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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背景

•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发布了《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以下简称“产
业准入目录”）。产业准入目录的颁布是国务院去年批复前海先行先试
政策加快落地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有关前海合作区相关优惠政策，请参
见中国快讯 2012 年第 18 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深圳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产业准
入目录的通知（发改产业 [2013]
468 号，以下简称“产业准入目
录”）

产业准入目录中列明的六大产业领域是由 2010 年国务院原则同意《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中指出的重点发展金融业、现代
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等四大产业领域延伸和
扩充而成。
产业准入目录的发布是国家鼓励前海合作区进一步开发开放，引导投资
方向、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
国务院 2012 年 6 月 27 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国函 [2012] 58 号）中包括的前
海产业准入目录和优惠目录是前海财税优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
准入目录的颁布实施也预示着优惠目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落地。
产业准入目录
产业准入目录涵盖了前海合作区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
技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六大领域共计 112 条产业条目，是
国家鼓励前海合作区进一步开发开放，引导投资方向，管理投资项目，
制定和实施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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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共有条目达 23 条，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
保险、基金、要素交易市场、融资租赁、融资担保服务、离岸金融服务，
以及其他创新金融服务等内容。
现代物流业的 18 条条目包括供应链管理服务、航运交易、航运经纪与航
运咨询服务、基于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与快递服务、航空器、航材交易
服务、保税展示、保税交易等保税物流服务、与电子商务结合的商业服
务等。
信息服务业的 16 条条目包括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电子认证服
务、电子商务、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数字内容开发与应用、高可信计
算、智能网络、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与应用等。
科技服务业方面，包括国内外科研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国际科技创新机
构、科技研发服务、科技咨询服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应用服务、质
量认证和检验检测服务、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
等 7 类条目。
专业服务业方面，包括会计、评估、法律服务，咨询服务、工程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会展服务、教育医疗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知识产权服
务和家政服务共 9 类 39 条条目，有助于前海打造国际专业服务业中心。
公共服务业方面，包括城市公共配套服务，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
节能等技术开发与应用，游艇、航空休闲服务、社会工作服务、高端物
业管理及租赁服务等 9 类条目。
近期已颁布的其他优惠扶持政策
深圳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已于 2012 年 11 月底至今陆续颁布有关外商
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以及前海合作区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
税财政补贴等一系列鼓励扶持现代金融服务业企业和高端人才等落户
前海的政策。
毕马威的观察
产业准入目录的发布实施是前海先行先试政策加快落地的利好消息，预
示国家有关部委将继续加快政策审批发布步伐，国务院去年批复的前海
先行先试政策有望今年上半年全面落地。
目前有关优惠政策如何具体实施安排尚不明确，但相信政府及有关部门
将会抓紧制定并出台规定，对特定问题及要求作出进一步确定及细化。
目前业内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

•

根据国函 [2012] 58 号，在国家税制改革框架下，支持前海在探索现
代服务业税收体制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在制定产业准入目录
及优惠目录的基础上，对前海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因此，要想知道未来设立在前海的企业能否享受 15%的
企业所得优惠税率，仍然要等待优惠目录的颁布才能做进一步的了
解。
另一方面，尽管国务院给予前海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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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如何实施执行方面仍然有待观察，而这也正是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

对于前海区内工作的符合条件的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可通过财政补
贴的方式享受按 15%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现有文件
对该政策中的人才资格进行了一般性的规定，因补贴政策是以先交
后退的方式于纳税后第二年进行，相信仍有部分具体操作细节会进
一步出台；

•

外国投资者在前海区设立企业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满足产业准入目录
中列明行业的同时也要兼顾并遵循《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
于限制类行业的要求以及有关行业控股比例的限制，如产业准入目
录中提及的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等；

•

对于到前海从事产业准入目录中提供专业服务工作的外籍专业人
士，如会计、评估、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等，他们也须通过有关主
管部门要求取得执业资格才能获准在前海执业；

•

关于公共服务业项下从事的高端物业管理，对高端物业的地点是否
有特定的要求、是仅限于前海区内的物业还是可以扩大延伸到区外
高端物业？高端物业如何定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确
认；

虽然前海先行先试政策未完全落地并实施，对于有意在前海区设立企业
或分支机构的投资者，可着手从商业、税务等角度出发比照产业准入目
录中行业制定商业规划，尽早与前海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进行洽谈，毕马
威可以为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提供前海有关的信息，并在企业设立、税
务筹划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国家关于前海先行先试政策有关的发展和动态，及
时提供最新信息并分享我们的观察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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