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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南非取消进口沥青退税制，采取进口许可证制；限制含铁及不含铁废
旧金属的出口；公布知识产权法修正法；公布有关电气通讯设备型式认证和标签要求的
框架指南；规定几类特定货物的外包装上必须带有指定内容的贸易标签；对有关电子电
气设备强制性规范 ＶＣ８０５５进行修订；推出《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案》新条款。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总额为 ６５１．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８．６％，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１６８．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８；自南非进口４８３．２亿美元，同
比增长８．２％，中国逆差３１４．９亿美元。
中国对南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及
零件、鞋靴、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等。自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矿渣及
矿灰、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钢铁、珠宝、贵金属及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７．９６亿美元，完成承包工程
营业额３．９５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０１６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５３８０万美元，同比下降６８．４％。２０１３年，南非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０个，
同比下降４７．４％；实际使用金额１２９２万美元，同比下降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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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计，２０１２年南非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７．６％，其中，农
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８．４％，非农产品为７．４％。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３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宣布，未来３年内将取消１０％的进口沥青退
税制，取而代之的是进口沥青许可证制，但许可证制对进口沥青的数量并没有限制。①
２０１３年８月，南非海关引进自动海关管理系统，新系统的使用有助于缩短货物过关
① 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０４４２９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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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降低贸易成本。①
南非采用欧洲海关的申报形式———统一管理单证。所有进口货物报关时需向海关
提供统一的管理单证及其他相关单据。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第４４１号公告，限制含铁及不含铁
废旧金属的出口。根据公告，上述废旧金属在出口之前，须按低于其国际出口基价２０％
的价格优惠提供给南非国内以废旧金属为原材料的铸铁厂和生产商，否则不得出口。②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第１０８７号公告，公布了《投资促进和保护
法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１３）征求意见稿，以代替实施多
年的《双边投资条约草案》。新法案废除了原草案中投资者享有的多项权利，新法案的
主要变化有：
（１）如遇征用，不确保投资者可获全额市价补偿；
（２）争端情况下，政府无义务参与国际仲裁；
（３）删除各投资者享有平等待遇的条款等。③
南非一直致力于鼓励外国公民和企业在南非投资，对所有在南非投资的外商和外
资企业都适用国民待遇，并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南非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可以带回本国。
但南非新法案对征用可能无法全额市价补偿的规定，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知识产权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９ 日，南非公布了知识产权法修正法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１３），目的在于把相关本土知识展示作为知识产权的类别而提供保
护。④南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要由１９６７年的《表演者保护法》、１９７８年的 《版权法》和
１９９３年的《商标法》和《设计法》等组成。
２０１３年８月，南非贸工部表示，该部门正在修改药品知识产权政策，使南非药品知
识产权制度达到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调整之一是加大药品专利审查力度，
加强药品领域竞争，实现药品价格下降。⑤
２．税收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南非政府公布了税法的 ２０１３ 年修正案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１３），对一些税收法律作了技术性修改和增删，对特定情况下的货物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ｊｙｊｌ／ｋ／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２６６４６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４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ｔｉ．ｇｏｖ．ｚａ／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ｉｌｌ２０１３．ｐｄｆ；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３７８３７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访问。
④ 见南非政府公报第３７１４８号（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ａｚｅｔｔｅＮｏ．３７１４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访问。
⑤ 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０８／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２４０２６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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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的免税条款进行了规定。①
为了鼓励船舶运营商在南非注册，南非税法修正案（２０１３）规定，南非航运企业只要
根据《船舶登记法案（１９９８）》，至少将一艘商船在南非登记注册，悬挂南非国旗，将会享
受到法案提供的诸多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包括免征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股息税以
及跨境利息预提所得税等。 在日常运作中，航运公司还可以灵活使用任何功能性
货币。②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１）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９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ＩＴＡＣ）决定将挡风玻璃的进口关
税由１５％提高至３０％。③
（２）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第４２５号公告，为保护国内产
业，将水龙头和搅拌器的进口关税由从价税１５％提高至２０％。④
（３）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第４３２号公告，为保护国内相
关产业，将线钉的进口关税提高至从价税１５％。⑤
（４）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４３１号公告，对用于制造５００
毫升以下容量喷雾罐的铝材实施退税机制。⑥
（５）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４４３号公告，将酚醛树脂层压
板的进口关税由１０％降至零。⑦
（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第４３８号公告，将石墨电极的
进口关税由零提高至１０％，以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利益。⑧
（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４４６号公告，将自粘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ｓｅｌｆ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ＰＥＴｆｉｌｍ）的进口关税由１０％调至零。⑨
（８）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４４８号公告，将聚乙烯醇缩
丁醛（ＰＶＢ）的进口关税由１０％降至零。瑏瑠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９日，南非经济发展部发布第２９２号公告，对二手书本、印刷物及二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见南非政府公报第３７１５８号（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ａｚｅｔｔｅＮｏ．３７１５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ｎ８１３６５０６／ｎ８１３６６０８／ｎ１１８８０５２６／１２３６１３６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０２／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０３８８４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２５．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４３２．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３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３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３８．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４６．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Ｎｏ．％２０４４８．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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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进口进行限制。①
此外，南非贸易工业部禁止进口特定类别产品，除非这些产品的进口获得南非国际
贸易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目前，南非对一些货物实施进口控制，这些货物包括二手
货、废料、灰、余渣，以及其他受质量标准限制的货物。②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关于电气通讯设备认证和标签要求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８ 月 ２７ 日，在 《电子通讯法案 ２００５》的基础上，南非独立通信管理局
（ＩＣＡＳＡ）在其政府官方公报上发布有关电气通讯设备型式认证和标签要求的框架指南
的第 ８８２ 公告。 型式认证框架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型式认证法规 ２０１３；标签法规
２０１３；技术法规；型式认证申请表格。
框架指南主要规定了申请型式认证的主体、型式认证的程序、采用的技术标准、认
证的有效期、认证费用、型式认证注册及供应商注册、标签要求、市场监管等方面的
要求。
型式认证可由制造商、进口商、分销商以及任何在南非注册的企业提出申请。申请
表格中应包含公司注册编号、邮寄地址、联系人以及联系电话。型式认证证书仅颁发给
在南非注册的企业。对于未经改动的设备，其型式认证的有效期不受限制。
电子通讯设备型式认证的标准主要采用ＩＣＡＳＡ 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发布的《电子通讯设
备技术标准法规》及２０１３年４月发布的该法规的实施条例中规定的技术设备和电子通
讯设备的技术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涉及设备的电磁兼容、安全以及性能方面的要求。
产品进行型式认证注册所需要的信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设备类型、设备种
类、商标名称、制造商、型号、原产国、工作频率范围，和／或无线设备的射频功率。 供
应商注册所需提供的信息包含但不限于企业名称、企业注册编号，和／或地址和联系
方式。
通过ＩＣＡＳＡ 认证的设备应根据《标签法规２０１３》的要求，在设备上加贴ＩＣＡＳＡ 认
证标识。标识应包含ＩＣＡＳＡｌｏｇｏ及ＩＣＡＳＡ 办法的认证编号。ＩＣＡＳＡｌｏｇｏ的最小尺
寸应为高３毫米，宽３毫米，且认证编号的高度应为１毫米，如下图所示。③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ａｃ．ｏｒｇ．ｚａ／ｄｏｃｓ／ＧＧ％２０Ｎｏ．％２０Ｒ．％２０２９２．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访问。
② 见 Ｔｈｅ２０１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ＮＴＥ）南非部分。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ｚｅｄ．ｃｏｍ／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２０１３０５／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１０４６６７．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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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贸易标签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第８２５号公告，依据南非《２００８年消费者
保护法》，要求几类特定货物的外包装上必须带有指定内容的贸易标签，该公告的内容
将自发布之日起６个月后开始实施。公告要求的几类货物包括深加工和独立包装的鲜
肉制品和肉干。贸易标签的内容包括货物名称、条形码、数量、品质、重量、计量标准、保
存、烹饪或食用方法、成分、来源等信息。①
（３）关于电子电气设备的强制性规范。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南非贸工部发布第 Ｇ／ＴＢＴ／Ｎ／ＺＡＦ／１７１号通报，通报对有关电子
电气设备的强制性规范 ＶＣ８０５５进行修订。ＶＣ８０５５规定了额定电压为５００Ｖ、交流或直
流、普通家庭个人使用及轻工业和一般办公用电源供电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安全和节能要
求。此类设备通常通过普通零售分销渠道销售。规范适用于以下类型的电气和电子设备：
第一，可以组合电机或加热元件的家庭及类似用途电器，包括商店、轻工行业和农
场普通个人使用的电器。
第二，音频、视频及相关信号接收、产生、记录或再现使用的电子设备，以及专门与
这些设备一起组合使用的设备。
第三，信息技术设备及其相关设备。
第四，与电光源一起使用的灯具。
第五，手持式电动或磁驱动工具。
第六，移动式电动或磁驱动工具。
第七，作为测试和测量设备、控制设备、教学设备和实验室设备使用的电气设备，包
括组合计算设备，工业过程控制设备除外。
本次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删除了 ＶＣ８０５５的范围（１．２（ｄ））中的以下语
句：“例如白炽灯、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二是在第三部分的要求中，增加了以下内容：
３．６（ｅ）使用 ＬＥＤ作为电光源的灯具应符合以下标准的要求：ＳＡＮＳ６０５９８１《灯具通用要求
和测试》、ＳＡＮＳ６０５９８对应的２ｓ部分的要求或ＳＡＮＳ１４６４２２《应急照明灯具》。②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的主要变动在于将 ＬＥＤ 电光源纳入了强制性规范的管制
范围。ＬＥＤ 作为一种新兴的节能环保产品，各国都在制定相关的法规及标准对其性能、
安全、能效等要求进行规范。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在了 ＬＥＤ 标准制定的前列。此次南非
对 ＶＣ８０５５的修订，体现出南非正在跟紧世界照明产业发展的节奏。

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３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南非共对中国产
品发起５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４８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１起，
保障措施２起。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ｄｔｉ．ｇｏｖ．ｚａ／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ＧＧＮｏ＿３６９６８＿２５．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ｔｍａｐ．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２５０４／２０１３／１２１８／２３１３３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３１３３３．ｊｓｆ，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２７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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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３年南非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１
２

立案时间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涉案产品
铜版纸（ｃｏａｔｅｄｐａｐｅｒ）
石墨电极（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４８１０１９９０
８５４５１１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表２ ２０１３年南非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情况表
编号

１

裁决时间

涉案产品
采取的措施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南非对原产于中国的无框镜作出反
无框镜
：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涉案产品征收４０．２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ｕｎｆｒａｍｅ
ｄｍｉｒｒｏｒｓ） 倾销终裁
的反倾销税，为期５年。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００９９１。

（二）投资措施变化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南非贸易工业部推出《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案》（ＢＥＥ）新条款，将黑
人企业在所有制中的比重提高到了 ４０％，技术培训、本地采购等项目所占比分明显
提高。①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南非出台《投资促进和保护法案》以代替实施多年的《双边投资条约
草案》，新法案废除了原草案中投资者享有的多项权利。②
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南非政府为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对部分产品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主要集中
在活动物及其制品、奶制品、酒精饮料、纺织品和香烟等，如对饮料和烟草征收最高
１２４％的关税，对纺织品征收最高１０００％以上的高关税。③
南非对卫星、地面、有线电视服务都规定了本地成份要求，外资占比不得超过２０％。
（二）投资壁垒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南非贸易工业部推出《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ＢＥＥ）新条款，将黑人
企业在所有制中的比重提高到了４０％，这使外国投资者面临巨大压力。
南非２００７年２月公布的《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中规定了强制性的“平衡计分卡”的计
分规则，企业如果要与政府进行交易，则必须严格遵守“平衡计分卡”的规定，并且总分较高
的企业享受优先采购权。这些强制性指标对外国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非对新设外国直接投资和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并购持开放态度，但对投资是
否影响当地就业和产业发展的审查非常严格。
① 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１０／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３６４１９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ｚ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３７８３７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ｗｔｏ．ｏｒｇ／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ＳＤＢＴａｒｉｆｆＰＦ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ＺＡ，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