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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短更准 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炉

明年起取消乘用车制造领域外资股比限制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倪铭娅

12月27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1年版）》，自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连续第五年

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

与2020年版相比，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缩短了长度，完善了管理制度，提高了

精准度。 全国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进一步缩

减至31条、27条，压减比例分别为6.1%、10%。

呈现四大变化

这位负责人表示，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主要呈现四大变化。一是进一步深化制

造业开放。 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乘用车制造外

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

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

的限制。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领域，取消外商投

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

的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本次修订，

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

二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市

场调查领域，除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

中方控股外，取消外资准入限制。 社会调查领

域，允许外商投资社会调查，但要求中方股比

不低于67%，法人代表应当具有中国国籍。

三是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在负

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 “从事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

股份并上市交易的，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 境外投资者不得参与企业经营管

理，其持股比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由证监会和有关主管部

门按规定对从事负面清单禁止领域业务的境

内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实行精准化管理。

四是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根据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在负面清单说明部

分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应符

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为做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衔接，

在负面清单说明部分增加“境内外投资者统一

适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有关规定” 。

提高精准度

2021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说明部

分，增加了“从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禁止投资

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份并上市

交易的， 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境外投资者不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其持股比

例参照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规

定执行”的新条款。

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这为从

事负面清单禁止投资领域业务的境内企业到

境外上市提供了政策空间，是提高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管理精准度、 包容性的一项具体举措。

同时，明确该类企业赴境外上市需要满足外资

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股比符合规定两个条

件，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 区分存量

和增量，对于个别存量境外上市企业已突破外

资持股比例的情况，不要求调减境外已发行股

份或外资已持有A股份额。

上述条款中“应当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 系指审核同意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不

适用负面清单禁止性规定，而不是指审核境内

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活动本身。 国家支持企业依

法合规选择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融资，实现

健康可持续发展。“境外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管理有关规定” ， 系指境外投资者通过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等投

资境内证券市场相关规定。（下转A02版）

第二十三届高交会在深圳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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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 新能源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刘杨

2021年，新能源行业不仅为能源发展增添

“新底色” ，而且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

长一段时间里经济绿色转型的新动能。

展望2022年，“风光” 这边更好， 风电、

光伏行业需求有望继续推动整个新能源行业

提质增效。

“风光”领衔发电装机规模增幅榜

“双碳” 目标的背后，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为打好这场硬仗，2021年政策层面率先

发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先后

公布。 其中，前者是引领碳达峰、碳中和的顶

层设计，后者是碳达峰阶段的总体部署。

在顶层设计统领和总体部署指引下，新能

源行业发展机遇逐步显现。

2021年，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逐步成为

经济重要支柱之一的态势日渐明晰。国家能源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1月，我国新能源发电

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 达10355.7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2.97%，占同期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的13.8%。

2021年新能源行业在电源层面的发展

彰显了巨大的潜力。 国家能源局12月24日

公布的2021年“成绩单” 显示，2021年，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地突破

10亿千瓦，水电、风电装机规模均超过3亿

千瓦。 有机构预计，未来10年，我国风电和

光伏行业新增装机规模将超10亿千瓦。

新一轮项目布局启动

在新技术应用成果推动新建光伏发电、风

电项目预期成本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从2021

年起，我国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中央

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

2021年新能源行业坚定甚至超前地在

“危”“机” 并存的环境里发力实现着发展

蓝图。 10月中旬以来，青海、内蒙古、甘肃、

宁夏集中组织开工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

地区为主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总规

模近3000万千瓦，拉开第一批装机容量约

1亿千瓦项目开工帷幕，启动新能源发展新

一轮“加速跑” 。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

中心研究员时璟丽表示，“十四五” 规划纲要

提出，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工程，推进大型

清洁能源基地的建设工作。 按照计划，这些已

开工大基地光伏项目将于2023年前并网投

运，成为未来两年光伏新增装机规模的主要贡

献力量。

此外， 国家能源局要求各省区市在12月

15日前上报第二批新能源大基地名单， 总量

与第一批接近，装机容量为1亿千瓦。

除“风光”无限的大基地之外，屋顶光伏、

整县推进、电解水制氢等均已成为新能源行业

发展的关键词。

新能源行业在2021年健步前行， 多家机

构给予风电、光伏行业未来三年“强于大市”

评级。在风电、光伏产业的带动下，新能源行业

景气度持续提升。

降本增效与技术变革“双轮驱动”

在即将进入2022年之际， 光伏行业已呈

现出降本增效趋势。 11月30日以来，光伏行业

两大头部硅片厂商隆基股份、中环股份接连降

价，引领产业链长期健康发展。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光伏上游硅料环节生

产瓶颈有望缓解，（下转A02版）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

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2022年中国人民

银行工作会议12月27日上午以视频形式召开。

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依法加强对资本和

平台企业监管， 持续做好头部网络金融平台整

改工作。 推动出台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办法。

会议指出，2021年，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全力支持助企纾困，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有效

防控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各项

工作取得了好的成绩。

2022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开

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

度。 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加大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

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推动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系统继续向实体经济

让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是精准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实

施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支持计划接续转换工作。持续完善金融

支持科技创新体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

中和，加强绿色金融工作的整体协调、有序推

进。 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三是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治

理机制。 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和评估框架，开

展宏观审慎压力测试。稳妥有序推动金融控股

公司审批并开展持续监管。（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