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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目录一览  

 

2007 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10 月 31 日新法规 

 

·投资/公司 

1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年修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2007-10-31 颁布，

2007-12-1 实施)   

·房地产、建设工程 

1 《关于印发<建设部行政审批集中受理办公室工作规程>的通知》（建设部 2007-10-24 颁布，2007-11-1

实施)  

·国际贸易 

1 《公布 2008 年原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分配依据和申请程序》（商务部 2007-10-22 颁

布实施)  

2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修订后) （商务部 2007-10-23 颁布实施)  

3 《2008 年农产品、工业品和纺织品出口配额总量》（商务部 2007-10-23 颁布实施) 

4 《2008 年钨品、锑品、白银国营贸易出口企业资格及钨品锑品出口供货企业资格年审申报程序》（商

务部 2007-10-24 颁布实施) 

5 《铟、钼出口许可证申领补充标准和申报程序》（商务部 2007-10-24 颁布实施)  

6 《2008 年焦炭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商务部 2007-10-26 颁布实施)  

7 《2008 年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商务部 2007-10-26 颁布实施) 

8 《关于进行 2008 年度蔺草及其制品出口配额投标资格审查的通知》（商务部 2007-10-31 颁布实施)  

·证券与资本市场 
 
1 《关于发布〈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0-12

颁布实施) 
2 《关于发布〈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内部控制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10-12 颁布，2008-1-1 实施） 

·知识产权、高新技术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0-28) 

 2



 

·综合、其他 

1 《安全生产行政复议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07-10-8 颁布，2007-11-1 实施)  

2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务院 2007-10-9 颁布实施) 

3 《卫生部关于印发<餐饮业食品索证管理规定>的通知》（卫生部 2007-10-22 颁布实施)  

4 《关于来往粤港澳公路货运车辆有关事项》（海关总署 2007-10-22 颁布实施) 

5 《关于印发<药品 GMP 认证检查评定标准>的通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7-10-24 颁布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会晤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

邦、印度共和国 2007-10-24 颁布实施)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7-10-25 颁布，2007-11-6 实施)  

8 《国家统计局关于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国家统计局 2007-10-26 颁布实施)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0-28 颁布，2008-4-1 实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0-28 颁布，2008-6-1 实施)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0-28 颁布，2008-1-1 实施)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10-28 颁布，2008-4-1 实施) 

13 《司法部关于印发<公证机构年度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司法部 2007-10-30 颁布，2007-12-1

实施) 

14 《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新闻出版总署 2007-10-31 颁布实施) 

15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成果奖励工作管理规则的通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07-10-31 颁布实施) 

16 《关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建设部 2007-10-31 颁布实施)  

17 《民政部印发<民政部规章目录>，废止 23 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民政部 2007-10-31 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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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评述  

1．《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 年修订）》评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于 2007年 10月 31日公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

（以下简称“2007 年《目录》”），该 2007 年《目录》自 200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11 月 30 日

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 年修订)》同时废止（以下简称 2004 年《目录》）。2007 年《目录》

修订主要涉及五方面内容：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领域，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装

备制造业、新材料制造等产业。服务业领域，2007 年《目录》在全面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

积极稳妥扩大开放，增加“承接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内容，并减少原来限制类和禁止类条

目。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鼓励

外商投资资源综合利用，2007 年《目录》新增了相关鼓励类条目。对中国稀缺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

源不再鼓励外商投资。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限制或禁止高物耗、

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  

  调整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针对中国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等新形势，不再继续实

施单纯鼓励出口的导向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配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此次修订，在鼓励

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不再列入仅“限于中西部地区”的条目。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持谨慎开放的态度，适当调

整相关条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影响较大的几个行业： 

（1）房地产行业 

外商投资“普通住宅的开发建设”从鼓励目录中消失；限制目录中新增了外商投资“房地产二级市

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或经纪公司”；“土地成片开发(限于合资、合作)”和“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

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经营”的限制不变。 

 

（2）金融业 

2007 年《目录》允许外商投资期货公司，但中方必须控股。根据 2004 年《目录》，期货公司属于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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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外商投资的产业。随着期货品种的开拓，股指期货和黄金期货等交易品种即将推出，现在我国期货市

场的容量已经大大增加，取消外商不得投资期货公司的禁令，有利于提高国内期货公司的经营水平，促

进期货业健康发展。 

 

根据 2004 年《目录》，证券公司属于限制外资投资产业，同时需满足外资比例不超过 1/3 的条件。

而 2007 年《目录》，在保留原有条件的同时，又新增一项限制条件，即合资证券公司“限于从事 A 股承

销、B 股和 H 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 

 

根据 2004 年《目录》，保险公司也属于限制类公司，其中非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 51%；寿

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 50%。而 2007 年《目录》，只规定寿险保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 50%，对外

资投资非寿险公司未作比例要求。  

 

（3）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我国将允许电网的建设、经营在中方控股的前提下引进外资。此前 2004 年修订的目录，电网的建

设、经营曾被纳入禁止类范围，而今年首次进入限制类目录。 

 

（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我国将禁止外资进入经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新闻

网站、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文化经营，高尔夫球场 

 

（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007 年《目录》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新增了鼓励类项目“轨道交通运输设备（限于合资、合

作）：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干线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的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牵

引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的研发、设计与制造；高速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及城市

轨道交通旅客服务设施和设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信息化建设中有关信息系统的设计与研发；高速铁

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的轨道和桥梁设备研发、设计与制造，轨道交通运输通信信号系统的研发、

设计与制造，电气化铁路设备和器材制造、铁路噪声和振动控制技术与研发、铁路客车排污设备制造、

铁路运输安全监测设备制造”，这意味者轨道交通运输设备的制造将向外资开放，引入外资。 

 

2．《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2007 年修订）解读 

 

   2007 年 10 月 23 日，商务部颁布了《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 2007 年《目录》），

2007 年《目录》是在 2001 年 12 月颁布的《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第一批）》的基础上，综

合了国务院各部委、各行业协会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修订建议，经百余名技术和贸易专家多次评审，

并由环保部门和中国工程院专家审定后确定的。修订后的 2007 年《目录》细化了控制要点和技术规格，

更加规范化，更具操作性，对提升引进技术的质量和水平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列入《目录》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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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类技术不允许进口，限制类技术采取许可证管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技术所列的被禁进口的

技术有：氧化铜线杆生产技术、电解铝生产工艺、稀土矿冶炼工艺、炼铅工艺等；被限制进口的技术目

录有：原矿、精矿预氧化技术、一水硬铝石型铝土矿生产氧化铝工艺技术、350kA 预焙铝电解槽电解工

艺技术、1600 吨以下挤压机及挤压技术、350kA 以下预焙铝电解槽设计及制造技术。 

 

商务部表示，限制盲目进口，引导企业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推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

新是本次目录发布的一大目的。同时，限制进口技术的参考原则还包括了为保障国家国际金融地位和国

际收支平衡。 

 

在今年 10 月份的高交会上，商务部官员曾透露，《鼓励进口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目录》已完成制定并

即将公布，我国将以进口贴息等政策，加大对进口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重要物资的政策支持力度。 

 

专家表示，限制类、鼓励类进口产品目录的发布将完善我国外贸政策，不仅有利于缓解外贸顺差，

也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我国技术的创新发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解读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修订，新的民事诉讼法将于 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并细化了申请再审的事由、规定了再审的审查期间，以此解决“申诉难”

的问题。新规定的申请再审的理由如下：（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

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

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

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7）违反

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9）无

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

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

判决的；    （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13）据以做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

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此外，新的民事诉讼法还对检察院就再审的检查监督职能做出规定。比如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

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另一大亮点是强化执行措施，增加规定了“立即执行”、财产

报告等制度；加大了执行威慑机制，并提高了对不履行判决、裁定的罚款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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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专递》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本《汉坤专递》的信息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截止至 2007 年 10 月 31 日。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 

 

张蕾 律师： 
电话：+86-10-85255500 
Email：leia.zhang@hankunlaw.com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办公楼 C1 座 9 层 903-908 室，100738 

 
金文玉 律师：  
电话：+86-10-85255500 
Email：wenyu.jin@hankunlaw.com  
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办公楼 C1 座 9 层 903-908 室，1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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