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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简述 (作者：金文玉、林芳璐、聂远鑫)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正式联合发4 

布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2015 年指导目录”），对 2011 年 12 月发布的《外商5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2011 年指导目录”）进行修订（以下简称“本次修订”），并自 20156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本次修订旨在通过缩减外商投资限制类产业条目、放开部分产业外资股比限制7 

等方式，扩大外资准入与转变外资管理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相较 2011 年指导目录，本次修8 

订中值得关注的调整如下： 9 

1）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 10 

本次修订体现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领域新兴行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导向。2015 年指导目录11 

中取消了对“电子商务”的外商投资股权比例限制。根据 2011 年指导目录，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占12 

比不得超过 50%，本次修订明确将“电子商务”业务排除于前述股权比例限制性规定之外。此外，13 

2015 年指导目录中将新兴产业“物联网技术开发与应用”纳入鼓励类项目。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14 

的是，“网络出版服务”在本次修改中被明确列为禁止外商投资类产业。 15 

2） 商务服务业 16 

本次修订对零售、金融、娱乐及其他类型服务业领域中的多项内容进行了调整，譬如：取消对17 

“音像制品分销”、“直销、邮购、网上销售”、“摄影服务”、“娱乐场所经营”、“财务公司、18 

信托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外商投资限制；取消原“会计和审计”业务要求“限19 

于合作、合伙”的规定，改为要求其首席合伙人需具有中国国籍；新增“养老机构”、“工业设计、20 

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创意产业”等为鼓励类产业。 21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本次修改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银行业及证券公司的资格要求：2011 年指22 

导目录规定证券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超过 1/3，本次修订放宽至不超过 49%。同时 2015 年指导目录对23 

外商投资银行业的限制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24 

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25 

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25%；投资农村中小26 

金融机构的境外金融机构必须是银行类金融机构。 27 

但与此同时，2015 年指导目录将“法律咨询”由原限制类调整为禁止外商投资类（提供有关中28 

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除外），并将其名称具体调整为“中国法律事务咨询”；“市场调查”依然为29 

限制类项目，但其中关于“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要求由中方控股。此外，新增“经营文物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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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拍卖企业、文物商店”为禁止外商投资类产业。 31 

3） 教育 32 

根据 2015 年指导目录，仅“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为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将“高等教育机33 

构”由鼓励类调整为限制类，并新增“学前教育机构”为限制类项目，均限于中外合作且中方主导34 

形式；“普通高中教育机构”亦由原限于中外合作进一步要求由中方主导。同时明确“中方主导”35 

是指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国国籍，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36 

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 1/2。由此可见本次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教育行业外资准入37 

的限制。 38 

4） 制造业 39 

本次修订较大幅度地删减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40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领域原属外商投资限制类项目。同时，取消铁路、传播、航空航天41 

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限制类产业项下部分要求“合资、合作”或“中方控股”的42 

规定，如“民用航空机载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游艇的设计与制造”、“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空43 

中交通管制系统设备制造”等不再要求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开展投资；“城市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44 

的建设、经营”、“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基础设施综合维修”则取消了中方控股要45 

求。 46 

5） 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 47 

相较 2011 年指导目录，2015 年指导目录放宽了对轨道交通、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对外商投资48 

的限制。譬如，鼓励类中的“城市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的建设、经营”不再限于要求中方控股；49 

取消对“房地产业（包括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经营，房50 

地产二级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经纪公司等）”的外商投资限制。 51 

6） 能源 52 

能源领域条目的修订体现了鼓励外商投资节能环保、新能源的政策导向。根据 2015 年指导目录，53 

在依然要求中方控股的前提下，“电网的建设、经营”由限制类调整为鼓励类产业。此外，鼓励类54 

项目中新增“洁净煤发电项目的建设、经营”、“污水处理厂建设、经营”等条目。 55 

7） 医药、医疗行业 56 

本次修订删除了原属限制类的多种维生素类、疫苗品种、麻醉药品、血液制品等医药产品的生57 

产；与此同时，在医疗机构领域，2015 年指导目录增加“医疗机构”为限制类产业，并限于中外合58 

资、合作，体现相关产业中政府监管与市场调控相配合的发展趋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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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改较大幅度地增加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缩减限60 

制类产业条目、放开部分外资股比限制，以扩大外资准入。与此同时，亦根据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情61 

况和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将部分新增产业纳入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类目录，或对部分产业于限制类62 

或禁止类项下的归属进行调整。本次修订将对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积极63 

的推动作用。我们将持续关注最新的外商投资相关政策与法律动向并及时与您分享。 64 

 65 

 66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作者：67 

许莹、晏僖) 68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汇发[2015]13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69 

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通知”），该通知旨在简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通知将70 

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71 

通知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72 

1） 取消境内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 73 

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内投资主体可以直接通过已经取得相关资质的银行办理74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后，办理后续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而无需通过外管局办理75 

相关外汇登记核准。 76 

2） 简化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出资确认登记管理 77 

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和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78 

记，将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确认登记调整为境内直接投资货币出资入账登记。 79 

3） 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 80 

境内投资主体设立或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时，无需办理外汇81 

备案手续。 82 

4） 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检 83 

通知取消了直接投资外汇年检，改为实行境内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权益登记，并且进84 

一步放宽了登记时间，拓宽了报送数据的渠道。企业仅需在每年 9 月 30 日前，自行或委托会计师事85 

务所、银行通过信息系统报送相关数据，但是，对于未按要求报送的企业，外管局将在信息系统中86 

对其进行业务管控，银行不得为其办理资本项下外汇业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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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事后监管 88 

由于外汇登记将由银行直接进行，因此外管局对相关企业的监管从事前审批核准，改为了事中、89 

事后监管。 90 

但通知中仍然提到，外管局将要求参加外管局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抽样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等相91 

关市场主体，按照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抽样调查制度要求，按季度直接向注册地外汇局报送相关信息。92 

但通知中并未进一步明确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抽样调查将如何进行。 93 

6） 加强对银行的监管 94 

由于通知实施后，银行将承担相关外汇登记义务，因此，通知中明确提及要加强对银行的培训95 

指导，要求银行提高合规意识，明确对违规银行的处罚措施。 96 

7）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改革试点地区的政策不变 97 

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地区（天津滨海新区、沈阳经济区、苏州98 

工业园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州南沙新区、横琴新区、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99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庆两江新区、黑龙江沿边开发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地区、温州市金100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贵阳综合保税区、深圳前海深101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和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通知实施后将仍然继续按照《国102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103 

知》（汇发[2014]36 号）等有关规定实行意愿结汇政策。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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