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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合规系列 

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更新 

优化技术要素跨境流动环境 

 

 

 
 

为适应技术进口管理的当前情况，进一步创造技术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

良好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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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于近期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国禁止进口限

制进口技术目录》（商务部公告 2021 年第 37 号，以下简称“新版目

录”），对禁止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新版目

录自 2021 年 11 月 2 日实施，旧版目录则同步废止。 

 

修订背景 

 

技术进口，是指从境外向境内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

转移技术的行为，具体的技术转方式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

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等。中国对禁

止和限制进口的技术实施目录管理，由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

该目录。其中，列入禁止进口条目的技术不得进口；对于列入限制进口

条目的技术，进口经营者需申请技术进口许可证，凭许可证办理相关手

续。 

 

旧版目录系 2007 年公布并实施。在 2020 年进博会期间，商务部即表示

将推进旧版目录的调整工作，除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等必要技

术条目外，将突出市场调节作用，压缩禁止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为

技术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 

 

目录变化 



 

新版目录保留了旧版目录的技术条目格式。对于每一项禁止和限制进口

的技术条目，均包含行业分类、技术名称、控制要点三层内容，其中控

制要点包含禁止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中需要控制的技术内容、特征和

范围。从条目数量来看，新版目录对旧版目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禁止进口技术 

 

与旧版目录相比，新版目录中的禁止进口技术条目由原来的 39 项减至 10

项，删除了旧版目录中列入林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

行业下的所有条目。 

 

新版目录中保留的 10 项禁止进口技术条目如下表所示（条目列示至技术

名称）：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 

 农药生产技术 

 氰化钠生产工艺 

 石化工业用水处理药剂配方 

 

非金属矿物制品 - 耐火材料技术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  

氰化法电镀黄铜连续作业线技术 

 

汽车制造 - 汽车氟利昂空调系统技术及石

棉摩擦材料制品技术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  

 含铅绝缘漆技术 

 含卤覆铜板技术 

 电池制造技术 

 氟利昂制冷技术 

 

限制进口技术 

 

与旧版目录相比，新版目录中的限制进口技术条目由原来的 87 项减至 14

项，其中： 

 

 删除 77 项条目，涉及食品制造，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环境管理

业等行业。 

 新增 4 项条目，分别涉及林业、医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新版目录中的 14 项限制进口技术条目如下表所示（条目列示至技术名

称）： 

 
原版目录保留条目（10 项） 新增条目（4 项） 

农业 -  农业转基因生物应

用技术 

 

纺织业 - 印染技术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  

 硫酸生产技术 

 颜料生产技术 

 

通用设备制造 - 速印机

（油印机）制造技术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 

 高能耗家用电器产品制

造技术 

 电池生产技术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 

 超临界发电技术 

 亚临界发电机组设计、

制造技术 

 

货币金融服务 - 印制人民币

特有的防伪技术、工艺 

 

林业 - 果蔬保鲜技术 

 

医药制造 - 高致病病原微

生物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 

 深度伪造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限制进口的技术目录中新增了数据加密技术（控

制要点为安全强度高于 256 位加密算法的加密技术），而我国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版《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也根据



《密码法》等有关规定新增了商用密码进口许可清单，将加密电话机、

加密传真机、密码机（密码卡）、加密 VPN 设备列入实施进口许可的商

品范围。两者的管控对象和管控要点虽各有侧重，但均体现了中国在数

据加密领域的进口管理态势。涉及相关技术应用场景（如商用密码检

测，身份验证，金融交易数据的存储、传输和管理等）的进口经营者需

考虑有关的贸易合规影响。 

 

建议 

 

新版目录的修订大幅缩减了禁止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将对技术

要素的跨境流动带来积极影响。但有关企业或机构在高度关注技术出口

限制要求的同时，也应遵循我国在技术进口方面的合规要求。 

 

特别是涉及数据传输、信息安全、通讯、金融、软件服务等领域的企业

或机构，应重视数据加密领域的技术或设备进口管控合规，对进口技术

（软件或代码）进行提前识别、预警，以便及时开展进口许可证申请工

作。 另一方面，上述企业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业务实际情

况，在内部建立和规范加密技术进口的流程和管理制度。需要提醒的

是，新版目录里对于加密技术的描述较为宽泛，因此企业在实施过程

中，仍应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践执行细节，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

沟通，寻求专业机构的意见，以避免无意的违规行为。 

 
 

贸易与合规系列专题为德勤中国从贸易合规及供应链视角推出的系列专

题分享，介绍我们的观察与洞见，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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