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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背景及概述 

• 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 

• 案例研究 

• 与深圳前海有何不同？  

• 应对与行动建议 

• 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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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题一 

您所在的行业？ 

• 分销及相关外包服务行业（如航运、物流及仓储服务） 

•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包括文化产业） 

• 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 

• 金融业 

• 教育、培训业 

• 其他（如：制造、房地产、能源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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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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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国家战略、改革开放、制度创新 

• 中国面临进一步扩大开放型经济的压力 

– 进一步开放哪些行业？ 

– 如何开放？开放到何程度？ 

– 时间安排：进展速度如何？ 

•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国际化和法治化高标准的经贸和投资体系 

– 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 

– 众多重要贸易伙伴相互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 中国面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压力 

• 谈判策略？ 

• 做出哪些让步？获得什么对价？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 在区内探索开放型经济，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改革 

– 积累先试先行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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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的地理位置 

• 目前由以下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组成 

– 外高桥保税区  

–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 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 洋山保税港区 

• 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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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 
 

2013年10月 

 

2014年 

• 总体方案公布 （9月18日生效，9月 27日公布)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9月 28日）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

并且负面清单公布 （9月29日） 

• 部分外商投资法律规定在自贸试验区

内暂停适用 (10月1日)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

办法》开始实施 (10月1日) 

• 具体试点规则可能陆续推出 

• 试验区条例的立法工

作（可能于2014年3

月完成） 

• 自贸试验区各项改革

试点试点可能全面展

开（2014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 

• 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

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 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

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

件事，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

间和动力…… 

• 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

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一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2年底 2013年3月 2013年7、8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 上海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推进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 

• 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

易园区 

• 国务院原则通过《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总体方案》（7月3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

务院在自贸试验区内暂

时调整外商投资法律规

定之相关行政审批（8月

30日） 

可能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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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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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问题二 

您所感兴趣的自贸试验区新政（可多选） 

• 金融制度创新 

• 市场准入及开放 

• 投资审批和监管 

• 海关监管 

• 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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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方案 （基于公开信息） 

挂牌前完成: 55 挂牌后完成:  43 

试点计划: 98-1（删除文物拍卖） 

 制度创新：32  

– 准入制度 (9) 

– 金融制度 (3) 

– 贸易监管制度 (13) 

– 综合监管制度(7) 

 服务业扩大开放：18  

– 金融服务 (3) 

– 航运服务 (2) 

– 商贸服务 (1) 

– 专业服务 (7) 

– 文化服务 (2) 

– 社会服务 (3) 

 (自贸试验区)功能拓展：5 

– 金融领域 (无) 

– 贸易领域 (4) 

– 航运领域 (1) 

 税收政策：无 

 制度创新：22  

– 准入制度 (无) 

– 金融制度 (12) 

– 贸易监管制度 (10) 

– 综合监管制度(无) 

 服务业扩大开放：6 

– 金融服务 (2) 

– 航运服务 (1) 

– 商贸服务 (2) 

– 专业服务 (1) 

– 文化服务 (无) 

– 社会服务 (无) 

 (自贸试验区)功能拓展：8  

– 金融领域 (5) 

– 贸易领域 (1) 

– 航运领域 (2) 

 税收政策：7+(2) 

• 总体要求 

• 主要任务和措施 

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2. 扩大投资领域开放 

• 扩大服务业开放 

•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 

3. 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 推动贸易转型升级 

• 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 

4. 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 

• 加快金融制度创新 

•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5. 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 

• 完善法制保障 

• 营造相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 

1. 创新监管服务模式（ “一线放开”， 

“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进一步强化监

管协作） 

2. 探索与试验区相配套的税收政策

（促进投资，促进贸易，离岸业务） 

• 扎实做好组织实施 

试点计划的实际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 目前相对明确并可实施：30多项，涉及挂牌前完成和挂牌后完成事项 

• 年底前计划进一步明确并实施：20多项 

我们的观察：更多具有重要影响的项目还在讨论中，很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陆续推出 

总体方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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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负面清单之外

的限制 

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单：概述 

未列入负面清单的领域 

• 《总体方案》中六大已经放开的服务业 

• 之前已降低准入门槛：如香港、澳门和台湾

投资者可继续根据《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等享受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待遇（若适用） 

列入负面清单的领域 

•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禁止类项

目的所有内容（负面清单有所修订的除外） 

• 鼓励类项目，但同时含“限于合资、合作”、

“限于合资”、“中方相对控股”、“中方控股”、

“限于合作、合伙”等外资准入内容的所有项

目 

• 允许类，但其他法规、法规、文件中存在

对外资准入要求：如盐的批发 

《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 

• 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

目保留核准的项目 

• 禁止（限制）外商：投资

国家及国际条约规定禁止

（限制）的产业，危害国

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项目，

从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经营活动 

•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国际组织 

下述有关的现行规定

在自贸试验区内将继

续实施 

• 外资并购、外国投

资者对上市公司的

战略投资、境外投

资者以其持有的中

国境内企业股权出

资  

• 涉及国家安全审查、

反垄断审查 

未列入《负面清单》领域 –      

审批程序被备案程序替代 

特殊审批 / 

审查项目  

现有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措施 

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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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内容结构 

门类 

A: 农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 

B: 采矿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C: 制造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P: 教育 

E: 建筑业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F: 批发和零售业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J: 金融业 

K: 房地产业 

大类 中类 特别管理 

措施 

许多大类均

有规定，但

并非所有门

类 

各大类和门类

（如果该门类下

无大类）均有具

体的规定 

每个中类均有

特别规定，一

般限制和禁止，

或特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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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 内容举例 

门类 大类 中类 特别管理措施 

F: 批发和零售 
F51: 批发业 

F511: 农、林、牧产

品批发 

限制投资粮食收购，限制投资粮食、棉花的

批发、配送 

F512: 食品、饮料及

烟草制品批发 

• 限制投资植物油、食糖、烟草的批发、

配送 

• 禁止投资盐的批发 

F514:  文化、体育用

品及器材批发 

• 除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可以独资、合

资、合作形式提供音像制品（含后电影

产品）分销 

• 限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者投资音像制

品（除电影外）的分销（限于合作） 

F516: 矿产品、建材

及化工产品批发 

限制投资原油、化肥、农药、农膜、成品油

（含保税油）的批发、配送 

F518: 贸易经纪与代

理 

禁止投资文物拍卖 

F52:  零售业 参见负面清单 

查询负面清单，确定是否为备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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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 变更流程 

• 外资企业变更流程与外资企业设立流程类似 

• 办理时限由原来的29个工作日大大缩短 

• 试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 试行年度报告公示制 

投资者登录一口受理网上平台 

按负面清单确定是否为备案事项? 
备案制 

是 

项目核准或行业许可（或有） 

否 

审批制 

填写企业设立综合申报表（一表式） 

质监 税务 

办理行业许可（或有） 

公网系统信

息共享平台 

外资审批 

工商登记 

质监 

税务 

外资备案 项目备案 工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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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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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带来了什么？已经有的和可能会有的 

• 国际化,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 功能拓展 

– 境内外融资平台 

– 海外投资平台 

– 整合贸易、物流、服务、

结算等的运营中心 

– 资金管理及结算中心 

•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 利率市场化 

• 人民币跨境使用 

• 外汇管理改革 

• 金融市场多层次的开放 

• 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

效管住 

• 税收制度环境 

– 促进投资 

– 促进贸易 

– 境外投资和离岸业

务 

• 扩大投资领域开放 

– 扩大服务业开放 

– 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

系 

• 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 管理方式转变 

– 准入管理变革：负面清单 

– 事中、事后监管模式 

– 完善法制保障 

 

金融改革措施 

投资环

境升级 

监管及税

收制度环

境 

功能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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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者寻求业务拓展和效益提升-可能面临的阻

碍 
• 境外扩张：通过境外收购

或以新设方式投资面临审

批复杂的难题 

• 优化经营：如进行集中采

购、集中管理客户等，将

面临海外原材料集采的外

汇问题 

• 融资 

– 融资成本很高，想借人民币

借不起，想借外币借不了 

– 需要利用海外关联公司的利

润支援支援国内建设，可是

资金进境手续繁 

• 战略投资者：税务成本和

阻碍 

关联 关联 

关联公司 

控股公司 

关联公司 

中国内地非自

贸试验区 

海外 

客户 供应商 

战略投资者 

管理层 

资金 

贸易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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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者寻求业务拓展和效益提升-可能面临的阻

碍：自贸试验区助力 

• 境外投资:  程序简化 

• 海关和外汇管制程序: 完善和

放宽，跨境贸易和跨境服务便

利   

• 融资: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

程序放宽，因而方便获得低成

本的境外人民币融资和跨境现

金池  

• 员工股权激励: 引入税收优惠  

• 战略投资者: 税务成本有所涉

及，如资产出资分期缴费 

关联公司 

控股公司 

关联公司 

自贸试验区 

海外 

客户 供应商 

战略投资者 

管理层 

中国内地非

自贸试验区 

真的那么好？改革还要一步步来，但是安排可以先开始 
资金 

贸易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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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总部 (具有投资、资金管理、贸易、及共享服

务的单一、多项或综合功能) 

自贸试验区有哪些创新 (以现

有信息为依据) 

金融 

• 外汇管制放宽，跨境交易可能实现

极大程度的简便，包括结算中心业

务 

• 外币及人民币跨境融资便利化 

投资管制和

审批 

• 可能放宽地区总部和运营中心的设立

条件 

• 对境外投资一般项目以“备案”+“事后

管理”模式取代事前审批 

海关监管 
简便和现代化的海关及港口管理模式，

包括探索合同流、资金流和物流相分离

的管理方式 

税制 可能推出具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 

关联公司 

新公司 

（地区总部） 

关联公司 

关联公司 

自贸试验区 

海外 

中国内地

非自贸试

验区 

第三方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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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 金融服务 

外商独资或 

中外合资“银行” 

，分行及支行 

跨境外汇和人民币融

资，一般银行服务 

人民币业务 

针对大宗商品和航运

贸易的特别金融产品

和工具 

符合条件的 

民营资本 

合格的境外 

金融机构  

全球或地区结算和资

金管理中心，投资和

资金管理业务 

自贸试验区有哪些创新 (以现有信息

为依据) 

金融 

• 利率自由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并允许跨境外汇和人民币融资 

• 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开展全球或地区结算

中心和资金管理中心相关业务以及基金

管理业务 

投资管制和

审批 

• 可能放宽设立条件，允许合格的境外金

融机构开设外商独资银行 

• 可能允许合格的民营资本开设中外合资

银行 

• 在条件具备时，允许设立有限牌照银行 

• 可能放宽对外国银行/分行/支行在自贸

试验区内从事特定业务的要求，例如人

民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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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 

供应商 

网上购物商城及保税
仓库 

消费者 

中国内地非

自贸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 

海外 

自贸试验区有哪些创新 (以现有信

息为依据) 

快递时间 
• 商品存放在保税仓库，将显著缩短

快递时间 

缴纳税款 
• 推迟缴纳关税和进口增值税 

• 可能适用较低的税率 

海关监管 
• 接受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监

管 

售后服务 • 消费者可获得售后服务 

21 



© 2013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投票问题三 

贵公司是否有兴趣探究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开展业务？以及感兴趣的程度 

• 非常 – 正在规划考虑中 

• 一般 – 计划在短期内考虑 

• 低 – 目前尚无意向了解 

• 不清楚 / 不适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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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圳前海有何不同？ 

• 不具备直接可比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经济开发的改革

试点。其成功经验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前海政策主要针对现代服务业和金融行业，带动粤港

澳经济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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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动计划 

寻找商业机会、探讨商业模式，

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 收集相关信息，明确把握商业目标，了解商业机会/挑战并

且确定商业目标的先后次序 

• 确定商业模式备选方案及可行方案 

• 进行可行性研究，做好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

政府机关商谈的准备工作 

贴近中国

（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

区 

初步接触，确

定和选择商业

模式 

• 初步接触:  非公开方式 

• 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估和调整 

• 在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决定商业模式，修正演示文稿及相关

支持文件 

• 决定磋商策略，包括“备选计划”（包括风险管理的方案） 

目标模式的谈

判和订立 

• 正式会面，启动商谈 

• 在外部顾问的建议和支持下进行商谈，尤其针对税务等其

他希望达成的扶持政策进行商谈 

• 将讨论事项和达成的一致内容书面化，在合适的情况下，

达成并签署内容恰当的正式法律文件 

26 



© 2013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积极行动建议– 取得先行优势 

不用坐等政策出台，请积极

向自贸试验区管理部门提出

需求 

• 鉴于政府部门希望开创自贸

试验区的新型互动方式，我

们建议有意在现行法律框架

之外探索全新商业模式的投

资者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

出您的需求与期望。我们注

意到对于自贸试验区，政府

采取前所未有的立场 

– 此前：政府制定规则，投资

者了解规则，并根据规则相

应地设计商业模式； 

– 当下：政府日益注重以市场

为导向，并创造有利的营商

环境。政府欢迎企业与政府

探讨“何种商业模式？”，“对

投资者及中国有何好处？”，

并积极与投资者进行开诚布

公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理解 

 

• 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目标、路径和总

体框架 

• 自贸试验区计划实行的具体细节 

准备 

 

• 审视商业目标，优先次序和希望达

成的商业模式 

考量 

• 专注于思考目前可行的商业模式或

商业结构 

关注 

 

• 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对贵企业有何裨

益 

参与 

主动与自贸试验区主管部门 

• 取得联系 

• 双向沟通 

• 提出方案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主管部

门 

建议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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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参与 
如欲在个人电脑或流动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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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eloitte.com/ap/dbr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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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已经入驻自贸试验区的36家企业 

(2013年9月29日) 
据媒体报道36家企业已经获批入驻自贸试验区，其中包括8家本地银行， 2家外资银行和1家融

资租赁公司 

33 

企业名称 投资方 

1 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百视通、美国微软全球金

融  

2 卜蜂进出口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泰国正大集团 

3 上海东方明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明珠集团 

4 上海盛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盛大集团 

5 广视通网络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SMG、国家电网 

6 上海跨境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支付 

7 上海东方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astday 

8 上海泛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硅谷天堂资产、盛富投资、

天水控股 

9 上海亚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铁物资、中信证券、上

海乾洋投资管理 

1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联交所 

11 上海中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盐业 

12 上海汽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 

13 世天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世天威 

公司名称 I投资方 

14 上海布瑞克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全球网交所、金砖国家创投

基金、成都中美基丕基金 

15 联碧德（上海）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联碧德 

16 艾摩珂海洋工程设计（上海）有

限公司 

芬兰Almaco(爱买客)集团 

17 法巴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法国巴黎银行 

18 上海运力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汇锝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宏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 上海浦东保时捷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保时捷 

20 弘毅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弘毅投资有限公司 
21 申银万国智富投资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 

2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贸区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24 杰尼亚（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意大利杰尼亚控股公司 

25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自

贸区支公司 

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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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已经入驻自贸试验区的36家企业  

(2013年9月29日)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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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投资方 

26 中国银行自贸区分行 中国银行 

27 中国工商银行自贸区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28 中国农业银行自贸区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 

29 中国建设银行自贸区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 

30 中国交通银行自贸区分行 中国交通银行 

31 招商银行自贸区分行 招商银行 

32 上海浦发银行自贸区分行 浦发银行 

33 上海银行自贸区分行 上海银行 

34 花旗银行自贸区分行 花旗银行 

35 星展银行自贸区分行 星展银行 

36 中国交通银行金融租赁 中国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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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试验区 深圳前海 

总体定位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经济开放的改革试点。作为经

济转型的全面改革的试验田，其涵盖的范围包括投资贸易体系

的多个方面，且成功经验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发挥深港比较优势，利用前海粤港合作

平台，推进与香港的紧密合作和融合发

展，逐步把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

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投资准入 

• 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由核准制改为备案

制） 

• 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

限制措施 

• 按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审批 

• 设立产业准入目录，对符合该目录及

优惠目录的现代服务业给予优惠政策

以鼓励其发展 

企业运营 

• 鼓励建立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 

• 鼓励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 

• 支持发展离岸业务 

• 探索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 支持融资租赁公司设立项目子公司 

 

• 支持金融机构设立国际型或全国性管

理总部、业务运营总部 

 

 

金融改革 

• 外汇管制显著放宽 

• 取消利率管制 

• 金融服务业向外资全面开放，鼓励交易和商业模式创新 

• 建立境外投资平台 

• 人民币相关外汇管制放宽：拓宽境外

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银行机构发放

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等 

• 设立投资平台 

附件二：上海自贸试验区  vs. 深圳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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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试验区 深圳前海 

税收优惠 

• 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股权激励 

• 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 
• 境外投资和离岸业务税收制度（有待明确） 
 

 

• 15%企业所得税税率：区内符合产业
准入目录和优惠目录的企业 

• 符合规定条件的现代物流企业享受现
行试点物流企业按差额征收营业税的
政策。 

• 15%个人所得税税率：符合条件的境
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工资薪金所
得已纳税额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15%
部分给予财政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
得税 

海关和其他
贸易措施 

• 促进货物流通的海关措施—保税贸易的进一步
发展 

• 海关合规程序的重大改革 
• 航运和物流领域的多项促进措施 
 
 
 

• 未有相关对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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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法规 (截止2013年10月22日) 

  Regulation Promulgation date Effective date Release date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Framework Plan for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18 2013.09.18 2013.09.27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3年）》Spec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Negative List) on 

Foreign Investment Access to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 

2013.09.29 2013.09.29 2013.09.30 

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9 2013.10.01 2013.09.30 

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 Fil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9 2013.10.01 2013.09.30 

5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 Fil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Projects by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Enterprises 

2013.09.29 2013.10.01 2013.09.30 

6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办法Fil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9 
2013.10.01 (-

2016.09.30) 
2013.09.30 

7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Fili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in Setting up 

Enterprises by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Enterprises 

2013.09.29 2013.10.01 2013.09.30 

8 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
知Circular of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on Issues 

Concerning Banking Supervision in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2013.09. 28 2013.09. 28 2013.09.29 

9 资本市场支持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干政策措施Polices 

and Measures on Capital Market for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9 2013.09.29 2013.09.29 

10 保监会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CIRC Supporting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Construction 
2013.09.29 2013.09.29 2013.09.29 

11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
干意见Opinion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6 2013.09.26 201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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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法规 (截止2013年10月22日) (续) 

  Regulation Promulgation date Effective date Release date 

12 工商总局关于同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新的营业执照方案的批

复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s Reply for Approving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New Business License Plan in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6 2013.09.26 2013.09.30 

13 质检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Opinion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n 

Suppor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7 2013.09.27 2013.10.10 

14 文化部关于实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管理政策的通知 

Circula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n Implementing the Policies of Cultural 

Market Administration for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9 2013.09.29 2013.09.30 

15 交通运输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ramework Plan for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about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enter 

2013.09.27 2013.09.27 2013.09.30 

16 交通运输部关于在上海试行中资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沿海捎带的公告

Circular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Coastal Shipping of China-invested 

Foreign Ships of International Sails 

2013.09.27 2013.09.27 2013.09.30 

17 工商总局关于授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外商投资企业

登记管理权的通知Circula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 on Approving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Registration to the Branch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 

2013.09.24 2013.09.24 2013.10.04 

18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登记管理

的规定》Provisions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 Commerce 

on Reg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Enterprises 

2013.09.30 2013.10.01 -2016.09.30 201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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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德勤网站主题页面 

商务与税务评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介绍 

商务与税务快讯 

法规及部分非官方英文翻译 

德勤在线 –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题网络讲座 

在www.deloitte.com/cn/pftz页面上，我们为您一站式提供全面的信息以及各类工

具，方便您及时了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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