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新冠疫情与国际贸易专题

关于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
贸易谈判的初步研究
徐清军

高

波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冲击， 口罩、 呼吸机等必要医疗产品出
现短缺和贸易限制现象。 本文认为我国可以主动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 本
文回顾了抗疫医疗产品谈判的前期工作， 提出了抗疫医疗产品谈判范围， 分析了抗疫
医疗产品关税和成员分布情况， 客观评估了我国参与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利
弊。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基本路径， 包括制定全球抗
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行为准则、 探讨开展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扩围谈判、 启
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开放式诸边谈判等。 对于中国来说，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谈判成
果的最终归途应是多边化， 即纳入世贸组织规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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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新冠肺炎疫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从国际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蔓延为全球

大流行， 确诊病例数和病亡人数触目惊心， 其带来的全球健康危机、 金融市场动荡和
社会恐慌交织叠加， 引致世界经济、 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陷入衰退， 全球居民福利和
可持续发展遭受严重打击。 绝大多数国家 （ 地区） 在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间都面
临艰难的选择， 但抗击疫情是复工复产的必要前提。 加强国际合作， 确保抗击疫情的
医疗产品全球价值链、 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口罩、 呼吸机
等必要医疗产品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 本文认为， 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二
十国集团等框架下， 我国联合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共同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
判， 将有利于继续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程。

一、 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初步具备内外条件
在以世贸组织为代表、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 推动不同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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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贸易谈判需要客观的经贸基础和谈判参与方的主观意识， 响应工商界、 学术
界和公民社会等的诉求， 离不开世贸组织秘书处职员、 一线谈判人员和有关官员的
协调配合。 从多边贸易谈判历程和现实经贸形势来看， 当前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
贸易谈判已初步具备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
（ 一）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相关抗疫医疗产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 “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 ＰＨＥＩＣ） 。 随着疫情不断蔓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３ 月 １０ 日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截至 ５ 月 ２６ 日， 全球确诊人数已经超过 ５４０
万①， 而且还有递增趋势。 从各国抗击疫情的情况来看， 抗击疫情成效实际上是
医用物资后勤保障的竞争和较量。 各国采取各种措施， 组织医用防护服、 口罩等
疫情防控急需医疗物资的生产， 甚至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 要求汽车、 航空、
卫妆等行业迅速转产和复工， 以多种方式扩大防护物资和医疗产品的产能和增加
产量， 推进医药研发和临床应用。 同时， 增加对重要防护物资和医疗产品的进出
口贸易， 扩大跨境政府采购和商业采购， 力争保障国内医用物资供应。 由于全球
抗疫医疗产品供给端远远低于需求端， 年初以来一些世贸组织成员采取了不同形
式的进出口贸易限制措施。 截至 ３ 月 ２１ 日， ５４ 个国家 （ 地区） 采取了 ４６ 项出
口贸易限制措施， 其中仅 ３ 月份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有 ３３ 项。 与此同时， 仅

有 ２６ 个国家 （ 地区） 有能力生产和出口医用呼吸机 ②， 这意味着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 （ 地区） 需要依靠进口贸易提供医疗产品来抗击疫情。 因此， 实现全球医疗产

品贸易便利化应是世贸组织成员的优先事项， 这有助于消除现有多边贸易协定中妨
碍及时获得药品、 医疗设备、 诊断技术和疫苗等医疗用品的障碍， 更好地利用多边
知识产权规则， 灵活搁置限制成员抗击疫情的贸易规则， 终止阻止成员获得基本医
疗用品的单边主义做法， 提高成员采取必要贸易措施抗击疫情的能力， 把民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因为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 否则其
他人权都无从谈起。
（ 二） 二十国集团等为抗击疫情做出团结合作的多种举措安排
贸易谈判不仅需要谈判官员保持良好沟通， 更离不开领导人的政治指导和实质

性参与。 ３ 月 ２６ 日， 二十国集团 （ Ｇ２０）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召开， 峰

会声明专门提及 “ 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 ， 要求旨在保护健康的应急措
施将是有针对性、 适当、 透明和临时的， 确保重要医疗用品和服务的正常跨境流
动， 协调应对措施， 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解决全球供应链中
断问题， 实现自由、 公平、 非歧视、 透明、 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以及保持
市场开放的目标③。 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视频会议于 ３ 月 ３０ 日

和 ５ 月 １４ 日分别召开。 两次会议声明均要求保持市场开放、 全球物流网络顺畅和
①ＷＨ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１２７ ［ Ｒ］ ． ２０２０

②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 Ｔｅａｍ．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 Ｒ］ ． ２０２０
③《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 ［ Ｎ］ ． 《 人民日报》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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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运作， 确保最需要的地方以可负担的价格尽快获得必需的医疗用品和药品。 不
采取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并向世贸组织通报采取的相关贸易措施， 增强透明度。 对受
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地区）、 最不发达国家 （ 地区） 及脆弱群体表示关心和支
持， 帮助中小微企业， 并加强国际投资合作， 监测和评估疫情对贸易的冲击， 呼吁国
际组织深入分析新冠肺炎对世界贸易、 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促进必需的商品和
服务的投资和流动①。 实现抗疫医疗产品国际贸易正常化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和贸易
部长关注的优先内容， 通过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 进一步推动抗疫医疗产
品跨境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有助于缓解疫情大流行对国际贸易的冲击。
（ 三） 世贸组织改革需要充实新的抗疫医疗产品谈判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运转陷入瘫痪， 不少学者将此

等同于世贸组织停摆， 对如何改进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功能进行了多角度探讨，
却忽视了世贸组织同样重要的贸易谈判、 审议监督和能力建设功能。 无论是关贸总
协定时代， 还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各个阶段， 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谈判一直是

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支柱。 新冠肺炎疫情引致世贸组织第 １２ 届部长会议延迟举办，
原有的货物、 服务等领域的谈判议题被暂时搁置， 可能会影响世贸组织制定多边贸
易规则和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声誉。 在世贸组织改革的诸多方案中， 有关非农产品
的市场准入议题很少被提及。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 启动全球抗疫医疗产
品市场准入磋商和谈判， 不仅可以减缓医疗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 为发展中成员
抗击疫情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也能充实世贸组织改革的新领域， 更好地发挥世贸
组织作为全球贸易治理平台的作用。
（ 四） 开展抗疫医疗产品谈判具有初步技术基础
抗疫医疗产品已被两个诸边贸易协定部分涵盖， 为启动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

减轻了关税减让和产品范围压力。 其一是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 １９８６—１９９４ 年的
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 美、 欧、 日等 １２ 个缔约方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达成了诸边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１２ 个缔约方根据 《 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 （１９９４ 年） 第二条第 １ 款 （ ｂ） 项规定， 取消六个领域的药品关税
以及相关的贸易限制或贸易扭曲措施， 并将取消关税措施列入自己的 《 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 （１９９４ 年） 关税减让表中， 以体现透明度要求。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于世贸组织协定生效之日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随后， 在世贸组织货物贸易
理事会主持下， 各成员对免税产品每 ３ 年进行一次审议， 并鼓励其他成员加入。 医
药是抗疫医疗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为基础进行扩展谈

判， 时机相对成熟。 其二是 《 信息技术协定》 。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由占全球信息技术产
品 ９２ ５％的 ３９ 个世贸组织成员签订的 《 信息技术协定》 ， 涉及计算机、 电信、 半

导体及其制造设备、 软件和科学仪器等 ６ 大类共 ２００ 多项产品， 逐步分阶段将产品
关税降为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世贸组织扩大 《 信息技术协定》 产品范围谈判
结束， 在原有产品范围的基础上新增 ２０１ 项产品， 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产品、 半导体
①《Ｇ２０ 贸易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会议发表声明》 ［ＯＬ］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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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生产设备、 视听产品、 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等， ５３ 个世贸组织成员参加方的

扩围产品全球贸易额达 １ ３ 万亿美元， 占相关产品全球贸易额的约 ９０％， 绝大多数
产品将在 ３ ～ ５ 年后最终取消关税， 并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对全体世贸组织成员
适用①。 目前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病人的超声波扫描设备、 呼吸机等产品属于 《 信息
技术协定》 免税范围。

（ 五） 开展抗疫医疗产品谈判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行动

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世界进入 “ 后疫情时代” ， 彰显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战略判断的前瞻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普适性。 受疫情蔓延影响， 国

际社会日益担忧经济全球化回调、 制造业回迁、 全球价值链本地化、 产业链区域
化、 供应链不断撕裂等现象， 似乎即将重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场
景， 这与世贸组织成员追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 投资便利化的目标背道而驰， 为世

贸组织和多边贸易谈判蒙上阴影。 国际贸易学者应保持清醒头脑， 善于客观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符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
改进和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共同作用， 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会因疫情而发生方向性
逆转， 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将以新途径、 新模式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帕累托
改进。 因此， 我国要适应疫情带来的新形势， 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以开展抗
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为新的抓手，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以开展抗疫医疗产品贸易
谈判为新的试验田， 探索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打造更有竞争力
的营商环境， 更好地维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进而为 “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特别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两个阶段提供更好的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二、 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基本框架
从 ７０ 多年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历程特别是贸易谈判历史看， 发起一项关税减

让、 水平开放等贸易谈判通常包括事先充分酝酿、 协商谈判范围、 谈判方参与数量
和核心参与方的引领作用、 一揽子多边或者诸边谈判方式选取、 谈判方的关税水分
挤压程度、 谈判方的产业压力测试及利弊分析等谈判要素。 顺利整合这些谈判要
素， 将为达成一项多边贸易协定奠定重要基础， 通常内置于贸易协定文本， 同时也
能体现国际政治、 经济学和法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价值。 反之， 如果各个谈判要素
不具备或尚不成熟， 开展贸易谈判的可行性将大打折扣。
（ 一） 抗疫医疗产品谈判的已有前期准备
任何一项多边或诸边贸易协定， 在发起谈判前都有前期的学术研究和数据统计
积淀， 这是世贸组织秘书处经济研究统计司职员人数领先其他司局的原因之一。

１９９４ 年， 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ＴＲＩＰＳ 协定） ，
其中涉及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议题， 该协定是医疗产品贸易的逻辑起点。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①《 ＜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全面结束》 ［ ＯＬ］ ． 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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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ａｓｏｖｅｃ 和 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９８） ［１］ 通过对 ２０ 多个国家 （地区） 的调查， 较早探讨了关税
及其他税收政策与公共健康的关系， 认为降低关税、 减免税收可以增加公共部门采购
药物的机会， 鼓励私营部门生产药品， 提高公共健康水平， 如摩洛哥对疫苗和基本药
品的税率由 ５７％降至 ９ ５％， 因而建议将税收政策作为公共健康政策工具。 Ｏｌｃａｙ 和
Ｌａ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２］ 考察了 １５０ 多个国家 （地区） 对原料药、 成品药和疫苗征收关税的情
况， ５９％的国家 （地区） 对进口原料药征税、 ６１％的国家 （ 地区） 对进口成品药征
税、 ３５％的国家 （地区） 对进口疫苗征税， 但 ９０％的国家 （ 地区） 进口药品税率低
于 １０％。 药品关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不足 ０ １％， 而且药品关税结构并没
有对本国 （地区） 制药工业形成有效保护。 ２００１ 年， 世贸组织多哈部长会议宣言第

１７ 至 １９ 段支持成员享有保护公共卫生的权利， 特别是药品可获得性。 根据多哈部
长会议达成的单独协议， 药品归入 “ 特殊商品类别” ， 各方关注点放在药品关税这
一特殊问题上。 最值得关注的是 世 贸 组 织 秘 书 处 的 工 作 论 文， 论 文 作 者 Ｈｅｌｂｌｅ

（２０１２） ［３］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协调编码制度 （ ２００７ 版） ， 认为 ２０７ 个产品 （ 国际

通用 ６ 位编码） 与公共健康相关， 并分为六类， 即成品药、 原料药、 其他制药投
入品、 通用化学品、 医院和实验室投入品、 医疗技术设备。 前三类可归属于制药
业， 后三类为与健康相关的其他行业。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世贸组织 《 修改 〈 ＴＲＩＰＳ 协

定〉 议定书》 正式生效， 这是 １９９５ 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首次对世贸组织协定进行
修订， 旨在向缺乏药品生产能力的成员出口通用药品 （ 仿制药） ， 以解决这些成员
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

（ 二） 抗疫医疗产品谈判范围
框定产品谈判范围是贸易谈判的实质性内容， 谈判方将投入相当多的谈判资源，
因为这事关谈判方的攻防利益， 世贸组织秘书处通常为此提供技术支撑。 疫情发生以
来， 世贸组织遵守瑞士地方政府要求减少人员公共聚集的规定， 人与人相见的议题磋
商和谈判活动基本停摆， 但各类视频会议、 在线办公、 经济研究等活动仍在进行。 世
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Ａｚｅｖêｄｏ） 参加了相关抗疫国际会议， 提出以国际贸易

帮助抗击疫情的政策主张。 美国籍副总干事沃尔夫 （Ａｌａｎ Ｗｏｌｆｆ） 参加了相关研讨会，
声称应着眼于疫后时期， 制定经济贸易复苏的工作方案。 世贸组织秘书处贸易与环境司
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撰文， 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生产所有抗疫医疗产品， 当前更有必要
关注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对抗疫医疗产品的影响。 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
日益增多的 “特殊贸易关注” （ＳＴＣ） 表明， 即使没有发生疫情， 医疗产品贸易仍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准入壁垒和标准。 为了抗击疫情， 医疗产品贸易更应通过增强透明度、
“一致评估程序” （ＣＡＰ）、 “紧急健康事项” 等形式体现灵活性， 消除不必要的国内规
制限制。 世贸组织秘书处经济研究统计司发布研究报告， 指出 ２０１９ 年全球医疗产品进
出口贸易为 ２ 万亿美元， 占全球货物贸易的 ５％。 其中， 抗击疫情比较紧缺的全球医疗
产品贸易额为５ ９７０亿美元， 占全球货物贸易的 １ ７％①。 抗疫医疗产品分为 ４ 大类： 药
品 （２７ 个 ６ 位编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３２ 个 ６ 位编码）、 医疗设备和技术 （２５ 个
①Ｗ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Ｒ］．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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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位编码）、 个人防护品 （８ 个 ６ 位编码）。 ２０１９ 年全球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个人防护品进口额分别约占全部医疗产品进口额的 ５６％、 １４％、

１７％、 １３％。 瑞士圣加伦大学全球贸易预警研究组 （ＧＴＡ） 将抗疫医疗产品分为 ７ 大
类： 试剂盒、 消杀品、 医疗易耗品、 医疗设备、 防护服、 体温计和肥皂， ２０１８ 年这
些产品出口额为７ ２５０亿美元①。 世界海关组织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抗疫医疗产品
目录， 分为 ８ 大类： 试剂盒、 防护服、 消杀品、 呼吸机、 其他医疗设备、 其他医疗易
耗品、 救护车辆、 手术床等其他医疗产品②。 上述抗疫医疗产品分类大同小异， 为了
方便分析， 本文拟采用世贸组织的分类方式 （见表 １）。
表１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范围 （ 世贸组织口径）

产品范围及描述
药品 （ 原 料 药、 成 品 药、 疫 苗
等）

３００２１３、
３００３３９、
３００４２０、
３００４５０、

３００２１４、
３００３４１、
３００４３１、
３００４６０、

２２０７１０、 ２８４７００、
医院 和 实 验 室 易 耗 品 （ 酒 精、 ３００６１０、 ３００６２０、
注射器、 纱布、 试剂等）
３５０７９０、 ３７０１１０、
４０１５１１、 ４０１５１９、
医疗设备和技术 （ 病人监护仪、
脉搏血氧计、 超声波扫描设备、
呼吸机、 Ｘ 光 设 备、 计 算 机 断
层扫描设备等）

海关协调编码 （ ＨＳ２０１７）

３００２１５、 ３００２１９、 ３００２２０、 ３００３１０、 ３００３２０、 ３００３３１、
３００３４２、 ３００３４３、 ３００３４９、 ３００３６０、 ３００３９０、 ３００４１０、
３００４３２、 ３００４３９、 ３００４４１、 ３００４４２、 ３００４４３、 ３００４４９、
３００４９０
３００１２０、
３００６３０、
３７０２１０、
７０１７１０、

３００１９０、 ３００２１２、 ３００２９０、 ３００５１０、 ３００５９０、
３００６５０、 ３００６７０、 ３４０２１２、 ３４０２１３、 ３５０４００、
３８０８９４、 ３８２１００、 ３８２２００、 ３９２６２０、 ４０１４９０、
７０１７２０、 ７０１７９０、 ９０１８３１、 ９０１８３２、 ９０１８３９

８４１９２０、 ９０１０５０、 ９０１１１０、 ９０１１８０、 ９０１８１１、 ９０１８１２、 ９０１８１３、 ９０１８１４、
９０１８１９、 ９０１８２０、 ９０１８９０、 ９０１９２０、 ９０２１５０、 ９０２２１２、 ９０２２１４、 ９０２２１９、
９０２２２１、 ９０２２２９、 ９０２２３０、 ９０２２９０、 ９０２５１１、 ９０２５１９、 ９０２７８０、
９０３０２０、 ９４０２９０

个人防 护 品 （ 洗 手 液、 肥 皂、
３４０１１１、 ３４０１３０、 ３４０２２０、 ３８２４９９、 ３９２６９０、 ６３０７９０、 ９００４９０、 ９０２０００
消毒剂、 口罩、 防护眼镜等）
资料来源： 世贸组织秘书处。

（ 三） 抗疫医疗产品关税情况
关税减让是贸易谈判的内核。 开展抗疫医疗产品谈判， 除了就产品范围达成共
识外， 关键是如何阶段性减让最惠国适用关税， 这是谈判方关注的焦点， 也是贸易
谈判的难点所在。 根据世贸组织成员通报的最新关税统计数据，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
关的医疗产品的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 ４ ８％， 超过半数的成员适用关税水平低于

５％， 低于所有非农业产品最新平均适用关税水平 （７ ６％） 。

表 ２ 显示了所有医疗产品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的成员频率分布。 ７０ 个世贸组织成

员征收 ５％或更低的最惠国关税， 占 １３４ 个成员的 ５２％或一半以上。 其中， 中国香港地
区、 冰岛、 中国澳门地区和新加坡 ４ 个成员对所有医疗产品零关税。 ３１ 个成员 （２３％）

的平均关税在 ０～２ ５％之间， ３５ 个成员 （２６％） 的平均关税在 ２ ５％ ～ ５％之间。 分医疗
产品细项来看， 不同医疗产品之间的关税水平呈现较大差异， 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
①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ｅｒｔ Ｔｅａｍ．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２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②ＷＣ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Ｅｄ ２ ［Ｒ］．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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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个人防护品的平均税率分别为 ２ １％、 ６ ２％、 ３ ４％、 １１ ５％。

药品的平均税率总体低于其他抗疫医疗产品， 半数以上的成员对药品零关税， ３９

个成员征收 ５％或以下的关税， 没有成员征收 １５％以上的关税， 这与乌拉圭回合谈判期
间达成的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有关。 显微镜、 超声波扫描仪、 呼吸器或呼吸机等医
疗设备和技术的平均税率为 ３ ４％， １９ 个成员实行零关税， 另外超过半数的世贸组织成
员 （６９ 个） 征收 ５％及以下关税， 这与医疗设备和技术的先期贸易自由化相关， ８０％的
医疗设备和技术被 《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所涵盖， 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实施零关税。 勤
洗手、 戴口罩是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 洗手液、 消毒剂、 手套和口罩等个人防
护品的平均适用关税为 １１ ５％， 比药品 （２ １％） 高出 ５ 倍以上。
表２

１３４ 个世贸组织成员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情况

税率范围

所有医疗产品

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０ ～ ２ ５％

３１

２１

２０

５１

５％ ～ ７ ５％

４２

９

４２

０

２ ５％ ～ ５％
７ ５％ ～ １０％
１０％ ～ １５％
１５％以上

平均税率

４

３５

７２
１８

１４

１１

３

０

５
４ ８％

资料来源： 世贸组织秘书处。

３
２ １％

６

３４
１５
１１
６

６ ２％

１９
１８
２８
１５

个人防护品
５
５

１９
１９
９

２

３０

３ ４％

１１ ５％

１

４７

除了最惠国适用关税外， 世贸组织成员承诺更多的是约束关税。 最惠国适用关

税和约束关税之间一般称之为 “关税水分”， 贸易谈判的目的就是要挤压这些 “关税
水分”， 然后逐步降低最惠国适用关税。 从世贸组织成员关税通报情况看， ７５％的抗
疫医疗产品关税受到了约束， 即适用关税水平均低于约束关税水平， 药品、 医院和实
验室易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个人防护品的约束范围为 ７５％ ～ ８２％。 从 “ 关税水
分” 看， 约束关税水平是适用关税水平的 ５ 倍， 世贸组织成员降税空间较大， 降幅可

达 １７ 个百分点。 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对至少一种医疗产品作出了约束关税承诺， 其中，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澳门地区的医疗产品约束关税为零。 ２６ 个成员对药品作出了零
关税承诺， 但 ２３ 个成员没有对药品作任何约束性承诺 （见表 ３）。
（ 四） 抗疫医疗产品成员分布情况

多边贸易谈判往往是少数关键成员协商一致的产物。 发起贸易谈判， 离不开主
要贸易成员的参与， 这样才能实现产品关税的实质性减让， 降低产品关税水平。 世
贸组织秘书处对相关医疗产品进出口贸易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一， 从进口情况看，

医疗产品进口国 （ 地区） 比较集中， ２０１９ 年美国、 德国和中国进口医疗产品分别为

１ ９３１亿美元、 ８６７ 亿美元和 ６５０ 亿美元， 占全球医疗产品进口的份额分别为 １９％、
９％和 ６％， 三者合计份额为 ３４％。 ２０１９ 年美国医疗产品进口前五大来源地 （爱尔兰、
德国、 瑞士、 中国和墨西哥） 所占份额为 ５２％， 德国医疗产品进口前五大来源地

（荷兰、 美国、 瑞士、 爱尔兰和比利时） 所占份额为 ５４％， 我国医疗产品进口前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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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 （德国、 美国、 日本、 法国和意大利） 所占份额为 ５９％。 就医疗产品相对于
各国 （地区） 进口总额的重要性而言， 比利时和瑞士的医疗产品进口约占其进口总

额的 １３％。 第二， 从出口情况看， 医疗产品出口国 （地区） 更为集中， ２０１９ 年德国、
美国和瑞士出口医疗产品分别为１ ３６２亿美元、 １ １６６亿美元和 ８９９ 亿美元， 占全球医
疗产品出口的份额分别为 １４％、 １２％和 ９％， 三者合计份额为 ３５％。 中国、 德国和美
国的个人防护品出口所占份额分别为 １７ ２％、 １２ ７％和 １０ ２％， 三者合计所占份额超

过 ４０％。 我国口罩出口份额为 ２５％， 中国、 德国和美国合计口罩出口份额近 ５０％。
新加坡、 美国、 荷兰和中国出口呼吸机所占份额分别为 １８％、 １６％、 １０％和 １０％， 三

者合计所占份额为 ５４％。 第三， 从部分医疗产品关税看， 呼吸机的平均关税为 ３ ３％，
有些成员适用更高税率， 如巴西、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呼吸机进口关税为 １４％， 而

６７ 个成员的呼吸机可以零关税进口。 口罩的平均关税为 ９ １％， 一些拉美成员平均关
税为 １７％ ～ ５５％， 近 １ ／ ３ 的世贸组织成员平均关税为 １０％ ～ １５％， 印度和中国口罩的
平均关税分别为 １０％和 ４％。
表３

１３４ 个世贸组织成员的约束关税情况

税率范围

所有医疗产品

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０ ～ ５％

１９

１６

１２

２７

１０％ ～ ２０％

２２

１９

２２

２５

２７

０

５％ ～ １０％

２０％ ～ ３０％
３０％ ～ ５０％
５０％以上
未约束

２

１６
１９
３２
０

资料来源： 世贸组织秘书处。

２６
４

１３
７

２３

２

１６
１６
２５
４２
０

１０

个人防护品
２
９

１１

１５

１４

１８

２１
２９
９

１４

３０
３１
１４
１６

（ 五） 我国参与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利弊分析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 ［４］ 提出， 发展中成员参与贸易谈判存在能力缺失问题， 这

包括一线谈判官员的谈判艺术和协调技巧、 二线技术团队的数据分析等方面。 我国

自 １９８６ 年 “ 复关” 以来， 一直参与多双边贸易谈判， 有效维护了国内产业和企业
的利益， 赢得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溢出红利， 工商界的规则、 规制、 标
准、 管理等对外交往素质明显提高。 一国 （ 地区） 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综合
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外溢效应会有所变化， 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也会有所变化， 贸易
谈判利益分析应随之进行调整， 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产业量化分析方法， 尽管量化分
析可以为谈判提供素材。 就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看， 各国 （ 地区） 日以继夜地

处理国民健康问题， 包括危及生命的医疗用品短缺、 药品和医护人员短缺。 鉴于互
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支持， 以及需要将政府资源更多集中用于抗击疫情这一公共卫生
紧急情况， 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虚拟技术参与一些贸易磋商和谈判， 调动国际贸易
领域资源应对比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全球贸易冲击， 迎接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消退后的变化的全球贸易。 因此，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首先要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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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主义， 其次才是注重本国经贸利益， 这也是贯彻正确义利观的本质所在。
就我国来说， 我国抗疫医疗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关税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中成员特
征， 在抗疫医疗产品全球价值链中总体处于中端位置， 通过谈判降低医疗产品中间
品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 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医疗产品全球价值链， 提升
行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 通过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和国际合作， 有利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抗疫医疗产品前十大进口国来看， ２０１９ 年我国医疗产品进口 ６５０ 亿美元，

占全球医疗产品进口份额为 ６％， 但医疗产品进口占所有产品进口份额为 ３％， 远

低于其他 ９ 个进口国 （ 地区） 的 ６％ ～ １３％， 医疗产品进口对我国的重要性较低，
因而参加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影响相对有限。 从抗疫医疗产品前十大出口国看，

２０１９ 年我国医疗产品出口 ５１６ 亿美元， 占全球医疗产品出口份额为 ５％， 但医疗产

品出口占所有产品出口份额为 ２％， 远低于其他 ９ 个出口国 （ 地区） 的 ６％ ～ ２９％，

医疗产品出口对我国的重要性也较低， 但参加医疗产品贸易谈判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市

场准入机会。 同时， ２０１９ 年我国医疗产品逆差为 １３４ 亿美元。 从最惠国适用关税看，
我国平均关税为 ４ ５％， 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与主要世贸组织成员相比， 我国平
均关税明显高于美国的 ０ ９％、 欧盟的 １ ５％、 日本的 ０ ４％、 澳大利亚的 １ ５％、 南非

的 ２ ７％、 俄罗斯的 ３ ２％， 同时低于印度的 １１ ６％、 巴西的 ９ ８％ （见表 ４）。 因此，
我国参加医疗产品贸易谈判仍有一定的降税空间， 特别是个人防护品、 医院和实验室
易耗品等产品已经积累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贸易谈判的降税空间较大。
表４

主要世贸组织成员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情况

成员

所有医疗产品

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个人防护品

美国

０ ９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２ １

平均税率 （ ％）
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南非
巴西
俄罗斯

４ ８
１ ５
０ ４
１ ５
４ ５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 １

６ ２
３ ２
０ ８
２ ７
７ ４

１１ ６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９ ８

７ ８

１１ ０

２ ７
３ ２

资料来源： 世贸组织秘书处。

０ ０
２ ３

５ １
４ ８

３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４
２ ５

１１ ５
３ ９
１ ８
３ ９
７ ２

９ ０

１２ ０

８ ４

１６ ６

０ ０
１ ８

１０ ８
４ ７

三、 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政策建议
当前， 世贸组织未来走向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世贸
组织改革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尽快激活关贸总协定时代的谈判功能， 恢复多边贸易
体制的对外信誉， 增强国际社会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信心。 推动全球抗击疫情急
需药品、 医疗设备、 防护服、 口罩和洗涤剂等医疗产品的跨境自由流动， 为全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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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产品提供可预期、 自由、 开放的贸易环境是世贸组织的职责所在， 也是世贸组织
秘书处和成员的当务之急。 为此， 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应秉持开放式思
维， 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和多哈发展回合阶段性协议中寻求谈判智慧和政治指
导， 以志同道合的方式寻求各方谈判产品的最大公约数， 遵循先易后难、 先诸边后
多边、 先准则后规则的谈判原则， 发达成员开展促贸援助、 能力建设与发展中成员
根据能力和实际情况积极做贡献并重，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基本路径大致
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方面。
（ 一） 制定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行为准则

国际贸易行为准则是 “ 软法” ， 主要目的是要求世贸组织成员避免在进出口环

节设置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条件， 审慎出台相关进口壁垒和出口限制等政策措施。 行
为准则的特点是具有指引性， 难以强制性有效约束和管控。 世贸组织 《 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 《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 贸易便利化协定》 等对促进进出口贸
易便利化做出了明确规定。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抗疫医疗产品生产和需求造成了全
面冲击， 也对全球价值链、 产业链和供应链构成严峻挑战。 为此， 制定全球抗疫医
疗产品贸易便利化行为准则可以保障抗疫医疗产品的国际贸易正常开展和各国产能
合作稳定， 为保持全球价值链运转、 全球供应链畅通和全球产业链完整、 避免供求
两端市场动荡作出努力。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行为准则要素包括： 第一，
贸易政策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 公共卫生政策等保持良性协调， 发挥
协同效应， 特别是不能降低公共卫生政策的实施效率； 第二， 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对
抗疫医疗产品暂免征收进口关税及与其相关的流转税， 善意和克制使用贸易限制措
施， 确保抗疫医疗产品的全球可获得性， 遵循自由贸易原则， 各成员应防止以产业
补贴诱导医疗产业本土化以出现新的全球产能过剩； 第三， 成员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因疫情出台的定向扶持、 产业补贴和企业救助政策应保持透明度， 以 “ 良好规制

实践” 精神出台新的外资审查指导文件或政策， 努力促使全球抗疫医疗产品逐步
实现零关税、 零补贴和零壁垒的愿景； 第四， 鼓励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及其专
门委员会对各成员的抗疫医疗产品贸易政策进行评估和审议， 允许其他成员表达
“ 特别贸易关注” ， 质疑 “ 一致评定程序” 的正当性。 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
化行为准则重在 “ 自下而上” 合作制定， 接受世贸组织的监督管理， 重在帮助进

出口贸易企业纾解困难， 打通抗疫医疗产品的产业链、 供应链等关键环节， 为世界
贸易恢复平稳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二） 探讨开展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扩围谈判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最初涵盖了大约７ ０００种产品， 包括成品药、 原料药和其

他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 签署方同意在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扩大
产品清单。 近 １０ 年来， 医药产品贸易已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３ 万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９ 万亿美元， 新增了约１ ０００种成品药和 ７００ 种原料药， 但该协定 １０ 年来一直没
有更新， 引致医药产品贸易免税范围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９０％ 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１％ 和 ２０１８

年的 ７８％。 另外， 中国、 印度、 巴西、 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尚未签署 《 医
药产品贸易协定》， 但其进口额以及出口竞争力都在增加， 还可以从 《医药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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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 签署成员享受零关税待遇。 欧盟、 瑞士等作为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的受益

方， 有动力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展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扩围谈判， 缓解新兴经济
体的搭便车行为， 同时降低签署方的医疗产品进口价格， 更好地保障国内医疗产品供应
链的安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医药产品贸易额分别增
长了 ２９０％、 １６９％、 １５９％和 １０９％， 这些新兴经济体也有能力和意愿参与 《医药产品贸
易协定》 扩围谈判， 但是在世贸组织规则下需要签署方协商一致才能加入。
（ 三） 启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开放式诸边谈判
开放式诸边谈判是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次优选择， 其优点在于不需要传统
意义上的协商一致原则， 任何成员都可以选择性加入， 谈判结果允许一定范围的偏
离非歧视原则， 且不需要国内立法机关批准。 目前，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 电子商务
等议题谈判事实上采取了开放式诸边谈判模式。 启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开放式诸边
谈判需要做好几个方面准备： 第一， 设定谈判的产品范围， 药品、 医院和实验室易
耗品、 医疗设备和技术、 个人防护品均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分布， 各成员的贸易比
较优势和竞争力体现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上。 发达成员可能重点力推药品、 医
疗设备和技术纳入谈判范围， 发展中成员则关注医院和实验室易耗品、 个人防护品
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 参与谈判成员达到 “ 关键多数” 门槛， 门槛标准随不同

的部门减让谈判而不同， 一般来说， 参与谈判成员的市场份额达到 ８５％左右。 德国、
美国、 瑞士、 荷兰、 比利时、 爱尔兰、 中国、 法国、 意大利和英国等前十大出口国的

医疗产品所占份额为 ７４％。 美国、 德国、 中国、 比利时、 荷兰、 日本、 英国、 法国、
意大利和瑞士等前十大进口国的医疗产品所占份额为 ６５％。 ２０１８ 年欧盟医药产品出
口、 进口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为 ５７ ６％和 ４３ ７％ （Ｄｕｒｋ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ｄｅｒ， ２０２０） ［５］ 。 如果将
欧盟作为一个谈判成员， 迈过 “关键多数” 门槛不存在很大的技术障碍。 第三， 处
理 “免费搭便车” 问题。 世贸组织诸边谈判参与方相互减让关税， 并向其他未参与
方开放， 因而存在单向免税行为， 如 《政府采购协定》 《信息技术协定》 《医药产品
贸易协定》 等。 开放式诸边谈判有点类似美、 日、 欧发布的 ７ 份 “联合声明”， 可以
提升透明度， 主要集中于市场准入议题， 降低商业规制成本， 但不一定无条件对所有
世贸组织成员开放， 因而呈现一定的 “封闭性”， 将 “异类” 成员拒之门外。

四、 研究展望与结语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全球货物贸易可能下降 １３％ ～ ３２％ ①， 而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医疗产品贸易逆势
增长。 医疗产品是抗击疫情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 在全球短期供应不足、 医疗产品
短缺告急的情形下， 推动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畅通是全球联手抗疫的重要手

段， 这也为世贸组织改革注入了新动能。 世贸组织迎来了 “ 有可为” 的机会窗口，
努力恢复谈判功能将是凝聚国际信誉的主要手段。 抗疫医疗产品通常以全球价值链贸
①ＷＴＯ．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Ｔｒａｄｅ ｓｅｔ ｔｏ Ｐｌｕｎｇｅ ａ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Ｕｐｅｎ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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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式展现， 由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中间品各个环节被重复征收关税， 即使关税表面
上在医疗产品最终价格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但随着中间品多次跨境流动， 累积了大量
的 “内部” 成本， 关税对医疗产品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 最终会抬高医疗产品的价
格， 降低医疗产品的可获得性， 进一步影响全球抗击疫情的成效。 Ｂａｕｅｒ （２０１７） ［６］ 的
一项研究认为， 对医疗产品征收关税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６２ 亿美元。 鉴
于中国率先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也是医疗产品贸易大国， 本文
提出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 既有 《 医药产品贸易协定》 的历史经验可以
借鉴， 也有对抗疫医疗产品 “家底” 的初步排查， 因而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在此基
础上， 本文提出了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制定贸易行为准则、 在原有协

定基础上进行扩围谈判和开展开放式诸边谈判三个具体的政策建议。 这些政策建议
展现了由易到难的谈判路径， 有助于世贸组织各成员实现谈判利益最大化。
近期， 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就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便利化磋商和贸易谈判

展现了积极态度或发布了联合声明， 比如， 新西兰、 新加坡 ４ 月 １５ 日提议取消

１２０ 多种抗疫医疗产品和营养产品的关税①。 欧盟贸易委员霍根 （ Ｐｈｉｌ Ｈｏｇａｎ） ② 建

议研究暂停对抗疫医疗产品征收关税， 并启动谈判达成一项永久取消这些关税的贸
易协定。 上述提议已 经 赢 得 了 瑞 士 等 其 他 世 贸 组 织 成 员 的 积 极 响 应， 该 议 题 的
“ 志同道合者” 增多， 无疑增加了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可能性。 比如

进一步细化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的产品范围， 做好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与保持
我国医疗产品价值链、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并加以提升， 加强抗疫医疗产品分阶
段降税或一次性降税对国内相关产业溢出效应的量化分析等， 又如抗疫医疗产品贸
易谈判从货物贸易领域向远程医疗、 疫苗研发、 公共健康、 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和
其他领域扩展， 可能引起的谈判困难和产业承受压力问题及解决之道等， 这些都亟
需学术界进一步深化探索， 从而为一线的贸易谈判贡献学术力量。
本文认为， 开展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也具有一些技术困难和政治障碍，
比如谈判产品范围、 阶段性降税模式、 原料药供应和仿制药生产、 主要世贸组织成
员能否发挥引领作用、 协调医疗产品的产业利益和贸易利益等。 同时， 全球抗疫医
疗产品供应链安全问题也引发了世贸组织成员的担忧，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贸易措
施对开展新的贸易谈判形成干扰。 因此， 推动全球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既具有可
行性， 属于传统货物贸易议题谈判范畴， 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特别是发达成员的谈
判立场和谈判意愿， 这些问题也亟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 抗疫医疗产
品具有产业利益， 引领该议题贸易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世贸组织成员能在全球
抗疫医疗产品贸易谈判中收获不同程度的谈判成果， 那么该谈判成果的最终归途应
是多边化， 即纳入世贸组织规则框架， 这应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主要成员， 积极参
与世贸组织改革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核心价值的基本主张。
①ＷＴ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 Ｒ］ ． ２０２０

②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Ｐｈｉｌ Ｈｏｇａｎ 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Ｕ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ＯＬ］ ．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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