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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各种协议、协定是国际经济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律 ,如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社会保

障制度等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相通的。但是 ,对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国民待遇、

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还要进一步深化到经济立法中去。同时 ,要加

紧制定民法典 ,加强电子商务等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立法 ,进一步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

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

关键词 　市场法律制度 　国际经贸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客观过程的产物 ,其拥有 135 个成员 ,贸易量占世界

贸易 95 %以上 ,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多边经济贸易组织。其宗旨在于通过制定国

际多边贸易规则 ,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行为 ,组织多边贸易谈判 ,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 ,

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自由化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

客观需要 ,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可以

享受其成员的权利 ,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有弊 ,但总的看来是利大于弊。1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利于为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

贸关系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利于加快中国改革开

放的进程 ;3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利于加快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41 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 ,有利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要使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创新 ,进一步融

入世界 ,与世界一起前进 ,从而实现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 ,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的规则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进一步健全行为规则 ,从制度上为

中外企业营造出更佳的更有保障的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因此 ,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与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相通的

世界贸易组织经过长期多边谈判而形成的各种协议、协定 ,是国际经济贸易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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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包含在这些协议和协定中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世界范

围内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映。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律从其主要精神看 ,与世界贸易组织

的规则不是抵触的 ,而是大体相通的。这是因为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 ,在全国范围

开始进行了一场适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和深刻的法制革命 ,即 :

彻底否定反映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 ,建立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中国业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

(一)确立了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中国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 ,采用国际

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组织形式和责任形式 ,先后制定了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中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作为营利性企业法人的性质 ,明确规

定了股东对公司应负的有限责任 ,打破了中国长期按所有制制定企业法的旧传统。确立

了公司这一现代企业标志性的制度。中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设立的条件 ,保障了公司的

开业自由 ;强调了公司资本在公司设立和运营中的作用 ,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

中的地位 ;按照公权与制衡原则规定了公司治理机构 ,确认了股东会的中心地位 ;严格了

财会制度 ,促进了公司的公开 ;规定了公司经营人员的职责 ,注意了职工民主权利的保障。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的制定 ,保障了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的开业自由、

平等地位、经营自主权 ,使各种不同市场主体进入市场 ,公平竞争 ,创造佳绩。

(二)建立了物权法律制度。物权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社会经济运行的

前提。中国彻底摒弃了否定和漠视物权的旧观念 ,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

镇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 ,确立了中国的物权法律制度。规定了所有权法律制度 :国家所

有权法律制度、集体所有权法律制度、私人所有权法律制度 ;用益物权法律制度 :土地使用

权法律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采矿权法律制度 ;担保物权法律制度 :抵押权法律

制度、质权法律制度、留置权法律制度。并且明确规定 ,一切合法取得的财产 ,无论是国家

财产、集体财产、私人财产 ,还是中国人财产、外国人财产 ,都一律受到法律之坚决保护 ,从

制度上坚决禁止以往长期存在的漠视、平调、侵犯财产的现象。中国物权法律制度的确立

使人民和企业真正享有了自己的物权。

(三)完善了合同法律制度。合同法是交易法 ,是合同债权债务法。中国根据中国市

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状况 ,陆续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 ,并审时

度势 ,于 1999 年废除了上面三个鼎足而立的合同法 ,制定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合同法。中

国合同法律制度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合同制度、规则 ,吸取了

世界合同立法的发展成果 ,是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时代气息的合同法律制度。它体现了当

事人意思自治精神 ,确立了合同自由制度 ,坚持了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统一和

细化了合同各种具体规则 ,加强了对保证合同债权实现的法律措施。这就从法律和制度

上保障了一切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通过革新技

术和管理 ,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 ,创造最佳效益 ,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

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合同自由 ,供、产、销活动统统由政府计

划决定的做法永远成为历史。

(四)确立了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制度。市场并非万能 ,当市场消极因素泛

滥 ,市场失灵 ,导致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破坏之时 ,国家必须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 ,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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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适度干预。正因为如此 ,中国根据市场发展之需要 ,逐步制定了中央银行法、预算法、

审计法、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 ,建立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以保证政府

依法间接宏观调控和干预经济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五)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 ,是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客观

要求 ,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调节器 ,是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切实保障。中国从 1951 年起

就建立了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种由“单位保障”、“国家

包揽”的旧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相适应。目前已陆续制定了社会

保障基金征管条例、失业保险条例 ,初步建立起了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医疗社会保险制度、

失业社会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以上这五个法律制度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基础。它尽管还

不完善 ,但却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在这一点上是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同的。因

此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初步确立 ,也就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法律基础。

二、市场经济法制理念在经济立法中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有关经济的立法 ,是以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 ,体现市场经济法律理念为宗旨

的。它尽力贯彻反映市场经济本质属性内在要求的诸如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维护社会

正义、禁止权利滥用、保护弱者等法制理念。但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

是在一张白纸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的法律制度 ,而是要在否定或修改、废除行之多年的反

映计划经济要求的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这就从客观上决

定 ,市场经济法制理念在经济立法中的反映必须有一个由不够充分、不够全面向更加充

分、更加全面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

成与发展、经济竞争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增强 ,随着 21 世纪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

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的经济立法中更进一

步充分和全面体现、反映市场经济法制的理念与原则 ,是客观的要求 ,大势之所趋 ,是完全

必要的。

(一)进一步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中国关于市场经济的立法一开始就坚定地采取了

开放的立场 ,从中国实际出发 ,以广阔的胸怀吸纳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共同的法律规则。但

是 ,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渐进的。由于改革不能一步到位、客观条件不能一下成

熟 ,因此中国经济立法对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吸纳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必须伴随着改革和

开放深化的程度 ,经历一个由借鉴、相通到接轨的发展进程 ,从而逐步地使中国经济立法

越来越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相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经济立法还必须进

一步与作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核心组成部份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这是因为 :第

一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形成的国际商品交易规则 ,只有使中国

国内经济法律与这些规则相一致 ,我们才能享受到这些规则所带来的好处 ,更好地参与国

际竞争、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 ,从而获得与中国地位相适应的发展。第二 ,世界贸易组织

的规则 ,是国际经济贸易法规则 ,而且是成员方不得保留、必须一揽子接受的国际经济贸

易法规则。中国作为一个诚信自守、负责任的大国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就必须遵守这些

规则。因此 ,使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一致 ,这是中国应履行的国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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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诚然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反映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 ,尽管对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有所顾及 ,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 ,总的说来它们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这

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但是 ,只要我们利用好把国内经济法律与世贸组

织规则相一致的契机 ,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的进程 ,加快中国经济整

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 ,调动起更大的创造性、积极性 ,就一定会赢得更快的发展和现代

化 ,并为制定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世贸新规则而努力奋斗。

(二)进一步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 ,是平等这一最普遍的市场经济法制

理念的表现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国民待遇原则 ,即非歧视原则。它要求任

何成员方的进口产品在关税、国内税收、国内销售、购买、运输、分配、使用等方面所享受的

权利应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也涉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规定 ,各成员方不得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

平衡、购买当地产品、限制企业出口数量、价值。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应当在经

济立法中进一步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目前 ,中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国民待遇。

要尽快取消在这个问题上尚存在的极少与国民待遇原则不相一致的做法。在投资领域 ,

现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待遇还有较大差别。要尽快废除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平

衡、采购物资、出口产品等方面的非一视同仁的规定 ,逐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要求和

中国的承诺 ,实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中国为了吸引和鼓励外商投资 ,对外商投

资还实行了一些超国民待遇 ,如税收优惠。这种优惠待遇使中国内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状

态 ,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 ,由于中国需要外资进入 ,我们短期内难以取消这种优惠。但

是 ,应当适时地将这种按企业性质和地域不同放置税收优惠改为按产业设置税收优惠 ,并

且逐步同时适用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三)进一步实现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这是市场经济法制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

实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中国市场经济

的立法注意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理念。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 ,但是 ,由于体制上的缘由 ,这种

体现仍显不足。因此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一定要在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

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11 反对垄断 ,制止用限制竞争的方式 ,破坏公平竞争 ;21 反对

补贴 ,制止以补贴方式进行的不公平竞争 ;31 反对倾销 ,制止以倾销方式进行的不公平竞

争。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 ,建立起完备的相关立法 ,为外资和内资企业营造一个共同的公

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四)进一步增强法律的透明度。法律透明度是市场经济法制理念之一 ,也是世界贸

易组织基本原则之一。所谓透明度是指法律规则的公开性。这是因为法律是调整市场主

体行为的规范 ,它必须受到所有市场主体的遵循。因此它必须具有公开、透明之品质 ,被

公之于众 ,为所有人能知晓。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度原则 ,就是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公布其

有关对外经济贸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就是能把这些法律性规范文件统

统公开化 ,让其他成员方得以了解该成员方的法律环境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过去我们在

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计划经济时期按内部文件办事之风没有及时杜绝。从 1992 年起中国

已逐步做到对外公布有关对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2000 年的立法法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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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定了法律、法规、规章的公布程序。这就从制度上解决了法律的透明度、公开性问题。

这必将有利于法律公开的进一步推行和公正市场秩序的建立。

(五)进一步贯彻法制统一原则。法制统一 ,是市场经济法制的重要理念之一 ,也是世

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法制统一 ,这是市场的客观统一性所决定的。只有规

范市场活动的规则是统一的 ,才能建立和维护统一的大市场。市场经济法制统一 ,不允许

不同地区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 ,不容忍对不同市场主体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 ,不允许相互

矛盾的不同阶位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一切相同的市场行为均应遵守同样的法律规则。世

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各成员方都必须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 ,这是市场经济法制统一

的一个部分 ,即对外贸易市场法制统一。由于立法权划分不够具体 ,由于诸侯经济的干

扰 ,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里法制不统一 ,包括外贸法制不统一现象时

有发生。通过制定外贸法 ,中国明确确立了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通过制定立法法 ,

中国明确划清了立法权限。应该说从制度上已经解决了外贸法制以及整个法制统一的问

题。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的驱动往往会使有的地方跨越法律禁止的蕃蓠。因

此 ,在市场经济立法中一定要进一步坚持贯彻法制统一包括外贸法制统一的原则 ,以维护

公平的交易和统一的市场。

三、中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展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是调整规范有关市场经济的民事商事行为、经济调控行

为、行政管理行为、社会保障行为的法制规范体系。它是涉及经济振兴 ,影响人民幸福 ,社

会进步 ,关系国家兴衰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经过 20 多年的立法工作 ,中国已经初步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但是还不健全 ,还不完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

为了履行适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国际义务 ,我们应当通过修改现有法律、制定新的法

律 ,使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与世界贸易规则完全一致起

来。同时 ,为了促进和保障中国 21 世纪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调整结构 ,振兴科技 ,发展经

济 ,以实现现代化 ,建成民主、文明、富强、法治国家的伟业 ,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立法。

(一)制定民法典。民法是国家最基础、最根本的重要法律。它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规范社会的基本生活 ,保障公民权利为已任。民法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 ,民法的自治精神是社会现代化不竭的源泉。中国在 20 多年里 ,以惊人的速

度构建了以民法通则为统领的现代中国民法体系。当务之急 ,是要在现有物权法律制度

基础上制定物权法。世界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但物权法律制度并未过时。物权法律

制度对于作为一个由单一公有经济向混合经济转变的中国来说特别重要。只有健全物权

制度 ,中国现行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巩固

与发展。要通过健全物权制度克服公有制固有的虚化所有者而使劳动者、企业与生产资

料距离拉远、弱化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容易造成大破坏等不足 ,发挥公有制的应有优势。

要进一步发挥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作用 ,确立国有公司的法人财产所有权 ,强化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要完善和调整所有制结构 ,提高国有经济的素质和竞争力 ,发展

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要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 ,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合法的公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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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都是不可侵犯的。只有产权明晰 ,财产受保护 ,财产关系稳定 ,才能调动亿万人

民创造、积累、爱护财产的积极性。人民的财产多了 ,企业的财产多了 ,社会才会富裕 ,国

家才会富强。因此 ,进一步强化物权法律制度 ,进一步发挥物权制度的巨大激励机制 ,是

21 世纪中国振兴的关键。在物权法制定好后 ,将尽快编纂民法典。使中国的公民、法人

的民事权利、民事行为、民事责任明确化、具体化、规范化 ,使市场经济、国际经贸活动建立

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

(二)加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立法。当今的世界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以电子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 ,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知

识创造、转化和传播正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正改变经济形态与社

会生活方式。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运行规律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新的知识经济正在兴起。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这一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的时代的到来 ? 唯一的办法

就是 :一方面竭力尽快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业化任务 ;另一方面毫不迟疑地乘上高新技术革

命的快车 ,尽最大努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创造自己的产业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这

就从客观上决定了 21 世纪的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参照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议 ,强化

有关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立法。11 要进一步加强知识财产的保护。科学、技术、先进管

理经验、商业秘密等知识形态财产 ,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财产 ,对人类进步起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中国 21 世纪新民法典应在物权篇后面增加知识产权一篇规定 ,并不断完善改进

有关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中国已于 2000 年 8 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议修改了

专利法 ,并将于近期修改商标法、著作权法 ,使之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更加一致。21 鉴

于创新的极端重要性 ,应当在民法上保护创新自由 ,以激励和保护人民的观念创新、制度

创新、技术创新活动。31 要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 ,扩大保护范围 ,加强保护力度 ,切实保

护新知识创造者的利益。41 要尽快制定电子商务法 ,促进电子交易发展 ,保障电子交易

安全 ,防止网上违约和侵权 ,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三)完善商事法律体系。中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商事法

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情势的变更 ,中国将进一步完善

商事立法。1999 年为了加强对国有独资公司内部监督 ,支持高新技术股份公司进入证券

市场直接融资 ,已对公司法的第 67 条、229 条作了相应修改 ,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

的规定 ,改变了高新技术股份公司技术在法定资本中的比例以及发行新股、股票上市的条

件。今后还应当在公司的产权、资本制度、开业自由、治理结构以及经营人员的职责等方

面进行必要的修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将根据我们所作的承诺 ,逐步开放保险

和证券市场 ,对保险法与证券法加以完善 ,使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并建立起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监管制度。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建立起良性的市场退出

法律机制 ,有必要尽快制定统一的企业重整和破产法。同时 ,要尽快出台信托法 ,以规范

市场上早已存在、但混乱不堪的信托关系。

(四)健全经济法。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 ,是各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

市场进行适度干预的法律。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

品质量法、广告法 ,应当尽快地制定反垄断法。既要反对经济垄断 ,也要反对行政垄断 ;既

要反对国内垄断 ,也要反对国际垄断。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 ,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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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适用于中国内资企业 ,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

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 ,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

全。

(五)健全外商投资法。中国已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

资企业法等外商投资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将尽快修改这三个法律中与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不符的规定。11 删去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关于自行解决外汇平

衡的规定。这一修改 ,是为了适应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中关于不得要

求外汇平衡的规定。同时 ,中国已经实行了人民币经营项目可兑换 ,关于外汇平衡要求的

规定业已丧失实际意义。21 删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关于优先购置中国物

资的规定。企业采购 ,这是一个企业自主权范围的事务。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优先在中国

市场采购 ,是直接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悖的 ,因此必须废止。31 删去外资企业法中关于出

口义务之规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禁止的“出口实绩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已

经做出取消“出口实绩要求”的承诺 ,对出口义务的规定予以废止。41 删去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关于生产经营计划应当报其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这一规定是计

划经济的产物 ,与中国现在的实践不符 ,也同世贸组织规则的精神相悖 ,因此必须删除。

此外 ,要鼓励外商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投资 ,根据我国所

作出的承诺逐步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分销、运输、法律咨询和会计等服务行业 ,提高利用

外资水平。利用外资的形式要更加多种多样 ,除了原有的一些形式外 ,还要采用收购、兼

并、投资资金和证券投资等各种新方式 ,利用国外中长期投资。积极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来

华投资 ,建立技术开发中心 ,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与外商合资经营时 ,除关系国家

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必须由我方控股以外 ,其他企业不必都要控股。

(六)完善对外贸易法。中国已制定对外贸易法 ,规定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我国所作出的承

诺进行完善。实行约束关税 ,逐步降低关税水平 ;逐步取消对工业产品进口数量通过配

额、许可证的限制 ;对大宗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 (同时承诺逐步增加配额量) ;逐步取

消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 ,加入世贸组织 3 年之后 ,除指定经营的产品以外 ,所有在中国依

法注册的企业都享有外贸经营权。同时 ,要尽快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

议的规定 ,在现在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中国的反倾销法、反补贴法。此

外 ,还应当尽快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保障措施协议 ,制定保障措施法 ,建立起完备、透明的

保障措施制度。

四、行政执法与司法的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通过修改现行的法律和制定新的法律 ,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

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它将更加充分地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 ,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 ,体

现时代之精神。中国将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 ,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保证中国经济

法律的更好实施。

在行政执法方面 ,中国已建立起依法行政的现代执法体系 ,构建了政务公开、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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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代制度。但是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由于约束关税减让制度的

采用 ,配额、许可证制度的逐步取消 ,透明度原则的实行 ,行政执法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进

行必要的改进。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间接的宏观调控。即主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货

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间接对经济实行调控 ,引导产业调整与发展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地增

长。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平竞争秩序的创造与维护。要更加有效地反对不正当竞争 ,

反对垄断行为 ,反对倾销 ,反对补贴 ,营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并适时采取保障措施 ,维

护本国由于进口产品数量增长造成严重损害的产业。同时正确适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

机制 ,对别的成员方对中国企业滥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作出反应。三是要进一步加强职

能性管理。强化环境、卫生、生产安全、工商、社会保障等职能性管理 ,维护社会利益 ,促进

经济良性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监控。特别是要加强对金融的监管 ,防

范金融风险 ,维护经济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 ,包含着司法审查的要求。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 ,承诺了世贸

组织有关司法审查的义务。所谓司法审查 ,是指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各成员方在实施有关

对外经贸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方面 ,要为当事人提供申请复议和提起

诉讼的机会。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复议法 ,对于行政机关的决定 ,可以申请上级行政机关

复议。中国已经制定了行政诉讼法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 ,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现在的问题是要及时修改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行政机关对行政复议事项终局裁决的

规定 ,普遍为行政决定设立司法救济的程序。随着中国审判方式和司法改革的深入 ,中国

司法机关一定会对诉争的行政决定的合法性作出公正的判决。

　Abstract 　The regulation and various agreements of WTO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law.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laws including market subject

law , property law , contract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etc. Is compatible with them. How2
ever , there are much to be done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regu2
lations and these principles such as national t reatment , fair competition ,legal t ransparency

and legal unity into China’s economic legislation ; At the same time , we must quicken the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civil law , st 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about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other issue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 consummate the commer2
cial legal system , improve the administ rative and judicial administ rtion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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