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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般条款和例外 

 

第一条 定义 

就本章而言，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指适用于通常属于该

行政裁定或者解释范围内的所有人或者事实情况，并且建立

一种行为规范的行政裁定或者解释，但不包括： 

（一）在行政或者准司法程序中作出的，适用于特定案

件中另一缔约方特定的人、货物或者服务的决定或者裁决；

或者 

（二）针对特定行为或做法所作出的裁决。 

 

第二条 适用的地理范围1, 2
 

本协定应当适用于一缔约方在《WTO 协定》项下对另

一缔约方承担义务的地理范围。 

 

第三条 公布 

一、每一缔约方应当保证迅速公布其与本协定涵盖的任

何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程序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包

括在可行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上公布，或者以使利害关系人

和其他缔约方能够知晓的方式使其可获得。 

二、在可能和可行的范围内，每一缔约方应当： 

（一）提前公布拟采取的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事项相关的

任何此类法律、法规、程序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以及 

                                                           
1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损害任何缔约方在涉及领土主权或海洋法的任何问题上的立场。 

2
 就本协定而言，“领土”与依据本条确定的地理范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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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缔约方提供

合理机会，对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事项相关的任何此类法律、

法规、程序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定提出意见。 

 

第四条 信息的提供 

应任一缔约方的请求，被请求的缔约方应当就提出请求

的缔约方认为可能影响本协定执行的，与本协定所涵盖的任
何事项相关的现行或拟议的法律、法规、程序及普遍适用的

行政裁定，迅速提供信息并且答复问题。 

 

第五条 行政程序 

为以一致、公正、客观和合理的方式实施其与本协定所
涵盖的任何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程序和普遍适用的行政

裁定，每一缔约方应当确保在特定案件中对特定人、货物或

服务适用此类措施的行政程序中： 

（一）在可能的情况下，依照其国内程序，向另一缔约
方直接受到此类程序影响的人提供关于程序启动时间的合

理通知，包括对程序性质的描述、据以启动程序的法定权力

声明以及关于任何所涉问题的总体描述； 

（二）在时间、程序的性质以及公共利益允许的情况下，
在采取任何最终行政行为前，向直接受到此类程序影响的另

一缔约方的人提供合理机会，表达支持其立场的事实和理由；

以及 

（三）该缔约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遵守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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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审查和上诉 

一、每一缔约方应当建立或维持司法、准司法或者行政

庭或者程序，以便迅速审查并且在必要时纠正与本协定所涵

盖的任何事项相关的最终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当公正并
且独立于被授权行政执法的机关或机构，并且不得与该事项

的结果存在任何实质利益。 

二、每一缔约方应当保证，在任何此类审查庭或程序中，

程序中的每一方被赋予下列权利： 

（一）支持或辩护该方立场的合理机会；以及 

（二）获得基于证据和提交的记录，或者依其法律和法规

要求，由相关机关或机构编纂的记录而作出决定。 

三、每一缔约方应当保证，在按其法律和法规上诉或进

一步审查的情况下，第二款第（二）项所提及的决定应当由

与所涉行政行为有关的机关或机构予以实施，并约束该机关

或机构的行为。 

 

第七条 信息披露 

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要求任何缔约方提供一经披

露将会违反其法律和法规或者妨碍执法，或者违背公共利益，

或者会损害特定公私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 

 

第八条 保密 

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如一缔约方依照本协定向另一缔

约方提供信息，并且将该信息指定为机密信息，另一缔约方

应当在遵守其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保持该信息的机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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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反腐败措施 

一、每一缔约方应当根据其法律和法规，采取适当措施

预防和打击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事项有关的腐败。 

二、任何缔约方不得就本条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

十九章（争端解决）项下的争端解决。 

 

第十条 《生物多样性公约》 

每一缔约方确认其在 1992 年 6 月 5 日在里约热内卢签

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审查机制和争端解决 

由一缔约方3，4主管机关，包括外国投资机关，作出 

                                                           
3
 就本条而言，“主管机关，包括外国投资机关”是指在本协定生效之日： 

（一）对澳大利亚而言，澳大利亚外国投资框架，包括《1975 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法》，

及其任何修正案项下的澳大利亚财联邦财政部部长； 

（二）对柬埔寨而言，下列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任何修正案项下的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1. 1994 年 8 月 5 日颁布的《柬埔寨王国投资法》（Royal Kram No.03/NS/94）； 

2. 2003 年 3 月 24 日颁布的《柬埔寨王国投资法修正法》（Royal Kram 

No.NS/RKM/0303/009）； 

3. 1997 年 12 月 29 日颁布的《柬埔寨王国投资法实施细则》（Sub-Decree 

No.88/ANK/BK）； 

4. 2005 年 9 月 27 日颁布的《柬埔寨王国投资法修正实施细则法>》（Sub-Decree No.111 

ANK/BK）； 

5. 2005年 12月 29日颁布的《经济特区的建立和管理》（Sub-Decree No.148.ANK.BK）； 

（三）对中国而言，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

年 3 月 15 日通过），及其任何修正案，对外国投资进行批准的行业主管机关； 

（四）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可经修订的《2007 年第 25 号投资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指定主管机关，包括外国投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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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否批准或承认外国投资建议的决定，以及对批准或承认

投资必须满足的任何条件或要求的执行，不受第十九章（争

端解决）项下的争端解决条款的约束。 

 

                                                                                                                                                                      
（五）对韩国而言，《外国投资促进法》（2019 年 8 月 20 日第 16479 号法律），《外国

投资租金法执行法令》（2018 年 9 月 18 日第 29172 号总统令），《外国投资实施细则》

（2018 年 7 月 6 日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第 2018-191 号公告），《外国投资综合公告》（2018

年 2 月 27 日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第 2018-191 号公告），《防止泄露和保护工业技术法》（，

2019 年 8 月 20 日第 16476 号法律）及其任何修正案列明的主管机关； 

（六）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而言，根据《投资促进法》（2016 年 11 月 17 日第 14 号法

律）及其任何修正案确定的计划与投资部，以及指根据《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6 日

第 46 号法律）及其任何修正案确定的工业和贸易部； 

（七）对马来西亚而言，根据但不限于《1986 年促进投资法》（第 327 号法），《1967

年所得税法》（第 53 号法），《1974 年石油发展法》 （第 144 号法），《1975 年工业

协调法》 （第 156 号法），以及其任何修正案确定的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的部长们； 

（八）对缅甸而言，《缅甸投资法》（2016 年 10 月 18 日颁布的第 40/2016 号法律）和《缅

甸投资规则》（缅甸联盟共和国政府计划与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作出的第 35/2017

号的通知）项下的缅甸投资委员会和地区/邦投资委员会，《缅甸经济特区法》（2014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第 1/2014 号法律）和《工业区法》（2020 年 5 月 26 日颁布的第 7/2020

号法律），以及其任何修正案项下的委员会； 

（九）对新西兰而言，新西兰海外投资框架，包括《2005 年海外投资法》和《1996 年渔

业法》，以及其任何修正案，授权的决策部长； 

（十）对泰国而言，根据其可经修订的法律和法规，负责外国投资被提议或批准的部门或

活动的主管机关；以及 

（十一）对越南而言，可经修订的《投资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例如《证券法》《信

贷机构法》《保险业务法》和《石油和天然气法》项下的主管机构。 

如果一缔约方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后设立了主管机关，包括外国投资机关，则本条也应当适

用于该主管机关。  

4
 就本条而言，“由主管机关包括外国投资主机关作出的决定”是指： 

（一）对日本而言，根据可经修订的《外汇与外贸管理法》（1949 年第 228 号法律）作

出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根据该法律需要事先通报的投资，包括改变投资内容或中止投资交

易的政令； 

（二）对菲律宾而言，指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第 11232 号共和国法案》（《菲律宾公

司法修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经修正的《第 292 号行政命令》（《1987 年行政

法》）、投资委员会根据经修正的《第 226 号行政命令》（《1987 年综合投资法》）以

及有管辖权和授权来管理特定的部门或活动的菲律宾政府相关机构根据经修正的《第

7042 号共和国法案》（《1991 年外国投资法》修正案），以及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修正

案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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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一般例外 

一、就第二章（货物贸易）、第三章（原产地规则）、

第四章（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第五章（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第六章（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第
十章（投资）和第十二章（电子商务）而言，GATT1994第

二十条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构成本协定的一部分。5
 

二、就第八章（服务贸易）、第九章（自然人临时流动）、

第十章（投资）和第十二章（电子商务）而言，GATS 第十
四条，包括其脚注，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构成本协定

的一部分。6
 

 

第十三条 安全例外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一）要求任何缔约方提供其认为如披露则违背其基本

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 

（二）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安全利

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 

1. 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

动； 

2. 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交易有关的行动，以及与
直接或间接供应或给养军事机关的此类交易运输的其他货

物和物资或提供的服务有关的行动； 

                                                           
5 缔约方理解 GATT1994 第二十条第二项所提及的措施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

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GATT1994 第二十条第七项适用于与保护生命和非生命可用尽自然资

源相关的措施。 

6 缔约方理解 GATS 第十四条第二项所提及的措施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

必需的环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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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保护包括通讯、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在内的关键的

公共基础设施7而采取的行动； 

4. 在国家紧急状态，或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

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者 

（三）阻止任何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第十四条 税收措施 

一、就本条而言： 

（一）税收协定是指为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或者其他

国际税收协定或安排；以及 

（二）税收和税收措施不包括任何进口税或关税。 

二、除非本条另有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适用于

税收措施。 

三、本协定应当仅就下列情况，对税收措施授予权利或

者施加义务： 

（一）在《WTO协定》对此类税收措施授予权利或者施

加义务的范围内； 

（二）在第十章第九条（转移）对此类税收措施授予权

利或者施加义务的范围内； 

四、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方在任何税收

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如本协定与任何此类税收协定之间

在与税收措施相关的方面存在不一致，以后者为准。 

五、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迫使一缔约方，将其受约束
的现行或未来的税收协定中产生的任何待遇、优惠或者特权

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 

                                                           
7 为进一步明确，这里包括关键的公共基础设施，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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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 

一、如一缔约方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

或者受此威胁，该缔约方可以： 

（一）在货物贸易的情况下，依照 GATT1994和《关于

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采取或维持进口限制措施； 

（二）在服务贸易的情况下，对其已经做出承诺的服务

贸易采取或维持限制，包括对与此类承诺相关的交易支付或

转移采取或维持限制。 

二、在投资的情况下，如一缔约方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

对外财政困难或者受此威胁，或在特殊情况下，与资本流动

相关的支付或转移对宏观经济管理造成严重困难或者严重
困难威胁，该缔约方可采取或维持与第十章第一条（定义）

所定义的涵盖投资相关的支付或转移限制。 

三、在第一款第（二）项或第二款项下采取或维持的限

制应当： 

（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相一致； 

（二）避免对任何其他缔约方的商业、经济和财政利益

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三）不超过处理第一款第（二）项或第二款中所描述

的情况所必要的限度； 

（四）是临时的，并且随第一款第（二）项或第二款中

规定的情况的改善而逐步取消；以及 

（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实施，以使任一缔约方的待遇

不得低于任何其他缔约方或一非缔约方。 

四、对于服务贸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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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到，处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缔

约方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面临特殊压力，可能有必要使用限
制措施以确保，特别是，维持足以实施其经济发展或经济转

型计划的财政储备水平； 

（二）在决定此类限制的影响范围时，一缔约方可以优

先考虑对其经济或发展计划更为重要的经济部门。但是不得

为保护一特定部门而采取或维持此类限制。 

五、一缔约方在第一款或者第二款项下采取或维持的任

何限制或者该限制的任何变更应当迅速通报其他缔约方。 

六、采用或维持第一款或第二款项下任何限制的一缔约

方应当： 

（一）在投资的情况下，对就其采取的措施请求进行磋
商的任何其他缔约方作出答复，如果此类磋商未在本协定之

外另行举行； 

（二）在服务贸易的情况下，迅速与就其所采取的限制

请求进行磋商的任何其他缔约方开始磋商，如果此类磋商未

在《WTO协定》框架下进行。 

 

第十六条《怀唐伊条约》 

一、如此类措施不被用作对其他缔约方的人进行任意或

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者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变
相限制，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阻止新西兰采取其认为必要

的措施，就本协定涵盖的事项给予毛利人更优惠的待遇，包

括履行其在《怀唐伊条约》项下的义务。 

二、缔约方同意，对《怀唐伊条约》的解释，包括对其
项下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性质的解释，不得适用本协定的争端

解决规定。但在其他方面，第十九章（争端解决）应当适用

于本条。在第十九章第十一条（专家组的设立和重新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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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成立的专家组可以被要求仅就第一款所提及的任何措

施是否与本协定项下一缔约方的权利不一致作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