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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盟玩具安全指令》、《生态纺织品标准１００》、《假冒药品指令》以及《木

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等一系列指令正式生效，大幅提高了相关出口企业的

生产和检测成本，也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定进行贸易救济体系改革，该

改革草案赋予欧委会在发现产业遭受到报复威胁时，可以依职权主动发起调查保护盟内产

业，并考虑放弃“低税原则”；对进口禽肉产品实行禽肉关税配额减让表修订方案。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和欧盟双边贸易额达５５９０．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

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３３９０．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自欧盟进口２２００．６亿美元，同比

增长３．７％；中国顺差１１８９．５亿美元，同比减少２．５％。

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家具、寝具、玩具、运动器材等，中国自欧盟进口的主要产品商品为核反应堆、锅炉、机械

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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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药品、塑料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公司在欧盟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５６．７亿美元，完成承

包工程营业额４３．３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４４３５人。经中国商务部核准或

备案，中国在欧盟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９％。２０１３年欧盟对

华投资新设立企业１４４０家，同比下降１５．２％；实际投入外资金额６４．９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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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新海关法典的实施，欧委会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启动《关于设立欧盟海

关２０２０（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行动计划》①。这一行动计划将持续７年，欧盟给出了５．４７３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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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访问。



元的财政预算。该计划旨在为欧盟各成员国海关的通力协作提供支持，使其办事效率

最大化，尽量避免相互工作上的不协调和配合不当，阻碍欧盟海关的正常运行。①２０１３

年９月１１日，欧洲议会采纳了现代化海关法典。该法典一经生效，即改名为欧盟海关法

典，其简化了欧盟海关程序并扩大了集中清关的范围。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统计②，欧盟２０１２年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ＭＦＮ）为５．５％，

略高于２０１１年５．３％的水平。根据ＷＴＯ定义的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

率为１３．２％，非农产品的关税为４．２％。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欧盟颁布了《关于修改第（ＥＥＣ）２６５８／８７号规则附件一的第（ＥＣ）

１３２６／２０１３号欧委会规则》③，发布了２０１４年海关关税表，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３）原产地规则。④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欧盟新原产地规则程序将会生效，新的自我认证体系（ｓｅｌｆｃｅ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将代替现有的原产地证书制度。为此，欧盟将采用注册出口商体系（ｒｅｇ

ｉｓｔｅｒｅｄ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Ｘ）。

届时，原先的由第三国权威机构出具证明的规则将修改为由出口商自行认证，出口

商将直接向其客户出示、提供原产地证明。申报的出口商需要在受惠国的主管机构注

册，从而方便出口后的管理。为了顺利启动该制度，欧委会将会与各受惠国主管机构联

系并指导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实际上，各受惠国需要建立一个注册出口商的电子档

案，由主管机构将该出口商信息发送到欧委会。欧委会将建立一个注册出口商的中心

数据库，受惠国已登记注册的出口商都会被录入该数据库中，在海关申报之前，进口商

可以免费查询其出口商是否是受惠国的注册企业。同样，欧盟出口商在出口双边累计

出口的产品时，也要在相关成员国的主管机构注册。相关受惠国在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截

止日期前仍不能彻底实施该制度的，可以额外给予３年的过渡期。

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欧盟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前的过渡期的行政合作的方式和方

法进行了规定。特别是对相关国家主管机构签发ＦｏｒｍＡ原产地证书进行了规定。

ＦｏｒｍＡ原产地证书的样本也出现了变化，对２００７版的背页注释做了调整，列出了接受

普惠制原产地证书ＦｏｒｍＡ的更新列表。普惠制使用的前提是受惠国实施并拥有必要

的行政框架，能够执行普惠制的原产地规则及相关操作程序，包括累计的相关安排。受

惠国主管机构必须与欧委会和欧洲各成员国的海关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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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程序规则强化了产品制造和出口商的责任。这些新的规定促使出口国的权威机

构减少原产证明的繁琐程序，重新聚合其资源来应对涉及原产证明的欺诈和滥用行为。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２日，欧盟出台两项新的指令：《关于修订２００６／１１２／ＥＣ的２０１３／４２／ＥＵ

号理事会指令》①、《关于修订２００６／１１２／ＥＣ的２０１３／４３／ＥＵ号理事会指令》②，分别对“快速

反应机制”和“反向收费机制”作出相关规定，前者用以快速落实行动处理大额增值税偷逃

行为；后者则是避免供货商在销售时将税费通过物价转嫁给消费者。两项指令的有效期均

自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止，重点用于手机、燃气、电力等产品。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实施的《关于修改和更新〈关于建立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控制体系

的第（ＥＣ）１３３４／２０００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４２８／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③，是目前欧盟在两用产

品及技术出口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依据。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战略性

出口管制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对两用产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适用，重新评价了在保障继续

履行维护安全等国际义务的同时，促进两用产品及技术在统一市场的自由转移。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１９９５年以来世界贸易发生很大变化，欧盟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一份绿皮书中曾试图

修改、改革贸易救济体系，但最终因分歧过多以失败告终。近年来，由于国家资本主义

崛起，欧盟认为改革现有机制势在必行。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欧委会在针对双反基本法运行情况的评估调研基础上，认为乌

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以后，双反基本法基本未做修订和更新，为了进一步促进贸易救济措

施现代化，欧委会出台欧盟贸易救济机制修改草案④，即《关于拟修订保护欧盟产业免受

非欧盟成员国倾销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１２２５／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及保护欧盟产业免受非

欧盟成员国补贴产品进口的第（ＥＣ）５９７／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的建议》。

在修改草案中，贸易救济措施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１）改革需要修改的立法内容。

第一，在进行征税２周前通知企业将要实施的任何临时的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提

高企业的可预见性。

第二，贸易救济措施实施５年后，若没有必要继续实施下去，则应向进口商偿还日落

复审期间征收的关税。

第三，产业遭受到报复威胁，但是未提出申请立案调查，欧盟有权通过（依职权）主

７１１欧　　盟

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１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１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ｌｉｂ／ｄｏｃｓ／２０１３／ｊｕｌｙ／ｔｒａｄｏｃ＿１５１５９４．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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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起调查保护盟内产业。

第四，通过对来自那些提供了不公平补贴，并造成其原材料市场结构扭曲的国家的

进口产品征收更高关税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阻止其他贸易伙伴参与某些不公平的贸易

措施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将背离其通常适用的“低税原则”，该原则将征收的额

外关税的程度严格限制在足以阻止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的范围内。

（２）其他的非立法建议。

第一，通过延长调查中涉及的相关期限使得调查中涉及的企业和贸易协会之间的

合作更趋便利化；

第二，完善对贸易流通的监管；

第三，允许依职权进行反规避调查，以确保对非法规避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做出快

速反应。

（３）欧盟贸易总司在其工作报告中提议在以下四个尤为复杂的领域制定“指南

草案”。　

第一，贸易救济措施的日落复审，即在该措施实施５年期末启动的调查，以确定终止

该措施后倾销和损害是否可能继续存在或再度发生。

第二，“欧盟利益评估”，即欧委会确定实施一项贸易救济措施是否符合欧盟的整体

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包括相关的国内产业的利益、进口商的利益、使用了进口产品的

产业的利益，甚至相关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损害幅度的计算，需要对倾销进口的数量和价格及其对盟内产业的影响进行

审查。

第四，“替代国”的选择，用于确定自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进口的产品是否存在倾销。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７日，在八国集团峰会期间，美欧宣布正式启动ＴＴＩＰ谈判，拟建成世界

上最大的自贸区。这将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根据目前的谈判

进展，双方拟谈判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领域、服务业、能源和原材料产业的开放和相关产

业监管合作的一系列问题、技术壁垒、医疗措施、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以及中小企业相关的

话题、还有关税、可持续发展以及劳工与环境保护问题和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标准等。

ＴＴＩＰ是在中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进行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因此

其对中国的影响非同小可。

２．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ＢＩＴ）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欧洲理事会正式授权欧委会代表欧盟国家启动与中国的投资

协定谈判。②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１６届中欧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发表了《中欧合作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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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①，对双方在投资与贸易领域内谈判的目标进行了概括：商谈并达成一份全面的

中欧投资协定，涵盖双方各自关心的问题，包括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中欧投资协定有助

于逐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并为双方投资者进入各自市场消除投资限制。通过确保双方

长期可预见性的市场准入，为双方投资者提供更为简单、安全的法律环境，并为投资者及其

投资提供有力保护。中欧投资协定将取代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

目前而言，要谈判的ＢＩＴ模板中将包括投资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国有企

业的透明度等事项。粗略地看，投资保护更多体现的是中国诉求，国有企业的透明度更

多体现的是欧盟的诉求，而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环境具有明显的共赢性。

中欧ＢＩＴ谈判的关键部分是市场准入内容：中欧ＢＩＴ试图建立对称的市场关系，即

中欧企业应该享有进入对方市场的同等机遇。

３．上市公司透明度指令②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与欧洲议会已就加强上市公司透明度的

指令达成协议。欧盟理事会表示，该指令是对现行的“透明度指令”的补充。

与现有指令相比，新的指令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一是简化发行方职责以

便吸引更多中小型企业前来融资；二是提高了关于披露公司股东情况的透明度要求，例

如指令明确了对来自第三国的发行方的披露要求；三是对违反透明度要求的行为规定

了足够的惩戒措施。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知识产权③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欧委会推出欧盟商标系统改革法案，对１９８９年的《欧盟商标法

指令》、１９９４年的欧盟跨国商标法律制度《共同体商标注册条例》、１９９５年的欧盟“内部

市场协调局”《商标注册收费规定》进行修改，修改内容主要集中在四方面：一是简化和

统一商标注册程序；二是修改已经过时的商标法条款，删除模糊不清的条款，明确商标

权；三是改进打击过境欧盟假冒商品的方式；四是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欧

盟商标注册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促进措施的一致性以及操作的一致性。

法案预计于２０１４年正式实施。法案修改后，今后在欧盟申请注册商标将更简便、更

经济，商标保护将更加有效，假冒商品过境欧盟国家将被查处得更加严格。

２．税收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５日，为了进一步减少欧洲的避税问题，欧委会提出了修改企业税法

提案。④这项提案将消除一些跨国公司避税的漏洞，公司将不能再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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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的不同，通过资金在集团内的调配来实现避税。这一提案的结果将确保跨国

公司在欧盟单一市场内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并鼓励诚信经营，避免过度的税务筹划。

根据提案，各成员国最迟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执行此项税务规则。

３．政府采购

（１）《政府采购协议》修订。①

２０１３年４月，欧委会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交《政府采购协议》（ＧＰＡ）修订文本。欧

洲议会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通过该修订文本。修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增加国际公共采购规则的透明度：ＧＰＡ成员方的国际公共采购规则将受到更

多的透明度要求，这些规则同欧盟的政府采购法大致相似，以公平性和透明度著称。

第二，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的机会：欧盟将市场准入扩展至中央实体级别。

第三，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和受益提供便利：修订后的文本扩大了服务类采购范

围，取消了旧文本中的某些歧视性条款。

（２）针对中国政府采购的“报复性立法”。②

２０１３年６月，欧盟针对中国政府采购的“报复性立法”完成。

早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欧盟最高级别贸易官员就提出立法建议，以“报复”不开放市场

的国家，确保欧洲企业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采购中能有一席之地。根据议案，欧盟企

业如果认为在某国政府采购过程中受到歧视，可向欧委会提出申诉，委员会将展开调查

或与之谈判，如果仍然无效，可限制该国企业参与竞标欧盟政府采购项目。同时，负责

审批政府采购合同的部门在对欧盟进行报告后，有权拒绝海外企业５００万欧元及以上额

度的政府采购合同。

４．共同农业政策（ＣＡＰ）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欧委会通过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一揽子协议，本次改革旨

在为欧盟未来７年（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设定新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更

加公平的农民收入分配方案和更加有效的农村发展政策促使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更加绿

色，更加有的放矢。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直接支付；欧盟单一市场；农村发展建

设；水平管理。

同时，为了进一步开拓欧盟的农业市场，并贯彻“享受欧盟制造”的口号，同时帮助

农业部门进入国际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欧盟产品，欧委会于１１月２１日，发布欧洲

农业及农产品促进政策草案，旨在建立欧盟推广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

对第三国和多国的项目，实行更高的合作融资率：将合作融资率从５０％提高至６０％。第

二，在成员国市场内，扩大欧盟质量体系的宣传，减少消费者对欧盟农产品的认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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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解欧盟农产品的优点。其具体措施包括：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产品的原产地及

品牌进行标识；扩大包括生产者组织在内的受益者；增加获得欧盟质量体系认可的资格

范围，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例如，意大利面；简化行政程序及管理程序。

５．共同渔业政策（ＣＦＰ）①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０日，欧盟共同渔业政策改革向前迈进了一步，欧洲议会与各成员国

部长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２０１５年“在可能的情况下”禁止丢弃渔获及２０２０年恢复渔业

资源可持续水平的共同渔业政策改革协议。该协议一方面有助于结束长期以来欧盟成

员国部长们热衷于对捕捞配额讨价还价，逐步杜绝成员国丢弃渔获造成大量渔业资源

浪费的行为；另一方面有助于根据科学建议合理设置捕捞配额，改变成员国将短期利益

置于渔业长期健康发展之上的做法，将推动未来１０年内渔业资源增加１５００万吨。该协

议将由欧盟各国政府批准及欧洲议会全会通过后于２０１４年全面实施。

６．碳排放

（１）汽车。②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欧洲议会与欧盟成员国代表达成一项非正式协议，欧盟成员国

同意欧洲议会提出的更严格控制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法律草案。

根据新协议，欧盟提出了分步实施新标准的方案，２０２０年销售的新车需９５％达标，

２０２１年的新车必须１００％达标。除此之外，协议还对“超级信用”政策做出了调整。生产

低排放量汽车的制造商，如电动汽车制造商，可以获得更多的“信用”，如此一来它们可

以继续生产排放量更高的汽车。“超级信用”的上限也从此前的每年２．５克调整为２０２０

年至２０２２年间的总上限为７．５克，这意味着汽车制造商有了更多自由，它们可以选择在

新协议实行的第一年就用掉所有信用额度。

（２）海运。③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欧盟正式推出海运领域碳排放监管草案。该草案旨在从２０１８

年起对船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强制监测，以减少海运业排放对气候的破坏。该草案

要求，停靠欧盟港口的超过５０００总吨的船舶，要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强制年度报告。

该项草案由欧委会作出，将适用于所有停靠港口的欧盟船舶，不论船籍，同时船东需要

提供船舶的信息，如船舶的能效指数等。

（３）航空。④

２０１３年４月，欧盟决定暂停执行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下往返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

家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运行的航班，而欧盟成员国间则继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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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欧委会宣布提议修改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次修改将从２０１４

年１月１日生效，直到２０２０年在国际航空碳排放交易领域建立起全球市场机制。这次

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保证欧洲经济区内所有航空碳排放都纳入体系；

第二，往返除最不发达和低收入国家外的第三国航空碳排放根据航行距离部分纳入到

体系；第三，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间，只要排放未发生在欧洲经济区，往返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

的航班将享有一般豁免；第四，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往返非发达国家且排放

低于全球航空排放１％的航班享有全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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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２日，为应对高糖价和糖供应短缺现象，欧盟颁布第４７０／２０１３号欧委

会执行规则，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增加４０００００吨工业糖的免税

进口配额。①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起，欧盟最新版地理标志保护法规———《关于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规

划条例》（欧盟条例第１１５１／２０１２号）生效并实施。②新法规将地理标志保护作为欧盟的

质量政策，缩短了审查程序，提升了保护水平，明确了监管体系建设和要求。欧盟相关

法律的调整将为我国已在欧盟实施保护的１０个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会。

欧盟新版地理标志保护法规对地理标志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措施。与之前的

法律法规相比，新版法规的变化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新版法规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建

立了一个专门的明确监管体系，对每个获得保护的产品实施监控计划，进行全过程的质

量监管。新法规另外三个方面的变化分别是：简化了申报、批准程序，缩短了办理时间；

统一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由自愿使用改为强制使用；与第三国的产品互认由单个产品

申报改为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进行互认。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根据ＷＴＯ官网统计，２０１３年欧盟向ＷＴＯ发布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ＷＴＯ／ＴＢＴ

通报）共１０７件。这些发布的通报及其对应的在欧盟官方公报正式公布的技术规则主要

涉及以下九大类产品：汽车、铁路工程、船舶建造、化学品、玩具、家用电器、通信、烟草、

食品和农产品等等。其中，受关注较多的措施有：

（１）新化妆品指令。③

第一，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开始，欧盟化妆品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２３／２００９正式实施。该

２２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４

①

②

③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３６：０００９：０００９：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２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２：３４３：０００１：００２９：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２０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０９：３４２：００５９：０２０９：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１３日访问。



指令简化了欧盟对化妆品的要求，使其成为单一法律，删除了可能在成员国执法过程中产

生分歧的内容。与原指令相比，新指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化妆品通报只需递交给

由欧委会和欧洲化妆品协会（ＣＯＬＩＰＡ）联合开发的数据库，而不是现在的各个成员国。另

外，企业需要自行通报并保存相关文件，而不是由行业协会代管；根据原指令已经通报的产

品，也需要提供符合新规则的化妆品安全报告和产品资料档案（ＰＩＦ）。在最后一批产品投

放市场后，产品资料档案由责任人保存１０年；进口至欧洲经济区（ＥＥＡ）市场的化妆品必须

标明原产国。最短有效期日期前的文字“有效期至”将由计时器标志取代。如果开启后有效

期无关紧要，则无需注明开启后有效期。成分表中纳米材料的名称后应带有“（ｎａｎｏ）”字样。

化妆品新条例对进入ＥＥＡ的化妆品的要求趋严，业界应对此提起关注。新化妆品

条例主在安全报告制度、责任人的义务、产品的通报、对纳米材料的要求这几方面的要

求均有所提升。

第二，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欧盟发布对于化妆品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２３／２００９的修订条例

（ＥＵ）Ｎｏ．６５８／２０１３。①在修订条例中，针对附件ＩＩ，新增添了Ｎ１烯丙基２硝基苯１，４

二胺及其盐；针对附件ＩＩＩ，新增添了Ｎ，Ｎ双（２羟乙基）对苯二胺硫酸盐等１９种物质，

修订了４硝基邻苯二胺等９种物质。

此外，该修订条例将“化妆品”定义为：用于人体外部任何部位或牙齿及口腔粘膜的

物质或制剂，主要起到清洁香化或保护作用，以达到保持良好状况美容或消除体臭的目

的。因此，在此定义下，防晒霜、部分口腔清洁产品和肥皂在欧盟均属于化妆品，而这些

产品在美国属于非处方药（ＯＴＣ）。业界需要对此予以重视。

（２）欧盟玩具安全指令。②

欧盟新玩具指令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格、最苛刻的玩具法规，该指令自２００９年６月

３０日正式发布以来，一直是玩具企业关注的焦点。关于化学之外的所有要求已于２０１１年７

月２０日后生效，而涉及化学（如亚硝胺和亚硝胺化合物）的要求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生效。

新玩具指令全面提高了玩具检测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化学安全要求中对可迁移重金属元素的限制从原有的８种增加到１９种，还

大幅降低了其中大部分元素的限量。另外，对致癌、致突变、致畸物质和致敏性芳香剂

等也作了禁止或严格限制。

第二，新指令在机械和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电安全及卫生、警告语等方面显示出重

要的变化，其中对安全的要求大幅加强，特别是化学性能和电性能的要求等；增加了食

品中的玩具警告等内容。另外在ＣＥ标志和合格评定方面也做出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

制造商具有危险分析的义务。同时，新指令未来有可能在不被视为玩具的产品如香水

等也作化学元素迁移限量，供３岁以下儿童或与口接触的玩具化学元素也将作特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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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另外，对ＣＭＲ物质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和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玩具适用儿童年龄组的区分，类似前面提到的警告语应明确标

示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小孩使用，这方面可以参看ＣＲ１４３７９：２００２（玩具分类），里面有很

详细的条款说明哪些玩具适合３岁以上、哪些适合３岁以下小孩适用的。同时，供３６个

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设计和生产必须保证其能够得到清洁，且洗涤后，玩具必须满

足同样的安全要求。

（３）食品安全指令。

第一，食品添加剂。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欧委会通过两部进一步规范食品香精使用的规则，即欧盟第

８７２／２０１２号①和第８７３／２０１２号②。第一项措施为建立一个已批准食用香料物质共同列

表；第二项为其他食用香料过渡性措施。只有批准列表上的食用香料物质才被允许在食品

行业中使用。众所周知，食用香料物质被用于改变食品味道和／或气味，在各种食物中的安

全使用已有悠长历史，如软饮料、糖果、谷物食品、蛋糕和酸奶等，而现在对其安全性的评估

已上升到了欧盟层面。这两部规则旨在使欧盟境内食用香精的使用更安全、更具透明度。

它是实施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通过的欧盟（ＥＣ）第１３３４／２００８号规则框架的重要里程碑。

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起，欧盟新的授权食品添加剂列表已生效，此前的欧盟指令也将

被该列表所替代。

新的欧盟授权食品添加剂列表根据欧委会规则（ＥＣ）Ｎｏ．１１２９／２０１１建立，其使用条

件在欧盟（ＥＣ）食品添加剂第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号规则附件二中列出。只有包括在欧盟授权的

食品添加剂列表中的食品添加剂才能在特定条件下使用。新的欧盟添加剂列表将进一

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向食品经营者提出更多的责任。

第二，食用香精新规则。

Ａ．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日，欧委会发布第８７２／２０１２号规则，将（ＥＣ）Ｎｏ．２２３２／９６号条例

中的食用香精香料清单并入（ＥＣ）Ｎｏ．１３３４／２００８号条例中的附件１，并同时废止欧委会

（ＥＣ）Ｎｏ．１５６５／２０００条例与１９９９／２１７／ＥＣ号决议。③该新规定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起实

施，适用于所有成员国。

新清单包含２１００多种允许使用的食用香精新清单，未列入的香精在１８个月过渡期

后将不再允许使用。此外，４００种长期以来被使用并被其他科研机构断定为安全的食用

香精在欧洲食品安全局做出最终评估结论前将暂时可以在市场上出售。

Ｂ．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欧盟发布第５４５／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修订了（ＥＣ）Ｎｏ．１３３４／２００８号

食用香精香料规则，禁止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作为食用香料用于食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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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禁止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作为食用香料投放市场或用于食品；禁止含

有香料物质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的食品投放市场，禁止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

作为香料进口或含有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的食品进口。对于在本规则生效前上

市的含有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的食品可在其保质期内进行销售；本规则生效前进

口的含有２，５二甲基３乙酰基噻吩的食品不适用于本规则。

第三，婴儿配方食品。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欧盟发布２０１３／４６／ＥＵ号委员会指令①，修订２００６／１４１／ＥＣ号指

令，批准羊奶蛋白质作为婴儿配方食品和较大婴儿配方食品的蛋白质来源。最终产品在面

市之前应符合２００６／１４１／ＥＣ号委员会指令下的营养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应于２０１４年２月

２８日之前实施新规。根据２００６／１４１／ＥＣ号委员会指令，婴儿配方奶粉和较大婴儿配方奶

粉的基本配方必须满足婴儿健康的营养需求，并有可接受的科学数据来证明。蛋白质是该

要求主要关注的部分。单独的牛奶蛋白质和大豆蛋白质或其混合物允许在婴儿配方奶粉

和较大婴儿配方奶粉中使用，而水解蛋白只准许在婴儿配方奶粉中使用。

第四，转基因食品与饲料。

２０１３年６月９日，欧盟发布委员会实施条例（ＥＵ）Ｎｏ．５０３／２０１３，该条例根据欧洲议

会及理事会条例（ＥＣ）Ｎｏ．１８２９／２００３，发布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授权申请规定，并修订委

员会条例（ＥＣ）Ｎｏ．６４１／２００４及（ＥＣ）Ｎｏ．１９８１／２００６。②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该实施条例正式生效。同日，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还更新了

转基因植物授权申请提交指南，为申请人按照（ＥＣ）Ｎｏ．１８２９／２００号法规提交欧盟转基

因植物申请提供指导。由于实施条例（ＥＵ）Ｎｏ．５０３／２０１３仅包含了用于食品饲料的转基

因植物申请，不包含转基因植物在欧盟的种植申请，因此欧盟ＥＦＳＡ新发布的指南着重

于分子描述、食品饲料安全性评估等相关部分。目前，只有有限的几种转基因谷物和转

基因食品获得了进入欧盟的许可证，而一些欧盟成员国完全拒绝转基因食品入境。

（４）新能源效率指令（ＥｒＰ）。

２０１３年，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了８个ＥｒＰ生态设计及能效标识实施条例，主要产

品包括热水器、空间加热器、计算机和计算机服务器、吸尘器、网络待机和咖啡机、家用

烤箱、灶具和抽油烟机。下面就两个重要的指令进行介绍。

第一，计算机和计算机服务器。③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欧盟正式发布了关于计算机和计算机服务器的ＥｒＰ指令实施条

例（ＥＵ）Ｎｏ．６１７／２０１３。该实施措施是ＥｒＰ框架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下关于计算机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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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服务器产品的具体生态设计要求，规定了计算机和计算机服务器产品的最低能源

效率和信息的要求。该实施措施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起正式生效，不符合该要求的产品

将不允许在欧盟市场销售。

本条例适用于所有从交流电网取电，包括通过外部或内部电源供电方式的以下计算

机和计算机服务器产品：台式计算机、一体式台式机、笔记本计算机（包括平板电脑、移动式

瘦客户机）、台式瘦客户机、工作站、移动工作站、小型服务器、计算机服务器；不适用于刀片

系统及其配件、多节点服务器、超过四个处理器接口的计算机服务器、游戏机控制器、扩展

坞等。实施条例还对各对计算机及计算机服务器产品进行了定义，其中明确将能源之星计

算机规范Ｖ５．２中未考虑的只带触摸屏的平板电脑纳入笔记本计算机的范畴中。

第二，网络待机生态设计①。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欧盟正式公布关于网络待机生态设计要求的修订条例（ＥＵ）Ｎｏ．

８０１／２０１３，对ＥｒＰ指令下待关机实施条例（ＥＣ）Ｎｏ．１２７５／２００８及电视机实施条例（ＥＣ）

Ｎｏ．６４２／２００９进行修订。该修订条例规定了网络设备的生态设计要求（主要是网络待机

功耗）、咖啡机的生态设计要求，以及网络电视的网络待机生态设计要求。

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咖啡机产品自动切换到待机／关机／低功耗模式和状态的延

迟时间应为：

家用滴式过滤咖啡机（保温壶）完成最后一次煮咖啡周期后的时间不超过５分钟，或

者完成除垢或自清洗过程后的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

家用滴式过滤咖啡机（非保温壶）完成最后一次煮咖啡周期后的时间不超过４０分

钟，或者完成除垢或自清洗过程后的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

家用非滴式过滤咖啡机完成最后一次煮咖啡周期后的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或激活

加热元件的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或激活茶杯预热功能的时间不超过６０分钟，或者完成

除垢或自清洗过程后的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

此外，修订条例对产品信息要求、制造商提供的信息（网络设备和每种类型的网络

端口）、验证程序和标杆进行了补充。譬如，在产品信息要求中增加了“如何激活和关闭

无线网络端口的指南”；在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中，增加了关于网络设备和每种类型的网

络端口的信息。

（５）活性物质残留限量。

第一，药理活性物质。

２０１３年，欧盟发布５个规则，对欧委会第３７／２０１０号规则进行修订，扩展了部分药

理活性物质作为兽药使用的动物种类，同时制修订了相关残留限量。具体修订如下：

Ａ．莫能菌素。欧委会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发布第５９／２０１３号规则②，对莫能菌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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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产品中限量进行修订，将限量由２ｐｐｂ、１０ｐｐｂ、３０ｐｐｂ、２ｐｐｂ、２ｐｐｂ分别修改为

２ｐｐｂ、１０ｐｐｂ、５０ｐｐｂ、１０ｐｐｂ、２ｐｐｂ。该规则已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生效。

Ｂ．地克珠利。欧委会于２０１３年２月８日发布第１１５／２０１３号规则①，允许地克珠利

作为兽药治疗禽球虫病和原虫病，但不得用于产蛋禽。该规则同时规定了地克珠利在

禽产品中的残留限量，分别为５００ｐｐｂ、５００ｐｐｂ、１５００ｐｐｂ、１０００ｐｐｂ。该规则已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生效。

Ｃ．乙酰氨基阿维菌素。欧委会于２０１３年２月８日发布第１１６／２０１３号规则②，允许

其用于绵羊和山羊，该规则同时规定了乙酰氨基阿维菌素在绵羊和山羊中的临时残留

限量，分别为５０ｐｐｂ、２５０ｐｐｂ、１５００ｐｐｂ、３００ｐｐｂ、２０ｐｐｂ。该临时限量执行至２０１４年

７月１日。该规则已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生效。

Ｄ．莫奈太尔。欧委会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９日发布第３９４／２０１３号规则③，允许其用于

产奶羊，该规则同时规定了莫奈太尔在羊奶中的残留限量，为１７０ｐｐｂ。该规则于２０１３

年６月２９日生效。

Ｅ．波尼松龙。欧委会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发布第４０６／２０１３号规则④，允许其用于马

科动物。该规则同时规定了波尼松龙在马科动物产品中的残留限量，分别为４ｐｐｂ、

８ｐｐｂ、６ｐｐｂ、１５ｐｐｂ。该规则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３日生效。

第二，精神活性物质。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１日，欧盟公布关于新精神活性物质规则提案（ＣＯＭ（２０１３）６１９）的最

终文件。

本提案允许“新精神活性物质”（即“合法兴奋剂”），作为国际管控药物的合法替代

品在市场上销售。

该提案规定了新精神活性物质在欧盟的自由流动原则，但仅适用于商业、工业用途

及科学研究和开发目的。同时还提出了批准规则，对这些物质引起的风险分等级按比

例校准，确保这些物质的合法使用及研究工作不受阻碍。依照提案，当这些物质由于人

类消费导致健康、社会和安全风险而引起欧盟的关切时，欧洲毒品及毒瘾监测中心

（ＥＭＣＤＤＡ）和欧洲刑警组织（Ｅｕｒｏｐｏｌ）应起草一个关于此物质的联合报告。基于联合

报告，欧委会决定是否要求科学评估此物质的风险。如果联合报告显示此物质对公众

健康产生直接风险（如高毒性导致欧洲人员死亡），欧委会也可下达临时市场禁令，禁止

在１年内向消费者销售此物质，但此物质的合法使用（如用于工业或研究）不受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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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消费者在此物质的风险评估期间受到保护，也不妨碍此物质的工业、商业或科学使

用。对严重风险物质的禁令可以附带国家层面提出的刑事措施。各成员国必须在１年

内批准必要的法律法规，使此类物质适用于违法药物的刑事规定。

（６）欧盟建材认证新指令（ＣＰＲ）。①

２０１３年７月，欧盟建筑产品规则（ＣＰＲ，第３０５／２０１１号委员会规则）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作为欧盟的统一性能评价方法之一，为了确保建材材料性能的安全可靠，该规则对

建筑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程序要求及技术语言将更精准、更透明、更严谨。该规则保留

了原先规则的核心要素，同时也避免了各地规则的差异，避免了测试及认证的复杂和费

时。而相比原先规则，ＣＰＲ规则对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性信息做出了要求，具体为以

下七点：防火安全；使用安全；节能及保温；机械阻力及稳定性；卫生、健康与环境；噪音

防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７）蔬菜水果销售标准。②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１日，欧盟公布第５９４／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规定了所有新鲜蔬菜和水

果（ＦＦＶ）的一般和特殊销售标准。该规则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所有未加工的ＦＦＶ的销售标准由欧盟第１２３４／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标准和欧盟第

５４３／２０１１号委员会规则标准共同规定。不包括在特定销售标准中的ＦＦＶ必须符合规

则附件一Ａ部分中的一般市场标准。欧盟第５９４／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对销售标准进行

了以下修订：

第一，确保适合当地消费但不符合欧盟销售标准的产品可在当地市场上销售。这

些产品可在成员国要求后通过委员会决议从欧盟销售标准中豁免。

第二，根据实施规则欧盟第５４３／２０１１号委员会规则第十五条，经检查符合要求，第

三方国家允许发放有关所有水果和蔬菜的合规证书。

第三，为了实现可追溯性，对一般销售标准进行修订，可对水果和蔬菜的生产商进

行更好的识别。

第四，与ＵＮ／ＥＣＥ有关苹果和梨的新标准保持一致。此外，为采纳针对某些橘子

（不包括无核小蜜橘和克莱门氏小柑橘）的ＵＮ／ＥＣＥ标准留有时间。

第五，批准以色列根据欧盟第５４３／２０１１号委员会规则进行合规检查，但覆盖地区有限。

（８）报废汽车指令。③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欧盟发布第２０１３／２８／ＥＵ号指令，修订报废汽车指令（第２０００／

５２／ＥＣ号指令）中关于豁免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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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豁免规定罗列了多项内容，主要有：推出一项新豁免，涉及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前获批准的汽车种类及其零备件，即陶瓷介电材料电容器的铅及含铅化合物，而有关电

容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少于１２５ＶＡＣ或２５０ＶＤＣ；规则附件二列出若干豁免规定的适

用范围及届满日期，电池内的铅及含铅化合物将于２０１５年重新进行豁免规定审核；铅含

量以重量计不超过０．４％的铝合金，铅含量以重量计不超过４％的铜合金，将于２０１５年

进行豁免规定审核。

（９）电池和蓄电池指令。①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欧盟理事会采纳了有关电池和蓄电池指令（２００６／６６／ＥＣ）的修

订指令，旨在随着替代品逐渐进入市场，逐渐减少镉和汞在环境中的排放量。新指令扩

展了原先的禁令，禁止含镉超过０．００２％的便携式电池和蓄电池以及含镉的用于无绳电

动工具的蓄电池投放市场。为了使回收行业和消费者适应相关替代技术，该禁令将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开始实施。

新指令也禁止销售按重量计汞含量小于２％的纽扣电池，该禁令将从指令生效后的

２１个月后适用。

电池和蓄电池在各自的禁令前依法投放市场的，可继续适用直至库存售尽。新指

令将在通知公布于欧盟官方公报的２０天后正式生效。各成员国有１８个月的时间将其

纳入国家立法。

（１０）《生态纺织品标准１００》。②

欧盟自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生态纺织品标准１００》（ＯｅｋｏＴｅ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０）。该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影响最广的生态纺织品标签，用以检测

纺织和成衣制品在影响人体健康方面的指标。

“生态纺织品”是指那些采用对周围环境无害或少害的原料制成的并对人体健康无害

的纺织产品，整个制造的生态链条中都要环保。与旧版本相比，新版标准针对适用的测试

项目、限量值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和扩充，提高了纺织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槛。其主要包括：

第一，增加了针对邻苯二甲酸盐ＤＰＰ的管控，儿童产品由原先的１１种邻苯二甲酸

盐增加到１２种，成人产品由８种增加到９种邻苯二甲酸盐的管控。

第二，增加了高度关注物质（ＳＶＨＣ）“富马酸二甲酯ＤＭＦｕ”的要求，限量值为０．１ｍｇ／ｋｇ。

第三，增加了纤维制品生产环节中有机溶剂残留二甲基甲酰胺ＤＭＦ的限制，限量

为０．１％。

第四，调整了可萃取重金属—镍释放量、多环芳烃、表面活性剂等物质的限量要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该标准已经达到了食品生产的要求。

（１１）烟草指令。③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８日欧盟发布通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公布关于统一各成员国有关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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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及相关产品生产、展示和销售的法律、规则和管理规定的指令提案（ＣＯＭ（２０１２）７８８

ｆｉｎａｌ），将替代现行的烟草制品指令（２００１／３７／ＥＣ）。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要求香烟和手工卷制的雪茄烟包装正面和背面的７５％为组合的健康警告（文

字和图画），以及一般的警告和信息，在烟草制品和吸烟用的草药制品的包装上禁止促

销和误导成分，并且在烟草包装上包括戒烟信息。

第二，要求烟草制品至少以２０支香烟的包装销售，手工卷制的雪茄烟的包装应当含

有至少４０克的烟草。

第三，禁止投放欧盟市场以味道为特征的香烟、手工卷制的雪茄烟和无烟烟草制

品，禁止添加某些与健康益处、活力和能量相关的添加剂，并且禁止具有增加的毒性和

成瘾的产品。

第四，要求所有的香烟、手工卷制的雪茄烟配有一个能够对其跟踪并在整个欧盟追

踪，以及具有安全特征的唯一的标识符。

第五，要求只有授权作为医药产品，并且要求此类产品低于阈值健康警告的，含有

超过一定阈值尼古丁的无烟草产品才允许投放欧盟市场。

第六，要求吸烟用草药制品带有健康警告。

（１２）生物杀灭剂（ＢＰＲ）法规。①

欧委会生物杀灭剂第５２８／２０１２号规则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此规则将

取代已运行１１年的欧盟生物杀虫剂指令（９８／８），但９８／８指令先前已批准的活性成分仍

然可以继续上市，直到登记许可过期。

ＢＰＲ规则在ＢＰＤ指令的基础上将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纳入监管范围之内，旨在加

强对欧盟市场上的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监管。

第一，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

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Ｂｉｏｃｉｄａｌ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Ａ）指已被处理或有意含有一种或

多种生物杀灭产品的任何物质、配制品或物品。以下两种情况不属于ＴＡ：其一，食品、

药品、化妆品会用到防腐剂处理，但此类物品不属于ＢＰＲ法规监管下的ＴＡ范畴；其二，

对物品的前体或是用于存储或运输的容器进行生物杀灭剂熏蒸或是消毒处理，但在终

端产品中没有处理用生物杀灭剂残留，那么该物品不属于ＴＡ。

第二，属于ＢＰＲ法规下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的产品。

根据ＢＰＲ法规中ＴＡ的定义及法规适用条件，ＴＡ将涵盖诸多行业及其产品，包

括电子电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橡胶、塑料制品、家具家居用品以及涂料、油漆或乳液

制品等生活中常见的物品。ＴＡ可能是终端消费品，也可能是工业原料，所以涉及整

个产业链：比如沙发生产企业，需要从上游企业购买皮革，纺织、纤维面料，木材，油

漆，粘胶剂等材料，且这些材料可能都经过生物杀灭剂处理，也属于ＴＡ，所以出于产

业链中每一个企业都需要关注ＢＰＲ法规，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足够的法规信息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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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第三，ＢＰＲ法规对生物杀灭剂处理物品的基本要求。

其一，对物品进行处理的生物杀灭剂中所有活性物质都必须被包括在ＢＰＲ第９条

规定的清单中（且符合相关的产品类型及使用条件）或在ＢＰＲ附件Ｉ中（且符合所有的

条件和限制要求），否则该ＴＡ不得投放市场。

其二，当ＴＡ符合以下情况时，其制造商和进口商需要为处理物品加贴标签：

当被处理物品有生物杀灭的性能时；当受到批准的活性物质在用于处理物品时，需

要提供完整具体的标签来保护公众健康或环境。

（１３）调整与环保标签有关的收费。①

欧委会发布的第７８２／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已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４日生效，调整与欧盟环

保标签（Ｅｃｏｌａｂｅｌ）有关的收费。

取得欧盟环保标签的产品和服务，其生命周期（由获取原材料到生产、使用和弃置）

对环境影响较小。欧盟环保标签在欧洲和欧洲以外都获得承认。

（１４）ＲＥＡＣＨ法规持续修订。

ＲＥＡＣＨ法规从２００８年起正式实施已走过了第５个年头，欧盟对其修订和更新却

从未停止，以下对其在２０１３年重要的更新及实施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附件ＸＶＩＩ的修订。②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４日，欧盟发布了条例（ＥＵ）Ｎｏ．１２６／２０１３，附件ＸＶＩＩ中的第６项（关

于石棉纤维）、第１６项（关于铅的碳化物）、第１７项（关于铅的硫化物）等进行了修订，此

外，对于附录４、６、１０均有修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条例（ＥＵ）Ｎｏ．１２７２／２０１３，将ＲＥＡＣＨ法规附件ＸＶＩＩ的ＰＡＨ

限制条款（即附件ＸＶＩＩ中的第５０条）新增了５—８条。该限制条款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

日起实施，其中提出了包括运动器材、服装等在内的物品中的任何橡胶或塑料部件能直

接的长期或短期持续与人体皮肤或口腔接触，且其含有ＰＡＨｓ列表中ＰＡＨｓ的量超过

１毫克／千克（０．０００１％）不得投放市场供公众使用。玩具橡胶或塑料组件与人体皮肤或

口腔直接的长期接触或短期重复接触，且其含有ＰＡＨｓ列表中ＰＡＨｓ的量超过０．５毫

克／千克（０．００００５％），则该物品不得投放市场供公众使用。此两项不适用于首次投放市

场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前的物品。③

第二，注册等收费标准变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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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了委员会实施条例（ＥＵ）Ｎｏ．２５４／２０１３，

其修订了条例（ＥＣ）Ｎｏ．３４０／２００８（关于ＲＥＡＣＨ法规的收费）。总体来看，修订后注册

等需要提交的费用较之前未修订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基于ＲＥＡＣＨ法规第６、７或

１１款提交的费用标准改为：物质吨位在１—１０吨的费用为：ＥＵＲ１７１４（单个提交）和

ＥＵＲ１２８５（联合提交）。

第三，受限清单的添加①。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８日，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委员会条例（ＥＵ）Ｎｏ．３４８／２０１３，将以下８

种物质添入附件ＸＩＶ（即授权方可使用的物质）中。目前，附件ＸＩＶ中的物质已有２２

种。新添加的８种物质为：三氯乙烯、三氧化铬、三氧化二铬及其低聚物产生的酸（包括

铬酸、二铬酸和铬酸及二铬酸的低聚物）、二水（合）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重铬酸铵、铬酸

钾、铬酸钠。

此外，２０１３年９月，ＥＣＨＡ在其官网上发布了ＲＥＡＣＨ法规两项受限物质供公众

咨询，一旦正式确定，则其将列入ＲＥＡＣＨ法规附件ＸＶＩＩ中。公众意见咨询截止日期

为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８日。这两项物质分别为：１甲基２吡咯烷酮（ＮＭＰ）；壬基酚（直链和

支链）、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第四，ＳＶＨＣ物质的添加②。

２０１３年６月和１２月，ＥＣＨＡ分两批（第九批和第十批）将１３种物质列入ＳＶＨＣ清

单中。截至目前，ＳＶＨＣ清单中共有１５１种物质。２０１３年新发布的两批１３种物质为：

镉、氧化镉、十五代氟辛酸铵盐（ＡＰＦＯ）、全氟辛酸（ＰＦＯＡ）、邻苯二甲酸二正戊酯

（ＤＰＰ）、乙氧基化壬基酚（分支的或线性的）（包括含有９个碳烷基链的所有直链和支链

的结构）、硫化镉、邻苯二甲酸二己酯、ＣＩ直接红２８、ＣＩ直接黑３８、亚乙基硫脲、铅底（醋

酸）、磷酸三二甲苯酚。

（１５）欧盟医疗器械立法重大修订。③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欧委会正式发布了委员会执行条例（ＥＵ）Ｎｏ．９２０／２０１３与委员会

建议２０１３／４７３／ＥＵ，对负责医疗器械生产商审查的通告机构需满足的准则进行了明晰，

并对通告机构执行审查时应采取的措施和任务进行了建议。此举意在加强与明确医疗

器械的监管。

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扩大了监管范围，监管类别更为明晰。将某些非活性的人体组织或细胞及其

衍生物，以及某些非医学用途的侵入型产品（如非矫正型隐形眼镜、美容用途的植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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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纳入了医疗器械条例进行监管。

第二，要求成员国监管部门加强对独立评估机构（通告机构）的严格监管，并且也赋

予了通告机构更大的权利，如允许它们进行生产场地的突击检查。

第三，增强医疗器械的可追溯性，要求生产商使用唯一器械识别（ＵＤＩ）系统。生产

商／授权代理必须在医疗器械欧盟数据库（Ｅｕｄａｍｅｄ）进行注册。

第四，推进医疗器械数据库（Ｅｕｄａｍｅｄ）的完善，该数据库将包括ＵＤＩ、器械注册、公

告机构的认证、临床调研、上市后监管等各类信息。

第五，加强对医疗器械临床调研的监管，欧委会将建立可供公众查阅的电子系统，

每项临床调研都需在该系统中注册。

第六，引入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分类原则，将其按照风险等级分为四类。

第七，成立医疗器械协调工作组，由成员国监管部门成员组成，负责成员国之间更

好的协调。欧委会将会对其提供必要的支持。

（１６）欧盟假冒药品指令①。

２０１１年，欧盟颁布了２０１１／６２／ＥＵ指令（假冒药品指令，ＦＭＤ），对人用药品指令

２００１／８３／ＥＣ进行了修正。该指令主要涉及药品安全性特征、供应链参与者、活性物质

和网络销售四个方面的内容。该指令已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起在各成员国生效。新指令

实施以后，欧盟进口原料药只有以下两种途径：

一是原料药进口需出具出口国监管部门的书面证明，声明其生产的ＧＭＰ水平与欧

盟水平相当；监管部门对生产企业实施了定期、严格和透明的检查；建立了对欧盟的药

品快速预警机制。

二是公布国别豁免名单，从列入该名单的国家进口原料药可以豁免出具书面证明。

列入国别豁免名单的出口国原料药ＧＭＰ水平必须与欧盟等效，或者在例外的情况下考

虑到欧盟境内药品可及性问题，如果市场出现紧缺的原料药通过了欧盟某一成员国的

检查，也可以豁免出具书面声明。欧盟将应出口国的申请，根据出口国ＧＭＰ法规的等

效性、ＧＭＰ检查的定期性、ＧＭＰ实施的有效性和关于不合规生产商的快速通报体系的

情况开展评估和验证工作，以确认豁免出具书面证明的国别名单。

为了防止我国原料药对欧出口受阻，经过中方与欧方多次沟通，２０１３年５月７日，

食药总局正式发布通知（食药监〔２０１３〕１０号），公布了就原料药对欧出口出具证明文件

的工作程序、申报要求、证明格式和信息通报等事项。根据通知，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

文件由原料药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出具，以下两种情况可

以出具出口欧盟原料药证明文件：第一种是取得我国《药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具

有药品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第二种是取得我国《药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尚未取得

药品批准文号的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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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木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①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日，欧盟《木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ＥＵＮｏ．９９５／２０１０）

正式生效，明确了将木材和木制品投放市场的进口商的义务。

该指令要求今后出口欧盟的木材生产加工销售链条上的所有厂商，都必须获得

ＦＳＣ（森林认证）的“身份证”，即必须提交木材来源地、国家及森林、木材体积和重量、原

木供应商的名称地址等证明木材来源合法性的基本资料。对进入欧盟市场的木材制品

的第一个订（供）货人（定义为“运营人”）实行“尽责调查”程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来源

于“非法采伐”木材制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风险。

（１８）ＲｏＨＳ指令。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日起，欧盟国家使用新ＲｏＨＳ２．０认证法规（ＣＥ／ＲｏＨＳ认证指令

２０１１／６５／ＥＵ），新法规强制实施且纳入ＣＥ认证范围。在满足ＣＥ／ＥＭＣ（电磁兼容指令

２００４／１０８／ＥＣ）、ＣＥ／ＬＶＤ（低电压指令２００６／９５／ＥＣ）、ＣＥ／ＥｒＰ（能效指令２００９／１２５／

ＥＣ）、ＣＥ／ＲｏＨＳ（环保指令２０１１／６５／ＥＵ）认证四个项目要求后，一般电气产品才可以使

用ＣＥ标志在欧洲市场合法销售。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针对食品接触类陶瓷制品中铅和镉溶出量的新限值。②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欧盟发布Ｇ／ＳＰＳ／Ｎ／ＥＵ／５５通报，制定新提案，针对食品接触类

陶瓷制品中铅和镉溶出量的新限值制定新标准。

新提案将产品范围完善为：与食物接触的陶瓷材料和产品；与食物接触的、带有釉

面、搪瓷和装饰的陶瓷材料制成产品。

此外，在新题案的规定中，陶瓷产品类别同样进行了新的分类：

类别１：可填充的材料和物体；可以被填充，但内部深度（从最低点测量到经过上边

缘的水平面）不超过２５毫米的物体。

类别２：除类别１和类别３外可以填充的物品。

类别３：烹饪器皿；容量＞３Ｌ的包装和储存容器。

表１　陶瓷产品三种类别铅和镉溶出量新旧标准对比

单位：毫克每平方分米

铅溶出量的新限值 镉溶出量的新限值

旧 新 旧 新

类别１ 　≤０．８ｍｇ／ｄｍ２ ≤０．００２ｍｇ／ｄｍ２ ≤０．０７ｍｇ／ｄｍ２ ≤０．００１ｍｇ／ｄｍ２

类别２ ≤４．０ｍｇ／Ｌ ≤０．０１ｍｇ／Ｌ ≤０．３ｍｇ／Ｌ ≤０．００５ｍｇ／Ｌ

类别３ ≤１．５ｍｇ／Ｌ ≤０．００３８ｍｇ／Ｌ ≤０．１ｍｇ／Ｌ ≤０．００１９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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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ｕｔｒ２０１３／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２０１４年１月４日访问。

ｈｔｔｐ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ｔｏ．ｏｒｇ／ｃｒｎ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３／ｓｐｓ／ＥＥＣ／１３＿３６４５＿００＿ｅ．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月４日访问。



　　（２）植物保护产品及含氟虫腈的处理种子。①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欧盟公布第７８１／２０１３号委员会执行规则，修改第５４０／２０１１号

委员会执行规则［关于活性物质氟虫腈（Ｆｉｐｒｏｎｉｌ）批准条件及禁止使用和销售用含这类

活性物质的植物保护产品处理的种子］。

欧委会确认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起对氟虫腈实行限制使用。该活性成分对蜜蜂具

有潜在风险。根据该限制令，氟虫腈仅被允许使用于温室作物种子处理，以及在开花期

前收获的作物种子处理，包括韭菜、洋葱、青葱、芸苔属蔬菜。②

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修改或撤回对含有氟虫腈活性成分的植

保产品的许可。现存产品的使用宽限期至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除上述作物以外其他作

物的处理后种子将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起禁止播种，包括用于研究或研发目的的实验性

播种。

（３）饲料添加剂。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欧委会发布第３０６／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批准枯草芽孢杆菌用作

断奶仔猪饲料添加剂，批准枯草芽孢杆菌用作断奶家猪、断奶野猪的饲料添加剂。③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欧委会发布第４２７／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批准由啤酒酵母ＮＣＹＣ

Ｒ６４６生产的硒代蛋氨酸，可作为饲料添加剂供所有畜种使用。④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欧委会发布第４６９／２０１３号规则，批准ＤＬ蛋氨酸，ＤＬ蛋氨酸钠

盐，蛋氨酸羟基化合物，羟基蛋氨酸钙，异丙基羟基蛋氨酸，乙烯基吡啶／苯乙烯包裹的

ＤＬ蛋氨酸和乙基纤维素包裹的ＤＬ蛋氨酸可作为饲料添加剂。⑤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欧盟发布第６３６／２０１３号委员会规则，批准蛋氨酸螯合锌作为饲

料添加剂，可用于所有的动物。该条例自发布２０天起生效。⑥

（４）动物源性食品。⑦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０日，欧盟发布Ｇ／ＳＰＳ／Ｎ／ＥＵ／５２通告，欧委会出台规则草案，将修改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８５３／２００４号、８５４／２００４委员会规则及第２０７４／２００５号委员会规则

的附件。

该规则草案引入了对食品经营者有关沙门氏菌检测的强化官方控制，屠宰后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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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２１９：００２２：００２５：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４年１

月４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３７０８＿ｅｎ．ｈｔｍ，２０１４年１月４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０９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７：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２７：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３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８：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８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５：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ｗｔｏ．ｏｒｇ／ｃｒｎ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３／ｓｐｓ／ＥＥＣ／１３＿３５１８＿００＿ｅ．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检验、官方附属机构屠宰前检验中异常动物预选选择、食品链信息中源产农场控制的房

舍状况、删除特殊健康标志以及对紧急屠宰肉类国内市场的限制。这些措施焦点在于控

制当前肉类带来的公众健康风险。

（５）针对运输源自中国的指定商品的木质包装材料。①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日，欧盟在官方公报发布委员会执行决议２０１３／９２／ＥＵ，关于对运输

源自中国的指定商品的木质包装材料采取的监管、植物卫生检查和措施。该决议自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起生效，执行至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

决议对受规管的指定商品实施９０％、１５％的检查频度。受规管的指定商品种类包括：

板岩、表观比重２．５以上的大理石、洞石、石灰石、花岗岩、斑岩、玄武岩及其他纪念碑用或

建筑用石材，植物卫生检查频度均为９０％；天然路面和地面用石材、路边石和石板（除板岩

外）、处理过的纪念碑用或建筑用石材（除板岩外）及制成用品、天然马赛克石块及类似物

（包括板岩）、天然石材的人工上色颗粒、碎片和粉（包括板岩），接受检查频度均为１５％。

（６）新奇食品决定草案。②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欧盟发布Ｇ／ＳＰＳ／Ｎ／ＥＵ／６４通报，拟在欧盟内部制定一套具有科

学风险评估基于食品安全的集中授权体系以及在欧盟市场投放新奇食品的委员会决定。

该决定将提供更大的确定性，简化和加快申请人的批准程序，从而减低行政负担和成本。

草案主要目标和内容包括：

第一，在鼓励和支持食品领域创新的同时，保障食品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确保

盟内食品市场的正常运作。

第二，简化授权程序，提高其效率和透明度。

第三，为从第三国进口的具有安全使用历史的传统食品引入了一个更为快捷和适

当的食品安全评估机制。

第四，新奇食品定义的一般标准维持不变，新奇食品是指在现行新型食品法规正式

生效前（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５日）在欧洲没有进行一定规模消费的食品以及食材。

（７）动物克隆法规草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欧委会通过两项关于动物克隆的草案，禁止在欧盟对农场动物

使用克隆技术③，并禁止进口相关产品④。

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禁止欧盟一切农用动物克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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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０４７：００７４：００７７：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ｏｄ／ｆｏｏ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ｖｅｌｆｏｏ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ｏｖｅｌｃｌｏｎｉｎｇ＿ｃｏｍ２０１３８９４＿ｆｉｎａｌ＿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６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ｏｄ／ｆｏｏ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ｖｅｌｆｏｏ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２０１３０４３３ｃｏｄ＿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访问。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ｏｄ／ｆｏｏ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ｏｖｅｌｆｏｏ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２０１３８９３＿ａｐｐ＿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３１日访问。



第二，第一个草案主要是为了禁止对农场动物的活体克隆以及胚胎克隆，第二个草

案主要是为了禁止诸如克隆动物的奶类和肉类进入欧盟市场。

第三，不禁止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克隆，以及为了保护稀有和濒危物种，促进药物

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制造为目的进行的克隆，只要这些使用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

（８）婴幼儿食品、特殊医疗用途食品及减肥食品法规。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日，欧盟发布关于婴幼儿食品、特殊医疗用途食品及减肥食品的法

规（ＥＵ）Ｎｏ．６０９／２０１３。法规对适用产品的范围、定义、组成成分和标签做出了规定。法

规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正式实施，但法规中有关食品组成成分及标签特殊要求、营养物

质名单的更新、紧急程序等条款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起实施。

法规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规定了以下食品的成分和信息要求：婴儿配方食品和后续配方食品；加工的

谷类食品和婴儿食品；特殊医疗目的的食物；为控制体重的代替性减肥食品。

第二，制定了一份可能添加到上述食品当中的营养物质的欧盟名单，并规定了名单

更新的规则。

第三，为确保该法规定的统一实施，委员会在遵守法规的相关审查程序的前提下，

可以决定某一食品是否属于该法规所规定的食品，或该食品具体属于法规所规定的食

品种类中的哪一种。

第四，上述食品只有在符合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才能在市场流通，如果是预先包装好

的食品，则只能在零售市场中流通。

５．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３年欧盟对华发起３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１起于２０１３年底取消调查），较

２０１２年的６起明显减少；对华发起３起反补贴调查案件，２起反规避调查案件。截至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欧盟对中国产品共发起１８２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１３年欧盟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２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６日
无缝钢铁管（外径超过４０６．４毫米）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Ｔｕｂｅ）
７３０４１９９０，７３０４２９９０，７３０４３９９８，７３０４５９９９

２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
光伏玻璃

（Ｓｏｌａｒｇｌａｓｓ）
７００７１９８０

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
人造石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ｄｓｔｏｎｅ）
６８１０１１９０，６８１０１９００，６８１０９１００，６８１０９９００，

７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０１６９０４０，７０１６９０７０，７０２０００８０

７３１欧　　盟

① 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８１：００３５：００５６：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３１日访问。



　　（２）反补贴调查。

表３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光伏玻璃

（Ｓｏｌａｒｇｌａｓｓ）
７００７１９８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玻璃纤维长丝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７０１９１１００，７０１９１２００，７０１９３１１０

３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聚酯短纤维

（Ｐｏｌｙｅｓｔｅｒｓｔａｐｌｅｆｉｂｅｒ）
５５０３２０００

　　（３）反规避调查。

表４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１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
玻璃纤维网格织物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ｏｐｅｎｍｅｓｈｆａｂｒｉｃｓ）
７０１９５１００，７０１９５９００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玻璃纤维网格织物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ｏｐｅｎｍｅｓｈｆａｂｒｉｃｓ）
７０１９４０００

　　（４）２０１３年裁决的案件情况。

第一，反倾销案件。

表５

编号 裁决时间 涉案产品 裁决结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３日
铝箔卷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ｆｏｉｌ）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成卷铝箔作出反倾销

终裁，征收１４．２％—３５．６％的反倾销税。

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
有机涂层钢板

（ｃｅｒｔａ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ｓｔｅｄ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有机涂层板作出反倾

销终裁，征收０—１３．６％的反倾销税。

３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
玛钢管件

（Ｍａｌｌｅａｂｌｅｔｕｂ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ｓ）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和泰国的可锻铸铁螺纹

管和接头作出反倾销终裁，征收２４．６％—

５７．８％的反倾销税。

４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
陶瓷餐具和厨房用具

（Ｃｅｒａｍｉｃｔａｂｌｅｗａｒｅａｎｄｋｉｔｃｈｅｎｗａｒｅ）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陶瓷餐具和厨房用具

作出反倾销终裁，征收１３．１％—３６．１％的

反倾销税。

５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

光伏电池产品

（Ｓｏｌａｒｐａｎｅｌ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ｌｉｃｏｎｐｈｏｔｏ

ｖｏｌｔａｉｃ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

键零部件作出反倾销终裁，征收３３．７％—

６４．９％的反倾销税。

　　第二，反补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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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编号 裁决时间 涉案产品 裁决结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５日

有机涂层钢板

（ｃｅｒｔａ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ａｓｔｅｄ

ｓｔｅｅ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有机涂层钢板作出反补贴

终裁，征收１３．７％—５８．３％的反补贴税。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

光伏电池产品

（Ｓｏｌａｒｐａｎｅｌ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

部件作出反补贴终裁，并接受１２１家中国企业

的价格承诺，征收０—１１．５％的反补贴税。

　　第三，反规避案件。

表７

编号 裁决时间 涉案产品 裁　决　结　果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

玻纤网格织物

（Ｏｐｅｎｍｅｓｈｆａｂｒｉｃｓｏｆ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ｓ）

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玻纤网格织物转运至中国台湾、泰
国的涉案产品征收６２．９％的反倾销税。

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不锈钢紧固件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对原产于中国的紧固件转运至菲律宾的涉案产品征收

２７．４％的反倾销税。

３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一次性打火机

（Ｇａｓｆｕｅｌｅｄ，ｎｏｎｒｅｆｉｌｌａｂｌｅ

ｐｏｃｋｅｔｆｌｉｎｔｌｉｇｈｔｅｒｓ）

对原产于中国的打火机转运至越南的涉案产品征收

０．０６５欧元／个的反倾销税。

４ ２０１３年４月５日
金属硅

（Ｓｉｌｉｃｏｎｍｅｔａｌ）
对自中国台湾转口（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中国台湾）的
涉案产品征收１９％的反倾销税。

５ ２０１３年６月５日
自行车

（Ｂｉｃｙｃｌｅｓ）

决定将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的反倾销税延展至自印

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无论是否标明原产于
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突尼斯）进口的涉案产品，税
率为４８．５％，但部分公司除外。

６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

钼丝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ｗｉｒｅ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修改征税产品范围，产品范围描述由“钼丝，按重量计算
钼含量至少为９９．９５％，最大截面直径大于１．３５毫米，小
于等于４．０毫米”，修改为“钼丝，按重量计算钼含量至少
为９７％，最大截面直径大于１．３５毫米，小于等于４．０毫米”。

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玻璃纤维网格织物

（Ｏｐｅｎｍｅｓｈｆａｂｒｉｃｓ
ｏｆ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ｒｅｓ）

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转运至印度、印尼的
涉案产品征收６２．９％的反倾销税。

　　（二）投资措施变化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１日，欧盟出台首个海上油气开采监管法案。①

新监管法案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要求石油公司在申请勘探开发许可证之前就递交

项目风险报告和针对事故发生的应急预案。油气开发商必须证明自身具备足够的财力

和物力应对突发事故，保障人身和环境安全，并支付潜在的赔偿金额。此外，新法适用

于欧盟境内所有海域，这意味着欧盟海域的任意一座海上油气钻井都将接受监管。以

往监管对象仅限于沿岸的近海项目，如今监管范围扩大至距离海岸线３７０公里之遥的海

域，监管级别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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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关税壁垒

目前，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根据 ＷＴＯ的统计①，所有１００％以上的税率均施与

农产品，主要涉及奶制品、肉、蛋、糖及谷类等。农产品关税税率从０—２００．６％，其中

２００．６％的税率施与精制蘑菇，浓缩或加甜牛奶和奶油的税率高达１６４．８％，橄榄油的税

率为１５９．３％，乳清的税率为１３９％，部分肉制品与可食用的动物内脏的税率分别高达

１５７．８％和１２２．９％，代糖的税率为１２０．６％。非农产品中税率最高的为机动车（２２％）和

鱼类（２２％—２６％）。欧盟对８．７％的产品征收１５％以上的高关税。中国向欧盟出口的

鞋类、蔬菜、水果、鱼肉、食品、烟草、自行车等优势产品均属欧盟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

此外，欧盟对１０．５％的产品征收非从价税（ｎｏｎａｄｖａｌｏｒｅｍ），２０１１年非从价税的平

均税率为２４．７％，明显高出从价税平均税率（４．６％）。除了农产品外，非从价税主要针对

玻璃和手表、钟表芯、表壳等产品。②欧盟通过设置高关税的做法来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

相关产业，阻碍了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竞争良性发展，也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

２．进口限制③

欧盟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起对进口禽肉产品实行禽肉关税配额减让表修订方案。在

修订方案中，泰国、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没有单独的国别配额，进口需缴纳２７６５欧元／吨

的关税，严重影响中国禽肉尤其是鸭肉对欧盟出口。据了解，自新政实施以来，中国相

关产品对欧出口订单减少、销售量锐减、市场逐步丧失。中国对欧盟此做法已表达严重

关切并进行多次交涉，要求其改变不合理做法。

３．通关环节壁垒④

欧盟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独立机构负责欧盟关税法在２７个成员国内的贯彻实施。

欧盟也没有机构和程序确保欧盟规则在分类、评估、起源和关税征收统一适用于２７个欧

盟成员国。而且，即使两国面临一样的实质性问题时，欧盟也没有法律要求一国的海关

要遵循另一国海关当局的决定。不同成员国的海关机构如果对欧盟法的实施有异议，

可以咨询欧盟海关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欧盟海关法成立辅助欧委会的工作。但是，

一方面，海关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机构在推动统一行政和欧盟海关法实施方面缺乏有效

的手段；另一方面，欧盟也没有特别法庭和具体措施来作出迅速审议和解决与关税相关

的欧盟范围行政措施纠正问题。因此，如果在欧盟境内遭遇各国不一致的关税征收，面

对不利判决只能向每一个成员国的海关机构单独起诉寻求救济。

最终，对欧盟法的解释需要诉诸欧洲法院，其判决适用于欧盟全境。但是，欧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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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３年ＷＴＯ对欧盟贸易政策审议第三章３４段。

２０１３年ＷＴＯ对欧盟贸易政策审议第三章３５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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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对是否受理争议有自由裁量权，而且这一过程将耗时数年。因此，要想从这个渠道获

得关税征收的行政救济将会非常迟缓缺乏效率。

４．补贴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美国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影响大型民用飞机贸易的措施案

（ＤＳ３１６）执行专家组听证会上再次指出，欧盟仍未履行该案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

决。美国在此次听证会上指出，欧盟并未取消ＬＡ／ＭＳＦ措施，反而对Ａ３５０ＸＷＢ给予了

新的补贴，而且对空客提供的补贴属于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禁止

性补贴。

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美国提起针对欧盟空客补贴的世贸组织争端投诉以来，即使是在争

端解决机构作出要求欧盟取消相关措施，使其与世贸组织规则相符的建议之后，欧盟及

其相关成员国也并未就其对空客公司提供补贴的做法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

５．其他壁垒

近年来，部分欧盟成员国对赴欧投资的中国企业外派人员实施严格的签证政策，严

重制约了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欧盟部分成员国规定外国公民要在当地就职，必须首先

取得工作许可，但有关这方面的要求相当严格。在居留证方面也是如此，中国赴法投资

企业管理人员到达法国后办理当地的居留证常遇到许多额外要求。法国政府主管部门

要求中方人员提供各式各样的证明文件，一些证明文件并不要求其他国家的外派人员

提供。这些做法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企业到欧盟国家投资。法国已开始试点为中资企业

人员一站式办理长期签证和居留证。立陶宛的居留证审批过程繁杂，外国投资者在该

国获得和更新居留许可存在困难。原则上，立陶宛驻外使馆能够启动居留申请程序，但

是在实践中，非欧盟公民只能在到达立陶宛之后才能进行申请，由移民局决定是否发放

居留许可证需要６个月。在罗马尼亚，外资公司登记注册后３个月内需正常运转，方可

申请办理居住证，否则申请居留证将十分困难，经罗马尼亚警察局发现，公司法人会被

限期离境。

（二）投资壁垒

根据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的《里斯本条约》，外国直接投资纳入欧盟共同贸易政策范围，有

关欧盟内外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均需获得欧委会和欧洲议会的审批。但是，《里斯

本条约》只是从立法上结束了欧盟各个成员国自行把握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

现状。但由于欧盟目前缺乏具体立法与实践经验，外资政策由各成员国分别管理到欧

盟层面共同管理的过渡尚未完成。对欧投资的限制仍主要存在于各个成员国中。欧委

会与各成员国的投资管辖权限的分工主要取决于欧盟是否在特定部门制定了相关法

规，因此在许多投资领域，各个成员国的法律、政策和惯例比欧盟共同政策对中国投资

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

一般来说，对外商投资限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不动产、渔业、运输业、农业和媒体行

业，限制的形式主要是股权方面的审查。在欧盟所有成员国中，波兰和希腊对成立企业

的限制最高，欧盟每个成员国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规则和税率没有统一的规定，平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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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２３．２％，马耳他最高为３５％。

此外，欧盟国家对非欧盟国家外商投资的壁垒还有专业人员要求和贸易互惠要求。

互惠要求规定，国家间相互合作开放各自市场以换取优惠待遇。例如，奥地利的互惠要

求规定：相互开放大规模矿产的开采、加工和存储；炼油厂运营、煤气厂、加油站和地热

产；燃料交易；运输服务投资，包括公路货运、出租车和公交车；旅游运营点的设立以及

非当地经实体的旅行社业务。比利时对非欧盟成员国公司在比利时设立旅行社业务也

提出了互惠要求。爱尔兰在外国公司收购爱尔兰船只时有互惠要求。意大利有互惠要

求的领域是对液态或者气态碳氢化合物的探测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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