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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关于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政府（“巴基斯坦”），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忆及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伊斯兰堡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由贸易协定》）；  

致力于在《自由贸易协定》第一阶段谈判承诺和成果的

基础上，提高自由化水平，以进一步降低和消除贸易中的关

税壁垒，鼓励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和多元化;  

决心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特殊友谊和合作；  

相信《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将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双方

合作，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以及 

根据《自由贸易协定》第七十九条；  

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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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1
 

 

第一条 消除关税 

 

一、《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

准入）第八条第一款（消除关税）应予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

第八条第一款替代： 

“除非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附件 1-A 中

的关税减让表（减让表），对另一缔约方原产货物逐步取消

海关关税”。 

 

二、《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

准入）第八条第二款应予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八条第二款

替代： 

“若一缔约方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的任何时点降低其实施

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如果且只要该税率低于根据其在附件

1-A 中的减让表所计算的关税税率，该税率应适用于本议定

书所涉及的相关贸易。” 

 

 

                                                             
1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组

成部分，第三章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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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审评和修改 

 

《自由贸易协定》（英文本）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

和市场准入）第八条第一款（审评和修改）应予以删除并由

以下重新编号为第八条第四款的新条款替代，内容如下： 

“关税减让模式和清单的审评和修改应按如下方式进

行： 

（一）货物贸易委员会应每五年审评和修改关税减让模

式和清单。 

（二）缔约双方应在友好协商和照顾双方关注的基础上

进行审评。 

（三）第一次审评和修改应在本议定书自生效后的第四

年年底或第五年年初进行。 

（四）任一缔约方可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的任何时间提出

另外的审评要求。另一缔约方应积极考虑该要求。” 

 

 

第三条 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 

 

本条应纳入《自由贸易协定》第三章（货物的国民待遇

和市场准入），内容如下： 

“如一缔约方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对外财政

困难或威胁，其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并在符合国际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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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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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产地规则
2
 

 

第四条 原产地证书 

 

一、《自由贸易协定》第四章（原产地规则）第二十三

条中的“政府机构”应替换为“授权机构”，且《自由贸易

协定》附件2的规则一、二（一）、三、六、九、十、十一、

十三（一）、十九（二）以及二十（二）中的“政府机构”

应替换为“授权机构”。 

 

二、《自由贸易协定》附件2的规则十六（四）中的“政

府签证机构”应替换为“政府机构”。 

 

 

 

 

 

 

 

  

                                                             
2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四章（原产地规则）的组成部分，第四章

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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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关合作3
 

 

第五条 电子数据交换  

 

双方将确保 2018 年 11 月 3 日海关主管部门签署的电子

数据交换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并努力采取包括适当机制在内

的进一步措施，以解决关于出口价格信息的关注。 

 

 

  

                                                             
3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应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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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贸易救济4
 

 

第六条  双边保障措施 

 

《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第二十七条应予

以删除并由以下新的第二十七条替代，内容如下： 

 

一、定义 

就本章而言： 

(一) 主管机关是指： 

1. 就中国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以及 

2. 就巴基斯坦而言，商务部，或其继任者； 

(二) 国内产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

者全体，或指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总产量占该产品全

部国内产量主要部分的生产者； 

(三) 保障措施是指第二款第（二）项中表述的措施； 

(四) 直接竞争产品是指具有与进口产品不同的物理特性

和组成的产品，该产品具有与后者相同的功能，满足相同的

需求，并且是商业上可替代的； 

                                                             
4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五章（贸易救济）的组成部分，第五章（贸易

救济）中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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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类产品是指相同的产品，即在所有方面与进口产

品相同，或如无此种产品，则为尽管并非在各方面都相同，

但具有与进口产品极为相似特点的另一种产品； 

(六) 严重损害是指对一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 

(七) 严重损害威胁是指根据事实，而非仅凭指控、推测

或极小的可能性确定的，且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以及 

(八) 过渡期是指，对附件 1-A 中 A-0 以及 MOP1 类别项

下的产品为十年期间；对附件 1-A 中 A-5, A-7, A-10, A-15 以

及 MOP2 类别项下的产品，过渡期为自该产品消除或降低关

税开始之日起至消除或降低关税完成之日后的八年期间。 

 

二、双边保障措施的实施 

(一) 仅在过渡期期间，如因依照本议定书消除或降低关

税，或在本议定书下存在的优惠关税的情况下出现了未能预

见的事态发展，导致原产于一缔约方的产品进口至另一缔约

方领土内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构成了

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原因，一缔约方可采取第二款第（二）

项中表述的措施； 

(二)如满足第二款第（一）项中的条件，一缔约方可在

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整的必要限

度内实施： 

1. 中止本议定书规定下进一步降低该产品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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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产品的税率提高至不超过以下两者中较低者的水

平： 

(1) 采取此措施时，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以及； 

(2) 本议定书正式生效之日正在实施的最惠国税率；5
 

3. 在终止保障措施时，关税税率应按本议定书附件

1-A 确定，如同该措施从未适用。 

 

三、最终双边保障措施的标准 

(一) 任一缔约方不得实施一项保障措施： 

1. 除非在为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以

及便利调整所必要的限度和时间内； 

2. 超过三年的期限，除非主管机关确定仍然需要采取

保障措施以防止或救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并便利调

整，且有证据表明该产业正在调整中，则该期限可延长不超

过两年的期限； 

3. 在过渡期届满之后，除非经被采取措施产品的原产

国缔约方同意； 

(二) 对于曾受到保障措施限制的产品的进口，在与先前

实施措施的期限相等的期限内，不得再采取保障措施，并且

该不适用期至少为两年。 

 

四、通知、调查和磋商 

(一) 一缔约方应立即通知另一缔约方，当： 

                                                             
5
 缔约双方理解关税配额和数量限制均不属于保障措施所允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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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起本条规定下的调查； 

2. 实施一项临时措施； 

3. 对进口增加造成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做出裁

定； 

4. 决定实施或延长一项最终保障措施； 

(二) 在做出第(一)项(2)和第(一)项(3)所指的通知时，提

议实施或延长保障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向另一缔约方提供所

有相关信息，其中应包括进口增加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

威胁的证据，对所涉及的产品和拟议措施的准确描述，拟议

采取措施的日期和预计的期限；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还应

向另一缔约方提供其认为相关的任何补充信息； 

(三) 拟采取措施的一缔约方应在采取措施之前，在尽可

能早的时间，为另一缔约方提供充分的机会进行事先磋商，

以便审查调查的信息，交换关于保障措施的意见，并就第五

款规定的补偿达成协议； 

(四) 一缔约方应仅在其主管机关依照世界贸易组织《保

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条进行调查后实施该措施；

为此，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3 条和第 4.2（c）

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五) 在进行本款第（四）项所述的调查时，一缔约方应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第 4.2（a）和（b）条的

规定；为此，第 4.2（a）和（b）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议定

书并成为本议定书的一部分； 

(六) 在任何情况下，调查应在启动之日后一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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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贸易损失和中止减让的补偿 

(一) 实施保障措施超过三年的一缔约方，应与另一缔

约方磋商，以减让的形式提供双方同意的贸易自由化补偿，

该补偿应与超过上述三年期限的保障措施产生的额外关税

的价值相等或有与其实质相同的贸易效果。实施保障措施的

一缔约方应在决定延长措施后 45 天内提供磋商机会。此类

磋商应在延长生效之日前进行； 

(二) 如果双方未能在磋商开始后45天内就补偿达成协

议，则出口缔约方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缔约方的贸易，可中止

实施实质相等的减让； 

(三) 出口缔约方应在根据本款第（二）项中止减让之

前至少 30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约方； 

(四) 根据本款第（一）项提供补偿的义务和根据本款

第（二）项中止减让的权利应在保障措施终止之日终止。 

 

六、临时双边保障措施 

在迟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一缔约方

可以根据存在明确证据表明进口增加已经造成严重损害或

严重损害威胁的初步裁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保障措施

的期限不得超过 180 天，在此期间应满足本条第二、三和四

款的有关要求。此类临时保障措施应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

但不应超过本条第二款第（二）项中的较低税率。如随后进

行的调查未能确定进口增加对国内产业已经造成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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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严重损害威胁，则应立即退还加征的关税。任何此类临时

保障措施的期限应计入保障措施的初始期以及延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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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资 

 

第七条 未来工作计划6 

 

缔约双方将致力于鼓励来自另一方的投资，并同意加强

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以便为缔约双方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

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投资环境。缔约双方同意将适时开展谈判，

对《自由贸易协定》第九章（投资）进行升级。 

 

 

 

 

 

 

 

 

 

 

 

 

                                                             
6
 为进一步明确，本章将构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九章（投资）的组成部分，第九章（投资）中

未被本议定书替代的条款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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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最终条款 

 

第八条 附件和脚注 

 

本议定书的附件和脚注构成本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第九条 修订 

 

一、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议定书进行修订。 

 

二、经缔约双方同意并按照第十条（“生效和终止”）

生效的修订构成本议定书组成部分。 

 

 

第十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议定书的生效取决于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必需

的法律程序。 

 

二、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上述

程序。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本议定书应在后一份书面通

知收到第30天起或经缔约双方同意的其他期限生效。 

 



15 
 

三、本议定书在《自由贸易协定》有效期内有效。 

 

四、任一缔约方均可以书面通知另一缔约方终止本议定

书。本议定书应在收到上述通知180天后终止。 

 

 

第十一条  作准文本 

 

本议定书以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本议定书于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订，一式

两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俞建华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 

  马苏德〃哈立德 

 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  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