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自 9 月底上海市政府发布了第一批上海试点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政策以来，
一些更详细的推动开放 6 个领域（如：航运服务领域、专业服务领域、文
化服务领域）的政策也已陆续出台。 

此期中国税务快讯的目的并非在于讨论目前已经颁布的政策内容，更多的
是在于分享我们认为将来的政策可能包括的内容以及我们认为哪些关键
领域可能会出台进一步更详细的解释。 

要点 

1) 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创新  

根据上海自贸区管理办法规定，主要的金融服务相关措施将包括： 

• 人民币资本可兑换； 

• 利率市场化； 

• 人民币跨境使用； 

• 外汇管理； 

• 跨境投融资 

但至今，具体实施流程尚未全文发布，且需要向投资人和金融机构作
进一步说明。不过我们认为，政府在针对上述方面出台进一步的指引
前，将首先解决诸如如何管理相关风险；如何使资金在自贸区和境外/
境内流动；流动性，存贷比率；和是否应进一步放松银行监管等其他
问题。据估计，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外
管局”）不久将各自发布政策以解决上述问题，时间或许会在 2013 年
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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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贸易转型 

上海自贸区的另一目标是鼓励设立地区总部并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
特别是融资租赁、货物贸易和货运物流行业。但是，若要使上海自贸
区具备与其它自贸区或热门区域中心(如：香港或新加坡)竞争的能力，
关键问题是外汇政策，其中包括债务和资金流动方面的开放性。在这
一方面，人民银行与外管局是否会出台进一步开放政策将变得尤为重
要。 

3) 开放新投资机会 

一些外资企业对于 2013 版负面清单列出的投资限制表示失望，因为该
清单几乎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产业目录有关的限制类
和禁止类项目保持一致，并未对这些领域作出即时放开外资投资的规
定。不过，近期上海市商委和发改委可能已经为新版负面清单展开研
究并计划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另外，我们预期有关部门会陆续出台
更多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 

毕马威观察 

截止至 2013 年 11 月，已有 600 多家企业在自贸区进行了注册，这一数据
足以体现出投资者们对自贸区的未来抱有相当的信心。仅管如此，相关政
府部门显然非常的谨慎，尚未就一些关键的领域颁布更详细的指导政策。
此外，对于开放跨境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实际操作指导也令人翘首以盼。 

我们相信一旦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在各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领域将会出
现许多重大的机遇。我们预期会有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以及新的投资形式。
这也意味着公司的财务相关部门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可以探索更多新的业
务模式。 

同时，投资者们也好奇政府是否会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自贸区。就来自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三中全会的信息来看，显然政府打算将来在广东、厦门
或天津也建立自贸区。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自贸区能够获得多大的
成功。 

毕马威将继续关注相关政策并在之后的税务快讯中分享我们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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