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目前，政府采购占一国GDP的比重已达到10%
~ 15%，随着各国政府采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全球政

府采购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作为一种重要的贸

易方式，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中一项重要的议题。

美国是推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倡导者，一方面利

用多边贸易机制，积极推动WTO框架下《政府采购

协定》（GPA）的修订完善及成员的扩围；另一方面充

分利用FTA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制，敦促

贸易伙伴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为本国企业谋求更

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随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围，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政府

采购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加以规制。1979年 4月 12
日，第一个规范政府采购的多边框架协议——

C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政府采购协议》

（GPA）在日内瓦签订，该协议于 1981年 1月 1日生

效，参加方在政府采购超过一定限额时，要针对国内

外供应商进行公开、平等的国际招标。1987年、1993
年、2012年，参加方对GPA进行了 3次修订，形成了

目前仍在使用的2012年GPA文本，确定了参加方最

新的政府采购开放范围。目前，GPA参加方已扩大

至47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作为GPA最初的参加方，

在GPA的修订过程中不断扩大政府采购市场的开

放范围，尤其是中央实体的开放范围，作为推动其他

参加方进一步扩大开放、谋求国际市场机会的筹码。

笔者对美国在 1992年、2014年的GPA出价概况进

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如表1所示。

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美国还积极通过自由贸

易协定（FTA）推动政府采购市场的双边开放。目前，

美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共15个，贸易

伙伴分别为新加坡、秘鲁、巴拿马、阿曼、摩洛哥、约

旦、以色列、哥伦比亚、智利、巴林、澳大利亚、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NAFTA）、韩国、中美洲等。

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

伴关系协定》（TPP），但美国在TPP中已就政府采购

章节进行了具体出价，因此本文也将这些出价纳入

对比分析中。除约旦外，其他的美国 FTA中通常都

包含政府采购的内容，对市场开放规则及范围进行

明确规定，在附件中进一步详述FTA框架下的政府

采购承诺，覆盖不同层级实体和项目的开放范围。随

着美国FTA范围的扩大，区域性政府采购开放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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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中央实体

附件2：
次中央实体

附件3：
其他实体

1994年
GPA门槛价

货物：13万SDR
服务：13万SDR
工程：500万SDR

货物：35.5万SDR
服务：35.5万SDR
工程：500万SDR

货物：40万SDR
服务：40万SDR
工程：500万SDR

1994年GPA
出价实体数量

75个

37个州

List A：7个
List B：3个
List C：7个

2012年GPA门槛价

货物：13万SDR
服务：13万SDR
工程：500万SDR

货物：35.5万SDR
服务：35.5万SDR
工程：500万SDR

List A：货物、服务：25万SDR；工程：500万SDR
List B：货物、服务：40万SDR；工程：500万SDR

2012年GPA
出价实体数量

85个

37个州

List A：7个
List B：3个

为GPA的有力补充。

作为世界上政府采购开放的先导国，美国FTA
框架下政府采购开放具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主导

着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趋势。分析并借鉴美国FTA
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特点，对我国参与GPA
和FTA政府采购章节谈判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本

文在研究WTO《政府采购协定》（GPA）和美国自由

贸易协定（FTA）政府采购开放清单的基础上，通过

对比门槛价、开放实体数量和开放项目情况，分析了

美国在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趋势。本文

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在自由贸

易协定下政府采购开放的特点；第三部分分析了美

国在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政府采购出价的特点和规

律；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加入GPA和自由贸易协定

政府采购谈判的经验借鉴。

二、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下政府采购市场开放

的特点

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包括门槛价（适用规则的采

购限额）、实体开放和项目（货物、服务、建筑服务）开

放。相比于在GPA中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承诺，美国

在FTA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开放在形式、范围和项目

上均有一定的特点。

（一）门槛价相对灵活，并定期调整

中央实体（主要是指中央政府部门）出价方面，

美国在FTA中针对不同国家的门槛价不同，开放程

度有升有降。对以色列、加拿大、新加坡和韩国等

TPP成员以及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中美洲和哥

伦比亚等国家，其货物门槛价大大低于GPA门槛

价。比如，针对加拿大、墨西哥的门槛价为5万美元，

针对智利、新加坡等门槛价为 5.6万美元。而对于摩

洛哥、巴林、阿曼和巴拿马等国家，其门槛价则高于

GPA门槛价。

次中央实体（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部门）出价方

面，美国在 FTA 中次中央实体门槛价普遍高于

GPA。比如，针对以色列、智利、新加坡的次中央实体

门槛价与GPA相同，针对秘鲁、哥伦比亚和巴拿马

开放的次中央实体门槛价高于GPA水平，针对巴

林、阿曼、韩国、NAFTA 和 TPP 则未开放次中央

实体。

其他实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出价

方面，美国在FTA中其他实体门槛价基本与GPA相

同，但针对智利的LISTA以及阿曼、秘鲁、哥伦比亚

和巴拿马的LISTB的门槛价稍微高于GPA，自由化

水平有所下降。

此外，美国在FTA政府采购章节均设定了门槛

价的定期调整机制，大多依据SDR汇率的变化而定

期调整。美国FTA框架下政府采购门槛价情况如表

2所示。

（二）中央实体开放范围广，次中央实体和其他

实体的开放较为保守

中央实体开放数量方面，除 TPP 外，美国在

FTA中的中央实体开放程度低于GPA。GPA中央实

体开放数量为85个，而FTA中美国中央实体开放个

数一般为 79个，对墨西哥、巴林和阿曼等国家开放

数量降低到 50个左右。只有TPP中央实体比GPA
开放程度稍高，达到86个。

次中央实体开放数量方面，美国在FTA中次中

央实体的开放数量低于GPA。针对以色列、智利、新

加坡的次中央实体开放数量与GPA相同，针对澳大

利亚、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开放的次中

央实体开放数量远低于GPA，针对巴林、阿曼、韩国、

表 1 美国在1992年GPA和2014年GPA出价概况

资料来源：由WTO网站资料整理而成。

2018.04 财会月刊·169·□



TPP未开放次中央实体。

其他实体开放数量方面，美国在FTA中其他实

体开放数量普遍低于GPA。针对以色列、新加坡开

放的实体数量与GPA相同，但其他绝大多数FTA的

LIST A只开放了 6个其他实体，LIST B只开放了 1
个其他实体，而NAFTA中没有开放LIST B。

（三）货物出价例外较少，开放水平较高

美国在GPA和 FTA中非军事类货物出价均采

用负面清单形式列出，即在附件 4货物章节开放所

有货物，但在附件 1 ~附件 3的实体以及附件 7总注

释中列出了部分例外项目。美国在 FTA政府采购

中针对不同实体的开放水平有所不同，但整体开放

水平与GPA类似。

在中央实体货物出价方面，美国在FTA中央实

体货物例外与GPA货物例外类似，仅在TPP中针对

日本、越南等参加方，把国防部的货物和服务采购做

出了对等例外。

在次中央实体货物出价方面，货物例外所涉及

的州数量偏少，但个别州根据FTA伙伴国的不同会

增列部分货物例外。如乔治亚州在美国—澳大利亚

FTA中将牛肉、堆肥和苗圃政府采购排除，主要是

因为澳大利亚是农业生产大国，而乔治亚州是美国

的农业大州，出于竞争力考虑，乔治亚州将农业项目

排除。再如，美国对哥伦比亚次中央实体的供应商制

定了较为特殊的本地商业地点和成分的要求。

在其他实体货物出价方面，货物例外整体上要

少于GPA，自由化水平相对较高。比如，TPP中美国

在附件 3中仅将马来西亚的发电、输配电实体的采

购及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对发电项目提供融资排除

在外，原因在于马来西亚未将发电、输配电实体和服

FTA伙伴

以色列

NAFTA

约旦

智利

新加坡

澳大利亚

摩洛哥

中美洲

巴林

阿曼

秘鲁

韩国

哥伦比亚

巴拿马

TPP

中央实体门槛价

同GPA

货物、服务：5万美元
工程：650万美元

无出价

货物、服务：5.619万美元
工程：648.1万美元

货物、服务：5.619万美元
工程：648.1万美元

货物、服务：5.85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货物、服务：17.5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货物、服务：5.855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货物、服务：17.5万美元
工程：761.2万美元

货物、服务：19.3万美元
工程：842.2万美元

货物、服务：19.3万美元
工程：740.7万美元

货物、服务：10万美元
工程：500万SDR

货物、服务：6.48万美元
工程：740.7美元

货物、服务：19.3万美元
工程：740.7万美元

货物、服务：13万SDR
工程：500万SDR

次中央实体

同GPA

未开放

无出价

货物服务：46万美元
工程：648.1万美元

货物服务：46万美元
工程：648.1万美元

货物、服务：47.7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货物、服务：47.7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货物、服务：47.7万美元
工程：672.5万美元

未开放

未开放

货物、服务：52.6万美元
工程：740.7万美元

未开放

货物、服务：52.6万美元
工程：740.7万美元

货物、服务：52.6万美元
工程：740.7万美元

未开放

其他实体

同GPA

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800万美元

无出价

List A：货物、服务：28.0951万美元；工程：648.1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1.8万美元；工程：648.1万美元

LIST A和LIST B的货物服务门槛价同GPA
工程：648.1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9.2751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3.8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3.8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3.8万美元；工程：672.5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936.8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3.8万美元；工程：936.8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1036.6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9.3万美元；工程：1036.6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9.3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未开放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9.3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LIST A：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LIST B：货物、服务59.3万美元；工程：740.7万美元

货物、服务：25万美元；工程：500万SDR

资料来源：通过美国USTR网站资料和WTO网站整理而成，下同。

表 2 美国FTA框架下政府采购门槛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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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纳入出价范围。

美国GPA与FTA中央实体项目出价、次中央实

体项目出价和其他实体货物出价对比情况分别如表

4 ~表6所示。

（四）服务开放水平逐渐提升

美国在GPA附件 5服务中开放了大部分服务，

仅就以下几项进行了排除：运输服务，包括发射服务

（CPC第 71 ~ 74类以及 8859、8868）；与政府设施或

用于政府目的的私有设施的管理和运营有关的服

务，包括联邦资助的研究和开放中心（FFRDCs）；公
用事业服务，包括与电信和自动数据处理相关的电

信服务，增值电信除外；研发服务；支持海外驻军所

进行的采购。

美国在早期的 NAFTA、美澳 FTA 等大部分

FTA政府采购章节中的服务出价水平要低于GPA。
除了上述GPA的服务例外，还排除了船舶相关设备

维护、修理、改造、安装和非核动力船舶的维修服务，

以及旅行代理服务。但随着GPA出价的不断改进，

美国在近几年签署的 FTA中服务开放水平大幅提

升，开放水平已达到甚至高于GPA开放水平，如在

TPP政府采购章节中的服务开放水平与GPA相同；

美韩 FTA政府采购章节中仅排除了海外驻军的服

务采购，高于GPA开放水平。此外，针对部分次中央

实体，根据各州服务产业发展特点，对少量服务进行

了排除，但整体上与GPA相似。

（五）建筑服务高度开放

美国在GPA和目前已签署的 FTA政府采购章

节附件 6中的建筑服务（也就是工程）出价基本相

同，仅对疏浚服务进行了排除。此外，针对实体特点，

美国在GPA和FTA中排除了部分建筑服务，但整体

上建筑服务高度开放。

（六）项目总体例外大幅减少

从美国 FTA政府采购开放清单附件 7总注释

看，美国已有的 FTA政府采购开放范围中，主要对

中小企预留项目、交通服务等进行了整体排除，比

GPA少很多。主要原因在于，GPA针对韩国、加拿大

和日本做了部分例外，而 FTA中因贸易伙伴国不

同，没有必要将上述例外纳入FTA中。

美国FTA总注释与GPA总注释如表7所示。

三、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政府采购出价的

特点和规律

（一）美国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开放的特点

从美国 FTA政府采购章节和GPA出价比较可

以看出，FTA政府采购章节整体上沿袭了GPA的模

式，但由于不受GPA相关规则的限制，FTA中政府

采购的整体开放程度有高有低，依据FTA伙伴方不

同而各有侧重。

1.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规则更为灵活。GPA以

国民待遇和公开透明为原则，在出价过程中要考虑

到所有GPA成员方的攻防利益，并受制于GPA规则

和WTO规则的约束，因此GPA更为严格和规范，体

系更为成熟；FTA以双边或区域内互惠为目标，不

必受制于WTO规则和攻防利益的约束，因此只要

双方接受，FTA中的政府采购规则可以更为灵活，

完全由贸易伙伴方磋商确定。

2. FTA 框架下政府采购开放项目更具有针对

性。FTA伙伴方数量有限、特点不同，但整体上FTA
中政府采购出价敏感产品和服务不多，项目高度开

放。同时，可以针对不同伙伴国的重要性，制定过渡

期条款等特殊条款，为本国产业争取灵活的开放空

间。在双边层次上，政府采购信息交流和沟通也更易

FTA伙伴

以色列、新加坡

NAFTA
韩国

约旦

智利

澳大利亚

摩洛哥

中美洲

巴林

阿曼

秘鲁

哥伦比亚

巴拿马

TPP

中央实体
开放数量

同GPA
53个

同GPA
无出价

79个

78个

79个

79个

52个

50个

78个

78个

78个

86个

次中央实体
开放数量

同GPA
未开放

未开放

无出价

同GPA

31个

24个

对洪都拉斯开放
16个，对其他伙
伴开放23个

未开放

未开放

11个

9个

9个

未开放

其他实体
开放数量

同GPA
6个

未开放

无出价

List A：6个
List B：4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List A：6个
List B：1个

7个

表 3 美国FTA政府采购实体开放数量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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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形式上也更具多样化。因此，FTA伙伴国间

更易于达成政府采购开放承诺。

3. FTA框架下政府采购开放实体更为谨慎。一

般而言，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开

放协调的难度较大，若没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强大

的政治推动力，这些实体在 FTA中的开放意愿不

强。因此，相对于GPA，美国在大部分FTA中地方实

体和其他实体开放水平很低，这使得美国在FTA中

的开放水平大打折扣。据统计，2009年美国 50个州

加上华盛顿市的政府采购在总采购中的比例达到

20%，政府采购额度约为1000亿美元。

（二）美国在FTA框架下政府采购项目例外的

规律

尽管美国在政府采购项目上的开放水平较高，

但出于某些因素考虑，仍然会在GPA和FTA中将部

分特殊领域或产品作为例外，主要例外归纳有：

1. 维护国家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利益和秩序

例外。如美国在GPA和FTA中将能源部用于支持保

卫性的国家安全采购并接受《原子能法》监管或与战

略石油储备相关的石油采购列入例外。美国将疏浚

FTA伙伴

澳大利亚、
韩国、
哥伦比亚、
中美洲、
巴拿马

摩洛哥、
巴林、
阿曼

秘鲁

新加坡、
以色列

智利

TPP

FTA例外项目

1.农业部：为农业支持项目或人类喂养项目所需的农产品采购例外
2.商务部：不包括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船建活动
3.能源部：用于支持保卫性的国家安全采购并接受《原子能法》监管或与战略石油储
备相关的石油采购例外
4.国土安全部：不包括运输安全管理局的采购。美国国防部安全利益同样使用于美国
海岸警卫队
5.交通部：不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采购
6.联邦服务事务总局：不包括手工工具（FSC51）、测量工具（FSC52）和餐具（FSC734）
的采购

1.农业部：为农业支持项目或人类喂养项目所需的农产品采购例外
2.商务部：不包括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船建活动
3.能源部：用于支持保卫性的国家安全采购并接受《原子能法》监管或与战略石油储
备相关的石油采购例外
4.交通部：不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采购
联邦服务事务总局：不包括手工工具（FSC51）、测量工具（FSC52）和餐具和厨具
（FSC734）的采购
5.国际开发署：提供外国援助为目的的采购

1.交通部：不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采购
2.联邦服务事务总局：不包括手工工具（FSC51）、测量工具（FSC52）和餐具和厨具
（FSC734）的采购

参考GPA出价

除国防部外，无例外

1.农业部：本章不涵盖为促进农业支持计划或人员供餐计划而对任何农产品的采购
2.商务部：本章不涵盖对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造船活动相关的任何货物
或服务的采购
3.能源部：由于适用于第 29.2条（安全例外），本章不应涵盖：（a）在能源部根据《原子
能法案》的授权进行采购的情况下，任何支持保障核材料或技术的货物或服务；或（b）
任何与战略石油储备相关的石油采购
4.国土安全部：（a）不涵盖交通安全管理据对FSC83（纺织品、皮革、服装和鞋子、帐篷
和旗帜）和FSC84（衣服、个人设备和徽章）的采购；（b）适用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考虑
同样适用于美国海岸警卫队
5.交通部：本章不应涵盖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采购
6.总务管理局：本章不应涵盖一下FSC分类中任何货物的采购：手工工具（FSC51）、测
量工具（FSC52）和餐具和厨具（FSC734）
7.对于日本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以及此类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本章不应
涵盖国家航天航空局进行的采购
8.对于越南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以及此类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本章应仅
适用于国防部以下实体：国防部教育活动局和国防物资局。当与越南解决了有关国防
部的涵盖范围问题后，美国将做好准备来修订本备注

GPA例外项目

1.农业部：为农业支
持项目或人类喂养
项目所需的农产品
采购例外
2.商务部：不包括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
管理局的船建活动
3.能源部：用于支持
保卫性的国家安全
采购并接受《原子能
法》监管或与战略石
油储备相关的石油
采购例外
4.国土安全部：不包
括运输安全管理局
对 于 FSC83（纺 织
品、皮革、服装和鞋
子、帐篷和旗帜）和
FSC84（衣服、个人
设备和徽章）的采
购。适用于国防部的
国家安全考虑同样
适用于美国海岸警
卫队
5.交通部：不包括联
邦航空管理局采购。
联邦服务事务总局：
不 包 括 手 工 工 具
（FSC51）、测量工具
（FSC52） 和 餐 具
（FSC734）的采购
6.美国国际开发署：
本协定不涵盖以提
供对外援助为直接
目的而进行的采购

表 4 美国GPA与FTA中央实体项目出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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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伙伴

澳大利亚、
巴哈马

智利

摩洛哥

中美洲

哥伦比亚

秘鲁

巴拿马

以色列、新加坡

FTA例外项目

乔治亚州：不包括牛肉、堆肥和苗圃的采购
夏威夷州：不包括软件和建筑服务采购
堪萨斯州：不包括建筑服务、汽车或航空器的采购
纽约州：不包括中转车辆、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罗德岛州：不包括船只、汽车、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南达科他州：不包括牛肉的采购
华盛顿州：燃料、纸制品、船只、船舶或舰船、车辆的采购
次中央实体总体例外：
1. 8个州不适用于建筑用钢、机动车辆和煤的采购
2.各州可以使用有关促进贫困地区、或少数民族、伤残退伍军人及妇女所拥有的
企业的任何优惠措施或限制条件
3.本附件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州实体实施可提供该州总体环境质量的
措施，只要此类限制措施不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壁垒
4.不适用于涵盖实体代表非涵盖实体所进行的采购
5.不适用于公共运输和高速公路项目所使用的联邦资金所附带的条件
6.不适用于州实体的印刷服务采购

阿肯色州：不包括捕鱼和狩猎办公室的采购或建筑服务的采购
夏威夷州：不包括会计和总服务部的软件和建筑服务采购纽约州：不包括中转车
辆、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罗德岛州：不包括船只、汽车、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南达科他州：不包括牛肉的采购
田纳西州：不包括服务和建筑服务的采购
其余项目例外条款同美澳FTA
阿肯色州：不包括捕鱼和狩猎办公室的采购或建筑服务的采购
夏威夷州：不包括会计和总服务部的软件和建筑服务采购
堪萨斯州：不包括独立分支机构的建筑服务、汽车或航空器的采购
纽约州：不包括中转车辆、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罗德岛州：不包括船舶、汽车、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南达科他州：不包括牛肉的采购
华盛顿州：燃料、纸制品、船只、船舶或舰船、车辆的采购
其余项目例外条款同美澳FTA
肯塔基州：不包括建筑项目的采购
纽约州：不包括中转车辆、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罗德岛州：不包括船只、汽车、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南达科他州：不包括牛肉的采购
华盛顿州：不包括燃料、纸制品、船只、船舶或舰船的采购
德克萨斯州：不包括汽车、旅行社、轮胎的采购
其余项目例外条款同美澳FTA
1. 3个州不适用建筑用钢、机动车辆和煤炭的采购
2.哥伦比亚的供应商，应在上述州有主要的商业地点或直接或非直接掌控在上
述州有主要商业地点的企业
哥伦比亚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应在上述一个或多个州实质性生产或组装，且在上
述一个或多个州生产的产品价值占总价值的51%以上
允许企业采购自我声明的方式
其余项目例外条款同美澳FTA
5个州不适用建筑用钢、机动车辆和煤炭的采购
其余项目例外条款同美澳FTA
阿肯色州：不包括捕鱼和狩猎办公室的采购或建筑服务的采购
密西西比州：不包括服务采购
纽约州：不包括中转车辆、公共汽车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波多黎各州：不包括建筑服务
德克萨斯州：不包括汽车、旅行社、轮胎的采购
次中央实体总体例外：
1.8个州不适用于建筑用钢、机动车辆和煤的采购
2.各州可以使用有关促进贫困地区、或少数民族、伤残退伍军人及妇女所拥有的
企业的任何优惠措施或限制条件
3.本附件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州实体实施可提供该州总体环境质量的
措施，只要此类限制措施不是对国际贸易的变相壁垒

参考GPA出价

GPA例外项目

阿肯色州：不包括捕
鱼和狩猎办公室的
采购或建筑服务的
采购
堪萨斯州：不包括建
筑服务、汽车或航空
器的采购
肯塔基州：不包括建
筑项目的采购
纽约州：不包括中转
车辆、公共汽车或相
关设备的采购
罗德岛州：不包括船
只、汽车、公共汽车
或相关设备的采购
南达科他州：不包括
牛肉的采购
华盛顿州：燃料、纸
制品、船只、船舶或
舰船的采购
夏威夷州：不包括软
件和建筑服务采购
次中央实体总体例
外：
1.特拉华州、弗罗里
达州、伊利诺伊州、
爱荷华州、缅因州、
马里兰州、密歇根
州、新罕布什尔州、
纽约州、俄克拉荷马
州、宾夕法尼亚州、
俄怀明州不适用于
建筑用钢、机动车辆
和煤的采购
2.各州可以使用有
关促进贫困地区、或
少数民族、伤残退伍
军人及妇女所拥有
的企业的任何优惠
措施或限制条件
3.本附件任何规定
不得解释为阻止任
何州实体实施可提
供该州总体环境质
量的措施，只要此类
限制措施不是对国
际贸易的变相壁垒
4.不适用于涵盖实
体代表非涵盖实体
所进行的采购
5.不适用于公共运
输和高速公路项目
所使用的联邦资金
所附带的条件
6.不适用于州实体
的印刷服务采购

表 5 美国GPA与FTA次中央实体项目出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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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列为GPA和FTA中的唯一例外的建筑服务，主

要也是因为疏浚服务涉及应急服务和国防安全。

2. 竞争力较弱的敏感产业或重点支柱产业例

外。例如，钢铁在美国是较为敏感的产品，美国在

GPA和大部分FTA中将爱荷华州、密歇根州等12个
州的建筑用钢列为例外。针对农业较为发达国家的

澳大利亚，美国在美国—澳大利亚FTA中将以农业

为主的乔治亚州的牛肉、堆肥和苗圃的采购进行了

排除。

3. 促进农业项目和产品发展例外。美国在GPA
和FTA中均将农业部“为农业支持项目或人类喂养

项目所需的农产品采购”列入例外。因涉及人类安

全、农产品生产和运营等因素，这项例外普遍被美

国、加拿大等GPA参加方采用。

4. 针对特定贸易伙伴制定特殊规则。美国在美

国—哥伦比亚FTA中，对哥伦比亚次中央实体的供

应商制定了较为特殊的本地商业地点和成分的要

求。即：要求哥伦比亚的供应商在美国所列州有主

要的商业地点，或在上述州有直接或非直接掌控的

有主要商业地点的企业；哥伦比亚供应商提供的产

品应在美国所列一个或多个州有实质性生产或组装

场所，且在上述一个或多个州生产的产品价值占总

价值的 51%以上。这样的措施在美国FTA中非常少

见。在号称“引导21世纪新议题”的TPP中，越南、马

来西亚、文莱等在政府采购章节中均制定了过渡性

措施或补偿条款，为保护本国市场争取了更大的自

由权。

5. FTA贸易伙伴的对等例外。对等例外在GPA
以及包括多个自由贸易伙伴的FTA中被普遍采用，

以便保证本国企业的对等利益。如美国在TPP政府

采购中央实体中规定：对于越南的货物和服务（包括

建筑服务），以及此类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政府采

购章节仅适用于国防部的教育活动局和物资局的采

购。因为越南针对国防部的开放范围非常小，为保证

对等利益，美国对越南也缩小了国防部的开放范围。

6. 促进中小企业、弱势企业和少数民族裔例

外。美国商业领域以中小企业为主，在美国零售业

60 多万家企业中，20 人以下的公司数量占比达

FTA伙伴

NAFTA

智利

澳大利亚、摩洛哥、
中美洲、巴林、阿曼、
秘鲁、哥伦比亚、巴
拿马

以色列、新加坡

TPP

FTA例外项目

对于加拿大货物和服务提供商，本章将适用于1 ~ 5项实体和
权力部门的采购，但该章仅适用于加拿大省级，但不包括地方
水利部门的采购

1.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不包括维持、修复和操作用的材料
和供给（如手工工具、软件、灯/照明、管道）；个人采购可能需
要董事会授权的采购某一地区的产品；多重管辖协议的采购
项目
2.巴尔第摩港和纽约电力局：不包括过境汽车、公共汽车及相
关服务
3.对于任何超过上述门槛金额的发电或通信项目，就其有关
项目提供融资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得设置人和国内
采购要求作为融资的条件，就其对发电和电信项目提供融资
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1.对于任何超过上述门槛金额的发电或通信项目，就其有关
项目提供融资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得设置人和国内
采购要求作为融资的条件，就其对发电和电信项目提供融资
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2.不适用于机场项目的联邦资金所附带的限制条件

参考GPA出价

1.对于任何超过上述门槛金额的发电或通信项目，就其有关
项目提供融资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得设置人和国内
采购要求作为融资的条件，就其对发电和电信项目提供融资
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局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2.对于马来西亚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以及此类货
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本章不涵盖本节所列的负责发电和输配
电的实体进行的采购，包括本节备注 1中所述与农村公用事
业服务局对发电项目提供融资有关义务

GPA例外项目

1.对于任何超过上述门槛金额的
发电或通信项目，就其有关项目
提供融资问题，农村公用事业服
务局不得设置人和国内采购要求
作为融资的条件，就其对发电和
电信项目提供融资问题，农村公
用事业服务局不承担任何其他义
务
2.纽约和新泽西港口管理局：
（a）本协定不涵盖：维护、修理和运
行材料和耗材的采购（如五金器
具、工具、灯/照明设备、管道）；或
根据跨司法协议进行的采购（即
最初由其他司法区授予的合同）；
（b）在特殊情况下，董事会可授权
购买本地区生产的某些货物。本
协定不适用于受此要求约束的任
何采购
3.巴尔第摩港：本协定涵盖的采购
受附件 2 中纽约州规定的条件约
束
4.纽约电力管理局：本协定涵盖的
采购附件 2 中纽约州规定条件的
约束
5.对于本协定所列实体的采购，本
协定不适用于机场项目的联邦资
金所附带的限制条件

表 6 美国FTA与GPA其他实体项目例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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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政府对各行业中小企业的全方位扶持，在

GPA和FTA中均排除了为中小企业预留的合同。实

际上，加拿大、韩国等参加方在GPA、FTA中也普遍

排除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预留合同。

四、我国加入GPA和自由贸易协定政府采购谈

判的经验借鉴

目前我国已达成 12 个 FTA，在中国—智利

FTA、中国—冰岛FTA和中国—瑞士FTA中设立了

“政府采购”章节，但仅就信息交流和合作、双方启动

政府采购章节谈判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

定，并未涉及具体出价清单等市场开放议题。随着我

国在谈 FTA逐渐增多以及我国企业参与国外政府

采购市场需求的提升，未来FTA政府采购议题涉及

的市场开放问题将难以回避。因此，学习其他国家

FTA中政府采购章节相关内容和出价规律，对我国

今后参与GPA和FTA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的政府采购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

程，开放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而

且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通常遵循了“时间上渐进、开

放的地区渐进以及开放的产业渐进”的原则，对我国

的经验借鉴如下：

（一）进一步做好GPA改进出价准备，为 FTA
政府采购谈判奠定基础

自2007年启动加入GPA谈判以来，我国共提交

了 6份出价清单，在 6份清单研究出台的过程中，相

关实体和企业对GPA已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国内

政府采购制度也在逐渐完善中，这为我国参与FTA
政府采购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进一步改进出

价的过程中，可根据FTA谈判进展以及FTA伙伴国

的利益诉求，在GPA改进出价过程中一并统筹考

虑，为适时启动FTA政府采购谈判奠定基础。

（二）选择合适的FTA伙伴国启动政府采购市

场准入谈判

FTA谈判的主要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平衡，各方

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的承诺和妥协必定是对等的。

FTA伙伴

澳大利亚
NAFTA

智利、摩洛哥、
阿曼、秘鲁、韩
国、哥伦比亚

新加坡、以色列

中美洲

巴林

巴拿马

TPP

FTA总注释

1.中小企业预留项目除外
2.政府合同中的交通服务除外
3.1003 条款中的最惠国待遇义务不适用于
1001.2c条款

1.中小企业预留项目除外
2.政府合同中的交通服务除外
3.如果某合同未授予上述所列实体，则该章也不
应被解释涵盖了本章所列的货物和服务

同GPA出价

无

不包括小微企业预留的采购。预留包括任何一
种优惠方式，如货物或服务项目的例外或价格
优惠

1.中小企业预留项目除外
2.政府合同中的交通服务除外

1.本章不应适用于为小型或少数民族裔企业预
留的任何份额。预留包括任何形式的优惠，例如
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专营权或任何价格优惠
2.除非本减让表另有规定，本章不应适用于非契
约性协定或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包括政府向
本减让表未明确涵盖的人员或政府机构提供的
货物或服务
3.当一份合同是由本章未涵盖的实体授予时，本
章不得被解释为涵盖该合同的任何货物或服务
部分
4.本章不应涵盖构成一份采购合同的一部分货
附带部分运输服务的采购

GPA总注释

1.本章不应适用于为小型或少数民族裔企业预留的
任何份额。预留包括任何形式的优惠，例如提供货
物或服务的专营权或任何价格优惠
2.当一份合同是由本章未涵盖的实体授予时，本章
不得被解释为涵盖该合同的任何货物或服务部分
3.如一实体的采购未被本协定所涵盖，本协定不得
解释为涵盖该采购的任何货物或服务
4.对于加拿大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和此类
货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本协定不涵盖附件 3清单A
和B所列实体的采购，或与附件 3注释 1 所述的农
村公用事业服务对发电项目所提供的的融资方面
的承诺。待与加拿大解决附件3涵盖范围后，美国可
修改本注释
5.对于韩国的建筑服务和此类服务的供应商，附件2
或 3 所列实体采购建筑服务的门槛金额为 1500 万
SDR
6.对于日本的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和此类货
物和服务的供应商，本协定不涵盖国家航空航天局
进行的采购
7.对于附件 5中所列服务，仅在一特定参加方已将
该服务纳入其附件 5中时，方针对该参加方涵盖其
中
8.对于日本货物和服务（包括建筑服务）和此类货物
和服务的供应商，本协定不涵盖附件 3中所列负责
电力生产或配送的实体采购，附件 3注释 1 所述的
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对发电项目所提供的融资方面
的承诺
9.本章不应涵盖构成一份采购合同的一部分货附带
部分的运输服务的采购

表 7 美国FTA总注释与GPA总注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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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FTA政府采购清单谈判中，应慎重选择谈判

对象，尝试启动政府采购市场准入谈判，避免所有

FTA开放可能对国内产业产生的冲击。一是可选择

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尝试，这些伙伴国涉

及政府采购的产品、服务与我国相比相对竞争优势

不明显，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不会对本国商品和服务

带来较大冲击 。二是可选择与我国产业优势较为互

补的发达国家进行尝试。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较成熟、采购制度较完善，产业与

我国较为互补，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双方造成冲击

的可能性不大。上述两类贸易伙伴可作为我国在

FTA中先行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试验区，以积累经

验，并逐步实现全面开放 。

（三）逐渐开放政府采购相关实体和领域

在门槛价方面，可以参考 GPA 门槛价，根据

FTA伙伴国竞争力情况，斟酌调整门槛价并设置合

理的过渡期。在实体开放次序方面，按照“中央实

体→次中央实体→其他实体”的顺序，先开放中央政

府机关，后开放省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对有关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部门及其他敏感部门

应设置例外。在领域开放次序方面，先开放竞争力较

强的货物、服务和工程，再根据谈判的出要价情况逐

渐改进；对于被迫开放的产业，应在双方可接受的情

况下，尽可能制定约束条款或过渡期，争取给予国内

产业一定的缓冲期。总体上，应在充分研究 FTA伙

伴国攻防利益的情况下，遵循由少到多、由点到面、

循序渐进、稳步开放的原则逐步开放。

（四）适度引进补偿贸易等条款，给予国内一定

缓冲空间

作为GPA主要参加方、竞争力较强的美国，在

其FTA中也引用了补偿贸易等做法，以尽可能多地

吸引FTA伙伴国投资。我国也可在FTA谈判中引用

类似条款，一方面有利于为我国被迫妥协的产业争

取一定的缓冲空间，也可以作为吸引外资的辅助手

段；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我国进一步出要价谈判的

筹码，为最终确定政府采购出要价清单奠定良好的

基础。

（五）注重与FTA服务、投资等其他章节的协调

和衔接

政府采购章节是FTA谈判中的一部分，应统筹

考虑FTA各章节之间的协调和衔接。一是要注重各

个章节之间的衔接。比如政府采购章节与服务及投

资章节在某些重要概念、开放领域方面应尽可能协

调一致。二是要适应整个谈判的节奏，并服务于整个

FTA的谈判策略。政府采购章节涉及货物、服务的

开放，应与货物谈判、服务谈判和投资等市场开放相

一致，某些货物或服务谈判中高度敏感的产品，可斟

酌考虑在政府采购章节中适度妥协，争取实现我国

在FTA谈判中整体利益的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①由于加拿大为GPA的成员

方，在实际操作中美、加两国可适用GPA规则。②军

事机构货物出价采用正面清单方式列出，美国在大

多数FTA中国防部的货物例外与GPA基本相同，本

文在此仅就非军事机构货物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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