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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駐北京辦事處搜集的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資訊，由 2013

處於 2013 年曾發放有關全國

 
 
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目錄 
全國 

1. 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組織開展 2014-2016 年國家物聯

理總局原則放寬民宅辦企業 

業銀行發行公司債

家稅務總局《關於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有關稅收政

計師事務所

量控制的通知（徵求意見稿）》 
 

10.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關於廢止涉及食品安全監管職能相

關文件的公告 
11.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行政覆議辦法》 
12.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保健食品再註冊技術審評要點

（徵求意見稿）意見的函》 
13. 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加快推進碳纖維行業發展行動計劃》 

網重大應用示範工程區域試點工作的通知》 
3. 商務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內貿規劃工作的實施意見 
4. 國家工商行政管

5.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新貨幣政策工具 
6. 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監會聯合發佈《關於商

券補充資本的指導意見》 
7. 財政部和國

策繼續執行的通知》 
8. 財政部和中國證監會《關於進一步規範證券資格會

整合行為、加強執業質

9. 《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決定》



14. “中國文化消費指數”首次發佈  文化消費缺口超 3.6 萬億 
 
北京 

15. 《2013 版文化創意企業融資手冊》 
 
河北 

16.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個體和專業市場稅收管理工

作的通知》 
 
山東 

17. 《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18. 《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鼓勵和支持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有

關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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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全體會議通過

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11 個方面的體制改革，同時新設立兩個機

系和治理能

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

社會財富的

民；  

革上取得決定

 

• 會議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財稅、科

的體制改革。其中，

理好政府和市場的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新設立兩個機構：國家安全委 革領導小組。  

會議公報》全文可參考：  

 
11 月 9 日至 12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

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未公佈）。全

構。  
 
全會主要內容包括：  
• 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

力現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

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

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
 
• 體制改革：全會要求到 2020 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

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
 

技、行政、司法、行政執法和醫藥衛生等 11 個方面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

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

• 員會和全面深化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
http://www.gov.cn/jrzg/2013-11/12/content_2525960.htm 
 
 
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組織開展 2014-2016 年國家物聯

範工程區域試點工作的通知》 

關於組織開展

知》，以推進

物聯網產業持續健康發展。 

 
• 目標：支持各地在工業、節能環保、商貿流通、交通能源、安全生產等

領域組織實施一批物聯網重大應用示範工程區域試點項目。重點支持地

方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物聯網技術的集成應用，提供物聯網專業服務和增

值服務，探索新型商業模式，培育新興服務產業，支撐實體經濟發展；  
 
• 重點領域：包括物聯網專業服務和增值服務應用示範類項目 ;物聯網技術

集成應用示範類項目。  
 

網重大應用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11 月 8 日發佈《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

2014-2016 年國家物聯網重大應用示範工程區域試點工作的通

 
《通知》主要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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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全文可參考：  
http://www.gov.cn/zwgk/2013-11/08/content_2524053.htm 
 

3. 商務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內貿規劃工作的實施意見 

日發佈《商務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內貿規劃工作的實施意見》，

以推動內貿管理工作創新，發揮各類內貿規劃引領和帶動作用，促進國內貿

 

制工作；到

規劃覆蓋內

業和重點領域，60%以上縣區編制完成商業網點規劃，形成比

全，編制程序

劃實施環境

 
劃分級管理工

動內貿規劃貫徹實施和建立內貿規劃工作考評制度。  

《意見》全文可參考：  
461.shtml

 

 
商務部 11 月 5

易又好又快發展。
 
《意見》主要包括：  
• 國內貿易規劃分為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和網點規劃三類；  
 
• 工作目標：到 2015 年，基本完成縣級市商業網點規劃編

2018 年，各省（區、市）編制完成內貿發展規劃，內貿專項

貿主要行

較系統的內貿規劃體系；到 2020 年，內貿規劃體系更加健

更加規範，規劃質量顯著提升，規劃引導作用大幅增強，規

明顯改善；  

• 六個工作任務：明確各類內貿規劃功能定位、加強內貿規

作、規範內貿規劃編制工作程序、推進內貿規劃分類制訂工作、大力推

 

http://scjss.mofcom.gov.cn/article/cf/zcfb/201311/20131100378  

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則放寬民宅辦企業 
 

11 月 7 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爲了放寬註冊資本登

便電子商務和創意產業

等企業註冊登記，工商總局原則上放寬居民住宅作為公司住所，具體規定由

各地方政府制定。但是出於社會管理的需要，並非任何場所都可註冊為企業

m

 

 
4. 國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記制度中住所的條件管制，釋放更多的場地資源，方

的住所。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08/c_118054305.ht  
http://www.gov.cn/wszb/zhibo585/ 
 

 
5.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新貨幣政策工具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11 月 6 日新增“常備借貸便利（ 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 SLF）”欄目，正式公佈今年常備借貸便利開展情況。常備借貸便

利的主要功能是滿足金融機構期限較長的大額流動性需求。對象主要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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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最長期限為三個月，目前以一至三個月期操作為

主；利率水平根據貨幣調控需要、發放方式等綜合確定。  

給，應對突

求大幅波動，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

有效防範金融風險。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zhengcehuobisi/4154/index.html

 
新流動性管理工具的及時創設，既可以有效調節市場短期資金供

發性、臨時性因素導致的市場資金供

也有助穩定市場預期和
 

http://www.pbc.gov.cn/publish/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11 月 8 日聯合發佈

 
確了發行主體，資本工具選擇，發行管理，公開發行的

及非公開發行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53AFF0F6807A42CC9E43D

 
 
6. 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監會聯合發佈《關於商業銀行發行公司債

券補充資本的指導意見》 
 

《關於商業銀行發行公司債券補充資本的指導意見》，以支持商業銀行開展

資本工具創新，拓寬資本補充渠道。 

《意見》共 15 條，明

交易機制安排及投資者適當性管理，風險防範機制和措施，以

的監管安排等內容。《意見》自 2013 年 11 月 6 日起施行。  
 

CC58B2C8E71.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9FC5BEA362794A8D814EB
744B960842E.html 

7.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有關稅收政

的通知》 

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有關稅收政策繼

續執行的通知》，明確對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繼續予以稅收優惠政策。《通

• 對中國期貨保證金監控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期貨保障基金公司）根

據《期貨投資者保障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取得的特定收入，不計入其應

徵企業所得稅收入及暫免徵收營業稅；  
 
• 對期貨保障基金公司取得的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購買國債、中央銀行和

中央級金融機構發行債券的利息收入，以及證監會和財政部批准的其他

資金運用取得的收入，暫免徵收企業所得稅； 
 

 
 

策繼續執行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關於

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執行。  
 
《通知》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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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期貨保障基金公司新設立的資金帳簿、期貨保障基金參加被處置期貨

公司的財產清算而簽訂的產權轉移書據以及期貨保障基金以自有財產和

接受的受償資產與保險公司簽訂的財產保險合同等免徵印花稅；  

貨保障基金中屬於營業稅徵稅範圍的部

營業稅計稅營業額中扣除。  

《通知》全文可參考：  
n/zwgk/2013-11/04/content_2521196.htm

 
• 期貨交易所和期貨公司上繳的期

分，允許從其
 

http://www.gov.c  

》 

進一步規範證

加強執業質量控制的通知（徵求意見

券期貨相關

益。《意見

日。  
 

立性管理，切實加強內部治理機制建設等。  

 
 
8. 財政部和中國證監會《關於進一步規範證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

整合行為、加強執業質量控制的通知（徵求意見稿）
 
財政部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11 月 13 日聯合發佈《關於

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整合行為、

稿）》，以進一步規範證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整合行為，提升證

業務的執業質量，提高資本市場會計信息質量和保護投資者利

稿》公開徵求意見至 2013 年 11 月 20

《意見稿》規範了：證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整合行為，強化分支機構管理；

證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質量控制機制，提升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質量；員工獨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311/t20131113_101
1078.html 
 
 

權局關於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決定》 

國家知識產權局 11 月 6 日發佈《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修改<專利審查指南>的
內容作了修

2013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 
 

l

9. 《國家知識產
 

決定》，對《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四節

改。《決定》自

《決定》全文可參考：  
http://www.sipo.gov.cn/zwgg/jl/201311/t20131106_876947.htm  

 
10.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關於廢止涉及食品安全監管職能相

關文件的公告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11 月 8 日發佈《質檢總局關於廢止涉及食品安全

監管職能相關文件的公告》，以保障質檢部門行政執法工作合法有序進行。

《公告》自 2013 年 11 月 5 日施行，決定廢止 34 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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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文可參考：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3/201311/t20131
108_386125.htm 
 

管理總局行政

22 條，明確

局行政覆議的申請和受理、審理、決定等內容。總局行政覆議辦公室辦

設在法制司。《辦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11.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行政覆議辦法》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 11 月 6 日發佈《國家食品藥品監督

覆議辦法》，以規範和加強總局行政覆議工作。《辦法》共五章

了總

理行政覆議案件的具體事項，

行。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94097.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3/94096.html 
 
 
12.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保健食品再註冊技術

（徵求意見稿）意見的函》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 11 月 11 日發佈《關於徵求<保健食

審評要點

品再註冊技術

審評要點（徵求意見稿）>意見的函》，以進一步加強保健食品的監督管理。

食品再註冊的定義；技術審評原則及配方、產品名

效成分 /標誌性成分及檢測方法、產

品技術要求和質量標準（主要內容）、生產工藝、質量檢驗報告書等技術審

 

《意見稿》明確了保健

稱、標籤和說明書、功能學、毒理學、功

評要點。《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da.gov.cn/WS01/CL0780/94071.html 
 
 

 

業發展行動計

材料升級換

《計劃》主要內容包括：  
• 目標：經過三年努力，初步建立碳纖維及其複合材料產業體系，碳纖維

的工業應用市場初具規模。到 2020 年，碳纖維技術創新、產業化能力和

綜合競爭能力達到國際水平。碳纖維品種規格齊全，基本滿足國民經濟

和國防科技工業對各類碳纖維及其複合材料產品的需求；初步形成兩至

三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碳纖維大型企業集團以及若干創新能力強、特色

鮮明、產業鏈完善的碳纖維及其複合材料產業集聚區；  
 

13. 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加快推進碳纖維行業發展行動計劃》
 
工業和信息化部 11 月 7 日發佈《關於印發<加快推進碳纖維行

劃>的通知》，以加快碳纖維及其複合材料產業發展，推動傳統

代，滿足國民經濟重大工程建設和國防科技工業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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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行動：關鍵技術創新行動，產業化推進行動、產業轉型升級行動及

下游應用拓展行動。  

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69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
0452.html 

 
6 萬億 

文化消費指

47,026 億元人民幣，而當前實際文化消

費規模為 10,338 億元，存在超過 3.6 萬億元的文化消費缺口。這表明內地潛

。上海、北

電視、圖書等傳統文化產品依然是居民主要偏好的文

得到消費者的認可，呈現

明顯的上升趨勢。 

 

14. “中國文化消費指數”首次發佈  文化消費缺口超 3.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11 月 9 日首次發佈“2013 中國

數”。中國內地文化消費潛在規模為

在文化需求未得到有效滿足，文化消費存在著巨大的市場空間

京、天津分別位居綜合指數前三名。 
 
資料顯示，報紙雜誌、

化產品，遊戲、設計、電影等新興文化產品也逐漸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news.163.com/13/1109/14/9D8BIDMS00014JB6.html 
 
 
15. 北京《2013 版文化創意企業融資手冊》 

業融資手冊（文創企業融資百問）2013 版》，冀解決文化創

意企業缺資金、缺資訊、缺服務等問題。  

• 第一篇政策和環境篇，介紹了文創類包括國家層面、北京市層面、區縣

金融服務年；  

主要介紹融資的價值以及在

 
• 第三篇包括私募股權融資，新三板掛牌融資，信貸融資，信用類債券融

資，信託、擔保、版權與服務平台和文化保險等十個章節。  
 
詳細內容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11-08/5481991.shtml

 
北京於第七屆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項目推介會上首次發佈並重點推介了《北

京市文化創意企

 
《手冊》主要內容：  

層面的 27 項投資政策，投融資環境和北京文創的現狀，及重點介紹北京

 
• 第二篇主要包括融資技巧和融資模式渠道。

融資過程當中應該注意的主要問題； 

 
http://bj.people.com.cn/GB/345384/3576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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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690452.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9/9/99966b2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9/9/99966b2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9/9/99966b21/1.html


16. 《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個體和專業市場稅收管理工

作的通知》 

發佈《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強個體和專業市場稅

有經營的業

。嚴禁市場

專業市場的

經營性質的收費項目併入經營收入納入稅收管理，

納入政府“規費”管理，讓市場業戶明晰稅、費支出

 
《通知》請參閱以下網址： 

-05541&name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

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主要內容：按照普遍登記的原則，對各類專業市場內所

戶辦理稅務登記，實現“一戶一證”，將所有經營納入稅收管理

管理部門代位稅收管理主體，對市場實行攤稅和包稅。大力推進

稅費改革，將投資方具有

對確需保留的收費項目

區別，提高自覺納稅的意識。  

http://info.hebei.gov.cn/gov/content.jsp?code=000217883/2013  
 

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廳發佈《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

左右，基本

 
• 將特別重視發展信息、物流、教育、研發、文化、旅遊、養老、醫療、

社會資本參

，提升發展生產性服務

業；  

極推進知識

融業務，滿足教育、文化、旅遊等服務消費領域

的信貸需求。積極發展供應鏈融資、物流融資、網絡融資；  

記前置性審

批項目。除國家有明確規定外，服務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立項一律

實行備案制。進一步簡化審批驗收環節和程序，壓縮審批時限。全面推

行並聯審批制，相關職能部門要平行運作。加快電子政務建設，積極推

行網上諮詢、預審和審批； 
 
• 打破行業壟斷，除國家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外，允許各類社會資本平

等進入各服務業領域。鼓勵社會資本參與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

 
17. 《山東省人民政府關於

山東省政府辦公

見》，力爭到 2020 年，服務業增加值佔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50%
形成服務業佔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 
 
《意見》主要內容：

金融以及各種商務服務等行業和領域。加大財政投入，鼓勵

與，開發多層次市場，促進服務業消費，拉長產業鏈，提高附加價值。

加快發展公共服務業，扶持發展生活性服務業

 
• 拓寬融資渠道，擴大服務業企業貸款抵（質）押品範圍，積

產權、股權、特許經營權、應收賬款、收費權、動產等抵（質）押貸款

業務。加快發展消費金

 
• 減少行政審批，提高行政效率。省政府規章不得新設工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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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

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形式，參與相關公辦機構的改制重組；  

舉辦醫療機

培訓、養老

按規定享受

支持利用外資發展金融保險、科技信息、現代物流、服

務外包、旅遊會展、評級評估、會計審計、法律服務、品牌創意、人力

稅收優惠、公共服務、金融服務和產業引導上更多向小微

 
意見》全文可參考：  

 
• 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鼓勵外資在山東省以合資、合作方式

構，逐步取消境外資本的股比限制。鼓勵外資興辦職業技能

和社會福利機構，合作舉辦高等教育機構。有序推進普通高中教育和文

化產業對外開放。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山東省舉辦有關機構，

優先扶持政策。

資源等現代服務業；  
 
• 在財政扶持、

服務業企業傾斜；支持服務業企業創新發展。 

《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13/11/4/art_3883_3943.html 

款公司發展有

關事宜的通知》 

勵和支持小

點工作。  

地化的基礎上，將主發起人及其關聯方持股比例上限

得低於 60% 
前兩個年度連

註冊資本在二億元以上的小

額貸款公司，經批准可不受主發起人及其關聯方持股比例上限、發起地

的限制；  

• 鼓勵小額貸款公司通過發行私募債券、中小企業集合票據、資產轉讓、

資產證券化等方式，借助資本市場依法合規開展直接融資。小額貸款公

司各類債務融資餘額總 過註冊資本的兩倍。  
 
 
《通知》全文可參考：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13/11/6/art_3883_3946.html

 
 
18. 《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鼓勵和支持小額貸

 
山東省政府辦公廳 11 月 4 日發佈《山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鼓

額貸款公司發展有關事宜的通知》，深化山東省小額貸款公司試
 
《通知》主要內容：  
• 在堅持主發起人本

由 49%提高到 51%，取消本縣（市、區）股東持股比例不

的限制。總資產不低於 50 億元、資產負債率不高於 65%且

續盈利的國內企業或境外機構，擬發起設立

域、設立家數
 

計不得超

 
 
 
 

《本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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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資訊網頁  

欲 瀏覽以下網頁 :  

)  資料通告  –  內地商貿資料庫」網頁  
.hk/sc_c i/trade_relations/mainland/cic.html 

 
)  處網頁  

 v.hk 

)  事處網頁  
 gov.hk 

(4)  頁  
 網址 :h t tp : / /www.cdeto.gov.hk 
 
(5)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網頁  
 網址 :  h t tp : / /china- trade-research.hktdc.com/tc/  
 
 

 

如 獲取駐北京辦事處服務範圍外的其他省份的經貿資訊，請
 
(1 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商業

 h網址 :  http://www.tid.gov

(2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

網址 :  http://www.gdeto.go
 
(3 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

網址 :h t tp : / /www.sheto.
 

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網

 
 
 
 
 
 
 
 
 
 
 
 

歡迎訂閱  
 
如有興趣訂閱駐北京辦事處的《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通訊》，歡迎提供相關資料（包括：商

會、機構或公司名稱、電子郵箱、聯絡人及聯絡方式）電郵至 (eat l_ issues@bjo.gov.hk)通知

本辦。所提供的資料只供發放本 用。  《通訊》之

免責聲明  
 
駐北京辦事處的《內地經貿政策及法規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相關網站、報刊媒體及有關

機構等管道，僅供參考之用。該《通訊》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惟本辦

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佈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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