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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优惠 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GSP）是

指发达国家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

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待

遇，主要表现为对来自发展中国

家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在最惠国

税率基础上进一步减税或全部免

税的关税优惠。这一旨在鼓励广

大发展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优惠

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1968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

过了建立普惠制的决议，1974 年

联合国大会将普惠制写入了《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92年

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的授权条款为普惠制的长

期实施提供了法律保证。随着欧

盟于 1971年第一个公布并实施普

惠制给惠方案，欧盟、美国、北欧、

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 41个国

家和地区（包括欧盟 27国）都加入

了普惠制给惠国家的行列，这些国

家分别制订有 16个普惠制给惠方

案，以 10年为一个实施周期，目前

现已进入第三个 10年。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

是普遍优惠制的受惠国，除了美

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多数给惠

国都给予中国产品相应的普惠制

优惠关税待遇。从上世纪 70年代

末我国就开始运用普惠制优惠待

遇来降低出口成本、扩大外贸出

口，这些关税优惠对我国的外贸

出口增长及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仅以欧盟国家普惠

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为例，自我

国开始享受普惠制待遇到我国入

世的 2002年，累计有 4000亿美元

出口欧盟的产品获得普惠制优惠

关税的减免，减免关税额达到累

计出口额的约 10%；仅在 2002年，

欧盟国家在普惠制优惠项下的进

口额中有 33.1%来自中国，我国成

为欧盟普惠制的最大受益者。到

2005年欧盟实施新一轮普惠制方

案之前，我国受惠纺织品能够享

受比最惠国关税低 20%的优惠，进

入欧盟市场的中国受惠商品减税

总额达 9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来

自日本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的纺

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

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 60%以

上，这与日本给予中国产品普惠

制优惠待遇是有一定关联的。

一、普遍优惠制的新一轮

“国家毕业”潮

根据多数普惠制给惠方案，要

享受给惠国的普惠制关税优惠须

遵循给惠方案中的原产地规则，

并提供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UNCTAD）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所规定的统一样式印制《普遍优

惠制原产地证明书（申报与证明联

合）格式 A》（Form A），由享惠国，

并按照给惠国的有关规定填写和

签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升及对外贸易体量的不断扩

大，截至 2021年 10月，越来越多

的普惠制给惠国宣布取消对中国

产品的关税优惠待遇，按照国际

通行的表述，中国正在从多数普惠

制给惠国的受惠名单中“毕业”。

普惠制“国家毕业”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分析
■ 海 艳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院近年来普遍优惠制的给惠国纷纷取消中国出口产品的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将中国从受惠国家
名单中“毕业”，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使我国外贸在 2021年 12月之后步入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后普惠制时代。

进口关税成本上升、合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因关税优惠导致的成本差异重构其生产加工基地的全球配置都

在短期内会影响外贸企业的生产与出口。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并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对我国与其他

国家的双 /多边自贸协定、优惠贸易协定中原产地规则的掌握与运用，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加工转移到

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后普惠制时代我国外贸企业发展及升级转型的有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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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

唯一签证机构———海关总署陆续

发布通知公告（表 1），宣布从特定

的时间起将不再对表中列名的给

惠国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这几个

公告，到 2021 年 12 月初，仍然保

留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的国家仅

剩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 3国家，

其中我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已经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挪威的自

贸协定已在谈判中，这样一来，普

惠制待遇在我国的产品出口中的

促进作用将几近消除。

发达国家的普惠制给惠方案

对“产品毕业”和“国家毕业”的条

件一般是有着明确规定的，但由于

普惠制是给惠国单方面给予的非

互惠的优惠，当给惠国认为需要采

取措施保护本国市场，限制或取消

受惠产品或受惠国的优惠待遇时，

并不需要与受惠国商议。1995年以

来欧盟多次大规模缩减中国的受

惠产品范围，2004年欧盟再次取消

包括乳制品、蛋制品和天然蜂蜜

等、塑料和橡胶制品、计量、检验和

精密仪器、医疗和手术器械及设

备、钟表、乐器及其零件和附件在

内的部分中国产品的普惠制待遇，

至此，中国产品能继续享受欧盟普

惠制待遇的只有活动物、农产品、

纺织品（不包括服装制品）、贵金属

及首饰、交通工具及其设备等 11

大类 44 章产品。日本政府也自

2003年 4月开始取消对来自中国

的氧化铅、餐用陶瓷制品、床上用

品等共六个税号产品的普惠制优

惠待遇。近年来在收到给惠国的通

知之后，我国海关总署不再签署对

上述国家的普惠制产地证，意味着

我国已经从这些国家的普惠制方

案中“国家毕业”。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

把世界各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成

四组：低收入国家（低于 1,045美

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在

1,046-4,125美元之间）、中等偏

上收入国家（4,126-12,735 美元

之间）和高收入国家（12,736美元

及以上）。世界银行的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划分标准实际上成为欧盟

等国家确定其普惠制给惠国名单

的依据之一，我国经济与贸易实

力的迅速提升则成为我国从欧盟

等发达国家普惠制待遇“毕业”的

最主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我国就不再属于低收入或

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

收入已经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表 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原来的

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态

势良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有

效的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也有所增

强。依照上述标准，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厄瓜多尔、马尔代夫和泰国等

几个发展中国家被从欧盟新一轮

的普惠制受惠国名单中“毕业”，

日本也于 2018年 12月将中国、墨

西哥、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 5个

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关税减免名单

中剔除，这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普

惠制“国家毕业”潮。

二、取消普惠制待遇给我

国外贸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

被削弱

我国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普

惠制给惠方案中“毕业”，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出口到给惠国的中国

产品因其进口关税进口成本上升，

从而使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

竞争力下降。在“毕业”之前，欧盟

普惠制证书平均能给我国企业带

来 5%的关税减免；出口到俄罗斯、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货物在

关税税率基础上进口关税减免

25%；输日普惠制关税优惠幅度平

均约为 3%，普惠制待遇取消后，输

日商品平均关税税率将上浮约 3%

~10%，根据海关测算，仅浙江省的
纺织服装与化工产品两类产品出

口日本预计将因普惠制优惠待遇

的取消而增加关税成本达 8000万

元人民币。

但是，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多类产品已经分批次陆续从

表 1 海关总署公告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国家情况表

发文日期 公告文号 涉及的给惠国家 终止日期

2021-10-25 2021年第 84号
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

其、乌克兰、列支敦士登
2021年 12月 1日起

2021-09-26 2021年第 73号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欧亚经济联盟）
2021年 10月 21日起

2019-3-22 2019年第 48号 日本 2019年 4月 1日起

资料来源：海关部署网站

表 2 2009-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现价美元计算） 单位：美元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中国 3,832 4,550 5,168 6,317 7,050 7,679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