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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俄罗斯通关手续繁琐、程序复杂、时间长，通常需要一个半月左右，临

时性急需的产品往往因为通关延误而耽误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容易造成相关企业

的损失。请相关企业注意俄罗斯通关环节可能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损失。俄罗斯对进口

汽车的认证时间长，一般超过９个月，而认证的有效期只有９个月，提醒相关企业在向俄

罗斯出口时，注意标准认证和生产的时间安排和衔接，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２００９年俄

罗斯可能将原木出口关税提高至８０％，请相关企业注意该措施带来的成本风险。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为５６８．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８．０％。其中，中国对俄罗斯出口３３０．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９％；自俄罗斯进口２３８．３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１％。中方顺差９１．８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服

装、皮革、机电、箱包、鞋等消费产品，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矿物燃料、钢铁、

木材和化学产品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俄罗斯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０亿美元，新签

合同额为２２．８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３．８亿美元，新签合同额２．５亿美元。

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方对俄非金融类投资２．３８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对中国投资项目９５个，实际使用金额５９９７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加入ＷＴＯ的所有双边谈判，并持续推进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的调整，以符合ＷＴＯ的相关要求。

目前，俄罗斯与贸易管理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海关法典》、《对外贸易活动国

家调节法》、《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外汇调节

与监督法》、《在对外贸易中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措施法》等。其他主要法规还有：《产品和

服务验证法》、《出口监管法》、《出口发展联邦纲要》、《联邦特许证法》、《关于对自俄罗斯

联邦出口的两用商品和技术进行监督的办法条例》、《商品外贸许可证制度和许可证银

行组建管理条例》、《医用药品进出口条例》、《就关税计征与关价确定等法规执行情况对

海关机构实行监管的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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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税制度

俄罗斯对绝大部分进口货物征收从价税，但对服装、鞋帽、箱包、塑料制品、唱片、录

像带、部分家用电器等大约占进口总额１３％的进口商品征收从量税、选择税或复合税。

目前，俄罗斯加权平均税率约为１１．８％，但根据俄罗斯《海关税则》规定，俄对来自

享受最惠国待遇国家的进口产品按基本税率计征关税，对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按

基本税率的两倍计征；对来自与俄罗斯签有自由贸易协议的独联体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进口产品免征关税；对来自享受普惠制待遇国家的进口产品，除部分食品饮料、服

装、鞋帽、部分奢侈品、家用电器、汽车等商品外，均按基本税率的７５％计征关税，中国属

此列。

根据俄联邦海关委员会２００７年制定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海关政策基本方针》，俄政府

计划到２０１０年末，将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下调至１１．５％。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下调至

７．６％，农产品进口关税下调至１８％。

继２００７年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之后，俄罗斯政府于２００８年进一步降低和取

消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２００８年取消进口关税的产品包括焦炭、聚乙烯、茶叶、部分未加工生毛皮、生产眼镜

架的原料和设备、数码摄像机以及液晶和等离子屏幕等。降低进口关税的主要包括服

装和鞋帽产品。此外，俄罗斯还于２００８年临时取消了天然橡胶、手机及配件的进口关

税，为期９个月。

２．进口管理制度

根据《进出口产品许可证与配额法》规定，俄罗斯实施配额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猪

肉、牛肉及禽肉等农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为某些特

殊商品，包括保护植物的化学产品、工业废料和密码设备；第二类为俄总统和政府规定

的需特殊程序进口的商品，包括武器弹药、核材料、放射性原料、贵金属、宝石、麻醉剂、

镇定剂、军民两用材料和技术、可用于制造武器装备的部分原材料和设备等；第三类为

彩电整机、食用酒精和伏特加、烟草等商品。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规定，动植物及其产品、食品、酒精和非酒精饮料、纺织原料及

其制品、机器设备和音像器材等部分进口产品必须实行强制性认证。化学生物制剂、放

射性物质、工业废料以及部分初次进口到俄罗斯的产品尤其是食品需在进口前进行国

家注册；工业、农业和民用建筑等用途的进口产品需通过卫生防疫鉴定。

３．出口管理制度

根据《２００６年工业品出口担保条例》，俄罗斯对工业品出口商、俄罗斯贷款银行或者

提供贷款期限８年以上的外国贷款银行提供担保，以促进出口贸易发展。凡是俄罗斯本

土生产且被列入俄国家工业品担保清单的商品出口，都能从俄罗斯财政部获得一定金

额的担保。

俄罗斯鼓励工业制成品出口，但对部分原材料及资源型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包括征

收出口关税。目前，俄罗斯征收高额出口关税的主要包括石油及制品、部分农产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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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等。

４．贸易管理机构及其调整

２００７年，俄罗斯还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了改革，俄罗斯检验检疫机构包括俄

罗斯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俄罗斯联邦卫生及社会发展部下属的

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利用监督局、俄罗斯联邦工业

与能源部下属的技术调节和计量署。其中，俄罗斯联邦兽医及植物卫生监督局主要负

责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和监督以及签发兽医、检疫、植物卫生和其他许可（证书）和

证明等；联邦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安全保护监督局主要负责消费者权益和消费市场保护、

化学品及生物制品注册和许可证发放等；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利用监督局主要负责野

生动植物进出口的许可证发放；俄罗斯联邦技术控制和计量署主要负责实施认证机构

的委托认可工作、实施国家强制性检验、统一技术规范和标准等。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进一步对与贸易管理有关的政府机关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原俄联

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更名为“俄联邦经济发展部”，其职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贸易

（内外贸）调节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俄联邦工业和贸易部，淡化了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强

化其宏观经济规划、预测、调控和经济改革的职能；制订和实施国家土地政策和法律调

节、国家渔业政策、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农副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职能移交

给农业部；新增加了管辖俄联邦统计局、联邦注册局、联邦测绘署、联邦不动产登记署所

管事务的职能。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俄罗斯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外国投资法》、《俄联邦税收法典》、《劳动法》、

《产品分成协议法》、《土地法典》、《农用土地流通法》、《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公司

法》、《广告法》、《实施国家监督过程中法人和个体经营者权益保护法》、《货币调控与外

汇管制法》、《法人国家登记法》、《不动产权和交易国家登记法》及《联邦特区经济法》等。

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的《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正式生效。根

据该法规定，外资受到限制的战略行业主要分布在专门技术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生

产、航空制作、太空活动和核能使用等五大领域，共计４２个行业。具体包括专门技术，武

器军事技术生产和飞机制造，航天，垄断性的核能利用活动，地下资源开发，用于武器和

军事技术的特种金属和合金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以及印刷业等。外国投资者投资上述

战略性产业，必须向俄罗斯联邦政府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申请，投资者还必须作

出承诺，如涉及到国家秘密时必须由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公民担任公司经理或者董事会

成员。

为配合《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的实施，俄罗斯还对《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

《俄罗斯联邦侦查活动法》、《俄罗斯联邦大陆架法》、《俄罗斯联邦股份公司法》、《俄罗斯

联邦有限责任公司法》、《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俄罗斯联邦通讯法》、《俄罗斯联邦

保护竞争法》、《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以及《俄罗斯联邦仲裁程序法典》等与该法有

关的其他法律进行了修订，并废止了《俄罗斯联邦关于航空发展国家调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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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联邦矿产资源法》的修订，俄政府可将储量７０００万吨以上的陆上油田、

储量５００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田、储量５０吨以上的金矿、５０万吨的铜矿以及位于大

陆架上的所有矿区依法认定为联邦矿产资源。如果在地质研究过程中发现矿区并确认

符合联邦矿产资源的标准，即使外商或有外资参股的俄罗斯法人企业拥有地质研究、勘

探和开采的综合许可证，俄联邦政府仍可拒绝将该矿区提供给该外商用于勘探和开采。

根据该修订，只有在俄罗斯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才能参与某些联邦矿产资源开采权的

招标和拍卖，如果参与此类招标或拍卖企业存在外资参股，俄政府还有权制定其他限制

条件。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出台了《俄联邦劳动法修正案》，规定企业必须在办公场所向员工无

偿提供午餐。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还对《俄联邦税收法典》第１７４条进行了重大修改，简化了税收申报

和缴纳程序，并减少了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收检查。同时，新修订的《俄联邦税收法典》

还规定，企业利润税自２００９年起从２４％降到２０％，同时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将辖区内的

中小企业利润税率降低１０个百分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俄罗斯已经取消了对进出口收付汇、居民开立境外账户及汇款金额的限制以及要

求外国投资者将交易额的部分资金存入专门账户的规定，并放宽了对俄银行外汇交易

的管制，实现了卢布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为限制卢布的汇率波动，俄罗斯２００８年修订了外汇干预的实施程序，俄央行将根据

国内外汇市场行情、国际收支状况和联邦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定期进行外汇干预，以保

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限制外汇投机，并逐步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向浮动汇率机制

过渡。

２．林业资源管理

根据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１日生效的俄罗斯第２１７号联邦法对《俄罗斯联邦森林法》的修

订，俄联邦政府将森林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要求森林资源使用者分担森林护养

责任，规定了鼓励本国和外国企业在俄境内从事木材加工和深加工的优惠政策。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俄罗斯通过了《森林开发行业重点投资项目清单拟订和审批条例》，该条例确定

了投资支出的主要项目和国家能够施加影响的成本因素，提高了优惠政策的可行性。

为鼓励外商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木材深加工，俄罗斯将于２００９年１月起对现有的木

业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大幅提高原木出口关税、降低锯材和木材加工产品的出口关税以

及取消木材加工设备的进口关税等，并将对投资额３亿卢布以上的木材加工项目给予更

多优惠政策。

３．税收管理

俄罗斯对商品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根据俄罗斯《税法典》规定，

增值税税率为１８％，部分食品和儿童用品的增值税率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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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一般对原料酒精及制品、食用酒精及产品、烟草制品、轿车和发动机功

率１１２．５千瓦的摩托车、汽油、柴油燃料、发动机油和直流汽油等产品征收消费税。自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俄罗斯提高了酒类和含酒精产品、雪茄烟和香烟以及发动机功率超

过６７．５千瓦（９０马力）的轻型汽车的消费税。其中，发动机功率在６７．５千瓦（９０马力）

至１１２．５千瓦（１５０马力）的轻型汽车消费税提高至每０．７５千瓦（１马力）１９卢布２６

戈比。

４．药品管理

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批准的关于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第４１５号条

例和制药活动许可证的第４１６条例，俄罗斯联邦卫生和社会发展监督局负责药品生产及

制药活动许可证的发放工作，两类许可证有效期为５年，并可以按照再次发放许可证的

程序申请延长许可证的有效期。两条例还分别对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和制药活动许可

证的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目前，俄罗斯的简单平均税率大约为１１％，其中非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

１０．５％，与去年基本持平；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约为１４．６％，与去年２５％的关税水平

相比，已有大幅下降。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临时下调了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但仍有３０％以上的进口货物被征

收２５％以上的高关税。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包括动物制品、奶制品、谷物、咖啡、茶叶、

部分蔬菜和水果、饮料及烟草、部分水产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电器电子等产品。其

中部分纺织服装产品的进口关税高达４９４％，饮料烟草的最高关税达到了４７４％，谷物的

最高关税约为２６８％，机械设备、电气电子的最高关税达２１６％，部分动物制品的最高关

税达到了１１８％、糖及咖啡的最高关税约为１１７％，水产品的最高关税达到了１０１％，部

分蔬菜和水果的最高关税达到了６８％、茶叶的最高关税为６６％，奶制品的最高关税约为

６０％。俄罗斯的关税高峰对我国具备竞争优势的纺织面料、服装以及电器电子等产品

的进口构成了障碍。

２．关税升级

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俄罗斯还在降低部分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

税的同时，提高相关制成品的关税水平。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俄罗斯为了促进国内皮革制造

业的发展，正逐步把部分皮革原料的进口关税调整到０—５％，而对皮革制成品仍然实施

２０％—６４％的高关税。此外，俄罗斯还在纺织服装、汽车、木材加工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关税升级。上述关税升级给我国相关制品对俄出口带来了很大不利影响。

３．关税配额

俄罗斯政府从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４年开始实行肉类进口配额和超配额进口高关税政策。

在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俄罗斯对肉类实行进口配额的权利保留了到２００９年，但根据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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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结果，俄罗斯应该每年提高配额。

根据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２００８年公布的配额数量，主要肉类的配额数量都略有提高，

其中冻牛肉进口配额数量为４５．５万吨，其中从欧盟国家进口配额数量为３５．１６万吨；鲜

牛肉进口配额为２．８９万吨，其中，欧盟国家２．８４万吨；猪肉进口配额数量为４９．３５万

吨，其中，欧盟国家２４．９３万吨，美国４．９８万吨，巴拉圭１０００吨，其他国家１９．３４万吨；

禽肉的进口配额约为１２０万吨。上述进口配额将在俄３８０家肉类进口企业间进行分配。

上述产品的配额内关税约为报关价值的１５％，但禽肉和猪肉的配额外关税都有明

显上升，其中禽肉的配额外关税由６０％上调至８５％，猪肉关税的配额外关税由６０％上

调至６５％。

４．临时性提高关税

为了鼓励购买国内产品，俄罗斯还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临时提高部分产品的进口

关税。继２００７年将两个季度期间的大米进口关税从７０欧元上调至１２０欧元／吨后，俄

罗斯于２００８年５月公布第Ｎ３５７号政府令，宣布对射频同轴电缆延长征收临时性进口

关税，为期９个月。其中海关编码为８５４４２００００１，标称外径为９ｍｍ或大于９ｍｍ，但

不超过３５ｍｍ，且标称阻抗不超过５０Ω的聚乙烯绝缘皱纹或非皱纹金属管外导体同轴

电缆及其他同轴电导体的临时性进口关税为海关价值的１５％；海关编码为８５４４２００００

９的其他同轴电缆的临时性进口关税为按海关价值的５％。

为保护俄罗斯国内的原糖生产商，俄罗斯决定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起，对原糖征收

每吨２２０美元至２７０美元的临时性关税，为期９个月。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起，俄罗斯还对进口轿车车身征收临时性关税，税率约１５％，但

每个车身的最低税额不得低于５０００欧元。该措施限制了外国公司在俄罗斯进行ＳＫＤ

组装（即半散件组装），对中国汽车及零配件生产商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对进

口车身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也不利于俄罗斯境内的汽车散件组装企业的发展，中方希望

俄罗斯本着促进双方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原则，尽早取消这一关税措施。

俄罗斯俄方的上述做法缺乏稳定性，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中方敦

促俄罗斯尽快按照ＷＴＯ的相关要求，取消临时性调整关税的措施。

（二）进口限制

根据第３６３号《关于批准个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批

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俄罗

斯要求对包括放射性物质及其制品、爆炸物及烟火制品、神经致幻剂、麻醉剂、医药制

品、信息保护设备、烈性酒类等多种商品的进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尽管俄罗斯简化了烈

性酒等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程序，并取消了部分针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手续费，但目前俄

罗斯的许可证申领的手续仍然非常繁琐，对相关产品的进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俄罗斯对禽肉、猪肉和牛肉等实施进口配额管理，但大部分配额分配给美国、欧盟

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仅给予中国极少的配额数量。中方认为，俄罗斯的上述做法是一

种明显的歧视和限制，使我国从事生鲜肉类生产的企业无法正常进入俄罗斯市场，造成

７４俄　罗　斯



了巨大损失。

２００８年７月，俄罗斯政府根据俄联邦《渔业法》颁布了一系列政府令，对未来１０年

内的渔业捕捞配额的分配做出了规定，并对鱼产品进口实施更加严格的边境措施，包括

提高进口关税。

（三）通关环节壁垒

为符合《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要求，俄罗斯于２００４年制定了新的《海关法典》，该

法简化了进口产品的申报和纳税程序，并修改了其海关估价方法，但俄罗斯在通关环节

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壁垒。

俄罗斯海关法并未完全履行《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相关义务。为防止低价报关，

俄罗斯海关通常在既不公开发布，也不向贸易伙伴通报的情况下，对进口货物进行内部

评估，该内部评估往往直接作为海关估价的依据。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０日，俄罗斯发布《关于

加强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商品目录第４２和４３章分类商品完税价格的监控的函》，对原

产于中国的第４２和４３章分类的进口商品实施完税价格监控措施，并明确规定了自中国

进口的上述产品将征收每公斤５美元到每公斤９０美元不等的数量税。２００７年，所有接

受中国商品报关的俄罗斯海关站点都接到通知，对中国商品报关估价从０．２～０．４美元／

公斤提高到不低于３．５美元／公斤。俄罗斯针对中国商品的上述行动，既没有下达正式

文件，也没有事先向中国方面通报，并且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对中方出口产品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方希望俄罗斯能够严格按照《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实施海

关估价和监管。

俄罗斯海关各口岸和地区的监管缺乏统一性，不同地区和不同口岸在进口通关、海

关监管和海关估价方面差异明显，相关的管理条例变动频繁，并且缺乏合理的过渡期，

导致进口商品常常滞港，并承担不合理的费用和成本。为了整顿“灰色清关”，俄罗斯还

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实施通关特别处理。这些措施包括减少办理从中国进口商品

入关手续的海关口岸、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实行集中管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另加征

３０％的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全部商品按每公斤３．５美元征税等。

俄罗斯海关根据《海关法典》制定的管理法规、实施条例及做出的其他行政决定，往

往都不公开发布，俄《海关法典》也未对进出口商提供司法审查的救济，无论进口商还是

出口商都无法对俄罗斯海关做出的决定提请司法审查，从而导致俄罗斯海关具有很大

的自由裁量权。这明显不符合ＷＴＯ协定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俄联邦海关局发布第１３２７号《关于部分商品报关地点》的命

令，规定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起，燃料用木材、原木、制桶材、枕木及锯材等（商品代码分

别为４４０１、４４０３、４４０４、４４０６、４４０７）五类木材产品出口报关只能在政府规定的１２８个

海关口岸办理清关手续。

俄罗斯海关还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业机械及零部件收取很高的报关手续费，其报关

手续非常繁琐，时间长，通常需要一个半月左右，临时性急需的农机零配件进口往往因

为通关延误而耽误相关进口企业的播种和收割，造成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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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俄罗斯海关发生货物丢失的现象非常普遍。

（四）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除关税外，俄罗斯还对进口产品征收１８％的增值税，酒精、酒精饮料、烟草及制品、

首饰、汽油、汽车等产品还将征收消费税。但是，俄罗斯对进口汽车和摩托车征收的国

内消费税率明显高于俄罗斯国内同类产品的税率。根据俄罗斯税法规定，国内小汽车

统一征收５％的消费税，但是对进口汽车却根据排量的不同，而征收金额不等的数量税，

而进口摩托车的消费税税率高达２０％。俄罗斯对进口产品及国产品实行不同的消费税

率，对进口产品构成了明显歧视。

（五）技术性贸易壁垒

根据《产品及认证服务法》，俄罗斯对产品质量实施强制认证。目前俄罗斯要求强

制认证的产品包括食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家具、玩具以及陶瓷等，无论是国

内生产还是进口产品，都必须获得俄罗斯强制认证证书（ＧＯＳＴ）方准上市销售。但实践

中，俄罗斯强制认证的标准繁杂，其中７０％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部分安全系数标

准甚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同时，俄罗斯不承认相关国际标准的认证，导致企业必须进

行重复认证，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及负担。

俄罗斯的技术标准和认证管理非常复杂，俄罗斯技术调节和计量署及其授权机构

是管理技术标及认证的主要部门，但农业部（农产品）、卫生部（医疗设备和药品）、国家

通讯委员会（电信设备和电信服务）、国家采矿监察委员会（采矿设备、石油和天然气设

备）等其他部门也参与相关技术标准和认证的管理。因此，部分产品需要同时满足多个

部门的标准要求，程序繁琐。比如，电信设备的检验必须同时符合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

会和电信部的标准，企业完成整个认证程序需费时１２～１８个月。此外，药品、酒类产品

的进口都必须进行重复认真，对企业造成了不合理负担，阻碍了相关产品的正常进口。

１．汽车标准及认证

俄罗斯汽车认证标准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并且变动较为频繁，检验项目不

断增加，让企业无所适从。２００８年，俄罗斯刚刚引入欧Ⅲ标准，自２０１０年起又将采用

欧Ⅳ标准，而且该标准主要针对进口汽车，国内生产的汽车无需达到欧Ⅳ标准即可在

俄罗斯国内销售，整车认证的检验项目也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８项逐步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５

项。中方认为，这一做法对进口汽车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都采用欧Ⅲ标准，但俄罗斯不承认中国的标准体系和认证。中

国车辆在出口前需先由中国国内认证，企业出口俄罗斯前，仍需在俄罗斯进行认证，给

企业造成很大的不便。同时，从欧Ⅱ标准到欧Ⅲ标准再到欧Ⅳ标准，只需要变更发动

机的检验和认证即可，但俄罗斯在变更进口汽车的认证标准后，要求整车进口的所有零

配件都必须重新进行认证，极不合理，提高了企业的认证和检验费用。

向俄罗斯出口的汽车必须经过俄官方指定机构认证，但认证时间长、认证费用高、

认证的有效期短。据中国企业反映，俄罗斯对车辆部件之一的车底盘认证需６个月，对

车身认证需３个月，两种零配件的认证时间总共达到了９个月，而认证的有效期只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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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造成企业每一笔交易都需要重新认证。同时，在申请俄罗斯认证的过程中，企业

通常无法安排生产，已经生产的车辆也只能库存，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根据俄罗斯的相关规定，国外汽车生产商和出口商没有直接申请俄罗斯汽车标准

认证的资格，所有的认证工作必须由俄罗斯国内进口商申请，再由俄罗斯官方指定的专

家到生产企业进行检验，中国企业不仅需要承担各项检验费用，还需承担各种差旅费

等，获得俄罗斯汽车检验认证的费用已由原先的１０万欧元上升到５０万欧元。此外，俄

罗斯国内标准体系管理极为混乱，各州之间标准不互认，产品进入俄罗斯境内不同的地

区市场，还必须获取不同地区的认证。

中方认为，俄罗斯有关汽车认证的上述做法，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２．针对自中国进口的卡车实施专门检查

根据俄罗斯海关的规定，２００８年在“俄罗斯汽车质量认证中心”下设了一家机构专

门检验中国进口卡车，该机构不仅可以在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的通关环节实施检查，而

且还有权对已经进入俄罗斯国内经销环节的中国卡车实施检验，一旦检验出与俄罗斯

质量标准不符，将对进口商和经销商征收高额罚款，并将涉及的进口商和经销商列入黑

名单，在申请下一次认证时，俄罗斯还可拒绝批准。

中方认为，俄罗斯上述措施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对中国汽车进口构成了不利

影响。

（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农产品检验

俄罗斯对自中国进口的熟食规定的相关检验报告期限过短，极不合理。根据俄罗

斯要求，从进口商下订单时中国生产企业就必须进行相关检验和认证，但检验证书的有

效期限在出口企业生产并出口到俄罗斯国内销售时已基本过期。无论中国的出口企业

还是俄罗斯进口企业，都认为上述实践对贸易构成了明显的壁垒。

２．食品添加剂

俄罗斯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６日发布命令，对原ＳａｎＰｉｎ２．３．２．１２９３０３《食品添加剂卫生

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强制实施。新规定对原来用于食品生产的

食品添加剂目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禁止使用Ｅ１０３朱草染料（Ａｉｋａｎｅｔ）、Ｅ２３９六亚甲

基四胺（Ｈｅｘａ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ｌｒａｍｉｎｅ）和过氧化氢（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ｅ）等３６种添加剂，新增

加允许使用Ｅ４２６大豆半纤维素（Ｓｏｙｂｅａｎ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等１３种食品添加剂。同时，对

抗氧化剂Ｅ５８６己基间苯二酚（４ｈｅｘｙｌｒｅｓｏｒｃｉｎｏｌ）在甲壳类肉中的残留限量降低了规

定，规定了Ｅ４２６大豆半纤维素（Ｓｏｙｂｅａｎｈｅｍｉ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在不同食品中的最大限量。

３．水产品

依据此前对外国鱼类加工场所及俄罗斯进口鱼类质量安全的检测结果，俄联邦兽

医植物检疫控制局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对部分外国公司的鱼类进口施加临时限

制。受到限制的外国企业共有２６家，其中自阿根廷１家、越南３家、挪威２家、美国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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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国共有１５家企业遭受限制。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俄农业部发布了Ｎ４５３号“关于兽医监督机构对水生物、鱼、海产

品及其制品的规定”的法令，对水生物、鱼、海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加工、储藏、运输、销

售的相关卫生标准和检验做了新的规定，该法令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９日生效。根据新

规定，只有当进口商收到俄罗斯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署签发的许可证后，拟出口俄罗斯

的未经热加工的产品方可启运。俄罗斯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署保留派自己的兽医专家

对养殖基地进行鉴定的权力，并保留对鱼类及海产品加工企业出口俄罗斯供货能力进

行鉴定的权力。

４．肉类产品

２００４年９月，俄罗斯政府以我国动物流行病情况不明为由，突然宣布禁止进口中国

肉类产品。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俄罗斯又以中国口蹄疫、禽流感及其他疫情复杂，发现中

国产的肉制品非法流通为由，禁止中国熟制加工肉类产品进口。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初，国家

质检总局与俄方曾就恢复中方肉类产品输俄达成了共识。但目前俄方仍未采取相关落

实行动。俄罗斯仍然要求中国所有生产厂商在向俄罗斯出口畜肉时接受俄方兽医实地

逐个检查，并对产品进行重复检验，中国检验证书只有在俄方兽医背书后方被认可。这

种做法增加了中国畜肉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七）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俄罗斯共对中国采取了１０起贸易救济措施。继２００７年对不超过

４２６毫米的不锈钢管实施保障措施调查之后，２００８年又根据《关于针对进口商品的特殊

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联邦法》分别对中国产彩涂板、不锈钢餐具和轴承钢管发起

反倾销调查，对收割机启动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１日，俄罗斯对原产于中国、韩国、比利时、芬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彩涂

板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为所有口径和厚度的彩涂板，海关编码为７２１０７０８０００、

７２１０９０３０００、７２１０９０８０００、７２１２４０８０００、７２１２６０００００和７２２５９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日，俄罗斯根据《关于对进口货物采取特殊保护、反倾销和补偿措施》

的法律，对原产于中国、欧盟和土耳其的不锈钢餐具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

码为８２１１９１３０００、８２１５９９１０００和８２１５２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俄罗斯对收割机启动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８４３３５１００．０１和８４３３５１００．０９。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对原产于中国的滚动轴承（滚针轴承除外）反倾销调查，俄罗斯

已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２日做出裁决，裁定自中国进口的滚动轴承在俄罗斯存在倾销行为，

对俄罗斯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且上述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决定对原产于

中国的滚动轴承（滚针轴承除外）采取反倾销措施，有效期５年。其中一家中国企业获得

了最低反倾销税率，为３１．３％，对其他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均为４１．５％。

（八）出口限制措施

俄罗斯一般支持产品出口，但是对有色金属、木材、石油、矿产品等部分战略性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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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产品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第３６３号《关于批

准各别种类商品进、出口监督条例的决定》和第３６４号《关于批准对外商品交易领域许可

证发放以及实行许可证联邦数据库的管理条例的规定》，１６类战略性资源产品实施出口

许可证管理。此外，俄罗斯还对涉及碳氢化合物类原料、未加工木材、宝石及贵重装饰

物、一系列金属及化工产品等数百种限制出口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２００８年，俄罗斯提高了一系列产品的出口关税。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９日俄政府颁

布的《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俄政府关于小麦和混合麦出口关税规定的Ｎｏ６６０法令进行

修改的决定》，俄罗斯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起，对出口至非关税联盟国家的小麦和混合麦

征收４０％出口关税，但每吨不得低于１０５欧元。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起，大麦出口关税为

３０％，且不低于每吨７０欧元。为限制化肥出口、稳定国内化肥价格、缓解食品价格快速

上涨，俄罗斯政府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对用于化肥生产的硫磺和磷灰石征收６．５％出口

关税，征税期限截至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

继２００７年多次提高原油出口关税以来，俄罗斯２００８年再次对原油出口关税进行调

整。２００７年底的原油出口关税为每吨２７１．８美元，到２００８年８月最高提高到每吨

４８５．９美元，浅色石油产品的出口税率提高到每吨３４６．４美元，深色石油产品的出口税

率为每吨１８６．６美元。

俄罗斯自２００６年５月开始提高原木、未加工锯材的出口关税。提高原木、为加工锯

材的出口关税之后，俄罗斯于２００７年７月再次把原木出口关税由６．５％但不低于每立

方米４欧元的水平提高到２０％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１０欧元的水平。２００８年４月，俄政府

进一步把原木出口关税提高到２５％但不低于每立方米１５欧元，２００９年出口关税将提高到

８０％。俄罗斯对出口木材征收的关税不断提高，不仅提高的幅度大，而且时间短，相关企业

不能获得合理的缓冲机会。据企业反映，俄罗斯原木出口关税提高使国内木材加工企业成

本不断上升，部分企业从俄罗斯的原木进口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二，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通信

根据２００７年生效的《俄罗斯通信法（２００６年修订版）》规定，俄罗斯放松了对运营商

的政府管制，但仍未对许可证发放的透明度做出明确规定，许可证的有效期仍为５—１０

年。俄罗斯电信许可证发放的透明度对相关企业的投资产生了负面作用，而许可证期

限过短难以保证投资商收回成本。

此外，俄罗斯自２００７年４月开始发放３Ｇ许可证，但要求企业必须在获得许可证的

两年内开始提供３Ｇ商业服务，而企业投资建设期远远超过这一期限。因此，上述规定

对新进入俄罗斯通信领域的企业构成了事实上的障碍。

２．建筑

俄罗斯规定，只有拥有俄罗斯国籍的自然人才能取得在俄罗斯境内从事建筑设计

活动的许可。外国人只能通过与俄罗斯公民或被许可的俄罗斯商业机构联合，才能提

供建筑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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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规定，用工超过１００人的建筑工地，必须雇佣５０％以上的俄罗斯公民。

根据俄罗斯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城市建设法典（修正案）》规定，从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开始，政府将不再发放设计、建筑与勘察工作许可证，对建筑行业的监

管职能将由行业自律组织实施。俄联邦境内各地区必须在２００８年底前建立自我调控的

建筑组织，并且从２０１０年起承担建筑许可证的审批和发放工作。

３．运输

俄罗斯至今未开放铁路客运和货运市场，不允许外商设立合资企业，提供装卸、集

装箱堆场、船舶代理、结关等服务，不允许外商从事铁路运输设备的维修保养服务；并且

对中国企业在从事跨境公路运输服务方面也有诸多非国民待遇限制。

目前俄罗斯法律给予本国及外国投资者在航空相关研究及制造领域的优惠待遇，

包括免税期和投资担保。但是外国资本在航空企业中占有的股份必须低于２５％，且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俄罗斯公民。

４．零售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俄政府批准第６８３号《关于２００７年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零售

贸易经营主体内部使用外国劳务人员的可允许比例》的政府决议。根据该决议，自２００７

年１月１日起，外国劳务人员不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从事酒类（包括啤酒）和药品的零售

活动，而在商亭中、自由市场内、商店以外地点从事零售工作的外国劳务人员占该经营

主体的比例不得高于４０％。自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起，外籍务工人员不得在商亭、自由市

场以及商店以外的任何地点从事零售贸易。

四、投资壁垒

１９９９年《外国投资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应为外国投资者设立单一的注册

登记管理机关，简化外国企业投资登记注册的程序。同时，该法还规定外资企业在购买

有价证券、财产转移、司法保护、利润汇出等方面都享有与俄罗斯国内企业同样的待遇，

但俄政府管理部门在实施中仍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根据１９９９年《外国投资法》规定，

在涉及维护宪法制度原则、道德及保护他人健康、维护他人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家

防卫和安全等情况下，俄罗斯相关部门可以不给与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使俄罗斯政

府在管理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企业，损害了相关外资企业

的投资利益。此外，在俄罗斯经营的外资企业每增设一家分支机构，都必须在政府管理

部门重新登记注册，增加了企业扩张的费用支出和时间成本。

根据《外资对战略经济领域的投资准入法》规定，外国投资企业不得进入武器生产、

核材料生产、核设施建设、海洋渔港水利设施建设、卫生防疫及战略矿藏的开发等３９种

类战略性产业。电力、白酒、航天航空等产业，允许外资部分进入，但在外资持股比例、

本国员工比例等方面都作了严格规定。

１．土地

俄罗斯２００１年《联邦土地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购买土地及附属建筑方面，与俄国

内企业享有同等权利，但仍然限制外国企业购买农用土地，并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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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外国企业购买靠近俄罗斯联邦边疆地区的土地。

２．税收

根据《联邦税法典》规定，俄罗斯个人所得税税率为１３％，但是《联邦税法典》第二部

分却为非俄联邦注册纳税人所取得的收入规定了３０％的税率。对居民和非居民规定不

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明显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俄罗斯对货物实施增值税制度，增值税一般税率为１８％，少部分产品的增值税率为

１０％，出口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零。但俄罗斯办理出口退税的手续非常繁琐，成本高

昂，一般情况下获得退税金额还不足弥补办理退税的相关费用。

３．劳工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从事农业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务输出，但俄罗斯对在俄经营企业

雇用外籍员工实施劳务配额。俄罗斯每年统一规定全年的外籍员工配额数量，配额数

量通常远远低于企业的实际需要。２００８年俄罗斯规定的劳务配额仅为１８０万，但到

２００８年４月，实际发放的劳务配额已超过规定总额的５０％，其中莫斯科、卡卢加州、伊万

诺夫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雅库季亚、阿穆尔州、耶夫列伊斯基自治区、

摩尔曼斯克州、外贝加尔等地区的配额已全部用完。

同时，俄罗斯劳务配额的申请时间长，企业通常在前一年度的下半年就要制订外籍

员工的雇佣计划，并上报俄罗斯联邦政府主管部门，而获得批准的时间已是来年上半

年，经常错过企业的正常耕种。此外，申请俄罗斯劳务配额的手续多，每一道手续都需

要到莫斯科办理，费用高昂，通常办理一个劳务配额需要缴纳的费用为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美金。

４．签证

俄罗斯对赴俄劳工的签证有效期一般为一年，并可多次往返。但根据俄罗斯２００７

年以来的规定，外国工人的签证有效期仍为一年，但签证连续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三个

月。工人持有效签证在俄连续工作三个月之后，必须回到国内休息三个月以上才能再

到俄罗斯工作，且连续工作时间仍然不得超过三个月，即持俄罗斯有效签证的外国工

人，实际在俄罗斯的累积工作时间仅为六个月，导致企业到俄罗斯投资经营必须为一个

岗位配备两名工作员工，极大地提高了经营成本。

４５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