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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协议为美国出口范围广泛的商品、消除障碍提供了增长的

准入。承诺包括： 将于2004年1月完成显著的关税削减。总平

均农产品关税将达17%，对美国优先考虑的产品到14.5%。 为

进口大宗商品，如小麦、玉米、棉花、大麦和大米，建立关

税率配额制度，并为私人贸易者提供了一定的配额。关于关

税率配额制度怎样运行以及提高透明度的特别规则将有助于

保证进口的发生。大量的而且日益增长的配额数量只需要交

平均1-3%的关税。 进口和分配产品无需经过国有贸易企业或

中间人的权利。 中国亦已同意取消并非基于科学依据的植物

卫生检疫障碍，并且不对农产品进行出口补贴。 工业产品 中

国的承诺将对美国出口消除广泛的系统的障碍，例如对谁能

在中国进口和分配货物的限制，以及诸如配额和限制从美国

进口的许可证等等。 关税 关税削减到总平均9.4%，对美国优

先考虑的产品则到7.1%。 中国将参加信息技术协议（ITA）

，对诸如计算机、电信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设备和其他高

技术产品取消全部关税。 在汽车部门，中国将削减关税从目

前的100-80%的水平到2006年的25%，最大份额的削减将发生

在加入后的第1年。 汽车零部件关税将削减到2006年的平

均10%。显著的削减也将发生在木材和造纸部门，从目前的

木材12-18%和纸张15-25%的水平减到大约5-7.5%的水平。 中

国也将对绝大多数化学制品实施主动协调。在这一主动机制



下，每个项目下的产品关税将在0、5.5%、6.5%之间。 取消配

额和许可证 WTO规则禁止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中国已经同

意在5年内分阶段取消这些限制。 配额：中国将自加入之日

起取消美国最优先考虑的现有配额（例如光纤电缆）。它将

分阶段取消配额，一般到2002年，但不晚于2005年。 配额数

量将从目前贸易水平每年15%的速度增长，以保证市场准入

的渐进增长，减少数量限制的后果。 汽车配额将到2005年时

分阶段取消。在过渡期，配额的基本水平将是60亿美元（优

于中国的汽车工业政策的水平），而且这一水平将每年增

长15%直到取消。 进口和分配的权利 中国将提供贸易权利和

分配。贸易权利和分配是制造部门最优先考虑的事。目前，

中国严重限制贸易权利（进出口权）和分配（批发、零售、

维护和修理、运输等）。在协议下，中国将首次提供贸易权

利和分配权利给美国公司。贸易权将在3年内分阶段引入。即

使中国最限制的分配部门如批发、运输、维修等，分配权也

将提供。 服务 中国已经承诺，在一个合理的转换期内取消全

部主要服务业的绝大多数外国股本限制（特别是在美国有着

强烈商业利益的部门），同意加入基本电信和金融服务协议

，并为美国服务供应商保留目前市场准入。 保留 中国将在所

有服务部门保留全部现存的市场准入和活动。这将保护美国

在中国的现有分配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性服务和其他服务供

应商，包括那些在契约或股份协议或许可证下运作的公司，

随着中国承诺的分阶段到位而免受限制。 分配 在当今中国，

外国公司无权分配产品，或拥有或管理分配网络，批发渠道

或仓储，除了那些在中国制造的以外。中国现在也经常发经

营许可证，限制美国公司管理销售、售后服务、维护和修理



以及客户支持的能力。正如工业货物部门注意到的，这无论

是对货物出口还是对服务出口都是严重的障碍。中国的承诺

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他们在分配上作出了广泛的承诺，包

括批发、从固定地点销售、零售、维护和修理以及运输。因

而，美国将能分配进口的产品如同那些在中国制造的一样，

为扩大美国货物出口提供重大的机会。如上所述，中国将在3

年内分阶段取消对绝大多数产品的全部分配服务上的限制。 

分配的辅助服务 中国在分配的辅助服务业上的承诺包括租赁

、空中快递、货物寄送、储藏和仓库、广告、技术检测和分

析，以及包装服务。全部限制将在3-4年内分阶段取消，到那

时美国服务供应商能建立100%的全资辅助服务业。 电信 中国

现在严重地限制电信服务销售，禁止外国投资。中国的承诺

标志着它首次同意开放其电信部门，既开放服务范围，又开

放对电信企业直接投资。通过这些承诺，中国将成为基本电

信协议的成员。特别承诺包括： 规制原则：中国已经同意实

施具体化在基本电信协议（包括成本定价，相互联通权和独

立管理当局）中的亲竞争的规制原则，同意技术中立安排，

这意味着外国供应商能使用他们选择的任何技术去提供电信

服务。 服务范围：中国将分阶段取消所有地理限制，对传呼

业3年，价值增值业和集群通讯也是3年，移动通讯5年，国内

有线服务6年。中国的关键电信服务走廊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代表了全部国内通讯的约75%，这一走廊将自加入之日起

立即开放全部电信服务。 投资：在目前环境下，中国不允许

外国投资于电信服务。有了这一协议，中国将允许在全部电

信服务中49%的外国投资，并将于2年内在价值增值业务中，

于3年内在寻呼服务中，允许50%的外国所有权。 保险 对保险



来说，中国现在将外国公司限制在上海和广州经营。在这一

协议下： 地理限制：中国将自加入之日起允许外国财产和伤

亡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承保大规模险，在5年内将取消未来

许可证的全部地理限制，在2-3年内允许美国优先利益进入关

键城市。 范围：中国将为外国保险公司扩大活动范围包括集

团、健康和养老金保险，这代表了全部保费的大约85%，在5

年内分阶段引入。 谨慎原则：中国同意仅仅基于谨慎原则发

放许可证，不需要经济考量或对发放许可证的数量进行限制

。 投资：中国同意允许50%的所有权，取消对外国人寿保险

商的烦琐的合资要求，分阶段取消内部分支机构的限制。人

寿保险商现在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合资伙伴（不同于目前的

政策，由中国当局来为保险商选择合伙人），并将在加入之

日起即允许51%的所有权，并在2年内形成全资拥有的下属机

构。 银行 目前外国银行是不能与其中国客户做当地货币业务

的（有一些可以与其外国客户做地当货币业务）。中国对建

立外国银行施加了严重的地理限制。 中国已经承诺，美国银

行可以在5年内享受完全市场准入。 外国银行将能在加入2年

后开始向中国企业经营当地货币业务。 外国银行将能在加

入5年后向中国居民经营当地货币业务 外国银行将能在指定

地理范围内享受中国的银行的同样的权利（国民待遇）。 无

论是地理还是客户限制都将在5年后取消。 证券 中国将允许

少数外国人拥有的合资公司以中国公司同样的条件从事基金

管理。随着中国公司的经营范围的扩大，外国合资证券公司

也将享受同样的经营范围扩大。少数合资公司将被允许承购

国内证券发行，承购并交易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证券（债券或

股票）。 专业性服务 在专业性服务上，中国目前严格限制外



国律师公司和会计公司的经营。在协议中，中国已经提供了

一个范围广泛的承诺，包括法律、会计、税收、管理咨询、

建筑设计、工程、城市规划、医疗和牙医，与计算机相关的

服务。除了在实施中国法律方面（这些例外是许多WTO成员

共同的），中国将允许外国多数控制。对会计业来说，中国

已经同意取消强制性当地化要求，现在将按照透明的程度无

限制允许进入其市场，发放专业许可证。 视听 中国的承诺包

括分配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和拥有并经营电影院的权利。对

录像和录音制品来说，中国将允许49%的外国股权参与从事

分配这些产品的合资企业。中国亦已同意在加入后即进口电

影40部，在3年内达到50部，其中20部电影将采用分账制。 旅

行和旅游 旅馆业：中国将允许旅馆业经营者无限制进入中国

市场，在3年内可以建立100%外资拥有的旅馆，在加入之日时

即允许（外国）多数所有权。 旅行服务：外国旅行社可以提

供全部的旅行代理服务。对旅行代理服务来说，中国将允许

进入政府旅游胜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 协议条

款 中国在WTO协议和工作组报告中的承诺通过WTO争端解

决程序来确立其权利和义务的强制执行。我们已经在与反倾

销和补贴、面对进口潮的保护、技术转让要求和补偿贸易，

以及国有和国资企业的行为等关键条款上达成了一致。这些

条款对美国工人和企业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中国已经同意自

加入之日起即实施贸易相关投资准则协议，取消和停止执行

贸易和外汇平衡要求，取消和停止执行本地化要求，拒绝执

行强加这些要求的合同；并且只有在与WTO协议关于保护知

识产权和贸易相关投资法一致的情况下，强制或执行法律或

与转让技术、技术诀窍相关的其他条款。 这些条款也将会帮



助保护美国公司反对强制技术转让，因为中国已经同意自加

入之日起，它将不再以下述任何类型的要求的执行情况为条

件，拒绝批准投资、进口许可证或任何其他进口批准程序，

包括：当地化要求，补偿贸易，技术转让，或要求在中国进

行研究与发展。 反倾销和补贴法 签署的协议条款保证美国公

司和工人将有强有力的保护面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倾销和

补贴。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我们将能在未来的反倾销案中

维持我们目前的反倾销法（把中国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

不仅如此，当我们对中国应用我们的补偿义务法时，我们将

能把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考虑在内，以确定和测度可能存在的

任何补贴利益。这一条款将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有效。 

产品特别防卫 协议中签署的条款还保证美国国内公司将有强

有力的保护来面对进口激增。 为此，产品特别防卫条款建立

了特殊的机制以处理威胁某一美国工业市场的进口增长。中

国享受对美国市场开放好处的主要出口国。这一机制是在其

他WTO防卫条款以外的，不同于传统的降卫，在来自中国的

进口成为实质性伤害的明显原因后，传统防卫机制允许中国

通过诸如自愿限制来处理。而是进一步，美国可以基于

比WTO防卫协议更低的标准对中国应用单边限制。这一条款

将在中国加入WTO后12年内有效。 国有和国资企业 协议解

决了与中国政府卷入经济有关的重要问题。中国已经同意它

将保证国有和国资企业将仅仅基于商业考虑如价格、质量、

实用性和可销售性进行购买和销售，给美国公司在无歧视的

条件下销售和采购的竞争机会。 中国亦已同意它将不影响这

些商业决策（无论是直接或间接），除非以与WTO一致的方

式。关于对国有和国资企业应用WTO规则，我们已经以几种



方式明确这些公司是服从WTO纪律的。 这些国有和国资企业

购买货物或服务不是政府采购因而服从于WTO规则。 我们

在WTO协议关于补贴和补偿贸易中已经明确了国有和国资企

业的地位。这将有助于保证我们能有效地对这些企业应用我

们的贸易法，当这样做适当的时候。 纺织品 中国的一揽子协

议将包括一项源自1997年双边纺织品协议的条款，它允许美

国公司和工人回应纺织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增长。这一纺织品

防卫条款将在WTO协议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条款消失后继续

有效，一直到2008年12月31日。 一、协议精彩处 美中WTO协

议涵盖全部农产品，全部工业产品，以及全部服务领域。 工

业关税： 中国的工业关税将从1997年的平均24.6%降至2005年

的平均9.4%，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工业产品上，关税将降

至7.1%，大多数关税削减将在2003年底前实施。关税将在一

系列产品上下降包括：木材、纸张、化学制品、资本和医药

设备。在信息技术上，对诸如计算机、半导体，以及所有与

因特网相关的设备，将从平均13.3%降到2005年的0%。 农业

： 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农产品上，关税将从平均31.5%降到至

迟2004年1月的14.5%。 优先产品 关税 协议前协议后 牛肉45% 

葡萄40% 酒65 % 干酪50% 12% 家禽 20% 10% 猪肉 20% 12% 平

均 31.5% 14.5% 中国将增加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包括玉米、棉

花、小麦、大米、大麦、豆油。 中国将取消出口补贴这对美

国棉花和大米生产商特别关键。中国将首次在农业上永久性

允许私人贸易（私人部门间的贸易）。 服务业： 对于工业产

品，中国将首次允许无中介的进出口权利所谓的贸易权利，

以及包括批发到零售和售后服务、修理、维护和运输在内的

全部分配权利。 电信、保险、银行、证券、视听产品和专业



性服务部门，简单说，将都能在协议下扩展其市场进入。 二

、关键未解决问题的解决 进口潮机制。中国已经同意一种特

殊防卫机制，这种机制在中国加入WTO后的12年里起作用，

可以被用于处理来自中国的进口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引起

市场破坏或威胁市常 反倾销。协议保证，美国可以在15年内

当涉及中国的进口时，继续应用目前的非市场经济法处理反

倾销事例。当然，中国可以请求适用美国法律检查特定部门

或整个经济体来决定它是否属市场导向的，从而不再服从这

一特定法。 电影。先前未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限制电影进

口的程度。在协议以前，中国允许最多进口10部外国电影。

在协议中，中国将在第1年进口40部电影，四倍于原进口额，

到第3年时为50部，其中20部将在分账制基础进口。 因特网准

入。由于中国在未来10年的因特网进入方面有巨大的预计增

长，美国的一个关键优先问题是保证中国的电信服务承诺明

确地包括因特网服务的全部方面。协议保证因特网服务商将

以其他关键电信服务同样的速度自由化。 卫星。中国已经明

确它将允许通过卫星的电信服务的供应。 汽车贷款。中国现

在已经承诺非银行外国金融机构能在中国加入之日起提供汽

车贷款服务。这与相关的进口、分配、销售、融资以及维护

和汽车修理的承诺一道，将会为美国工业打开这一关键部门

。 加速汽车关税削减。作为在敏感领域寻找双赢结果的努力

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加速关税削减以换取略微延长引入期。

这提供了更早的市场准入，而汽车关税仍然将从目前

的100-80%降至2006年7月1日的25%。 电信。在美国同意中国

的请求，把外国股份参与价值增值和寻呼业务的比例限制

在50%以内的同时，中国同意既显著加速在前两年里外资股



份参与的比例，又加速取消地理限制。中国曾表示它将在加

入后的两年之内允许价值增值和寻呼业务上的35%的外国所

有权，4年后允许达51%。中国现在将允许在加入的第一年外

资股权达49%，第二年即可达50%。 人寿保险。就在美国同

意中国的请求，将外国股份参与人寿保险的比例限制在50%

以内，中国同意在开始几年中显著加速取消地理限制，（增

加外国）股本参与的比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