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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度要求进口至印度的畜产品必须附有出口国相关政府部门或经授
权的检疫检验机构出具的健康证书；对电脑台式机、笔记本等几类二手产品实施进口限
制政策；实施发布的《电子与信息技术产品（强制性注册要求）法令》，对８类信息技术类
产品、５类音视频类产品和２类家电产品进行管制；要求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 （ＦＳＳＡＩ）
标志和许可号的商标持有者，将该标志和许可号标识在包装标签上；调整和放宽了茶叶
种植、石化行业、国防工业、快递业务、电信服务、单一品牌零售等领域的外资政策。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 ６５４．７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５％，其
中，中国对印度出口 ４８４．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自印度进口１７０．３亿美元，同比降低
９．４％，中国顺差３１４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锅炉、机械器具
及零件、有机化学品、肥料、钢铁制品、塑料及其制品、钢铁、光学、照相机、医疗等设备及
零附件等；自印度进口商品主要包括棉花、矿砂、矿渣及矿灰、铜及其制品、有机化学品、
石灰及水泥、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和塑料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印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２２．６９亿美元，完成承包工程
营业额５２．８２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６７７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２．１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４％。２０１３年，印度对中国投资项目６６个，同
比下降１４．３％；实际使用金额２７０５万 美元，同比下降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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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１３．７％，其中农产品的
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３．５％，非农产品为１０．４％，比上一年度均有所提高。
印度关税中的约束关税和最惠国适用税率的差异巨大。印度简单平均约束关税为
４８．６％，其中农产品的平均约束关税为 １１３．１％，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约束关税为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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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基本关税之外，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关税、特别附加税和教育附加税等。除
葡萄酒、烈性酒或其他酒精饮料外，所有进口货物要征收附加关税。特别附加税为４％
的从价税，适用于除按照海关通知免除外的所有货物。教育附加税为海关通知免除外
大多进口货物的基本关税和附加关税总额的３％。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８日，印度商工部发布第１号和第２号通告，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
策》第四章和五章进行修改，规定反倾销税、保障措施税等抵消性关税的免征不适用于
获得可转让型免税进口许可的货物，并删除原先对生产性资料进口实施 ３％ 的关税减
让，直接统一实施零关税制度。 但享受零关税的条件是承担一定比例的成品出口
义务。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１日，印度商工部发布第１８号通告，要求进口至印度的畜产品必须附
有出口国相关政府部门或经授权的检疫检验机构出具的健康证书，并在相应的文件中
写明畜龄、性别和饲养状况等信息。此外，还应获得分别由印度畜牧业部、渔业和乳业
部等政府机关签发的卫生许可证。②
印度实行对外贸易经营权登记制，将进口产品分为禁止类、限制类、专营类和一般
类四类。印度对限制类产品的经营实行许可证管理。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是印度目前出口管理的主要指导性政策。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８日，印度商工部发布第３号通告，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外贸政策》第三章
进行修改，规定满足条件的出口商，若其本年度出口额高于上一年度则可获得相当于增
长幅度２％的免税额度。③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再次修改《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外贸政策》第三章，
内容主要有：一是修改３．１４．３条，增加了三类不具有“重点市场计划”项下出口免税资格
的商品，分别为棉花、棉纱以及其他实施最低出口限价的商品；二是在第３．１４．５条（ｃ）项
后增加一段，内容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出口增加激励计划”下，每单位货值所享受的关税
优惠不得超过１０００万卢比，超过该值则应由相应地区的主管部门核准。
２０１３年 ９ 月 ２５ 日，印度商工部发第 ４４ 号布通告修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外贸政策》第
３．１４．４条，在第３．１４．４（ｃ）后增加一项，“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第四季度出口增加鼓励计划”下，
出口商所享受的关税优惠不超过同比出口增量的２５％，或者每单位货值不超过１亿卢
比，超过该值则应由相应地区的主管部门核准。④
２０１３年，印度商工部还多次发布通告，对出口做了如下规定：其一，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
①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０１１３．ｈｔｍ；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
ｎｏｔ０２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１８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０３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④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４４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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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规定出口至任何国家（俄罗斯除外）的葡萄鲜果、干果、花生及

其制品须经黄曲霉素含量检验并获得农业和加工食品出口发展局签发的黄曲霉素检验
证书后方得出口。其二，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５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将有机豆类和小扁豆
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延续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但出口数量低于每年１０００吨的不受禁令
限制。①其三，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规定手工艺品出口促进委员会可
作为木制手工艺品出口许可证的代理发放机构。②其四，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印度商工部
发布通告，恢复对洋葱的最低出口限价，其限价为每吨不得低于１１５０美元（按照 ＦＯＢ价
格计算）。其五，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对食用油的出口限制将延长
至变更这一政策的新文件出台之日，包装小于 ５０００ 克的知名品牌食用油可适用每吨
１４００美元的最低出口限价。
（二）投资管理制度变化
２０１３年，印度调整和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政策，以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大力吸引外
资，其主要有：
第一，经政府审批，外资可继续在茶叶种植领域持股１００％，取消了茶叶种植业的五
年强制撤资条款 （原规定外资须在五年内撤资 ２６％，相应股份由印度企业或投资者
持有）。
第二，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外国投资路径由政府审批改为自动生效，无须由经印
度储备银行或政府投资部门审批。
第三，国防产业的外资上限为２６％，所有项目需要政府审批。如确引进新技术，由
内阁安全委员会审批后，投资上限可超过２６％。该领域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不允许机构
投资者通过投资组合方式进行投资；外资的投资申请需递交经济事务部的外资促进委
员会秘书处审核；外资比例在２６％以下但投资额超过１２０亿卢比的，须经内阁经济事务
委员会审核；外资比例高于２６％的，还须国防产业部许可。
第四，快递行业的外国投资项目改为自动生效。
第五，电信服务业，包括一类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取消外资比例上限 （即为
１００％）；外资比例低于４９％（含４９％）的为自动生效，高于４９％的为政府审批；投资和经
营受电信部监管。
第六，删除了多品牌零售业的试销条款。
第七，单一品牌零售业投资路径：外资比例低于 ４９％ （含 ４９％）为自动生效，高于
４９％为政府审批，外国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其本国拥有该品牌的合法经营权，投资须
由工业政策促进局核准。
第八，资产重组公司，外资比例上限取消，但须全额实缴，外资比例低于 ４９％ （含
４９％）为自动生效，高于４９％为政府审批。
①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２／ｎｏｔ３８１２．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１３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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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商品交易所投资项目改为自动生效，但须按照消费者事务部和期货委员会指
定的政策和法律从事投资经营。
第十，信用信息公司直接／间接投资上限为７４％，为自动生效，其中通过股票交易的
间接投资不能超过２４％。
第十一，证券市场的基本构成者如证券交易所、证券清算公司等，直接投资和间接
投资上限皆为４９％，为自动生效。
第十二，能源交易所，直接投资比例为２６％，间接投资比例为２３％，为自动生效。①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日，印度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通告，对多品牌零售业的投资比例和区
域进行了修改，将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提高至５１％，规定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可以
在安德拉（ＡｎｄｈｒａＰｒａｄｅｓｈ）、阿萨姆 （Ａｓｓａｍ）、新德里、哈雅那 （Ｈａｒｙａｎａ）、印属克什米
尔（Ｊａｍｍｕ＆Ｋａｓｈｍｉｒ）等十个地区内投资该行业。同时，将“集团公司”的定义修改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够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其他企业２６％以上投票权或任命的董事
人数占到董事会一半以上的企业”。②
２０１３年７月９日，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通告，新增卡纳塔克邦（Ｋａｒｎａｔａｋａ）为可以
投资多品牌零售业的地区。③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印度新修改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开始实行，更新了专利申请和
转让方面的一些程序性要求，明确了专利办公室作为国际专利预先检索机构的职权。④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印度正式加入了《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该协定于２０１３年７
月８日对印度生效，与之对应，印度《２０１０年商标法》引入了马德里体系中对商标的注册
和保护机制，同时相应的《商标法实施细则》也于７月５日开始实行。⑤
三、贸易投资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关税管理措施
根据印度财政部公布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财政预算案》，印度对部分产品关税做了
调整，主要内容包括：
部分特定的油电混合动力车关税减让期间延长至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
部分用于制造皮革或皮革制品（包括鞋类）的设备基本关税由７．５％降至５％；
预加工的宝石和半宝石基本关税从１０％降至２％；
① ｈｔｔｐ：／／ｄｉｐｐ．ｇｏｖ．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ｃｔｓ＿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ｓ／ｐｎ６＿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ｄｉｐｐ．ｇｏｖ．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ｃｔｓ＿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ｓ／ｐｎ１＿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ｄｉｐｐ．ｇｏｖ．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ｃｔｓ＿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ｓ／ｐｎ３＿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访问。
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ｉｐｒ／ｐａｔｅｎｔ／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ｃｔＲｕｌ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ｙｅｒ８．ｃｏｍ／
ｈｔｍｌ／６８２／２３８５．ｈｔ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ｉｐｒ／ｐａｔｅｎｔ／ｐａｔｅｎ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访问。
⑤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ｔｍｒ＿ｎｅｗ／ｔｍｒ＿ａｃｔ＿ｒｕｌｅｓ／ＴＭ＿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ｃｔ＿２０１０．ｐｄｆ；ｈｔｔｐ：／／ｉｐｉｎｄｉａ．ｎｉｃ．ｉｎ／
ｉｐｏｎｅｗ／ｔｍｒ＿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Ｒｕｌｅｓ＿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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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米糠油糕点免征进口关税；
钛铁矿原石出口关税调至１０％，次级钛铁矿出口关税调至５％；
飞机维护、普通修理及翻修类产品实施关税减让；
机顶盒基本关税从５％升至１０％；
生丝基本关税从５％升至１５％；
锅炉煤、生煤征收２％的基本关税以及２％的附加关税；
高档车、摩托、游艇及其他类似奢侈品的基本关税调高；
免除进口船只的附加关税及消费税；
价格高于２０００卢比的手机税率调高至６％。①
印度每年会在预算案中公布进口产品的适用关税 ，但印度没有单一的用于公布
包括所有有关进口货物关税 、费用和税率信息的官方出版物 。 此外 ，印度关税会根
据政府公报 （ＧａｚｅｔｔｅｏｆＩｎｄｉａ）通知临时调整 ，并且根据产品 、用户 ，或出口促进计划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例外 。 印度这种临时调整关税的做法 ，给出口商带来了很大不
确定性 。
２．进口管理措施
（１）二手资本品进口限制。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公布了对几类二手产品的进口限制政策，
其主要有：
第一，限制进口电脑台式机、笔记本及其翻新机、修补零件，其进口须经有权机关
许可。
第二，二手资本品及其翻新部件，经印度的特许工程师证明其剩余使用寿命在８０％
以上时方得进口。
第三，其他二手资本品不受进口限制。
第四，资本品除外的其他二手产品将被限制进口。②
第五，公布了二手钢轨进口的限制性条件：完成所有法定的装船前置检验程序并
获得相应许可证；经过辐射强度检测，辐射值小于自然辐射；背景辐射值小于规定的
阈值；提交进出口商订立的二手钢轨购销合同副本，并载明标的物不含有任何放射性
物质。③
（２）其他进口限制。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认定四氯乙烷和氢氟烃化合物不属于臭
氧层消耗物质，取消其进口限制；认定三氯乙烷、甲基溴、氯氟烃、含氢溴氟烃、四氯化碳
化合物及含有这些化合物的物质为臭氧层消耗物质，限制其进口。
① ｈｔｔｐ：／／ｉｎｄｉａｂｕｄｇｅｔ．ｎｉｃ．ｉｎ／ｕｂ２０１３１４／ｂｈ／ｂｈ１．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ｙｂｅｘ．ｉｎ／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５２０１２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１０２７５．ａｓｐｘ，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ｙｂｅｘ．ｉｎ／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３６２０１２Ｉｍ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ｙＵｓｅｄＲａｉｌｓ１０２７６．ａｓｐｘ，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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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关于进口鱼油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 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将进口鱼油的不饱和脂肪酸 ＥＰＡ 及
ＤＨＡ 含量限制为其重量的５％以上。①
（２）《电子与信息技术产品（强制性注册要求）法令》。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印度正式开始实施电子与信息技术部 （ＤｅｉｔＹ）发布的 《电子与
信息技术产品（强制性注册要求 ）法令 》。 该法令共对 ８ 类信息技术类产品、５ 类音视
频类产品和２类家电产品进行了管制，规定法令涉及的电子产品必须在印度标准局
（ＢＩＳ）认可的实验室进行相应标准的测试及注册，并需要加贴相关标志。 法令管制的
产品范围及依据的相关测试标准见下表所示。 受管制产品如不符合规定标准以及没
有在印度标准局进行注册并加贴 “自我声明———符合ＩＳ国家标准 ”的字样，任何人不
得自行或通过他人以其名义生产、储存、进口、销售或分销管制的电子产品。 不符合
规定标准的不合格或有缺陷的商品，生产商将不能继续使用，并将作为缺陷件进行报
废处理。
表１ 法令管制的产品范围及依据的相应测试标准
序号
产 品 名 称
标准编号
电子游戏机
１
２ 屏幕尺寸在３２英寸及以上的等离子／ＬＣＤ／ＬＥＤ 电视机
３ 输入功率为２００Ｗ 及以上的内置扩音器的光盘播放器 ＩＳ６１６：２０１０
输入功率为２０００Ｗ 及以上的扩音器
４
输入功率为２００Ｗ 及以上的电子音乐系统
５
便携式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
６
屏幕尺寸在３２英寸及以上的显示器、视频监视器
７
打印机、绘图仪
８
扫描仪
９
ＩＳ１３２５２：２０１０
无线键盘
１０
电话答录机
１１
自动数据处理器
１２
机顶盒
１３

１４

微波炉

１５

接电网电源的电子钟

标准名称
音频、视频以及类似电子
设备 安全要求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通用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子设备
ＩＳ３０２２２５：１９９４ 的安全：第 ２—２５ 部分：微
波炉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电子设备的安
ＩＳ３０２２２６：１９９４ 全：第２—２６ 部分：时钟的
特殊要求

①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１１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访问。

印

度

１８１
法令规定经 ＤｅｉｔＹ 授权的人员，可要求检查产品在生产、储存、进口、销售或流通环
节保存的相关文档、配件或元件。在产品违反该法令或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时进行搜
查并扣押产品。①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关于包装标签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ＦＳＳＡＩ）发布了 Ｎｏ．４／１５０１５／３０／２０１１号
通告，要求 ＦＳＳＡＩ标志和许可号的商标持有者，将 ＦＳＳＡＩ标志和许可号标识在包装标
签上（在未发布新通告前按此要求执行），其具体为：
第一，ＦＳＳＡＩ标志和许可号以区别于其他标识单元 （如制造商名称）的颜色标注。
ＦＳＳＡＩ标志和许可号的图例如下图所示：

犉犛犛犃犐标志和许可号的图例

第二，针对进口食品，进口商应将 ＦＳＳＡＩ标志和许可号在通关前与进口商的名称、
地址一起贴附在标签上。
第三，许可号的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符合《２０１１食品安全和标准（包装和标签）》第
２．３．３条款的规定。
第四，ＦＳＳＡＩ标志不是认证标志，但是表明 ＦＢＯ（Ｆｏｏ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ｐｅｒａｔｏｒ）持有有
效许可证（即在《２００６食品安全和标准法案》下）。
以上条款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实施。②
（２）２０１３年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
２０１３年７月９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发布了 ２０１３ 年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 （包
装及标签）修正案通知，于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 ６０ 天后生效。最新修正案规定：一是
对于可食用植物油、脂肪包括氢化植物油、加工类包装食品，需在标签上加注总反式
脂肪含量以及总饱和脂肪含量，标注方式为 “总反式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 （按重
量计算）”以及“总饱和脂肪含量不超过 ……％ （按重量计算 ）”。 二是在 “可食用植物
油、脂肪标识规定”中，新增反式脂肪含量以及饱和脂肪含量规定，标注方式为 “反式
脂肪酸含量不超过 ……％ （按重量计算 ）”以及 “饱和脂肪含量不超过 ……％ （按重量
计算）”。③
①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ｂｔｍａｐ．ｃ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ｎｅｌ＿２５８６／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２１６６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６６２１．ｊｓｆ，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１３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ｗｍｓｐ．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ｐｈｐ？ｉｔｅｍｉｄ＝３１５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ｎ．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
ｚｇｇｍｓｂ／ｄｉｅｒ／７９５８４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ｆｓｓａｉ．ｇｏｖ．ｉｎ／Ｐｏｒｔａｌｓ／０／Ｐｄｆ／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０９０７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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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３年，印度共对中国产品新发起１０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７起反倾销，３起保障
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化工、钢铁制品、机械器具及电子产品等。
印度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调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从１９９２年印度对
外发起第１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６３起反倾销调
查，１起反补贴调查，９起特保措施调查和１７起保障措施调查。
（１）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情况。
第一，反倾销调查。
表２ ２０１３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１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５日

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１日

４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５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８日

６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７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涉案产品
石墨电极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硝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
ＵＳＢ闪存驱动器
（ＵＳＢｆｌａｓｈｄｒｉｖｅｓ）
绝缘子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ｏｒｓ）
精对苯二甲酸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Ｔｅｒ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ｃＡｃｉｄ）
电子计算器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ｓ）
平板玻璃
（ＳｈｅｅｔＧｌａｓｓ）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８５４５１１００、８５４５１９００、３８０１１０００、３８０１９０００、
８３１１９０００、８５３５４０１０、８５４５１１００、８５４５１９００、
８５４５９０９０、８５４７１０９０
３１０２５０００

８５２３５１００
８５４６
２９１７３６００
８４７０１０００
７００４２０１１、７００４２０１９

第二，保障措施调查。
表３ ２０１３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的保障措施调查统计表
编号
１

立案时间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涉案产品
亚硝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Ｎｉｔｒｉｔｅ）

２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

铁、合金或非合金钢制（非铸
铁和不锈钢制）无缝管和
空心异型材（ＳｅａｍｌｅｓｓＰｉｐｅｓ，
ＴｕｂｅｓａｎｄＨｏｌ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
ｉｒｏｎｏｒｎｏｎａｌｌｏｙｓｔｅｅｌ）

３

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

（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ｏａｃｅｔａｔｅ）

乙酰乙酸甲酯

（２）２０１３年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裁决情况。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２８３４１０１０
７３０４１９１０、７３０４１９２０、７３０４１９９０、７３０４２３１０、
７３０４２３９０、７３０４２９１０、７３０４２９９０、７３０４３１１１、
７３０４３１１９、７３０４３１２１、７３０４３１２９、７３０４３１３１、
７３０４３１３９、７３０４３９１１、７３０４３９１９、７３０４３９２１、
７３０４３９２９、７３０４３９３１、７３０４３９３９、７３０４５１１０、
７３０４５１２０、７３０４５１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１０、７３０４５９２０、
７３０４５９３０、７３０４９０００
２９１８３０４０

印

度

１８３

表４ ２０１３年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情况
编号

裁决时间

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２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３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４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５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

６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７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８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涉案产品
采取的措施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印度对进口自中国的涉案
石膏板
３２．８５美元／立方米的反倾销税。涉
（ＧｙｐｓｕｍＰｌａｓｔｅｒＢｏａｒｄｓ） 产品征收
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６８０９１１００、６８０９１９００。
厚度６毫米以下树脂或其他有机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涉案
物质粘合的木材或木质纤维板
，最低限价为 ４０７．１４
（Ｒｅｓｉｎｏｒｏｔｈ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产品采用最低限价措施
／
，
美元
立方米
反倾销税为到岸价与最低限价
ｂｏｎｄｅｄｗｏｏｄｏｒｌｉｇｎｅｏｕｓｆｉｂｒｅ
ｂｏａｒｄｓｏｆ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ｂｅｌｏｗ６ｍｍ ） 之间的差额。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４４１１。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印度对华３００系列不锈钢
热轧板材作出特保终裁：终裁建议对进口自
中国的３００系列不锈钢热轧板材征收２０％的
３００系列不锈钢热轧板材
（ｈｏ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ｌａ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从价税，有效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含 ）—７
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３００） 月２２日（含）。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１９１１、
７２１９１２、７２１９１３、７２１９１４、７２１９２１、７２１９２２、
７２１９２３、７２１９２４、７２２０１１、７２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印度对原产于或自中国进
高氯酸钠
口的涉案产品征收 ０．２３美元／千克的反倾销
（ＳｏｄｉｕｍＰｅｒ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８２９９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印度对进口亚硝酸钠作出
保障措施终裁：建议采取 １ 年零 ３ 个月的保
亚硝酸钠
障措施，其中第一年的保障措施税率为 ３０％
（ＳｏｄｉｕｍＮｉｔｒｉｔｅ）
（从价税），第二年 （仅 ３ 个月 ）为 ２８％ （从价
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８３４１０１０。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印度对进口乙酰乙酸甲
乙酰乙酸甲酯
酯作出保障措施终裁：不建议对进口涉案产
（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ｏａｃｅｔａｔｅ）
品征收保障措施税。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为２９１８３０４０。
１１ 月 ２２ 日，印度对自中国进口的
４，４′二氨基二苯乙烯 ２４０，１４３′年二氨基二苯乙烯
２′二磺酸征收反
２，２′二磺酸（４，４ＤｉａｍｉｎｏＳｔｉｌｂｅｎｅ 倾销税，税率为２７０美元２／，公吨
—４６０美元／公
２，２ＤｉｓｕｌｐｈｏｎｉｃＡｃｉｄ）
吨。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２１５９９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印度对自中国进口的涉
间苯二胺
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 ０．５７４ 美元／千
（ＭｅｔａＰｈｅｎ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 克—０．７８０美元／千克。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２９２１５１２０、２９２１５１９０。

６．补贴
印度《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规定有关补贴制度。２０１３年，印度新公布的补贴政
策主要有：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商工部发布通告，拟在印度全境开展“运费补贴计划”，对在指定
地区内以指定运输方式运输的原材料和制成品所产生的运费进行补贴。其中，相应产
品须满足多样性条件（为实现产品多样化而开发的新产品，其上一财年的销售额高于总
营业额的２５％）或实质性增长条件（因追加投资而新增的产值相当于原工业设备核定登
记产值的２５％以上）。其中，以铁路和公路两式联运的补贴力度最大，占到运费的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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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运输和满足条件的空运、海运补贴力度相对较小，从７５％—５０％不等；跨省运输和
单纯在铁路中转站之间的运输也会因运输货物（原材料或工业制成品）的不同而受到不
同程度的补贴。补贴期间为相应新产品投产后的五年，中小型企业还可在此基础上获
得另外五年的补贴期；一些特别地区也可在规定的限额基础上获得额外的补贴。印度
国土管理部负责受补贴企业的登记、补贴申请的受理和审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印度商工部公布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出口倍增计
划》中期审查的讨论稿，其中提到拟实施一些新的贸易政策以巩固该计划的效果，主要
有：第一，为刺激出口，提升国内制造业，除市场准入计划（ＭＡＩ）、资本货物（ＥＣＧＣ）和出
口保险（ＮＥＩＡ）等措施外，还将对出口商提供 ２％ 的利息补贴并将该政策延长 １ 年；第
二，为刺激工程外包服务的出口，商工部决定由进出口银行对出口至南亚联盟国家的项
目、工程服务提供２％的利率补贴；第三，为促进钻石珠宝的出口，对加工钻石珠宝所需
原材料和工具实施关税减免优惠。同时建立专项资金，提供２％的出口信贷利率补贴；
第四，对手工艺品、地毯、织机、成衣、深加工农产品、体育用品和玩具等数个门类提供
２％的利率补贴。①
印度补贴的形式主要有费用支持、最低限价、出口信贷贴息、关税减免和优惠等，既
有直接转移也有间接转移。
（二）投资措施变化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印度工业政策促进局发布通告，修改多品牌零售业的投资要求。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资额为１亿美元，需在３年内将其投资总额的５０％以上用于
后端资本性支出，包括对生产、质量控制机制、包装、仓储、物流等的投入；土地投入不算
在内；后续的投资视需求而定。其次，对印度小型企业（生产设备投入低于２００万美元）
的采购额不得低于外商投资采购性支出的３０％；采购性支出的计算标准为：完成首次出
资同年的４月１日起算５年内采购性支出总额的平均值。第三，零售店应设于人口高于
１０万的城市或其他符合类似要求的城市，其辐射区域需覆盖城乡中心区外１０千米。②
四、贸易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关税壁垒
（１）高关税。
印度的平均实际适用关税较高，例如糖和糖果的平均适用关税是 ３５．９％，咖啡、茶
叶为５６．３％，饮料和烟草为６９．１％。此外，印度还对谷物和配制品，饮料和烟草最高征
收１５０％关税，对纺织品最高征收１４３％的关税，对畜产品、水果、蔬菜、植物，以及油料和
油脂等产品征收最高１００％的关税。③
① Ｉｎｄｉ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ｄｉｐｐ．ｇｏｖ．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ｃｔｓ＿ｒｕｌｅｓ／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ｓ／ｐｎ５＿２０１３．ｐｄｆ，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访问。
③ 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ｗｔｏ．ｏｒｇ／Ｔａｒｉｆ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ＷＳＤＢＴａｒｉｆｆＰＦＶｉｅｗ．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１２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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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许多产品的实际适用关税低于约束关税，但是由于实际适用关税与约束
关税之间的空间非常大，这成为产品贸易的一大障碍。出口商不得不面临印度为了控
制价格和供应量而大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
（２）关税配额。
印度还对一些产品进口实施关税配额。根据印度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外贸政策《程序手
册》（卷一）（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Ｖｏｌ．Ｉ））规定，关税配额的产品包括奶粉、白奶油、
黄油、脱水乳脂肪（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ＭｉｌｋＦａｔ）；玉米；初榨葵花籽油和红花油；精炼菜油和芥
子油等四类。这些产品的关税配额根据指定机构的要求进行分配，其分配程序复杂且
不透明。
（３）禁止进口中国牛奶和奶产品。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印度商工部发布通告，对来自中国的牛奶及奶制品的进口限制
延长１年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①禁止从中国进口牛奶及奶制品包括：巧克力及巧克力
制品、糖果、糕点、含牛奶成分的食品配料等。自２００８年起，印度政府决定禁止从中国进
口牛奶和奶产品。印度宣布延长对中国牛奶及奶制品的禁令期限，限制了中国牛奶和
奶制品的正常出口贸易，客观上引起印度公众对中国牛奶安全的担心。
（４）实施《电子与信息技术产品法令》存在的问题。
企业普遍反映在 《电子与信息技术产品法令 》的实际执行中出现很多问题，其主
要有：
第一，测试和注册时间时限不确定。目前印度官方未对强制性注册涉及产品的测
试和注册时间做出限制，导致产品提交测试实验室和将注册材料提交 ＢＩＳ后，该部分时
间不可控，企业最长时间提交注册申请３个月之后仍未得到批准。企业也无法安排货期
及相关时间。
第二，单张证书要求的型号数不合理。ＢＩＳ虽然规定了每个产品的系列型号划分准
则，满足条件的同系列型号才可以放在同一张注册证书里。同时，该法令规定每张注册
证书不能超过１０个型号，超过１０个型号的产品仍需要分开发证。额外的规定每张证书
只能覆盖１０个型号，该规定将加重企业注册负担。
第三，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清单未列出。ＢＩＳ规定制造商应获得认可测试实验室出具
的测试报告，必要时，制造商还应对产品的每个关键零部件做出声明并提交关键零部件
的测试报告。但是目前 ＢＩＳ并未列出每类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清单，企业在准备零部件
测试报告时无据可依，不知道该准备哪些零部件的测试报告。
第四，测试实验室送样要求不明确。在测试实验室方面，ＢＩＳ认可的测试实验室无
规定的送样程序和样品数量，多次临时增加要求和产品数量，制造商每次准备样品寄出
时间一周左右，大大地延误其测试进程。
第五，注册批准顺序混乱。目前企业在完成产品测试，递交注册申请后，ＢＩＳ官方并
① ｈｔｔｐ：／／ｄｇｆｔ．ｇｏｖ．ｉｎ／Ｅｘｉｍ／２０００／ＮＯＴ／ＮＯＴ１３／ｎｏｔ２３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４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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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其申请注册顺序来进行注册批准，而是对某些品牌采取优先策略，造成了企业在
申请注册时的不公平，也在这中间带来了很大的寻租空间。
第六，延期注册的时限表。目前 ＢＩＳ开放了延期注册批准，延期注册批准信的截止
时间是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逾期将对产品收取罚金。但是企业都已经提交注册申请数月，
延迟完全是由于印度官方的注册批准周期过长。企业无法完成注册导致货物滞留在港
口，要大量的仓储费用，逾期后也会招致大量罚金。ＢＩＳ目前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注册批
准时间。制造商无法得到产品能够顺利获得注册批准的时间表，给企业造成极大困扰。
２．服务贸易壁垒
（１）保险。
印度规定保险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２６％。２００８年，印度财政部提出保险法修
正案，允许将外资持股比例由２６％提高到４９％，并允许外资进入印度再保险市场，然而
印度议会财政常设委员会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布报告反对提高２６％的限额，致使修正案未
通过。
（２）银行。
外资银行进入印度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银行只能以以下三种形式在印度开
展业务：直接分支机构、全资子银行或者是在印度私人银行中持股的方式。根据在印度
的分行授权政策，外资银行必须按年度提交其内部的分行扩展计划，但是由于印度对分
行扩展配额的不透明，导致外资分行的扩展能力严重受限。
２０１２年底，印度对银行管理法做了修改，允许印度企业集团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
新的私人银行，但印度储备银行规定最初五年外资持股不得超过 ４９％，此后则不得超
过７４％。①
（二）投资壁垒
２０１３年，印度商工部工业政策促进局（ＤＩＰＰ）多次发布通告修改外资政策，这种频
繁修改外资政策的做法给外商带来不确定性。
印度按照部门来管理外资，政府对一些投资部分仍有比例限制或其他限制条件，这
些部门包括农业、多品牌零售贸易、铁路以及房地产。印度政府对本地持股的严格规定
加上程序的不透明，制抑了外国投资，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例如，非印度籍人士１００％
收购本地上市公司，在原则上是允许的，但是实际上却面临着监管障碍，导致外国公司
无法获得１００％所有权。

① 见 Ｔｈｅ２０１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ＮＴＥ）印度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