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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支持中美两国拥有稳固的互惠互利的商贸关系。在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美关系在两国政府、商业团体及其他各方的共同协作努力下取得了

诸多积极进展。贸易与投资为两国经济带来了重要的利益，同时也是中美关系的根基。 

    今年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第五次发表关于中美商贸关系重点工作的声明。往

年声明中提出的多项建议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取得了进展，例如在 2015 年习近平主席的成功

访美期间诸多问题上所取得的多项积极进展。同时，其他某些重要问题的进展依旧不足，

其中包括一些自去年声明发表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呼吁两国政府与商业团体保持密切联系，来年在这些首要问题上

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中美商贸关系。 

进一步巩固互惠互利的商贸关系的基础 

 

 在 2016 年最终达成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双边投资协定是减少两国投资壁垒，

确保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增强对中美两国投资者在对方国家市场保护的最佳契机

之一。中美两国最终达成一份高标准的、只包含极少限制的负面清单的双边投资协定能

够为两国商贸关系提供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基础框架，两国政府都应将双边投资协定作为

首要重点工作进行推进。 

 将减少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作为重点 虽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 2015 年有一

些修订，但是中国仍在多个行业中保有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

业和资源类行业。当即减少外商投资所有权限制而不是推后行动将有助于美国公司更好

地为中国实现经济改革和经济再平衡目标做出贡献。此外，通过采取早期措施在美国公

司关注的领域减少投资壁垒，中国将会为双边投资协定在美国建立至关重要的支持，包

括美国政府以及更广泛的商业团体。 

 禁止网络商业间谍活动，强化网络安全 我委员会赞赏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达成共

识，即承诺不参与网络商业间谍活动、创建高级别对话机制来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安全

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只有当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能够为系统运营者

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去评估新出现的风险，并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危胁的时候，网络安全

的法律法规才是最为有效的。行业界可以作为发展有效的网络安全政策的宝贵资源，我

们也鼓励在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过程中就这些日趋技术化的问题征求行业的意见。我委

员会支持中美两国政府承诺努力加强信息与通讯技术网络安全，特别是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协定以及其他国际规范保持一致的承诺；仅针对特定的情况且采取非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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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针对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采取不必要的以国别为基础的条件或

限制。 

 仅对核心和特定的情况实施国家安全特别措施  中美两国政府均已作出重要承诺，推

进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包括仅在限定的情况下为促进合法的安全目标才使用国

家安全特别措施。为此，中美两国应将此承诺运用于现有以及将来的法律法规，避免采

取与承诺不符的措施，如为了达到经济或商业目的包括保护和推动本土企业而非外资企

业的发展而引用“国家安全”条例。用于保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应仅针对特定的和必要的

情况以保护纯粹的安全目标。中国尤其应在《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中着重解决国家安

全法的适用范围问题。                                                                                                                                                                                                                                                                                                                    

 为中外在华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无论所有权国别性质，所有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合法成立的公司都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中国领导层已反复声明将平等对待

中外公司，然而中国仍需加强落实这些承诺。此外，我委员会建议采取一个可以极大改

善现状的简便方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避免使用区别对待国内企业

和外资企业的术语，例如“外商投资企业”。这类术语的持续使用导致许多在华的合法

企业仅依据其所有权问题受到歧视对待。 

 保持积极有效的双边对话 中美两国已经在各级政府之间建立了活跃的年度双边会议

机制，旨在支持拓展经济和商贸关系，并解决双方关注的问题。中美两国应继续保持双

边协调对话机制，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中商贸联委会（JCCT）、

美中创新对话以及美中投资论坛等。 

    2015年 9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成功会晤充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年度会谈的价

值。我委员会鼓励双边政府尽早计划 2016 年的两国领导人会晤，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

所取得的进步，确保双边承诺的实施得到最高级别的重视。 

 采取措施增强双边关系信心 我们赞赏美国在 2015 年末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

革方案，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促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和信心的建立： 

o 取消美国拨款法案中针对中国不利的条款,例如限制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对

应机构的相互往来，以及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国家科学院及国家航空航天局在信

息技术采购风险评估中专门针对中国的用语； 

o 美国应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的规定，确认其将在2016 年12 月11 日或之前，

开始将市场经济原则运用于中国的贸易救济程序。 

减少贸易壁垒,实行全球公认的贸易规则 

 

 确保政府在商贸领域中的决定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政府在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

政府采购决定、行政许可以及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等领域中的审核

与决策过程中，应以事实为依据，采取非报复性且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的方式进行决策。 

 提高并完善《反垄断法》执法调查和并购审查的透明度和调查程序 中国以其巨大的经

济体量必将成为与美国和欧盟比肩的全球反垄断体系中的第三大力量。中国应在过去一

年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全面履行在此问题中所作出的双边承诺, 尤其是在调查中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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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和非歧视原则的运用,提高正当法律程序和监管透明度,缩短并购审查周期,以及补

救措施与罚款金额的裁定问题的承诺。当前及未来的反垄断调查和并购审查必须是透明、

非歧视的，并应遵循国际认可的正当程序，且允许公司法律顾问的参与。 

 保证法律法规在地方的执行一致 作为其经济改革的一项内容，中国政府已经在全国范

围内简化并下放许多设立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审批程序。虽然这些措施广受欢迎，但是各

地方政府对于法律法规的执行仍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导致问题的产生。 

 对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和服务，更多使用透明的国际通用标准 在中国使用国际通用

标准，能够确保中国消费者及终端使用者获得最好的产品与服务，同时让中国产品和服

务能受到国际认可并更具国际竞争力。中国应采取更加科学、公平、平等、透明、以市

场为主导的方式来制定和发展标准，对所有公司开放，不分国别，包括国内企业，外资

企业，和国外的生产企业。 

 解除进口壁垒以鼓励消费、促进经济再平衡 中国对多种消费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和税

费。这些高额关税和税费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导致中国消费者选择在海外购买此

类商品。减少或免除消费品关税和税费可以简单却能够强效地刺激国内消费。解除对进

口的限制，如放宽或解除对进口电影的限制，将会刺激服务业的增长并增加就业机会。 

 加快合理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 出口管制是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奥

巴马政府应当继续推行出口管制改革，在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不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推动美

国出口来支持和增加就业。美国应当放宽对那些不涉及国家安全、且在美国之外的其他

开放市场中已存在产品的出口限制。 

 推动中美双方在环境技术及《环境产品协议》的双向合作 中美两国应当在发展和应用

环保节能和环境可持续技术方面寻求更多双向合作机会，这种合作不仅让中美双方受益，

而且也会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美双方应当力争在 2016 年完成

世界贸易组织（WTO）《环境产品协议》，以取消对环境产品及服务的关税。 

 履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承诺 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发展低碳节能经济的政策。履行诸如

减少排放、支持绿色发展，和建立透明审查制度的承诺，将刺激对气候友好型节能技术

及应用的投资。中美两国应当继续紧密合作，履行国际通用的气候规则。 

确保竞争中立并提高透明度 

 

 确保在中国的美国技术公司和产品受到同等对待 技术和创新在推动建立适应 21 世纪

经济发展的商业环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市场中技术企业的监管方式需要体

现企业所维系的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并且该行业的法规应完全建立在良好的商业和技

术因素的基础上，达到这两点要求非常重要。 

    中国近期执行的某些政策实际上将许多美国技术公司排除在中国的商业机会之外，被

排除的理由与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完全无关。我委员会完全支持在习近平主席

2015 年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并敦促快速行

动解决问题。中美两国都应当实施原产地中立的技术安全政策，推动真正的创新型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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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行政许可的平等对待 行政许可壁垒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是我委员会年度会员公司

调查结果反映的美国公司受到歧视待遇最多的领域之一。这些行政许可包括经营许可、

分支机构许可、产品许可、进口许可，以及在银行、医疗保健、保险、建筑、法律和增

值电信业务（如数据中心）等行业的许可和审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公司都能够免受

外企或外商投资的企业所面临的限制或延滞获得许可。 

    美国公司支持中国国务院在减少行政许可要求方面的努力，但很多影响外资企业的许

可壁垒的问题仍未得到切实解决。我们鼓励中国进一步努力减少许可壁垒，并确保在许

可审批和批复的过程中平等对待所有企业。行政许可和其他政府批复决定都应无歧视地

对待任何所有权制度的企业,并且不受竞争方的影响。 

 不分所有权性质，确保在政府采购中公平对待中国境内所有法人实体 中国尽快完成

《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的修订，考虑在终稿中采纳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的

修改意见，确保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不分所有权性质，公平对待在中国境内所有法人实

体的产品和服务。如按照我委员会建议对《管理办法》做出相应修订，中国的政府采购

规则将与中国企业在美国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相同。 

     中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在 2016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中国在实质性

的条款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可以积极地解决关于 “买美国货”、“买中

国货”的许多采购问题，同时也会为两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增加积极动力。 

 确保中国电子商务法的制定过程的包容性和透明度 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速

度非常惊人，为传统零售商和线上零售商，中国的消费者，以及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目

标创造了新的机会。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支持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本土和外

资企业都能够对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制定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对行业运营的影响给出重

要的意见。中国应当确保在电子商务法的制定过程中允许本土和外资企业参与意见并分

享全球最佳实践。  

 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在提高规则制定过程的透明

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应当全面落实其承诺，即公

示所有与贸易和经济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草案，确保公示征求意见期满

30 天。同时也应考虑进一步在指定网站发布征求意见稿，并给予公众 60 天至 90 天的

公开征求意见期。 

 抑制产能过剩 中国复杂、不透明的信贷分配制度只会造成关键商品无竞争力且低效的

过度生产。中国应当在短期内修订这些鼓励产能过剩的政策，采取切实措施，削减对能

源集中、低效的生产设施的投入。 

 确保安全可靠的食品和农产品贸易 美国农业企业一直致力于满足中国的食品和农产

品需求，并将最前沿的农业技术带到中国。可预测的政策监管环境是达成这一互惠互利

目标所需的条件。贸易配额分配和转基因作物许可政策应基于科学和国际标准（例如

《CODEX 国际食品法典》），科学依据和国际标准确保了安全可靠的食品和农产品贸

易。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坚持互惠互利的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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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加强中国知识产权体制建设与中国境内知识产权执法 更加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

护对中美双方互利。中国应该通过更新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体系以更好反映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现状的发展的要求。中国应继续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并采取更强有力的惩罚措施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国应采取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

的以刑事处罚措施来处理商业活动中的侵权行为，并对所有类型的民事与刑事的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包括侵犯专利、版权、商标和商业秘密）扩大使用加重罚金数额并采取更

强有力的威慑措施。这将使在中国的所有的企业和知识产权合法权利人受益。 

 加强对网络假冒伪劣和盗版产品的执法 网络平台正成为造假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

盗版内容流通的一个新兴途径，因而成为产权持有者和执法人员共同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应加大互联网相关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及执法行为涵盖诸如网上商

标使用、商标有关的域名注册、以及使用网站、互联网服务、及应用程序作为假冒和盗

版产品平台等领域。在平衡知识产权合法权利人及互联网中介机构需求的同时，这些法

规与执法应该建立起一个促进法律责任的框架。 

 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保护是创新型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可以采取积极的

措施，鼓励创新，加大力度解决商业秘密保护相关问题，包括制定商业秘密法，在司法

程序中更广泛地使用初步禁令和证据保全令，更明确地规定政府机构应保护在审查过程

中收集到的企业机密信息，并减少原告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所面临的过重举证责任。 

 确保专利审查过程和国际最佳惯例协调一致 中国应确保政府对专利的审查与国际专

利惯例接轨，包括规定公司提交补充数据的条款，并且政府主管部门不应以不合理的条

件拒绝申请，不应采取歧视待遇或者使用不当的标准撤销现有的专利。 

 遵行已获得国际实践认证的有效的创新鼓励政策 中国应采取其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而非差别性的政府采购政策来促进创新： 

o 修改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要求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拥有知识产权所有权或

者通过为期五年的全球独占许可方式拥有知识产权许可的要求，允许认可通过合法

取得的非独占许可或使用权，或者在中国境内拥有知识产权独占许可权。这些修订

将对公司创新业务选址的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o 确保企业如何补偿发明者的有关条款，例如《职务发明条例》(草案)，能完全承认

企业对于给予发明者补偿已有政策与合同的合法性，充分认可允许企业和发明人在

市场条件下就补偿问题进行自由谈判的合法性，并将这种做法作为中国活跃的创新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事会成员名单 (此文件仅限参考, 请以英文版为准) 
 

高级管理人员 

主席 

Mark Fields * 

首席执行官 

福特汽车公司 

 

副主席 

Robert A. Iger *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华特迪斯尼公司 

 

Indra K. Nooyi *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百事可乐公司 
 
 
 
 

 

财务监事 

Keith E. Williams *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 

 

法律顾问 

Andrew W. Shoyer 

合伙人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 

 

会长 

John Frisbie 

会长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兼任董事 
 

董事 
 

Steve Angel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普莱克斯公司 

 

Mary T. Barra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通用汽车公司 

 

Mark T. Bertolini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安泰国际 

 

Stephen Bird 

首席执行官 

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金融业务 

 

Marc N. Caspe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赛默飞世尔科技 

 

 

 

The Honorable William S. Cohen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科恩集团 

 

Mary Callahan Erdoes 

首席执行官 

摩根大通集团旗下资产管理业务 

 

The Honorable Barbara H. Frankli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芭芭拉-富兰克林公司 

 

Maurice R. Greenberg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史带公司 
 

Marius A. Haas 

首席商务官兼全球企业及解决方案总裁 

戴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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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J. Haley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韬睿惠悦咨询公司 

 

Muhtar Kent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可口可乐公司 

 

Klaus Kleinfel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铝公司 

 

James E. Lillie  

首席执行官 

佳顿公司 

 

Roberta Lipson 

美中互利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和睦家医疗董事会主席 

美中互利公司 

 

John A. Luke, Jr. 

董事长 

美德维实伟克公司 

 

Tom Lynch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泰科电子公司 

 

Doug McMillon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沃尔玛公司 
 

Dennis A. Muilenburg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波音公司 

 

Peter Oosterveer 

首席运营官 

福陆公司 

 

Ian C. Rea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辉瑞公司 

 

Mark C. Rohr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塞拉尼斯公司 

 

David Rubenstein 

联席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凯雷投资集团 

 

Mark Schwartz 

高盛集团副董事长 

高盛亚太区董事长 

高盛集团 

 

Miles D. White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雅培公司 

 

Darren Woods 

总裁 

埃克森美孚公司 
 

Jesse J. Wu 

强生中国主席 

强生公司 

 

Ray G. Young 

首席财务官 

ADM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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