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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印度政府考虑禁止获得政府扶持的太阳能项目使用进口太

阳能电池。此外本年中，印度还宣布禁止购买中国产商生产的电信设备。虽然最后取

消了该禁令，但是对中国相关企业而言仍然存在隐患。

印度还对部分电器要求强制能源效率标签，并推出了印度版的ＲｏＨＳ指令。

印度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调查较多的国家。２０１０年，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１１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１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２．４％。

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４０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８％；自印度进口２０８．４亿美元，同比增

长５１．８％。中方顺差２００．８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器具、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

浸渍纺织制品、光学照相精密仪器设备等；自印度进口商品主要包括矿砂、棉花、有机化

学品、天然珍珠宝石、钢铁、机器零件、铜及铜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印度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２．６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２２７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２６７１万美元。２０１０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７７个，实际使用金额４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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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与贸易相关的基本法律为《１９９２年外贸（发展与管理）法案》，相关法规还包括

《１９９３年外贸（管理）规则》。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度海关及关税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主要有《１９６２年海关法》和《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

法》。《１９６２年海关法》是印度管理进出口关税及规范关税估价标准的主要法案之一。

《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详细规定了海关关税的分类以及具体的征税办法，包括进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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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口商品的分类和适用税率。

印度财政部下属的中央销售税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的制定与调整，并在每年的

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公布当年的主要关税调整情况。

印度关税大部分为从价税。关税主要包括：基本关税、附加关税、特别附加税和出

口关税等。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８年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１３．０％，农产品的简单

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２．２％，非农产品为１０．１％。

印度财政部每年公布年度财政预算，作为当年的政府施政依据。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

日，印度财政部公布《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了一揽子的贸易促进措施，并

对关税、消费税、服务税等进行了调整，其中与进口关税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 对生产冷藏车所需的制冷机组实行海关关税全免；

● 对于印度不生产的、指定的农业机械给予百分之５％的关税优惠待遇；

● 对于设立光伏和太阳能热发电的单位所需要的机械、仪器仪表、设备和用具等给

予５％的关税优惠待遇，同时也免除其中央消费税；

● 用于挖掘地热能源的地源热泵，免除基本关税和特别附加关税；

● 对于取代人力的太阳能三轮车（ｓｏｌｅｃｋｓｈａｗ），给予４％的关税优惠待遇，其主要部

件的进口可以免关税；

● 对可堆肥聚合物（ｃｏｍｐｏｓｔａｂｌｅｐｏｌｙｍｅｒ）免征基本关税；

● 为了鼓励国内制造移动电话配件，免除基本关税、附加关税和特别附加关税的待

遇，现扩大到对部分电池充电器和免提耳机也同样适用。免征特别附加关税有效期延

长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 对所有的医疗设备，统一给予基本关税５％，附加关税４％以及全面免征特别附加

税的优惠待遇；

● 上调黄金、白银和铂金的进口关税：每１０克黄金和铂金的关税由２００卢比上调至

３００卢比，每公斤白银关税由１０００卢比上调至１５００卢比；

● 对稀有金属铑（用于首饰抛光）的基本关税降至２％；

● 对金矿石及浓缩物的基本海关关税从２％的从价税减少至每１０克含金量１４０卢

比，并全面免除特别附加税；

● 对微波炉生产的关键部件之一，即磁控管的基本关税从１０％减少至５％；

● 长椒ｌｏｎｇｐｅｐｐｅｒ基本海关关税从７０％降至３０％；

● 阿魏（药用植物ａｓａｆｏｅｔｉｄａ）基本海关关税从３０％降至２０％。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印度对进口产品的管理较为复杂，主要分为四种情形：（１）自由进口品，只需填写

“公开一般许可证”即可进口；（２）禁止进口品，如野生动物产品及象牙、动物胃内膜以及

动物油脂类产品；（３）限制进口品，即需要获得印度外贸总局签发的特别许可证方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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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包括部分化学品以及畜产品；（４）专属进口品，即只有政府的贸易垄断公司才能按照

内阁批准的时间和数量进口的产品，包括石油产品、部分药品以及散装粮食等。

印度商工部是印度进出口管理的主要部门，下设商务、产业政策与促进两大部门。

商工部下另设印度外贸总局（ＤＧＦＴ）和供销总局。印度商工部每年对现行的外贸指导

政策进行修订或调整。目前印度执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是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印度商工部

公布的《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除此之外，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还通过公告等形式

临时调整进出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第２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号公告，对２００９年

６月１６日发布的第１１３号公告做出修改，放宽对玩具产品（海关编码为９５０１、９５０２和

９５０３）的进口限制。新的公告不再对海关编码９５０１，９５０２两类玩具进行进口标准限制，

而仅继续对编码为９５０３的玩具类产品采取同样标准的限制措施，公告内容如下：

对海关编码为９５０３的玩具产品，即三轮脚踏车、踏板车、踏板小汽车和类似的有轮

玩具；玩偶的四轮马车；玩具娃娃；或其他玩具；微缩模型和类似的娱乐用模型，无论是

否为活动的；各种游戏拼图等玩具，仅允许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玩具进口到印度市场：

ａ．证明进口玩具符合ＡＳＴＭＦ９６３（美国玩具安全标准）或ＩＳＯ８１２４（ＰａｒｔｓⅠⅢ）

或ＩＳ９８７３（ＰａｒｔｓⅠⅢ）或ＥＮ７１标准的证书；

ｂ．由生产商提供的、证明进口玩具的抽检样品已经ＩＬＡＣ（国际实验室认证大会）和

ＭＲＡ（国际间互认协议）认可的独立实验室检验并符合上述标准的证书。该证书只对合

格证书中注明的生产期限内的玩具负责。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度禁止出口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部分木产品、化工木浆等，除此之外，印度还通

过特别禁令等对部分敏感产品的出口实行管制。

（１）现行的出口指导政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是印度目前出口管理的主要指导性政策，其中与出口相

关的部分包括：采取包括财政刺激、机构改革、流程优化等一揽子措施，从提高外贸基础

设施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和返还税收三方面着手，促进外贸发展。突出对劳动密集型出

口行业的支持，主要针对纺织、皮革、手工艺品等行业；专门成立一个由财政部秘书、商

工部秘书和印度银行业协会主席组成的委员会，确保出口企业的外汇信贷需求；延长所

得税优惠期：对ＩＴ产业和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延长一年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１日。对现有出口鼓励措施进行修订，包括：①将关税权利义务证书（ＤＥＰＢ）优惠延长

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②将享受事前许可（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优惠的增值标准提高至

１５％；③在重点市场计划（Ｆｏｃｕ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ｈｅｍｅ）中新增２６个国家；④加大资本品进口

关税减免优惠，对生产环境友好型商品所需资本品免进口关税，对技术改造所需的资本

品免进口关税；⑤扶持钻石加工出口，对钻石切割、抛光和检测机械进口免关税。

（２）新的出口刺激政策

金融危机以来，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推出了多套经济刺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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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２０１０年印度继续出台新的激励政策，大力推动出口。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宣布延长对出口产业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帮助相关

产业度过全球经济恢复期。

该项政策预计将给予总价值１０５．２亿卢比（约合２．３亿美元）的优惠，主要针对劳动

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手工制品和皮革业等。具体措施包括出口退税、进口生产资料的优

惠贷款和利率等。其中，关税权利义务证书（ＤＥＰＢ）被再次延长６个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

日。而机械工程、纺织、皮革等产业开始享受２％的利率补助政策，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３月

３１日。此外，政府还将生产资料出口零关税政策（ＥＰＣＧ）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至２０１１年３

月３１日。出口产品交易费用也同时降低，此前该费用约占出口价值的７％—８％。

该政策还将进一步简化出口程序，允许更多出口商实行“自行验证”（ｓｅｌｆ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目前仅部分行业的大出口商才允许自行验证出口商品，而无需接受海关官员的

认证。据印度出口组织联盟（ＦＩＥＯ）一项研究称，交易成本占到出口商总成本的７％，简

化程序和降低成本政策将给出口商带来５０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３）其他相关出口管理措施

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不断发布公告推出相应的出口管理措施，包括颁布出口禁

令、加征出口关税等。２０１０年印度政府调整的出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① 印度启动棉花出口许可证替代棉花出口禁令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印度开始对皮棉出口征收每吨２５００卢比的关税，并于４月１９日

暂停棉花出口，以控制国内棉花价格上涨。

２０１０年５月，印度政府重新允许棉花出口，但同时启动了棉花出口许可证制度。印

度政府曾于４月决定禁止棉花出口，以抑制国内棉花价格上涨，保证其国内的棉花供给。

上述启动棉花出口许可证替代棉花出口禁令的决定正值新一季的棉花种植开始之

际，对增加棉花种植面积将产生有利影响。

② 印度提高铁矿石出口关税并限制出口数量

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印度钢铁部表示，为保证本国市场供应，印度或将提高关

税并限制铁矿石出口数量。

印度财政部曾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宣布，调整铁矿石的出口关税，其中铁矿石块矿

出口关税从１０％提高到１５％。尽管如此，但这对铁矿石出口的影响有限。如有需要，印

度政府将采用关税措施和数额限制控制出口。

２０１０年７月，印度铁矿石重要产地卡纳塔卡邦宣布禁止邦内的１０个主要港口出口

铁矿石。禁止出口的卡纳塔卡邦港口包括 Ｋａｒｗａｒ、Ｂｅｌｉｋｅｒｅ、Ｔａｄａｄｉ、Ｈｏｎｎａｗａｒ、

Ｂｈａｔｋａｌ、Ｋｕｎｄａｐｕｒ、Ｍａｌｐｅ、Ｈａｎｇａｒｋａｔｔｅ、ＯｌｄＭａｎｇａｌｏｒｅ和Ｐａｄｕｂｉｄｒｅ。铁矿石出口

中心新芒格洛尔港因隶属联合海运部，不在卡邦禁止名单中。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印度《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的第９、９Ａ节和９Ｂ节，以及《１９９５年关税（对倾销商品

及其倾销幅度的证明、计算及损害的确定）规则》是印度反倾销调查和征收反倾销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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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此外，《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对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１９９７年海关关税（保

障措施的确认和评估）规则》以及《２００２年海关关税（过渡期产品特别保障税）规则》对保

障措施的程序方面做出了规定。

印度商工部所属的印度反倾销总局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做出裁决，提出征

税建议。印度财政部下属的保障措施总局（ＤＧＳ）负责保障措施调查和特保调查并做出

裁决，提出拟采取的措施建议。印度财政部根据征税建议决定是否征税。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外国投资指导性法规主要有《１９３４年印度储备银行法》、《１９９１年工业政策》、

《１９９９年外汇管理法》、《１９５６年公司法》和《１９６１年所得税法》。

印度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ＤＩＰＰ）负责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进入印度的外国投资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动路径，另一种是政府路径。自动

路径的外国投资者或印度公司无需经过印度储备银行（ＲＢＩ）或印度政府的投资审批；政

府路径则要求印度政府通过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ＦＩＰＢ）对该投资项目进行事先批准。

印度经济事务部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将根据情况，对需要经过政府路径批准的外国投

资进行修改和调整。

除了个别重要的部门外，印度经济的大部分行业至少已经部分向外资开放。同时，

印度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开放，并减少各种政府审批，很多行业的外国直

接投资可以自动获得批准。

１．印度２０１０年投资公告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印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２０１０年第１号投资公告，对现有

的外国投资政策进行评审，并决定，自即日起，下列涉及外国投资的项目需按正常程序

进行，即需要事先所得到政府的批准；

（ａ）ＦＩＰＢ外资股权流入在１２００亿卢比以下的项目建议，将由其主管部门印度财政

部将考虑是否批准；

（ｂ）ＦＩＰＢ外资股权流入在１２００亿卢比以上的项目建议，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

（ＣＣＥＡ）审议。ＦＩＰＢ在经济事务部（ＤＥＡ）的秘书负责处理ＦＩＰＢ的建议，以获得财政

部长和ＣＣＥＡ的批准；

（ｃ）ＣＣＥＡ也将考虑由ＦＩＰＢ和财政部的提出的项目建议。

同时该通告决定，下列情况下，同一家公司实体所进行的额外的外资投入，可以不

需经过政府的事先批准：

（ａ）外国公司在最初对印度进行投资时需要政府批准，并且已经得到过ＦＩＰＢ／

ＣＣＦＩ／ＣＣＥＡ的事先批准，其后该公司所在的部门被归入自动许可路径的；

（ｂ）外国公司所在部门有外资上限限制，并且在对印度的最初投资时已获得相应的

ＦＩＰＢ／ＣＣＦＩ／ＣＣＥＡ的事先批准，其后该外资投资上限有所提高或不再设限，同时该部

门的投资被归入自动许可路径的；只要该公司的额外投资加之前投资总额不超过政府

所规定的投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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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对同一家公司的额外的外资投入，只要在最初投资时，根据１９９８／１８号通知或

２００５／１号通知的要求，事先已获得ＦＩＰＢ／ＣＣＦＩ／ＣＣＥＡ的批准，且此后印度外资政策对

此不再要求事先批准的。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印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了２０１０第２号投资公告，对现行

的政策进行修改，禁止新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烟草制造行业。

此前印度规定，只要事先得到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ＦＩＰＢ）的许可，外商可以１００％

进入该领域，设立全资子公司。

此次印度政府对该政策进行修改，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生产“雪茄、方头雪茄烟、小雪

茄、香烟等烟草及烟草替代品”。此通告已于５月１０日立即生效。

２．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

（１）印度推动外国航空公司投资国内航空业

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印度总理办公室将推动外国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业，以

帮助国内航空业克服财政困难，提高管理能力。

此前，印度航空业允许最高限额为４９％的外国个人或机构投资，但禁止外国航空公

司投资。此次提议允许外国航空公司持有２６％以上的股份，使其有机会参与董事会的

管理。

（２）印度拟允许外商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继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印度公布《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ＬＬＰｓＡｃｔ）后，２０１０年８月，

印政府又将出台政策，允许外商投资在印度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外商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将受一定条件制约，业务范围仅限外商１００％持股、且

不适用“最低资本金”（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和“锁定期”（Ｌｏｃｋｉｎｐｅｒｉｏｄ）制度的行

业。此外，外商独资或合资的印度企业将禁止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同时，有限

责任合伙企业也不得再行投资。

印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已将上述议案提交财政部。

（３）印度调整广电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

据印度《商业标准》报道，印度电信管理局调整了广播领域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比例，

其中卫星直播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和有线电视多系统运营等领域外资比例

提高至７４％，调频广播领域由２０％提高至２６％，电视新闻和时事新闻类频道的外资限

制维持在２６％，地方有线电视领域由４９％降至２６％，卫星频道上传和下载服务维持现

状对外国直接投资没有限制。

印度信息与广播部表示将重启新电视频道执照的发放，外国直接投资比例在２６％

及以上的需通过政府审批。

（４）印度将允许外资１００％控股资产重组公司

２０１０年８月，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拟批准外资针对资产重组公司（Ａｓ

ｓｅ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的大规模投资。投资方式包括购买银行不良贷款并通过

注资来恢复其优良资质。投资比例可望由目前的４９％提高至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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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此目的，印度商工部和中央银行正积极修改金融资产重组和安全法规中关于

外资投资比例的限制条款。

３．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

根据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生效，由印度商工部发布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大全》，目前印

度明确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包括以下部门：

（ａ）零售贸易（单一品牌产品零售除外）；

（ｂ）原子能；

（ｃ）博彩业（包括政府／私人博彩，网上在线博彩等）；

（ｄ）赌博业（包括赌场等）；

（ｅ）银会经营（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ｔｆｕｎｄ）

（ｆ）金钱借贷公司（Ｎｉｄｈｉ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对可转让发展权的买卖（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ｓ（ＴＤＲｓ））；

（ｈ）房地产或农舍建筑；

（ｉ）尚未对私人投资开放的部门；

除任何形式的外国投资外，也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外国技术合作，包括对特许经

营、商标、品牌、管理合同等的许可，进入印度博彩业或赌博行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印度财政部对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宣布禁止外国直接投

资比例低于４９％的印度公司对多品牌零售业、农业、彩票和原子能领域进行再投资。根

据之前印度外商投资政策，任何一个外资控股少于５０％的企业都被视为印度控股公司，

如果印度人占董事会成员的多数，则视为印度实际控制公司。因此，如一家外资控股比

例低于４９％的公司进行再投资时，可被视为印度公司投资多品牌零售业和农业等禁止

外商投资的领域。根据印度新的外商投资政策，此类公司将无法再投资上述领域。

（三）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印度部分电器今年强制贴上能源效率标签

印度能源效率局（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Ｅ）公布通告，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７

日起，下列产品必需具备能源效率卷标，未符合者自该日起不得于印度市场贩卖：无霜

冰箱、室内空调机、荧光灯管、配电变压器。

相关主管单位将会对上述列管产品进行市场监督，确保其能源效率标签的真实性。

取得此一标签的相关测试与验证应依照各产品的程序规定进行。

（２）印度对ＲｏＨＳ指令三年内生效

２０１０年５月６日，印度环境和森林部（ＭｏＥＦ）推出《电子废弃物管理与处理条例

２０１０》草案。此草案紧紧围绕欧盟ＷＥＥＥ指令和ＲｏＨＳ指令为蓝本展开，拟将２０种物

质的限值列入国家立法《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的指令》（ＷＥＥＥ）中。

此草案的第１５条，题为“在电子电气设备的制造过程中减少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ＲｏＨＳ）”，要求生产者在标准生效日期的３年内遵守附表三列出的一系列的限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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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信息的小册子上必须提供设备上“详细”的有害成分的信息。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４日，印度环境和森林部公布了《电子废弃物管理与处理条例２０１０》的

修订案，并拟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

该修订案修改了该条例第五章关于在生产电子电器设备时减少使用有害物质的管

控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 要求每一个电子电器设备的生产者应该保证新的电子电器设备不应该包括铅、

汞、镉、六价铬以及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

● 进口或投放市场的电子电器设备应该符合ＲｏＨＳ条款。

● 对有害物质的管控列出２３条豁免项目，对于这些豁免的项目需于此条例生效后

的三年内达到减少使用的目标。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印度第三次修改植物检疫令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印度政府发出通报，拟对印度植物检疫令（印度进口法规）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２０１０年植物检疫令草案（第３次修改）旨在进一步放宽表Ⅵ中不同国家的９项

进口管理规定。９个进口项目内，有４个属繁殖植物／切枝，２个属组织培养植物，１个属

播种种子，１个是食用冻豌豆，１个是食用卷心莴苣（食用叶）。指令表Ⅵ首次添加的有

２０个项目（Ｓｌ．Ｎｏ．７３０７４９）。本通报将允许进口印度原来禁止进口的植物及植物材料。

（２）印度颁布《２０１０年药品和化妆品条例》（第四修订版）

２０１０年８月，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颁布了２０１０年《药品和化妆品条例》（第四修

订版）Ｇ．Ｓ．Ｒ．４２６（Ｅ）。该条例对１９４５年《药品和化妆品条例》第１２９条第ⅩⅢ部分：化

妆品的进口进行了修改，并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生效。

新条例对进口化妆品的质量、安全、注册、标签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进口化妆品要求符合附表Ｓ和附表Ｑ中的规定及其他质量和安全标准；

２．进口化妆品要求向指定部门进行注册，注册可由生产商、其授权的代理商、进口

商、生产商授权的印度子公司进行；

３．进口化妆品的标签应包括注册证书号，以及注册证书持有者的名称和地址；

４．原产国禁止生产、销售或分配的化妆品不允许以相同名称或其他名称进口至印

度，除非用作实验、测试或分析用途。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按照ＷＴＯ的规定，印度的平均约束关税税率为４８．６％，而其２００８年度适用关税

（最新可用数据）占所有的商品１１．５％。印度所有农产品关税税目均有约束关税，而超

过３０％的非农产品没有约束关税利率。２００８年，印度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约为３５％，而

工业品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０．１％。

印度的平均适用关税工业品仍居高不下，对汽车（１００％）、摩托车（１００％）、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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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７０％）、部分纺织品和服装（３０％）以及鱼类（３０％）征收较高的高关税。

另外，印度农产品约束关税非常高，居世界前列。农产品约束关税从１００％—３００％

不等。２００８年，印度农产品的平均约束关税为１１４．２％。虽然印度很多农产品的适用关

税低于约束关税（２００８年，印度农产品平均关税为３２．２％），但是由于适用关税与约束关

税之间的空间非常大，仍然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一大障碍。出口商不得不面临印度为了

控制价格和供应量而大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

印度对土豆、苹果、葡萄、开心果和柑橘，以及加工食品（如巧克力、糖果、冷冻薯条

及其他快餐店使用的成品食物、饼干、小食、罐头汤、混合蔬菜汁）的关税维持在３０％

以上。

２．关税升级

印度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保护多于对加工品和半成品的保护。近年来印度出现关

税升级减少的情况，但是仍有少部分产品存在关税升级产品的现象。例如，印度对海关

编码第二章所涉及的各种冷、鲜、冻肉类征收３０％的进口关税，但是对肉、食用杂碎或动

物血制成的香肠及类似产品征收１００％进口关税。

３．关税配额

印度实行关税配额的产品主要包括：奶粉、玉米、初榨葵花籽油和红花油、精炼菜油

及芥子油等。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负责配额的分配。这些产品的关税配额是根据指定

机构的要求进行分配，当这些要求超过当年配额时则按比例分配。另外，印度的进口配

额分配程序复杂且不透明，印度也迟迟未向ＷＴＯ通报其关税配额情况。

４．附加税

印度对除葡萄酒、烈酒和其他含酒精饮料外，适用“附加税（ＡＤ）”，其税率等同于国

内产品的中央附加税（ＣＥＮＶＡＴ）。２００７年７月，印度政府发布海关通告，对酒精饮料免

征附加税。此前，印度酒精饮料的进口商需缴纳２０％—１５０％不等的从价税。发布免征

酒精饮料附加税通知的当天，印度政府将葡萄酒的适用关税从１００％提高至 ＷＴＯ约束

关税的１５０％。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事实上对进口酒精饮料征收比印度国内同类产品更

高的税费。

目前，除了关税和附加税外，进口商还面临国家增值税或营业税和中央销售税，以

及各种名目的地方税费。２００６年３月，印度政府设立了４％的从价“额外附加税”。额外

附加税也叫特别附加税，适用于所有的进口品，包括酒精饮料，除非海关发布通告予以

减免。２００７年９月，印度政府公布了海关通告，允许进口商在国内销售后（支付了增值

税）申请对进口环节支付的额外附加税进行退税，但是退税的过程非常繁琐且耗时。

印度宣布，计划于２０１１年４月执行全国商品及服务税（ＧＳＴ），从而取代对进口品征

收的大部分间接税和各种收费。

５．其他

印度政府经常在一年之内多次发布通告对同种商品调整进口关税，缺乏可预见性，

给相关企业造成很大的困扰和不变。进口商必须分别参照海关关税表和消费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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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额外的公开通告、通知等才能判断出当前的实际税率。印度目前正在制定可

实现搜索功能的关税及其他税项和收费标准的在线数据库，但尚未公布。

（二）进口限制

根据印度进口政策，受进口限制的产品分为三类，包括禁止进口品、限制进口品和

专属进口品。但是印度未能遵守ＷＴＯ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向ＷＴＯ委员会通报或公布

其政府公报中的相关信息，实际上构成了贸易壁垒。

１．资本品进口限制

印度允许由终端消费者进口二手资本品，无须申领进口许可证，但是要求该产品的

剩余寿命至少在五年以上。对于翻新的计算机备件，只有在印度特许工程师证明该设

备剩余寿命至少达到８０％以上的情况下，才允许进口，而对国内来源的翻新计算机备件

则没有这种要求的限制。２００６年以来，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再制造产品的进口都需要进

口许可证。印度的对外贸易政策对再制造产品不同程度的转变却没有提供标准，如整

修、翻新和二手品。据业界反映，印度对许可证的要求非常繁杂：申请牌照需要大量的

细节内容；对于特定的部件还有数量限制；从申请许可证到批准中间的时间很长，往往

造成延误，给出口商带来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获得许可证。

２．限制硼酸进口

自２００４年起，印度政府要求所有进口的硼酸都必须与杀虫剂有关，不论产品是否用

作杀虫剂或只是作为生产原料使用（例如，可以用于生产玻璃或陶瓷）。硼酸的大多数

用途都是作为非杀虫剂使用。硼酸的销售商无法进口硼酸用于再销售，因为他们无法

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无异议证书”（ＮＯＣ）。无异议证书需要在申请进口许可之前向印

度农业部的“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ＣＩＢ＆ＲＣ）会申请。无异议证书的要求从２００６年

７月开始延长３年。硼酸的最终用户在获得向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会颁发的进口许

可后可以进口硼酸。但是，进口许可也包括吨数限制，超过限制数额的不得进口。同

时，印度本国的提炼厂可以生产并销售非杀虫剂用途的硼酸，只要有记录表明他们没有

将其销售给杀虫剂最终用户即可。

３．针对中国电信设备的进口禁令

早在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度政府曾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其国有运营商ＢＳＮＬ在阿萨姆、

北方邦、马邦等１６个敏感邦尤其是边境地区使用中国产电信设备。中国电信设备对印

度的出口已经因此受到阻碍。

２０１０年４月，印度电信部再次禁止ＢＳＮＬ公司购买中国厂商生产的电信设备。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４日，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ＢＳＮＬ表示，已经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

为和中兴参与其ＧＳＭ北区和东区项目的竞标。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日，印度有关部门同意对中国电信设备的进口实施有条件解禁，允许

进口经过国际安全审计机构审计合格的中国电信设备。

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印度官方又明确提出安全性标准。要求电信设备供应商提供担

保，保证其产品符合国际标准且不具有安全威胁。一旦电信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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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被检测出间谍软件、木马程序和恶意软件，该电信设备供应商将进入黑名单，禁止

在印度销售任何电信设备。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制定了一份电信设备供应商名

单，并决定在其新网络安全规则实施前，暂时禁止印度电信运营商购买名单所列供应商

的设备。该名单由印度情报部门制定，包括联想、华为、中兴等２５家中国电信供应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印度电信和信息产业部发布通告，对近来实行的电信设备采购

规则做了新的修改。通告修改了电信牌照规则，宣布立即对外国电信设备的采购实施

严苛的安全审查制度。

通告规定，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的考量，运营商应当有明确的安全政策和

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并需对整个网络安全负责。其中包括，运营商拟购核心电信

设备须经印度政府指定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认证；设备供应后一年内及此后每两年，供应

商需接受运营商或印度政府对其制造基地的实地安全核查；供应商须将源代码及软硬

件设计细节、供应链信息提交第三方账户托管，印度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有权分析和使用

上述信息。但是要求企业共享其严格守护的源代码、以及允许当局或第三方在任何时

间进入（并可能修改）源代码的规定，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引起国际电信设备业界

的强烈反对。

新规定还要求设备供应商必须允许当地运营商、政府或指定的第三方机构，“检查

硬件、软件、设计、开发、制造设施和供应链，并对所有软件进行安全／威胁检查”。一旦

在网络中发现间谍软件或恶意软件，运营商将面临每单５亿卢比（合１１００万美元）的罚

款，同时设备供应商面临与合同金额相同的罚款。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９日，印度通信部表示，已取消有关有电信企业不得从中国企业采购

电信设备的禁令。但是由于印度相关政策的反复多变且经常以安全为由限制中国设备

的进口，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了歧视，严重扭曲了双边的正常贸易。

４．印度政府拟禁止进口太阳能设备

继国家太阳能扶持计划中对国外太阳能模块进入其国内市场禁令之后，印度政府

正考虑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起禁止获得政府扶持的太阳能项目使用进口太阳能电池。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日，为配合“尼赫鲁国家太阳能计划”的实施，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

能源部出台了《对并网发电的先进太阳项目的政策指南》。指南里包含了“购买印度货”

的条款。

该指南第二章节第五部分的“太阳能光伏项目选择标准”的第４条“本地自制”中强

调：印度“国家太阳能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因此项目开发

商应尽可能地使用印度本国制造的设备。

但是，对首批选入２０１０—２０１１财年政府扶持计划的太阳能项目，该指南要求，晶

体硅技术项目的开发商“必须使用印度本国制造的太阳能组件”。而对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财年的第二批扶持项目，该指南表示，这些项目将使用印度本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和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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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指南并没有明确对太阳能电池的进口禁令的具体执行时间，但是印度政府正

考虑从２０１１年３月起，要求这些入选项目必须使用印度制造的太阳能电池。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对进口交易的海关估价标准存在一定的问题。印度海关估价程序允许印度海

关官员在认为进口品的售价低于正常的竞争价格时，可以拒绝所申报的进口交易价格。

事实上，印度海关估价的方法并不能反映实际的交易价值，实际上提高了进口产品所缴

的关税。

印度海关通常要求提供大量繁杂的文件，妨碍了贸易的自由流通并常常导致程序

缓慢。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复杂的关税结构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豁免规定

造成的。尽管存在这许多问题，印度已经开始在这方面通过自动贸易程序或其他相关

措施进行改进。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过去的４年中，印度在这方面的表现有所改善，在

印度完成进口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已经减少到２０天，为之前的一半（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所需

天数为１１天），所需要的档数量也有所减少。中方希望印度在这方面能进一步提高效

率，减少通关环节的不便。

印度对摩托车只允许从３个特定的口岸进口，即孟买、加尔各答和钦奈，而且只能从

生产国进口。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ＷＴＯ的ＳＰＳ和ＴＢＴ委员会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世贸组织成员应提供最短６０天

的通报评议期。然而，印度新出台的某些措施没有为成员或贸易伙伴留出合理的评论

时间。例如，对于生皮进口装船新要求，印度未严格履行向ＷＴＯ通报的义务，造成国际

社会没有机会就该措施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

（五）贸易救济措施

印度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调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０年，印度共对中国产

品新发起１２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１１起反倾销，１起保障措施），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化

工、纺织服装和钢铁产品等。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１９９２年印度对外发起第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０

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４４起反倾销调查，１起反补贴调查，６起特保措施调查和

１１起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１０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年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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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８日 玻璃纤维 ７０１９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做出终裁，

泰山玻纤有限公司２０．８９％，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１８．６７％，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 公 司

７．４６％，其他企业４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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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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月１２日 无缝钢管 ７３０４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印度商

工部发布公告称，由于缺乏

国内主要生产商在损害调查

期内的损害信息，从而无法

确定涉案产品的进口对国内

产业造成的损害，因此决定

终止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

管的反倾销调查。

３ ２月１日 ＰＶＣ胶膜

３９２０１０１９、３９２０１０１２、３９２０４９００、３９２１９０２６、

３９２１９０２９、３９２６９０９９、３９１９９０９０、３９１８１０９０、

３９１８９０９０、３９２６９０８０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作出反倾

销初裁，征收０．０１２—０．５４５
美元／千克的临时反倾销税

４ ４月１６日 偶氮二甲酰胺 ２９２７００９０、２９４２００９０、３８１２００８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５ ５月１９日 缝纫机针 ８４５２３０ 调查进行中

６ ６月８日 硝基苯胺 ２９２１．４２．２６ 调查进行中

７ ８月１６日
不锈钢钢冷

轧平板

７２２０．２０．１０、７２２０．２０．２１、７２２０．２０．２２、

７２２０．２０．２９、７２２０．２０．９０、７２２０．９０．１０、

７２２０．９０．２１、７２２０．９０．２２、７２２０．９０．２９、

７２２０．９０．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８ ８月２０日 纯碱 ２８３６２０ 调查进行中

９ ８月２６日 耐热玻璃器具 ７０１３ 调查进行中

１０ １２月７日 吗啉 ２９３３．３９．１７ 调查进行中

１１ １２月２０日

由聚酯或玻璃

纤维制成的土

木栅格

２８３５３１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１２ １２月２７日 橡胶防老剂
３８．１２．１０，３８．１２．２０，３８．１２．３０，２９．３４．２０，

２９．２５．２０
调查进行中

　　虽经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印度在贸易救济调查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从而采用替代国的内销价格或生产价格作为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给中国相关企业

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虽然中国企业可以在个案中申请企业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但

是印度反倾销局就市场经济地位相关标准进行评估、给予个案市场经济地位，并在替代

国的选择、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给中国出口企业应诉带了困

难。此外，印度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还存在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披露过少或

披露不及时。

（六）政府采购

目前，印度的政府采购已经由中央下放，所有的邦（次中央）及公共部门的机构都有

自己的采购机构。印度中央一级和邦一级对于公共机构和企业适用于不同的采购做

法。在中央层级，采购是由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指令和监管来管理的。印度财政部颁布

的《财务通则》（ＧＦＲ），对中央政府的财务管理、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以及合同管理制定了

通则和程序。《财务通则》还包括《购买产品政策及程序手册》。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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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ａｌ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印度对政府雇员的监督机构）也负责制定一系列指导

意见对这些法规进行补充。相关政府机构有时也会发布更详细的指导，就其手册、合同

范本等进行规范。

印度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定的管理机构来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并监督采购程序的

遵守情况。但是，印度的中央采购机构———中央物资局（ＤＧＳ＆Ｄ）和邦一级的采购机构

按照《财务通则》对商品和标准的规定，与登记注册的供货商签订项目合同。对于一些

特别的领域，如国防采购，适用于部门特定的政府采购政策。印度的“抵消”（ｏｆｆｓｅｔ）计划

要求公司将其合同金额的３０％或超过一定数额合同金额用于投资购买印度生产的部

件、设备或服务。这种要求往往非常繁杂，阻碍了外国公司进行采购。

印度的政府采购实践和程序都不够透明。由于印度国有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待

遇，外国公司很少能获得印度的政府采购合同。

（七）知识产权保护

印度需要加强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印度并未按照 ＷＩＰＯ国际互联网条约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ｒｅａｔｙ）的相关条款制定其国内法规。印度国内仍然存在大量的侵犯著作权的

行为，尤其是对软件、光学介质以及出版物方面。虽然印度继续考虑对光盘立法以打击

盗版光盘，但是还未采取具体行动。印度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也很弱，尤其是在联邦层

面。邦一级的执法力度有所改善。印度需要出台更多政策以打击对盗版的生产、传播

和销售，并对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违反行为采取司法处置，以达到遏制的效果。

（八）出口补贴

印度根据出口收入来免税的做法已完全废除，但是继续保留对经济特区（ＳＥＺ）内的

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出口商提供免税期（ｔａｘｈｏｌｉｄａｙ）的待遇。除此之外，印度仍保留了一

些出口退税计划（ｄｕｔｙ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ｐｒｏｇｒａｍ），对进口生产物料所征收的超过一定税费的

部分给予退还。印度还以优惠的利率对出口商提供出货前和出货后的出口融资。印度

的纺织业还通过各种现代化计划享受补贴，如技术升级基金计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ｐ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Ｓｃｈｅｍｅ）及综合纺织园区（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Ｐａｒｋｓ）计划等。自２００１年以

来，印度从未向ＷＴＯ补贴措施委员会进行通报。

在印度《２００９—２０１４贸易政策》中，对农业出口有一项特别计划，包括名为“特别农

产品计划”的项目，旨在提高蔬菜、水果、鲜花以及一些林产品及相关附加值产品的出

口。在这个计划中，上述产品的出口有资格享受相当于其ＦＯＢ出口值５％的免税抵扣。

该抵扣可以自由转让，并可用于进口各类生产物料和资本品。为了减轻全球经济下滑

对出口的影响，印度政府将此计划扩大至其他一些农产品，包括玉米、大麦、豆粕（ｓｏｙ

ｂｅａｎｍｅａｌ）、棉花、海产品以及肉类和肉类产品。

（九）服务贸易壁垒

印度的政府单位在一些主要的服务行业有较多所有权，例如银行和保险业，虽然私

人公司在很多快速发展的服务部门占有主导地位，如信息技术部门、广告、汽车租赁以

及咨询服务业。虽然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递交了改善服务业承诺的出价，但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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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并未取消印度现有的对关键部门的限制，也未承诺进行自由化改革。这些关键部

门包括快递、电信、金融服务以及专用服务等领域。

１．保险

外资可以参与印度保险业，但是已付资本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２６％。２００８年底，

印度内阁引入新的法案，进一步开放保险业，将外资持股比例由２６％提高到４９％，但是

直至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印度议会尚未同意内阁的提案。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度新一届政府上

台后，《保险法案》被提交，但是仍有待议会的重新审定。

２．银行

外资银行进入印度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印度的分行授权政策，外资银行必

须按年度提交其内部的分行扩展计划，但是由于印度对分行扩展配额的不透明，导致外

资分行的扩展能力却严重受限。

未经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外资银行不得收购印度私人银行超过５％的股份。同一

家印度私人银行内所有外国股份的总和不得超过７４％。２００５年，印度储备银行制定了

规划，允许外国银行自２００９年４月起，可以同印度任何一家私人银行一起开展收购并购

交易。但是由于印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之间的协调问题，该规划一直未得到实施。

３．会计服务

根据印度的相关规定，只有毕业于印度国内大学的人方有资格成为印度的职业会

计师。外国会计公司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会计公司同等互惠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

印度从事相关会计业务。只有以合伙人形式成立的公司才能提供金融审计服务，而且

持有外国证照的会计师不能成为印度的会计师公司里的股份合伙人。印度对于使用外

国公司的名称、公司合伙人数量以及每个合伙人培训生的数量仍然有着繁杂的限制。

其他的限制还包括审计事务所可以同时服务的银行和保险业的客户数量限制，并要求

审计公司每隔几年将其客户“轮转”。此外，印度还缺乏对会计行业的独立监督。印度

２００６年成立了资格审查委员会，但是尚未进行任何调查。印度的《有限责任合伙人法

案》（ＬＬＰ）于２００９年３月生效。该法案的目的是使专业人士，如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

风险资本家，在设立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时更具灵活性。

４．建筑与工程

在印度，许多建设项目只能以不可兑换的卢比支付。只有由国际发展机构出资的

政府项目才能用外币结算。除非印度国内公司无法完成施工任务，否则外国建筑公司

无法得到政府建筑项目的合同。外国公司只有通过同印度本地公司合资的方式才能参

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

５．法律服务

外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在印度开设办事处。外国法律服务人员可以在印度本地的律

师事务所受聘为雇员或担任顾问，但不能签署文件，不能代理客户，更不能成为律所合

伙人。

６．电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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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政府在在电信服务市场争取自由化和引入私人投资和竞争方面采取了积

极的措施，印度在基本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方面的多边承诺仍然很弱。此外，独立

的电信管理机构（如印度电信监管局）许多有利于竞争的建议，都被印度电信与信息技

术部电信司（ＤｏＴ）推迟或否决，且没有提供充分的解释。

印度的国家电信政策允许外资参与固定电话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服务的持股比例为

７４％。但是，对每项服务收取约５０万美元的许可证费用仍然构成外资进入该市场的壁垒。

印度政府继续保留对印度三大电信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包括：拥有国际运营商

ＶＳＮＬ公司２６％的股份；ＭＴＮＬ公司５６％的股份以及ＢＳＮＬ公司１００％的所有权。这

些国有股权投资，对于是否对私人运营商构成公平竞争有待关注。

印度不允许提供通过网络连接到公共电信交换网的网络电话，除非获得电信许可证。

过去的一年多里，印度致力于制定其无线频谱分配政策，以适应印度迅速扩大的无

线通信产业。由于印度财政部和国防部的阻碍，印度３Ｇ牌照的拍卖曾多次被迫延期。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印度正式进行３Ｇ频谱牌照的拍卖。此次拍卖共有７家运营商获得了

３Ｇ频谱。目前印度是世界上移动通信市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电信运营商

却往往被印度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被否决或取消相关交易订单，无法真正进入印度

市场。

７．分售服务

除单一品牌的零售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２００６年１月，印度政府开始允许

外国直接投资单一品牌零售店，但外资在单一品牌零售业的持股比率不得高于５１％，需

经政府批准，而且必须１００％现付自运（批发）。印度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多品牌

零售服务。

８．广播电视

印度要求所有收费电视内容供应商必须将他们的电视节目内容提供给所有有线电

视和卫星电视系统的运营商。印度电信管制局（ＴＲＡＩ）对有线电视实施价格管制，直至

改局确认其他电视平台（例如，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视）被广泛采用时为止。虽然印度电

信监管局已经就直接入户的电视平台的定价进行了公众咨询，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是否

对有线电视也进行了类似的公众咨询。

印度对以下外国直接或间接投资领域都有所限制：外国投资印度有线网络和卫星

上行线路的比例都不得超过４９％；外国投资“直接入户”广播的总比例被限制在４９％，外

国直接投资广播公司和有限公司的上限为２０％。２００８年８月，印度电信监管局建议电

信部，将外国直接投资有线电视网络、直接入户和卫星上行线路的比例增加到７４％。

９．邮政快递

印度邮政部支持修改１８９８年《邮政法》。２００６年，提出的修正案中包括若干规定，

对于私营快递公司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一项规定要求私营快递公司负有对邮

政运营商的普遍服务提供资金的义务；将邮政垄断扩大至最多３００克重的所有“信件”；

对外国投资私人投递服务设置了新的限制，这可能会迫使外商独资快递公司减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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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的投资水平。该立法草案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被正式驳回。２００９年年中，印度的邮政

部门要求重新拟定一部综合性的邮政法案，以取代印度１８９８年的《邮政法》。中方希望

看到印度对邮政的改革能借鉴全球最佳做法，包括促进自由竞争和外国公平竞争环境，

促进快递服务的发展。

１０．教育

外国高等教育服务的供应商面临印度的一系列市场准入壁垒，其中包括：要求各邦

在大学管理委员会中派驻代表；配额限制招生；学费上限；存在潜在双重征税的政策；难

以将工资和研究收入汇出国外。印度制定了《外国教育机构条例》草案以解决部分问

题，但是该草案仍在议会审理中。

（十）劳工签证

印度政府鼓励使用当地劳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外籍劳工进入印度，但在办理

签证时会加以限制。印度曾于２００９年收紧签证政策，不再允许外国、主要是中国工程人

员持商务签证从事项目建设，在印度持商务签证从事项目建设的所有人员，无论其签证

是否到期，都必须在限期内离境。印度此举导致大量在印度工作的中国工人被迫回国，

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减缓。

经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２０１０年，印度劳工暨就业部表示，将恢复核发包括中国工

程人员在内的所有外国劳工“工作签证”，并将增加核发配额。中方希望印度方面能够

从两国经贸关系的利益出发，减少不必要的障碍，为中方赴印度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签

证便利。

四、投资壁垒

虽然印度的大多数经济部门对外资至少已经做到部分开放，并且取消了各种政府

审批的要求。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敏感性较强的领域仍有比例限制或其他限制条

件。印度政府禁止外资进入的部门包括农业、多品牌零售贸易、铁路。２０１０年，印度甚

至还降低了使人私人保安服务业中外资的比例，并对外国投资房地产作出了新的规定。

据印度《金融快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报道，印度政府决定将保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

上限由１００％降低至４９％，由于诸多外国保安公司已进入印度市场，该决定的执行可能

在印度保安行业引发所有权变更。

根据印度新的外资准入政策，外国保安公司在对印投资前需得到印度外国投资促

进局（ＦＩＰＢ）的许可。目前，由于内政部的反对，已经有几家国际保安公司的申请已遭到

投资促进局的拒绝。

此外，印度还对外资投资房地产设置期限。据印度《经济时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报

道，印政府宣布，外国投资者投资房地产业的，需至少投资３年以上。印度允许１００％的

外资通过自动许可的方式进入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印度政府对本地持股的严格规定加上程序的不透明，制抑了外国投资，并且增加了

投资者的风险。例如，非印度籍人士１００％收购本地上市公司，在原则上是允许的，但是

实际上却面临着监管障碍，导致外国公司无法获得１００％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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