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是重阳投资董

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

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 7 个部门、运营管理 

3 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

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关贸总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 

1991 年 5 月，关贸总协定研究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建，1995 年 1 月，关贸总协定研

究会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2000 年 1 月，在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的基础上经改制，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为以科学研究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职能的学校直

属实体性研究机构。2000 年 8 月，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被教育部评选为“普通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全国唯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研究主题的重点研究基地。

2002 年 7 月，经教育部批准，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以 WTO 的规则体系和运行机制为研究重心和出发点，将研究

视野投射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广阔领域；致力于应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

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探索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路径及其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追

踪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开放经济的内在演进规律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致力于重大现实

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国家和企业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致力于创建开放的、共享的

研究与交流空间，促进国内外 WTO 研究领域的智力和资源的融通。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自创建以来，通过机制创新整合国内外一流的研究团队，开展

了活跃的前沿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承担了众多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和政府、企事

业单位咨询项目，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品牌。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已

经成为中国 WTO 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创新基地和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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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优等生——中国履行 WTO 承诺评估报告 

核心提示 

早在 2011 年，中国政府就曾发布白皮书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2018 年 6 

月 28 日，中国又专门发布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阐述了自身履行入世承

诺的情况。目前，美国对中国是否有效履行入世承诺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技术转让、补

贴与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在近几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报告中，均对中国履行入世

承诺表达了不满。 

本报告聚焦中国入世承诺，直击美方疑点，回答各方重要关切，向国际社会真实呈

现作为 W TO 优等生的中国，如何完成了一场“进京赶考”。以下是本报告的重点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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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是否履行了承诺？ 本报告从自主合规审查、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查

与监督、争端解决机制的监督与“纠错”三个角度出发，评估了中国对承诺的执行情

况。 

2、 中国履行承诺的争议点是什么？ 本报告从技术转让、产业政策、知识产

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这 6 个领域出发，分析了中国执行入世承诺的

争议点。 

3、 十七年来，中国如何融入 WTO？ 本报告从法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

识产权、透明度这五个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中国融入 WTO 的十七年。 

前言 

世贸组织是全球化背景下规范全球贸易，带动全球经济增长，造福世界人民的的国

际体制。入世以来，中国积极履行承诺，从法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

明度等方面积极调整自身适应 WTO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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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在履行入世承诺问题上一直质疑中国，一方面是由于双方对 WTO 规则

和承诺的理解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提出的承诺标准已超出了 WTO 的规则领

域，或是其武断地以自身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来判定中国的入世履行情况。 

对于美国的质疑，中国一直坚持开放的态度，积极回答各方质疑。本报告以事实为

基础，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状况进行评估，为各方了解中国入世状况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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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履行 WTO 承诺的若干争议焦点 

（一）技术转让 

中国入世时有关技术转让的相关规定出

现在《中国加入议定书》第 7.3 条和《中国

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 49 段。根据《议定

书》第 7.3 条，“在不损害本议定书有关规

定的情况下，中国应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主

管机关对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

配或对进口、进口权或投资权的任何其他批

准方式，不以下列内容为条件：此类产品是

否存在与之竞争的国内供应者；任何类型的

实绩要求，例如当地含量、补偿、技术转

让、出口实绩或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

等”。根据《工作组报告书》第 49 段，

“中国代表确认，中国对其领土内的个人或

企业只实施、适用或执行与 WTO《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和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

协定）不相抵触的、与技术转让、生产工序

或其他专有知识有关的法律、法规或措施。

他确认，技术转让的条款和条件、生产工序

或其他专有知识，特别是在投资的过程中，

只需经投资方议定。工作组注意到这些承

诺”。 

目前，中国完全履行了不以技术转让作

为外资市场准入门槛的承诺，其他 WTO 成

员也从未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就技术转让

问题提出与中国的磋商请求。而美国对中国

“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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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由于中国的做法不符合美国的要求和期

许，就得出中国未能履行入世承诺的结论。

对此，美国采取了明确违反 WTO 最惠国待

遇原则和约束关税义务的单边 301 调查方

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在美国长达 200 多页

的 301 调查报告中①，多次出现“据报

道”、“据许多消息来源称”等类似表述以

及所谓的“机密调查” 信息来源，信息的

可靠性有待商榷。并且， 301 条款规定了

三类可以开展调查的行为、政策或做法：

（1）违反贸易协定；（2）与美国国际法律

权利不一致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并对美国

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3）不合理或歧视性

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

担或限制。本次 301 调查主要针对的是第

三类行为，即只要是美国认为有损美国利益

的“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就可以开

展调查。因此，基于美国 301 调查的结论

不能得出中国是否违反 WTO 规则的结论，

也不能作为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的依据。 

具体来看，美国 301 调查列举了中国强制

性技术转让的两个方面：（1）美国认为，

中国政府利用外国所有权限制， 

如正式和非正式的合资要求以及其他外国投

资限制要求美国企业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

限制外国投资者进入特定行业，除非与中国

企业合作。而事实是，中国从未以合资要求

迫使外资企业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根据美

国商会的《2018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

显示①，有 82%的受访企业并不认为其在中

国与商业伙伴和客户分享的技术和专利知识

数量比在其他海外地区的多。并且中国正在

逐渐取消一些行业领域的合资要求，但这属

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自主开放，而

不是 WTO 项下的承诺义务。2018 年 6 月

28 日，中国国家 

 

①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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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

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施行。该版负面清单

是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

订）》中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修

订，也是中国首次单独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其在第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了

市场准入，涉及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

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

源、农业等各领域共 22 项开放措施；并且

将特别管理措施缩减近四分之一，由 2017

年的 63 条精简至 48 条。2018 版负面清单

包括的主要开放措施如表 1 所示。  

表 1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 

行业领域 开放措施 

服务业 

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

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 51%，2021 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

基础设施领域取消铁路干线路网、电网外资限制；交通运输领域取消铁路旅客

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外资限制；商贸流通领域取消加油

站、粮食收购批发外资限制；文化领域取消禁止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的规定。 

制造业 

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 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

比限制，2022 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船舶行业取消设计、制造、修理各环节的外资限制；飞机行业取消干线飞机、

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等各类型的外资限制。 

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 

农业领域取消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外资限制；能源领域取消特殊

稀缺煤类开采的外资限制；资源领域取消石墨开采、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的

外资限制。 

数 据 来 源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2.shtml. 

 

①   AmChamChina. 2018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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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是美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

地。美国商会《2018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

告》的每十家受访企业中就有六家将中国列

为全球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另有 46%

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三年进一

步向外资开放市场，较 2016 年占比 34%有

所增长。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在

不断完善，美国企业对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

的信心在不断增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决策是基于市场盈利的商业考虑，而非受到

中国政府行为的驱使和政策环境的干扰。有

62%的美国受访商会企业表示，近 5 年来中

国制定政策和沟通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透

明。并且多数受访企业认为即使中国制定政

策和沟通的过程不够透明，但并不妨碍其投

资决策。 

（2）美国认为，中国政府使用行政许

可审批程序强制要求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

并以此作为发放建立和经营在华业务所需行

政许可的条件。而事实是，中国目前对外资

已从全面审批制转为备案制为主。2016 年

9 月 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

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

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为确保法律顺畅衔接

和便于各商务部门的具体执行与落实，商务

部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发布了外资备案管

理办法。2017 年 7 月 30 日，商务部出台了

“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对 2016 年 10 月

8 日实施的外资备案管理办法做出进一步的

修订和明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的备案管理，明确外国投资者

以“并购形式”投资符合条件的境内非外商

投资企业（包括境内非外商投资的上市公司）

同样适用备案管理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外资

备案管理的适用范围。依照相关规定，符合

要求的外资企业都不需要审批，只需进行网

上备案。如果有审批与备案部门以转让技术

为要求实施审批或备案，外资企业完全可以

对此申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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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美国 301 调查中提出的问

题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其将政府行为与企业

行为混为一谈，扩大了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外

延。中国自改革开放之日、设立经济特区开

始，就将吸引外资作为最重要的开放政策之

一。在中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从

未签署过一项强制性技术转让协议，中国也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强制外国投资者转让技

术。中国商务部迄今为止尚未接到过一起由

美、欧、日、韩在华商会提及的中国方面违

反法律、合同及协议、强制要求外方转让技

术的举报。外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

程中，可能会有技术转让的行为，但中国企

业对技术的获得不是无偿的，而是通过使用

费、专利费等有偿方式，这是双方企业基于

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而非政府强制性

干预的结果。实际上，中国近年来产业技术

水平的快速提升应得益于创新环境的日益优

化、创新投入的快速增长以及创新能力的不

断提升，而非牺牲美国企业利益的强制性技

术转让结果。 

（二）产业政策 

中国入世时关于补贴与产业政策的相关

规定出现在《工作组报告书》第 171 至 

176 段。中国澄清与确认了在“发展中国家

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国有企业（包

括银行）的补贴”、“补贴通报的透明

度”、“出口实绩或本地成分要求等与《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 协定）不符的

补贴”、“钢铁进口替代计划”、 “中国

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等方面的权利与义

务。但在中国入世文件和 W TO《SCM 协

定》中并未明令禁止各成员政府制定产业政

策的权利，只要其不违反入世时的具体承诺

和《SCM 协定》。 

发达国家是产业政策和补贴的发明者和

主要使用者。正是 18 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

的《制造业报告》开启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先

河。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制定了一些战

略、规划和产业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遭到了美国的夸大其

词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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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责一是聚焦“中国制造 2025”计划，

认为“中国制造 2025” 的目标是让中国企

业在中国市场上取代外国企业的技术、产品

和服务，以便为中国企业主导国际市场做好

准备；并认为中国政府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而使用的政策工具方式和规模是其

他 WTO 成员未曾使用过的，其中包括旨在

促进中国产业发展的广泛国家干预和支持；

这将有可能造成或加剧市场扭曲，并在许多

目标行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美国对“中

国制造 2025”的指责缺乏具体的 WTO 规

则依据，特别是对中国本土创新的指责更是

站不住脚。 

首先，“中国制造 2025”是中国根据

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自身产业转型升级需

要，以及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而出台的发展愿景，并不针对任何地区

和国家。其他 WTO 成员也出台过类似的

政策计划。比如美国先后出台的《重振美

国 制 造 业 框 架 》（ 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先进制造

业国家战略计划》（A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等多

个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法案，

德国的“工业 4.0”，英国的“工业 2050

战略”等。这些政策在本质上与“中国制造 

2025”是一样的，都是以公开、透明和非

歧视的方式实施的，既适用于中国企业，也

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 

其次，“中国制造 2025”只是一个导

向性的目标愿景，其实施主要依靠市场力

量，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政策仅发挥引导作

用。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会提

出，“要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

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①。中国政府的支持方式主要集

中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创新平台建设、行

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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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没有损害公平竞争原则，这也是发达

国家的普遍做法。 

第三，“中国制造 2025”的支持政策

是开放性的，对内资外资一视同仁，不存在

限制性和歧视性问题。自实施以来，中国积

极推动“中国制造 2025”与美国《先进制

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 4.0” 等

战略对接，在诸多领域开展了实质性的项目

合作。事实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

已经参与了“中国制造 2025”的有关项

目。 

表 2  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具体措施 

行业 具体措施 

钢铁 

2016 年中国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计

划 

2016-2020 年压减粗钢产能 1 亿至 1.5 亿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通过依法依规

退出落后产能和引导主动退出产能的方式，积极稳妥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同时严管严控新

增产能，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严禁违法违规新增产能。2016 年、2017 年分别压减

粗钢产能 6500 万吨以上，5000 万吨左右，提前超额完成了 5 年的下限目标，2018 年

决定再压减粗钢产能 3000 万吨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http://www.gov.cn/gongbao/2016-02/29/content_5045931.htm.  21 世纪经济报道 . 

发改委： 

煤钢行业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 .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8-

04/19/ content_84699.htm.  

煤炭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2016 年制定出台《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对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做出全面部署和安

排，明确从 2016 年开始，用 3 年至 5 年时间，退出产能 5 亿吨左右、减量重组 5 亿吨

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市

场供需基本平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2017 年共化解

煤炭过剩产能 5.4 亿吨以上，其中 2016 年 2.9 亿吨以上，2017 年 2.5 亿吨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 《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05/content_5039686.htm. 21 世纪经

济报道 . 发改委：煤钢行业转向系统性去产能、结构性优产能 .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8- 

04/19/content_84699.htm. 

 

① 人民网 .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01/c1001-29840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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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指责二是聚焦产

业补贴及其可能引发的产能过剩。对此，中

国可以加强补贴通报义务，实施更加严格的

补贴纪律。但美国自身也对国防和制药部门

的研发进行了大量投入，同时在能源、农业

和制造业部门存在大量补贴。产能过剩则是

一个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全球经济问题。中国

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并不是造成全球产能过

剩的主要原因，相反，中国一直致力于有效

化解产能过剩，中国采取的化解产能过剩的

措施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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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贸易预警”项目（Global 

Trade Alert）得出的结论更印证了这一事

实。该项目报告指出①，中国存在产能过剩

的行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较小（自 2005

年以来不超过 21%），并且这些行业的出口

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小部分， 2016 年中

国对 G20 成员出口产品的 86% 都不是来自

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该项目还对 16 家中

国和 31 家其他国家的上市钢铁公司财务报

告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公司 

获得的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 

0.4%，而很多其他国家公司获得的补贴要

高得多。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

钢铁行业采取了大量的政策干预措施，其采

取的保护性政策措施占所有政策措施的比重

高达 98%，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53%，

电解铝 

电解铝行业主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化解过剩产能，重点是严管严控新增产能，实施

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实现电解铝控制总量、优化存量、供需动态平衡的目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通过兼并 

重组等方式实施产能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92/ 

n3917132/n4061854/c6016958/content.html. 《关于电解铝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

实施产能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解读 .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 

n3057569/n3057574/c6019256/content.html.  

船舶 

2013 年中国政府出台《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对船舶行业化解

产能过剩提出了明确要求。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任

何方式核准、备案新增产能项目。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http://www. 

gov.cn/zwgk/2013-10/15/content_2507143.htm. 

煤电 

2017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16 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

制在 11 亿千瓦以内。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印发《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的通知 .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08/ t20170814_8575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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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表 3 所示。美国无视其国内采取的产

业措施，反而指责中国是不符合逻辑的。 

 

① Simon J. Evenett, Johannes Fritz. The 22nd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Going Spare: Steel, Excess Capacity, and 

Protectionism. https:// www.globaltradealert.org/reports/44. 

 

图 1: 全球部分主要国家对钢铁行业采取的政策干预措施统计（2008.11-2018）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预警项目（Global Trade 

Alert）事实上，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批

评反映出两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差异。

尽管“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不同，

但不能认为“中国模式”是错误和违反

WTO 规则的。任何国家都有发展的权

利，都有权利通过实施恰当的产业政策促

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快的

条件下，中国反对差异化、保护性的产业

政策，更需要的是符合实际的发展政策。

对于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等产业政策

的无端指责，中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三）知识产权 

中国入世时关于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

出现在《工作组报告书》第 251 至 305

段，中国澄清和确认了在“对外国国民适

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

保护的实体标准”“、控制滥用知识产权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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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产权的执行”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自中国入世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日趋

完善。中国先后建立健全了相对完整

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重新组建

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并不断发挥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推进设立知

识产权法院和专门审判机构，成立了

专门的商品检验队伍，对工商质检部

门进行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市场管

理。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几乎

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先后

与 24 个国家专利审查机构签订了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PPH）协

议 。① 

首先，美国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 

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自中国入世以来，

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快速增

长，2017 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

费达到 286 亿美元，比 2001 年入世时增

长了 15 倍之多（如图 1），其中支付美国

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同比增长了 14%。在全

球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最高的 15 个

国家中，中国位列第 4（如图 2）。 

 

① 24 个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芬兰、丹麦、墨西哥、奥地利、韩国、波兰、加拿大、新加坡、葡萄牙、西班

牙、英国、瑞典、冰岛、以色列、匈牙利、埃及、智利、捷克、巴西、马来西亚。 

表 3  全球主要国家对钢铁行业采取的政策干预措施统计 

主要国家 

2008 年 11 月以来实施的

歧视性（保护主义）政策干

预措施数量 

2008 年 11 月以来实施的

自由化政策干预措施数量 

实施歧视性（保护主义）政

策干预措施的比例 

阿根廷 23 17 0.58 

澳大利亚 25 0 1.00 

奥地利 40 6 0.87 

比利时 41 6 0.87 

巴西 29 23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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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34 4 0.89 

中国 21 19 0.53 

芬兰 40 6 0.87 

法国 44 6 0.88 

德国 45 6 0.88 

希腊 40 6 0.87 

匈牙利 40 6 0.87 

印度 89 9 0.91 

印度尼西亚 26 25 0.51 

意大利 42 6 0.88 

日本 13 1 0.93 

卢森堡 40 6 0.87 

墨西哥 27 5 0.84 

荷兰 40 6 0.87 

挪威 1 0 1.00 

波兰 41 6 0.87 

韩国 7 0 1.00 

俄罗斯 34 13 0.72 

沙特阿拉伯 21 1 0.95 

斯洛伐克 40 6 0.87 

南非 16 3 0.84 

西班牙 42 6 0.88 

瑞典 40 6 0.87 

瑞士 0 0  

土耳其 24 10 0.71 

英国 51 6 0.89 

美国 379 6 0.98 

数据来源：Simon J. Evenett, Johannes Fritz. The 22nd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Going Spare: 

Steel, Excess Capacity, and Protectionism. 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report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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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

局 

 

图 3：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前 15 位的国家 

注：图 3 所列国家在 2016 年 137 个可获取知识产权使用费数据的国家中排名前 15 位。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据美国商会的《2018 中国商务环境

调查报告》，“知识产权侵权”仅排在受访

企业认为在华营商挑战的第 12 位（最后一

位），仅有 20%的受访企业选中该项。受

访企业几乎一致认为“近年来中国知识产

权方面的执法力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

持有该意见的企业比例从 2014 年的 86%

上升至 2017 年的 96%。根据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 2017 年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共受理专利申请超

过 133 万件，连续 7 年居世界首位，超过

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专利局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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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在商标申请和工业品外观申请量

上也居全球首位①。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18 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国首次进

入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 20 个经济体之列，

是唯一进入前 20 强的中等收入国家。从投

入看，中国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绝对

值排名全球第二；从产出看，中国是专利

申请最多、科技出版物最多以及科技工作

者和研发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②。这些数字

和事实都说明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不断

完善，中国已经具备自主创造知识产权的

能力，正逐步成为一个全球创新的引领者，

这从一个侧面有力回击了美国所谓中国

“盗窃知识产权” 的无端指责。 

其次，美国对中国未能履行知识产权

相关入世承诺的指控是毫无道理的。衡量

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的标准就是中国入

世时的《工作组报告书》和《TRIPS 协

定》，既然美国在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

最新报告中③已经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法律

法规的修改方面做出了重大进步，就没有

理由再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中国发难。虽然

《工作组报告书》第 251 段表示“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体制虽然处于发展的最初阶

段，其目标是达到世界水平和世界标

准”，但根据《工作组报告书》第 342 段

列举的各项承诺以及《议定书》第 1 条第

2 款的表述，《工作组报告书》第 251 段不

属于 WTO 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其

帮助理解明确作为 WTO 协定一部分的各

项承诺，但其本身不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

力的承诺。因此，美国仅因为中国目前的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未能达到其期望的“世

界水平和世界标准”，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就推断中国未能有效履行入世承诺，这是

典型的“美国优先”逻辑。按此逻辑，任

何 WTO 成员如果认为对方对自身造成了

障碍，而不管该障碍是否属于规则允许的

范围之内， 

 

①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7.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941_2017.pdf.  

②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8.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18.pdf. 

③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Press/Reports/China%202017%20WTO%20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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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指责对方不遵守 WTO 规则，这是

不合常理的行为。 

（四）政府采购 

在中国入世之初曾承诺加入《政府采

购协定》（GPA），与之相关的承诺出现在

《工作组报告书》第 339 至 341 段。中国

的承诺包括：在加入 GPA 前，中央和地方

各级所有政府实体，以及专门从事商业活

动以外的公共实体，将以透明的方式从事

其采购，并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向所

有外国供应商提供参与采购的平等机会；

同时自入世时成为《政府采购协定》观察

员，并将尽快通过提交出价开始加入该协

定的谈判。 

中国在入世时承诺有意成为 GPA 参与

方，成为观察员并尽快提交出价单，对此

中国已完全履行了上述承诺。至今中国已

提交了 6 份出价。美国在“中国贸易壁垒

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最新出价表明

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门槛、实体

覆盖范围和服务项目覆盖范围。尽管如

此，出价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和为其他缔

约方所接受。但谈判必然有一个过程，中

国积极参与 GPA 谈判就是对入世承诺的履

行。至于美国指责中国的出价不符合其要

价，这仍然需要谈判来达成彼此之间的权

利义务平衡，美国忽略了中国在出价上的

实质性改进，以及美国自身对要价也需要

改善。 

（五）国有企业 

中国入世之时关于国有企业的相关规

定出现在《工作组报告书》第 46 段，中

国承诺“将保证所有国有和国家投资企业

仅依据商业考虑进行购买和销售，如价

格、质量、可销售性和可获性，并确认其

他 WTO 成员的企业将拥有在非歧视的条

款和条件基础上，与这些企业在销售和购

买方面进行竞争的充分机会。此外，中国

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企业或国

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包括关于购买或

销售的任何货物的数量、金额或原产国，

但以与《W TO 协定》相一致的方式进行



WTO 的优等生 

——中国履行 WTO 承诺评估报告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45     19 

的除外”。该条款对国有企业的竞争条件

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自入世以来，中国进行了多次国有企

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近年来在

中央层面发布的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文

件如表 4 所示。 

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由来已

久，一是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事实上，

国有企业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也普遍存

在，如果某成员认为其他成员的国有企业

从政府处获得了特别补贴，并且这些国有

企业的出口影响了该成员的国内产业，该

表 4  中国近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政策列表 

时间 发文单位 政策名称 

2015 年 8 

月 

国务院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2015 年 9 

月 

国务院 《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2015 年 10 

月 

国务院 《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6 

月 

国资委、财政部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2016 年 8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 

2017 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 

2018 年 4 

月 

科技部、国资委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 

2018 年 5 

月 

国务院 《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2018 年 5 

月 

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 http://www.gov.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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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可以在 WTO 框架内采取相应的措

施，比如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进行反补贴调查，或者诉诸 WTO 争端解

决机制。 

二是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美国在

“中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

监管当局实施的《反垄断法》带来了多重

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反垄断法》

将如何适用于国有企业。美国认为，虽然

中国监管当局已明确表示，《反垄断法》的

确适用于国有企业，但到目前为止，其只

对省级国有企业有过执法经历，而没有对

国资委下辖的任何央企有过执法经历。但

事实上，中国反垄断审查对境内外企业包

括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并未区别对待。《反

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

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

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经营者应当

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

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

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垄断

法》第十七条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的相关滥用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在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查处的

垄断案件涉及的 27 家企业中，国有企业

共 8 家，占比近 30%①。这些事实都说明

美国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其单纯因为对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感到不满，就指责

中国未能履行入世承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

的。  

（六）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入世时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

相关规定出现在《议定书》第 15 条“确

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中。《议定

书》第 15 条（a）、（d）两款是关于反倾

销的价格比较，（b）款是关于反补贴的价

格比较，（c）款是关于价格比较的法律通

报义务。实际上，《议定书》第 15 条并未

将中国认定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其（a）（ii）款仅是授权 WTO 成员在“中

国企业不能证明其所处产业具备市场经济

的条件下，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倾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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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根据其（d）款，无论如何在中

国入世 15 年后，（a）（ii）款都应作废，

也就是说在中国入世满 15 年后，其他

WTO 成员应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终

止替代国做法。对于《议定书》第 15

条，中国已经完全履行了其承诺，在入世

后的 15 年内，接受美欧等其他 WTO 成员

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采用替代国做

法。但在中国入世 15 年期满之后，美欧

等 WTO 成员并未如期履行其承诺义务，

未取消对中国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做

法，这明显违背了 WTO 规则。美国未如

期取消对中国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做法的

关键在于其将国内法是否承认中国为“市

场经济国家”与是否取消对中国反倾销调

查中的替代国做法挂钩。根据 2017 年 10

月 30 日美国商务部在铝箔反倾销调查中

公布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

最新调查结论 ②，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市

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是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是基于其认为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市场

和私营部门的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根本

性扭曲。根据《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771(18)(A)、771(18)(B)项的规定，美国

商务部在认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

国家”时需考察以下要素：1、货币可兑换

的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

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

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

度；5、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

格决策的控制程度；6、商务部认为合适的

其他判断因素。 

美国商务部根据上述六项标准进行了

分别说明，第一，中国政府仍然对资本账

户交易进行严格的限制，并对在岸和离岸

 

① 中国政府网 . 2017 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查处垄断案件盘点 .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2/01/content_5262853.htm. 

②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hina’s Status as a Non-Market 

Economy, October 26 2017, https://enforcement.trade.gov/download/prc-nme-status/prc-nme-review-final-

103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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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第二，中国政府

禁止成立独立的工会来代表劳工权益，工

人没有罢工的合法权利，劳资双方通过自

由协商确定工资受到显著的体制限制，政 

府通过户口登记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行限

制。第三，中国对外国投资存在一些重要

的限制，包括股权限制和本地合作要求、

不透明的审批和监管程序、技术转让和本

地成分要求；政府引导外资进入中国政府

支持的部门和技术中，却限制外商在战略

性行业中的投资，以维持中国政府在该领

域的控制地位。第四，中国政府继续保有

对生产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在：

（1）在企业部门中广泛存在的国家投资企

业，政府将资源分配给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行业，这些国家投资企业不会受到市场

规则和供需关系的严格限制；（2）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制度。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

财产，政府控制农村征地并垄断城市土地

使用权的分配。第五，中国政府在资源分

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计划（规划）仍

然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可

以从计划的制定、分配和审查的官方机

制，以及部门层面计划的范围和明细得到

证明，中国政府对其认为具有战略性的价

格给予高度的控制。第六，中国的法律制

度仍旧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用来确保

各种经济成果、引导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并

且追求产业政策目标的工具，个人和公司

对于行政立法制定的独立参与以及质疑行

政决策的能力受到限制。根据上述分析，

美国商务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非

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中国经济运行未能

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为此美国商务部在对

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不能采纳中国的

价格和成本进行反倾销调查分析。这并不

是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做出此类裁决。2006

年 8 月 30 日，美国商务部在对华横格纸

反倾销调查中也曾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

得出调查结论。虽然两次调查的结论均为

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通过对两次

调查结论的对比，仍然可以发现美国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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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此次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的认定出现了

明显倒退。例如，关于第一个因素，横格

纸案的调查结论是“中国仍然对资本账户

交易进行限制”，铝箔案的结论则是“仍

然对资本账户交易和外汇市场进行严格限

制和大量干预”。关于第二个因素，横格

纸案的调查结论是“劳资双方大体上可以

进行工资议价”，铝箔案的结论则是“劳

资双方的自由工资议价仍然受到制度性约

束”。关于第三个因素，横格纸案的调查

结论是“中国政府允许各类外商投资和利

润回汇，并不受国有化以及征收”、“中

国政府通过行业准入政策引导外资进入出

口导向型产业和地区”，铝箔案的结论则

是“中国政府的外商投资体制存在重要限

制：包括股权限制和本地合作要求、审批

程序不透明、技术转让及本地成分要求

等”、“限制外资进入战略性行业”。关

于第四个因素，横格纸案的调查结论是

“尽管国有资本从部分经济领域退出，但

仍然存在对重点、支柱行业保持国有比重

的政策”、“禁止私有土地所有权，同时

允许私营企业和个人获得土地使用权”，

铝箔案的结论则是“中国政府继续保有对

生产领域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中国国有企

业的经济比重巨大；而中国政府的实际管

控比国企比例更大”、“土地所有权公有

是中国政府控制生产方式的重要手段之

一”。关于第五个因素，横格纸案的调查

结论是“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终结，大部分

价格管制已经放开”、“资源配置出现市

场化趋势，但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深度把持

资源配置”，铝箔案的结论是“中国政府

通过国家规划等形式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

影响”、“中国政府对生产要素价格实行

管控，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及价格整体扭

曲”。关于第六个因素，横格纸案的调查

结论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市场化改革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私营经济具

有活力，但政府机构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

的经济管控”，铝箔案的结论是“中国的

立法、司法系统是党政机关确保实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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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落实行业政策的工具；法院等主要

司法部门在整体或者个案上受政府干

预”、“个人和企业难以对政府决策提出

建议或者质疑”。对比两次裁决，可以发

现其明显的特点：横格纸案的调查结论更

多地使用了肯定性的用语，在肯定中国市

场经济建设取得进步的同时指出差距，而

铝箔案的调查结论则大多使用否定性用

语，并且大量使用了强调性的修辞表明事

态的严重性，如“重大限制和干预”、

“特殊限制”、“比重巨大”、“管控比

例更大”、 

“重大影响”、“整体扭曲”等。美国商

务部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的认定是不客

观、不现实的。WTO 并未对“市场经

济”进行定义，世界上的“市场经济” 也

不仅有一种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无视中国

不断取得的市场化改革成果，竟然得出了

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认定的倒退性结论，

这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而其根

据国内法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

家”，依此在《议定书》第 15 条相关条

款到期后继续在对中国反倾销调查中采用 

“替代国”做法，是对 WTO 规则的公然

违反。 

依上所述，美国对中国上述问题的指

控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中美两国都是

WTO 成员，双方可以在 WTO 框架下运用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也可以进行

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对于投资、

知识产权等问题，中美双方可以依托

TRIMS 协定和 TRIPS 协定进行协商。对于

WTO 现有规则无法覆盖或解决的问题，

中美双方可以合力推动 WTO 改革，制定

新的规则，但首要前提是要尊重现有规

则，而不是以明确违反 WTO 规则的方式

处理中美双方的贸易争端。 

二、对中国是否履行承诺的审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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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 W TO 成员可以做到 

100% 履行规则与承诺。为了保证各成员

对承诺的切实履行，W TO 设置了贸易政

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对各成员履

行承诺情况进行定期审查和不定期的监督

与“纠错”。加入 WTO以来，中国自觉地

接受这两项机制的审查与监督、认真对待

其他成员提出的关注问题并全部执行了争

端解决机构做出的裁决，这本身就构成了

中国履行 WTO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

在接受 WTO多边机制的外部监督的同时，

中国还在国内层面自主建立了合规审查机

制，对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进行自

我审查和监督，以保证各项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的一致性。 

（一）国内的自主合规审查  

中国加入 W TO 之初，为了履行 W 

TO“一揽子协议”和中国加入法律文件中

的承诺，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等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新立和废除，

自觉完成了第一轮的合规审查和法律调整。

之后，为了保证政府部门新出台的法规、

规章与 WTO 规则与承诺相一致， 2014 年

6 月 9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

〔2014〕29 号) ，明确要求国务院各部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有关或

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

策措施，应当符合 WTO规则。国务院各部

门应在拟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进行合规性

评估，而所谓“合规”是指上述贸易政策

应当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附件

和后续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根据《通知》

的要求，商务部负责接收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提出的书面意见。

国务院各部门应在拟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

进行合规性评估，并在正式发布时将政策

文本抄送商务部（中国政府世界贸易组织

通报咨询局）。国务院各部门拟定的贸易政

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政策制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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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必要，应在按有关程序报送审查或

自行发布之前就是否合规征求商务部的意

见：（1）涉及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

国际经贸条约、协定之间衔接的；（2）可

能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通知》的附件

列出了所有可能影响贸易的政策措施，包

括：（1）直接影响进口的政策措施：海关

程序、估价和原产地规则；关税；影响进

口的间接税；进口禁令和许可；国营贸易；

贸易救济；标准和其他技术要求；与进口

有关的融资政策。（2）直接影响出口的政

策措施：出口税；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税

收减让；出口禁止、限制和许可；国营贸

易；与出口有关的融资、保险和担保政策；

促进和营销支持措施。（3）其他影响贸易

的政策措施：税收优惠政策；补贴和其他

政府支持；涉及贸易的产业政策；价格管

制；竞争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政策；与服务部门市场准入有关的政策；

与服务部门国民待遇有关的政策；其他影

响贸易的政策。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商务

部分别对中央和地方 670 项、300 项、

375 项贸易政策措施进行了合规评估，举

办多期全国贸易政策合规培训班，实现了

省级地方政府贸易政策合规工作落实办法

全覆盖①。贸易政策的合规审查对即将出台

的各项贸易政策措施进行了严格把关，基

本保证了我国制定的各项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和我国加入承诺的一致性。严

格地説，制定合规审查制度本身在中国加

入 WTO 承诺中并没有明文要求，中国出

台并实施这一制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

WTO 承诺而进行的自我加码，表明对履

行 WTO 承诺的自觉性和更高的要求。 

（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查与监

督  

W TO 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对各

成员的全部贸易政策和做法及其对多边贸

易体制运行的影响进行定期的集体评价和

评估”②。通过贸易政策审议，WTO 秘书

处和被审议成员各向所有 WTO 成员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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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该成员贸易政策的报告，其他 

WTO 成员提出对被审议成员贸易政策的

关注问题，被审议成员对所有提问进行书

面答复。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 WTO 特有

的一项制度，在促进贸易政策的透明度、

审议各成员贸易政策与 WTO 规则的一致

性、为各成员就其关注问题提供交流平台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议定书》第 18

条的规定，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除了上

述适用于全体成员的常规审议外，还有一

项“过渡性审议机制”，在中国加入 

WTO 后的 8 年内，需每年接受 WTO 总理

事会及其下属 16 个理事会和委员会③就其

所管辖领域的分别审议，并在加入后第 10

年进行最终审议。虽然过渡性审议本身违

背了多边贸易体制关于非歧视的基本原

则，是仅针对中国适用的一项歧视性制度

安排，尽管如此，中国历来讲究“言必

信、行必果”，既然它作为中国加入

WTO 法律文件的一部分，中国在加入后

忠实地履行了相关承诺。由于过渡性审议

与常规审议的审议机构、程序等不同，中

国每年需根据 WTO 不同机构的会议时间

分别派出 17 个代表团参加各理事会、委

员会的会议，根据《议定书》要求向会议

提交相关文件 

 

① 2015-2017 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swxs/。 

② 《WTO 协定》附件 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第 A 段。 

③ 包括：货物贸易理事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市场准入委员会、农业委员

会、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反我想起让丫头委员会、海关估价委员

会、原产地规则委员会、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保障措施委员会和金融服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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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回答各成员提出的问题。2011 年 11 月 

30 日，WTO 总理事会通过了对中国的过

渡性最终审议。在这次审议中，W TO 成

员肯定了中国履行承诺的成果，承认中国

加入后清理了大量法律法规，削减了关

税，取消了许多非关税措施，改善了透明

度和知识产权立法。为此，中国更深地融

入了多边贸易体制，强化了法治和经济改

革。中国同其他成员的贸易和投资也大幅

度增长，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之一。 

按照《W TO 协定》附件３《贸易政

策审议机制》的规定，对各成员进行定期

贸易政策审议的频率以其在世界贸易中所

占的份额确定，排名前四名的国家每两年

接受一次审议，中国自 2006 年开始每两年

接受一次贸易政策审议，至今共经历了七

次审议，通过审议接受其他成员的监督，

完成了海量的回答问题、提交信息工作。 

2006 年 4 月 19 日和 21 日，WTO 进行了

第一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审议期间

共收到其他成员提出的问题 1110 个，此次

审议中的秘书处报告的篇幅和其他成员提

问的数量都创了 WTO 贸易政策审议的历

史纪录。2008 年 5 月 21-23 日，WTO 进

行了第二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议。审议

期间共收到其他成员提出的问题 900 多

个。2010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

WTO 进行了第三次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审

议。审议期间，中方共收到 27 个成员提交

的 44 批、共 1508 个问题，继第一次审议

后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 

次创 WTO 有史以来提出问题最多的记

录。 

2012 年 6 月 12 日，WTO 对中国进行第

四次贸易政策审议，30 个 WTO 成员共计

向中方提出了 1720 个书面问题。2014 年

7 月 1 日，WTO 对中国进行第五次贸易政

策审议，有关成员向中国提交了 1700 多个

书面问题，涉及中国宏观经济体制和经贸

领域众多政策措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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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2 日，中国接受第六次

贸易政策审议，共收到 34 个成员向中国提

交的 1964 个书面问题，审议所提问题数量

再创历史最高纪录。所提问题涉及中国宏

观经济体制和经贸领域的政策措施，具体

涉及贸易政策透明度、国有企业和补贴、

知识产权保护、产能过剩、TBT、SPS 等进

口非关税措施、外资环境及制度安排、中

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的关注。 

2018 年 7 月 11-13 日，WTO 进行了

对中国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审议会

前，共有 42 个成员向中国提交了 1960 多

个书面问题；审议会上，共有 70 个成员代

表在会上发言，均再次刷新审议记录。成

员所提问题涉及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政

策、产能过剩、国有企业的优势待遇、贸

易政策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外商投资

市场准入、网络安全政策等领域。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贸易政策审议、认

真答复其他成员关注的问题，充分履行了

在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下应尽的成员

义务。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贸易政策审议

程序，也对中国建立更加透明、公正的贸

易政策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来说，

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

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通过贸易政策审

议，被审议成员不仅需要向 WTO 所有成

员提供其国内贸易政策法规的总体概况和

详细内容，而且要向其他成员解释其政策

法规制定的目标、产生的过程，甚至提供

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评估情况。通过与 W 

TO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磋商、对其他成员提

问的答复等，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

政策法规的了解和理解。而贸易政策的定

期审议制度本身，也对提高国内政策法规

透明度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促使被审议成

员保证其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公开

透明，以便于继续应对下一轮的贸易政策

审议。（2）贸易政策审议具有一定的监督

作用。贸易政策审议就是对被审议国国内

贸易政策与 WTO 多边贸易规则是否具有

一致性的集体讨论，因此审议的过程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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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布的所有文件都对被审议国产生一定

的压力，从而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虽然

该机制“无意向各成员强加新的政策承

诺”①，仍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被审议国贸

易政策的自主调整。（3）贸易政策审议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通过七次审

议，中国通过对海量问题的答复，解疑释

惑，帮助避免误解，并对其认为需进一步

改进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调整。（4） 

① 《WTO 协定》附件 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第 A 段。 

贸易政策审议促进了国内各部门间的协调

合作。WTO 贸易政策审议涉及范围广泛，

每次审议都会涉及到国内多个部门，除商

务部外，还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工信

部、国资委等多个国务院部委。在审议

中，通过成立贸易政策审议部际工作组开

展工作，各政府部门在与 WTO 秘书处人

员进行的多次磋商和在审议过程中对其他

成员提问的答复过程中，加强了相互理解

和配合，促进了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并

将有利于国内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监督与“纠错” 

W TO 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其“一揽

子”协议得到所有成员切实履行的一项行

之有效的制度设计，被誉为“皇冠上的明

珠”、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其最重要的

特点是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是镶上了

“牙齿”的争端解决方式。所有 WTO 成

员都预先承诺接受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

执行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裁决。因此，

WTO 争端解决机制是监督各成员是否切

实履行加入承诺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对

违规行为进行强制“纠错”的功能。是否

能够认真对待其他成员的申诉、自觉执行

争端解决机构的生效裁决，这本身就是评

价 W TO 成员是否履行承诺的一个重要方

面。 

自 1995 年 W TO 争端解决机制正式

运行以来，截至 2018 年 6 月，WTO 成员

共提起 556 起争端案件。其中，美国、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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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加拿大是参与 WTO 争端解决机制最

活跃的成员，分别提出申诉 117 起、99 起

和 39 起，被申诉 147 起、84 起和 22

起，而中国紧跟其后，位居第四，提出申

诉 17 起，被诉 41 起。①而以中国加入

WTO 后的 2001 年 12 月 11 日起算，同等

时间段内美国和欧盟申诉的案件数分别是

48 起和 43 起，被诉的案件数分别是 91 起

和 51 起，均高于中国。尤其是美国在该时

期被诉案件 91 起，超过中国被诉案件数的

两倍。 

 

图 4：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告国家的次数及占比情况（1995-2018） 

  数据来源：WTO 官方网站（https://www.wto.org） 

加入 WTO 十七年来，中国越来越多 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最重要的参与者之 

的参与到 WTO 争端解决中去，目前已经成 一。中国参与争端解决的案件情况详见表

5。 

表 5  中国参与 WTO 争端解决案件详情表（2001.12-2018.6） 

 
案件编

号 

申诉方 

/ 被诉

方 

时间 争议事项 现状 

DS252 美国 2002 钢铁产品最终保障措施案 上诉报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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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申诉

方共 17 

起 

DS368 美国 2007 铜版纸反倾销反补贴初裁 中止 

DS379 美国 2008 某些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392 美国 2009 某些影响中国禽肉进口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397 欧盟 2009 钢铁紧固件最终反倾销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399 美国 2009 影响轮胎进口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405 欧盟 2010 某些鞋的反倾销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①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by_country_e.htm 



WTO 的优等生 

——中国履行 WTO 承诺评估报告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45     33 

 

作为申诉

方共 17 

起 

DS422 美国 2011 暖水虾、金刚石锯片反倾销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37 美国 2012 某些产品的反补贴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449 美国 2012 某些产品的反补贴反倾销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452 欧盟 2012 
某些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

措施 
磋商中 

DS471 美国 2013 
涉及中国的反倾销程序的某些方

法及其适用 
上诉报告通过 

DS492 欧盟 2015 
影响某些禽肉制品关税减让的措

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515/ 美国  2016 与价格相关的比较方法 磋商中 

DS516 欧盟 2016 与价格相关的比较方法 专家组审理中 

DS543 美国 2018 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 磋商中 

DS544 美国 2018 对钢铝产品采取的措施 磋商中 

作为被诉

方共 41 

起 

DS309 美国 2004 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 和解 

DS339/ 

DS340/ 

DS342 

欧盟 / 

美国 / 

加拿

大 

2006 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358/ 

DS359 

美国 / 

墨西

哥 

2007 

对税收和其他费用的返还和减免

措施 和解 

DS362 美国 2007 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363 美国 2007 
影响出版物和音像制品贸易权和

分销服务的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372/ 

DS373/ 

DS378 

欧盟 / 

美国 / 

加拿

大 

2008 
影响金融信息服务和外国金融信

息提供者的措施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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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387/ 

DS388/ 

DS390 

美国 / 

墨西

哥 / 

危地

马拉 

2008 赠与、货款和其他激励措施 和解 

DS394/ 

DS395/ 

DS398 

美国 / 

欧盟 / 

墨西

哥 

2009 有关限制若干原材料出口措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407 欧盟 2010 某些钢铁紧固件临时反倾销税 磋商中 

DS413 美国 2010 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14 美国 2010 某些钢铁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19 美国 2010 涉及风力设施的措施 磋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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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诉

方共 41 

起 

DS425 欧盟 2011 X 光安全检查设备最终反倾销税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27 美国 2011 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反补贴税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31/ 

DS432/ 

DS433 

美国 / 

欧盟 / 

日本 

2012 
稀土、钨和钼相关的出口限制措

施 
上诉报告通过 

DS440 美国 2012 汽车的反倾销反补贴税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50 美国 2012 
影响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措

施 
磋商中 

DS451 墨 西

哥 

2012 服装和纺织品出口措施案 磋商中 

DS454 日本 2012 高性能不锈钢无缝管的反倾销税 上诉报告通过 

DS460 欧盟 2013   

DS483 加 拿

大 

2014 对进口纤维素浆粕的反倾销措施 专家组报告通过 

DS489 美国 2015 示范基地及公共服务平台措施 和解 

DS501 美国 2015 国产飞机税收措施 磋商中 

DS508 美国 2016 某些原材料出口税 专家组审理中 

DS509 欧盟 2016 某些原材料出口税及其他措施 专家组审理中 

DS511 美国 2016 国内农业支持 专家组审理中 

DS517 美国 2016 某些农产品的关税配额 专家组审理中 

DS519 美国 2017 原铝补贴 磋商中 

DS542 美国 2018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磋商中 

DS549 欧盟 2018 技术转让措施 磋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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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ttps://www.wto.org/ 

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目前中

国参与的大多数案件已经结案，少数案件

仍处于磋商中或专家组审理中。在中国作

为申诉方的 17 起案件中，11 起专家组或

上诉机构报告已经通过，1 起中止，1 起

处于专家组审理过程中，4 起处于磋商

中。在中国作为被诉方的 41 起案件中， 

29 起已经结案（包括 19 起专家组或上诉

机构报告通过的案件和 10 起和解结案的

案件），8 起处于磋商中，4 起处于专家组

审理过程中。 

数据来源：WTO 官方网站

（https://www.wto.org）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一经做

出，是否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是衡量一个成

员是否完全履行 WTO 义务的一个重要标

志。根据争端解决规则，对裁决的执行途

径有两个：一是成员按裁决的要求自觉执

行，二是在败诉成员不自觉执行时通过授

权报复予以强制执行。根据 WTO 的相关

 

图 5：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被告国拒不执行裁决被诉方授权报复情况的次数（199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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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1995-2017 年，WTO 根据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DSU）第 22.6 条对拒不执行裁决的被诉

方授权报复的情况共发生了 21 次，这些

被执行的 W TO 成员包括美国、欧共体、

加拿大和巴西，其中，除了欧共体的 4

起、巴西 1 起、加拿大 1 起外，其余的 15

起均是针对美国。 

详见表 6。 

表 6  1995-2017 年 WTO 争端解决机构授权报复情况 

案件编号  申请报复成员 
被授权报复成

员 

仲裁文件 

（DSU22.6） 
仲裁日期 

DSB 授权文

件 

（DSU22.7） 

授权日期 

DS46 加拿大 巴西 
WT/DS46/ 

ARB 
2000.8.28 

WT/ 

DS46/25 
2000.12.12 

DS222 巴西 加拿大 
WT/DS222/ 

ARB 
2003.2.17 

WT/ 

DS222/10 
2003.3.18 

DS27 厄瓜多尔 欧共体 
WT/DS27/ 

ARB/ECU 
2000.3.24 

WT/ 

DS27/54 
2000.5.18 

DS27 美国 欧共体 
WT/DS27/ 

ARB 
1999.4.9 

WT/ 

DS27/49 
1999.4.19 

DS26 加拿大 欧共体 
WT/DS26/ 

ARB 
1999.7.12 

WT/ 

DS26/21 
1999.7.15 

DS48 加拿大 欧共体 
WT/DS48/ 

ARB 
1999.7.12 

WT/ 

DS48/19 
1999.7.26 

DS136 欧共体 美国 
WT/DS136/ 

ARB 
2004.2.24 

美国修改“1916 年反倾销

法” 

DS384 加拿大 美国 
WT/DS384/ 

ARB 
2015.12.7 

WT/ 

DS384/38 
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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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386 墨西哥  美国 
WT/DS386/ 

ARB 
2015.12.7 

WT/ 

DS386/39 
2015.12.21 

DS108 欧共体 美国 
WT/DS108/ 

ARB 
2002.8.30 

WT/ 

DS108/26 
2003.5.7 

DS285 
安提瓜和巴布

达 
美国 

WT/DS285/ 

ARB 
2007.12.21 

WT/ 

DS285/25 
2013.1.28 

DS217 巴西 美国 
WT/DS217/ 

ARB/BRA 
2004.8.31 

WT/ 

DS217/38 
2004.11.26 

DS217 智利 美国 
WT/DS217/ 

ARB/CH 
2004.8.31 

WT/ 

DS217/43 
2004.11.26 

DS217 欧共体 美国 
WT/DS217/ 

ARB/EEC 
2004.8.31 

WT/ 

DS217/39 
2004.11.26 

DS217 印度 美国 
WT/DS217/ 

ARB/IN 
2004.8.31 

WT/ 

DS217/40 
2004.11.26 

DS217 日本 美国 
WT/DS217/ 

ARB/JP 
2004.8.31 

WT/ 

DS217/41 
2004.11.26 

DS217 韩国 美国 
WT/DS217/ 

ARB/KOR 
2004.8.31 

WT/ 

DS217/42 
2004.11.26 

DS234 加拿大 美国 
WT/DS234/ 

ARB/CAN 
2004.8.31 

WT/ 

DS234/31 
2004.8.31 

DS234 墨西哥  美国 
WT/DS234/ 

ARB/MEX 
2004.8.31 

WT/ 

DS234/32 
2004.8.31 

DS381 墨西哥  美国 
WT/DS381/ 

ARB 
2017.4.25 

WT/ 

DS381/44 
2017.5.22 

DS267 巴西 美国 
WT/DS267/ 

ARB 
2009.8.31 

WT/ 

DS267/41 

WT/ 

DS267/42 

2009.11.19 

数据来源：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stats_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