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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和改进反倾销调查实践,商务部起草了《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规则(征求意

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

意见。

2.登陆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www.mofcom.gov.cn),进入“征求意见”专栏,点击“商务部关于《反

倾销新出口商复审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意见。

3.电子邮件:tfswto2@mofcom.gov.cn。

4.传真:010-65198905。

5.通信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编100731)。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

商　务　部

2019年7月30日

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规则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证新出口商复审的公平、公正、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制定本

规则。

第二条　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在原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应原反倾销调查期内未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口过被调查产品的涉案国(地区)出口商、生产商(以下称新出口商)申请,为其确定单独反倾销税率的复

审,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以下称申请人)不得与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过

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生产商具有关联关系。

如果申请人为贸易商,除应符合前款规定外,其供应商也不得是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内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口过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生产商或与上述出口商、生产商具有关联关系。

第四条　申请人通常应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后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出口过被调查产品。

第五条　如原反倾销措施为征收反倾销税,未征收反倾销税的出口不得作为提出新出口商复审的依据。

第六条　申请人在原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决生效后方可提出申请,且申请时间不得晚于实际出口后三个月。

就原反倾销调查期后最终裁决前的实际出口提出的申请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但仍须在原反倾销调查作

出最终裁决后三个月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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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出口日期按发票日期确定。

第七条　新出口商复审申请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申请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经其依法授权的人签署。

第八条　新出口商复审申请应当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

(二)公司结构以及关联公司名称;

(三)申请前六个月内被调查产品国内销售的平均价格、交易笔数、总金额等数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口的平均价格、交易笔数、总金额等数据,对第三国(地区)出口的平均价格、交易笔数、总金额等数据;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合同、发票、提单、付款凭证的复印件以及进口商缴纳反倾销

税的凭证等材料;

(五)申请人在原反倾销调查期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出口被调查产的数量是否足以构成确定正常

出口价格基础的证据;

(六)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申请书应当分为保密文本(如申请人提出保密申请)和公开文本。保密文本和公开文本均应

提交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除书面文本外,还应同时提供电子数据载体。

第十条　调查机关应当自收到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通知原反倾销调查申请人。原

反倾销调查申请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内对应否立案进行复审发表意见。

第十一条　调查机关通常应当自收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所附证据、材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决定立案

或不立案。

第十二条　调查机关决定不立案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调查机关决定立案进行新出口商复审的,应当发布公告。新出口商复审立案公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一)被调查产品的描述;

(二)被调查的出口商、生产商及其所属国(地区)名称;

(三)立案日期;

(四)复审调查期;

(五)利害关系方表明意见和提交相关材料的时限;

(六)调查机关进行实地核查的意向;

(七)利害关系方不合作将承担的后果;

(八)调查机关的联系方式。

第十四条　调查机关应当在立案公告发布前通知海关,海关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暂停对申请人出口的

被调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但应要求进口该申请人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按照原反倾销裁决中适用于“其他

公司”的反倾销税率提交保证金。

第十五条　新出口商复审的调查期通常为复审申请提交前的六个月。

第十六条　调查机关可根据需要向申请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程序遵循反倾销问卷调查相关规则。

第十七条　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确定及倾销幅度的计算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

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规定进行。

第十八条　出口价格根据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的,如果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反倾销税已适当地反映在此价格及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销售价格中,则调查机关在计算推定的

出口价格时,不应扣除已缴纳的反倾销税税额。

第十九条　调查机关可决定就申请人所提交证据、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实地核查。实地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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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遵循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相关规则。

第二十条　新出口商复审无须作出初步裁决,但调查机关作出最终裁定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及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将考虑中的、构成是否实施最终措施决定

依据的基本事实进行披露,并给予利害关系方不少于十日的时间提出评论。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可以在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披露作出后十五日内提出价格承诺申请。

第二十二条　调查机关认为申请人提出的价格承诺能够接受的,可以决定中止或者终止复审调查;同

时通知海关自承诺生效之日起停止对该新出口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复审立案后价格承诺生效前该新出口商出口的被调查产品,按照所交保证金金额征收反倾销税。

第二十三条　新出口商复审调查自立案之日起,通常不超过九个月。

第二十四条　调查机关应于复审期限届满十五日前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适用于申请人的反

倾销税建议,并在复审期限届满前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公告。

第二十五条　复审裁决确定存在倾销的,应对复审立案之后作出裁决之前申请人出口的被调查产品追

溯征收反倾销税。

复审裁决的反倾销税,高于已付保证金的,差额部分不予收取;低于已付保证金的,差额部分应予退还。

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暂行规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令2002年第21号)同时废止。

商务部关于《反倾销价格承诺规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和改进反倾销调查实践,商务部起草了《反倾销价格承诺规则(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

意见。

2.登陆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www.mofcom.gov.cn),进入“征求意见”专栏,点击“商务部关于《反

倾销价格承诺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意见。

3.电子邮件:tfswto2@mofcom.gov.cn。

4.传真:010-65198905。

5.通信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编100731)。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

商　务　部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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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价格承诺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证反倾销措施合理、有效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接受、改变或者终止价格承诺的决定,适用本规则。

本规则所指价格承诺,是指出口商、生产商向调查机关自愿作出的,改变价格或者停止以倾销价格出口

被调查产品并经调查机关接受而中止或终止调查的承诺。

第三条　出口商、生产商可以向调查机关提出价格承诺申请,调查机关也可以向出口商、生产商提出价

格承诺的建议。

第四条　调查机关不得强迫有关出口商、生产商作出价格承诺。出口商、生产商不作出价格承诺或者

不接受价格承诺建议,不得对其倾销及倾销幅度的确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条　反倾销调查中,价格承诺的提出不得晚于初步裁决公告后四十五日。

复审调查中价格承诺的提出应当依据复审调查相关规则的规定进行。

在特殊情况下,经调查机关允许,价格承诺可以在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时间提出。

第六条　反倾销调查中,在对倾销和损害作出肯定的初步裁决前,调查机关不得向出口商、生产商提出

价格承诺的建议或者接受其提出的价格承诺。

第七条　有关出口商、生产商提出的价格承诺包含保密信息的,可以向调查机关提出保密申请,说明需

要保密的理由并提供该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

第八条　调查机关收到有关出口商、生产商提出的价格承诺后应当将非保密文本送公开信息查阅室,

供利害关系方评论。

第九条　调查机关在考虑是否接受价格承诺时,可以审查下列因素:

(一)是否可以消除倾销所造成的损害;

(二)是否具备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监控;

(三)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利益;

(四)提出价格承诺申请的出口商、生产商在调查期间的合作程度;

(五)是否存在规避的可能性;

(六)调查机关认为需要审查的其他因素。

第十条　调查机关认为出口商、生产商作出的价格承诺可以接受并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决定中止或

者终止对提出价格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的反倾销调查。

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由调查机关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　调查机关认为出口商、生产商作出的价格承诺不宜接受的,可以拒绝价格承诺。

调查机关应当将拒绝价格承诺的理由通知该出口商、生产商,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给予其发表意见的机会。

拒绝价格承诺的决定和理由应当在终裁决定中写明。

第十二条　价格承诺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产品范围;

(二)参考价格,包括价格的确定,提价方式,提价幅度,调整方式等;

(三)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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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实地核查的明确表示;

(五)不规避价格承诺的保证;

(六)调查机关认为应包含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承诺的提价幅度应当与初步裁决确定的倾销幅度相当;如果提价幅度低于倾销幅度,但足

以消除国内产业损害,则提价幅度可低于倾销幅度。

第十四条　价格承诺自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决定公告中规定的日期起生效,有效期不超过五年。

如调查机关仅接受了部分出口商、生产商提出的价格承诺,则前款规定的有效期应当自对其他出口商、

生产商的反倾销调查结束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调查机关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对价格承诺的履行进行监督:

(一)要求作出价格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定期提供履行承诺的有关情况,包括出口的实际数量和价格、

进口商名称;

(二)定期通过海关核实作出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被调查产品的数据;

(三)对作出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实地核查;

(四)向作出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的国内进口商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五)调查机关认为适宜的其他方式。

第十六条　依照本规则第十条规定中止或者终止反倾销调查后,应有关出口商、生产商的请求或者调

查机关认为有必要,调查机关应当对倾销和损害继续进行调查。

第十七条　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继续调查的,如果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倾销和损害的肯定裁决,价格承

诺继续有效。

第十八条　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继续调查的,如果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倾销的否定裁决的,相关出口商、

生产商的价格承诺自动失效。

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继续调查的,如果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损害的否定裁决的,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出

口商、生产商的价格承诺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根据本规则第十六条继续调查的,如果因为存在价格承诺,调查机关才没有作出存在倾销

或损害的肯定裁定的,调查机关可以决定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维持该价格承诺。

第二十条　调查机关如认为继续执行价格承诺不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可以撤销接受该价

格承诺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调查机关应当在撤销生效前的合理时间内将此意向通知作出价格承诺的出口商、生产

商,并给予该出口商、生产商充分的机会就此进行评论。

第二十二条　作出价格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可以在价格承诺有效期内撤回承诺,但应当提前三十日

向调查机关提出。

第二十三条　调查机关决定撤销接受价格承诺决定的,或作出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撤回价格承诺的,

调查机关应当通知海关自撤销或撤回生效之日起按原初步裁决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并立即恢复反倾销调查。

如果原反倾销调查已经完成并最终为该出口商、生产商确定了倾销幅度,应当自撤销或撤回生效之日

起开始征收反倾销税。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调查机关可以认定为违反价格承诺:

(一)以低于承诺的价格出口的;

(二)未按承诺定期提供履行承诺有关情况的;

(三)拒绝调查机关对其所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进行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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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存在严重不实的;

(五)存在明显的规避行为的;

(六)有其他违反价格承诺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调查机关认定出口商、生产商违反价格承诺的,可以立即恢复反倾销调查,并可以根据可

获得的最佳信息,立即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如果最终裁定确定存在倾销,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征收反倾销

税,并可以对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前九十日内进口的被调查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但违反价格承诺前进

口的产品除外。

最终裁定确定的反倾销税高于临时反倾销税或高于所交纳的保证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应当补征;终裁

确定的反倾销税低于临时反倾销税或低于所交纳的保证金金额的,差额部分应当予以退还。

第二十六条　调查机关认定出口商、生产商违反价格承诺的,如原反倾销调查已经完成,并为违反价格

承诺的出口商、生产商确定了倾销幅度,应当立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征收

反倾销税,并可以对征收反倾销税前九十日内进口的被调查产品追溯征收反倾销税,但违反价格承诺前进

口的产品除外。

第二十七条　价格承诺可以与有关出口国(地区)政府达成。

第二十八条　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及复审调查中的价格承诺参照本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

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2002年第20号)同时废止。

商务部关于《保障措施调查听证会规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完善我国保障措施法律制度和改进保障措施调查实践,商务部起草了《保障措施调查听证会规则(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

意见。

2.登陆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www.mofcom.gov.cn),进入“征求意见”专栏,点击“商务部关于《保

障措施调查听证会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意见。

3.电子邮件:tfswto2@mofcom.gov.cn。

4.传真:010-65198905。

5.通信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编100731)。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

商　务　部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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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调查听证会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障措施调查听证程序,保证保障措施调查的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障措施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在保障措施案件调查程序中举行听证会,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调查机关可以依申请举行听证会,以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表达意见及对其他方的陈述作出

评论的机会。

调查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决定举行听证会。

第四条　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人、出口国(地区)政府、原产国(地区)政府、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

营者,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或个人(以下统称利害关系方),均可申请举行听证会。

第五条　利害关系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在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

第六条　听证会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

(二)申请事项;

(三)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第七条　调查机关应当自收到利害关系方提交的申请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举行听证会的决定。

第八条　申请书不符合本规则第六条规定,或者调查机关认为没有必要举行听证会、或者举行听证会

将严重阻碍调查程序进行的,调查机关可以决定不举行听证会。

第九条　调查机关决定不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以适当形式通知听证会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该适当形

式可以为书面通知、网上公布或其他形式。

第十条　调查机关决定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以适当形式通知各利害关系方,并将通知送交商务部贸易

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

第十一条　调查机关举行听证会的通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举行听证会的理由;

(二)听证事项;

(三)利害关系方报名参加听证会的时限和方式。

第十二条　利害关系方均有权按照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和方式报名参加听证会。任何一方均无必须

出席听证会的义务。未出席听证会不损害该利害关系方通过其他方式向调查机关表达意见并陈述理由的

正当权利。

第十三条　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内将参加听证会的人员名单报

送调查机关。

第十四条　报名参加听证会并要求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内提交

发言概要。调查机关应当将发言概要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各利害关系方查阅。

第十五条　调查机关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将举行听证会的方式、时间、地点和听证会议程等事项通知

已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

第十六条　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应当遵守听证会纪律。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会主持人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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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警告、制止,必要时可责令退场。

第十七条　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围绕听证事项进行陈述。对超出听证事项范围的,听证

会主持人有权制止。

第十八条　利害关系方对主持人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

第十九条　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按照调查机关要求的时限和方式,就

其发言内容向调查机关提交书面材料。调查机关应当将书面材料送交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利害关

系方查询。

利害关系方未按照前款规定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听证会上的口头发言,调查机关可以不予考虑。

第二十条　听证会使用的工作语言为中文。以其他语言发言的,应当自行配备翻译,发言内容以翻译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保障措施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令2002年第11号)同时废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9年　第128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已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农村发展与土地部

关于玻利维亚咖啡豆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相关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进口玻利维亚

咖啡豆检验检疫要求》(见附件)的玻利维亚咖啡豆输华。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玻利维亚咖啡豆检验检疫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9年8月1日

(稿件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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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进口玻利维亚咖啡豆检验检疫要求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二)《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农村发展与土地部关于玻利维亚咖啡豆输华植物

检疫要求议定书》。

二、允许进境的产品

玻利维亚咖啡豆是指在玻利维亚种植和加工的未经烘焙和已脱壳的咖啡(CoffeaarabicaL.)籽粒(不含

内果皮)。

三、企业要求

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的生产、加工企业须符合中国植物检疫要求,由玻利维亚主管部门注册并推荐,经

海关总署审核认可并注册登记。企业注册名单可在海关总署网站查询。

四、植物检疫要求

(一)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应符合中国进口植物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要求,不得带有土壤、不得混有杂草

种子、其他谷物和植物残体等。

(二)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应不带有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咖啡果小蠹 Hypothenemushampei
(Ferrari)。

(三)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应实施磷化氢熏蒸处理,熏蒸温度:18℃-23℃,磷化氢剂量:57%的磷化铝

6g/m3、或有效成分磷化氢2g/m3,熏蒸处理时间:168小时。

五、植物检疫证书要求

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须随附玻利维亚官方植物检疫证书,证书声明栏中应注明“该批货物符合中玻双

方于2018年6月19日在北京签署的《关于玻利维亚咖啡豆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的要求”。

六、食品安全要求

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须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七、包装及运输要求

玻利维亚输华咖啡豆必须用符合中国植物检疫要求的,干净、卫生、透气、新的材料包装。每一包装应

有明显的“本产品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文字样以及可以识别咖啡豆的品名、加工厂、出口商名称和地

址的中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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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9年　第129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粮食安全委员会关于塔吉克

斯坦柠檬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的议定书》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检疫要求的塔吉克斯坦柠

檬进口。现将进口塔吉克斯坦柠檬植物检疫要求予以公布(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塔吉克斯坦柠檬植物检疫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9年8月1日

(稿件来源:海关总署)

附　件

进口塔吉克斯坦柠檬植物检疫要求

　　一、检验检疫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三)《进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粮食安全委员会关于塔吉克斯坦柠檬输往中国植

物检疫要求的议定书》。

二、允许进境商品名称

柠檬,学名Citruslimon,英文名Lemon。

三、允许的产地

塔吉克斯坦柠檬产区。

四、批准的果园和包装厂

输华柠檬温室(果园)、包装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 GACC)审核批准注册。塔吉克斯

坦共和国粮食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每年出口季前将注册果园、包装厂注册信息提供给 G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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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须包括名称、地址、注册号及其植物检疫情况,以便输华柠檬不符合本检验检疫要求相关规定时准

确溯源。批准的名单可在 GACC网站查询。

五、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1.无花果蜡蚧Ceroplastesrusci

2.石榴螟Ectomyeloisceratoniae

3.甜菜叶蝉 Neoaliturustenellus

4.柑橘溃疡病菌Xanthomonascitri
六、出口前要求

(一)果园管理。

1.委员会应对所有柠檬温室(果园)进行监测和有效控制,保持植物检疫状况及开展有害生物治理。委

员会应向 GACC提供有害生物的名称、发生情况和杀虫剂或杀菌剂的成分、使用日期、其他物质信息。

2.针对石榴螟,委员会要在温室(果园)采用专性诱捕剂或糖醋液进行诱杀。一旦发现,该温室(果园)

的水果在即将到来的出口季节不得出口到中国。

3.针对柑橘溃疡病菌、无花果蜡蚧和甜菜叶蝉,要开展监测与有害生物防控。

(二)包装厂管理。

1.输华柠檬加工、包装和运输过程,须在委员会授权人员监管下进行,应遵守植物检疫标准。

2.为有效防止柑橘溃疡病菌感染,在加工过程中,需对输华柠檬进行预防性杀菌处理。

3.包装好的柠檬应单独储藏,避免受有害生物再感染。

(三)包装要求。

1.在加工、包装过程中,须对柠檬进行挑选、分拣和处理,以保证输华柠檬不带有烂果、枯果、枝、叶、根

和土壤。

2.输华柠檬包装材料应干净卫生、未使用过,符合中国有关植物检疫要求。

3.输华柠檬包装箱上应用英文标出水果名称、产地、果园和包装厂的名称或注册号(见附)。

4.若使用木质包装,须符合第15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SPM15)。

(四)出口前检疫。

1.贸易实施的前两年,委员会授权人员按照2%的抽样比例,对输华柠檬加工过程中或加工完成后的成

品实施查验,如未发现检疫问题,则随后抽样比例降低到1%。其中,须对每批抽取样品中的20个果实以及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可疑果进行剖果检查。

2.如检出中方关注的活检疫性有害生物,该批柠檬暂时停止出口中国,直至委员会查明原因,并采取措

施消除此类有害生物。

(五)植物检疫证书要求。

经检疫合格的柠檬,由委员会授权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并在附加声明中注明“该批柠檬符合《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粮食安全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关于塔吉克斯坦柠檬输往中国植物检疫要求的

议定书》,不带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ThisbatchoflemonscomplieswiththeProtocolonphyt-

osanitaryrequirementsfortheexportoffruit-lemonfromtheRepublicofTajikistantothePeople’sRe-

publicofChinabetweentheCommitteeforFoodSecurityunder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of

Tajikistanand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Custom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isfreefrom

anyquarantinepestofChina’sconcern”)。

委员会在开展贸易前向 GACC提供植物检疫证书样本,以便确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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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境检验检疫及不合格处理

柠檬到达中国入境口岸时,中国海关按照以下要求实施检疫。

(一)有关证书和标识核查。

1.核查进口水果是否获得《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2.核查植物检疫证书是否符合本要求第六条第(五)项的规定。

3.核查包装箱上的标识是否符合本要求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

(二)进境检验检疫。

1.输华柠檬将允许从所有 GACC允许进口水果的口岸进口。

2.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对进口水果实施检验检疫,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准予入境。

(三)不符合要求的处理。

1.如发现来自未经注册的温室(果园)及包装厂,则该批货物不得进口。

2.如发现中方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活体或不符合中国安全标准,则该批柠檬作退回、销毁或检疫除

害处理。同时,GACC将立即向委员会通报,要求暂停相关温室(果园)和包装厂向中国出口柠檬,直至视情

况暂停整个项目。委员会需要查明原因并实施相应改进措施。GACC将根据对委员会所采取改进措施的

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取消已采取的暂停措施。

八、符合性审查

在贸易启动前,在委员会的协助下,GACC将派2名检疫官赴塔吉克斯坦,对柠檬出口温室(果园)、包

装厂的管理、有害生物监测和防控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实地审查,并对出口中国的柠檬进行预检。

九、回顾性审查

在贸易过程中,中方将根据塔吉克斯坦柠檬疫情发生动态及截获情况,GACC将作进一步的风险评估,

并与委员会协商,以调整检疫性有害生物及相关检疫措施。

附

包装箱标签

Fruitname

Placeoforigin(province)

Greenhouse(orchards)nameorregistrationnumber

Packagingfactorynameorregistrationnumber

　　　　　　　　Export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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