剂，因此向欧委会撤回申请，欧委会同意

其申请决定将该化学物质从附件三的名单中删除。根据该决议，生产商须于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前，把使用“２，４，４′三氯２′羟基二苯醚”作为添加剂的塑胶物料和物品撤离欧盟市

场，而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前采用该化学物质制造并投放市场的塑胶物料和物品，可以继

续销售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为止。

（３）有关用于生产食品和食物成分的抽提剂的指令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６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用于制造食品或食物成分的抽提

剂的认可清单及最高残余限量的第２００９／３２／ＥＣ号欧委会指令附件一的第２０１０／５９／ＥＵ

号欧委会指令》。根据该指令的规定，欧委会修改了第２００９／３２／ＥＣ号指令的附件一，将

从动物蛋白原材料中抽取脂肪的抽提剂二甲醚纳入了附件一的用于制造食品或食物成

分的抽提剂的认可清单中。同时，在新的指令中，欧委会就香料制取过程中产生的甲醇

及丙烷２醇作出了低于１０ｍｇ／ｋｇ这一普通残余标准的特殊的残余标准规定。该指令

于２０１０年９月份生效。

（４）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最高残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８月８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的

清单及其最高残余限量的（ＥＵ）Ｎｏ．３７／２０１０号法规附件的（ＥＵ）Ｎｏ．８９０／２０１０号法

规》。根据该法规的规定，欧委会修改了（ＥＵ）Ｎｏ．３７／２０１０号法规附件，针对羊物种使

用的兽用医疗产品的药理学活性物质设立了最高残余限量。该限量适用于除产奶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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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他羊的羊类来源食品，如羊肉、羊类脂肪、羊肝脏、羊肾脏等。该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８

月份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欧盟官方公报颁布《关于修改动物来源食品内药理学活性物质

的清单及其最高残余限量的（ＥＵ）Ｎｏ．３７／２０１０号法规附件中水杨酸钠的（ＥＵ）

Ｎｏ．９１４／２０１０号法规》。根据该法规的规定，欧委会将火鸡列为可口服兽用医疗品水杨

酸钠的动物之一，并为火鸡类来源食品，如火鸡肉、火鸡类脂肪、火鸡肝脏、火鸡肾脏列

出了暂行的最高残余限量。同时，欧委会规定水杨酸钠不能用于人类消费的动物产蛋

中。该法规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生效。

（５）有关肉类进口的法规草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日，欧盟发布了《规定许可进口某些动物和新鲜肉类的第三国、地区

或区域清单及兽医证书要求的委员会法规（ＥＵ）Ｎｏ．２０６／２０１０》。该法规规定了活牛、

绵／山羊、猪及非家养活反刍类动物，牛、绵／山羊、猪及马科动物肉及食用内脏，牛、绵／

山羊的肉糜，圈养猪科及其他偶蹄类动物及野生猪科，其他偶蹄及单蹄类动物野味肉，

象科动物以及蜂王和大黄蜂的进口兽医要求，包括许可的第三国清单、兽医证书格式和

运输要求。兽医证书包含有关公众健康、动物卫生与保护的证明。产品的详细ＨＳ号将

规定在证书中。第三国清单中不包括中国。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欧盟又发布了对该法规

的修订（ＥＵ）Ｎｏ．８１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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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的平均关税（ＭＦＮ）为５．３％，比２００８年的６．７％有所

下降。根据欧盟２００９年关税表，欧盟最低关税为零，最高关税可达６０４．３％（代糖ＨＳ

１７０２４０１０）。目前，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平均关税达１３．５％，所有１００％以上的税率

均施与农产品，主要涉及肉、蛋、糖、谷类。欧盟对动物制品、奶制品、水果、蔬菜、谷物

类、糖和糕饼、烟草、鱼及鱼类制品等产品征收１５％左右的关税或者每百公斤２００欧元

左右的从量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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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半成品

的平均关税为５．０％，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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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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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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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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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十余个价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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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配额分配方法与其他非

欧盟国家有所不同。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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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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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分类

１９９６年，全球７０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签署《信息技术协定》，对大量电子产品实行

零关税，然而欧盟拒绝将平板电脑显示器、打印机等产品划分为高科技产品，按照欧盟

的关税分类，这些产品被认为是普通电视显示屏和复印机，因此维持６—１４％的高关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８日，美国和日本就欧盟的上述措施在 ＷＴＯ起诉欧盟。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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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台湾也起诉欧盟。中国、澳大利亚、巴西、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印度、韩国、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土耳其和越南共１２个ＷＴＯ成员以第三方身份参加诉讼。起诉方认

为，欧盟在《信息技术协定》（ＩＴＡ）关税减让表中已经承诺对信息技术产品实施零关税，却

将大尺寸液晶面板、机顶盒和多功能一体机等产品在关税分类上划分至其他传统消费品的

税目中，对上述产品征收１４％、１３．９％、６％的高关税，违反了 ＷＴＯ的《信息技术协定》

（ＩＴＡ）。该案耗时两年有余，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６日，ＷＴＯ最终判定欧盟对大尺寸液晶面板、机

顶盒和多功能一体机征税的做法违反ＷＴＯ的协定。目前欧盟承诺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前取消上述产品的关税，中方期待欧盟能够遵守ＷＴＯ的判决，尽早取消违反规则的措施。

８．欧盟扩盟对关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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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大幅提高了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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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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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欧盟以中国钢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的趋势将继续，大量中国

钢铁产品将在世界市场上寻求新的销售市场，这种情况将对欧盟钢铁市场造成冲击为

由，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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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控期延长三年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欧盟又以中国预

期钢铁产能将会持续增加，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延长了监控期限为由，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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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第三次延长对我国钢铁产品的监控期限，将监控期延长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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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措施已被ＷＴＯ列为２０１０年

欧盟限制进口影响最大的两个措施之一。中方希望欧方及时就监控数据与中方进行沟通，

不要利用监控数据作为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手段，克制对中国钢铁出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

措施。欧盟此次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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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相关国内的生产企业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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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禽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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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针对中国部分地区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欧盟全面禁止进口禽

肉产品，对欧禽肉出口一度陷入困境。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交涉下，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０７年发布决议，批准欧盟成员国恢复进口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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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山东已有１０家熟制禽肉企业和１０家冷冻禽肉企

业获准出口欧盟。中方希望欧盟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和监管体系，能够按

照欧盟设定的标准确保禽肉制品的安全，尽快对中国全面解除这一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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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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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编码为ＨＳ１６０２３２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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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

欧盟即便解除对中国的禽肉禁令，中国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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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括

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要承担１０２４欧元／吨的固定税率的高成本。鉴于２００８年起欧盟

市场对中国熟制禽肉的重新开放，且中国熟制禽肉行业产品发展及出口能力增强，输欧

禽肉市场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按照关贸总协定第１３．４条款的精神，中方认为欧方２００７

年制定的禽肉配额分配制度应稍做调整，中方希望就此与欧盟进行相关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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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共同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欧盟每年均会制定大量技术法规，２０１０年也不例外。截止２０１０年底，仅仅是欧盟

层面的技术性法规就总计多达２９０００条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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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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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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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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环保设计指令只涵盖能耗产品，新指令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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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指令并未提供产品清单，因为欧盟

认为须先界定落入未来执行措施范畴内的产品类别定义，有清晰的概念后才能订出清

单。根据新指令，能源相关产品甚至包括集成至指令涵盖产品的零部件，只要该零部件

单独投入市场并最终供用户使用，其环境性能可被独立评估。新指令本身同样没有任

何实施措施，仍须欧委会成立工作小组来研究不同产品类别的设计要求，并把具体的实

施措施草案呈交生态设计法规委员会及欧洲议会作最终审议。上述能源相关产品新指

令可能对会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造成重大影响，中方对欧盟的上述法律法规的后续

实施情况表示高度关注。第一，欧盟以框架指令的形式规定能耗产品生态设计方面的

总体要求，而将具体针对的产品及技术细节交由逐步分批制定的实施细则来规范，随意

性较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他国家生产商无法确定相关产品何时以及是否会

纳入该指令的管辖；第二，有些能耗要求并不能产生明显的节能效果，却导致产品成本

大幅增加。这些实施措施本身存在技术要求上不尽合理，增加的额外成本过多等问题。

第三，由于该法规中的规定与现行标准差异较大，企业需要对产品进行较大修改并需重

新进行检测认证，然而法规只规定了１年的过渡期，对企业而言时间过于紧迫。再如，在

非定向家用电灯生态设计要求中，欧盟要求生产商必须在其官方网站上登陆并提供相

关信息，这会对非英语国家的小型生产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且该指令中对于欧盟成员

国机构采用何种测试标准来测定产品的符合性不够明确，该指令授权欧盟可以随时对

“协调标准”清单做出修改，因此产生了一定的随意性，对非欧盟生产商产生一定的影

响，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生产商难以参与到欧洲标准化机构的工作及了解它们的信息，

因此在与欧盟生产商的竞争中会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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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玩具安全新要求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欧盟颁布《有关玩具安全的第２００９／４８／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指令》取代第８８／３７８／ＥＥＣ号指令并正式生效。新指令实施全新及更严厉的玩具安全规

定，以解决玩具风险、增加制造商及进口商销售玩具的责任，以及提升成员国执法当局

的市场监察力度。中方赞同欧盟为保护儿童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但该新指令会对玩具

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ＥＮ７１系列标准与ＣＥ标志制度已经对玩具安全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相对于设计者和销售商而言，新指令更多地将确保儿童安全的责任推给生产商，

显著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难度。特别是新指令中对于化学物质的苛刻要求将

显著增加生产商的检验成本，企业将不得不事先进行众多方面的风险评估，寻找替代物

质和材料，这种情况将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构成了过大的负担。此外，新的使用人

群和噎塞、窒息等方面要求的限制和变化会直接影响玩具产品的购买人群，减少贸易

量。中国是对欧盟玩具出口的第一大国，该措施对中国影响最大，而且，由于欧盟客户

为了防止严格的玩具标准带来的风险，要求中国生产商在生产和出口的各个环节反复

检验测试，给中国生产商造成沉重的负担，这是欧盟生产商所无需面对的。这种情况削

弱了中国生产商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希望欧盟推迟其新指令的适用，使产业

有充足的时间就毒性和临床试验、修订无毒或低毒物质的限制做准备，并且希望欧盟根

据该法规第３．４条扩大相关物质的豁免。

４．ＲＥＡＣＨ法规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ＲＥＡＣＨ法规第一批三类物质（年产量／进口量即年产量／进口量

≥１０００吨，Ｒ５０～５３≥１００吨，ＣＭＲ１＆２≥１吨）的注册时限截止。ＲＥＡＣＨ作为一部整合

了欧盟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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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相关生产和出口企业构成极大挑战。其

运行至今，对我化学品输欧的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第一批三类物质的注册时

限的结束，ＲＥＡＣＨ法规进入实施阶段，其影响进一步加剧，具体如下：

（１）ＲＥＡＣＨ法规被誉为“史上最复杂的化学品法规”，整个文本长达一千多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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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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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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企业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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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业额超过一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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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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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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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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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葡萄酒指令

欧盟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对葡萄酒标识进行立法规制。欧盟声称为了防止消费者受到

葡萄酒传统用语的误导，故而对欧盟市场上非欧盟国家的葡萄酒标识用语进行限制。

若非欧盟国家在出口欧盟的葡萄酒标识上使用如“庄园”、“古典”和“上等”等通用的、描

述性的或有商业价值的词语，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并申请获准后方可使用。同时，欧

盟试图对这些用语包括葡萄酒标签主张专有权利。

事实上，欧盟内部对这些传统的用语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且欧盟各成员国也均未

监督管理和限制这些术语的使用。此外，欧盟也未表明其计划如何执行对进口葡萄酒

标识的限制。中国希望欧盟重新考虑对葡萄酒的包装和描述中葡萄品种名称的禁止，

并希望欧盟葡萄酒指令的执行规则和所有过渡性安排，特别是有关的葡萄酒标签的规

则，充分遵守ＴＢＴ协定的规定以及世贸组织协定中的原则和规定，避免对非欧盟国家

的市场准入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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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不可避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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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成员国通报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被其他成员国在该委员会提出表示关注，并

要求采取措施的国家进行澄清或解决，其中有１９８起是由发达国家采取的。涉及欧盟的

措施共计５９起，占所有被关注措施的１９％，占所有发达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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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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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要求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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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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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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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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规制定了一个七年的过渡期，该过渡期已于

２０１０年３月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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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达三十年以上的证明，其中需在欧盟使用达十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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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１０年欧盟对华新发起８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与去年７起相比有所增加。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欧盟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５８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对五十余类输欧中

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２０１０年欧盟首次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共计两起。２０１０年欧

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紧固件和塑料袋展开反规避调查。

２．２０１０年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２：２０１０年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月１７日 三聚氰胺 ２９３３６１００ 调查中

２ ２月１８日 铜版纸

ｅｘ４８１０１３２０、 ｅｘ４８１０１３８０、 ｅｘ４８１０１４２０、

ｅｘ４８１０１４８０、 ｅｘ４８１０１９１０、 ｅｘ４８１０１９９０、

ｅｘ４８１０２２１０、 ｅｘ４８１０２２９０、 ｅｘ４８１０２９３０、

ｅｘ４８１０２９８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２１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２３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２９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９１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９３０、

ｅｘ４８１０９９９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欧

盟初裁决定征收３９．１％

的临时反倾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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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３ ５月２０日 玻璃纤维网格织物
ｅｘ７０１９４０００、ｅｘ７０１９５１００、ｅｘ７０１９５９００、

ｅｘ７０１９９０９１、ｅｘ７０１９９０９９
调查中

４ ６月９日 瓷砖

６９０７１０００、６９０７９０１０、６９０７９０９１、６９０７９０９３、

６９０７９０９９、６９０８１０１０、６９０８１０９０、６９０８９０１１、

６９０８９０２１、６９０８９０２９、６９０８９０３１、６９０８９０５１、

６９０８９０９１、６９０８９０９３、６９０８９０９９

调查中

５ ６月３０日
数据卡（无线宽域网

络调制解调器）
调查中

６ ７月２３日 磷酸三（２氯丙基）酯 ｅｘ２９１９９０００ 调查中

７ ９月３０日 无缝不锈钢管

７３０４１１００、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７３０４２４００、

ｅｘ７３０４４１００、７３０４４９１０、ｅｘ７３０４４９９３、

ｅｘ７３０４４９９５、ｅｘ７３０４４９９９、ｅｘ７３０４９０００

调查中

８ １２月１７日 石墨电极 ｅｘ８５４５１１００、ｅｘ８５４５９０９０ 调查中

　　（２）其他

２０１０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聚酯高强力纱、铝合金轮毂、葡萄糖酸钠、钼丝、货物

扫描系统等作出反倾销终裁，除镀锌板和冷轧不锈钢案以无措施结案之外，其余案件均

征收反倾销税，蜡烛案中有５家中国企业获得零反倾销税，是近年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案

件中企业获得零税率最多的案件。此外，欧盟就中国产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甜蜜素、金

属硅、皮面鞋靴、活页夹反倾销日落复审作出终裁，继续维持对上述产品的征税措施；对

原产于中国的铸铁井盖、香豆素、钢丝绳和钢缆、塑料袋进行反倾销期中复审立案调查；

对原产于中国的镁砖、铸铁井盖、手动叉车及其主要配件、糠醛、聚酯短纤维进行反倾销

日落复审立案调查。２０１０年，欧盟取消了颗粒状聚四氟乙烯树脂、氧化镁、空气压缩机、

草甘膦的反倾销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由马来西亚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地为

马来西亚）的钢铁制紧固件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ｅｘ７３１８１２９０、

ｅｘ７３１８１４９１、ｅｘ７３１８１４９９、ｅｘ７３１８１５５９、ｅｘ７３１８１５６９、ｅｘ７３１８１５８１、ｅｘ７３１８１５８９、

ｅｘ７３１８１５９０、ｅｘ７３１８２１００、ｅｘ７３１８２２００。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欧盟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

塑料袋进行反规避立案调查。涉案产品在欧盟合并关税编码ｅｘ３９２３２１００、ｅｘ３９２３２９１０、

ｅｘ３９２３２９９０下。

除了反倾销措施之外，欧盟还对我国铜版纸发起反补贴调查，这是欧盟首次对我国

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同期，欧盟还在反倾销调查之外，对中国产数据卡发起了反补贴

和保障措施调查。

３．该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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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由于在２００８年欧盟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评估当中，欧盟认为参照评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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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五条标准，中国虽然取得进步但仍存在重要缺陷，所以２００９年欧盟仍未承认中国

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依旧采用替代国的做法来计算中

国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中国企业虽然可以根据欧盟反倾销法规中规定的五条评估标

准来向欧盟申请单独的企业市场经济待遇，但是这五条标准过于抽象，且调查官享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待遇的评估的苛刻程度近年尤甚，调查中每每置

中国企业的解释和抗辩于不顾，常因细枝末节问题否决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待遇申请。

近年来，欧盟在授予市场经济地位时采取双重标准，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往往是有

欧盟背景的企业，部分欧盟跨国公司利用此双重标准，一方面在中国投资建厂，一方面

在欧盟提起反倾销申请，以达到打击中国竞争对手的目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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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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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要求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证明符合欧盟的所谓“单独税

率”要求，对中国企业反倾销应诉造成严重负担和不公平待遇中方敦促欧方尊重世贸组

织裁决，尽快取消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立法和歧视性做法，公平对待中国出口企业，

维护中欧正常贸易活动。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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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废除该法令。这是

欧洲法院首次作出支持中国出口商的裁决，但是欧委会却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公

告，决定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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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倾销措施进行审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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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有限公司的账目有各种严重缺陷，不符合国际会计标准，因此不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

并继续对其按原反倾销税率（１８．１％）征收反倾销税。从２００６年２月欧盟对中国熨衣板发

起反倾销调查至欧委会再次裁定广东佛山顺德永建日用品有限公司１８．１％的反倾销税

率，前后共计四年有余，企业为寻求救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却仍未成功。欧委

会的做法无视欧洲法院的判决，并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树立了一个先例，封闭了

中国企业通过欧洲法院诉讼寻求救济的途径，中方表示严重关注。

中国企业请求本国政府在ＷＴＯ发起争端解决也是旷日持久，即便胜诉也还需欧盟

对涉案措施进行重新审查，结果可能仍不理想。因此，对于中国出口商而言，无论采取

哪种救济措施均耗时耗力，延误商机，无法及时补救反倾销措施带来的消极影响。

④ 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欧盟调查机构在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中存在较多不合理做法，如：替代国的选取存

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２０１０年发起的８起反倾销案件中，除石墨电极的替代国定

为墨西哥外，其余替代国均为美国；确定企业市场经济地位时采用不合理的抽样方法，

无法全面确保涉案企业的利益；在立案之前难以如期发出照会，延误中国企业安排应

对；对外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申请企业的名称和数量都不披露，根本无法确认代表性

问题；扩盟后贸易救济措施自动延伸适用问题；扩盟后反倾销措施自动延伸到了新入盟

的国家的问题。

⑤ 不接受中方的价格承诺

欧委会在做出反倾销终裁时，很少考虑接受中国企业提出的价格承诺，据统计只有

铸铁井盖、彩电等少数几个案子中欧委会采纳了中国企业的价格承诺。在目前我国原

材料市场普遍看涨的情况下，价格承诺较之反倾销税而言，对我国生产商比较有利，因

为近期我国原材料价格普遍上升，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比较容易超过承诺的价格，但是

反倾销税就无法随原材料市场波动而更改。

⑥ 对一种产品同时进行贸易救济三种调查

应比利时Ｏｐｔｉｏｎ公司和比政府申请，欧委会继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对我数据卡产品

发起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调查后，９月１６日又对该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高达

约４１亿美元，是迄今我遭遇涉案金额最大且三种调查方法并用的贸易救济案件。欧委

会展开这些调查，是由于早前比利时一家小型公司ＯｐｔｉｏｎＮＶ提出申诉，欧盟仅为保护

某一成员国中一家企业的利益，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树立恶劣的先例。１０月底申请人

与应诉企业达成合作和解协议，Ｏｐｔｉｏｎ公司随即向欧委会提出撤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申请，并通过比政府向欧委会提出撤销保障措施调查申请。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５日，欧委

会发布公告，宣布终止对我输欧无线数据卡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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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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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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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之前，是由各个成员国各自掌握，虽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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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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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１）承包工程服务

欧盟各个国家对承包工程服务的规定各有不同，有些欧盟成员国，如匈牙利，要求

参加投标和开发各种工程项目的外国企业，必须在本国或在欧盟国家注册公司，方能取

得投标资格，才允许参加开发和承包各种工程项目。而且外国企业在匈投资设立的公

司与一般匈牙利有限责任公司在建筑资质要求上有所不同，在匈牙利或通过匈牙利前

往欧盟各国参加投标和开发各种工程项目的外国企业可以依照母公司的企业资质，而

外国企业在匈投资设立的公司就要重新申办各种资质证明。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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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运输服务

欧盟运输服务垄断情况比较严重。在海运服务方面，为保持在欧盟注册的船只比

例，欧盟允许在欧盟船旗国船只上工作的员工可以享受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缴款的减免。

如果欧盟船公司接受其他国家船籍船只，将失去获得国家支持的资格。

（４）邮政和其他配送服务

欧盟配送市场由于许多成员国的邮政垄断，限制了市场准入，存在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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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对实现邮政服务内部统一市场的指

令。根据该指令，欧盟成员国须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实现盟内市场的完全开放，但仍

有一些成员可以推迟两年开放该指令要求。２００６年比利时在普遍服务领域引入新的许

可证制度和补偿基金制度。根据新制度，比利时邮政承担普遍义务，若其由于自由化而

未能赢利，可以按照许可证制度得到相应的补偿。私人的快递运营商按许可证制度的

规定，也承担普遍义务，却是需要对普遍邮政服务的补偿基金提供资金，事实上，快递服

务的增值服务特性使其明显区别于传统的邮政服务，快递运营商不应承担普遍服务义

务并向基金提供资金。

（５）专业服务

在欧盟，由每个成员国各自对专业服务进行规定，各成员国都对其设置了细致而复

杂的规定，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成员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市场准入和专业人员

流动的限制。

① 服务领域的限制

在法律服务方面，欧盟开放范围仅限于外国律师提供有关东道国法律和国际公法

方面的咨询服务。在会计和审计领域，欧盟对跨境服务、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服务

提供方式上存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的限制，税务服务的开放范围也仅限于咨询。

② 职业资质的限制

一般成员国对服务提供者的职业资质都制定了很高的准入规定，对法律服务提供

者的大学教育年限和从业经验要求５年以上，必须通过专业考试且成为该国专业协会会

员。在会计和审计领域的准入限制包括：大学教育的最低年限（会计师和税务顾问不少

于３年，审计师４到５年），相关从业经验３到６年，必须通过专业考试，并且多数成员国

强制性要求服务提供者加入相关专业协会。

③ 服务活动准入的数量限制

部分成员国甚至基于人口统计数据和地理数据对服务活动的准入设立数量限制，

包括服务提供者的数目的总量限制和地理距离限制。

④ 服务定价方面限制

法律服务领域的收费并未完全自由化，尽管成员国不再制定官方价格，但是奥地

利、德国和意大利对法律服务费用制定了最低价格，比利时、法国、希腊和西班牙对公证

费用设定了最低价格，意大利、拉脱维亚限定了法律服务的最高价格，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和德国限定了公证费用的最高价格，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对律师和公

证人提出了建议价格。会计和审计领域中，希腊和葡萄牙的法定审计和德国的税务顾

问存在官方制定价格，意大利对公共会计师费用规定了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奥地利、

希腊、葡萄牙和斯洛伐克对会计和审计服务分别提出了建议价格。

（八）政府采购

１．成员国协调问题

２００４年欧盟颁布第２００４／１８号政府采购指令，通过该指令，欧盟对盟内政府采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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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进行了统一规范，要求其符合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规定，但具体贯彻和执行的方

式由各成员各自立法确定。根据ＷＴＯ资料显示，部分成员国尚未完成欧盟层面政府采

购指令的转化，而且欧盟各成员对政府采购的具体执行规范宽窄尺度不同，给其他非欧

盟成员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障碍。比如，法国政府持续对几个重大国防项目承包商

持股，即便是欧盟成员国，也很难在国防领域的政府采购项目中胜出，非欧盟公司更是

很难参与其中。再如希腊，希腊对要求参加公共采购招标的公司出具由主管当局证明

其所有董事会成员详细的已纳税，已经为员工缴纳社保金，无犯罪、无商业贿赂、无为获

取财务利益而采用违法行为等种类繁多的证明材料。外国公司很难满足这些要求。

２．透明度问题

欧盟的政府采购指令要求各成员国立法确保政府采购项目的透明度，但各个国家

的做法参差不齐。按照欧盟相关法律，中标公告或合同签署需进行公告，但根据 ＷＴＯ

提供的数据，尚有２０％的政府采购项目结果并未对外公告，欧盟各国政府在政府采购在

透明度方面还有待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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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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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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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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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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内需正常运转，方可

申请办理居住证，否则居留将十分困难，经罗马尼亚警察局发现，公司法人会被要求限

期离境。

四、投资壁垒

２００９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将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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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在外资领域

的管理权将让渡给欧盟，由欧盟统一制定相关法律并对外签署国际协定。但欧盟由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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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准入限制

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外国投资存在准入领域方面的限制。一些领域不允许欧盟以外

的居民和企业投资经营，或欧盟以外的居民和企业对部分领域投资需要获得该成员国

政府的批准。匈牙利对民航运输、广播电视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加入欧盟后十年内，匈牙利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土地。法国政府规定，只有法籍居民、

欧盟成员国居民或签有双边协定国家的居民才能在私营研究机构、保险经纪人、赌场或

博彩俱乐部、运输代理人、公共市场贸易、视听通讯业、商品经纪人、烟草和饮料零售、法

文出版物企业、保安企业、电讯企业、演出企业、药剂师等行业领域从事经营。西班牙要

求博彩业、电视、广播、空运、国防等“敏感行业”，外国政府投资或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

需得到西班牙经济部贸易政策总司的许可。意大利对外资企业在国防工业、飞机制造、

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国内航空业经营和海运等行业的投资限制较为严格，并制定

了相应的特殊法律条文。在瑞典，许多公司在其章程中订有“对外国人所有权的限制”

条款，规定至少６０％的股本和８０％的所有权应当由瑞典公民掌握。如公司章程未规定

这种条款，则该公司将被认为是外国公司，而外国公司不能拥有瑞典的矿山、油田、农

田、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也不能拥有上述自然资源的其他公司的２０％以上的投票

股权。外国人不得拥有在瑞典注册的船舶、飞机，不得经营国内航空，不能持有银行和

军工厂的股份。在捷克，投资受限制的行业包括抵押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航空客运、公

路客货运、债券报销、建筑工程服务等。在捷克，投资受限制的行业包括抵押银行、资产

管理公司、航空客运、公路客货运、债券报销、建筑工程服务等。外国投资者在爱沙尼亚

投资银行、采矿、煤气和自来水供应及其设施、铁路和交通、能源以及通讯网络时需取得

许可。

（二）国民待遇

欧盟以外国家公司的子公司要在欧盟市场内享受国民待遇，包括在欧共体内部自

由设立分支机构和提供跨境服务等，必须证明该子公司拥有与欧共体经济有效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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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但欧盟以外国家公司直接设立的分支机构不享受国民待遇。德国、爱尔兰、奥

地利、瑞典和芬兰要求非本国居民在购买土地或在某些情况下租赁土地的时候需申请

当地政府批准。在所有欧共体成员国，被认作是国家或地方的公用事业的服务可允许

公共垄断或给予私有经营者专营权。该规定适用所有服务部门，但奥地利、芬兰、瑞典

存在例外。

（三）其他

外国公司在欧盟注册公司后，普遍存在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欧盟为保证就业，

严格控制工作许可的颁发，如在匈牙利注册公司后，需向各州、市劳动局申请年度工作

许可，许可证的颁发主要根据企业开发工程项目的大小，以及申请的非匈牙利籍劳工人

数的多少来决定。

外国公司在欧盟国家注册公司，常常遇到语言问题。欧盟内部成员国众多，且很多

国家的官方语言非英语，中国企业在注册公司，申请资质时，经常被要求将企业介绍、资

质证明等相关文件同时翻译成英语和匈牙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对外国公司造成一定

的不便。

一些东欧国家存在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不高、法律法规多变透明度差等问题，导致投

资风险相对较大。部分国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合作伙伴或雇员发

生经济等纠纷时处于不公平的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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