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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再减20项

负面清单再次瘦身 开放力度不断扩大
■本报记者 张淑贤

近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正式印发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这

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

以来的首次年度动态调整，比上一版本减

少了20项，缩减比例达到13%。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有什么关

系？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兴起的负面

清单概念，目前演变进程如何？上海财经

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和复旦

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助理卢华对

此进行了探讨。

记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有何不同？

孙元欣：我国目前有两份负面清单，

一份是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一份是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两张清单合在一起称为“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前一张负面清单

是针对外商投资的，不在负面清单中的外

商投资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国民待遇也就

是第二张负面清单即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目前，两张负面清单都在不断“瘦

身”，其中，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已有 6个版

本，从最初的 190条到目前的 40条，开放

力度越来越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有 3
个版本，最早的版本是许可证审批约有

800项，2018版缩小到581项，今年又缩减

13%，市场准入门槛也在不断降低，有利

于激发企业的活力。

记者：在今年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中，“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会福利机构

设置许可”等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怎么看待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进

一步放开限制？

孙元欣：养老机构设立以及社会福利

机构的设置，由此前的审批改为备案，有

利于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也包括外资企业

的进入，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对养老

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是没有限制的。

卢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近年来不断

瘦身，门槛不断降低，其中一个重要的改

革就是服务业的开放，养老机构设立、社

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市场准入放宽，都是服

务业开放和改革的举措，有利于更多市场

主体进入服务领域，提供更多元的优质的

社会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

活需求。

记者：此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还明确

了私募基金行业的管理，提出非金融机构、

不从事金融活动的企业，在注册名称和经

营范围中原则上不得使用“基金管理”等与

金融相关的字样。这个问题怎么看？

卢华：随着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私

募基金在中国资本市场中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同时，私募基金名目繁多，鱼龙

混杂，不少私募机构打着基金的名号进行

一些非法集资活动，扰乱了金融市场秩

序。此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给私募基金

行业做加法，既可以让优质的基金管理人

和比较有实力的机构获得基金牌照，也可

以把一些不规范的机构挡在外面，这有利

于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

记者：负面清单的概念是 2013 年上

海自贸区设立时提出的，当时的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有190条，具体是什么情形？

卢华：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后，负

面清单制度推出是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

可以说是上海自贸区标志性改革事件，因

为代表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

过去的产业目录，对外资都是正面清单为

主，包括鼓励类、竞争类和限制类，多数外

资所投的就是鼓励类项目，非常有限，没

有办法发挥市场主体自发的活跃投资积

极性，转为负面清单后，不仅仅是投资范

围扩大和投资限制减少，与之而来的是与

负面清单配套的很多制度，比如事中事后

监管等集成式的改革。

记者：就负面清单而言，如何理解地

方的先行先试和全国一盘棋的关系？

卢华：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时的负

面清单更多的是外商准入方面，体现的是

对外开放成果，目前的自贸区外商准入负

面清单比全国版还要短，仍然具有先行先

试的意义。而外资进来后面临的国民待

遇问题，经营相关行业时需要哪些手续，

这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意义

所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是相互配合的，背后的行政理念是

一致的，体现的都是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

边界，都是“非禁即入”的思想。

记者：2014年，孙教授提出自贸区负

面清单转化为全国版负面清单的路径和

措施，目前推进情况如何？

孙元欣：决策咨询研究要具有前瞻

性，面向未来3年和5年，当时上海编制外

商投资负面清单，未来如何向全国复制推

广？我们展开了研究，对标国际经验和做

法，提出 7方面建议，包括建议编制全国

统一版的负面清单、开放新型产业等，目

前都得到了采纳。

2017年我们又研究了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提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的行政

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证照分离要

全覆盖、优化营商环境等，这些建议都在

落实。

记者：负面清单与营商环境息息相

关，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目前排名

第31 位，结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 年

版，未来我国还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卢华：对标国际来看，我国在营商环

境方面还需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下一步营

商环境的改善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

密切相关，比如，过去政策透明度还不够，

负面清单用明晰的清单模式向企业展示，

对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起到直接作用。

从营商环境的改善角度来看，企业的

开办、建筑许可的获得等几个指标，都和

企业准入直接相关，随着市场准入的开放

举措越来越多，对营商环境的提升也会起

到作用。

另外，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是一个减

的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建构的过程，在我

国不断的经济转型中，需要不断调整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使得企业准入后有更好的

发展，以提升企业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王延）在昨日举办的

2019上海智慧城市体验周开幕式上，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

《2019 上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

告》。这是该研究中心连续 6年发布本市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6年来，上海

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数均保持增长态

势。

据介绍，今年的评估延续了网络就绪

度指数、智慧应用指数与发展环境指数等

三个一级指标与网络安全状况系数的评

估体系，结合智慧城市工作重点进行优

化，新增如5G建设应用、“一网通办”服务

能力等指标，合计40个三级指标，51项数

据子维度。

评估结果显示，2019上海市智慧城市

发展水平指数为105.86，相较2018年提高

了0.73。
目前，本市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主要

成果体现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

面加速、智慧治理模式全面推广、智慧政

府建设稳步推进、信息化服务民生关切，

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等方面。

在公众关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方面，上海已经实现核心城区 5G室外覆

盖。根据宽带发展联盟发布的《中国宽带

速率状况报告》显示，上海固定宽带平均

可用下载速率已达到 41.95Mbit/s，连续 6
年领跑全国。

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方面，目前上海

已经发布 30个“上海市人工智能试点应

用场景”，在国内率先打造以AI深度应用

为特色的智慧城市新亮点。目前，全市人

工智能重点企业已突破 1100家，产值超

过 1300亿元；全市大数据核心企业已突

破700家，产值已超过2000亿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区块链已开始在我国金融、食品、公

益等多个垂直行业落地生根，为行业发展

带来“信任的机制”。日前，由浦东科学技

术协会支持，浦东先进音视频技术协会主

办的2019第30期浦东科技沙龙在张江举

行，主题为“区块链视角下音频版权保护

的变革”。

会上，来自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

中科院声学所、上海音联、麦克风文化（蜻

蜓 FM）、恒玄科技、上海国茂、东方明珠

数字电视等机构、企业的业界专家就区块

链技术在音视频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深入

探讨。

目前国内电子信息产业投资最大的

两个领域，一个是芯片，另一个是平板显

示，皆是围绕音视频产业的发展。根据预

测，未来音视频产业规模将达数万亿美

元，数字内容也将达数万亿美元的规模。

据浦东先进音视频技术协会秘书长

张晓亮介绍，目前浦东音视频产业正走向

多元发展，如中国自主研发的音视频标准

在全球范围内、龙头企业也占据了重要的

市场份额，音视频产业发展将由规模竞

争、成本竞争转变为以创新为核心的能力

竞争。

音视频产业的特点之一就在于除了线

下成品的版权产物外，还有海量的互联网

数字产品，随之而来的知识产权问题日益

严重。庞大的网络作品如果单只靠政府监

管部门实行版权登记等监管，费时费力。

“区块链可以通过加密技术、时间值、

分布式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的方式，以及

在各节点去中心化的协作，减少时间成本

与资金消耗。”上海瀚决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数字资产研究院长三角分院院

长张洪表示，“数字内容行业是最有可能

出现区块链独角兽的行业，关键在于如何

落地。”

记者从沙龙上获悉，浦东企业应确始

听（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已研发出

一项SOUNDLINKS专利技术，该技术可

在声音里嵌入身份信息，再跟元数据做绑

定，并且通过这个绑定可放到区块链上

去，这样音乐类的数字资产就不容易修

改。应确始听（上海）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唐泽说，“可以把这个技术理解

成一种音频水印。音乐有了身份标识后，

就能成为一种资产，未来价值上升和流通

也都有了机会。”

据悉，该技术还可结合区块链技术，

提供从有声内容确权、监测、取证、维权、

智能授权的一站式服务。

沙龙上，与会专家建议，在浦东建立音

频版权保护区块链创新联盟，集合中国电

子音响行业协会、上海版权保护中心以及

各知识产权机构/律所、内容区块链企业、

音频领域企业共建互通研发机制，力争尽

早实现版权保护区块链标准化。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在张江

人工智能岛 5G+AI实验室里，首个 5G创

新成果诞生并在岛上安装使用。该成果

由云从科技基于华为轻行业级 5G CPE
Win开发，是全国首个室外型 5G 4K AI
视频监控应用。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

司Gartner预测，2020年-2022年，室外视

频监控将成为全球 5G物联网解决方案

的最大市场，预计这 3年 5G物联网端点

装机数量分别达到 250万、620万和 1120

万台。

据悉，张江人工智能岛 5G+AI实验

室已成为企业赋能平台、应用孵化平台，

目前已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机器人

等多个行业合作伙伴入驻实验室进行联

合创新孵化。对产业园区来说，5G除了

可以通过赋能无人设备，使园区管理的智

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外，还将成为园区产

业孵化的新一代基础信息设施，能更深入

产业创新，实现以应用促产业、以产业带

应用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1月 29日，

罗氏在浦东宣布，旗下口服药物“骁悉”获

批新适应症狼疮性肾炎正式在华上市，骁

悉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治疗狼疮性肾

炎的吗替麦考酚酯。

以往，我国狼疮性肾炎治疗方案主要

是基于环磷酰胺等组合，并且为防止复发，

建议使用时间至少3年以上。作为细胞毒

药物，环磷酰胺具有较强的毒副作用，长期

使用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卵巢及生育功能。

据介绍，新上市的骁悉在治疗狼疮性

肾炎的过程中很少影响患者卵巢储备功

能，为我国患有狼疮性肾炎的育龄女性患

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

表示：“骁悉是众多国内外指南和专家一致

推荐的狼疮性肾炎疾病一线治疗药物，并

被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证实其治疗疗效和安

全性。在我国上市之后，将对于狼疮性肾

炎疾病的规范化治疗起到促进作用。”

此次骁悉在华上市，也代表了国内审

批改革的进步。10月 30日，中国药品监

督管理局正式批准骁悉作为 III-V型成

人狼疮性肾炎患者的诱导期治疗和维持

期治疗药物。

据悉，骁悉自从1997年进入中国，先

后获批两项适应症，分别适用于治疗接受

同种异体肾脏或者肝脏移植的患者中预

防器官的排斥反应。而此次狼疮性肾炎

适应症的获批，是国家药监部门以临床需

求为导向，基于真实世界证据，对已上市

产品扩大适应症的积极尝试和有效指引。

上海已实现核心城区5G室外覆盖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数连续6年保持增长

用区块链激活音频产业生态

浦东企业为音乐加上“身份证”

张江人工智能岛5G+AI实验室
首个孵化成果诞生

罗氏狼疮性肾炎治疗新药在华上市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为进一步推

动科创型中小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拓展融

资渠道，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能

级，上海银行近日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签

署《促进上海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战略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在市知识产权局的

指导扶持下，上海银行将创新信贷审批制

度和利率定价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通过创设知识产权信贷产品或单列信

贷计划，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当天，由上海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牵

头成立的上海市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联盟揭

牌。该联盟由商业银行、担保机构、证券机

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法律机构等组成，将为银行开展包

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内的知识产权金融

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并协调相关工作。

在银企接洽环节，上海银行与上海音

乐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安必生制药技

术有限公司完成现场签约，将合作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相关业务。

上海银行表示，未来将进一步优化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体系，完善风险、贷后

管理、考核机制等保障工作，切实解决拥有

核心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运营中的

实际问题，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上海银行与市知识产权局携手
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能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