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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简述 (作者：高嵩松、李璐怡) 3 

为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国务院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了《关于发布4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的通知》（国发[2014]53 号，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取5 

消、下放了 38 项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 6 

据发改委统计，《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14）”）在《政府7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以下简称“目录（2013）”）的基础上减少了约 40%，加上目8 

录（2013）在原有基础上减少的约 60%，经过去年、今年的两次修订，中央层面的核准项目数量合9 

计减少了约 76%。 10 

本文就目录（2014）的相关内容及影响简要分析如下： 11 

1) 进一步缩减核准范围 12 

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1)  
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

热轧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取消核准 

（改备案管理，下同1） 

(2)  
新增生产能力的电解铝项

目、新建氧化铝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取消核准 

(3)  
新建 10 万吨级及以上造船设

施（船台、船坞）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取消核准 

(4)  
跨省（区、市）日调水 50 万

吨及以上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取消核准 

(5)  
已查明资源储量 5000 万吨及

以上规模的铁矿开发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取消核准 

(6)  钾矿肥、磷矿肥项目 省级政府核准 取消核准 

(7)  水泥项目 省级政府核准 取消核准 

(8)  印钞、造币、钞票纸项目 中国人民银行核准 删除本条（详见下文） 

(9)  
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的

境外投资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删除本条（详见下文） 

(10)  
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

业（金融企业除外）事项 

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

感行业的，由商务部核准；

其他情形的，中央管理企

删除本条，同时在通知正文规

定“商务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

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

                                                      
 

1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除

国家另有规定外，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制

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要对备案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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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

业报省级政府备案 

变更、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

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进行

审核或备案管理” 

综上，目录（2014）对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取消政府13 

核准而改为备案，更加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但通知同时亦强调：对于该等产能14 

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15 

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16 

地（海域）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持等相关业务，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17 

各项工作。 18 

此外，值得提请注意的是： 19 

(1) 虽然“印钞、造币、钞票纸项目”不再体现于目录（2014）中，我们仍应结合国家关于货20 

币管理的相关法规对上述删减进行综合理解，例如，根据国务院颁布并于 2000 年 5 月 121 

日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现行有效），人民币应由中国人民银行22 

指定的专门企业印制，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研制、仿制、引进、23 

销售、购买和使用印制人民币所特有的防伪材料、防伪技术、防伪工艺和专用设备； 24 

(2) 根据国家发改委颁布并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开始生效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25 

法》（现行有效），中方投资额 10 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26 

根据前述规定，上述表格第 9 项列明的项目仍需取得核准方可开展； 27 

(3) 根据商务部颁布并于 2014 年 10 月 6 日开始生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现行有效），企28 

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综上，上述表格第 10 项29 

列明的核准要求并未发生变化。 30 

2) 进一步下放核准权限 31 

目录（2014）对其中保留的政府核准项目进一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共下放了对 15 类投32 

资项目的核准权限，具体如下： 33 

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1)  抽水蓄能电站 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省级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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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2)  水电站2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在

主要河流上建设的项目 

b)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a) 国务院核准：在跨界河流、跨省

（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

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及以上或

涉及移民 1 万人及以上的项目 

b)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在跨

界河流、跨省（区、市）河流上

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 50 万千

瓦及以上项目 

c)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3)  火电站 

分布式燃气发电项目由省级政

府核准，其余项目由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核准 

省级政府核准 

（其中燃煤火电项目应在国家依

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

准） 

(4)  热电站 

燃煤背压热电项目由省级政府

核准，其余燃煤热电项目由国务

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热电

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地方政府核准 

（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由省

级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

的建设规划内核准） 

(5)  

进口液化天然

气接收、储运

设施 

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a) 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新建

（含异地扩建）项目（其中新建

接收储运能力 300 万吨及以上

的项目报国务院备案） 

b) 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6)  电网工程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

境、跨省（区、市）±400 千伏

及以上直流项目，跨境、跨省

（区、市）500 千伏、750 千

伏、1000 千伏交流项目 

b) 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非

跨境、跨省（区、市）±400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

境、跨省（区、市）±500 千伏

及以上直流项目，跨境、跨省

（区、市）500 千伏、750 千伏、

1000 千伏交流项目（其中±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 1000 千

伏交流项目报国务院备案） 

                                                      
 

2
关于水电站的核准权限变化不仅涉及权限下放，也涉及对部分项目核准权限的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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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非跨

境、跨省（区、市）750 千伏、

1000 千伏交流项目 

c)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b)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其中

±800 千伏及以上直流项目和

1000 千伏交流项目应按照国家

制定的规划核准） 

(7)  

新建炼油及扩

建一次炼油项

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能源发展

规划、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扩

建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其余项目

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8)  
公路、铁路、

桥梁、隧道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独

立公路桥梁、隧道：跨境、跨

重要海湾、跨大江大河（三级

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 

b) 省级政府核准：国家高速公路

网外的干线道项目 

c)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

境、跨 10 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

域、跨大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

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项目（其

中跨境项目报国务院备案） 

b) 省级政府核准：普通国道网项目 

c)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自行决定并

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国

家铁路网中的其余项目 

d)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9)  
集装箱专用码

头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在

沿海（含长江南京及以下）建

设的项目 

b) 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在沿

海（含长江南京及以下）建设的

年吞吐能力 100 万标准箱及以

上项目 

b) 其余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 

(10)  内河航运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千

吨级及以上通航建筑物项目 

b)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省

（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

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 

b) 其余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 

(11)  

民航（通用机

场、军民合用

机场） 

a) 国务院核准：新建机场项目 

b)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商军

队有关部门核准：扩建军民合

a) 国务院核准：新建运输机场项目 

b) 省级政府核准：新建通用机场项

目、扩建军民合用机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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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目录（2013） 目录（2014） 

用机场项目 

(12)  新建乙烯项目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省级政府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石化

产业规划布局方案核准 

(13)  

新建对二甲苯

（PX）项目和

新建二苯基甲

烷二异氰酸酯

（MDI）项目 

新建对二甲苯（PX）项目由国务

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新建二苯

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

由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 

省级政府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石化

产业规划布局方案核准 

(14)  民用航空航天 

民用飞机（含直升机）制造、民

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

站建设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核准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干线

支线飞机、6 吨/9 座及以上通用

飞机和 3 吨及以上直升机制造、

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

面站建设项目 

b) 省级政府核准：6 吨/9 座以下通

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机制造

项目 

(15)  外商投资项目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

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

求的总投资（含增资）3 亿美

元及以上鼓励类项目，总投资

（含增资）5000 万美元及以上

限制类（不含房地产）项目 

b) 省级政府核准：《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限制类中的房地

产项目和总投资（含增资）小

于 5000 万美元的其他限制类

项目 

c) 地方政府核准：《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

（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

（含增资）小于 3 亿美元的鼓

励类项目 

a)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

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

资（含增资）10 亿美元及以上

鼓励类项目，总投资（含增资）

1 亿美元及以上限制类（不含房

地产）项目（其中总投资（含增

资）20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报国

务院备案） 

b) 省级政府核准：《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中的房地产项

目和总投资（含增资）小于 1

亿美元的其他限制类项目 

c) 地方政府核准：《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含相

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增资）

小于 10 亿美元的鼓励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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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目录（2014）将一些原由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项目核准权下放至省级或地方政34 

府，但同时强调相关领域投资要符合国家规划安排，并未实质性放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制。例如，35 

目录（2014）将火电、热电等电力项目核准权下放至省级政府或地方政府，但同时要求省级或地方36 

政府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实质上是理顺了国家规定和地方执行之间的关37 

系，即国家控制规划，地方在规划的额度内自行核准项目投资。与之前由中央核准相比，目录（2014）38 

仅是改变了原有的核准政府层次，而并未在总量上放开投资限制。 39 

3) 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40 

通知还要求，项目核准机关要改进完善管理办法，切实提高行政效能，认真履行核准职责，严41 

格按照规定权限、程序和时限等要求进行审查；监管重心要与核准、备案权限同步下移，地方政府42 

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相应改进管理办法，依法加强对投资43 

活动的监管。此外，国家发改委在其于 11 月 18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要加快建设并依44 

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后续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联动机制。 45 

综上，目录（2014）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构性的核准权下放和投资流程简化，是政府进一步46 

“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47 

我们将继续跟踪关注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与您分享。 48 

 49 

2、 外国投资者获准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 (作者：王欢、马姣) 50 

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51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 3552 

号），商务部、民政部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公告（2014 年第 81 号）（“以下简称《公告》”），53 

就外国投资者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从事养老服务等有关事项进行了相关规定。 54 

1) 鼓励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的一般性规定 55 

《公告》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华独立或与中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合资、合作举办56 

营利性养老机构。 57 

2)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审批 58 

(1) 审批机关：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59 

(2) 审批流程 60 

根据《公告》规定，外国投资者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应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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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交以下申请材料。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62 

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在经营范围中加注“凭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经63 

营”。外国投资者应在获得批准证书 1 个月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64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后，还应当按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申请并取65 

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获得上述许可和依法批准登记前，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或外国投资者66 

不得开展养老服务业务，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收住老年人。 67 

3)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权利 68 

根据《公告》，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从事与养老服务有关的境内投资，鼓励外国投资者69 

发展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经营，开发优质养老机构品牌。同时，在优惠政策方面，《公告》规定，70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与国内资本投资举办的营利性养老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和行政71 

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3。 72 

4) 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的限制 73 

为了防止对养老机构资源的滥用，《公告》明确规定，各地不得批准通过改变养老设施建设用地74 

用途、容积率等使用条件设立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不得经营住宅贴现75 

养老等业务。另外，针对养老机构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况，《公告》也明确规定，外商投资营利76 

性养老机构业务范围中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的，应按有关政策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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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7 号）规定，对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

设减半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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