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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辞

作为中国欧盟商会（欧盟商会）上海分会的主席，我很荣幸为您呈现首份独立成册的专门针对上海的地方建议

书。未来几个月内，中国欧盟商会将陆续在北京、南京、沈阳、华南、西南及天津发布一系列地方建议书。本

建议书是该系列的首发地方建议书。

中国欧盟商会自2000年由51家在京会员公司创立以来，会员总数已突破1,800家，其中1,300多家在北京以外运

营。欧盟商会自2010年起在其主要年度出版物《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中纳入地方建议书。然而，诚如我

们许多会员所说，针对整个中国的战略固然至关重要，但鉴于中国的各个城市和地区各有其特点，因而根据这

些特点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方案。在努力改善中国总体市场与运营环境的同时，对各个地区的游说也应该各有侧

重，因此，有必要分别对上述地区进行深入分析并提供明确的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上海是引领中国政府改革进程的先锋，是令人振奋的生活和工作地点。政府已为上海设定了与上海的地位和对

全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匹配的宏伟目标。上海分会全力支持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经济和航

运中心的目标，但我们认为当前的变革节奏需要加速。本建议书中提出了一些主要建议，我们认为这些主要建

议有助于上海市政府实现目标并引领“三中全会决定”中设定的总体改革进程。

总体改革进程的一个核心元素是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对于自贸区，我们始终强调该

改革试点的全国意义及其“试点”特征。自贸区的目的和范围，首先是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同时，还可以把自

贸区看作改革是否成功的晴雨表。就此而言，如果该项目在运行一年后最令人关注的依然是自贸区概念本身和

负面清单的实施，则难免令人遗憾。

此次《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详细分析，所提出的建议反映了我们对上海市政府

的诚挚支持，旨在助力上海市政府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主要城市并发挥其在惠及国家及国民的改革中的作用。

上海分会对选择将上海作为中国的改革推向新高度的标杆表示欢迎，同时，作为驻沪欧洲企业的代表，为上海

献计献策既是我们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尽管自贸区对上海乃至全国都至关重要，但自贸区并非唯一需要关注的话题。本建议书还分析了外商在上海进

行投资所受到的制约因素，包括近期发布的将产业项目类土地使用期限从50年缩短至20年的政策，外资企业获

得研发奖励资金的限制，签证及工作许可证问题，以及难以令人满意的互联网速度及审查。上海分会对这些问

题都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有助于地方政府实现吸引投资，并留住投资的目标。

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始终致力于改善会员公司的运营环境，并为上海市政府谏言建议，协助其将上海建设成为世

界大都市的宏大且令人振奋的进程。我们希望本建议书中的建议能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采纳，即本着相互协

作的精神，创造平等、公正地对待国内外公司的更流畅的经营环境，从而实现惠及民生的可持续且繁荣的市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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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欧盟商会对自2002年上海分会成立以来与我们通力合作的上海市政府各部门表达诚挚的谢

意。同时，希望首份《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能够进一步加强深层对话并将双方的合作推向新高度。

斯蒂芬•赛克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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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商会简介

中国欧盟商会于2000年10月19日由51家会员公司成立，旨在代表在华运营的欧盟各行业的共同声音。中国欧盟

商会是一家在会员指导下开展工作、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其核心结构是代表欧盟在华企业的40多个工作组和论

坛。

商会目前拥有七个分会和1,800家会员，分布在九个城市：北京、西南（成都和重庆）、南京、华南（广州和深

圳）、上海、沈阳和天津。各分会由地方董事会管理，直接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欧盟委员会与中国政府机构都将欧盟商会视为欧盟企业在中国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商务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都认可商会为外国商会。上海分会成立于2002年4月，目前拥有600多家会员公司，是欧盟商会最大的

分会。上海分会不论在成员数量、工作组、论坛数量，还是在所开展的游说和活动方面都有大幅度增长。上海

分会现有21个活跃的工作组、四个中国工作组和三个论坛，涵盖工业和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关于上海分会各工

作组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录。

琼安娜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总经理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

上
海
建
议
书

4

概 要

200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上海2020
年建设成为全球金融、贸易、航运

和经济中心（“四个中心”）的战

略目标。目前上海正处于实现这些

目标的关键节点。

驻沪欧洲企业对该举措表示欢迎，

并一如既往地支持上海的发展。然

而，尽管上海市政府决心实现其

2020年目标，但存在于行政、立

法、市场等方面的因素仍然制约着

上海国际化的步伐。立法、审批程

序、财政和行业政策制定都集中在

中央层面，这使得上海试验发展新

思路的自由受到限制。

不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1 提出了中国的国家改革总体规划，有

望取消其中一些限制。《决定》强调简政、放权，因而能为上海实现其2020年目标赋予更多权力和自主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被普遍认为是深化改革的催化剂。选择上海作为试点，显示了中央政府

对上海作为改革先锋的信心。自贸区的主要目标是作为政策试点和机构改革的试验田，试点成功的措施有望向

全国推广。 

具体而言，自贸区需要推动中国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中国向全面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两项长期

滞后的改革。自贸区以及在上海试点的其他重要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沪港通等，不但有助于上海实现其

2020年目标，还将为全国的改革勾勒蓝图。

但是，上海领导层必须加紧实施规划中的改革方案。如不能快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但会降低上海实现2020
年目标的可能性，还将消弱外国企业对上海的信心。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的经济和政策规划。中央和

上海市实施《决定》的措施包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健全税收和财政体制、进一步推行金融行业市场化以及实施更加

可持续的城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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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20年目标

2010年末，上海市人大通过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设定了

上海国际化的总体目标。实现这些目标，是上海实现到2020年建设成为全球金融、贸易、航运、经济中心长远

目标的基础。不过，上海欲实现这些目标，与伦敦、纽约、香港等领先的全球化城市进行有效的竞争，仍然面

临挑战。本建议书对这些挑战进行了详细分析。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市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该

市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成

熟的金融机构，提供各种现代化、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上海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民

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帮

助外国公司加强人民币离岸使用，

支持发行人民币债券。

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采取了多项

举措，包括2014年11月17日2 开通

的沪港通项目3（加强大陆A股市场的措施），2014年9月在上海自贸区启动以人民币定价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国

际板。此举有利于鼓励国际资金在中国投资受到严格监管的黄金等贵金属交易市场。 

尽管这些措施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仍需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才能释放出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开放的股票和证券市场。推出

蓄势已久的国际板，4 可以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化的步伐。此外，由统一的监管机构针对外资企业发行债券

实施透明的审批体系，可以扩大外资参与债券市场的范围。详细建议，请参阅本建议书主要建议1.1。

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规划，包括通过开发浦东“三港三区”、虹桥商务区及原世博园区，整合国际和

国内贸易，并建立能够支持全球贸易中心的行政体制。 

上海自贸区运行的第一年所采取的一些取消繁文缛节和便利自由贸易的措施，是实施现代化行政管理的重要开

端。但是，仍有许多举措需要实施，尤其是取消贸易相关的技术服务的行政监管。具体建议，请参阅主要建议

2.4。 

吸引新的贸易模式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港口、铁路和高速公路，还需要快速的互联网连接将上海

纳入全球贸易流。目前实施的管制既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又滞后了其他跨境商业交易的发展。关于取消互联

网审查和提高互联网速度的必要性，请参阅主要建议1.7。

2　 沪港通是证券交易和结算试点项目，连通上海和香港的投资者，使其可以分别交易在对方市场上市的证券。该项目的旨在通过增加国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基数扩大大

陆A股市场，是开放中国证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性举措。

3　 A股市场指在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中国大陆公司的股票。A股一般只允许大陆居民购买，外国投资者只能通过受到严格监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购买。

4　 国际板允许外资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向中国投资者提供人民币定价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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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

要成为国际交通和航运中心，上海需要进一步发展航运相关服务，包括国际捎带运输、航运金融和保险等，还

需要制订与国际惯例相匹配的航运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建议，请参阅主要建议1.2。

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

为实现到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目标，上海要发展服务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并实现先进制造业的升

级改造。规划包括通过吸引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全球或地区总部发展上海的“总部经济”。欧盟商会2012年发

布的《亚太地区总部调查》中，分析过

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总部首选目的地的潜

力。当时提出的建议包括：

• 改善总体监管环境与克服官僚作风；

• 建立更具竞争力的个人与企业税收体

系； 
• 简化国际人才工作和居住许可申请流

程；

• 采取措施提高员工在国内的流动性； 
• 加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 实施稳定、可靠的法规；

• 采取国际货币和透明性标准；

• 提高人民币可兑换性。

这些建议在今天依然适用。

产业升级需要研发。因此，上海需要为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创造合适的环境。具体包括确保知识产权保护，确保

驻沪外资企业对地方及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具有同等的准入机会，并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 

直接投资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包括出让期限合理的土地使用权、不受行政干预等。最近上海产业项目土地使

用期限缩短，引起了欧洲公司对长期投资上海的担忧。

具体建议，请参阅主要建议1.3。

国际大都市

城市要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除优质硬件外，还需要优质的软件，即在该市生活和工作，并为城市的成功发展

贡献力量的居民。上海要吸引充足的外籍人才，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环境问题对上海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构成了重大威胁。空气污染、食品、土壤及饮水安全都已成为严重问题。除

严格的居留政策外，国际教育成本的高企、优质医疗设施的缺失及税收结构的僵化都妨碍了国际顶尖人才移居

上海。 

相关具体建议，请参阅主要建议1.4、1.5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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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运行一周年

2013年9月29日宣布启动的上海自贸区承载了诸多期待。自贸区作为主要改革试点的领域包括：通过引入“负

面清单”取消外商直接投资审批，简化企业注册程序，服务业市场化，深层体制改革（人民币市场化和利率市

场化），以及促进贸易便利化。一年来，最有价值的收获在于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试点本身以及“负面清单”

的实施。 

这一年试点了许多重要的机构性改革，包括： 
• 简化企业注册流程；

• 引入单一审批窗口；

• 加强清关和检验等贸易便利化措施。

其中部分措施已向其他地区甚至向全国推广。尽管迅速在全国推广至关重要，但也需要遵守适当的程序，以确

保所有在华经营企业符合法律法规。 

习近平主席称，上海自贸区取得的经验要“尽快”5 推广，显示了政府对试点成功的措施迅速扩大推广的决心。

但如果最终结果只是批准产生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导致国家改革产生新的瓶颈，其结果恐将令人失望。

 
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但所采取的举措亦相对容易。尽管在航运、银行、增值电信业务、教育和职业培

训、医疗和法律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对更深层次改革的期望都未能实现。服务业市场化和利

率市场化对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4年9月28日，国务院公告称将

在自贸区内暂时取消航运、汽车制

造业、民用航空及基础设施开发等

行业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欧洲企业

界对此表示欢迎。但这些变化很可

能需要修改“负面清单”，因而欧

洲企业界仍在等待时间表、具体细

则及实施条件。6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却

于2014年11月4日发布《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稿公开征求意

见，这一版本实质似乎超过了上海

自贸区“负面清单”的范围，让人

倍感意外。这表明中央和地方监管

部门缺乏协调，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不利于上海自贸区的良性发展。关于“负面清单”

的具体建议，请参阅主要建议2.3。

目前，试点机构已设立到位，我们希望各方在管理上全力支持，迅速实施具体改革措施，尽早取得试点成功。

5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14年10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4-10/27/c_133746159.htm
6　  关于“负面清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主要建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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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需要通力合作从“负面清单”上删除更多内容，尤其是一些目前监管只比《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略

微宽松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这样可以为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释放明确的信号。

上海自贸区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据上海分会了解，上海自贸区只是一个为期三年的项

目。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已实现的改革尚未达到期望值。换言之，如果自贸区目前取得的成绩只是其最终将取

得成果的三分之一，则难免令人失望。

在此愿景下，以下《上海建议书》对在沪投资的欧盟商界建议做出了归类和总结。《上海建议书》旨在表明，

坚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减少商业环境中的政府干预（《决定》的规定），同时抓住上海自贸区提供的机

遇，上海市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实现2020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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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1. 上海2020年目标

1.1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1.2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的步伐

1.3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步伐

1.4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步伐

1.5 改善生活品质，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领先的大都市

1.6 确保上海可持续发展

1.7 减少审查并提高上海的互联网速度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1 加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改革试点的步伐 
2.2 进一步加强意见征询

2.3 精简“负面清单”并引入和强化企业监管制度 
2.4 进一步加强贸易便利化措施

2.5 试点并推动知识产权政策创新

3. 提高国企效率，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资

主要建议

1. 上海2020年目标

1.1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

问题

上海要实现到2020年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

标，尚面临一些挑战。

分析

中国国务院决心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

中心，直接与伦敦、纽约等地展开竞争，这与中国经

济体量的预期是匹配的，也可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

目标。相对于其他成熟市场，中国企业的证券化水平

较低，固定收益产品和衍生产品尚处于初级阶段，未

来十年内有持续增长的潜力。7 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纷纷在上海设立经营场所的举措，更是该市向针对国

内外市场的综合金融中心迈进的信号。但是，上海还

7　《中国金融市场——处于变革中的格局》，毕马威，<https://www.kpmg.com/cn/
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Capital-Markets-
FTSE-201106.pdf>

需要在国家层面持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人民币自由

兑换是上海成为地区和全球资金流动枢纽的前提。此

外，现已明确的更大问题是，上海还需要提高其金融

市场的透明度，并采用与自由金融体系相匹配的规

则、规章、法律和税收体制。上海服务业的进一步发

展，对助其实现成熟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也至关重要。

上海要在2020年之前成功实现目标，将受以下诸因

素的影响：

开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旨在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政

府规划，包括创建国际板从而让外国机构进入中国

市场，并且国内投资者可以分享国际公司的收益。上

海证券交易所自2009年起尝试创建国际板，但始终

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现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再次将国际板纳入日程，允许上交所在上

海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

外国投资者正努力寻找在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资本市

场进行投资的新途径。目前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股市，通过选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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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构在大陆交易所的A股市场进行股票交易。上海

要实现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必须努力采用成

熟金融市场的国际标准，包括向更多外国投资者开

放上海股市。但是，上海尚需应对股权资本市场上与

现行法律/监管框架有关的许多宏观挑战，才能确保

外国金融机构能够参与。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的

启动是实现外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参与上海证券市场

令人鼓舞的一步。沪港通为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4.2
万亿美元的证券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每天有

235亿元人民币跨境购买额。8 而在此之前，只有屈指

可数的基金经理能在总额6,440亿元人民币的配额内

投资中国市场。现在，随着沪港通的启动，任何能够

买入香港股票的投资者都能买入项目内的中国公司。

香港的资本市场对任何外国投资者开放，只要有国际

经纪账户就能投资香港股票，这一点与中国大陆不

同。沪港通使得美国或英国的普通个人投资者都能买

入项目内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的蓝筹股公司。这一

试点很可能会提高两地股市的规模、加强两地股市的

联系，还会提高中国金融系统的市场透明度和稳健

性。这一实践被看作是中国向开放资本账户做出的最

大进步。如果事实证明沪港通成功，欧盟商会希望扩

大最初的指标并增加更多交易所（深圳）和产品。

人民币市场化：过去几年中，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推动人民币市场化。许多激励因素支持此项改革，

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希望开放资本账户并推动人民币成

为国际货币。这样能支持中国到2020年将上海建设

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期

望。可以理解，当局仍然对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和系

统性风险表示担忧，因此，政府只会审慎地取消兑换

限制。目前中期内的经济发展对于决定人民币市场化

的步伐至关重要。

利率市场化：要让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中

国首先要进一步开放其资本账户，而利率市场化则是

这一进程的关键部分。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公

开称中国将在一到两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9 这是金融

基础设施的重大变化，使得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吸

8　《沪港通将于一周内开通》，彭博社，2014年11月10日，<http://www.bloomberg.
com/news/2014-11-10/shanghai-hong-kong-stock-exchange-link-will-start-in-one-
week.html>

9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

2 0 1 4年3月11日，< h t t p : / / w w w. p b c . g o v. c n / p u b l i s h / g o u t o n g j i a o l
iu/524/2014/20140311120919964302085/20140311120919964302085_.html>

引近来为追求更高收益而进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

这一结构性转变酝酿已久，将推动中国向更加市场化

的金融经济发展。这一举措会产生以下影响。首先，

影子银行（或者说是非银行贷款金融）领域的资金量

会减少；由于追求更高收益的个人不得不购买高风险

资产，影子银行已经产生了不可预知的风险。其次，

利率市场化使利率与市场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能更

好的反映资金供需双方的力量。利率市场化还能加强

债券市场的定价。由于市场化的利率影响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借利率，银行提供的基准利率将推动债券市场

的发展。因此可以减少债券市场碎片化。第三点与第

二点相关，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使得央行有更大的

余地运用利率目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目前采

用的成本更高的开放市场运营、设定存款准备金率等

办法。由于利率更好的反映了资金供需，因而可用于

控制流动性。10 

人才：深厚的研发能力、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的

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发展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基

石。许多内资公司已具备成熟的条件，有些也通过聘

用国际人才得到了加强。同时投资于人才培训以加强

他们的管理技能亦至关重要，这种健康的生态系统还

要得到更完善、管理良好的成熟市场参与者，包括评

级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内的机构的鼎力支持。

税收竞争力：对于吸引人才进入金融行业，中国大陆

的税率（现行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45%）使其在与香

港和新加坡（公司税率为17%，个人税率为15%）的

竞争中处于劣势。尽管在沪运营的金融机构的潜在税

负与在伦敦和纽约相当，但对于个人所得税，政府尚

需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个人所得税率在区域范围内的竞

争力。

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实

施、金融市场改革以及最近政府进行的经济刺激措施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

键。但是，与发达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在资源配置方

面所起的作用依然有限，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的需要。债券发行结构不平衡，80%以上的债券托管

量是政府债券、央行票据和金融债券，信用债券的发

展相对缓慢。同时，由于跨市场债券发行和交易的限

10 《中国利率市场化规划》，外交官，2014年3月12日，<http://thediplomat.
com/2014/03/chinas-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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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投资者被禁止进行跨市场投资和交易，因而也缺

少统一且相关联的结算系统。11  

中国的政策是将银行间市场和债券交易市场分开，导

致的结果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根据其需要在两

个市场上筹集资金或进行债券交易。相反，商业银行

只能利用银行间市场。因此，债券资本市场出现了失

衡。 

债券发行方和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的另一个

主要障碍，是中国的监管结构缺乏透明度且往往互

相交叉。债券市场受到众多机构的监管，包括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半

官方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商务

部。

衍生品：中国的衍生产品仍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公

司要面对商品价格上涨、汇率波动等风险，实体经济

和金融业都越来越需要衍生产品来控制商业风险。汇

率改革和银行间结算额度提高，是中国资本市场环境

逐渐成熟的体现，也为衍生品的增长创造了条件。12 

尽管以上的因素会带来一定的挑战，我们对中国的前

景和上海未来要发挥的作用，仍有理由保持谨慎乐

观。就市场开放性、体量、多样化及产品成熟度而

言，上海仍然落后于众多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要成为

国际金融中心，当局须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多措施进一

步开放市场，包括人民币自由兑换、向外国投资者开

放 A 股市场（沪港通的方向是正确的）等。13 此外，

如果上海要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透明、可

靠的法治体系至关重要。根据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指

数，及时响应的监管环境和公平、可预见的法治环境

被列为成功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前提。 

建议

• 开放证券市场，启动国际板，允许外国投资者进

入中国资本市场；

• 降低税率，与香港、新加坡等其他区域性金融中

11 《中国金融市场——处于变革中的格局》，毕马威，<https://www.kpmg.com/cn/
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Capital-Markets-
FTSE-201106.pdf>

12   同上

13   同上

心保持一致；

• 对已成立的外资企业发行债券，设立统一的监管

机构和透明的审批机制，确保扩大外资参与的范

围；

• 加快利率市场化；

• 继续推动人民币市场化及人民币使用国际化。

1.2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的步伐

问题

尽管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刺激了航运和物流的发展并提

高了效率，监管障碍和营运方面的挑战仍然阻碍着上

海向国际航运中心迈进的步伐。

分析

上海港，连同临港新城和洋山深水港，是长三角地区

及至全中国的战略交通枢纽。2013年，14 上海集装箱

吞吐量达到创记录的3,360万标准集装箱，继续保持

世界最繁忙集装箱港口的桂冠。

上海市政府承诺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加速造船业的

发展。已发布的优惠政策包括允许外商在自贸区以超

过49%的投资比例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经营国际

船舶运输业务，允许船舶登记主体的外商出资比例突

破50%的限制；允许外商在自贸区设立独资企业从事

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充分利用自贸区在金融、贸易等

领域的开放政策和创新做法，着力发展航运金融、保

险、交易、咨询、海事仲裁、港口物流等现代航运服

务业等。15 已宣布允许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在自贸区

从事国际捎带运输。但是，令欧盟航运界失望的是，

中国政府只允许悬挂外国国旗且中国公司持有最终所

有权的船舶在上海从事国际捎带运输。因此，上海自

贸区的做法与“船舶国籍而非船舶所有者国籍决定市

场准入”的国际惯例背道而驰。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对

这一做法深表遗憾。

2013年10月，洋山深水港主航道正式实行双向通

航，有助于航运公司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上海的转运

14 《上海仍然是领先的集装箱港口》，上海日报，2014年1月4日，<http://www.
shanghaidaily.com/Business/transport/Shanghai-still-container-port-leader/
shdaily.shtml> 查阅日期2014年4月17日，

15 《探索创新航运发展制度模式 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交通运输部，

2013年9月30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7日，<http://www.moc.gov.cn/zhuzhan/
jiaotongxinwen/xinwenredian/201309xinwen/201309/t20130930_1490930.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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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6 上海将加速洋山深水港四期建设，并将修建铁

路连接浦东国际机场和临港新城。

尽管上海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但其仍不是绝对

意义上的国际航运中心，主要是因为航运相关服务、

尤其是航运金融和航运运价指数衍生品落后。航运金

融服务由上海有限的几家银行提供，重点关注的是大

型造船企业。鉴于上海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

心，金融与航运业需进一步协调，促进航运金融的发

展。对于航运运价指数，上海航运交易所将推出航运

运力交付衍生品，以满足对日益增长的对冲工具的需

求。17  

航运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上海航运市场的健康发

展提出了挑战。尽管上海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但其保险业依然落后。相比较而言，尽管日本的全球

贸易贡献只有5%，但日本的贸易相关保险业占世界

总量的10%。18 航运保险的形式有限，理赔能力无法

满足航运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此外，目前的海事法律

体系有时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欧盟商会希望，随着上

海国际航运的发展，应制订航运特别法并推出航运相

关金融或保险服务。

2014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全球航空纠纷的

专业仲裁机构--上海国际航空仲裁院在上海揭牌。该

仲裁院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中国航运运输协会、上

海国际仲裁中心联合成立，属全球首创。三方将向其

会员推荐该仲裁院协助解决纠纷。三方还将通力合

作，通过该仲裁院面向全球提供服务。欧盟商会对仲

裁院的启动表示全力支持，且欣喜地看到欧洲公司被

选为发展委员会的专家。

建议

• 促进航运金融和现代航运相关服务的发展；

• 根据国际惯例调整现行海事法律体系，制订航运

金融和保险特别法；

• 赋予所有悬挂外国国旗的船舶在中国自由贸易区

16 《上海实行深水港双向通航》，中国日报，2013年10月15日，查阅日期2014年4
月1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10/15/content_17034962.
htm>

17 《航运运力期货在上海扬帆起航》，上海日报，2013年10月10日，查阅日

期2014年4月1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3-10/10/
content_17020426.htm>

18  《上海关注航运保险》，中国日报，2013年11月19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7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3-11/19/content_17115501.htm>

货物中转的平等权利，无论船舶的最终所有者属

于哪一国籍。

1.3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步伐

要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经济中心，需要各方协同努

力，除了需要解决其他三个中心项下讨论的事宜之

外，还需一些其他举措。一个核心要素是吸引跨国公

司到上海设立全球或地区总部（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阅关键建议1.5），发展上海的“总部经济”。在欧

盟商会2012年发布的《亚太地区总部调查》中，分

析过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总部首选目的地的潜力。当时

提出的建议有：

• 改善总体监管环境与克服官僚作风；

• 建立更具竞争力的个人与企业税收体系； 
• 简化国际人才工作和居住许可申请流程；

• 采取措施提高员工在国内的流动性； 
• 加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 实施稳定、可靠的法规；

• 采取国际货币和透明性标准；

• 提高人民币可兑换性。

以下将讨论其他措施和挑战。

1.3.1 鼓励外资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问题

目前缺少鼓励欧洲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激励措

施，现有激励措施极难获得；而由于将强制技术转

让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欧洲公司处于不利的市场地

位。

分析

中国政府、内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焦点，都已明确向

研发转移，尤其是在中国进行针对中国和面向世界

的研发工作。在政府“十二五”规划的大力支持下，

再加上企业要在竞争市场中取得成功所不得不面对的

创新需求，中国的研发活动正迈入一个新时代。跨国

公司和外资企业在中国部署的重要研发活动越来越

多，除预期的商业优势（及激励）以外，还有一个原

因是希望缩短与日渐扩大的中国市场之间的距离。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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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而另

一点则不那么广为人知，即中国很快还将成为全球研

发投资领军者。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

2012年，中国的国内研发总支出为2,570亿美元，美

国为3,970亿美元，欧盟和日本分别为2,820亿美元和

1,340亿美元。19 

在2008至2012年间，随着许多国家公共研发预算停

滞或紧缩以及企业投资减少，经合组织国家研发支出

年增长率为1.6%，仅为2001至2008年间增长率的一

半。而中国在2008至2012年间研发支出翻了一番。20 

目前，中国有1,600多家研发中心。其中至少1,300家
属于跨国公司，而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120家。21 数
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跨国公司持续的投资需

求——主要跨国公司都进行研发投资，其中61%已经

在中国设立了至少一家研发中心。上海是跨国公司在

中国开展研发活动领先的城市，共有350多家研发中

心。22 

这种爆炸性增长的背后，关键原因是满足在中国为中

国研发产品的需求。多年来，跨国公司都是用在其

他地方研发的产品经适应性调整后销往中国大陆。如

今，跨国公司让研发更靠近目标市场，一方面更靠近

客户，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根据当地市场偏好进

行产品调整。

研发激励措施

就研发激励而言，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采取的都是多

管齐下的方法，包括政府支持研发的政策措施以及一

系列激励研发投资的具有吸引力的税收措施。但是，

上海还可以进一步激励企业在沪设立研发中心。目

前，上海尚没有统一的激励方案，而补贴的获取则需

要个别协商。这样的办法透明度低，且缺少明确性和

可预见性。

19 《OECD 科学、技术与产业展望》，2014年11月12日，<http://www.oecd.org/
newsroom/china-headed-to-overtake-eu-us-in-science-technology-spending.htm>

20   同上

21 《360度中国时事通讯》，《创新中国：全球研发新前沿》，毕马威，2013年8月
发布，<http://www.kpmg.com/DE/de/Documents/China-360-Issue11-201308-
new-frontier-for-global-R-and-D-2013-KPMG.pdf>

22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013年上海市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

现有激励措施包括：23 
• 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率（由25%降至 

15%）；

• 大幅提高研发开支可用于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比

例（由100%提高到150%）；

• 对技术先进的服务型企业实施税收减免；

• 采购研发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实施豁免或退税；

• 对技术转让实施税收减免。

但是，外资企业在利用上海提供的这些激励措施时面

临许多困难。例如，目前已有一些很好的创新激励制

度，包括战略支持（长期结构性激励制度，如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制度，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计划）和

战术支持（集中补贴有明确范围和目标的项目）。遗

憾的是，由于申请要求严格、地方政府对规则的理解

差异以及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差异，外国企业很难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因而从这些激励机制中获益远低

于预期。

年轻科研人员的流动性

对于在上海从事研发活动的外资企业来说，面临的主

要问题是签证管理要求更加严格，而且签证政策的实

施前后不统一，尤其是涉及到聘用年轻外籍人才时。

尽管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理科毕业生“生产国”，

但上海本土公司和跨国公司仍然需要来自不同背景的

技能型科研人员。而限制性的移居政策使得跨国公司

无法向上海派遣足够的外籍科研人员以建立多元化和

国际化的工作环境，这种工作环境能激励研发中心的

科研人员，并且提升上海作为国际创新中心的形象。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上海仍缺乏具有多元文化和

不同文化背景人员的研发中心。无论其基础设施和人

员质量如何优质，上海仍然被海外科研人员视为第二

选择，这对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并从其工作中受益造成

了阻碍。

跨国公司都为员工建立了员工流动培训机制。为科研

人员提供海外派遣，跨国交流以及跨国实验的机会是

开发新思路、创造新产品和开创新技术的关键。就研

发领域而言，对初级研发人员提供具有领域针对性的

培训和交流机会尤为重要，这样可以使他们尽早了解

23  《360 度中国时事通讯》，《创新中国：全球研发新前沿》，毕马威，2013 年 8 
月发布，<http://www.kpmg.com/DE/de/Documents/China-360-Issue11-201308-
new-frontier-for-global-R-and-D-2013-KPM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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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该领域内全球实验室所使用的设备和技术。为

研发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激励型环境是促进创新及创

意的催化剂，而政府新出台的签证规则（至少两年工

作经验）却阻碍了外籍年轻人才为中国创新体系的发

展做贡献。

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与本土公司不存在市场竞争，因

为跨国公司研发的产品和技术最终会使整个中国社会

从中受益。对研发人员和初级科研人员的跨国流动培

养计划，是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建议，为促进创新，应

该设置特定的签证身份，允许年轻外籍科研人员到中

国工作，并且允许外籍科研人员在中国参与短期、合

作研发项目。

知识产权保护

从医疗卫生和生物技术到高科技制造、信息技术和替

代能源，中国很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排名都在

快速上升，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和保护。数据显示，上海在知识产权各方面指标都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称，2013
年，上海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48,370件，同比增长 
20.0％；专利申请量达86,450件，同比增长4.6%，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39,157件，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0,644件。上海2013年的商标申请量为约10.6万件，

核准注册量5.7万件；一般作品版权登记量为82,563
件。知识产权执法也反映了知识产权注册量和申请量

的增加。2013年，上海市法院受理和聆讯各类知识

产权案件6,656件，同比增长25%。 

除这些统计数据外，对于政府进一步提高上海知识产

权意识的举措，例如每年发布的“上海知识产权白

皮书”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欧盟商会

也颇受鼓舞。2014年，第11届上海知识产权国际论

坛成功举办；另外，上海自2013年起开始举办中国

（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但是，尽管上海呈现对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的趋势，

但在沪进行研发投资的外资企业仍感受到不公平待

遇，尤其是涉及到以技术转让作为先决条件的市场准

入（如种子、建筑或铁路等行业）或公司商业机密

时。上海地方政府利用技术转让来惠及那些与外资企

业建立合资公司的本土公司的做法已有不少案例。在

进行合作关系或者合资公司结构谈判时，本土公司也

惯用强制性技术转让作为先决条件给外资企业施加压

力。将强制性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前提的最初设想

是支持本土公司提高其创新能力，但现在的结果却适

得其反。实际上，这间接造成了外资企业不与本地公

司合作研发项目的态势，从而阻碍了中国可持续创新

体系的发展。技术转让应该基于双方协定，政府不应

强加人为的和反竞争的要求，应由市场决定和引导合

作双方有关技术转让的前提和条件。

外资企业为研发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尤其是在

上海。然而，当外资公司将新技术带入中国市场时，

往往面临繁琐而具有干预性的许可审批过程。在这些

过程中，外资公司往往被要求公开新技术的详细信

息，包括公司专有信息和商业机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二十一条

及相关地方性法规，欧洲公司在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

科研资金及商业化项目时，还面临对知识产权所有权

的限制。实际上，接受中国国家资助的项目，其知识

产权需遵守下列规则：

• 当知识产权转让给非中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或者许

可非中国的组织或者个人独占实施时，须经相关

项目管理机构批准； 
• 新形成的知识产权首先在境内“使用”（例如,

新知识产权首个持有者必须在中国）。

2014年是上海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一年，启动了一

系列重大行政改革，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对此表示欢

迎。2014年11月16日，全国首家单独设立的集商

标、专利、版权行政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能于一身的知

识产权局在上海成立。该试点服务范围为浦东新区，

自2015年1月1日起可能为上海全市的企业服务。这

对上海的知识产权管理来说是重大进步，因为以前商

标、专利、版权分别由不同机构管理，导致管理复杂

和不便。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

决定，将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知

识产权法院试点期限三年，管辖专业技术性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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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同时还宣布了上海

自贸区的特别知识产权法院和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独立的知识产权局将实践知识产权专利、商标、

版权“三合一”模式，统一行使专利、商标、版权行

政管理和执法权。浦东新区也成立了相同类型的统一

的知识产权局。 

上海还拥有2014年9月25日挂牌成立的中国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承诺拓展知识

产权司法交流和培训。这些改革是在上海及上海以外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重大进

步，欧盟商会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些改革的经验

未来可以向上海以外的地区全面推广。 

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上海分会发现，未来知识产

权管理，包括监管和执法，都面临一些挑战。为实现

到2020年发展成为区域和国际创新中心的目标，中

央政府层面也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尽管

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外资企业看来，

中国知识产权整体法律环境仍不足以激励更多的创新

和研发投资。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详细分析和主要建

议，请参阅中国欧盟商会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14/2015》。 24

建议

• 创造一个让外资企业可以有效保护其工程和设计

机密的法律环境，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降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身份认定的要求，确

保参与中国创新体系发展的研发机构都能够受益

于这种身份；

• 建立一个公开在线平台，以清晰透明的方式提前

发布中国公共研发补贴的所有官方消息，使研发

公司可以有合理的时间进行补贴申请的准备工

作；

• 简化针对外籍年轻研究人员的签证政策并放宽相

关行政要求；

• 推行更灵活的签证政策，允许外籍科学家在华从

事短期科研合作项目。

24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第72-81页，中国欧盟商会，http://www.
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position-paper

1.3.2  恢复原来的工业用地50年使用期限

问题

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的缩短会减弱上海作为投资目的

地对工业公司的吸引力。

分析

2014年7月1日起，上海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出让年

限由之前的50年缩短至不超过20年。25 这一变化引起

了外资企业尤其是考虑在上海进行全新项目投资或商

业扩张的外资企业的广泛担忧。这些改革措施的目的

是通过设定更严格的建设目标和现场运营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根据新制度，新增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出让

年限不超过20年，而对于特定“国家和本市重大产

业项目”，出让年限最高不超过50年。26 新规不影响

2014年4月之前已出让土地的使用期限，但适用于续

期使用申请。新规对土地受让方规定了一些土地利用

业绩要求和转让限制，违反规定的将被处以罚金或收

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是稀缺资源，因而欧盟商会支持一切将土地利用

效率最大化的举措。但是，很多欧洲企业投资的资

产，其使用期远超20年。在这种情况下，从投资者

的角度看，出让年限大幅缩短增加投资风险，因而会

降低投资意愿。计划未来对上海进行全新项目投资的

公司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上海分会认为，新规与物

权法相背离，会削弱上海作为投资目的地对工业公司

的吸引力。相对较短的土地使用年限和针对土地受让

方的严格的限制条件，对在沪工业投资者的可持续发

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否定了一切长期开发项目的可能

性。

建议

• 恢复50年使用期并审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

保公司在不违反行政机关规定的情况下具有全部

的土地使用权。

25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通知，2014年3月28日，查阅日期2014年6月18
日，<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
u26ai38758.html>

26 《上海缩短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并设限制使用目的》，《中国概要》，2014
年4月28日，查阅日期2014年6月18日，<http://www.china-briefing.com/
news/2014/04/28/shanghai-introduces-shorter-industrial-land-use-terms-
operational-targ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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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快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步伐

问题

上海仍然缺少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框

架。

分析

欧盟商会全力支持上海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上海

自贸区为上海加速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四个

现有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

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合并的一年来，自贸区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发布的措施

已取得了巨大进步。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请参阅主要

建议2.4。

中国已成为继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展会国家，而上

海则是事实上的展会和展览中心。上海很快将完成投

资额达150亿人民币的展览中心建设，预计将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展览中心。国家会展中心预计将于2015
年3月完工，拥有50万平方米的展厅和展场，配套18
万平方米办公设施和15万平方米商业中心。会展中

心有助于促进上海成为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上海现

在必须重点开发配套设施和服务。浦东在这方面已经

取得一些进展，但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进一步改善

并提高其配套设施和服务。随着国家会展中心明年开

放，浦西，尤其是具有高效内部交通网络的虹桥地

区，将在上海的贸易和展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

近期实施的落地签证是一项重大进步，欧洲商界对此

表示欢迎。落地签证允许外国展商和游客提前三天向

展会组织者提交签证申请或注册，并在抵达后向出入

境监管部门取得为期30天的签证。落地签证不但简化

了程序，而且大幅缩短了获得商业签证的时间。外国

参展商和游客更便于到上海，十分有利于上海展会行

业的国际化。

上海需要重点关注一些领域，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贸易中心的竞争。必须提高贸易便利性（更多信息，

请参阅主要建议1.5），且必须进一步发展商业和公

共贸易服务。 

建议

• 推动上海配套设施和服务升级，以便为大型贸易

展会服务；

• 提高贸易便利性。

1.5  改善生活品质，将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领先的大

都市

问题

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化、多元化城市并吸引充足的

外籍人才，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改善环境、改善居民的

日常生活品质。环境问题已对上海居民的健康和生活

构成重大威胁，空气污染、食品、土壤和饮水安全问

题尤为严重。上海要改善监管环境并提供更多激励措

施吸引企业和技能性人才入驻，尚面临一些挑战。

分析

企业吸引国际技能型人才移居上海的能力，是上海

发展成为国际领先城市的关键因素。但是，一些因

素却阻碍了技能型人才入驻上海。根据欧盟商会的

《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61%的受访企业称恶劣

的空气质量是上海吸引合适的专家型人才的障碍。这

是欧洲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面临的最大挑战，紧随其

后的是不愿被派往中国和对薪酬待遇期望过高，反映

了税收、住房、医疗卫生、保险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问

题。27 

环境保护措施

由于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对中国城市“宜居性”的

关注越来越多。亚洲开发银行2014年的一项研究，

根据环境宜居性对中国的33个城市进行了排名。该研

究考虑了水资源、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噪声、生

态、城市宜居性及环境管理等多个方面。28 上海仅排

名第22位。排名较低的原因在于城市经济主要是基于

高资本和人力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快速增长。城

镇化进程导致交通需求增加，进而造成氮氧化物排放

增加，并已经导致机动车尾气超过煤烟成为首要污染

物。 

27 更多信息，请参阅中国欧盟商会《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http://www.
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宜居城市开发指标和监测系统》，亚洲开发银行，2014
年发布，<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4/developing-indicators-
monitoring-systems-pr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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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2000年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后才越发重视

环境保护。自那时起，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连续九年超过3%。但要满足环境保护的国际

标准，尚需采取更多措施。29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

究，由于上海人均水资源量少、二氧化硫（SO2）污

染严重，且从源头清除污染的能力较弱，相对于其他

指标，水资源和空气质量始终较弱。由于城市废弃物

增加但处理能力落后，固体废弃物和生态指数在七年

内分别下降了15.7%和24.6%。因此，上海必须重点

关注水资源、空气质量及固体废弃物管理。30 

上海的空气质量长期低于可接受的空气质量标准。据上

海市环境保护局称，2013年上海市细颗粒物（PM 2.5）
（粒径小于等于2.5微米）年日均值为每立方米62微克

（μg/m3）。2013年，全年有124天空气质量低于最新国

家空气质量标准的年均PM 2.5浓度35μg/m3。31  

为治理严重的空气污染，上海市政府于2013年10月
18日发布了《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
2017）。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17年，PM2.5年
均浓度比2012年（56μg/m3）下降20%。32 计划涉及

能源、工业、交通、建设、农业、生活等六大领域。

计划包括完成2,500余台燃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

的锅炉和300余台窑炉的清洁能源替代或调整关停，

到2017年，完成热电联产机组和集中供热锅炉等燃

煤设施的清洁能源改造，取消分散燃煤设施。累计将

完成工业企业结构调整2,500项左右。33 

对上海市政府控制及预防空气污染的措施，欧盟商会

上海分会表示欢迎，同时希望看到措施的严格落实和

评估。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强调，上海将发展公

共交通并加大机动车船污染控制力度。计划到2015
年，完成剩余18万辆黄标车淘汰任务，并在2013年
底前对所有公交车实施国Ⅴ排放标准（相当于欧洲 V 

29　同上

30　同上

31 《2013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环境保护部，2014年3月25
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8日，<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1403/
t20140325_269648.htm>

32  《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上海市政府，2013年11月7日，查阅日

期2014年4月8日，<http: / /www.sepb.gov.cn/ fa/cms/shhj / /shhj2098/
shhj2101/2013/11/78836.htm>

33 《上海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环球时报》，2013年10月19日，<http://
www.globaltimes.cn/content/818788.shtml>

标准）。此外，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和清洁

燃料车的比例达到60%以上。34 节能电车是上海市政

府通过免费牌照、购车补贴等激励措施力推的另一种

绿色交通方式。但是，基础设施不足（充电桩数量

有限）妨碍了计划的实施。20,000张免费牌照实际只

发放了400张，而且多数是汽车租赁公司而非个人购

车。35 欧盟商会希望上海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

政策推动，改善其环境友好型交通系统。

上海市环保局自2013年底起开始发布24小时空气质

量预报。2014年4月起实时（每小时更新）PM2.5报
告系统上线，36 向空气污染物监测又迈进一步。上海

计划建立更多PM2.5监测站并将加大研发投入。上海

分会相信，报告系统的改进有助于空气质量监测。

上海计划对污染防治和惩罚措施的实施建立相关部门

责任制。但是，2013年，上海市环保局仅处罚了其

调查的45,000家企业中的1,284家（不到3%），平均

罚款仅50,000元人民币。37 尽管修订后的法律加重了

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但实施细则并不明确。上海分

会希望，加大对污染者和违规排放者的处罚力度，同

时加强环境检测。

上海市政府是华东六省市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

作项目的成员，与区域内的主要城市协同合作。38 城
市之间加强沟通有助于知识共享、污染源头追踪、

污染物排放控制及对违规者进行处罚。2014年1月7
日，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启动，明确了

“协商统筹、责任共担、信息共享、联防联控”的协

作原则。39 欧盟商会对协作机制表示欢迎，同时希望

推出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且各政府机构能够通力协

作，明确制订并实施统一的节能、污染物排放和行业

准入标准。

34 《上海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环球时报》，2013年10月19日，<http://
www.globaltimes.cn/content/818788.shtml>

35 《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为何仍遇冷？》，光明网，2013年2月6日，查阅日期2014年
4月9日，<http://www.gmw.cn/ny/2013-02/06/content_6647606.htm>

36 《官方推出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上海日报，2014年3月11日，查阅日期，

2014年4月9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environment/Officials-
propose-realtime-air-quality-index/shdaily.shtml>

37 《上海人大代表质疑环保部门》，2013年12月26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9日，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34354.shtml > 
38 《协作是治污的关键》，上海日报，2014年3月10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0

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environment/Cooperation-key-to-
fighting-pollution/shdaily.shtml>

39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启动》，上海市环境保护局，2014年2月10
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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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标准

饮水安全

饮水安全是上海市政府近年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重

点关注的问题。2013年，从黄浦江中打捞起数千头

死猪。自那以后，上海市所有饮用水都要经过二次处

理，由政府专家宣告饮水安全。40 2013年8月，上海

市水务局启动了水质信息进社区试点。41 欧盟商会

对市政府确保居民自来水水质安全的行动表示欢迎

2014年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保证水质并对生活饮用

水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42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项

研究表明，城市用水质量为“良”，尽管报告建议

“可通过强化污染治理及提高环境管理能力来改善城

市用水环境宜居性”。43 

2013年3月，上海连续对饱受劣质自来水之苦的市区

老居民小区的自来水管网进行改造。44 该项目包括对

小区和建筑物内生锈的管道进行更换及对位于住宅小

区的水箱添加超滤膜。上海市水务局还称，上海所有

住宅建筑的水箱都将加装水质监测传感器。全市共有

约12万只屋顶水箱为各建筑供水，多数位于住宅建

筑顶部。此项目已经启动，系统初步于2017年运行

2020年前后安装完成。45 上海市水务局明确表示，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46 

食品安全

截止到2013年底，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在

全市17个区县设立了456个食品风险监测采样点，覆

盖全市95%以上的食品种类、85%的食品供应主渠

40 《确保上海饮水安全》，上海日报，2014年6月5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7日，

<http://www.shanghaidaily.com/feature/Ensuring-Shanghais-water-is-safe/
shdaily.shtml>

41 《上海试点水质信息进社区 提高市民对水质知情权》，新华网，2013年8月23
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8/23/
c_125232483.htm>

42 《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14年2
月14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0日，<http://www.spaq.sh.cn/gb/node2/spaq/
node3299/userobject1ai39556.html>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宜居城市开发指标和监测系统》，亚洲开发银行，2014年
发布，<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4/developing-indicators-
monitoring-systems-prc.pdf>

44 《上海实施管网改造提高自来水水质》，上海日报，2014年3月26日，查阅日期 
2014年4月7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public-services/City-to-
renovate-water-pipelines-for-better-tap-water-quality/shdaily.shtml>

45 《全市自来水水箱加装水质传感器》，上海日报，2014年5月21日，查阅日期，

2014年5月29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society/City-water-
tanks-to-get-quality-sensors/shdaily.shtml>

46 《明确目标，加强保障，积极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上海市水务局，2014
年3月10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0日，<http://www.shanghaiwater.gov.cn/
xwzx!view.action?fan.fileId=219858&sdh.code=002001005>

道。47 上海分会对扩大食品安全监督网络的措施表示

赞赏。还应注意到，上海将通过延长刑期和加大罚款

额度，提高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用非

法化学品和销售过期食品的，平均处五年七个月有期

徒刑，而以前仅为三年有期徒刑。48 这在2014年7月
的福喜丑闻中已有体现，福喜被发现向若干国际知名

快餐连锁店出售过期肉。事件发生后，福喜六名管理

人员被批捕，上海地方当局随后表示对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零容忍。上海分会希望这一事件能促进针对中国

的食品销售渠道出台更严格的食品安全措施，并加大

处罚力度以起到震慑作用。

2013年3月，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被认为是进一步加强协调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积极

举措。上海是中国食品相关机构改革的试点城市。

2014年1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市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

东新区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的职责。49 2014
年10月，这一改革措施推广到上海其它中心城区。

对此向统一权威的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机构迈进的举

措，上海分会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后续推出更为严格

的实施办法。

2013年6月，上海引入了食品安全黑名单制度，每月

公布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企业和个人。首份黑名

单禁止两家企业和13名责任人进入食品行业。50 对食

品安全举报予以奖励是另一项加强监管的措施，上海

食品安全举报已奖出39.5万元。51 欧盟商会对惩治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措施表示赞赏，同时希望执行更为

严格的处罚措施。

47 《食品风险监测采样点覆盖95%以上的食品种类》，上海市政府，2014年4月
10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10日，<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
node2314/node2315/node17239/node17240/u21ai863555.html>

48  《上海法院加大食品的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中国日报，2013年
11月19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21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
bizchina/2013-11/19/content_17114555.htm>

49 《浦东监管机构三合一》，上海日报，2013年12月31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22
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New-market-watchdog-in-Pudong-
consolidates-3-agencies/shdaily.shtml>

50 《首份黑名单列入13名责任人》，《环球时报》，2013年6月19日，查阅日期 
2014年4月22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90166.shtml>

51  《上海食品安全举报奖出39.5万元》，2014年4月3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22
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4-03/60277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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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适宜生活和工作的目的地

移居问题

上海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在中国一

线城市中吸引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地区总部的竞争力。

2014年7月14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上海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

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规定实施意见的补充规定》沪商

外资〔2014〕348号（《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有效期五年。52 

《通知》正式推出“准总部政策”，预期将放松设立

地区总部的要求。按照新政策，虽未达到跨国公司总

部标准，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外商独资企业（含分

支机构）均可享受新政策：

• 实际承担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以上区域内的管理

决策、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物流、结算、研

发、培训等支持服务中多项职能；

• 总部型机构经营场地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且

履行总部运营管理职能的员工达50名以上；

• 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不少于3家外商投资企

业，其中至少1家注册地在上海；

• 跨国公司的资产总额不低于2亿美元；

• 跨国公司区域业务总负责人及负责相应职能的高

级管理人员长驻上海工作。53 

此类跨国公司需要多次临时入境的外籍员工，可申请

入境有效期不超过1年、停留期不超过180日的多次

签证。此外，总部型机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可办理有效期5年的外国

人居留许可，不需每年延期；部门经理可办理有效期

4年的外国人居留许可；一般外籍员工可办理有效期3
年的外国人居留许可。

尽管如此，严格的居留政策仍然有一些负面影响。对

工作经验年限的要求妨碍了应届毕业生移居到上海，

也阻碍了欧洲年轻人才通过在中国实习积累经验。自

52 《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措施加码》，《中国概要》，2014年7月23日，

<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4/07/23/shanghai-raises-stakes-
attract-multinational-headquarters.html>

53   同上

2013年9月1日起实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以来，公司为外籍实习生申请签证越发困难。

欧洲公司聘用了大量中国员工，同时也聘用了一些外

籍员工，以促进专业知识转移和最佳实践分享。中国

在欧洲公司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会

员公司要通过提供在中国实习的机会，让其年轻的欧

洲人才接触中国市场。年轻外籍实习生对国际商业环

境所做的贡献，与中国实习生在欧洲参加欧洲公司的

实习做出的贡献相同。据我们了解，新规不再为外籍

实习生提供特定的签证类型（2013年9月1日前，中

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网站上明文规定了适合短期培训

和实习的F字签证）。目前，国外的大使馆/领事馆已

不再对实习发放商务签证。即使发放了商务签证，中

国许多地方公安局也不接受此类签证。公司因而要面

临公安局对持M字签证的实习生为“非法聘用员工”

的指控，并面临罚款。但是，由于缺少两年工作经

验，此类实习生无法申请到工作签证。据上海分会了

解，新规允许外籍学生办理学习类居留证件，但需按

照规定提交招收单位出具的注明学习期限的函件等证

明材料。但是，尽管已经过去一年了，实践中并未按

规定进行“注明”，因而妨碍了许多公司为持学习类

居留证件的外籍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目前，我们的会员公司面临的问题包括法律缺少确定

性、不同机构对规定的解释不同、且对现有法规的实

施力度不足。 

此外，户籍制度54 相关的限制使得非上海籍专业人士

无法享受该市的退休、医疗等待遇。

 
国际学校

上海的国际学校非常昂贵，学费攀升阻碍了外籍家庭

向上海迁移。最近发布的居留限制、不断上涨的生

活成本以及现行税收制度，都不利于降低学费。多所

欧洲学校在某些区扩建现有校舍的计划也都遇到了瓶

颈。欧盟商会上海分会理解政府发展中国学校的强烈

需求，但希望政府在市级层面对此事进行进一步调

查。

54　户口是按照中国法律在户籍登记系统中进行登记的记录。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农

村户口）无法享受城市户口员工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倾向

于为日后返回原籍做准备而把收入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以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当前的规则妨碍了劳动力流动性，对生产力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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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都偏高，降低了上海对

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即使是在上海自贸区内，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也分别高达25%和45%（可减

免），而深圳前海经济特区对这两个税种都实行更

具竞争力的15%税率。55 相对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

（分别为16.5%和17%）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税率竞

争力则要高得多。不利的税收环境降低了外籍专业人

才到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意愿。

住房

2014年9月，上海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温

和上涨2.7%。2014年9月食品价格上涨3.3%，仍然

是上涨的主要因素，而交通、医疗、服装价格均有

下降。56 住房市场上，2013年11月出台了两项重大政

策，即二套房首付比例由60%提高到至少70%，同时

外地户籍购房门槛提高。57 欧盟商会上海分会支持政

府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并希望采取更严

格的措施抑制住房价格上涨。

交通

上海的交通状况仍然难以令人满意，高峰时段交通拥

堵状况非常严重。有调查显示，在中国各主要城市

中，上海高峰时段交通堵塞最为严重。根据该调查

2014年第二季度，上海“拥堵延时指数”为2.16，
意味着因为交通拥堵，公众出行需花费非拥堵状态下

2.16倍以上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评分为2或以上的，

都表示严重拥堵。58 曾有提议对驾驶人员征收拥堵费

以减轻市区交通压力，但政府尚未发布具体建议或时

间表。59 加强对占用公共汽车专用车道的处罚力度，60 
同时增加自行车专用车道，可以提高交通效率。

55 《前海经济特区将提供 15% 的特别税率》，南华早报，2013年6月28日，查阅日

期2014年4月15日，<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70444/qianhai-
economic-zone-will-offer-special-tax-rate-just-15-cent >

56 《上海CPI自二月以来小幅上涨》，中国日报，2014年4月15日，查阅日期2014 
年4月15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business/economy/Shanghais-
CPI-sees-slower-rise-from-February/shdaily.shtml>

57 《上海率先发布新版楼市调控政策》，上海日报，2013年11月8日，查阅日

期2014年4月15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3-11/08/
content_17092081.htm>

58  《上海位居全国交通拥堵之首》，英闻天下，2014年8月22日，<http://english.cri.
cn/12394/2014/08/22/2941s841434.htm>

59 《为缓解交通压力，可能对司机征收“拥堵费”》，上海日报，2013年8月23日，

查阅日期2014年4月16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public-services/City-
drivers-may-be-charged-congestion-fares-to-ease-traffic/shdaily.shtml>

60 《公共汽车专用车道被占用》，《环球时报》，2013年12月30日，查阅日期 
2014年4月16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34951.shtml>

医疗服务和保险

随着上海国际社区的持续增长，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

求日益上涨。近期的积极发展包括位于浦东的上海国

际医学中心自2014年3月起运营，为居民提供高端医

疗服务。中心将邀请国内一流医疗和国外诊所到中心

提供服务，同时还将提供多语种支持。61 但是，欧盟

商会上海分会对驻沪外籍人员只提供品种有限的医疗

保险，62 以及公立医院相对难以令人满意的医疗服务

表示担忧。

建议

• 增加环保开支和研发基金，降低污染并进行污染

物监测；

• 实施 PM2.5 24小时预报，加速污染物实时监测

项目；

• 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和政策推动，改善环

保型交通体系；

• 提高对违规排放的处罚力度，每月/季度发布更

详细的环境监测报告；

• 为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制订详细的

行动方案和评估机制；

• 对居民饮用水实施更严格的质量监测，改善与水

质有关的区域信息分享机制；

• 由单一监管机构对食品、药品进行归口管理，以

简化协调工作；

• 加强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定期发布

黑名单；

• 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负；

• 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抵制房价上涨；

• 简化居留和工作许可证法规，以便年轻人才能够

在沪工作和生活，且有经验的专家能够取得期限

更长的居留和工作许可； 
• 扩大公共交通体系，尤其重点关注市区交通； 
• 加强对占用公共汽车专用车道行为的处罚力度，

提高公共汽车服务效率；

• 增加国际医疗服务的供给，改善医疗保险的可负

担性。

61 《医疗专家有望在浦东新中心执业》，上海日报，2013年11月28日，查阅日

期 2014年4月16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health-and-science/
Medical-experts-allowed-to-practice-at-new-Pudong-center/shdaily.shtml>

62 《努力变得更好》，《环球时报》，2013年3月27日，查阅日期2014年4月
16日，<http://www.globaltimes.cn/DesktopModules/DnnForge%20-%20
NewsArticles/Print.aspx?tabid=99&tabmoduleid=94&articleId=771109&moduleI
d=405&Porta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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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确保上海可持续发展

问题

对于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上海面临诸多挑战。

分析

中国过去30年来增长和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是前所

未有的城镇化进程。中国正在由以农业社会为主导迈

向以工业社会为主导的转变中。城镇化进程仍在持

续，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前后。63 在此期间，每年将

有1,500万人64 加入到城市人口当中。2000年至2005
年期间，来自外省的移民使上海人口增长了9.1%。

中国的领导人在呼吁城镇化新模式，新模式要支持

较高且更高效的增长，在更大范围内分享城镇化的

好处，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同时保障中国的食品安

全。2014年3月，中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旨在使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向

更加以人为本和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这需要地方政

府围绕土地、户籍、财政制度及激励制度制订综合改

革方案，同时通过社会政策和服务提供、城镇规范及

环境管理等改革提供支持。中国在这些领域均已取得

了进展，地方层面的许多试点也值得考虑推广。

土地政策决定了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空间效率，进而影

响环境可持续性和宜居性。上海需要进行户籍改革，

通过取消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这

些流动的障碍既包括城乡之间，亦包括城际之间的自

由流动。如果劳动力要向最能发挥他们生产效率的地

方流动，他们便理应得到当地的公共服务，同时叠加

他们应享有的的社会保障权益。为此，户籍政策需要

向居住制度转变，统一服务规则。长期来看，城乡地

区应向任何居民提供相同的最低公共服务，无论其原

住地在哪。

财政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以便适应土地和户籍制度的

变化。土地是上海市政府近几十年来的主要收入来

源，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左右，去除用地补

63　2030年被各方描述为中国“成熟”的时间。城镇化成熟度指一国城镇化人口达

到70%。《中国的城镇化如何融资》，南华早报，2013年5月13日发布，<http://
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236136/how-fund-chinas-
urbanisation>

64 《中国的城镇化如何融资》，南华早报，2013年5月13日，<http://www.scmp.
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236136/how-fund-chinas-urbanisation>

偿和土地出让准备金后占2.5%。65 提高城镇化效率，

要求地方政府重点加强现有城镇土地管理，而不是新

征城镇土地。因此，预期农村土地转城镇土地的收入

会减少。同时，政府向外来人员及其家庭提供公共服

务，将导致城市融资需求增加。因此，财政改革不但

能为上海提供增长所需的资源，还能提高增长效率。

融资

城镇化隐含着资金问题。中国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内投

入4万亿资金推动城镇化，相当于2012年的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要实现中国政府的城镇化目标，上海将面

临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央规划的传统，可以预见，

中央政府会提供相当的资金要素支持上海市政府的预

算。然而，中央政府为上海市地方政府提供的金融支

持毕竟有限，融资工作仍需由地方政府官员和城市领

导承担。这些领导既要负责管理和推进上海城镇化进

程，又要负责寻找资金来源并善加利用这些资金来承

担城镇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住房、学校、道路和交通网

络、医院、公共设施及社会休闲基础设施等的费用。

上海还面临因城市扩容而导致的社会服务成本的额外

增加。66 

然而，地方政策上的限制影响了其融资选择。其中之

一是通过地方税收筹集资金的能力。地方征收的大部

分税金被收归中央政府，而地方只能留存或分配一小

部分。67 此外，尽管上海市政府可从企业得到费用收

入，如向开发商征收因其对公共基础设施造成的负担

而设的排污费和增值征费，但这些费用的收入目前仍

处于较低水平。

上海市政府可以利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土地“出

让”。但并不是实质上的土地销售，因为政府保留土

地的所有权。但是，这一制度对上海来说有明显的缺

点。土地一般只能一次性取得（至少频率非常低，土

地租赁期限一般为40至70年，而工业用地出让已缩

65 《城镇中国——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2014年发布

66 《中国城镇化：为未来融资》，《360度中国时事通讯》，2013年12月，<http://
www.kpmg.com/CN/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
China-360/Documents/China-360-Issue14-201312-China-urbanization-funding-
the-future-v1.pdf>

67  Hal Harvey，《为中国的宏大城镇化付费》，原子科学家公报，2013年5月，

<http://www.thebulletin.org/paying-great-urbaniz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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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至20年），68 而政府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69 

第二个资金来源是借债，目前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以

及发行地方债券等新兴措施。从技术角度来说，上

海市政府不能直接向银行贷款。尽管有此限制，有些

地方通过市政府的投资主体，即所谓的城市建设投资

公司来进行银行融资。过去四年来，由于位于北京的

中央政府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举债为地方

项目融资的越来越多，占城市基础设施债务融资的 
80%至90%。70 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快速增长，已引起

对债务水平和结构的广泛关注，而还款时间往往不能

与潜在资产相匹配。

上海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进

行融资的能力，对其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有重要影

响。要为城镇化融资垫定更加坚实、可持续的基础，

地方政府需要更多（更灵活）的融资选择和模式。近

年来，对该话题已经过激烈讨论，并明确了地方政府

债券及公私合营等多种方案。

可持续性

上海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代价是环境恶化、

资源消耗增长。由于市场交易未反映污染造成的直接

和间接经济成本上升，因而目前的城镇化途径效率低

下。例如，城市蔓生导致交通能耗加大，且能源、供

水等基础设施的成本也比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高。目

前的趋势也缺少包容性，尽管污染和资源稀缺性对所

有民众均有影响，但贫困人口往往是受影响最大而最

无力应对的群体。

最近几十年中，上海对基础设施投入了巨资用以支持

环境整治，并且在减少污染和提高经济能效方面取得

了巨大进步。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超出了上海治理

目前现存的以及不断新冒出的污染的能力，因而需要

采取更多措施。此外，为未来可持续的城镇化做基础

准备的需求也相比以往来得更为急迫。上海未来如何

发展的规划，将决定其碳排放量及面临可能污染的程

68　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关于工业用地租赁的主要建议。

69   Christine Wong,《给21世纪中国改善市政金融的一些建议》，保尔森基金会，

2012年12月<http://cache.cantos.com/mp4/websites/paulsoninstitute/Some-
Suggestions-for-Improving-Chinas-Municipal_Finance-en.pdf>

70 《PPIAF 协助中国政府向地方政府信用借款迈进》，公私合作基础设施咨询基

金，2010年3月<http://www.ppiaf.org/sites/ppiaf.org/files/publication/PPIAF-
Impact-Stories-China-SNTA.pdf>

度。上海已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居民对清洁环境和宜

居城市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主动行动迫在眉睫。

为此，上海应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与经济效率和社会

包容性并重考量的政策目标。在上海未来城镇进程化

中，提高环境可持续政策的重要性和及效率要求上海

的环境治理能力与环境目标相匹配。上海已颁布了全

面的环境法律法规，然而由于实施环保政策的措施以

及配套行业改革的缺失，尚未对环境质量产生预期的

改善效果。此外，可持续性需要在受污染影响的范围

内解决，

污染的成本

在新的城镇化浪潮启动之时，由于中国的污染多集中

在城市，环境及资源紧缺的应对措施越发急迫。上

海污染加剧将导致大量居民面临威胁其健康的污染。

这种污染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巨大，且还在不断攀升。

中国因空气污染导致死亡的人数量巨大。尽管PM10
年均浓度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下降了25%，死亡率

却在上升，主要是因为与十年前相比，在城市居住的

人口增加了2亿。71 高死亡率和对健康的损害造成的经

济成本非常高，预计每年在1,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

间。此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污染可能还

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因为儿童和婴儿受空气污染的

严重影响，不但导致婴儿死亡率上升，还造成更多出

生缺陷及认知功能障碍。

由于中国依赖煤发电，占过去十年能源供应总量的约 
70%，因而发电是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但

根据《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上海到2017年
将全面禁止煤电。到2015年，需要完成2,500余台燃

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的锅炉、300余台窑炉的清

洁能源替代或调整关停。总体目标是到2017年，细

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比2012年下降20%。72 

建议

• 确保上海的环境（土地、空气、水）及自然资源

能够支撑城镇化，提供上海居民期望的城市生活

品质：改革必须能够改善城市环境，平衡土地和

水资源需求，并尽量减少使用自然资源。

71   同上

7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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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减少审查并提高上海的互联网速度

问题

互联网速度缓慢以及对网上获取合法信息来源的限

制，妨碍了正常的业务运作以及金融、贸易和电子商

务的全球化。

分析

在2014年6月对会员公司的问卷调查中，有87%的会

员公司认为中国的网速过慢对其业务产生了负面影

响，71%的会员公司认为对某些网页的访问限制影响

其业务。73 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审查所用的工具

大大降低了互联网速度，并过滤掉了大量合法内容。

最近几年，这种审查甚至延伸到对搜索引擎的限制，

而搜索引擎对于几乎所有公司和大众的科研和日常搜

索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上述对互联网的限制影响了在上海进行研发的

个人和公司的能力。此外，这一制度还影响了上海吸

引顶级科研人才的能力，因为他们难以搜索到工作所

需的学术论文。无法访问 Google Scholar 等在线工

具以及数据库网站，对研发的影响极大，而法国的世

界报（Le Monde）、英国的 BBC、以及美国的纽约

时报（New York Times）、彭博（Bloomberg）等新

闻网站也在被禁之列。Google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搜

索引擎，Gmail 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邮箱服务

禁止使用。对研发和基本商业运行都有很大影响。因

此，除了影响上海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体验之外，上海

的审查制度和缓慢的互联网速度74 还将对经济增长产

生负面影响。电子商务需要高速互联网连接，而全球

运营的企业没有互联网连接根本无法运行。尽管上海

是中国互联网速度最快的城市，平均网速为5.4MB/
s，但与伦敦（9.4MB/s）、纽约（10MB/s）等金融

中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75 这尤其会对电子信息通信

技术产业、特别是中国希望发展的创新型和知识密集

型行业造成不利的经济影响，因为作为驱动性行业，

电信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大多数其他形式的资本

投资。

73  《欧盟商会针对信息安全和互联网审查问题对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影响的问卷调

查》，2014年6月6日，中国欧盟商会，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
en/national-news/2113

74 《2013年第一季度互联网报告》，Akamai Technologies 技术公司，<http://www.
akamai.com/stateoftheinternet/>

75　同上

建议

• 减少互联网审查；

• 提高互联网速度。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1 加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改革试点的

步伐

问题

尽管自贸区的设立对上海来说是积极的举措，但仍需

加快改革步伐，以确保上海实现其2020年建设成为

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和航运中心的目标。

分析

有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是自深圳成立首个经济特

区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尝试。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

特区模式在全国迅速推广并改变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

的方式。不过，上海自贸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

特区。上海自贸区旨在成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即自

贸区在政策、立法及监管框架方面取得的成果，将作

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试点。上海市政府

的市级立法权具有潜在的广泛影响，因为国家机构会

对自贸区的改革影响进行评估，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因此，地方政府应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以便企

业明确地了解如何在自贸区内开展经营以及自贸区能

提供哪些优势。尽管已经颁布了一些决定和法规（涵

盖金融、物流、医疗及若干其他行业），但在自贸区

启动一年后仍然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企业很难

做出进驻自贸区的商业决策。 

2014年2月，欧盟商会的会员公司就对以下陈述的认

可程度接受了调研：“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和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是朝开放中国市场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迈出的一大步。”

尽管有45%的公司同意此陈述，但仍有38%的公司即

不同意也不反对，表明对这些措施所能产生的影响相

对缺乏信心和确定性。 

事实上，试点阶段的实施没有时间表，这是外国商界

经常提及并讨论的关注点。另外，试点项目结束后对

投资如何处理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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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上海自贸区是全国性试点，而2014年9月3
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宣布超过36项改革举措可在全

国推广。但详细情况尚未发布。 

中国欧盟商会大力支持上海自贸区，并希望对自贸区

的成功发挥自己的作用。欧盟商会认同，作为助力

上海成为全球金融、贸易、航运和经济中心的关键要

素，上海自贸区必须成功，但自贸区不能成为全国改

革的瓶颈，而应该发挥催化剂作用。

建议

• 出台明确的自贸区改革三年时间表；

• 在2014年底发布详细的实施细则。

2.2 进一步加强意见征询

问题

欧盟商会对与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等有关部门的现有对话机制表示高度赞赏，但是，由

于欧盟企业仍然很难完全理解进驻自贸区的优势，因

而开展更深层次、更常规性的对话将大有裨益。

分析

在上海自贸区的筹建过程中，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在即

将引入自贸区的政策正式公开前与欧盟商界进行沟

通，欧盟商会对这种开放态度表示欢迎。之后还就

“负面清单”进行过沟通。但是，清单草案并未公开

征求意见。下一步，需要征求意见的常规程序，并且

应纳入外国企业利益相关方。这一机制在2014年4月
23日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条例（草案）》中第十条已有规定76 。而征询意见的

期限过短且包括了劳动节假期。欧盟商界对这一举措

表示欢迎，因为公开征求意见能提高透明度，并且有

利于在法律法规正式颁布前解决实际实施中的潜在争

端。在欧盟商会进行的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中，45%
的在沪欧洲企业同意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是向开放中国

市场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迈出的一大步。77 截止到 
2014年9月底，在沪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1,667 
家。78 上海分会鼓励自贸区管委会在起草法规时继续

76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草案》，<http:/ /www.china-shftz.
gov.cn/Publ ic In format ion.aspx?GID=37335977-a336-4d31-8762-
b981eadec6cf&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MenuType=>

77 《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中国欧盟商会，<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
cn/en/publication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78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向外资开放更多行业》，Loxology 网站，2014年8月11，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905371d3-e449-4be1-91ec-
f6a12fa65fb6>

完完全全同同意意,,  44%%

同同意意,,  4455%%

既既不不同同意意也也不不反反对对,,  3388%%

不不同同意意,,  55%%

完完全全不不同同意意,,  22%%

无无意意见见,,  55%%

“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是向开
放中国市场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迈出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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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驻沪欧洲商界的意见，并允许至少八周时间可以

提出意见。我们了解到已经成立了包含商会和行业

协会成员在内的社会征询委员会，但在撰写本建议书

时，该委员会的意见征询机制尚不明确。 

建议

• 建立自贸区管委会与外国行业协会和商会常规对

话的机制。

2.3 精简“负面清单”并引入和强化企业监管制度

问题

相较于采用相同外商直接投资概念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负面清单（及其同等措施），“负面清单”目前

过于细致、复杂，与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目录》）并无任何实质差别。其在很大程度

上是《目录》的翻版，只是放开了对某些服务领域的

限制。如果“负面清单”不能在任何实质方面与《目

录》有所区别，上海自贸区作为试点取得成功将会受

到限制。79  

分析

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贸区首次发布“负面清

单”，涉及18个行业门类、89个大类、1,069个小

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

零售业等。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广泛

期待的修订版“负面清单”。 

新清单将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从190项缩减到139
项，分为16个行业门类、54个领域、139项特别管理

措施。尽管从“负面清单”项目数量上来说，此次精

简减少了27%，但就实质而言，对清单范围的实际影

响有限。尽管有51项被取消，但只有14项对应2013
版中禁止或附条件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行业。余下的

项目中，有14项对内外资都被中国法律禁止，因而本

身就不应在“负面清单”中出现，另外23项只是因为

重新分类组合而取消。精简的范围远低于欧洲企业的

预期，因而上海分会希望管委会能进一步缩减“负面

清单”。 

79 《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若干外部观点》，TheCityUK，2014 年 6 月

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将取消在自贸区开展经营的

监管障碍。根据国际经验，通过基本上从“负面清

单”中移除与制造业和非敏感性商业服务有关的行

业，并将“负面清单”的范围限定在具有重大宏观经

济影响、影响国家安全或具有特定战略重要性的投资

项目（如国防、战略性农业综合经济和关键技术），

可以实现对“负面清单”的精简。对于“负面清单”

以外的项目和行业，重点在于考虑如何高效地管控运

营和监管事宜，如健康和安全、环境保护和生产安全

等，目前属于商务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会员的监管

范围。80 自贸区内的现有监管框架需要进行修改以适

应高效商业控制的需要，类似于对外商投资持开放立

场的国家和地区。此外，“负面清单”未以单一整套

规则的方式规定所有相关的审批和资质要求，因而必

须结合《目录》阅读。更多信息，请参阅中国欧盟商

会《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中的私募股

权与战略并购部分 。81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政府在负面清单以及外商投

资制度方面的意见和经验，可以为决策者们不断发展

完善上海自贸区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外国利益相关方

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及其意见，有助于为当局进行自贸

区框架设计提供指导。82 

国际经验显示，负面清单所涵盖的行业需要定期审核

以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上海分会建议，制订对“负

面清单”进行定期审校的明确流程，包括设立相关机

制以便利益相关方通过相关途径（包括适时在更大范

围内征求公众意见以及征询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企

业、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意见）对负面清单的范围提出

反馈。83 

如果能够协调中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在所有行业

（无论是在负面清单范围之内或之外）投资前监管要

求，从而使得中国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适用同等的监

管制度，上海自贸区的投资与竞争状况将会得到很大

提升。作为登记和备案的变通方式，银行也可以在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过程中承担监督职责（银行在审核外

汇登记申请时已在某种程度上在上海自贸区承担了此

80　同上

81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 /2015》，中国欧盟商会，<h t tp : / /www.
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position-paper>

82　同上

8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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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职责），检查客户是否遵守负面清单的任何适用要

求，并将此作为向上海自贸区汇付资金进行投资的前

提。84 

建议

• 精简“负面清单”并引入和强化企业监管制度；

• 密切征求外国企业及其他政府性和非政府利益组

织的意见，定期修订“负面清单”以反映经济环

境的变化；

• 协调针对内外资实体的监管要求。

2.4 进一步加强贸易便利化措施

问题

上海自贸区尚需解决如何开放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

行业的问题：自贸区内目前尚未取消行政审批。

分析

现行的上海自贸区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检验、检测和认

证服务行业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海分会

鼓励政府采取改革举措，创造真正公开、自由的贸易

区，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完全取消

对和贸易有关的技术服务的行政监管。

中国的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行业完全由国家和地方

的行政机关控制。政府通过设置行政审批限制，使得

与政府存在附属关系的机构在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

的商业中取得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一些行政审批甚至

是由政府机构在未经国家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发布

的。审批事项涵盖范围广而具体，每一个列在中国计

量认证能力列表内的产品测试都需要得到经过中国国

家认证认可的技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审批。

对一个大型测试实验室来说，涉及能力列表的项目往

往达一万多项。就认证主体而言，外资投资进行测试

的主体无法得到产品认证（资质）是很常见的情况，

而审批标准也不对已经申请了产品认证的外资的测试

主体进行公布。外资的测试主体还常常被要求为每一

项系统认证申请行政审批。

尽管2014年9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实

84   同上

施认证认可条例，上海分会尚未看到任何旨在对在自

贸区注册的认证机构取消逐项列举的审批事项的提

议。

就检验机构而言，注册本身比以前容易了，但业务范

围仍然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受到限制。尤其是2,855
项强制检验的产品目录仍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垄断，

从而对商检服务提供商设置了市场准入障碍。无论其

他检验机构是何资质，中国海关清关时一概不接受其

他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上海分会建议，在强制性检

验清单上的产品清关时，能接受非政府检验机构的检

验报告。

在中国，因为市场机制在检验、检测及认证服务产业

中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导致政府直接干预本应属于

民事法律管辖范围的检验、检测及认证服务的相关业

务。现阶段的行业改革应避免出现市场分化的乱局以

及由于过多行政力量干预导致的行业垄断。在落实该

通知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政府下属机构或协会借机

权力寻租（如借机填补在改革进程中的市场行政“空

缺”），是保证机构改革乃至市场化改革能否顺利进

行的重中之重。上海分会担心大型国有检验、检测及

认证服务集团在进行行政改革时钻空子，造成行政支

持下的垄断局面。这一现象是违反中国反垄断法的,
也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竞争环境进一

步恶化。

建议

• 使市场功能在区内得以全面发挥，让对第三方检

验、检测及认证服务机构的行政管制全面退出自

贸区；

• 采用市场化机制避免在涉及对政府下属检验、检

测及认证机构的改革中出现权力寻租和行业垄

断。

2.5 试点并推动知识产权政策创新

问题

在中国，对于通过行政和司法程序保护其权利，知识

产权所有人面临着诸多困难，诸如行政要求、机构之

间缺乏协调以及程序和证据规则等，都是沉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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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上海自贸区的设计初衷是对可向全国推广的可推广政

策进行试点。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就是两个可以成功

进行改革试点的领域。此类改革需考虑完整的执法程

序，让所有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协同制订推行更好

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并推动创新。 

新近成立的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部门，应确保

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透明、公正地实施知识产权法规，

并更好地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此外，还应为企业提

供更多机会利用调解、仲裁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等现有机构可以对这些措施的实施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议

• 简化对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及企业法人代表（尤其

是非中方公司）的法律认证和公证；

• 制订更明确的指导准则，促进执行程序不同阶段

所涉及机关之间的协作；

• 通过利用商标查询等在线商标数据库及设计查询

等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开发的其他工具，更好地

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

• 调整执法程序，简化证据/证书交换（如交换非

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电子证书）；

• 设立便于启动程序、程序快捷且终局协议具有更

高认可度和执行力的专门针对知识产权纠纷的试

点调解和仲裁中心；

• 公开或向权利人提供行政决定。

3. 提高国企效率，鼓励更多民间资本投资

问题

中国经济的特定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而效率更高的

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国家密切干预日常经营，意味着

国有企业的管理有时是为了迎合个人及政治目的，而

非公众的最大利益。

分析

作为政府推动改革、提高经济效率的举措，中国确

定了六家央企进行吸引民间投资、改善公司治理结

构试点项目。2013年12月17日，上海市政府率先发

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

见》（《意见》）85，2014年7月7日进一步发布了国

有企业改革的通知。86 根据《意见》，改革的重点在

于将政府与国企管理分开，并使国有经济成为混合所

有制的主体。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在于企业制

度、合资制度及优先股权结构。企业制度和合资制度

的改革包括整体上市、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并研究特别

管理的股权制度。上海要在今后三至五年内完成国有

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并优化股权结构。87 改革计划

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不低于 30%。所

得收益将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领

域平均分配。88 

《意见》包含重大人事变更。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任期制契约化管理。预期将对国有企业推行长效激励

机制，通过员工持股进行员工激励。这些变化被认为

是关键内部改革措施，旨在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

争力。

竞争类国有企业以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其总经理与董事长分设。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

以完成战略任务或确保城市正常运行为主要目标，其

总经理和董事长可由一人兼任。但是，委派总经理和

董事长的权利仍为政府所有。这两个高管职位直接影

响企业的决策和发展战略。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认

为，总经理和董事长人选应向市场开放，吸引有能力

的行业领导者。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

实现行政职能与企业管理分离。

《意见》还提出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推动混

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国企发展多元

化并提升管理效率。但《意见》所述措施未涉及如何

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的任何具体规划，也未提

及外国资本是否属于民间资本。上海分会认为，应采

取更具吸引力、更具体的措施鼓励民间投资。例如，

国有企业可逐步采用积累投票制。如股权多元化和混

合所有制尚不具备条件，可对资本量较小的子公司先

85   东方网，2013 年12月18日，<http://sh.eastday.com/m/20131218/u1a7836205.html>
86 《上海发布推进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若干意见（试行）》，2014年7月8

日，<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
u21ai897705.html>

8 7  东方财富网， 2 0 1 4 年 7 月 8 日， < h t t p : / / f u n d . e a s t m o n e y . c o m /
news/1590,20140708399258281_2.html>

88 《上海改革推广至国有企业》，financialsense.com，2014年3月1日，<http://
www.financialsense.com/contributors/guild/shanghai-rolls-out-reforms-to-state-
owned-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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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试点。

建议

•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依据市场原则治理国有企业，

以便提升效率、加强企业治理、减少腐败机会；

• 发布如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并有助于实施

投资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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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人口：2,420万（全球最大城市，欧盟只有

六个成员国人口超过上海）

人口密度：3,800人/平方公里（欧盟人口

密度最大的成员国马耳他，人口密度仅为 
1,260人/平方公里）

面积：6,300平方公里（超过卢森堡的两

倍）

声誉：金融、物流中心

行政结构：17个县级行政区（16区、1 
县），210个乡级行政区

地理位置：华东

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21,602.12亿元人民

币（27亿欧元，丹麦为25亿欧元）

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9,444元人民币

（11,495欧元，为保加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的两倍）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例：3.8%

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7.7%

附 录

上海市

背景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经济

体。上海是世界主要交通枢纽和最繁忙的集装箱港

口，2013年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360万标准集装箱

（20寸标箱），同比增长3.3%。89 自2010年以来，

上海货运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排名世界第一。

上海还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占全中国人口的

1.8%、总投资额的1.7%，但产出了近4%的全国国

内生产总值。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翻两

番，达到21,60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2007
年最高曾达到15.2%，2013年降至7.7%。

上海市政府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左右，

与全国经济增长目标持平。上海的目标包括产业结

构调整、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加强腐败惩治力

度。2014年初，上海市长杨雄称，该市重点是进

一步转变“增长质量”。90 

外商投资

上海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3
年，上海（17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约

占全国（1,240亿美元）的14.3%。相比较而言，

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得到外商直接投资770亿美元和

640亿美元。91 截止到2013年底，上海已吸引445个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336个研发中心。近年来，服

务业的外商投资远远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第二产业占9.7%，第

三产业占90.1%。截止到2014年1月底之前的12个
月，上海是亚太地区金融领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

多的城市。92 

89 《上海市场概况》，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2014年3月17日，<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Fast-Facts/Shanghai-Market-Profile/ff/
en/1/1X000000/1X06BVOR.htm>

90 《上海市长在人代会上称将提升增长质量》，上海日报，2014年1月19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Metro/society/Shanghai-mayor-vows-to-raise-growth-quality-at-
citys-annual-session/shdaily.shtml>

91　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4_overview_en.pdf>
92  《亚太地区上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银行家，2014年4月1日，<http://www.thebanker.com/World/Asia-Pacific/Shanghai-top-for-FDI-into-Asia-Pacific?c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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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业

进入21世纪后，第三产业持续增长，现已成为上海最重要的产业。由于金融、保险、贸易、物流、通信、

房地产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04年的50.75%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 
62.71%。制造业和农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9%和0.7%。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截止到2013年底，落户上海的金融机构已由2005年底的600多家增加到1,240家，包括

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但只有215家为外商投资企业。93 全国两家独立运行的证券交易中，最大的一家

93  上海市场概况，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2014年3月17日，<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Fast-Facts/Shanghai-Market-Profile/ff/
en/1/1X000000/1X06BV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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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落户在上海。截止到2014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总值达

到2.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证券交易所。上海还有一个活

跃的期货交易所，主要交易金、银、铜、铝等商品期货。 

上海在全国重工业领域具有重要作用。2013年，重工业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78%。大多数制造商位于一些工业园区，包括上海

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

钢）和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和江南造船厂都

位于上海。汽车制造业是其另一重要产业，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

是全国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之一，与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都成立了

合资公司。

交通基础设施

上海是华东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上海拥有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全国旅客输送量第三大的机场。基础设施发达，

公共交通网络高效。

上海是中国唯一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浦东国际机场承担了60%的航班，余下40%由虹桥国际机场承担。上

海有到约200个城市的航线，其中国内航线和国际、地区航线各占一半。 

上海有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西站和虹桥高铁站四个火车站。该市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的

集中地。 

发达的地铁系统是上海公共交通网络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共计14条地铁线路连接全城。截止到2014年7月22
日，地铁总里程达567公里，共332座车站，是世界上最长的轨道交通系统。2013年10月16日，11号线支线延伸

至江苏省昆山市，成为全国首条跨省轨道交通。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简介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根据官方公告，自贸区旨在成为中国建立市场

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试验田。目前，自贸区的范围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

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四个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共计28.78平方公里。

2013年9月29日总体规划公布时，商界期待在下列领域推出重大改革举措： 

• 通过引入负面清单取消外商直接投资审批；

• 简化企业注册程序；

• 开放服务业；

• 潜在的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

• 简化境外投资；

• 提高贸易便利性。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

 1990 2013

第一产业 4.4 0.6

第二产业 64.7 37.2

第三产业 30.9 62.2

资料来源：2013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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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明该为期三年的项目在第一年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

医疗行业

2011年，商务部更新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从限制类调整为允许类。94 在此之

前，法规明文禁止外资通过外商独资企业投资医疗机构，并将外资在合资医疗机构中的持股比例限制在70%以

内。

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允许

在自贸区内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2014年7月22日，德国阿特蒙集团宣布将在自贸区内设立首家外商独资医

院。

2014年8月27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商务部公布了新的试点方案，允许上海市（不含自贸区）的外

国投资者新设医院或者并购现有医院。外国投资者需提供国际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能

够提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医学技术和设备，并可以补充或改善当地在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技术、资金和医疗

设施方面的不足 。95 相关申请将由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批准。

增值电信服务业

在中国，电信业一向受到严格的监管。由于获取相关牌照面临实际困难，再加上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因而只有

极少数外国投资者被允许在中国提供增值电信服务。

中国承诺在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增值电信服务行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意见》），在上海自贸区内，应用商店和存储转发

类业务等两项业务外资股比可试点突破50%。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外资股比仍不得超过55%。中国

已经突破了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并将在自贸区内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以下四项业务：

• 呼叫中心业务（外资股比可突破50%）；

• 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外资股比可突破50%）；

• 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外资股比可突破50%）；

• 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

注册地和服务设施设在试验区内的电信企业可面向全国提供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除外）。开放增值电信

服务业（尽管仅限于自贸区内），有助于区域内业务流程外包的进一步发展，且有助于对目前外国投资者当前

参与该行业的可变权益实体结构进行重新审视。

尽管《意见》给出了增值电信服务业放松外资要求的信号，其全部指标及影响，包括是否能转化为及时向自贸

区内的外资主体发放牌照，尚有待观察。96 

金融业

2013年12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其金融改革规划。97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

94 《上海自由贸易区指南》，《中国概要》，协力管理咨询，2014年3月，第142期
95 《中国允许外商独资医院》，华尔街日报，2014年8月28日，<http://online.wsj.com/articles/china-to-allow-foreign-ownership-of-hospitals-1409133296>
96 《上海自由贸易区指南》，《中国概要》，协力管理咨询，2014年3月，第142期
9 7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2 0 1 3年1 2月2日，< h t t p : / / w w w. p b c . g o v. c n / p u b l i s h / g o u t o n g j i a o l

iu/524/2013/20131202094934794886233/20131202094934794886233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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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意见》）的出台，在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融资、外汇管理等方面为在上海自贸区运营的企业提供

了许多优惠政策。

跨境人民币使用

《意见》简化了上海自贸区内经常项下、直接投资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 经常项下、直接投资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凭区内机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

结算企业重点监管名单内的企业除外）和个人提交的收付款指令，直接办理经常项下、直接投资的跨境

人民币结算业务。

• 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与区内有资质的机构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提供人民币收付服务。

• 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意见》称，自贸区内的内外资企业可“按规定”（《意见》中未解释）从境外

借用人民币资金和向境外提供担保和贷款。借用的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衍生产品，不得

用于委托贷款。根据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提供的案例，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及招商银行都已成功根据这

一新政策帮助一些区内企业和非金融机构从境外借入人民币资金。

• 资金池和集中收付业务：区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开展集团内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其境内

外关联企业提供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资金池允许集团公司将资金归集到专用银行账户，例如集团公

司定期将其盈余资金归集到其在自贸区内的实体所持有的主账户，而集团公司账户存在借差时从主账户

下划到集团公司，从而协调集团公司的资金需求。资金池有多方面的优点，包括资金运用更高效、银行

账户利息最大化等。而在上海自贸区以外，只允许委托贷款框架下的资金池。98

• 资金池：《通知》99 称，就资金池而言，集团指包括区内企业（包含财务公司）在内的，以资本关系为

主要联结纽带，由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等存在投资性关联关系成员共同组成的跨国集团公司。跨

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指集团境内外成员企业之间的双向资金归集业务，属于企业集团内部的经营性

融资活动。《通知》规定，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需由集团总部指定一家区内注册成

立并实际经营或投资的成员企业（包括财务公司），在上海地区的一家银行开立一个人民币专用存款账

户，专门用于办理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该账户不得与其他资金混用。

融资

根据《通知》，100 自贸区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但是，借用境外人民币资金的

上限不得超过实缴资本*1倍（企业）或1.5倍（非银行金融机构）*宏观审慎政策参数。宏观审慎政策参数由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设定，可根据全国信贷调控的需要进行灵活调整。

借入资金可调回存入开立在上海地区银行的专用存款账户，只能用于区内或境外，包括区内经营、区内项目建

设、境外项目建设等。借用期限必须一年以上。

自由贸易账户

为促进自贸区内跨境资金流动，《意见》引入了一种新型银行账户——自由贸易账户。自由贸易账户可为人民

币或外币资金账户，视同境外银行账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98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逐渐成为焦点》，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2014年4月，<http://www.hoganlovells.com/files/Publication/aa8faa93-3cd0-4794-8561-
14f49ed5e3ec/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02529efd-222a-4c41-97e3-485157f087aa/SHALIB01-%231091563-v6-Client_Alert_-_Financial_Reforms_for_the_
Shanghai_(Pilot)_Fre.pdf>

99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2014年2月20日，<http://shanghai.pbc.gov.cn/publish/fzh_shangh
ai/1400/2014/20140221154326388632623/20140221154326388632623_.htm>

100 《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2月2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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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以及其他居民自由贸易账

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指在试验区内银行开立本外币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的非

居民）。

• 同一非金融机构主体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因经常项下业务、偿还贷款、实业投

资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办理资金划转。

• 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区外的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流动视同跨境业务管理。 
• 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及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可办理跨境融资、担保等业务。条件成熟时，账户内本外币资

金可自由兑换。建立区内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人民币汇兑的监测机制——有助于国

家外汇管理局或中国人民银行评估条件成熟的时机。 
• 上海地区金融机构可根据人民银行规定，通过设立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区内主体

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并提供相关金融服务。101 

外汇管理

在自贸区内，跨境直接投资的外汇注册无需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可直接向银行办理。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

支付担保费的核准，区内机构直接到银行办理担保费购付汇手续。除此以外，取消金融类租赁公司境外租赁等

境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被告登记管理，经批准，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及中资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收到外币

租金。如果全面实施，这些措施将对内外资公司都产生新的重大商机和优势。

跨境投资

境外投资

对于10亿美元以下的投资，区内企业可直接进行跨境直接投资，与耗时巨大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置核

准脱钩，转而采用简化的备案程序。有几种例外，如中央企业进行的投资、对与中国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

家进行投资、对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进行投资或国家发改委认为敏感的任何行业进行投资（如基础电信和新媒

体）。截止到2014年8月底，区内中资企业已进行境外投资17亿美元，涉及79个项目。102 

此外，区内企业还可以向区内银行办理直接境外投资的收付、兑换业务。

境内投资

根据现行法律，境外企业必须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合作才能投资大陆证券。而在自贸区，区内金融机构和企

业可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法规在

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负面清单”管理理念的引入是简化对未列入清单的行业进行投资程序的重大

进步。相对于之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面清单”是令人欣喜的变化。但是，即使是2014年6月
修订后的清单，仍然有较大的改进余地。103 

贸易便利化

就海关相关发展而言，上海市政府多部门在自贸区内协作更为密切，简化海关清关程序并降低外国企业的行政

费用。自贸区有利于各部门进一步交换信息和数据、整合资源并进行联合执法。上海分会此前已长期建议上海

101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逐渐成为焦点》，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2014年4月，<http://www.hoganlovells.com/files/Publication/aa8faa93-3cd0-4794-8561-
14f49ed5e3ec/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02529efd-222a-4c41-97e3-485157f087aa/SHALIB01-%231091563-v6-Client_Alert_-_Financial_Reforms_for_the_
Shanghai_(Pilot)_Fre.pdf>

102 《自贸区公开可向全国推广的改革举措》，上海日报，2014年9月3日，<http://www.shanghaidaily.com/business/finance/FTZ-to-unveil-reforms-for-national-use/shdaily.
shtml> 

103  更多信息，请参阅上海自贸区主要建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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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各部门加强协作以简化海关程序，因而对此举尤为欢迎。

最为显著的联合举措是单一窗口机制，104 由上海海关牵头、上海市各政府部门执法，旨在通过“一次申报、一

次查验、一次放行”整合海关清关程序。这一举措使得企业只需要提交一次信息，政府机构可获取相同的数

据，从而确保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上海自贸区还引入了多项影响外资运营的变化。外资企业现在可在报关前即向自贸区内进口商品，还可以聘

用授权的第三方检验机构105 代替之前由上海海关执行的检验程序。最近还发布了《企业自律管理工作操作指

南》106 ，旨在加强自律、简化行政程序并向下级政府部门下放权力。

大陆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系统107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的 AEO 系统实现互认，旨在促进企业和海关机

关的协作，为认证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便利的清关程序，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促进贸易便利化。

基于在自贸区内的成功试点，上海海关已开始扩大实施范围，并向全国更多地区推广这些措施。108 

知识产权

2014年9月26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揭牌成立了新的独立、统一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知识产

权局。除之前受限的审批权限外，该局还将履行上海自贸区内除海关监管以外的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三合

一”的行政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能。下一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将建立包括地区协作在内的支持机制。自上海自

贸区挂牌成立以来，（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一直期待其推出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措施和政策。因此，

新成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局被视为兑现承诺的重要一步。该局统一履行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三合一”职

责，能更好地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预期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而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和加强知识产权管

理和保护。欧盟商会上海分会希望，该单独的知识产权局会有助于解决在华企业长期面临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问题，比如避免重复审查、确保统一的执法标准等。若该局能成功加强自贸区内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上海分会

希望这一举措能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电子商务 
2013年12月28日，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上海自贸区正式启动了中国的首个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通Buyeasi.
com。该网站定位主要在中高端商品，主要包括服装、服饰、婴幼儿用品、3C电子产品、化妆品、箱包等六大

类热门商品。2014年8月20日，亚马逊入驻自贸区。亚马逊可在中国销售更多进口商品，并有助于加强与国内

竞争对手的竞争。据称，这一举措还将赋予亚马逊跨境结算的能力，并允许该公司利用自贸区试验金融创新。

在中国大陆，名牌箱包、进口奶粉、化妆品等价格昂贵，越来越多的买家转而在网上购买这些商品。在中国最

大的电子交易平台淘宝网上，众多卖家出售这些商品或为国内买家进行代购。但是，由于缺少合法的网上渠

道，这些商品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快递服务进入中国（因而可以避免关税），也有少数涉嫌走私。某些情况下，

卖家声称提供进口商品，但实际上是假冒的山寨品。

104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海关注册登记纳入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的公告》，上海海关，<http://shangha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tab64055/info711338.htm>
105《上海海关关于引入社会中介机构辅助开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监管和企业稽查工作的公告》，上海海关，<http://shangha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

tab61724/info718574.htm>
106《上海海关关于发布 <企业自律管理工作操作指南> 的通知》，<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tab61724/info719656.htm>
107 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64号《关于全面实施内港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的公告》，海关部署，2014年，<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

tab49661/info717306.htm>
108《上海海关关于复制推广第二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服务创新制度的公告》，上海海关，<http://shangha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tab64055/

info7185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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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平台的启动，旨在规范目前处于乱之中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比如，跨境通上的所有卖家都须向上海海

关办理办案程序，并向买家出示完税证明，确保平台上销售的所有商品都是真品。 

由于跨境通上销售的商品是通过保税仓库进口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因此，跨境通上的价格比中国大陆其他

地区相同商品的价格要低得多（低30%至40%）。但是，根据现行海关条例，对买家能够支出的总额和单一买

家能够购买数量仍有限制。海关会参照跨境通Buyeasi.com的运行调整限额。

该平台还为境外公司提供了直接向中国销售的渠道。根据现行法律，境外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中国开设网店受到

严格限制，必须先设立法律实体。但在上海自贸区，未在中国设立营业场所的境外电子商务经营者可直接在跨

境通上开设网店。卡尔文.克莱、蔻驰、巴宝莉等奢侈品牌均已入驻跨境通Buyeasi.com。境外电子商务经营者

与跨境通有两种合作模式：

上海自贸区模式：在此模式下，企业必须在上海自贸区注册并取得海关代码。商品先运输到自贸区，之后再发

送给买家。 

直邮模式：在此模式下，企业可直接将商品发送给中国的买家。但是，这些企业仍然需要指定国内代理提供售

后服务。

上海自贸区尚未对希望在跨境通平台上销售商品的企业发布任何通行要求，而是采用逐一审批的方法。企业须

提交申请表（需电话向自贸区申请），提供企业基本资料。工作人员会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审并给申请者回

复 。109

109 《上海自由贸易区指南》，《中国概要》，协力管理咨询，2014年3月，第1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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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心调查：在沪经营企业的声音

过去十年来，中国欧盟商会就会员公司在中国的业绩、面临的挑战及展望进行了调查。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的

结果已于2014年5月29日发布。110 以下列举在沪企业的业绩及其在沪经营的观念的关键数据：

64%的在沪企业2014年营业额实现增长。但只有23%实现收入显著增长（>20%），这一数字在过去四年中减少

了一半。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作为游说组织，认真聆听会员意见及其在沪经营所面临的挑战。然而，一半以上的

在沪企业称其持续由于监管障碍错失商机。

110 《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中国欧盟商会，<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Shanghai revenue increased substatially (>20%)
2011 40%
2012 36%
2013 22%
2014 23%

2011 2012 2013 2014

40%

36%

22% 23%

收入显著增长（>20%）的公司

Missed opportunities due to regulatory barriers
2012 52%
2013 47%
2014 51%

2012 2013 2014

52%

47%

51%

因监管障碍错失商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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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分会，上海分会的成员公司面临的监管障碍更多（51% vs 47%）。

在沪公司面临的前三大监管障碍为：

1. 不确定的立法环境

2. 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

3. 行政事务

上海分会

上海分会会员类型划分

总计650家会员

行政事务

知识产权保护

不确定的立法环境

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

政府公共采购中对外资企业的歧视

所有权限制

许可要求

融资限制

腐败

其他障碍

42%

24%

53%

49%

21%

19%

35%

24%

28%

5%

主要监管障碍

YEAR MEMBERS
2003 50
2004 100
2005 150
2006 200
2007 250
2008 350
2009 461
2010 554
2011
2012
2013
2014

PAGE 4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50

100

150

200

250

350

461

554

611
590

625
650

上海分会会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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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39%
MNC 61%

PAGE 40

中小企业, 39%

跨国公司, 61%

Industry Service
42% 58%

PAGE 40

制造业, 42%

服务业, 58%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

上
海
建
议
书

40

France 20%
Germany 19%
United Kingdom 10%
Italy 9%
Sweden 5%
Netherlands 5%
Other 32%

page 41

Shanghai Chapter Membership Breakdown
 by Country

法国, 20%

德国, 19%

英国, 10%意大利, 9%

瑞典, 5%

荷兰, 5%

其他, 32%

上海分会会员按国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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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商会组织结构

秘书长（北京）

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接待

政府事务部
政府事务经理
高级商务经理

运营部 
办公室经理

上上海海分分会会

商务经理

市场部
市场和活动经理

会员部  
国家会员关系经理

上上海海董事会

会员和赞助商协调员

会员关系和赞助商经理
市场和活动

协调员

监事会                         

欧盟大使担任主席

28 名由欧盟成员国或大使馆指定的国
家代表（选举 3 名进入执行委员会）

会员/工作组

执行委员会
总裁
财务官
3 名选举产生的副主席
1 名指派的副主席（上海分会）
3 名国家代表
1 名秘书长

秘书长*

天津分会西南分会 南京分会 沈阳分会华南 分会

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北京*分会 上海*分会

中国欧盟商会组织结构

地方董事会

管理委员会（ ）ManCo*

*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

上
海
建
议
书

42

上海分会 2014/2015

主席

副主席

董事会成员

欧达仕

尚夫瑞 柯茂庭 吴佳青 朱丹

斯蒂芬•赛克

李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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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公室成员

琼安娜

总经理

政府事务部

穆竹乐

商务经理

负责管理财务与税务、知识产权等工作组，以及研究与发展、中小企业等论坛，是航空航天

业工作组的上海联系人。

韩非

商务经理

负责管理银行与证券、私募股权与战略并购、保险、消费金融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工作组，

以及欧洲供热协会工作组。

祁恬田

高级商务经理

负责管理汽车零部件工作组、低电压工作组、汽车独立售后市场工作组、企业社会责任

论坛、零售与分销论坛及淀粉工作组。

布家蔚

商务经理

负责能源、环境、建设、物流和海运业等工作组。

傅鹤蕾

政府关系高级经理

负责和上海及周边政府机关的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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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静

商务经理

负责制药工作组，农业、食品和饮料业工作组，石化、化工与炼油工作组，以及金属与矿业

工作组；并作为化妆品行业工作组及医疗器械工作组的上海联系人。

罗梅

国家会员关系经理

协调上海及全国范围内会员相关的一切事宜，负责会员战略与政策、主管并协调商会所有会

员关系部的活动，并协调上海的法律和竞争工作组及合规圆桌会议。

王丽娜

会员关系和赞助商经理

负责上海分会会员工作。

郑元婧

市场和会员协调员

负责会员续费并协调赞助商与活动等事宜。

吴美兰

市场和活动经理

管理市场和活动部，定期举办商业和社会活动，并处理上海分会媒体问询相关事宜。

会员部

市场、活动、赞助商和广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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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扬

市场协调员

协调欧盟商会组织的活动，包括研讨会、商务午餐及联谊活动等。

朱咏梅

办公室经理

负责办公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并协助总经理处理财务及人力资源相关事宜。

杜宁

总经理助理/接待

核心工作是协助总经理进行对外联络，并管理总经理的日程。

市场、活动、赞助商和广告部

人力资源和运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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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的工作组和论坛

农业、食品和饮料业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2/agriculture-food-and-beverage

农业、食品与饮料业工作组云集了近百家欧盟驻华的行业领军企业，包括食品、饮料、食品添加剂、动物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的进口商、生产商与经销商、大型超市、专业测试机构、食品饮料工程公司、以及从事食品营销

宣传的咨询公司等。工作组的会员企业秉承“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遵守中国的相关法规，致力为中国消

费者带来安全、优质的食品。

汽车零部件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5/auto-components

汽车零部件工作组成立于2000年，由100多家生产汽车零部件、机床以及自动装配生产线的欧盟和外资企业组

成。这些公司同时还进口和销售汽车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工作组已与欧盟、中国等地的众多组织和政府

机构建立了联系。

银行与证券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8/banking-securities

银行与证券工作组由50多家在华外资银行和证券金融机构组成。工作组的目标是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监会）和其他金融服务监管机构接洽，改善欧洲银行和券商在中国的运营环境。

建设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11/construction

工作组包括111家公司，主要宗旨是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住建部）及其上海分局、欧盟委员会和建设相关协会）开展常规对话，有的放矢地为中国建筑行业提供

技术支持例如可持续性城镇发展，以及推广高品质节能建筑的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12/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forum

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以组织活动为主，定期就中国欧盟商会所有会员所关注的事项组织会议、培训和活动。其宗

旨是促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经验交流，共同寻求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佳方案，在中国建立和谐、可持续

的商业惯例。

消费金融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9/consumer-finance-non-banking-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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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工作组成立于2008年，由居于领先地位的欧洲消费金融专业公司组成。会员公司在

华开展以下实体业务：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以及通过与第三方（例如担保公司）合作

涉足消费金融服务的其他业务。工作组的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国消费金融业日益提高的重要地位、国务院对该行

业政策上的肯定与支持，及欧洲企业对此行业的高度关注。

能源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16/energy

欧洲最大的能源和设备生产企业以及能源消费企业均为能源工作组的活跃成员。能源工作组希望就能源政策问

题与中国相关监管机构开展成效和建设性的对话，以期：通过分享欧洲能源企业在中国运营遇到的问题、关注

的议题和最佳实践，为中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献计献策；为中外公司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促进清洁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环境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19/environment

环境工作组的会员公司涵盖工程、制造、建筑和认证服务等服务，代表了包括废物、水、智能电网、化工和制

药以及物流等不同的行业和专业领域；此外,还包括环境技术服务提供商和提供尽职调查、环保合规和法律服务

的顾问企业。

作为行业与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环境保护部及其地方环保局）沟通的重要渠道，工作组积极为中国环保法

规、标准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及时反馈行业意见。另外，工作组还为会员企业提供平台，分享最佳实践、经

验、方案和建议等。 

财务与税务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22/finance-taxation

工作组的目标是通过与相关政府部门开展成效的对话，推动中国制定一套与国际最佳惯例接轨，且灵活性、连

贯性和综合性程度更高的税务、财务和会计制度。

医疗器械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23/healthcare-equipment

医疗器械工作组的会员公司提供拯救生命和减少疾病必要的诊断和治疗技术。工作组自2007年起与欧洲放射、

电子医学与卫生信息技术行业协调委员会合作，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有工作组，会员公司致力于通过对研发、

设施及医疗职业教育的投资创新更好的中国市场。此外，工作组还组织医疗器械制造商论坛，与政府部门开展

对话，推动中欧政府间的沟通。

人力资源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63/human-resources

人力资源工作组由欧盟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组成。工作组会员公司为中国社保基金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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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做出贡献的欧盟公司及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商。

工作组旨在为会员公司之间交流信息、经验和最佳实践提供一个平台，并增强各行各业对人力资源及劳动力相

关问题的认识。工作组以组织活动为主，定期举行行业研讨会和培训。

保险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7/insurance

保险工作组包括欧盟领先的保险公司、经纪公司以及从事寿险、非寿险、再保险和专业保险的保险服务提供

商。成员的在华运营结构不尽相同，但都视中国为长期重点发展的战略市场，并充分致力于为中国保险市场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会员公司了解商业保险对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愿意并已做

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和技术知识，为中国保险业创造附加值。

知识产权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8/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知识产权工作组包括致力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进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事项研究的欧洲企业、律师事务所和顾

问。工作组关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并向中国和欧洲有关部门及时反映行业关注要点。

法律和竞争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28/legal-competition

法律和竞争工作组成立于2000年。工作组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的法规建设，增加法规透明度，并深入了解影响

外商对华投资的法律发展情况。工作组已与众多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了联系，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司法局、商务

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及

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仲裁委员会。

物流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4/logistics

物流工作组包括从事货运代理（海、陆、空）、快递、仓储和配送、报关服务、运输服务、合同物流的物流业

服务提供商，及使用物流服务的客户群体。 

工作组为会员提供平台，供其讨论与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和建议，以及评估和审视物流业的监管框架。工作组

与中国及欧盟的相关政府部门定期开展对话，为行业法规和标准提供意见与建议。

海运业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7/maritime-transport

海运业工作组组成立于2000年，代表在中国运营的欧盟海运企业。海运业工作组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海运环境更

高效、更具竞争力。工作组与相关中国和欧盟机构沟通合作，致力为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促进欧盟运输企业

在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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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与传讯论坛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6/marketing-communications-forum

市场营销与传讯论坛通过与国内外组织开展坦诚的对话，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提高市场营销和传讯的意识。

金属与矿业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8/metals-and-mining

金属与矿业工作组于2013年在上海成立，包含了之前的有色金属工作组。工作组致力于推动中国金属行业与

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其与国际市场的交流。秉着“为国内外市场参与者创造平等的商业环境“为首要目

标”，工作组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沟通交流，通过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促进合作。

 
石化、化工和炼油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9/petrochemicals-chemicals-refining

石化、化工和炼油工作组云集了石油和化工行业领先的欧盟企业，工作组的大多数会员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

工作组旨在促进会员公司与政府、行业协会之前的沟通、分享行业信息、共同应对行业挑战，就政策法规提出

相关建议；工作组代表欧盟石油、化工企业在华的利益，意在帮助会员公司更好的适应中国市场。

制药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0/pharmaceutical

制药工作组包括55家外资制药公司。工作组鼓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从整体上推动行

业创新；同时根据医疗行业提出的战略目标，改善创新型高质量药物的可及性。涉及知识产权、定价、医保报

销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确保药品的优质和安全至关重要，同时还能够激励本土和跨国公司共同为中国市场带

来创新药品。工作组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完善透明的监管体系，在涉及定价、医保报销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政

策正式公布前，广泛征求国内外行业意见，并鼓励企业参与法规建设。

私募股权与战略并购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1/private-equity-and-strategic-mergers-
acquisitions

工作组成员包括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专业人士；大型欧盟企业的并购业务主管；众多欧盟基金组织中基金管理

人员；以及为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工作或与合作的欧盟籍专业人士。同时，工作组成员还包括在私募股权与

并购领域担任顾问的专业人士。

工作组的首要目标是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国企业）谋求一个公平的环境；其次是，建立

交流和专业知识平台。

研发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4/research-development-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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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作组的创建目的是在于进一步拓展研发论坛的活动，加强商会成员与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研发工作组

是由在华从事研发的四十多家欧洲跨国公司的专业科研人员组成，其中大多数公司拥有在华的大型研发中心以

及广泛的研发业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工作组涵盖了多个领域的领军企业例如：汽车、化学、石油化

工、航空航天、能源和制药跨国企业。

工作组致力于打造一个供会员公司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经验共享及交流最佳实践的平台，同时也致力于增强业

内对话和推进研发领域的政策透明度，以及中欧决策者进行定期沟通，如科技部和欧盟委员会研究与创新总

署。

零售与分销论坛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5/retail-distribution-forum

零售与分销论坛成立于2008年，其前身是贸易与分销工作组。论坛包括在华制造业、零售与分销业的欧洲和外

资企业。论坛已与欧盟、中国等地的众多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了联系。 

中小企业论坛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50/small-medium-sized-enterprises-forum

中小企业论坛成立于2005年，宗旨是构建一个广泛网络，以便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分享资源并收集和传播

监管环境方面的信息。论坛与商会其他工作组合作，确保中小企业的特定要求和问题能通过商会的游说活动得

到表达。此外，中小企业论坛每个季度还组织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主题研讨会，比如融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

权。中小企业论坛为欧盟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以及与地方和中央一级的中国机构建立联系提供支持。利益相关

方包括欧盟和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中小企业支持服务机构，比如欧盟中小企业中心和中国知识产权中小企业服务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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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工作组

欧洲淀粉行业协会中国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4/starch-europe

欧洲淀粉行业协会中国工作组成立于2011年，在过去几年中，欧洲淀粉企业在华业务取得了蓬勃发展。欧洲淀

粉行业协会代表欧洲淀粉行业在欧洲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其成员包括24家欧盟淀粉企业，合计市场份额占欧盟

淀粉行业的95%，并且还囊括了七个淀粉国家行业协会作为其合作会员。欧洲淀粉行业协会中国工作组，在竭

诚服务中国消费者的同时，也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加强磋商与沟通，利用我们在淀粉行业的丰富经验，帮助有关

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完善立法与监管标准。

独立（汽车）售后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67/independent-auto-aftermarket-desk 

独立（汽车）售后工作组的宗旨是：探索在中国采用欧盟式豁免条例（汽车集体豁免条例）的可能性，以此来

协助汽车售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少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干预汽车配件市场的行为，并

改善现行监管框架。其次，介于目前国内汽车售后法规环境的不成熟，独立售后工作组还寻求改善在华汽车配

件供应商的运营条件，从而引起政府极大的关注。工作组希望通过提供对其在华经营企业至关重要的中国贸易

和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有关信息的交流，维护在华活跃会员的集体权益。

欧洲供热协会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21/european-heating-industry

欧洲供热协会工作组为在华活跃的欧洲供热公司提供平台，以便促进经验分享，对标准化问题进行讨论，促进

技术交流，并与中国当局和机构合作。工作组持续加强供热和能源领域欧洲和中国专家之间的对话。

低电压工作组

http://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working-groups-forums-desks/30/low-voltage-desk

低电压工作组组织针对影响欧洲在华企业的关于电压方面的具体事项与中国当局进行沟通。工作组由在华活跃

的低电压行业会员组成，主要关注影响低电压行业会员的问题，主张支持中国政府组织在低压配电领域只采用 
IEC 标准，并尊重中国欧盟商会一贯秉承的的统一的行业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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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网站链接

上海市政府

中文版：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1494/node12328/index.html

英文版：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7118/node27386/index.html

NPC
中文版：

http://www.spcsc.sh.cn/shrdgzw/node3/node10/index.html

英文版：

http://www.spcsc.sh.cn/n230/n234/n236/userobject1ai37008.html

CPPCC
中文版：

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5368/node5449/index.html

欧盟成员国领事馆

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bmeia.gv.at/cn/botschaft/gk-shanghai/metanavigation/startseite.html

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diplomatie.be/shanghai/

保加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mfa.bg/embassies/chinagc

捷克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mzv.cz/shanghai

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kina.um.dk/zh-cn/about-us-cn/danish-representations-in-chinacn/shanghai-consulatecn/

爱沙尼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peking.vm.ee/consulate_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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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finland.cn/public/default.aspx?nodeid=35190&contentlan=2&culture=en-US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ambafrance-cn.org/-%E6%B3%95%E5%9B%BD%E9%A9%BB%E4%B8%8A%E6%B5%B7%E6%80
%BB%E9%A2%86%E4%BA%8B%E9%A6%86-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202-shan/0-shanghai.html

希腊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mfa.gr/missionsabroad/en/china-en/about-us/consulate-general-in-shanghai.html

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shanghai.hungary-china.com/

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eb.dfa.ie/home/index.aspx?id=40921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consshanghai.esteri.it/consolato_shanghai

卢森堡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shanghai.mae.lu/cn

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china-cn.nlembassy.org/organization/shanghai-consulate/%E4%B8%8A%E6%B5%B7%E6%80%BB%E9%
A2%86%E4%BA%8B%E9%A6%86.html

波兰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shanghai.mfa.gov.pl/en/

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portugalembassychina.com/sections/gen_con.php?lng=en

罗马尼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shanghai.mae.ro/en

斯洛伐克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mzv.sk/cg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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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mzz.gov.si/en/representations_abroad/asia_caucasus_and_near_east/china/

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SHANGHAI/en/Pages/inicio.aspx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swedenabroad.com/en-GB/Embassies/Shanghai/Contact/The-Consulate-General/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world/organisations/british-consulate-general-shang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