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 年修订）》（“2014 版负面清单”）。
与 2013 年公布的负面清单相比，2014 版负面清单进行了删减和调整，将
原来的 190 条缩减至 139 条。其中限制性措施 110 条，禁止性措施 29 条。 

随着备受瞩目的 2014 版负面清单发布，上海政府履行了先前对于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自贸试验区”）增加外商投资开放度，透
明度以及可把握程度的承诺，在老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在一些领域放宽
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这对于一些从事限制性行业，并期望自贸试验区有
所放开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2014 版负面清单新在哪里： 

此次《负面清单》相较去年版本，进行了如下调整： 

 删除有关条款 

减少的 51 条中包括：因扩大开放而实质性取消 14 条，因内外资均有
限制而取消 14 条，因分类调整而减少 23 条。 

 放宽有关条款对于外商投资的限制 

共包括 19 条实质性放宽的管理措施 

 明确有关条款的限制条件 

对无具体限制条件的管理措施，尽可能明确限制条件或者取消该项限
制措施，将 2013 年负面清单中无具体限制条件的 55 条管理措施缩减
为 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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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总结了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开放领域： 

行业 开放措施 

房地产业  取消外商投资土地成片开发须合资、合
作的规定 

 取消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中介或经纪公
司的规定 

 取消限制外商投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
建设、经营的规定 

金融业  取消限制外商投资银行、财务公司、信
托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的规定 

 

卫生医疗业  取消外商投资医疗机构最低投资总额以
及最长经营期限的要求 

专业技术服务业  取消限制外商投资进出口商品认证公司
的规定 

 取消对投资认证机构外方投资者的资质
要求 

交通运输业  取消外商投资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
海运集装箱站和堆场业务须合资、合作
的规定 

 取消外商投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须
合资、合作的规定 

 

毕马威观察  

2013 年负面清单作为我国首份负面清单，它的出台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的
高度关注。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虽然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
备案制，提高了外商投资的便利程度，但是，2013 版负面清单的开放程度
还是低于很多投资者的预期。当时上海政府承诺会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和自
贸试验区的建设需要，适时修订负面清单，不断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此次新版负面清单的发布，一方面体现了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提高开放度、
增加透明度以及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负面清
单作为准入阶段对外商投资采取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的作用，体现
了外商投资管理的国际化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次负面清单的调整也将那些对内外资同样禁止的条
款删除，因此从负面清单中删减并非意味着允许外商投资进入该领域，比
如对娱乐业中的博彩业及色情业的投资仍旧被禁止。 

据悉，6 月 28 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
开放的措施》，推出了共计 31 条的开放措施。结合两天后发布的这份负
面清单，此次自贸试验区的开放程度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对于投
资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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