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
海市商务委员会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就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由贸易区”）
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条件，独资医疗机构的审批与登记，独资医疗机
构执业等方面制定了管理办法。《暂行办法》的出台为外国投资者在自由
贸易区投资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提供了法规层面的支持。 

外商投资医疗机构在华进程 

主要法规 重要发展历程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2000

年） 

 外国投资者可以合资、合作形式设立医疗
机构，合资、合作中方所占的股权比例或
权益不得低于 30%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2010 年） 

 允许香港或澳门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市、重
庆市、广东省、福建省及海南省以独资形
式设立医院  

 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市、江苏省、
广东省、福建省及海南省以独资形式设立
医院 

《暂行办法》（2013 年）  《暂行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
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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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要点概述 

1 《暂行办法》明确了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要求： 

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设置与发展——必须符合上海市区域卫生规划
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有关促进社会办医的精神和要求，并执行国家
卫生计生部门制定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外国投资者——应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具有直接从事
医疗机构投资与管理 5 年以上的经验，并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1）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 

2）能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和设备； 

3）可以补充或改善所在地在医疗服务能力、医疗质量、技术、资金
和医疗设施方面的不足。 

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独立的法人； 

2）最低投资总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3）经营期限 20 年。 

2 《暂行办法》明确了自由贸易区工商部门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登记
机关，申请人需向其提交相关材料。之后，将由上海市卫生计生部门、
自由贸易区管委会及自由贸易区工商部门出具批准或不批准的书面
文件。获准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工商部门统一向申请人送达《医疗机
构设置批准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企业营业执照》等
文书。 

3 《暂行办法》规定了自由贸易区内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医疗收费价格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毕马威观察  

《暂行办法》放宽了目前对于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投资主体的限制，
不再仅限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服务提供者，而是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
均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此外，就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
形式而言，自由贸易区内的独资医疗机构也不再仅限于独资医院，可以设
立包括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院、门诊部、诊所等形式在内的所有医疗
机构。 

与此同时，对于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的审批与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简化了相关流程，按照“一口受理”工作机制，外国投资者仅需要向自由
贸易区工商部门提交设立申请材料及领取相关文书。 

综上所述，随着《暂行办法》的出台，预计自由贸易区将会吸引越来越多
具有国际先进医疗机构管理经验和服务模式的外国投资者来此设立外商
独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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