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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优惠原产地规则
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
罗先云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要：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向产生或吸引或排斥的作
用。严格的原产地标准无疑会使得更多的区域外资本投向自由贸易区内，以使其产品获得区域内产品
摘

的经济国籍，享受区域内税费等优惠待遇。我国在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时候应该针对不同国
家和地区，区别对待不同产业，制定宽严相济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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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纺织品贸易政策曾经遭遇过不大不小的麻烦 ，被欧洲国家和印度等诉诸到国际贸易争端
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简称 DSB，隶属于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和中国在纺织品贸易过
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波折，问题源起于美国的纺织品原产地规则。 美国 1984 年的相关立法规定，一般
纺织品是以“印染地”来判断其原产地，而服装是以“裁剪地”来判断其原产地。 在 1996 年 7 月 1 日，美
国批准实施新的纺织品原产地规则 ，一般纺织品是以“纺织地 ”来判断其原产地，而服装是以“缝制地 ”
来判断其原产地。随后中国和亚洲的对美出口急剧下降，1996 年上半年在美国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
中，中国从 1995 年同期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其中在美国纺织品进口中，中国由第二位倒退到第四位。
原因在于当时我国出口美国的纺织品与服装要受数量限制即配额限制 ，但是南方大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在香港印染和裁剪，在内地纺织和缝制，所以内地的这部分纺织品和服装按照美国当时的原产地规则 ，
属于香港的产品，香港是自由贸易港，出口产品不受数量限制。 而事实上这部分产品自 1994 年开始就
［1］

发生了身份上的变化，由香港产品摇身一变成为大陆出口产品 ，出口即刻受到了配额限制

。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原产地判断标准 ： 第一，纤维纺织地标准，指受惠产品必
须从纤维纺织这道工序开始所有工序全部产生于北美国家 。棉织产品和人造短纤维纱、缝纫线及部分
制成品如人造纤维套衫，都适用于这一标准。第二，纱布纺织地标准，指受惠产品从纺纱开始到产品完
成之间的所有工序必须全部产生于北美国家 。大多数纺织品包括家用纺织品、针织制品、成衣以这一标
准判断是否属于该区域产品。第三，织布工序标准，指受惠产品的所有织物必须生产于北美自由贸易区
成员国。如此严格的原产地标准，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一方面保护了本地区的纺织品服装行业免受
进口纺织品服装产品直接的激烈竞争 ，另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资本投资到本地的纺织品服装行业 ，
对该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向起到了吸引的导向作用 。
我国学者一直比较注重对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正文文本的研究，而忽视了位于文本附件的原产地规
则的作用，
鲜有学者专门从事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我国原产地规则立法起
步较晚，
理论研究欠缺，
鉴于此，
笔者既从本人学术兴趣出发，又为拾遗补漏，拟就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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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
尤其是当今大量涌现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
导向作用进行论述。通过分析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标准在国际贸易领域和国
际投资领域的作用，
对国际投资流向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指出我国在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下一
步谈判中，
尤其是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规则的谈判与制定，
应该正确把握区域优惠原产地规则的谈判原则和
总体方向，
以期达到既有利于保护双边贸易利益，
又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健康流动的目的。
一、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即为了确定国际贸易中货物的实际来源地 （ 开采地、提取地、收获地、生产地、制造地、
加工地或组装地等） 而实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或者政府命令等。 一般为国内法渊源，
表现形式灵活多样。而优惠原产地规则是在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制定的 ，用来判定是否享受自由贸易区
优惠待遇的特定产品身份的规则 。一般为国际法渊源，表现形式多为正式的国际条约。 原产地规则自
1986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一直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 GATT） 和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的重要谈判议
题和已经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之一。除了现有的《原产地规则协议 》在前言中确认“明确的、可预测性
2013 年 12 月 7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世
的原产地规则及其实施，将便利于国际贸易的流通”，
界贸易组织（ WTO） 第九次部长级会议（ MC9） 经过 5 天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的“巴厘岛一揽子协议”中，
进一步强调了原产地规则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巴厘岛部长级会议达成的早期协议包括
贸易便利化、部分农业议题和发展议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就贸易便利化有关措施达成的协议
既《贸易便利化协议 》（ Agreement on Trade Facilitation） 。 而该协议第 1 条“信息的公开与获得 ”第 1 款
第 1 项规定应当公开并使其他政府、贸易方或任何利益相关方能够获取的信息中就包含有“有关原产
地规则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无论是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
定，毫无疑问，原产地规则都是重要的谈判议题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一项重要宗旨就是促进贸易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意味着贸易环节减少、贸易手
续简化、贸易费用减免、交易成本降低，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贸易利益的提升和财富的增长 。应当说，贸
易成本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会抵消 、弱化国际直接投资的需求和冲动，因为商品共享成本的降低会弱化国
际生产性资本流动的必要性，减少跨境直接投资的总量，即理论上贸易便利化有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效
应。但实际上这种效应不但没有出现过 ，反而在部分成员国之间产生了增加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效应
或转移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效应 。追索问题的根源，我们会发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幕后推手就是优惠原
产地规则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大量存在并在贸易实践中经常被滥用 。
优惠原产地规则是指一国为了实施国别优惠政策而制定的法律 、法规，是通过双边、多边协定形式
或者是由本国自主形式制定的一些特殊原产地认定标准 ，因此也称为协定原产地规则或区域性原产地
规则。由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法律体系下的《原产地规则协议 》对各个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只作了
原则性的要求，比如可预见、公正、透明、一致和中立等概括性的抽象要求，给成员国之间制定区域性的
具体原产地规则留下了太多的回旋余地和自由裁量的空间 ，导致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大量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 ，而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几乎无一例外地制定了适用于该区
域内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标准 。这种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产品在区域内
相互享受特定的贸易便利和利益 ，增强本国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优势 ，从而产生事实上歧视、排斥区域
外产品的作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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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区域内施行零关税的 M 自由贸易区所属甲国和乙国对丙国商品以不同的歧视性税率征收关
税，其结果必然使甲乙两国区域内贸易量增加 ，双方对丙国的贸易量绝对或相对减少，或者丙国只向乙
国出口商品，而避免直接向征收高关税的甲国出口商品 ，这就是适用不同税率所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
这时候，丙国出口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 ，想方设法，通过区域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把位于丙国境
内的生产要素、生产工序等转移至 M 自由贸易区内，使原本属于丙国的产品获取区域内甲国或者乙国
产品的经济国籍。
自由贸易区区域内产品的优惠，虽然削弱了区域外产品在该自由贸易区内的竞争力 ，但是激发了区
域外资本进入该区域的积极性。因为只有把生产性的国际直接投资挪到该区域内 ，才能够使产品获取
该区域产品的经济国籍，享受自由贸易区内特定的优惠和利益 。实质上是自由贸易区区域内外的产品
贸易转化为区域内的产品贸易，结果是一定程度的资本国际流动取代了产品的国际间流动 。
二、优惠原产地规则成为撬动自由贸易区内外资本流动的杠杆
自由贸易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成本的降低 ，必然会促使区域外的贸易产品厂商产生这样一种
冲动： 通过操控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以优惠原产地规则及标准为桥梁和纽带，想方设法地使区域外的
产品获取区域内的产品身份即经济国籍 ，享受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授予的贸易利益和贸易便利。 当然获
取区域内产品的经济国籍，受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标准的制约 。如果该标准要求过于严格，那么生产
要素的本地化程度就要求越高； 如果该标准相对比较宽松，区域外产品获取区域内产品身份就比较容
易。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是区域外跨国公司进行国际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一
个重要因素。尽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 、公平和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但
对区域外跨国公司产品而言却构成一道合法的贸易屏障 。因为要想享受自由贸易区域内的优惠待遇，
就必须按照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的要求来组织生产 ，意味着只有在区域内采购上流产品如原材料 ，或
者购买区域内其他核心零部件，否则很难获得区域内产品身份。还有一种途径就是在区域内投资设厂
进行贸易产品的整体性生产或分部核心零部件的加工 ，以提高产品在区域内的增值比例，满足当地优惠
原产地规则的要求。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制定得越严格 ，生产要素的本地化程度要求越高，越能促使
区域外跨国公司将产品价值含量比例较高的关键技术或核心工序转移到自由贸易区内 ，这不仅促进了
区域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自由贸易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给自由贸易区带来一系列的利好
效应，为区域内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契机 。
由于自由贸易区域内部成员之间贸易产品的相互优惠安排 ，区域外对自由贸易区的出口企业为了
追逐边际效益的最大化，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区域内享受同样的优惠待遇 。 其中最有
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移动，为改变产品的原产地，把位于区域外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区域
内。转移生产要素的渠道除了贸易，最重要的是生产性资本向区域内的流动 。因此，自由贸易区成员国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和实施本国的外资政策 ，利用优惠原产地规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 如
果想从优惠的市场准入中获益，一国必须要提交出口产品确实是出自受惠国家的有效证明文件 ，否则产
品进入就会受到阻碍，此时出口企业不得不考虑用生产性资本的跨国流动来代替产品的国际流动 。 因
此，从吸引外来投资的角度考虑，我们在谈判制定优惠原产地规则的时候 ，应适当采用严格的原产地标
准。但是原产地标准并不是越严格越能吸引外来资本 ，如果通过直接投资还不能获取到原产地产品的
经济国籍，过于苛刻的原产地标准不仅会成为隐蔽的贸易壁垒 ，而且会成为潜在的投资障碍。
例如在普遍优惠制原产地规则的实施方案中 ，美国的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苛刻原产地标准产生的上
述效应。1983 年，美国通过一项“加勒比海盆地倡议 ”，给予加勒比海沿岸欠发达国家多数产品享受免
税进入美国市场的特权。为配合这一政策的实施，要求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的贸易产品在加勒比海区域
内增加值达到 35% 以上，才有资格享受这一优惠。 为了获取加勒比海地区产品的经济国籍，一批向美
国市场出口产品的欧洲企业开始把资本投向加勒比海地区 。其中在哥斯达黎加和牙买加投资的部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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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将欧洲多余的葡萄酒在该地区加工成乙醇 ，然后免税出口到美国。这一生产过程
符合 35% 增值标准的检测要求。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税法修正案，将乙醇产品本地增加值标准
提高到 70% ，加勒比海地区的外来投资企业包括欧洲企业无一能达到这一要求，外来资本受到沉重打
击而退出该市场。严格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原本可以刺激国际生产性资本的跨国流动 ，但是过犹不及，过
于严格的原产地标准使外来生产性投资的产品不能获取本地产品的身份 ，这样大大挫伤了国际资本流
动的积极性。
对于以国际资本输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 ，适当严格的优惠原产地
规则成为撬动国际资本流入的杠杆 ，但是其效果与发达国家或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的优惠
原产地规则息息相关。如果发达国家要真心实意把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落实到位 ，必然也要制
定符合实际需要的宽严适度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例如，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对南非这个非洲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较优惠的待遇 ，对这些国家的 4650 种出口产品给予免关税、免配额的优惠政策。 因
此，精明的我国台湾地区商人早就开始在美国接单 ，在南非及周边国家投资设厂，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
目前来自大陆、香港两岸三地总数约 10 万人在南非经营企业。享受这些普遍优惠制的国家皆为发展中
国家，经济相当落后，资金技术短缺，发达国家给予的优惠原产地标准无疑对外资流入这些地区和国家
［2］
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此时，南非及周遍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应当
以适当宽松为主，同时发达国家在判定这些区域产品经济国籍时应当认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
惠原产地规则，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当优惠原产地规则适用于发达经济体 （ 或国家 ） 为主的自由贸易区，如果标准过于严格，对于区域
外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对贸易还是对投资，都会产生排挤效应，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生产复印机
的著名企业施乐公司曾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获取了一项复印机原产地资格 ，因为该企业在北美地区
建设有复印机全部主要组装件及印刷线路组装件的生产线 ，首先实现了主要生产工序的本地化 ，综合计
算几乎相当于 80% 的本地增加值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复印机苛刻的原产地标准 ，阻止了全球复印
机企业投资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和中国等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国家 ，它促使佳能在弗吉尼亚投
资约 1 亿美元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复印机工厂 。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所采用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国际
直接投资产生了严重的“扭曲”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吸引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
潜在的阻碍。
不过，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区 ，只要对区域
外产品实施歧视性的关税税率和其他差别待遇 ，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都会导致生产性国际直接投资
（ FDI） 加速向自由贸易区（ FTA） 成员国境内转移，可以预见成员国会吸引更多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意
图规避贸易壁垒型的国际直接投资 。 实际上，欧盟针对集成电路、录像机、汽车等产品实行特殊的“当
地成分含量”要求，起到了促进第三国在欧盟内进行高水平投资的作用。 北美自由贸易区针对汽车实
施的近似于苛刻的当地含量要求 （ 高达 62． 5% ） ，起到了促使日本以及欧洲厂商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的作
用。
宏观上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政策性作
用越明显，就越会阻碍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利化长远目标的实现。 对于自由贸易体制来说，
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更重要的作用不是在于贸易转移的可能性 ，而是产生了国际直接投资流向转移
的现实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24 条第 5 款规定，自由贸易区成员采用的关税和“其他商业规章 ”，不
得比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相互间所采用的关税和规章更加具有限制性 。 优惠原产地规则是否属于第
24 条第 5 款所指的“其他商业规章”，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原产地规则
的协议也未提到区域贸易协定中所包含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没有具体划定制定区域优惠原产地规则和
标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虽然这也是第三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正如美国曾经就 1972 年欧
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区之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所指出的那样 ，优惠原产地规则将由于对第三国中间
制成品和原材料提高了壁垒而导致贸易转移 。贸易的转移同样会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生产要素的转
移会带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转移，这主要是由于对区域内的价值含量提出不必要的过高要求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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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谈判背景下的冷思考
在当前我国积极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大背景下 ①，尤其应当重视对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研
究与应用。在谈判过程中，涉及有关区域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标准的具体议题时 ，我们既要考虑到
自身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 ，照顾到我国属于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现状 ，产品贸易的竞争力有
待提高，同时也应注意到我国已从资本输入国家行列转型为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并重的双重身份 。 根
据谈判对象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结合双方的贸易竞争产业和贸易互补产业 ，投资竞争
领域和投资互补领域，以及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关系的影响 ，来制定适当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和
优惠原产地标准。
大量涌现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各自不同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会产生“意大利面条效应 ”，也
就是说大家都在谈判自由贸易协定 ，但各个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原产地规则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就编织
［5］
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规则网络 。出口企业就要根据不同的市场来安排其生产，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生
产成本、
出口成本，
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但是具体到我们国家的外贸政策和利

益，
兼顾我国引进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走出去战略的需要，
在和相关国家谈判、
签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
时候，
一方面要在 WTO 原产地规则的框架内，
尽量统一原产地规则和标准，
另一方面应当针对不同的产业
和地区，
标准宽严有度，
操作灵活务实，让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在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同时，产生对劣质、落后
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排挤和溢出效应，
以发挥对高质量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的带动和吸引效力。
在处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国内自由贸易区的关系上 ，我们要认识到两类自由贸易区的本质区别 。
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安排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为主题 ，是由多方共同谈判协商制定
的条约； 国内的自由贸易区是以安排国内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主题 ，是单方制定的规章制度。但
是二者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毕竟国内的自由贸易区要面向国际大市场 ，同样遵循着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的基本规律。我国在国内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区，并且在将来条件
成熟的时候，这种自由贸易区模式还要向全国其他地方推广和复制 。在国内自由贸易区形成、发展和运
作的过程中，国际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标准将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国际自由贸易区和国内自由贸易区在一国之内的
空间重叠，贸易规则的相互对接和渗透，商品、资本、人员和服务的交往与竞争，优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
地标准对国内自由贸易区吸引外来投资 、扩大对外交流、提高开放水平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意
义，也是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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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 Ｒight Disposition
Shi Guanbin
（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
Abstract： Ex right disposition means the disposer has no right to do the disposal behavior to the particular subject，which may cause the real right change． Its connotation includes the reason of transfer of real right and the
effects． The key to identify the ex right disposition is the defect of the person’s disposition． The owner disposing their own property may also constitute ex right disposition．“Where a piece of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was disposed of by a person without the power to do so ”regulated in article 51 of the contract law
shall be expanded as “Where a piece of property with exclusive rights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was disposed of by a person without the power to do s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x right disposition should also be
different from negotiorum gestio，unauthorized agency and other civil legal system．
Key words： ex right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defect； legal interpretation； negotiorum gestio； unauthorized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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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ferential Ｒules of Origin in FTA
to the Flows of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Luo Xianyun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46）
Abstract： The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in free trade areas may affect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deeply，
courage or restrict． More stringent rules of origin raise courag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ve in，to get the identity of “domestic product”，in order to enjoy favourable treatment． In particular，our country is speeding up
the negotiations for FTAs，how to make flexible preferencial rules of origin must be attache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 treaty on FTAs； preferential rules of origin；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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