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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出台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新规

背景 

2017 年 1 月 27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修订后的《上海市鼓励跨国

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 2 月 1 日正

式施行。该规定的出台，旨在延续，优化和整合上海市 2011 年出台的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鼓励政策（沪府发【2011】98 号，已于 2016 年 

12 月19 日执行到期）并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 号文，以下简称“5 号文”）。 

截至 2016 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计已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

机构 580 家。根据 2016 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报数据，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数量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比例仅 1.26%，但净利润和纳税总额

占比分别达到了 17.37%和 10.59%。可见，总部经济对上海地方经济

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助力不容小觑。 

本期中国税务快讯对此次修订后《规定》中的主要变化，重要内容和热

点话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分享我们的观察，供相关企业参考。 

修订重点 

本次修订后的《规定》基本延续了前版的政策脉络，但结合上一个政策

周期的经验，在部分事项的规定上进行了调整和简化，同时吸收整合了

一系列国家和上海地方层面近期的政策成果。2017 版《规定》的主要

修订调整如下：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

设立地区总部的规定》的

决定（沪府发【2017】9

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于 2017 年 1月 27 日签署

通过，2017 年 2 月 1日

正式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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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大总部政策适用范围 

本次政策修订普遍的关注点之一是在政策的适用范畴明确引入“总部型

机构”概念。“总部型机构”的概念和认定标准最先见于 2014 年由上

海市商委等 4 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规定实

施意见的补充规定》（下简称《补充规定》）。本次修订将总部型机构

纳入新版《规定》，旨在将一些虽未达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标准，

但是实际承担了区域管理决策，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等职能的外商投资

企业或分支机构明确纳入总部经济的政策激励范围。 

2     取消对地区总部的公司形式要求 

根据 2011 版《规定》，只允许跨国企业以投资性公司和管理性公司的

形式设立地区总部。本次修订后，跨国企业申请设立地区总部时，不必

再受限于以上两种公司形式，可以充分结合其实际运营和商业安排的需

要，自行决定其地区总部的形式及承担的总部职能。 

3     调整并放宽部分认定要求 

如上文所说，新版《规定》涵盖了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两个概念，相

较于旧版政策，对于两种总部类型的认定标准都各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   地区总部 

本次修订对服务领域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的母公司总资产要求由 4 亿美元

降低为 3 亿美元，同时取消了前版《规定》中投资性公司可以直接被认

定地区总部的条款。 

•  总部型机构 

相较 2014 年《补充规定》，本次修订对总部型机构认定条件有所放松，

主要体现在： 

 母公司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放宽至不少于2家； 

 取消机构“高管以上人员需常驻上海”，“最低经营场地面积”

及“履行运营管理职能员工人数”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总部型法人企业/分支机构，新版《规定》要求其

注册资本/总公司拨付的运营资金不低于 200 万美元。 

4     丰富资金管理的配套政策 

符合相关条件的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可以按照相关国家以及地方规定

进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各类跨境人民币业务及开设自由贸易办理

本外币跨境收支等业务操作。并且，新版《规定》提出优化对地区总部

以及总部机构非贸易项下的付汇流程，同时为合同备案和纳税判定提供

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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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经营范围限制 

前版政策体系下，地区总部的经营范围仅限于投资经营决策、资金运营

及财务管理等七项正列举经营活动。修订后的《规定》取消了该项限制。 

6     简化申请材料并缩短审批时间 

修订后的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取消了公司验资报告，不再需要拟任地区总

部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文件及其简历与身份证明文件。审批时限也从收到

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缩短至 8 个工作日。 

7    明确区级政府支持政策 

本次修订的另一亮点是首次明确提及区级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鼓励发展各区总部经济的政策措施。该条目的增加主要旨在贯

彻落实 5 号文的精神，给予地方政府在政策激励机制方面一定自由空间，

以促进地方层面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 

毕马威观察 

随着本次修订后《规定》的出台，针对其中的政策调整和变化，企业可

能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o 新版《规定》中有关资金补助的优惠政策仍然仅适用于地区总部。总部

型机构可以享受的政策激励基本仍停留在人才吸引和通关便利等方面。

企业可以关注《规定》对两种总部形式激励政策的差异，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和需要，自行选择适用其一。 

o 根据我们和政策制定部门的交流，各区政府目前尚未出台明确的总部经

济配套激励政策。但是，按照以往政策周期经验，各区政府在鼓励本地

区总部经济发展方面的配套激励措施值得我们展望和期待。 

o 在资金管理功能方面，《规定》并没有明确提及针对地区总部或者总部

型机构具体的政策支持或便利，基本停留在纳入现有相关政策框架层面。

然而，在某些需要综合考虑评估的政策实施中，例如跨境人民币资金池

搭建的审核层面，拥有地区总部或者总部型机构资格或可作为有利因素

之一纳入现有银行审核评估体系。 

o 与前版一样，新版《规定》尚未明确市政府对资金补助奖励或资金管理

等方面细化的实施意见。与原版《规定》配套的实施意见和细则（沪府

办发【2012】51 号）至今仍然有效，但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到期。

据我们了解，配合本次修订的实施意见和细则尚在制定过程中，预计将

在原政策到期前出台。我们建议相关企业目前可以将现行有效的实施意

见作为参考，积极和有关政府部门保持沟通联系以了解政策动向，以便

为后续政策的出台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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