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关税措施 WTO 争端裁定
解读及对中国的启示
张梅
摘 要 美国针对中国于 2018-2019 年输美的 340 亿美元商品和 2000 亿美元商品征收
高额关税，不仅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也违反了美方给予中方的关税减让承诺。美国
提出的抗辩理由无法证实所采取的措施与美国认为的公共道德之间的联系。WTO 专家
小组的裁定给予中国企业相应的启示：企业应重视 WTO 诉讼中的举证环节，充分利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市场作用，以扩大贸易的利得和
双赢。
关键词 中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裁定解读；启示

2020 年 9 月 15 日，世贸组织由三名贸易专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作出裁定，认为美
国两年前针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违反了一些贸易规则（WT/DS543）。
该委员会表示，“华盛顿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措施是暂时合理的”。该案例中，中国
根据 GATT 1994 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和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DSU,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第二十三条
向 WTO 提起争端解决。美国根据 GATT 1994 第二十条例外条款（a）的公共道德提出
抗辩。以下作者将对该案的裁决进行解读并展开研究，以期给予我国国际贸易实践相应
的启示。

一、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事实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政府依据“301 调查”报告，对中国提出“盗窃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等指责，并基于此宣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关税。2018 年 5 月 19 日，中美发布联合声明，达成了“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同意
继续保持高层沟通。美国公开表示，暂停推进对华加征关税计划。2018 年 5 月 29 日，
美国政府在双方发布联合声明仅 10 天后就推翻磋商共识，宣布将继续推进加征关税计
划。2018 年 12 月 1 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就双边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此后 90 天里，中美工作
团队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3 轮高级别磋商，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原则内容达成许多初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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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1]。2019 年 2 月 25 日，美方宣布推迟原定的 3 月 1 日起对价值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提高关税的期限。3 月底至 4 月底，两国工作团队又进行 3 轮高级别磋商，取得实
质性进展。2019 年 5 月 6 日，美国不顾中国坚决反对，自 5 月 10 日起将 2000 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 10%提高至 25%，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5 月 13
日，美国宣布启动对剩余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为了维护自身
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并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
301 调查项下对华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随后，2019 年 1 月，世贸组
织应中国要求成立了专门小组。而这起诉讼争端涉及 301 条款调查中国与技术转让、知
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具体包含两项贸易诉讼：2018 年 6 月宣布的
340 亿美元贸易诉讼和 2018 年 9 月宣布的 2000 亿美元贸易诉讼。本争端关键事件时间
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DS543 关键事件时间表[2]
起诉方

中国

应诉方

美国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盟；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新西兰；挪威；
第三方
俄罗斯；新加坡；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土耳其；
乌克兰
关贸总协定条款 1:1
引用的协定（如磋商请求中所述）
争端解决条款 23
GATT 1994 1:1, 11:1(a), 11:1(b)
引用的协定（如专家小组请求中所述）
DSU 23.1, 23.2
请求磋商 2018 年 4 月 4 日
申请成立专家小组 2018 年 12 月 6 日
成立专家小组 2019 年 1 月 28 日
专家小组调查 2019 年 6 月 3 日
专家小组报告 2020 年 9 月 15 日
美国上诉 2020 年 10 月 26 日

二、WTO 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裁决分析
（一）美国提供的理由
针对中国的起诉，美国提出两条反诉观点：基于双方对贸易纠纷的关注，双方在进
入 WTO 申诉之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基于争端解决机制条款 12.7 的解决办法；基于
上述理由，专家小组应将裁决报告仅作为事实的描述。同时，加征的关税可由 GATT 1994
第 XX(a)条得到解释：为保护美国的公共道德，此次加征关税措施是必须的。美国认为，
301 报告条款里所提到的中国的行为、政策和行为已达到了“应受国家制裁的盗窃”以及
“应受国家制裁的不合适行为”。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210 条内容通常被称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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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301 条款”是美国《1974 年贸易法》的第 301 条，该条款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贸易
和知识产权利益。“301 条款”可分为“一般 301 条款”、“特别 301 条款”和“超级 301 条
款”。“一般 301 条款”主要是针对贸易对手国所采取的不公平措施；“特别 301 条款”是针
对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超级 301 条款”是针对贸易自由化
的重点国家。在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不公平贸易情况下，美国可以采取以下报复措施：终
止原贸易协定的适用；对该国商品施加关税或实施其它进口限制；迫使该国订立有约束
力的条约，并势必要将其效力延伸至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的条款。该条款
授权美国政府在与其它国家存在贸易争端时做出单边裁决，并采取并不存在于 WTO 程
序中的单边措施。自 1998 年开始，美方发起了 9 次“301 调查”（包括此次），但在此前
的 8 次调查中，美方均以向 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贸易冲突，并没有
开展单边征税。
（二）专家组的裁定
依据 WTO《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谅解》
（DSU）第 12.7 条的规定：若争端各当事
方未能取得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该专家组应向 DSB 提交有关结果的书面报告，在此
情况下，专家组的这份报告应陈述事实的调查结果，有关条款的适用性以及专家组所做
的调查情况与建议的基本理由，若争端各当事方之间业已达成该事件的解决办法，则专
家组的报告应先以该案例的简要陈述并写明业已达成解决办法。因此，2020 年 9 月 15
日做出的报告不仅陈述了事实，也提出了适用争议裁决的有关条款以及专家组所做出的
调查情况与建议的基本理由[3]。
专家组认为，加征的关税显然（专家小组用了一个词“prima facie”，不推自明，显而
易见，不言自明）违反了相关规定。其一，违反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1994 第一条规定
（Article I.1 of the GATT 1994）
。根据 GATT 1994 第一条规定，美方给予中方的关税待
遇不能低于给予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待遇，即第一条项下的最惠国待遇义务。因为加征
的关税仅适用于中国。其二，违反了 GATT 1994 第二条规定。根据 GATT 1994 第二条
规定，美方给予中方的关税待遇不能高于其减让表中的约束水平，即 GATT 1994 第二条
项下美方的关税减让承诺。因为加征的关税已经高于其减让表的约束水平。
关于美国基于 GATT 1994 第 20 条（a）提出抗辩的理由，专家组采用全面的方法
测量“加征关税是否是保护公共道德的必须方案”，专家小组认为，美国提出的“正确或错
误的标准”（包括盗窃，不恰当行为和不公平竞争会损害道义）在表面字义上至少是涵盖
在第 20 条（a）“公共道德”涵义层面的。关于采取的措施，专家小组重点分析了美国对
从中国进口的大范围产品加征关税的具体解释，并启动调查确认美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美
国认为的公共道德之间的联系，以期证实是否加征关税以及怎样加征关税对美国公共道
德的影响关系，从而证明保护方案的确实可行性。专家小组认为，美国的解释并没有展
示“方法和目的”，即加征关税与公共道德之间真实的关系，特别地，美国没有提供证据
支持加征关税后产品的进口会否有利于保护公共道德，也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对所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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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加征关税是如何有助于保护公共道德。专家小组的报告提到的结论建议强调了
WTO 系统运行的解释涵义，同时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大范围前所未有的紧张。专家小组
指出它的作用不是给出任何法律结论或建议双方做实质性的任务。目前为止，美国政府
没有在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框架下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当下的贸
易争端。专家小组鼓励双方应努力达成相互一致的解决办法。
（三）裁定解读
GATT 第 20 条“一般例外的规定”的理解是本案例裁定的关键。欲根据一般例外条
款获得正当性，必须依次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有关措施必须属于该协定中一般例外条
款所列举的政策性措施的范围。其次，这些措施的适用方式，必须符合该协定中一般例
外条款本身的要求，这就是不得构成任意或不正当的歧视，或者造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
限制。对这两个条件的审查有先后次序之分，不得颠倒。GATT 第 20 条（一般例外）列
举了 10 项政策性措施: （1）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2）与
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的措施；（3）为保证与
该总协定一致的法律的实施所必需的措施；（4）为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措施；（5）
与黄金或白银进出口有关的措施；（6）与监狱囚犯产品有关的措施；（7）为保护具有
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宝所采取的措施；（8）为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无异议的政府间
商品协定项下的义务而实施的措施；（9）在政府为稳定市场将国内原料价格压至低于
国际市场价格期间，为保证国内加工产业对该原材料的基本需求，对该原材料出口进行
的必要限制；（10）在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为获取或分配产品所必需的措施[4]。
这里面，要注意例外条款实施方式的要求。（1）区别政策必要性和措施必要性。如
果引起争议的措施对实现某一政策不是必要的，或者存在其他的、更合理的、对国际贸
易限制性较小的措施，则该措施就不符合一般例外条款所规定的要求。专家组裁定，加
征关税措施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保护公共道德，但该措施却不是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
因而不属于政策性措施范围。（2）如果成员采取的限制外国产品的措施是为了保护公
共道德，则该成员必须同时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如果只对外国产品限制，而不对本国
生产或消费限制，则不符合一般例外条款中政策性措施的要求[5]。
（3）上述政策性措施，
其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对情形相同的成员的任意歧视，或不正当歧视，也不得构成对国际
贸易的变相限制。符合上述政策性要求的措施，欲根据一般例外条款获得正当性，都必
须符合这三个条件[6]。尽管上诉机构裁定美国的措施符合政策性措施部分的要求，但认
为美国实施这一措施的方法构成了不正当的或任意的歧视，因而不能根据例外条款获得
正当性。

三、该裁决结论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启示
该案例的胜诉标志着 WTO 作为多边贸易系统组织对贸易争端裁定的客观性和多边
贸易系统规则的一致性。在美国蓄意瘫痪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背景下，世贸组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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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仍能顶住压力做出中国胜诉的判决结果，恰恰表明世贸组织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足
够行动能力。该裁决的胜利对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有积极的启示作用[7]。
（一）企业要充分利用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2020 年，伴随着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一步在全世界蔓延，世界经济进一步低迷，
国际贸易进一步缩减。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逆全球化的市场趋势持续抬头。中国企
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中，难以避免会遇到国际贸易争端。对于部分国家滥用例外条款、
贸易救济规则等加征高额关税的歧视性措施，中国政府、行业协会应积极配合企业，依
据 WTO 相关规则，利用贸易争端小组的作用，收集充分的数据资料进行积极上诉，减
少我国企业贸易争端的损失。本案例的胜诉为以后中国在面临国际贸易争端诉讼提供了
确实可行及可适用的抗辩事由。
（三）企业应重视 WTO 诉讼中的举证环节
本次中美贸易争端，中国援引 GATT 第一条和第二条胜诉经历以及美国援引 GATT
一般例外条款失败经历表明，证据特别是直接针对焦点问题的量化证据在 DSB 程序中
的重要性。正如专家小组所指出的，被诉方应通过过去和现在的证据证明涉诉措施（即
加征关税以及具体加征关税的税率）对实现目标的贡献（即保护公共道德）以确立例外
条款所要求的必需性。中国作为申诉方，它本来是居于举证责任较轻一方，但在提供本
国来源的证据以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涉诉措施的证据，尤其是采用大量数据和
图表重点提出例外条款和加征关税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不仅逻辑清晰，而且依据专
家组的要求进行了量化证据分析，具有相当强大的证明力。DSB 的争端解决本质上是证
据之战。因此，中国在利用 DSB 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专家组阶段的举
证。
（三）企业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市场作用
根据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裁定并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最终结论，争端方还
可以通过上诉机制对裁定进行上诉。然而，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美国政府出于一己私利，
一直在干扰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最终导致该机制在 2019 年底因人员不足瘫
痪[8]。美国还阻挠其他十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建立临时上诉仲裁机制。根据 301 条款，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确认某贸易伙伴的某项政策违反贸易协定，或被美国单
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时，即可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报复手段
包括中止贸易协定、关税等进口限制、取消免税待遇和强迫签订协议等。由此可知，美
国明显是想通过威胁退出世贸组织，重新建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系统。当前背
景下，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开疆拓土将不可避免遇到各类障碍。2019 年，中国排名靠前
的四大贸易伙伴依次是：欧盟、东盟、美国和日本。到 2020 年，东盟反超欧盟、美国，
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度发展，中国企业应将目光更多投向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东盟各国及欧洲各国，通过开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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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WTO's Panel Report on United States — Tariff Measures on
Certain Goods from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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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d a high tariff on importing goods from China which valued
USD 34 billion and USD 200 billion respectively in 2018 and 2019. This measurement not only
violated the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principle, but also violated the tariff concession
commitment which the US offered to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United States’ defence under
Article XX(a) of the GATT 1994, the Panel adopte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measures at issue were “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morals”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no
relationship. The ruling ha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s: the enterprises should value the
proof in WTO litigation and make use of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Finally, the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emphasis on the market of One Belt One
Road to expand more trade benefits and enjoy the double win.
Keywords Sino-US Trade;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terpretation of WTO's Panel Report;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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