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
CHINAFOREIGNTRADEANDECONOMICCOOPERATIONGAZETTE

2019年第49期(总第1326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管

ww
w.
mo
fc
om
.g
ov
.c
n

HE
新建图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

　商务部办公厅 2019年8月7日 第49期(总第1326期)

目 录

　1.商务部关于《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3)………

　2.商务部关于《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6)……………………………………………………………………

　3.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关于持续深化压

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 (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130号 (1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31号 (12)………………………………………

商务部网址:http://www.mofcom.gov.cn

—1—

ww
w.
mo
fc
om
.g
ov
.c
n



CHINAFOREIGNTRADEANDECONOMICCOOPERATIONGAZETTE

GeneralOfficeofMOFCOM August7,2019 No.49(SeriesIssueNo.1326)

Contents

1.Circularofthe MinistryofCommerce,onSolicitingCommentsontheRuleson
ExpiryReviewofAntidumpingInvestigation(ConsultationPaper)

(3)………………………………………………………………………………………………
2.Circularofthe MinistryofCommerce,onSolicitingCommentson Decisionon

AmendingInterim Measuresforthe AdministrationofImportTariffQuotasof
AgriculturalProducts(ConsultationPaper)

(6)………………………………………………………………………………………………
3.Opinions of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the National

Developmentand Reform Commission,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the
MinistryofHumanResourcesandSocialSecurityandtheStateAdministrationof
TaxationonFurtherReducingtheLengthofTimeforStartingBusinesses

(9)………………………………………………………………………………………………
4.Announcement No.130,2019ofthe GeneralAdministrationofCustoms,the

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11)………………………………………………………………………………………………

5.AnnouncementNo.131,2019oftheGeneralAdministrationofCustomsofthe
People’sRepublicofChina

(12)………………………………………………………………………………………………

WebsiteofMOFCOM:http://www.mofcom.gov.cn

—2—

ww
w.
mo
fc
om
.g
ov
.c
n



商务部关于《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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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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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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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证反倾销期终复审的公平、公正、公开,规范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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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或者再

度发生进行复审(以下简称期终复审),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调查机关可以在反倾销措施期限届满前发布反倾销措施即将到期的公告或通知。
第四条　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有关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向调查机关提出

期终复审申请。期终复审申请应当在反倾销措施到期日六十日前提出。
调查机关可以应申请立案,也可以自行立案进行期终复审调查。
第五条　期终复审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申请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经其依法授权的人签署。
第六条　期终复审申请应当分为保密文本(如申请人提出保密申请)和公开文本。保密文本和公开文

本均应提交书面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除上述书面文本外,还应同时提交电子数据载体。
第七条　期终复审申请应包含以下内容并附具相关证据材料: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和其他有关情况;
(二)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已知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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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求调查机关立案进行期终复审调查的意思表示;
(四)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原产国(地区)或出口国(地区);
(五)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主张及证据;
(六)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主张及证据;
(七)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调查机关经审查发现期终复审申请及所附证据材料不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在

规定期限内补充和修改。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和修改,或补充和修改后仍不符合本规则要求的,调
查机关可以驳回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第九条　调查机关应当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届满前,作出期终复审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

第十条　调查机关决定立案进行期终复审的,应发布立案公告。期终复审的立案公告应当包括以下

内容:
(一)复审调查期间,反倾销措施是否继续实施;
(二)应申请立案的,复审申请及调查机关对申请的审查结果;
(三)被调查产品及出口国(地区)名称;
(四)立案日期;
(五)复审调查期;
(六)利害关系方不合作将承担的后果;
(七)利害关系方表明意见和提交相关材料的时限;
(八)调查机关的联系方式。

第十一条　立案决定一经公告,调查机关应通知出口国(地区)政府,并将申请书公开文本提供给有关

出口国(地区)政府。

第十二条　期终复审调查期间,反倾销措施可以继续有效。

措施为反倾销税的,由调查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提出复审调查期间继续征

收反倾销税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调查机关的建议作出决定,由调查机关予以公告。

措施为价格承诺的,由调查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作出复审调查期间继续实

施价格承诺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利害关系方应自期终复审调查立案公告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立案公告要求向调查机关报

名登记参加期终复审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机关可以根据反倾销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相关规则,采用问卷、抽样等方式进行期终

复审调查。

第十五条　调查机关可以应利害关系方的申请或自行举行听证会,为利害关系方提供与具有相反利益

的当事方见面的机会。利害关系方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在期终复审立案之日起四个月内向调查机关提出

书面申请。召开听证会应当根据反倾销调查听证会相关规则进行。

第十六条　调查机关可以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有关信息和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实地核

查。实地核查应当根据反倾销调查实地核查相关规则进行。

第十七条　调查机关在期终复审调查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涉案国(地区)生产商、出口商的出口情况;
(二)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国内产业的情况;
(三)在认定终止反倾销措施是否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或者再度发生时,调查机关认为需要审查的

其他因素。

第十八条　期终复审无须作出初步裁决,但调查机关在作出最终裁决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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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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裁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进行披露,并给予利

害关系方提出评论的机会。
第十九条　期终复审立案后,就未完成的其他复审调查,调查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合并调查。
第二十条　期终复审调查应当自复审立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结束。
第二十一条　原措施为反倾销税的,根据期终复审调查结果,由调查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

条例》的规定,提出保留或者取消反倾销税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调查机关的建议作出决定,
由调查机关予以公告。

原措施为价格承诺的,根据期终复审调查结果,由调查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
作出保留或者取消价格承诺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期终复审裁决保留反倾销措施的,自期终复审裁决公告规定之日生效,实施期限不超过

五年。
期终复审裁决取消反倾销措施的,自复审裁决公告规定之日起终止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调查机关也未决定自行立案的,原反倾销措施至期

限届满之日自动终止。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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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
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商务部研究起草了《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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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于修改〈农产品进

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3.电子邮件:tfswto2@mofcom.gov.cn;

4.传真:010-65198701;

5.信函: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条约法律司,邮编:100731。

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传真首页和信封上注明“《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22日。

附件: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商　务　部

2019年8月7日

附　件

关于修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经商发展改革委同意,商务部决定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实施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品种为:小麦(包括其粉、粒,以下简称小麦)、玉
米(包括其粉、粒,以下简称玉米)、大米(包括其粉、粒,以下简称大米)、食糖、棉花、羊毛以及毛条。

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农产品相应的税目及适用税率另行公布。”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进口关税配额分为国营贸易配额和非国营贸易配

额。国营贸易配额须通过国营贸易企业进口;非国营贸易配额通过有贸易权的企业进口,有贸易权的最终

用户也可以自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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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食糖、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由商务部分配。”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分别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省级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委托机构)负责下列事项:
(一)受理申请者的申请并将申请转送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二)受理咨询并将其转达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三)通知申请者其申请中不符合要求之处,并提醒其修正;
(四)向经过批准的申请者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以下简称《农产品进口关税

配额证》)。

委托机构名单另行公布。”

五、将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由境外进入保税监管场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产品,免予领取《农产品

进口关税配额证》。”

六、将第十条修改为:“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期为每年10月15日至30日(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

方式除外)。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于申请期前1个月,分别在商务部网站(网址为http://www.mofcom.gov.cn,下
同)、发展改革委网站(网址为http://www.ndrc.gov.cn,下同)上公布每种农产品下一年度进口关税配额

总量、申请条件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的当年度关税配额农产品税目和适用税率。

食糖、羊毛、毛条由商务部公布。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由发展改革委公布。”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商务部委托机构负责受理本地区内食糖、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

发展改革委委托机构负责受理本地区内小麦、玉米、大米、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

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商务部委托机构根据公布的条件,受理申请者提交的食糖、羊毛、毛条申请及

有关资料,并于11月15日前将申请转报商务部(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同时抄报发展改革委。

发展改革委委托机构根据公布的条件,受理申请者提交的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申请及有关资料,并于

11月15日前将申请转报发展改革委,同时抄报商务部。”

九、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每年1月1日前,商务部、发展改革委通过各自委托机构向最终用户发

放《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并加盖‘商务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专用章’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

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专用章’。”

十、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加工贸易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海关凭企业提交的在‘贸易方式’

栏目中注明‘加工贸易’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办理通关验放手续。

加工贸易企业未能按规定期限加工复出口的,应在到期后30天内办理加工贸易核销手续。海关按加

工贸易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将第二十条修改为:“自境外进入保税监管场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关税配额农产品由海关按

现行规定验放并实施监管。

从保税监管场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库或出区进口的关税配额农产品,海关凭《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证》按进口货物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十二、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分配给最终用户的国营贸易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量,在当年8月15日前

未签订合同的,最终用户可以委托有贸易权的任何企业进口;有贸易权的最终用户可以自行进口。”

十三、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期为每年9月1日至15日(凭合同

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申请者的申请需由委托机构分别转报并同时抄报商务部或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于申请期前1个月,分别在商务部网站、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布农产品进口关税配

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条件。

食糖、羊毛、毛条由商务部公布。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由发展改革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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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每年9月30日前,商务部将食糖、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

量分配到最终用户(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将小麦、玉米、大米、棉花关税

配额再分配量分配到最终用户。”
十五、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对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的,依照有关法律对非法

经营罪或者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持有关税配额的最终

用户有上述行为的,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及委托机构两年内不再受理其进口农产品关税配额的申请。”
十六、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最终用户连续两年未能完成分配其全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量进口,并

在该两年内每年9月15日前将当年不能使用的关税配额量交还受委托的原发证机构的,其下年度分配的关

税配额量将按其最近一年未完成的比例相应扣减。”
十七、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有关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和再分配的咨询需以书面形式向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或委托机构提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或委托机构将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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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关于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

国市监注〔2019〕7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公安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税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国
办发〔2018〕32号,以下简称《意见》)的部署,努力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和群众对企业开办便

利化的实际体验,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就持续深化压缩企业

开办时间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力争2019年年底前,全国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5个工作日内,提前完成本届政府

提出的目标。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3个工作日内。
(二)具体目标。各地相关政府部门针对本系统存在的非法定涉及企业开办事项、程序和提交材料进行

清理,共同将《意见》规定的企业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和社保登记4个环节至少压减为企业登记、印章

刻制、申领发票3个环节,社保登记的申请合并到企业登记环节中。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环节办理时间分

别控制在:企业登记2个工作日内,印章刻制1个工作日内,初次申领发票2个工作日内。

二、主要措施

(一)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1.各地要开通“一网通办”平台(或服务专区等),整合设立登记、

印章制作、申领发票、社保登记等各类企业开办事项和网上服务资源,加强信息共享,切实具备“登录一个平

台、填报一次信息、后台实时流转、即时回馈信息”的企业开办服务能力。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推行办件寄

递、证票自助打印等服务,逐步实现“不见面”办理。2.依托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等,建立企业开办专窗(或专

区),应用“一网通办”平台,实现申请人可在一个窗口提交和接收所有办件。3.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在

网上办理企业登记、印章制作、社保登记等相关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企业领用电

子营业执照。
(二)进一步优化企业登记服务。1.大力推行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的全程电子化登记,建立健全“零

见面”企业登记工作机制。2.取消名称预先核准,全面推行名称自主申报与设立登记合并办理,进一步优化

办理流程。3.各省(区、市)要统一规范本辖区内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标准格式参考范本,供申请人自主

选择、免费使用。全程通过网上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公司主要成员全部通过有效身份验证并对提

交材料进行电子签名的,申请人可选择不再另行上传身份(主体资格)证明文件。4.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

行“同城通办”、“银行网点代理申请登记注册”等便利化举措。
(三)进一步规范印章刻制服务。1.对于尚未建成印章业信息系统的地方,要强化责任落实,尽快完成

建设应用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系统运维、升级改造予以经费保障。要拓展系统服务功能,通过

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实现网上刻章业务办理,确保实现用章单位在线选择本地区所有

公章刻制企业、了解刻制价格以及网络支付等功能。2.严格落实国务院明令取消公章刻制审批的政策规

定,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用章单位自行办理公章刻制备案。对于落实不到位、变相进行审批的予以严肃查

处。3.各地公安部门科学规划本地公章刻制企业数量,既要合理布局促进良性竞争,又要防止盲目发展导

致恶性竞争。要积极引导公章刻制价格趋于合理,严禁指定公章刻制企业刻制公章,避免形成隐形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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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推广电子印章广泛应用,在北京市、上海市开展先行先试。
(四)进一步简化涉税事项办理。1.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多证合一”工商共享信息运用工作的通

知》(税总函〔2017〕402号),强化企业登记信息共享应用。2.大力推行电子发票应用。在重点行业和有使用

需求的纳税人中加大电子发票推行力度。3.深入推进“新办纳税人套餐服务”,进一步简并流程、提速审批,
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核验,现场一次办结。企业只进行初次申领发票操作的,无需提供银行开户信息。

(五)进一步完善社保登记服务。1.全面推行社保登记经办服务网上办理,简化整合办事环节、办事材

料。2.将社保登记经办服务纳入“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在办理设立登记时,即可同时填报企业参保信

息、职工参保信息等信息,无须另行登录其他系统或平台。3.健全数据应用和反馈机制,提升共享信息使用

率,在企业在线填报并确认企业参保信息、职工参保信息等信息后,通过跨部门信息共享和部门内部数据流

转同步办理企业社保登记,并将办理结果及时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反馈企业。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牵头职责,针对上述工作目标和措施,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本地区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各地发展改革、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等部

门,要分工协作,切实抓好本部门有关工作任务的落实落地。
(二)提升“互联网+”服务能力。各地要不断提升信息共享和应用支撑保障能力,发展改革部门要在相

关信息化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要加强现场辅导、帮办,引导申请人更多通过线上办理业务。要

切实做好业务咨询解答和“一次性告知”,对于提交材料中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内容要提供电子或书式告

知单。
(三)注重改革实际效果。要特别注重了解企业和群众对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际感受,持续加强政策

解读和宣传报道,提升企业和群众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要落实《意见》有关要求,按照国际可比、对标

世行、中国特色原则,切实做好自查自评工作,相互借鉴、有序竞争,不断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引向

深入。
(四)严肃追究问责机制。要采取有效措施,追踪和记录企业办事流程信息,并为申请人提供便捷和动

态查询办事信息的有效渠道。要充分利用“多证合一”数据信息共享,任何单位和工作人员不得违法擅自设

置企业开办其他条件和要求。要严格追究不按时限、不按规范办事的单位和个人责任。对于地方违法擅自

设置企业开办其他条件和要求的,一经发现要逐级上报并坚决予以清理整顿。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将

建立问责通报机制,对于工作落实不力的发现一起、通报一起;对于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

问责。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发 展 改 革 委

公 安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 务 总 局

2019年4月10日

(稿件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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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业 农 村 部

公　　　告

2019年　第130号

2019年7月25日,斯洛伐克官方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通报,该国境内近期发生非洲猪瘟疫情。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与斯洛伐克签署猪、野猪及其产品准入协议。为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防止疫情传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

如下:
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斯洛伐克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
二、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斯洛伐克的猪、野猪及其产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三、进境船舶、航空器、公路车辆和铁路列车等运输工具上,如发现有来自斯洛伐克的猪、野猪及其产

品,一律作封存处理,且在我国境内停留或者运行期间,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启封动用。其废弃物、泔水等,
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作无害化处理,不得擅自抛弃。

四、对边防等部门截获的非法入境的来自斯洛伐克的猪、野猪及其产品,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作销毁

处理。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者,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六、各海关、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密切配合,做好检疫、防疫

和监督工作。
本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019年8月6日

(稿件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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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9年　第131号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印度共和国商业与工业部出口检验委员会关于

印度辣椒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条件议定书》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允许符合相关检验检疫要求的印

度辣椒粕进口。现将《进口印度辣椒粕检验检疫要求》(见附件)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印度辣椒粕检验检疫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9年7月29日

(稿件来源:海关总署)

附　件

进口印度辣椒粕检验检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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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印度共和国商业与工业部出口检验委员会关于印度辣椒粕输华卫生

与植物卫生条件议定书》。
二、允许进境商品名称

输华辣椒粕(Chillispent)是指在印度生产的辣椒果皮,经溶剂萃取工艺提取辣椒红素和辣椒素后的副

产品,不含辣椒枝、叶等其他组织的回填物。
三、加工厂的批准

输华辣椒粕必须来自印度共和国商业与工业部出口检验委员会(以下简称EIC)考核批准的注册登记生

产加工企业,并由EIC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 GACC)推荐,由 GACC检查或审查后予以注

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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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批准注册的加工厂名单在 GACC网站查询。
四、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动物检疫疫病

输华辣椒粕不得携带中国关注的检疫性昆虫、病害和杂草等有害生物以及其它检疫性有害生物。
不得带有中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列明的一、二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等。
五、产品生产和出口要求

(一)生产、储藏及运输。

1.加工企业应建立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溯源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或按照 HACCP
理念实施管理。

2.生产加工企业应将输华辣椒粕与其他产品分开单独存放,避免被检疫性有害生物侵染或被土壤、动
物尸体及粪便、植物或动物残体等污染;不得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和任何动物源性成分。

3.输华辣椒粕应袋装运输,包装袋应首次使用,且干净卫生,不得带有孔雀石绿等有毒有害物质。用于

运输辣椒粕的工具应彻底清扫干净,必要时须进行消毒。

4.每批输华辣椒粕的包装袋应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加工企业名称、注册登记号码等溯源信息以及“印度

辣椒粕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文和英文字样。
(二)离境前检验检疫和证书要求。
每批输华辣椒粕应经EIC检验合格并出具“安全卫生声明”,且由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依照第12号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SPM12)出具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上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和注册登记号

码,集装箱号码或船舶名称等信息。如输出前经除害处理的,应注明除害处理方式及处理指标等信息,并在

附加声明栏注明:“TheshipmentisaccordwithProtocolofSanitaryandPhytosanitaryRegulationson
importingIndiaChilliSpent,betweenGeneralAdministrationofCustoms,People’sRepublicofChina
(GACC)andtheExportInspectionCouncil(EIC)MinistryofCommerceandIndustry,Governmentof
India,freefromquarantinepestsofChinaconcern.”(该批货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印度共和

国商业与工业部出口检验委员会关于印度辣椒粕输华卫生与植物卫生条件议定书》的规定,不带有中国关

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六、进境检验检疫

(一)证单核查。

1.核查EIC出具的“安全卫生声明”及印度农业与农民福利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是否真实有效。

2.核查是否来自注册登记的加工厂。
(二)货物检查。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规定,结合本要求第四条、第五条,对进境辣椒粕实施检验检疫。经检

验检疫合格的,准予入境。
(三)不符合情况处理。

1.植物检疫证书或安全卫生声明不符合要求,作退回处理。

2.发现活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或其他活的有害生物,作除害或退回处理。

3.发现土壤、未经中国官方批准的转基因成分,作退回处理。

4.发现动物粪便、动物尸体、禽类羽毛作除害或退回处理。

5.发现产品不符合中国饲料相关安全卫生标准,作退回处理。

6.发现产品来自非经 GACC注册登记企业的,作退回处理。

7.发现包装袋未按要求注明产品名称、生产加工企业名称、注册登记号码等溯源信息以及“印度辣椒粕

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文和英文字样的,作退回处理。
发现上述违规情况,GACC将向EIC通报,并根据违规严重程度采取暂停相关加工厂输华资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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