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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后，国务院于9月18
日颁布了国发[2013]38号《国务院关于
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总体方案
的通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
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与此同时, 上
海市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六项管理办法和
措施,于10月1日起实施。

根据规划，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定位除了
传统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外，也将致力于
服务型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将
对区内的服务型企业提供包括投资、贸
易、金融、财税、行政、海关等多方面
的优惠政策，预期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
的试验田。

覆盖范围

在2013年7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并通过《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批
准设立。其占地面积达到28.78平方公

里，覆盖以下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 洋山保税港区
• 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区内贸易自由化的改革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的概念
接近，但将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贸易自

由,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

下的货物进口、制造和再出口。在试验
区内，对于货物的一线国境监管将采用
集中、分类、电子化的监管模式实现简
化。相应的检验检疫流程也将通过一站
式的管理实现简化，实行“进境检疫，
适当放宽进出口检验”模式。可以预
期，这将使货物高效迅速地进出自由贸
易区成为可能，并将进一步提升其国际
贸易、航运和物流中心的地位。

上海作为贸易中心，将集中在转口贸易

和离岸贸易上。其核心将是：
• 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包括资金、运

营和营销）；
• 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可以预期，自贸区中的优惠政策将帮助
跨国公司实现外汇资金的集中运营、建
立全球资金管理中心，为其在区内发展
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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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投资自由化的改革

贸易的自由化离不开区内企业的提升和周边服务业的整体配套。试验区将推行

“非禁即入”的原则，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现“法无明文禁止即可
为”，从而为投资带来便利。对于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
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同时，为了吸引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

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者进入园区，试验区为上述领域的企业提供了相比区外企业更
为积极和灵活的优惠政策，发布了开放清单。

  

区内金融自由化的改革

坐落于金融中心的上海，自贸区也将通
过逐步推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利率的

市场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金融业的

对外开放等，提高区内企业的资金周转
效率，形成一个服务于亚太地区的离岸
金融中心。金融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是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将积极探索面
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建立与自贸区
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

区内创新的监管服务模式

根据方案，自由贸易区将推行“一线放

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模

式。“一线”指国境线，允许企业凭进
口舱单将货物直接入区，再凭进境货物
备案清单向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简
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的进出
口手续。政府的监管将侧重在二线，通
过进出境清单对比、帐册管理、卡扣实
货核注、风险分析等手段实现。

对区内企业提供的税收优惠

之前自由贸易区内企业减按15%优惠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并未出现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中，也不是自贸区的卖点。自贸

区将推行的促进贸易和投资的税收政策

主要包括：

• 贸易方面：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试
点；境外购买的空载重量25顿以上
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免
征进口环节增值税；符合条件的进
口机器、设备免税；

• 投资方面：资产评估增值所得税及
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所得
税。

自贸区挂牌即日生效的政策 自贸区挂牌后逐步推行的政策

金融
服务

• 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
• 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单

机、单船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
制

• 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
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
构设立外资及中外合资银行

• 适时在试验区内试点设立有
限牌照银行

• 允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中
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航运
服务

• 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
星旗船，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
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
捎带业务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

• 放宽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
际船舶运输企业的外资股比
限制

商贸
服务

• 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
产和销售，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
查的游戏游艺设备可面向国内市场销
售

• 允许外资企业经营特定形式
的部分增值电信业务

专业
服务

• 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
• 允许在试验区内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中

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台湾地区以外
的出境旅游业务

• 放宽中外合资、外资人才中介机构在
股权比例、最低注册资金等方面的部
分限制

• 允许设立股份制外资投资性公司
• 对试验区内为上海市提供服务的外资

工程设计（不包括工程勘察）企业，
取消首次申请资质时对投资者的工程
设计业绩要求

• 对试验区内的外商独资建筑企业承揽
上海市的中外联合建设项目时，不受
建设项目的中外方投资比例限制

• 探索密切中国律师事务所与
外国（港澳台地区）律师事
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和机制

文化
服务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为
上海市提供服务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在试
验区内提供服务

社会
服务

• 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

•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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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公司可能带来的契机

从商业模式来讲，上述革新将为跨国公
司发掘新的商业模式带来便利。而对于
已经在试验区设立的或者将在这里设立
的地区总部以及投资性公司尤为突出。
举例而言：

• 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设立财务公司
目前上海仅有两家外资财务公司，对于
外资财务公司，经营方面监管要求比较
高，如：业务对象仅限于集团内部企
业的同时，还要求财务公司缴纳16.5%
的存款准备金，影响资金集中运作的效
益，对从事外汇远期交易业务也有较高
的要求，不利于企业集中规避汇率风
险。

预期自贸区将放开部分限制和要求，从
而鼓励跨国公司设立财务公司，使其可
以利用内部资金融通，降低财务成本和
融资成本。

关于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税务快讯所载资料以概要方式呈列，
旨在为Grant Thornton客户及员工提供
中国大陆地区最新税务信息，仅供参考
使用，并不能替代详尽专业建议。Grant
Thornton对于并未与我们进行进一步咨
询而单纯基于此快讯所提供信息行事而造
成的任何各方的损失均不承担责任。

• 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事人民币及
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提供便利

目前上海仅有六家企业参与了跨国公司
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其中
外资企业仅有两家。随着在沪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的功能集中，跨国公司人民
币及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进一步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事人
民币及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提供便利有利
于财务公司真正成为跨国公司的亚太区
资金管理中心。

• 按照注册资本规模提高地区总部及
投资性公司备用金结汇上限

目前地区总部及投资性公司每月备用金
结汇上限为20万美元，然而地区总部及
投资性公司存在临时性的支付需求较多
的问题，提高每月备用金结汇额度可进
一步便利企业日常经营。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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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如何帮助您？

我们认为企业在争取享受自贸区提供的
诸多便利和税收政策或考虑是否在自贸
区设立公司上，应当从自身的业务模式
及其发展考虑，以业务需要作为主要的
驱动，而非税收政策。我们的税务咨询
专家在商业投资和业务模式方面积累了
广泛的经验，将与您携手共同发掘自贸
区可能带来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