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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墨西哥通过有关２０１４年一揽子经济措施以及有关财税及社会安全的

实质性改革方案，修改了《海关法》、《增值税法》、《生产和服务特别税收法》；发布了通讯

及无线产品进口管制新规，修订了电器及电子产品包装商业资料的规定；参众两院通过

了能源改革法案，允许私人及境外资本通过签订服务合同、产量分成、利润分成、颁发勘

探和生产许可证等方式，进入墨西哥能源产业。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和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９２．２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９％，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２８９．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３％；自墨西哥进口１０２．５亿美

元，同比增长１１．９％，中国顺差１８７．２亿美元。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贱金属及制品、

塑料、橡胶、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化工产品、运输设备、陶瓷；玻璃、皮革制品、鞋靴

等；自墨西哥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运输设备、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

胶、化工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墨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８．２５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４．８６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３０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墨西哥的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金额为４２６１万美元。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１个，同比下降１５．４％；

实际使用金额１５８０万美元，同比增长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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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ＷＴＯ统计数据，２０１２年，墨西哥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７．８％。农产品简单平均

关税税率为２１．２％，非农产品为５．８％。其中，服装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２１．８％，纺织品为

９．８％，奶制品为３５．２％，饮料和烟草为２７．２％，皮革和鞋靴为６．６％、电力设备为３．８％。①

９９

① 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ｗｔｏ．ｏｒｇ／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ＳＤＢＴａｒｉｆｆＰＦ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

访问。



截至２０１３年年底，墨西哥签订了１２个自贸协定，涵盖全球４４个国家，主要有美国、

加拿大、欧盟、日本、以色列、哥伦比亚、秘鲁等。另外，墨西哥积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的谈判。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１）进口禁止

２０１３年，根据ＷＴＯ贸易政策评审报告，墨西哥对２２种产品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

涉及大麻（印度麻）及大麻制剂、吸食类制剂、双乙酰吗啡、谷氨酸类产品等，禁止进口的

货物清单在联邦《官方公报》上发布。

（２）进口许可证

２０１３年，根据ＷＴＯ贸易政策评审报告，墨西哥受预先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主要

包括石油化工产品、发动机、大型运输汽车和小汽车、武器、办公设备、武器弹药、二手货

品、整修过的设备、农业机械、新鲜或冷冻的肉、皮革制品、医疗产品和设备、医药品、鸡

蛋、象牙、特定种类的树皮等。许可证有效期限为１年。在提交许可证申请１５个工作日

内，墨西哥经济部必须处理申请并给予回复。墨西哥取消了对于玻璃、铁、玩具和纺织

品的海关估价，但仍对这四类进口产品实行进口许可管理。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墨西哥经济部在《联邦官方公报》上发布了《修改“对外贸易的总

体规则和标准”的决议》，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生效。该决议修改了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发布的法规，通过获得和监控更精确的数据来避免部分钢铁产品不正当的进出口、分销

和营销，这些不正当行为主要归因于归类错误和价值低估（ｍｉ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当出现许可证的适用范围未列明的情况，例如，货物并非用于进口许可证上

载明的目的，错误辨认收货的工厂和场所的地址，该修订后的法令允许暂停进口许可证

或在特定行为发生后自动发布通知，许可证持有者必须在１０天内提供书面证明。经济

部将在３个月内判定该行为无效或者批准暂停。①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自２０１２年３月起，应墨西哥能源部要求，墨西哥开始对以下出口货物实施预先出口

许可证管理，包括核原料及核燃料、放射性原料、产生电离辐射的设备、军民两用设备、

核能领域的商品及技术。

２０１３年底，墨西哥将《制造、保税装配业和出口服务促进法令》（简称“ＩＭＭＥＸ法

令”）所涉及出口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再延期两年，有效期到２０１５年底。原优惠是由

墨西哥总统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签署的法令确定的，对ＩＭＭＥＸ项目中的出口公司实

施１７．５％的单一税［ｆｌａｔｔａｘ（Ｉｍｐｕｅｓｔｏ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ｌａＴａｓａＵ


ｎｉｃａ），ＩＥＴＵ］，这一所得税

优惠有效期原定为两年，ＩＭＭＥＸ项目中的出口公司可以受惠于税收抵免措施，减轻税

务负担。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税务管理局（ＳＡＴ）宣布将为在“制造（Ｍａｑｕｉｌａｄｏｒａ）加工再出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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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ｕｐｄａｔｅ．ｃｏｍ／ｂｌｏｇ．ａｓｐｘ？ｅｎｔｒｙ＝１３２７，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８日访问。



目”（ＩＭＭＥＸ）注册的公司提供申请许可的机会，使其可免于缴纳暂时进口增值税，上述

许可不仅限于１００家最大的出口公司，中型和小型企业也适用。２０１３年１月，税务管理

局国际贸易法律事务处发布了有关许可的规则，并决定将从２０１４年６月或７月开始批

准符合“许可公司新计划”（ＮｅｗＳｃｈｅｍｅ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西班牙语缩写为ＮＥＥＣ）

的公司，能提供证明其生产过程的证据、履行了税收义务并产生了真实投资的公司将适

用简易许可程序。①

（二）投资管理制度的变化

１．墨西哥能源改革法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墨西哥参、众两院通过了能源改革法案。根据此法案，立法机构将

对现行墨西哥《宪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以允许私人及境外资本进入墨西哥能源

产业，通过签订服务合同、产量分成、利润分成、颁发勘探和生产许可证等方式，提高墨

西哥能源产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并最终实现推动国家经济增长。这是７０年来，墨西哥

首次允许外资及私人资本在石油领域投资，这一举措终止了政府对石油工业的垄断。

经此改革，墨西哥能源管理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ｍｉｓｉóｎＲｅｇｕｌａｄｏｒａｄｅｌａＥｎｅｒｇｉａ，ＣＲＥ）

将负责在能源生产过程中下游阶段中的合同管理以及特权授予。墨西哥国家碳氢化合

物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ＮＨ）②作为负责管理勘探及生产合同

的技术主体，与墨西哥能源秘书处（Ｓｅｎｅｒ）相互协调配合。墨西哥国家天然气控制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ｅｎｔｒｅ）负责管理其境内天然气管道及仓储系统。墨西

哥国家能源控制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ｅｎｔｒｅ）负责墨西哥电力系统的正常运

转。此次改革将赋予墨西哥石油公司更宽裕的预算并增加了其在技术和操作方面的灵

活度，增强了其与私营企业在勘探开采方面的合作。此外，墨西哥将于２０１４年成立墨西

哥石油基金，该基金将获取包括税款在内的所有基于授权和签订合同的利益，并负责授

权和签订合同中所需要垫付的资金和其他所需要垫付的资金。墨西哥中央银行将作为

该基金的信托人。

２．电信和广播服务投资改革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宪法》针对改革电信以及广播服务作出了一揽子修改，并于２０１３

年６月１２日正式生效。经上述修改，墨西哥现允许外资持有提供电信服务公司的

１００％股权，包括卫星通讯行业（此前外资持股比例最高为４９％），允许外资持有进入电

视广播传媒公司４９％的股权（此前外资企业可持股比例为零）。③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竞争法律制度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法律新设了联邦电信研究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ＦｅｄｅｒａｌｄｅＴｅｌｅ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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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ｎｅｗ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２０１３／１１／ｏｐｅｎｓ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ｑｕｉｌａｄｏｒａｓ／，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ｈ．ｇｏｂ．ｍｘ／ｐｏｒｔａｌ／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ｉｄ＝８３６，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０ｔｈＧ２０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访问。



ｎｅｓ，ＩＦＥＴＥＬ）管理电信和广播传媒业，并具有执行权。联邦电信研究院将成为电信和

广播传媒两个行业的竞争政策管理机构，具有排他性。墨西哥联邦竞争委员会将停止

其对电信和广播传媒业的有关监管职能。

２．税收

２０１３年４月，墨西哥议会ＤＩＰＵＴＡＤＯＳ财政和公共贷款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对墨

西哥《矿业法》和《财政协调法》进行改革的决议，规定所有进行特许经营项目的矿业企

业每年必须缴纳５％的净收入税。该决定已将交由墨西哥下议院领导层进行讨论。

２０１３年９月８日，墨西哥财政及公信部部长向墨西哥国会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有关

２０１４年一揽子经济措施以及有关财税及社会安全的实质性改革方案，并在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获得通过。其中的财税改革主要集中在对于《海关法》、《增值税法》、《生产和服务特

别税收法》（ＩＥＰＳＬａｗ）的修改，这些改革与从事对外贸易和海关交易的从业者有很大

关系。

对《海关法》的修改旨在促进简化海关程序，增强在外贸纠纷中的司法确定性，利用

先进技术并促进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提升海关监管效率等。

对《增值税法》改革旨在促进税收征管、取消优惠待遇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

优惠。其主要措施有：取消边境地区待遇，从边境进口的商品支付同全国相同的１６％的

增值税；取消豁免，对ＩＭＭＥＸ、ＯＥＭＳ、财政存款和战略保税仓库等临时进口政策项下

的进口货物征收增值税；对外国企业之间的货物买卖征收增值税，并对外国企业与ＩＭ

ＭＥＸ或ＯＥＭ项目项下的企业进行的临时货物进口或引入财政存款的货物进口征收增

值税；取消国家供应商的边境工厂的税款扣缴：取消了ＩＭＭＥＸ项下企业从本国供应商

那里购买国产商品时所承担的代缴代扣增值税款的义务。

对《生产和服务特别税收法》中涉及海关的事项进行改革，旨在促进税收征管、取消

优惠待遇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优惠。其主要措施有：对进口商品，包括临时进口

商品征收特殊税款；由与墨西哥政府具有外交关系的政府所进口的商品免征该项特殊

税款，授权的外交大使以及相关外交、领事人员也免于此项税款，但乘客以及外交使团

除外。另外，修改后的《生产和服务特别税收法》对高热量食品将征收８％的生产和服务

特别税，对汽水、加糖饮料每公升征税１比索，但此税把ＰＡＳＣＵＡＬ合作社排除在外，因

为该合作社生产的饮料被认定为包含果肉。①

３．其他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就《对外贸易的总体规则和标准２０１２》（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２０１２，ＲＣＧＭＣＥ）和《对外贸易的总体规则和标准２０１３》发布了若干

决议。②

在《对外贸易的总体规则和标准２０１２》的第五次修正案（Ｆｉｆ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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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ｂａｋｅｒ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ｍ／ｒｖ／ｆｆ００１２２３１１５２ｆ６ｆａ３８ｅ０ｃａ７５５ｄ４８ｂ７１ｂｆａ０７ｄ１ａ８／ｐ＝１７１３８６７，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ｎｅｗ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２０１３／１０／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ｅｘｉｃｏｓ／，２０１４年１

月访问。



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２０１２）中，财政和公共信贷部修改、增加和废止了３７条

有关认证公司、政策变化、ＩＭＭＥＸ项下已取消项目的货物返还以及进出口申报即时支

付期限（ｔｅｒ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狆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狊）等方面规定。

在修订和增补内容中，第３．８章节中关于认证公司的改革比较引人关注。政府部门

修改并增加了有关向“认证公司注册处”（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ｙ）提交注册申请

的具体要求，包括第３．８．１（ＮＥＥＣ）条Ｌ款相关内容，以及对于新建公司在设立登记前通

过ＩＭＭＥＸ项目中的另外一家公司运营至少３年的内容。根据第４．３．９条，如果货物在

墨西哥的停留期在ＩＭＭＥＸ项目取消之前已届满，则不能享有ＩＭＭＥＸ项下企业的授

权和优惠。另外，修改了４．３．２３，Ｉ，Ａ中有关期限的规定，包括商品虚拟转移的临时申

请支付和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ｙ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狆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狊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ｇｏｏｄｓ）。目前的法规是，自转移发生之日起的６个月内必须完成支

付，期限不得超过受转移限制的货物的停留期限。最后，该决定修改了ＦＴＧＲ和附件２２

的“定义和缩略语汇编”，包括供应商或采购商的信息，模式“ＧＣ”的申请情况，识别符

“ＩＮ”、“ＯＣ”、“ＳＰ”和“ＸＰ”的内容等。①

三、贸易投资措施的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墨西哥新政府决定推迟一年执行１６５类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产品

中９４类产品的进口税降税计划，其他７１类墨西哥海关税则８位税号项下的纺织品、服

装及鞋靴产品已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开始执行原减税计划，其进口税已减至２０％。推迟

降税的产品主要涉及墨西哥海关税则第６１章、６２章、６４章项下的裙装、外套、毛衣、裤

子、衬衣、内衣、婴儿装、袜子、泳装、正装、休闲和运动式皮制、革制、合成及布制鞋类产

品、凉鞋等，原计划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这些产品的进口税削减至２０％，但是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底，墨西哥经济部宣布本应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减税的１０７个税号的产品暂停减税，其中９

个税号的化工产品暂停减税，１４个税号的鞋类产品和８０个税号的成衣产品推迟到２０１５

年１月１日减税。农产品则按原定计划继续减税进程，这些产品中包括土豆、肉、禽类边

角料、果糖、葡萄糖、咖啡提取物、豆子、奶酪、火鸡、乳制品、咖啡、奶粉、鱼和海鲜、鸭和

鹅肉及边角料、大米、可可、新鲜葡萄等。墨西哥经济部表示，纺织和成衣工业以及制鞋

业是墨西哥很多地区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部门，并且也是重要的出口部门，因此需要给

这些部门调整的时间，以便强化国家经济发展和生产活动。对于化工业，政府希望能够

加强其发展和吸引投资的能力，支持这些在增长、就业、吸引外资方面作为重要部门的

企业继续发展。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墨西哥发布总统令，将墨西哥税号０８０５５０项下柠檬的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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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２０％削减至零，将税号０２０７１１、０２０７１２、０２０７１３、０２０７１４项下鸡肉的进口关税由

２３４％调整为零。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墨西哥驻ＷＴＯ使团向ＷＴＯ通报，对墨西哥海关税则４８８个８

位税号项下的产品降低进口关税，主要涉及ＨＳＢ编码１、２、３、４、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２、３４、３５、３８、３９、４０、４４、６２、６４、

６８、８２、８４、８５、９６章项下的产品。上述措施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４日开始实施。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墨西哥驻 ＷＴＯ 使团向 ＷＴＯ 通报，对墨西哥海关税则

２８５２９００１和２８５２９０９９项下化学品进口关税从０提高到６％。上述措施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２４日开始实施。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墨西哥在《联邦官方公报》上发布了“修改、补充和废止《海关法》

部分条款的法令”（Ｄｅｃｒｅｅ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ｃｔ），该法令旨在提供一个可以改善程序以使贸易便利化的机制，更好

地实现对货物进出关境的监管，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升级和合并海关事务的实践和流程

等方面的改革来促进海关操作的创新和现代化。这些实践包括在海关清关时使用非介

入性（ｎｏ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技术，允许个人直接操作货物进出口，允许在先前规定的范围之外

建立战略保税仓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ｏｎｄｅｄ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等。上述改革有利于提高透明度并简

化外贸操作的相关程序。

改革措施包括：提高海关清关地点的灵活性、公司和个人的直接清关、对搬运人增

加要求、战略保税仓库、进出口电子数据的预验证、无书面文件的电子数据传输、电子通

知、海关清关风险分析和非介入性检查、海关经纪人改革、与其他国家的海关部门合

作等。

具体来说，每项措施的具体内容有：

（１）货物清关。为提高海关清关效率，在获得海关主管部门预先批准的前提下，在

授权地之外实行海关货物清关；可选择使用报关行；以“海关代理人”替代原先的内部代

理；进一步明确报关行的权利义务以及获得报关行资格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废止了替代

报关行；等等。

（２）铁路运输。允许临时进口的机车及其专用设备在墨西哥境内暂留１０年。

（３）战略保税仓库。在全国范围内批准设立战略报税仓库，无论其是否临近海关；

引进免申请审核的战略货物报税仓库制度。

（４）电子验证数据。在现有经授权报关行联盟和商业协会之外，寻求个人和企业经

授权可提供电子数据验证服务的可能性。

（５）海关电子系统。建立海关电子执行系统；进出口货物的申请将通过电子档案处

理系统进行处理；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填写一份有关于货物价值但不同于发票的电子

文件，其中必须包含该产品所有商业信息。

（６）海关检查，风险评估以及非介入性检查。特殊的海关检查，将ＳＡＴ自身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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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及获得ＳＡＴ授权的相关人所进行的检查活动合并；墨西哥将通过使用非介入式

技术展开海关检查。

（７）纳税人权利。在自动检查机制启动前后都允许对申请进行矫正，但根据外国贸

易规则需要获得授权的情况除外；自发性的规范化的临时进口商品无需支付罚款，若在

决定通知之前完成罚款支付的，则可打折５０％。

（８）墨西哥境内停留条件。《海关法》和《移民法》对于不同等级的外国人和身处海

外的墨西哥人给出了统一的定义。

（９）与他国海关的合作。墨西哥海关现有权与他国海关管理部门进行电子协调并

调取相关信息以防止危害到墨西哥国民生产及联邦财政的行为的发生。①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通讯及无线产品进口管制新规

２０１３年１月，墨西哥宣布了电信产品进口至墨西哥管制的新规定。其具体包括：

第一，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日起，墨西哥海关要求在凡属ＮＯＭ１２１（蓝牙ＺｉｇＢｅｅ９０２

９２８ＭＨＺ、蓝牙Ｗｉｆｉ２４００２４８３．５ＭＨＺ／５７００５８５０ＭＨＺ）和ＮＯＭ１５１（调制解调器、传真

机）的产品清关时，应递交ＮＯＭ１２１、ＮＯＭ１５１的ＮＹＣＥＰＥＣ证书。

第二，ＮＹＣＥＰＥＣ证书持有者可以是实际进口商或墨西哥当地代表。

第三，现阶段海关当局接收有关模块的ＮＹＣＥＰＥＣ证书，在输入嵌有认可模块的

终端产品时，系统的使用手册必须以西班牙语标示终端产品，并且必须显示所嵌入的模

块的商标和型号名称。

第四，产品申请ＮＯＭ１２１之前必须先取得ＣＯＦＥＴＥＬ永久证书，进口商可在产品

清关时出示ＣＯＦＥＴＥＬ证书以便顺利进关。

此外，进口产品若属于ＮＯＭ１２１（９００ＭＨｚ、２．４ＧＨｚ、５．８ＧＨｚ的ＩＳＭＲＦ）和

ＮＯＭ１５１（比如电信）必须出示ＮＹＣＥＰＥＣ证书的副本。如果该产品不属于ＮＯＭ１２１

或ＮＯＭ１５１范围，例如ＳＲＤ１３．５６ＭＨｚ、４３３ＭＨｚ的ＧＳＭ／ＷＣＤＭＡ等，墨西哥海关

将要求提交系统的ＮＯＭ安全认证证书以供查验。

（２）电信管理机构由ＣＯＦＥＴＥＬ变更为ＩＦＥＴＥＬ

２０１３年９月，墨西哥原电信管理机构———墨西哥联邦电信委员会（ＣＯＦＥＴＥＬ）被墨

西哥联邦电信研究院（ＩＦＥＴＥＬ）所取代。自此，ＩＦＥＴＥＬ将负责墨西哥电信所有进口设

备所需的检测以及型式批准流程，ＣＯＦＥＴＥＬ也不再存在。

对于已通过ＣＯＦＥＴＥＬ完成的墨西哥电信模式批准，ＩＦＥＴＥＬ将保留母型号相同

的编号系统以及相同系列的批准证书号。

（３）修订电器及电子产品包装商业资料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０日，墨西哥向ＷＴＯ秘书处通报了Ｇ／ＴＢＴ／Ｎ／ＭＥＸ／２５８号通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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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为ＰＲＯＹＮＯＭ０２４ＳＣＦＩ２０１３《电子、电器和家电产品包装上必须显示及说明书

和质量保证书中必须包括的商业信息》草案，规定了在墨西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电

子、电器和家电产品及其配件和消耗品包装上必须显示及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中必须

包括的商业信息要求。在通报评议日期终止后，墨西哥发布了ＰＲＯＹＮＯＭ０２４ＳＣＦＩ

２０１３，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１日生效。其中规定电子、电器和家电产品及其配件和消耗品

包装上的商业信息（使用西班牙语）应真实易懂，应避免消费者对产品类型和性能产生

误解。需要包含的信息包括：产品的图示或名称（除非该信息已十分明显）；制造商或进

口商的名称和地址；原产国；产品的相关信息（如电压、功率、电流等）；若为翻新、再使用

或二手产品，说明书的文本应至少为其他信息描述文本的两倍。

与原有包装信息规定ＮＯＭ０２４ＳＣＦＩ１９９８相比，新标准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了修订：

第一，对某些定义（如警示语、电子产品、电气产品、家用电器及使用说明等）进行了

修订，增加了某些产品的定义（如电子存储设备）。

第二，对于翻新、再使用或二手设备，由于ＮＯＭ０２４ＳＣＦＩ２０１３标准范围已经涵盖

作为翻新、再使用或二手的电子电气和家电设备，因此这些设备的标签、说明书和保修

卡信息不需要再符合ＮＯＭ０１７ＳＣＦＩ１９９３《翻新、再使用、二手或停产、规格外的产品商

业和标签信息要求》。

第三，新标准提供了如何声明规定的电气参数的示例。另外，作为系统销售的产品

至少应标识其主单元的额定电气参数。

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之前签发证书时依据的ＮＯＭ０２４ＳＣＦＩ１９９８标准

不再有效，因此，即使是已经取得授权认证机构颁发合格证书或联邦消费者保护局签发

的商业信息分析认证的进口商、生产商和零售商，也需要根据标准对标签信息进行相应

的调整。①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修订进口产品清单相关规则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国家食品卫生安全及质量局（Ｍｅｘｉｃｏ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ＮＡＳＩＣＡ，简称“食卫安全质量局”）修订了必须符合若干

卫生及植物检疫规定的进口产品清单的规则，对符合动物卫生、水产或植物检疫规定的

货品在未清关之前须在墨西哥的入境口岸接受适当的政府机关以检查文件及／或现场

检验的方式核证进行了澄清。

（２）禁止进口甲壳类动物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墨西哥制订措施禁止进口来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

的鲜活、未加工、已煮熟、冻干及其他形式处理的虎纹虾（斑节对虾）和白对虾（凡纳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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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①２０１３年５月７日，墨西哥食卫安全质量局又发布决定将上述禁令扩展至禁止进口

来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所有甲壳类产品。这项禁令涵盖所有用于水产

养殖、繁殖、科学研究、动物饲料、食用、储存、陈列和装饰的活的甲壳类动物；以及生的、

冻干、冷冻或冷藏形式，有或无头、有或无外壳和内脏的散装甲壳类动物。

墨西哥将允许进口所有携带标明原产地健康证明的经过烹饪的甲壳类动物，并且

健康证明上应表明该可疑甲壳类动物经过１００摄氏度烹饪加工并至少维持９０秒或经过

等效加工处理。禁令宣布时还在运输过程中的进口甲壳类动物将依次逐个进行评估，

以评估其卫生条件和应该实施的任何措施。除了每个进口虾类货物的最终目的地信息

外，墨西哥虾类进口商也将被要求向食卫安全质量局提供有关所有进口虾类的可追溯

信息。

５．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ＷＴＯ官方统计，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０起反倾销调

查。中国被调查产品主要涉及金属制品（特别是钢铁业）、化工和塑料制品、纺织与服

装、机械设备、鞋帽和玩具等。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６起，涉案产

品分别是合成纤维毯、铅笔、网状碳钢镀锌线材、钢板薄片、９００瓦以下家用或商用（工业

用途除外）榨汁机和钢缆，详见下表。

表１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墨西哥税号）

１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合成纤维毯

（６３０１４００１、９４０４９０９９）

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铅笔

（９６０９１００１）

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
网状碳钢镀锌线材

（７３１４１９０２、７３１４１９０３和７３１４３１０１）

４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６日
钢板薄片

（７２０８５１０１、７２０８５１０２、７２０８５１０３、７２０８５２０１、７２２５４００１、７２２５４００２）

５ 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９００瓦以下家用或商用（工业用途除外）榨汁机

（８５０９４００１）

６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
钢缆

（７３１２１００１、７３１２１００５、７３１２１００７、７３１２１０９９）

表２　２０１３年墨西哥对涉及中国产品反倾销案件初裁结果

编号 初裁时间 涉案产品 初　裁　结　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９月９日 合成纤维毯
设定海关进口参考价为每公斤１２．１美元，对于进口价低于

参考价的涉案产品，征收海关进口价与此参考价的差价

２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铅笔 涉案产品征收０．０２２７美元／支的临时反倾销税

７０１墨　西　哥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ｎａｓｉｃａ．ｇｏｂ．ｍｘ／？ＩｄＮｏｔ＝１４０６，２０１４年１月访问。



　　四、贸易和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ＷＴＯ贸易政策评审报告的总体评价

２０１３年，世贸组织在有关墨西哥的贸易政策报告中指出，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３年墨西哥

单方面减免关税值得称赞，但作为补充，也应该减少非关税壁垒，例如卫生和植物检疫

等方面的非关税壁垒，并取消对旧车、玻璃、铁、玩具和纺织品定价，取消石油产品、旧橡

胶产品、汽车的进口许可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已经成为贸易障碍。

２．贸易救济措施

墨西哥至今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墨西哥往往采用

歧视性的替代国或第三国价格，或用墨西哥本国同类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来衡量中

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在实践中，墨方曾使用美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

印度、土耳其、意大利、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作为替代国。这一做法容易导致

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倾销的成立或倾销幅度的高估。

（二）投资壁垒

２０１３年，来自中国的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家企业计划以长年展的形式入驻墨西哥坎昆“龙

城”项目，进行商品展示、批发和零售，借此打开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市场。墨西

哥生产部门和工业商会联盟坚决抵制和反对“龙城”项目，向该项目所在的金塔纳罗奥

州州长施压，要求政府对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进行仔细审查。墨西哥瓜纳华托州制

鞋工业商会公开表示不会放弃抵制，将努力使“龙城”项目无法实施。

在多重阻力综合作用下，２０１３年４月，墨西哥坎昆市（Ｃａｎｃｕｎ，ＢｅｎｉｔｏＪｕｒｅｚ，贝尼

托华雷斯市）生态和城市发展部以不符合环境规定为由，驳回了“龙城”建设许可证的申

请，并表示该决定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做出的，符合对于建设项目的技术要求，并特别

强调驳回申请与政治因素无关。当月，坎昆龙城在法院（ｃｏｕｒ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Ｃｈｅ

ｔｕｍａｌ）起诉坎昆市政府，以消除对项目构成威胁的政治僵局。８月，法院判决坎昆市应

该批准该项目。墨西哥总统涅托（ＥｎｒｉｑｕｅＰｅｎａＮｉｅｔｏ）所在的革命制度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ｒｔｙ）领导的州政府批准了该项目，但是左翼政党民主革命党领导的市

政府反对该项目，后来革命制度党再次获得坎昆市政府控制权，坎昆龙城在等待市政府

颁发建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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