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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关税方面，韩国仍然在基本关税之外，对部分农产品征收配额关

税、特别保障措施关税、调节关税等弹性关税；调整了部分适用配额关税产品的配额数

量和配额内外关税，调整了适用特别保障措施关税和调节关税的产品范围；仍然保持了

较高关税水平，包括农产品及部分工业制成品仍然存在显著的关税高峰。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７４２．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７％，其中，

中国对韩国出口９１１．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４％；自韩国进口１８３０．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５％，中国贸易逆差８１８．９亿美元。

２０１３年，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

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附件，钢铁及其制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有机化

学品，服装、塑料及其制品等。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

零附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有机化学品，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

件，塑料及其制品，汽车及其零附件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韩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１９．２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２．０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３０９４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对韩国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额为２．４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２．７％。２０１３年，韩国在中国投资项目１３７１个，同比增

长４．９８％；中国实际使用韩资３０．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０．５３％。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变化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韩国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法》、《关税法》和《关税法实施令》，韩

国企划财政部是韩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关税厅及下属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根据《关税法》规定，韩国进口关税包括基本关税以及在基本关税基础上调整的临

时关税和弹性关税等。除８４个８位海关税则编码的产品征收从量税、４６个８位海关税

则编码的产品征收复合税外，韩国其余税则编码的产品均以商品进口价格为基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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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征收①。

Ａ．基本关税。

Ａ１．ＷＴＯ框架下的最惠国关税。

韩国从大多数贸易伙伴（自由贸易区伙伴除外）进口的产品都适用 ＷＴＯ最惠国关

税。根据ＷＴＯ公布的最新数据，韩国所有海关税目中受到ＷＴＯ关税约束的税目约占

其海关税目的９４．６％，其中课征最惠国关税的税目为１２２４５个。②

Ａ２．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优惠关税。

自２１世纪初，韩国开始推进其全球自由贸易区战略。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韩国已与

东盟、美国、欧盟、智利、新加坡、印度、土耳其、秘鲁等多个经济体签署了１０个自由贸易

协定（ＦＴＡ）③。根据这些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凡从这些贸易伙伴进口的货物，韩

国将按照自由贸易协定约定的优惠关税进行课税。

根据韩国关税厅（海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３年韩国出口

企业对韩国签署的９个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平均利用率为６６．９％，同比提高４％。从

自贸协定伙伴国和地区来看，韩国企业在向欧盟（８０．９％）和美国（７６．４％）出口时利用

ＦＴＡ的比率较高，但对东盟（３８．５％）和印度（４３％）出口时ＦＴＡ利用率则较低。韩国和

土耳其的ＦＴＡ定今年５月才开始生效，但利用率高达７０．２％。④

Ｂ．弹性关税。

弹性关税是指韩国政府为调节进出口、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根据具体产品的进出

口贸易和国内供需情况进行调整和征收的关税。韩国常用的弹性关税主要包括配额关

税、调节关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紧急关税（保障措施关税）、特别紧急关税（特别保障

措施关税）、物价平衡关税等。弹性关税对韩国政府调节进出口、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

发挥着重要作用。⑤

Ｂ１．调节关税。

依据韩国《关税法》，韩国政府对其国内竞争力较弱，因进口增加可能导致国内市场

混乱或产业受损的农、林、水等产品，以及为保护环境、消费者利益、国内产业的均衡发

展等需临时保护的产品，在基本关税的基础上，加征不超过１００％的调节关税。适用调

节关税的产品和税率每年修订一次，自１月１日开始征收，至１２月３１日止。

Ｂ２．特别保障措施关税。

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特别紧急关税）制度是韩国依据ＷＴＯ《农业协定》以及韩国《关

税法实行令》制定的保护性关税制度。由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时签订的议定书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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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的期限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１１日。①

Ｂ３．配额关税。

韩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约占其总税目１３．７％的农产品保留关税配额。对配额

内进口实施较低的配额关税，而对配额外进口则按照税率水平较高的基本关税进行课

税。根据韩国《关税法》规定，当国内市场某些产品供应短缺或过量时，韩国政府可以临

时对这些产品实行配额关税管理。

（２）关税水平。

根据ＷＴＯ最新公布数据，由于韩国ＨＳ２０１２税则目录下关税税目的增加，２０１３年

韩国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由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１％提高到了１３．３％，低于韩国在乌拉

圭回合谈判中承诺的约束关税水平②。其中，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

５２．７％，非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约为６．８％③。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对外贸易法》是韩国政府管理和振兴对外贸易的基本法，与《外汇交易法》、《关税

法》、《有关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法》和为保护、扶植特定贸易的各项“振兴法”、与贸易有

关的个别行政法规等构成了韩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２０１３年，韩国与进口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其禁止进口的产品主

要集中在危害公共道德、人类健康、卫生、动植物生命、环境保护或符合国内立法或国际

义务的商品等领域，药品、农药、有害化学物质、石油、香烟、人参、指定农水产品和外国

期刊电影等特殊商品进出口的经营需依照相关法律获得许可后方能进行。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韩国一直以来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出口贸易在韩国经济发展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出口管理中，除明确列举禁止和限制出口的商品外，韩国原则上

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韩国禁止或限制出口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法》、《海关

法》、《技术发展促进法》、《原子能法案》、《防卫产品获取程序法》和《南北交流合作法》

等。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韩国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商品通过《进出口公告》、《进出

口综合公告》和《进出口期别公告》予以公布。

２０１３年，韩国出口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没有出现重大变化。根据现行出口管理制

度，韩国明确禁止出口的产品包括被《对外贸易法》列为战略物资、不允许出口的产品；

包括罂粟、鸦片、可卡因和大麻在内的药物（医疗使用除外）；麻醉或有毒的化学物质（医

疗和工业使用除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产品；包括古董在内的文化

遗产；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动植物以及此类动植物制品；可能妨碍公共秩序和道德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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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淫秽作品；侵犯他人专利的产品；国际公约或韩国法律禁止或限制出口的产品；韩

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和总裁规定的其他不能出口融资的产品。

据韩国《对外贸易法》、《技术发展促进法》和《原子能法案》的规定，被列入限制出口

清单的工业品、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商需要在韩国知识经济部申请出口许可证。

《南北交流合作法案》规定，向朝鲜出口的产品或技术都需要在韩国统一部申请出口许

可证。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韩国政府对外商在韩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主要外商投资立法包括《外

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令》、《外国人投资及技术引进规定》、《外国

人投资税收特别法》、《外国人投资税收减免规定》、《外国人投资土地法》等。

２０１３年５月，为消除监管障碍促进投资，韩国财政部决定对６个暂停项目提供支

持，包括允许外资企业租用土地和在工业园区内建立自己的设施，免除当前禁止单独租

土地和设施的规定，并为公平对待国内企业制定各项配套措施，如禁止随意使用租用的

土地等①。

为了促进外国投资韩国公共项目，２０１３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将花费额外的２．２亿韩

元，通过支持公共事务的投资移民方案来鼓励外国投资公共项目。２０１３年５月出台的

公共事务投资移民方案作为投资者移民项目，允许司法部对公共投资产品超过５亿韩元

的外国投资者授予Ｆ２长期居留签证和一个Ｆ５永久签证②。

为了应对中小规模的外商投资需求，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引进了“中小外商投资园

区”制度，并将现有的外商投资园区最小单位面积缩小到四分之一的水平。该制度已获

得外国人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并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起正式实施。为了缓解外商投资过

度集中于首都圈的现象，促进非首都圈地区外商投资的“中小外商投资园区”，其指定条

件如下：园区型外商投资区的最小单位面积为３３万平方米（现行园区型外商投资区指定

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为了防止土地闲置，需要确保５０％（现行为６０％）以上的入住需

求；必须完成现有投资区８０％以上的入驻工作，从而提高外商投资区的使用效益；入驻

中小外商投资园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比其他产业园区更高的土地租赁费折扣优

惠，投资金额１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尖端技术含量事业将全免土地租赁费。③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韩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实用新

型法》、《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法》、《工业设计保护法》、《计算机程序保护法》、

《半导体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不正当国际贸易实践调查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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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６月，韩国知识产权局与韩国关税厅签署谅解备忘录，构建合作体系以此积

极应对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进出口问题并保护韩国知识产权。①

２．税收制度

韩国是一个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用的国家，与投资经营相关的税收包括公司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红利税等直接税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布了２０１３年税收修订法案，除修订个人所得

税抵免条款外，修订法案还规定向中小企业、文化艺术及其他服务业提供更多税收优

惠，以支持韩国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促进韩国进入创新经济。②

对有前景的服务行业［科技、ＩＣＴ（信息通信技术）、其他融合产业和相关文化的服务

行业］，修订法案将授予增加研发支持和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研发或人力资源开发成

本的３％—２５％，或者比上年增加的类似成本的４０％—５０％将免税；一些智力型服务，有

前景的服务行业和社会服务将有资格获得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５％—３０％

的税收减免，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获得４％—７％的税收扣除；对创办中小企业的初始投

资提供的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将从５年延长到７年；为了帮助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能力，

将为销售技术的中小企业提供５０％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减免。

对可创造就业机会的文化设施投资，如图书馆和博物馆，修订案也将授予相同的税

收减免，而企业花费在文化事物和活动的娱乐支出也可享受免税。修订案规定，企业的

文化娱乐支出可全部免税，但享受免税的文化娱乐支出总额不应超过企业娱乐支出总

额的１０％。为扩大税收基础，修订案规定适用于由免税农业和渔业产品制造的加工食

品的增值税税收优惠将被限制在应税销售额的３０％；进一步降低企业回收产品的增值

税税收抵免；将整容业纳入增值税应税行业。修订案还进一步降低了房地产销售的营

业税，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房地产营业税税率将从售价的８０％降低到高达销售价的６０％。

原应用于超过８年耕种的农场土地营业税免除不再包括那些农业外收入超过３７００万韩

元的。高收入农业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将征税，但必要性食品农业，如大米和大麦，

仍将是免税的。印花税将被应用到礼券和电子文档，如建筑合同。现金交易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万亿）韩元的需要开收据。此外，个体经营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必须开电子收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公告，韩国风险投资将从贷款为主转向投

资为主，其向创业投资领域的投资可以得到更高的税收减免：５０００万韩元以内的投资将

有资格获得５０％的所得税扣除，超过５０００万韩元的部分将有资格获得３０％的所得税扣

除，且该扣除不会被计入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扣除限额之中。③

３．外汇管理

韩国涉及外汇交易的法规分为基本法规及相关法规，前者包括《外汇交易法》、《外

汇交易法施行令》和各种外汇管理章程，后者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８４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ｊｉｉ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ｕｏｊｉｉｐｒ／ｇｕｏｂｉｅｈｊ／ｇｂｈｊ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０７／１７６１６７２＿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

Ｔａｘ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Ｂｉｌｌ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ｓｆ．ｇｏ．ｋｒ／，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ｅｓＴａｘＣｏｄｅｔ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ｓｆ．ｇｏ．ｋｒ／，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



《韩国银行法》、《关税法》和《国税法》等。

２０１３年８月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公告，为了提高便利并防止避税，韩国政府对外汇

监管做了如下修订：当交易仅涉及平衡，政府将允许外汇交易报告给商业银行，而不是

央行；净清算价值１０００美元或更少，以及向第三方支付将免除报关税；在全球市场通常

使用的各种结算方法也将免征报关税，期望增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允许企业专

注于海外市场；为了有助于防止海外逃税和非法外汇交易，关于外汇交易的信息将被在

相关的机构间广泛共享，如韩国国税厅、韩国关税厅和金融监督院；当外国人报告来自

韩国海外房地产销售收入时，必须报告他们的房地产销售税款。①

关于外汇交易事宜，韩国政府进行了修正，并且将于２０１４年生效。政府将放宽规

定，扩大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的外汇交易范围，促进外汇交易点韩元的使用。修

改后的规定如下：券商之间的外汇交易将被允许；随着外汇有价证券在交易后通过通知

韩国银行被允许放贷，投资银行将能够提供改进的机构经纪服务，而不是事先报告它；

信托公司将被允许与衍生品和信用衍生品交易，然而，以信用为基础衍生品具有高资本

流动风险，交易之前必须报告韩国央行；随着通过在韩国银行中国支行开户资金将可

用，代替在韩国拥有韩元账户，从韩中互换货币行借款就会变得更加容易；随着交易通

过国内银行账户将被允许，在外资银行访问韩元存款将作为交易变得更加容易。②

４．其他

２０１３年６月，中韩两国海关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大韩民国关税厅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制度与大韩民国进出口安全管理优秀认证企业制

度的互认安排》（简称《互认安排》），中韩两国海关将为双方优质企业提供通关便利，企

业可以减少通关时间、降低通关成本，从而更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并计划于

２０１４年初实施的中韩ＡＥＯ（“经认证的经营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的简称）

互认目前已经进入ＡＥＯ互认安排试点阶段，这一新政策将为中国２０００余家海关ＡＡ

类管理企业与韩国往来贸易释放“政策红利”。③

三、贸易投资措施

（一）贸易措施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韩国修订了猪肉进口的海关税则编码，并降低了猪肉的进口关税以增加进

口。根据韩国关税调整，冷冻火腿和前腿肉的关税已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７％下降到２０１３年

的８．３％，预计２０１４年将进一步下降至零。④

９４韩　　国

①

②

③

④

ＦＸ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ａｘ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ｈｔｔ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ｓｆ．ｇｏ．ｋｒ／，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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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ａｎｄ％２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ｏｆ＿９２３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为了鼓励企业研发活动，韩国企划财政部已经调整了与研发相关且可能有资格获

得８０％的关税减免的进口货物项目的数量，从２６１项减少到２２０项，其中新添加３３项，

删除了７４项，该调整于２０１３年７月开始生效。①新添加的项目包括开发半导体或电子

零件相关产品所必需的设备，如数码显微镜、平衡机、平面度检查。由于自由贸易协定

税收减少导致收益下降，精密日历、自动凝胶计数器和接地连续性试验设备将被删除。

２０１３年，韩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海关税收减免的修订，包括将环境保护产品的海关税

收减免延长两年，调整享受海关税收减免优惠的产品清单。根据该修订，享受海关税收

减免的产品已从５６种产品调整到４４种，１７种很少进口的产品被删除，５种新产品被添

加。享受海关税收减免优惠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已从８４种调整为７１种，删除１９种很少

进口的产品，新添６种新产品。②

２．进口管理措施

根据２００４年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大米贸易的谈判结果，韩国在２０１４年之前可以继续

对大米实施最低市场准入制度，以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５万吨为基数，每年增加进口２万吨，并

对在最低市场准入量以内的大米进口征收５％的进口关税，对超过最低市场准入量的大

米进口征收３０％的关税。为解决大米库存增加问题，韩国政府已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实施

“大米关税化”政策。根据韩国发布的２０１３年最低市场准入采购计划，韩国计划购买

３８８３５３吨去壳大米，较２０１２年上涨２０３４７吨或６％左右，该最低市场准入分为最惠国全

球配额１８３１２５吨和国家特定配额２０５２２８吨，其中，国家特定配额由９６５０５吨表格米（比

上年下降１３％，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特定配额表格米部分由２０１２年的６２４８７吨减少至

４５９４２吨）和１０８７２３吨加工米（比前一年上升了１５％，并且中国的加工水稻由２０１２年的

５３６７２吨增至７０２１７吨）组成，全球配额根据大米品种进一步分配为３７４９８吨中粒大米、

４６６２７吨短粒大米、３６０００吨长粒大米和６３０００吨其他可选品种，分别占比为２０．５％、

２５．５％、１９．７％、３４．３％，美国是韩国市场中粒大米的主要供应商，而中国供应所有的短

粒大米，韩国政府在全球配额下分配的２００００吨的去壳米弥补了国家特定配额下中国列

表的下降。③

根据韩国《关税法》规定，当国内市场某些产品供应短缺或过量时，韩国政府可以临

时对这些产品实行配额关税管理。

根据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新的关税配额，规定２０１３年上半年对酒

精用的树薯片的进口配额由２０１２年下半年的１０５０００吨提高至１６３０００吨。④２０１３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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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饲料用根及其他蔬菜饲料的配额由２０１２年的５１００００

吨提高至６６００００吨，饲养用苜蓿膳食及颗粒的配额由２０１２年下半年的６０００００公吨调

整为无限制；饲料用动物或植物脂肪（脱水蓖麻油和环氧化大豆油除外）、饲料用糖浆、

椰子或椰子油饼、棕榈果及核仁油饼的配额均保持不变，分别为５００００公吨、４５００００公

吨、２０００００公吨、２０００００公吨。其他饲料用商品的关税配额：乳清为３００００吨、树薯片为

２０００００吨、木薯颗粒为９０００００吨、未去壳大麦为５００００吨、燕麦为１３００００吨、玉米为

９０１００００吨、棉籽为１６００００吨、麦麸为３５００００吨、酿造或蒸馏余滓或废弃物为９２００００

吨、大豆油饼为２７０００００吨、棉饼为１８００００吨、棉籽壳为１２５０００吨、甜菜粕为２０００００

吨。其他的一些商品的关税配额：榨油或饲料用大豆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吨、绿肥用黑麦为６５００

吨、棉纱为无限制，种植蘑菇用谷物秸秆及壳为１００００吨、其他用于饲养动物的原料为

４４００吨。①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为了减少国内农产品供应短缺引起的当地价格波动，韩国发布

了２０１３市场准入配额补充资料，提高农产品的关税配额。新的市场准入配额，覆盖各种

农产品，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生效。其中，马铃薯的市场准入配额由１８８１０公吨增加到

２１１００公吨；甜玉米种子和玉米种子的市场准入配额由２４７公吨增到２６７公吨；绿豆、红

豆的配额均由１４６９４公吨增到３４０００公吨；马铃薯粉、片及颗粒的配额由１０公吨增到

３０００公吨；小麦淀粉、其他淀粉（小麦、玉米、马铃薯、木薯、红薯除外）、菊粉的配额均由

２２７．４公吨增到３２２７．４公吨；马铃薯淀粉配额由４５６９２公吨增到１４６２３６公吨；烤好的淀

粉、食物用胶状淀粉、醚类或其淀粉、其他改进过的淀粉配额均由４５６９２公吨增到

１４６２３６公吨；淀粉胶、糊精胶及其他胶的配额由４５６９２公吨增到１４６２３６公吨；木薯淀粉

配额均由２４００公吨增到５２４００公吨；红薯淀粉配额由４３７６公吨增到３６４００公吨；大豆

的配额由１８５７８７公吨增到３２８７５５公吨；土地里生长的坚果的配额由４９０７３公吨增加到

８９０７３公吨；芝麻种子的配额由６７３１公吨增到８１２００公吨；芝麻饼的配额由２１２公吨增

到１００００公吨；补充饲料、动物饲养用其他原料（猫狗饲料及混合饲料除外）的配额由

４１７１．４公吨增到１０００００公吨。②

为了稳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成本的粮食价格和促进基本商品的供需平衡，２０１３年６

月２８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宣布了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生效的关税配额的新规定，饲料用饲

料根及其他蔬菜的配额由２０１３年初的６０００００吨增加到８０００００吨，政府还延长了格拉

斯鳗鱼、树薯片、制粉用小麦杂麦等、制麦芽糖用大麦、加工用玉米、酿啤酒用麦芽、其他

糖７个关税配额项目的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同时，２０１３年上半年使用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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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ｏｒｅａ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ＱｕｏｔａＴａｒｉｆｆｓｆｏ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ｇａｉｎ．ｆａ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Ｒｅｃｅｎｔ％２０ＧＡＩＮ％２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ｏｒｅａｓ％２０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ａｎｄ％２０ＩｎＱｕｏｔａ％２０Ｔａｒｉｆｆ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２０１３＿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ｏｆ＿２

１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Ｋｏｒ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Ｑｕｏｔ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ＵＳＤＡ，ｈｔｔｐ：／／

ｇａｉｎ．ｆａ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Ｒｅｃｅｎｔ％２０ＧＡＩＮ％２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２０Ｋｏｒｅａｓ％２０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Ｑｕｏｔａ％２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ｏｆ＿２１９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关税配额，包括大豆油、精良的葡萄籽油、米糠油，２０１３年下半年不再适用。①

除上述实施进口配额的产品的配额总量有所增加外，２０１３年韩国还降低了部分产品

的进口配额数量。根据２０１３年公布的进口配额情况，韩国规定的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６月

３０日期间，作香肠肠衣用的动物内脏的进口配额为２５０吨，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５０吨；制粉用

的小麦、杂麦及其他的进口配额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吨，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３５００００吨；制麦芽糖用大

麦的进口配额为２５０００吨，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４５００吨；制爆米花和加工用的玉米的进口配

额为１２５００００吨，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５００００吨；酿啤酒用的麦芽的进口配额为１３００００吨，比

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６０００吨；食品用的豆油或未加工原油的进口配额由无限制下调至１７５０００

吨；其他米糠油的进口配额由无限制下调至６５００吨；其他优良的葡萄籽油的进口配额由无

限制下调至７５００吨。②根据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有效的关税配额情况知，乳糖的配额为６０００吨③，比２０１２年下半

年下降了１０００吨。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木薯片的进口配额为１２５０００吨④，比

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３８０００吨；其他糖的进口配额为５００００吨，比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２５００００吨。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韩国技术标准的发展主要由韩国政府主导，并作为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⑤。韩国的技术标准制定涉及多个政府机构，且强制性标准在韩国标准体系中所占比

重还在不断提高⑥。韩国生效的技术标准中，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化妆

品、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电子电器产品、化学品、玩具及杂项制品等行业⑦。韩国不断

增加的技术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技术标准，对进出口企业造成了较大的障碍，为取得相关

标准认证，企业必须支付较高的成本并付出较长的时间，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化学

品、农水平产品等行业的技术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２０１３

年，韩国发布的主要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

（１）韩国发布ＫＲＥＡＣＨ法规草案。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韩国再次以补遗的形式就该法规草案进行通报（通报号Ｇ／ＴＢＴ／

Ｎ／ＫＯＲ／３０５／Ａｄｄ．１），该通报实则为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韩国环境部（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Ｅ）发布的通报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５《关于化学材料注册和评估的法规》

草案的再次通报。作为仿效欧盟ＲＥＡＣＨ法规的一部对在韩国制造或进口的新化学品

和现有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进行规定的法律法规，该法规草案被业界称为

韩国ＲＥＡＣＨ（ＫＲＥＡＣＨ）。

虽然在Ｇ／ＴＢＴ／Ｎ／ＫＯＲ／３０５／Ａｄｄ．１通报中针对 ＷＴＯ成员对通报Ｇ／ＴＢＴ／Ｎ／

２５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⑤

④　Ｋｏｒｅａｓ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ＴＲＱｓｆｏｒ２ｎｄＨａｌｆｏｆ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ｇａｉｎ．ｆａ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Ｒｅｃｅｎｔ％２０ＧＡＩＮ％２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ｏｒｅａｓ％２０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２０ＴＲＱ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２ｎｄ％２０Ｈａｌｆ％２０ｏｆ％２０２０１３＿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ｏｆ＿７１７

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

③　Ｋｏｒｅａｓ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ＱｕｏｔａＴａｒｉｆｆｓｆｏ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ｇａｉｎ．ｆａｓ．ｕｓｄａ．ｇｏｖ／Ｒｅｃｅｎｔ％２０ＧＡＩＮ％

２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ｏｒｅａｓ％２０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ａｎｄ％２０ＩｎＱｕｏｔａ％２０Ｔａｒｉｆｆｓ％２０ｆｏｒ％２０２０１３＿Ｓｅｏｕｌ＿Ｋｏｒｅａ％２０％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ｏｆ＿２１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

⑥⑦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Ｋｏｒｅａ—ＷＴ／ＴＰＲ／Ｓ／２６８，Ｐａｇｅ６７．



ＫＯＲ／３０５的评议意见有所采纳，但是在注册资料的测试机构的资质、注册资料的共享、

有害化学物质的限量要求及测试方法、手续费的缴纳标准等条款的规定上仍有令各国

认为可商榷的地方。

就ＫＲＥＡＣＨ本身，其对化学品的规管借鉴了欧盟的模式，但是与欧盟不同的是，

ＫＲＥＡＣＨ仅为一份为４０页的文档，涉及具体操作方面（如化学品注册提交的资料，规

定其提交的资料的细节内容、测试方法、危害性相关资料的撰写方法）的要求，则往往

以“……内容由环境部规定”，拟定在后续的法律法规中规定。鉴于本法规拟于２０１５年

实施，若这些环境部规定的具体细节无法在近期完成并公布，预计将给各利益相关方遵

守该法规造成一定的障碍，业界应对此保持持续关注。此外，ＫＲＥＡＣＨ针对新物质注

册的要求比欧盟的ＲＥＡＣＨ法规严格，欧盟将物质分为新物质和现有物质，无论是新物

质还是现有物质，仅在吨位阀值≥１ｔ／ｙ时才需要进行注册，而韩国针对新物质要求无论

其吨位阀值，均需要进行注册，无疑会抬高新材料进入韩国的门槛，给外国企业造成更

大的障碍。

（２）韩国更新玩具、儿童用品和ＢＢ枪的要求。

韩国技术与标准院（ＫＡＴＳ）曾发布了第２０１２３２号公告，发布修订玩具的自我监管

安全确认标准。随后，在ＫＡＴＳ又宣布将标准的生效日期由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延长至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新旧标准的主要变化为：

第一，依据新版的ＥＮ７１、ＡＳＴＭ和ＩＳＯ８１２４标准进行了改动（如增加化学实验装

置、化学玩具和指画颜料的要求；增加关于电动玩具上适配的）；

第二，增加了软体填充玩具和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盐（ＤＥＨＰ、ＤＢＰ、ＢＢＰ、ＤＮＯＰ、

ＤＩＮＰ和ＤＩＤＰ）的新要求；

第三，修改了玩具中的有害化学物质（铅、镉、镍和邻苯二甲酸盐）的测试方法。

此外，韩国ＫＡＴＳ发布了２０１２８００号公告，修订了塑料制儿童护理用品（用于辅助

儿童睡眠、放松、卫生或喂食）和儿童座椅的自我监管安全确认标准。在该标准的附录

１４中，将儿童护理用品的适用年龄从４岁及以下扩大至１４岁及以下，并增加了安抚奶

嘴的补充安全要求。在标准的附件３８中，增加了儿童垫高椅和桌面安置椅的补充安全

要求。这些新要求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

在２０１２７９９号公告中，ＫＡＴＳ通过了ＢＢ枪安全要求的修订案，并规定ＢＢ枪要依

据新要求进行安全认证，该要求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其主要变动为：使用者的年

龄需标注在产品包装上，并且能很容易地与周围的文字区分，且标注的字体高度不小于

１５磅；供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使用的ＢＢ枪表面需标注特定的警告语，警告语的字体大小

至少为１５磅，且字体颜色应不同于枪体颜色；单件产品的包装上应标注需要佩戴护目镜

的警告信息，且字体尺寸要比其他警示信息超过一倍以上。

４．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１３年底，韩国发起的保障措施中涉及中国产品的共有２起，对中国产品发起

的反倾销调查有２９起，未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或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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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３年韩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生效立案日期 涉案产品（中英文）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１月７日
聚丙烯薄膜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３９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１９０２０００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表２　２０１３年韩国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情况

编号 涉案产品 采　取　的　措　施

１
聚丙烯薄膜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公布征税命令，中国涉案企业的反倾销

税率为３．８９％—２５．０５％

２
６毫米以上胶合板

（Ｐｌｙｗｏｏｄ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６ｍｍ）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发布公告，中国涉案企业倾销税率为

２．４２％—２７．２１％

　　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关税壁垒

（１）关税高峰。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对发达国家而言，超过１５％的最惠国

关税税率一般被认为是关税高峰。据ＷＴＯ公布的最新数据，韩国最惠国关税的简单平

均税率由２０１２年度的１２．１％①提高到２０１３年度的１３．３％②，其中农产品最惠国关税的

简单平均税率由２０１２年度的４８．６％③提高到２０１３年度的５２．７％④。不仅如此，韩国不

同产品之间的进口关税税率还保持了惊人的差距。韩国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

内部各项目的关税保护水平也存在显著差距，形成了明显的关税高峰。比如，韩国对部

分产品实施零关税，最惠国关税税率大于１５％的为１０．４％，但少数产品的最高关税税率

却达到了８８７％⑤；工业品的最惠国关税平均适用税率仅为６．８％，而农产品的最惠国关

税平均适用税率高达５２．７％⑥，超过了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的７倍。

在农产品中，韩国实施最惠国零关税的税目约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５．６％，但进

口关税超过２５％的税目却约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４０％，最高税率甚至高达８８７％。

其中，农产品中关税高峰最严重的是动物产品、奶制品、水果蔬菜植物、咖啡茶叶、谷物

及其制品、油籽及油类、食糖及糖果、饮料及烟草。动物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

２１．７％，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８９％；奶制品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６６％，而最高适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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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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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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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却高达１７６％；水果蔬菜植物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５８．７％，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

８８７％；谷类及其制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５３．６％，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８００％；油

籽、动植物油及油类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４０．７％，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６３０％；

咖啡和茶叶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５３．９％，而最高适用税率却高达５１４％。此外，饮料

和烟草对应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和最高适用税率分别为３２．２％和２７０％，糖类和糖果对

应的税率分别为１５．７％和２４３％，其他农产品对应的税率分别为２０．４％和７５４％。①

鱼类及鱼产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１６．５％，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４３％；矿业及

金属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４．５％，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８％；石油的最惠国平均适用

税率为４．４％，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８％；运输设备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５．５％，但最

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０％。②

在制造业中，关税高峰产品主要集中在化学制品、皮革鞋帽、机械电子等领域。其

中，化学制品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仅为５．７％，但部分化学制品的最高适用税率却高

达３３４％；皮革鞋类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７．５％，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６％；电子机

械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６．２％，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３％，制成品最惠国平均适用

税率为６．６％，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０％；木材与纸类的最惠国平均适用税率为２．３％，

但最高适用税率高达１３％。③

（２）调节关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韩国企划财政部更新了适用调节关税的特定农、林、渔产品及其适

用税率。２０１３年，韩国征收调节关税的特定农、林、渔产品共包括活鳗鱼、活鲷鱼、活鲈鱼、

冰冻阿拉斯加鳕鱼、盐水虾、香菇、粉丝、调味料、辣酱、胶合板等２３个６位税则码的产品。④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发布更新的２０１３年适用调节关税的特定农、

林、渔产品及其适用税率，２０１３年韩国对活鳗鱼征收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２７％但不得低于

每公斤１８７９韩元，活鲷鱼征收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２８％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２０５２韩元，活

鲈鱼、黄花鱼征收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２８％，冷冻阿拉斯加鳕鱼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２５％，

冷冻不包括角鱼的秋刀鱼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２８％，冷冻黄花鱼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４０％，

盐水虾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３５％但不得低于每公斤２３６韩元，鱿鱼的调节关税税率为

２２％，香菇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４０％但每公斤不得低于１６２５韩元，粉丝的调节关税税率

为２８％但每公斤不得低于２２２韩元，蒸煮米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５０％，番茄酱的调节关税

税率为４５％，辣椒酱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４５％，混合调味料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４５％，豆酱

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１３％但每公斤不得低于５２韩元，胶合板的调节关税税率为１０％，其中，

黄花鱼、盐水虾的调节关税税率比２０１２年降低了３个百分点且盐水虾每公斤由不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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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韩元下调至每公斤不得低于２３６韩元，其余产品的调节关税税率与２０１２年持平。①

２０１３年，韩国征收调节关税的产品范围和调节关税水平调整幅度较小。但值得注

意的是，韩国的调节关税的征税范围主要集中在农渔林产品领域，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

在对韩贸易中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农渔林产品，如蔬菜及其制成品，鲈鱼、鱿鱼、腌制虾

类、香菇、番茄酱、胶合板等产品。

（３）关税配额。

为保护国内农业生产者和流通企业的利益，韩国还对部分农产品实施关税配额。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韩国对所有蔗糖及其原料、３０万吨配额内

的包含添加香料和色素的其他糖配额内实施零关税，配额外关税分别为３％、３０％；对

制粉用的小麦、杂麦及其他、制爆米花和加工用的玉米配额内仍继续征收零关税，配额

外分别征收１．８％、３％的基本关税；韩国对水产养殖用的格拉斯鳗鱼配额内关税为

３％，配额外关税１０％；对榨油或油饼用的油菜籽配额内征收５％，配额外征收１０％；对

食品用的豆油或未加工原油配额内仍征收３％，配额外征收５％；对其他米糠油配额内仍

征收３％，配额外征收５％；对其他优良的葡萄籽油配额内征收３％，配额外征收５％。②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韩国对关税做出新规定。配额内：对乳清、

树薯片、木薯颗粒、未去壳大麦、燕麦、玉米、棉籽、草料根及其他蔬菜、乳糖及糖浆、甘蔗

糖浆、麦麸、酿造或蒸馏余滓或废弃物、大豆油饼、棉饼、椰子或椰子饼这些饲料用商品

以及榨油或饲料用大豆、绿肥用黑麦、饲养用苜蓿膳食及颗粒、棕榈果及核仁油饼、棉纱

征收零关税，对饲料用棉籽壳、种植蘑菇用谷物秸秆及壳、饲料用动物或植物脂肪（脱水

蓖麻油和环氧化大豆油除外）、饲料用甜菜粕、其他用于饲养动物的原料分别征收２％、

４％、２％、２％、２％的关税。③配额外：实施基本关税，对饲料用乳清、树薯片征收２０％的

关税，对绿肥用黑麦、燕麦、玉米、榨油或饲料用大豆、酿造或蒸馏余滓或废弃物征收３％

的关税，对未去壳大麦、草料根及其他蔬菜、饲料用动物或植物脂肪（脱水蓖麻油和环氧

化大豆油除外）、甜菜粕、棉籽壳、其他用于饲养动物的原料征收５％的关税，对棉籽、麦

麸、椰子或椰子饼、棕榈果及核仁油饼征收２％的关税，对木薯颗粒、种植蘑菇用谷物秸

秆及壳、饲养用苜蓿膳食及颗粒、乳糖及糖浆、棉纱分别征收７％、８％、１％、２０％、２％

或８％的关税。④

为保护国内相关产业，韩国在２０１３年还临时性提高了部分农产品的配额外关税。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韩国对作香肠肠衣用的动物内脏配额内关税由

２０１２年下半年的１３％上调至１８％，配额外关税为２７％；对酒精用的树薯片配额内关税

由２０１２年下半年的零上调至５％，配额外征收２０％的基本关税；对制麦芽糖用大麦配额

内关税由零上调至８％，配额外征收３０％的关税；对酿啤酒用的麦芽配额内关税由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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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至８％，配额外征收２７％或３０％的关税。①

为了稳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成本的粮食价格和促进基本商品的供需平衡，２０１３

年６月２８日韩国企划财政部（ＭＯＳＦ）宣布延长７个关税配额项目的有效期至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它们关税税率情况如下：格拉斯鳗鱼的配额内关税为３％；树薯片的配

额内关税为１０％；磨粉用大麦和杂麦等、制爆米花及加工用玉米的配额内关税均为

１％；制麦芽糖用大麦及其他、酿造啤酒用麦芽的配额内关税均为２５％；其他糖的配额

内关税为５％。相比上半年，企划财政部还降低了一些饲料材料的配额内关税税率，

饲料用动物或植物脂肪（脱水蓖麻油和环氧化大豆油除外）、饲料或种植蘑菇用甜菜

根和果浆、饲料或种植蘑菇用的棉籽壳、其他用于饲养动物的原料的关税税率均由

２％降至零。②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韩国企划财政部（ＭＯＳＦ）虽然宣布延长７个关税配额项目的有效

期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但相比上半年，它们关税税率多数有所增加，树薯片的配额内

关税由５％上调至１０％；磨粉用大麦和杂麦等、制爆米花及加工用玉米的配额内关税均

由零上调至１％；制麦芽糖用大麦及其他、酿造啤酒用麦芽的配额内关税均由８％上调至

２５％；其他糖的配额内关税由零上调至５％，其他的配额内关税不变。③

根据韩国２０１３年公布的关税配额情况，部分实施关税配额的产品被征收了禁止性

的配额外关税。比如，马铃薯、马铃薯粉和马铃薯片的配额内关税分别为３０％和５．４％，

但它们的配额外关税却高达３０４％；马铃薯淀粉的配额内关税为８％，配额外关税却达到

了４５５％；玉米种子和甜玉米种子的配额内事实是零关税，但配额外关税却高达３２８％和

３７０％，绿豆的配额内关税为３０％，配额外关税却达到了６０７．５％。④

２．补贴

根据《ＷＴＯ农业协定》第９．４条的规定，韩国政府对部分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⑤。

此外，韩国还对农业、林业、渔业、煤炭产业、制造业等产业，以政府采购、拨款、低息贷款

等方式提供补贴。

（１）农业补贴。

韩国通过政府购买、贷款等方式对农业提供高额补贴，在部分年份中韩国的净农业

支持甚至超过了农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据韩国向ＷＴＯ作出的通报，接受政

府补贴的农产品包括大米、大麦、玉米、大豆、大蒜、水果、鲜花、泡菜、蔬菜、家畜、高丽人

参、小牛育种、高质量牛肉生产等。２０１３年，为了使企业可以购买农场生产的大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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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购买大豆的企业提供利率为３％、期限为１１个月的贷款。①近年实施的部分补贴项目

包括：以保证大宗粮食供应和基本粮食库存充足，保证粮食安全为由，通过政府采购，对

大米、大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提供的补贴；为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质量并降低分销成

本，通过拨款，对水果、鲜花、泡菜、蔬菜、畜产品的包装、运输等提供的补贴。

（２）林业和渔业补贴。

韩国政府还以贷款和拨款的方式，对林业、渔业提供补贴。例如，以低息贷款的方

式，对夹合板和木板生产者、经营木材厂的个人或企业、深海捕鱼公司和海外资源发展

公司及渔民提供的补贴；以拨款和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从事处理、储存和加工渔产品的

公司和个人、水产业渔民等提供的补贴等。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旬，韩国农林水产部制定重

点扶持“韩国十大战略水产品”的政策措施，十大战略水产品分别为牡蛎、海参、鲍鱼、牙

鲆、金枪鱼、紫菜、海带、虾子、鳗鱼、观赏鱼，在绿色养殖、确保人力资源、加快养殖场现

代化建设步伐、构建研发体系等进行补贴，争取２０２０年韩国水产品出口额增至１００亿美

元。为了支持沿海和近海渔业资源保持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船队规模，对于沿海和近海

渔业补贴将持续到２０１６年。②

中国是韩国渔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国对韩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保持关注。

（３）矿业补贴。

为了支持煤炭行业的重组，例如，放弃矿山和减少效率低下的无烟煤生产业务，同

时，维持价格管制下生产成本和煤及煤球销售价格之间的利润。韩国政府还以拨款的

方式，对煤矿运营商、煤球制造商、裁减的煤矿工人、职业保健等提供补贴。③

（４）其他补贴。

韩国政府通过其工业政策以及银行体系，向目标产业提供了工业补贴，所涉补贴途

径包括银行贷款、银行担保、债务免除、债务和利息减免、税收减免、现金拨款等，所涉行

业包括电子产业、造船业、机械制造业等。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政府将建立“海外成套设备基金”

以支持本国企业海外项目。根据计划，到７月底，该基金规模将达５０００亿韩元至１万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２７—５４亿元）。韩国进出口银行将把２０１２年对成套设备企业

１８．７万亿韩元的金融支援规模扩大到２１．１万亿韩元；韩国贸易保险公司将把贸易保

险援助规模增加９．４％到１６．３万亿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将鼓励韩国电力公社等能

源类国营企业在国外推进资源开发项目，以协助成套设备企业和中小器材企业开拓

海外市场。

３．服务贸易壁垒

韩国继续通过股权或其他限制措施，禁止或严重阻碍外资流向某些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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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娱乐、文化服务。

为保护本国电影和本土演员的工作机会，韩国政府实施“电影配额制”，强制规定韩

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映满７３天的本土电影；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定时数

比例的国产电影。韩国政府还限制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例如，

关于地面和无线电广播电视，每半年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２０％，关于有线电视

或卫星广播时间，每半年外国节目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５０％，外国所有的地面广播电影

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７５％，所有的有线和卫星广播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８０％①，外国地面广

播动画片的年度配额上限为５５％，有线和卫星广播动画片的年度配额为７０％②，流行音

乐为４０％；每个季度的配额，限制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动画或音乐达到提供给外

国配额的８０％。此外，韩国《广播法》对国外转播频道的配音录制及其在本地的广告宣

传也进行了限制③。韩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电视、电影节

目在韩国的市场份额。

（２）电信服务。

在电信服务领域，韩国禁止外国卫星服务供应商通过跨境方式直接向终端用户提

供服务，这大大限制了外国卫星服务供应商在韩国市场竞争的能力④。

在基础电信领域，韩国规定，外国持股的最高比例不得超过４９％；地面广播电视业

务则禁止外国投资进入；与有线电视相关的系统操作员、网络运营者和节目供应商的外

资持股比例也不能超过４９％；卫星广播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３３％；外国卫星转播频道占

韩国总运营频道的数量不得超过２０％；网络多媒体或聚焦新闻的广播和转播有线电视

网络的外资不得超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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