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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發改委發布「互聯網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據經濟參考報11月3日報導，中國大陸第一批互聯網領域禁止和限

制投資經營的市場准入事項的負面清單正式公布。日前大陸國家發改委

通過官網公布了《互聯網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第一批，試行版）》（以

下簡稱《清單》），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由於互聯網市場缺乏相關政策法律制度的約束和規範， 2015年以

來互聯網市場的風險加速暴露，對於大陸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不

良影響。2015年大陸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

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制定實施各行業互聯網准入負面清單」。

在《清單》中對於網路借貸資訊仲介機構共規定了13項禁止內

容，包括不得為自身或變相為自身融資，不得直接或間接接受、歸集出

借人的資金，不得直接或變相向出借人提供擔保或者承諾保本保息，

不得從事股權眾籌等業務。今（2016）年4月，大陸央行與多個部委公

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規範協力廠商支付、

P2P、互聯網保險，以及以投資理財從事金融活動等。此次在《清單》

中進一步規範互聯網金融市場。

大陸民生銀行研究院研究員吳琦表示，這次推出的負面清單中，最

受關注的無疑是金融業分類中對網路借貸資訊仲介機構的市場准入限

制，進一步表明大陸將從加強嚴控風險和加強監管的角度來促進互聯網

金融的規範。由於互聯網金融兼具互聯網和金融的雙重特性，決定其風

險性和監管複雜性遠超互聯網和傳統金融，因此下階段大陸將在市場准

入負面清單的基礎上，持續完善互聯網金融的法律法規，健全徵信系

統，建立良性的互聯網金融環境。

除此之外，《清單》還對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規定了

4大類禁止准入領域和15大類限制准入領域。包括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

品中特定全營養配方食品禁止進行網路交易，即時通信工具服務提供者

應當取得法律法規規定的相關證照等。

大陸財政部：融資平台公司2015年後的債務不屬於政府債
據人民網11月4日報導，大陸財政部官員表示，新預算法實施以

後，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台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債

務，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

該名官員指出，大陸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

見》（國發〔2014〕43號）中明確了政府和企業責任，規定政府債務

不得通過企業舉借，企業債務不得推給政府償還，切實做到誰借誰還、

風險自擔。

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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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陸地方政府債務的範圍，依法是指地方政

府債券，以及清理甄別認定的2014年末非政府債券

形式存量政府債務。新預算法實施以後，地方國有企

業（包括融資平台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

債務，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

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

內承擔有限責任。

這位官員進一步表示，按照法律和大陸國務院規

定，大陸財政部積極推動地方各級政府建立了政府債

務限額管理、預算管理、風險預警等制度，2015年

以來地方政府新增舉債全部採取發行政府債券方式。

同時，財政部會同有關部門對新預算法實施前截至

2014年末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存量進行了清理甄別，

分清了政府和企業的責任；其中，凡屬於政府債務的

部分，納入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範圍，允許地方逐步

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進行置換。

2015年底，經大陸國務院批准印發的《財政部

關於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財

預〔2015〕225號）明確，將在三年左右的過渡期

內，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政府債務中非政府債

券形式的債務。自這項工作啟動以來，至2016年9月

底，全大陸地方府累計完成發行置換債券人民幣7.2

兆元。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置換

存量債務，進一步規範了地方政府債務管理，促進政

府債務依法全部納入預算管理；減輕了地方政府到期

債務集中償還壓力，有利於支持金融機構化解系統性

風險；降低了地方政府利息負擔，初步估算2015∼

2016年累計為地方節約利息支出人民幣6,000億元。

今年前3季度商標註冊申請共265萬件　
同比增25.23% 
據人民網11月1日報導，大陸工商總局副局長兼

商標局局長劉俊臣表示，自新修訂的《商標法實施條

例》於2014年5月頒布實施以來，隨後公布了《商標

評審規則》《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等一系列

配套措施，新的《商標審查審理標準》也正在修訂

中；商標申請量與註冊量逐年大幅增長，2016年1至

9月，商標局共受理商標註冊申請265萬件，同比增

長25.23%。

劉俊臣指出，商標專用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

2011∼2015年，中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共立案查

處侵權假冒案件31.2萬件，搗毀製假售假地點10,539

個，依法向司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583件，涉

案金額人民幣28.7億元。

工商總局新設立13個商標註冊申請受理窗口
據人民網11月1日報導，大陸國家工商總局表

示，首批新設立的13個商標註冊申請受理窗口全面

啟動運行：包括大陸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市場監督管理

局、江蘇省南京市、蘇州市工商局、浙江省寧波市市

場監督管理局、山東省濟南市、青島市、濟寧市工商

局、河南省洛陽市工商局、湖北省工商局、湖南省長

沙市、懷化市工商局、廣西壯族自治區工商局、四川

省成都市工商局在內的13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設

立商標註冊申請受理窗口，即日起開始辦理有關商標

註冊申請業務。

9月1日起《委託地方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受理

商標註冊申請暫行規定》開始施行後，截至9月23

日，大陸工商總局商標局共收到9個省（自治區）工

商和市場監管部門提交的申請，請求在31個省、地

方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設立商標註冊申請受理窗口。

9月28日，商標局同意第一批13個單位設立商標註冊

申請受理窗口。

受理窗口負責指定區域內商標註冊申請受理、規

費收繳，並接收、審核商標註冊申請檔，對符合受理

條件的商標註冊申請確定申請日。受理窗口同時還代

發商標註冊證，提供查詢和諮詢等服務工作。

目前，辦理商標註冊申請有三種方式選擇，一是

到所在地商標受理處（受理窗口）辦理；二是到工商

總局商標註冊大廳辦理；三是委託依法設立的商標代

理機構辦理。

大陸稅務總局澄清：企業購買住宅不能抵扣

增值稅

據人民日報11月7日報導，今年5月營改增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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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開，把不動產納入了企業增值稅抵扣的範圍。

在部分城市房價飆升的背景下，這引發外界對企業借

營改增「炒房抵稅」的質疑。對此，《人民日報》刊

文援引大陸稅務總局澄清，企業購買住宅不能抵扣增

值稅。

按照營改增政策規定，企業用於生產經營的廠

房、店鋪、辦公樓等不動產，其進項稅可以抵扣；而

企業購買的住房，屬於用於集體福利和個人消費，其

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

營改增全面推開後，雖然不動產納入了增值稅抵

扣範圍，但企業購買住宅也是不能抵扣的。那種認為

營改增會助推房價上漲的觀點，實際上是對政策的誤

讀。

在一些房價上漲較快的城市，並沒有出現企業大

量購進住宅的現象，更沒有企業購住宅抵稅的情況。

而且，不少銀行並沒有開展針對企業的住房按揭業

務，這意味著企業購住宅一般需要付全款，大量「炒

房」也會受到資金限制。

「將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是消費型增值稅稅制

本身的要求，跟房地產去庫存、鼓勵房地產投資沒有

任何關係」。稅務總局官員表示，營改增的最終目

標，是建立徹底的消費型增值稅，通過改革進一步完

善稅制，有利於企業減負降成本。

 

中國大陸對互聯網直播採取新管制措施

據BBC中文網11月4日報導，大陸國家互聯網信

息辦公室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中警告

說，「不得利用直播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穩

定、擾亂社會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權益、傳播淫穢色

情等法律法規禁止的活動。」

互聯網直播平台在中國大陸越來越火，直播內容

通常是年輕女性唱卡拉OK，與觀看者交談，用「打

賞」方式獲取收入。中國大陸當局要求所有提供直播

的網站配備專業人員和技術，能即時阻斷互聯網直

播。當局還要求將違反規定的網站和直播提供者列入

黑名單。

中國大陸媒體引述國家網信辦官員的說法，互聯

網直播服務提供者和發布者應當加強管理，注重自

律。各級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將承擔執行新規定的責

任。

 

大陸號稱「史

上最嚴」的網

路直播監管令

12月1日上路，

網路產業亂象

面臨整頓。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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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保險收不抵支　大陸政府撥款逾人民幣

5,000億元
據第一財經日報11月2日報導，由於老齡化日益

加速，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而養老保險收不抵

支情況越加嚴重，各級財政將加大對基本養老保險基

金的補貼力度，據大陸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楊燕綏估計，今年的財政補貼額預測將超過人民幣

5,000億元。

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目前大陸60歲以上

的老人總數超過2.2億人，未來還將以每年1,000萬的

人數增加。老齡化的迅速發展使得養老壓力迅速加

大。2015年，全大陸的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參保

職工人數與領取養老保險待遇人數之比）為2.88，也

就是說，不到3個在職人員繳納養老保險，一個老人

領取養老保險，這一比值在未來會迅速下降。在人口

老齡化比較嚴重的東北，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已經降

至1.55。

從全大陸範圍看，越來越多的省份出現養老保險

基金收不抵支的現象。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部長

尹蔚民表示，2015年，即使加上財政補貼，當期養

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已經達到7個，比2014年

增加了4個。而如果不算財政補貼，當期養老保險基

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已有20多個。

根據大陸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的「超

老齡社會」課題研究，15年後，中國大陸養老金缺

口將達人民幣4.1萬億元，35年後，這一缺口將約為

人民幣6.1兆元。從中國大陸現實面來看，未來養老

金缺口將成為一個常態。

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歷年的統計顯示，自

2002年至2014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已經超過了人民幣2兆元。2014年各級政府補貼基本

養老保險基金為人民幣4,716億元。

出口驟降　5大外貿明星城市GDP排名高速
下滑

據第一財經日報11月17日報導，大陸改革開放

以來，以佛山、蘇州、無錫、寧波、東莞等為代表的

外貿明星城市在外貿進出口的拉動之下，經濟高速增

長。但近年來，一邊是外需萎縮導致訂單量下降，另

一邊是不斷要求上漲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城市的經濟

增速明顯放緩。

由於目前大陸統計部門發布的統計數據中的增速

均為實際增速，是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

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價

格變動是無處不在的。比較城市之間經濟總量的大

小，用名義增速更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統計數據顯示，前三季度，蘇州名義增速只有

6.3%，佛山只有6.4%，此外，無錫、寧波、東莞也

都低於8%。在主要城市中位次都比較落後，正面臨

著艱難的轉型困境。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蘇州、無

錫、東莞等城市這幾年經濟增速走低，一個主要原因

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外貿出口已經基本達到

頂峰，這些城市的發展進入瓶頸期。不少產能向東南

亞和內陸地區轉移，因此外向型明星城市的發展速度

也比較慢。

他認為，這些城市的轉型首先應該立足於以前的

發展基礎，以前的產業結構要想轉身不是一下子能轉

起來。「不是說這種結構就沒有出路了，以工業、製

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要完全轉為以三產為主的結構也

沒必要，它們的優勢不在這裡」。

大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

員王樹華認為，這些城市未來的轉型主要是產品的轉

型，把產品的技術研發做上去，滿足更高層次的需

求，進一步延伸產業鏈。其次，產品的市場要調整，

不僅要關注新興市場，也要好好開拓內需市場。

這其中，有些城市的轉型升級已經初見曙光。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衝擊最早、衝擊最大的

「世界工廠」東莞，經過多年的轉型升級和結構調

整，目前已經初見成效。

東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前三季度，東莞實現

GDP為4,916億元，增長7.9%，這是東莞前三季度成

績單上的數字。這一增速分別比全大陸、全廣東省快

1.2和0.6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持平，在全省並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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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位。

以智慧手機為代表的新興電子信息產業的強勢崛

起，是拉動東莞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015年，東

莞智慧終端及其配件出口人民幣755.9億元，同比增

長8.9%，華為和東莞本土民營企業OPPO、vivo成長

為大陸智慧移動終端市場前三名企業。

今年以來，東莞12家手機整機生產企業完成增

加值占電子信息製造業的21.5%，同比增長54.6%，

帶動了電子信息製造業20%以上的增長。其中華為

終端主營收入突破1,000億元，OPPO和vivo也實現了

成倍增長。據東莞智能手機龍頭企業反映，未來兩年

該產業仍將保持較快增長，預計12家智能手機企業

全年增速不低於40%。

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呂業升認為，當前東莞新舊

動能加快轉換，特別是先進製造業、高技術製造業對

經濟增長拉動明顯，表明新動能正在逐步挑起大樑。

他認為，要努力用新動能的增長部分去彌補舊動能萎

縮下行形成的缺口，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增量。

 

中國大陸出口連續7個月下滑
據第一財經日報11月9日報導，中國大陸海關總

署8日公布的10月份進出口數據顯示，大陸單月出口

已連續七個月下滑。考慮到10月已進入下半年聖誕

出口旺季，可以預見全年出口實現正增長壓力較大。

而中國大陸商務部發布的《對外貿易形勢報告

（2016年秋季）》（下稱《報告》）顯示，當前大

陸外貿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複雜嚴峻，相對2015年9

月以後的月度進出口基數普遍較高，四季度進出口下

行的壓力依然較大。

《報告》指出，美國經濟復甦放緩，2016年，

美國經濟開局不利，通脹未達2%的預期目標，就業

數據波動性較大，復甦基礎並不牢固。　不過當前

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主要經濟體在經濟政策上「逆

全球化」傾向越發嚴重，加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愈

演愈烈，對中國大陸貿易負面影響加大。大陸已成

為一些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首要對象，2016年

前三季度，中國大陸出口產品共遭遇來自21個國家

（地區）發起的91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同比上升

44%；涉案金額109億美元，同比上升90%。中國大

陸的鋼鐵、鋁業和光伏等領域成為遭受國外貿易摩擦

的重災區，嚴重影響相關行業出口。

大陸服務貿易區域發展　三核心多中心格局

據經濟參考報11月3日報導，大陸服務貿易未來

五年的發展路線圖已初步浮現。由商務部與多個部門

聯合制定的服務貿易「十三五」規劃即將發布，將首

次勾勒大陸服務貿易的區域發展布局，「三核心、多

中心、廣覆蓋」的格局將在「十三五」期間確立。

按照規劃，「十三五」期間，大陸服務貿易發展

將圍繞「擴規模、優結構、增動力、強基礎、促平

衡」展開。例如，在擴規模方面，將著力培育一批具

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服務企業和服務品牌。

到2020年，大陸服務進出口總額將突破1兆美元，年

均增長10%以上，占對外貿易的比重進一步上升，

在全球占比逐年提高。

值得關注的是，「十三五」規劃將描繪大陸服務

貿易發展的區域和路線圖。在區域布局層面，以北

京、上海、廣東為三個核心，著力發展高附加值、國

際化的服務領域，以省會城市、區域性中心城市等為

中心，結合自身特色錯位發展服務貿易，再結合部分

口岸邊境或是服務業有特色的城市，最終形成東、

中、西部協調發展全面覆蓋的布局。此外，在行業布

局層面，將培育引導新興產業，鞏固提升傳統產業，

發展和壯大特色產業。將參照商務部發布的《服務出

口重點領域目錄》，引導服務貿易向著高附加值方向

發展，同時依託大數據、雲端計算等新技術，推廣

「互聯網＋服務」。

大陸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如

果「十三五」大陸加快服務貿易開放和服務業市場

雙向開放，使服務貿易實現14.5%至17%的增速，

到 2020年，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將達到約

20%，大陸服務貿易總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

重將提高至約10%，傳統服務貿易和現代服務貿易

均衡發展的貿易結構基本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