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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 10 促中港服務貿易邁向自由化 

1. 背景 

 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香港簽訂《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補充協議十」
(CEPA10)，就進一步加強兩地經貿合作和交流達成協議。「CEPA補
充協議十」共有 73 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施，包括
28 個服務領域的 65 項開放措施，以及 8 項加強兩地金融合作和便
利貿易投資的措施。 

 在新協議下，法律、建築、計算機及相關服務、房地產、市場調研、
技術檢驗和分析、人員提供與安排、建築物清潔、攝影、印刷、會
展、筆譯和口譯、電信、視聽、分銷、環境、銀行、證券、醫院服
務、社會服務、旅遊、文娛、體育、海運、航空運輸、公路運輸、
貨代、商標代理等領域會作進一步開放；並首次引入殯葬設施的開
放措施，以及拓寬服務提供的方式，允許港商僱用的合同服務提供
者以自然人流動的方式在內地提供臨時性服務。各項新措施將由
2014年 1月 1日起生效，「CEPA」服務貿易開放措施總數將增至 403
項。 

 據國家商務部統計，CEPA簽署 10年來，由最初涵蓋 273個香港原
產地貨品及 18個服務業領域，擴展到如今的 1,770多種香港原產地
貨品和 48個服務業領域。截至今年 7月底，超過 524億港元的港產
貨品享受零關稅優惠進入內地，節省關稅超過 36億元人民幣。 

2. 特點 

 自 2003 年「CEPA」簽訂以來，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每年都以補充
協議的方式擴充合作的內容；「補充協議十」為歷年來涵蓋最多措
施的補充協議，合共涉及 73 項服務貿易開放及便利貿易投資的舉
措，更被譽為是「史上最強」。 

   中央政府承諾到國家「十二五」規劃期末，要基本實現內地和香
港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目前「十二五」規劃的實施時間已經
過半；今次「重量級」「CEPA 10」的出台，正正反映兩地服務貿
易自由化的進程已開始步入了「衝刺階段」。 

 今年 6月底，內地與台灣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的框架下簽署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其中有部分協議內容優於
當時的「CEPA」待遇。今次的「補充協議十」將「ECFA」中那些
優於「CEPA」的開放措施亦納入其中；例如，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
金融機構在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各設立一家兩地合資的全牌照
證券公司，港資合併持股比例最高可達 51%等，有關待遇已經與台
資企業相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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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CEPA」還是「ECFA」都屬於開放性的合作框架，其
內容須透過雙方簽署補充協議不斷擴充和延展，這個過程本身亦是
一連串的制度和政策創新。「CEPA」和「ECFA」的內容得以互為
參照和借鑑，互通有無，可以說是一種良性的互動，有助於加快提
升內地與港、台經貿合作相關制度安排的深度和廣度。此外，這除
了彰顯中央對港台一視同仁，給予同等力度的重視和支持之外，亦
體現自由貿易協定的「非歧視」原則。 

 值得一提的是，「CEPA 10」提出的一些措施緊貼當前內地和香港
兩地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需要，凸顯了政策釐訂的前瞻性和互惠互利
性。例如，在服務領域的開放措施中，內地同意積極研究兩地基金
產品互認，並重申將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領域的合作；在某種意義
上，這亦是對香港有意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以及亞洲區內知
識產權貿易樞紐的一種背書。 

   另一方面，近年內地強調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顧及環境
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而刺激資訊消費則是近期催谷內需的主要著力
點之一。「補充協議十」允許香港環保服務商在內地從事環境污染
治理設施的營運，而香港電訊商則可以在廣東省以合資形式提供在
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透過這兩個領域的開放措施，內地可
以借助香港服務提供者的資金、業務能力和先進經驗，帶動相關行
業的加快發展。 

3. 重點措施簡析 

 與過往多份「補充協議」相似，金融合作是「補充協議十」的「重
頭戲」；而內地同意積極研究內地與香港基金產品互認則是其中的亮
點之一。據報導，兩地證監會成立的專責小組正在研究具體細節，
相關實施方案可能在廣東省率先試點。所謂的基金互認，是指在內
地或香港註冊及開發的基金產品，可獲准進入對方市場進行銷售。
目前香港基金主要投資於本地及海外資產，而內地基金主要投資於
內地資產；兩地基金互認將方便兩地投資者購買對方的基金產品，
以達到優化資產配置的效果。 

    近年香港致力於鞏固亞太區資產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截止
2012 年底，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達到 125,870 億港元，比
上一年同比上升 39.3%；至 2013年 6月底，香港證監會認可的 1,845
隻基金中，有 318 隻在港註冊，較去年同期的 273 增加 16.5%。日
後兩地的基金產品達成互認，在香港註冊的基金便可獲准在內地銷
售。這將會提供一個強大的誘因，吸引更多基金公司選擇落戶香港，
令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務「如虎添翼」；有助於擴大本港資產管理的規
模之餘，亦可進一步帶動法律、會計等相關產業的需求。 

 銀行業方面，香港的銀行在內地的營業性機構，經批准經營港資企
業人民幣業務時，服務對象將可擴大至被認定為視同香港投資者的
第三地投資者在內地設立的企業。香港是亞洲第三大對外直接投資
源頭， 2012 年直接外來投資流出金額為 840 億美元。同時，香港
是在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截至 2012年底，在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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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的外資項目中，有 44.1%與香港有關，而源自香港的實際利
用外資總額為 5,912億美元，佔全國的 46.3%。 

   出於財稅、股權安排或者營運的需要，不少跨國公司包括香港企
業可能會透過在第三地註冊或建立的公司投資內地。以 2008 年為
例，內地从維爾京、開曼和薩摩亞等三大避稅港吸引的外資佔全國
利用外資總額的 23.43%；相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項目的最終「金主」
是香港投資者。日後隨著「CEPA 10」生效，這些港商透過第三地
投資內地的企業就可以在香港銀行的內地分支機構處理人民幣業
務；香港銀行在內地的客戶基礎將得以擴大，為拓展人民幣業務帶
來更多的商機。另一方面，如果香港母公司與內地子公司使用同一
家銀行的服務，既有助於提高財務安排的靈活性，理順、簡化相關
的業務流程，以及提高資金運用和管理的效率，亦可減少跨銀行交
易可能產生的額外成本。 

 在技術檢驗和分析方面，「CEPA 9」已允許在廣東省試點，將香港
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認證服務範圍放寬至食品類別；「CEPA 10」再
下一城，允許香港檢測機構承擔更多以認證為目的的檢測服務，將
試點範圍從食品類別延展至其他自願性產品認證領域；並參照內地
機構給予香港服務提供者同等待遇。 

   內地居民對產品品質日益重視，加上香港的檢驗檢測業具有較高
的公信力，促使越來越多內地企業有意使用香港的檢測服務，藉以
強化消費者的信心，為自己的產品和品牌增值。另一方面，香港的
檢測和認證標準與國際接軌，準備「走出去」的內地企業如果採用
香港檢測機構出具的報告，亦有助於獲得海外客戶的認可。 

   檢測和認證服務屬於香港重點發展的六大優勢產業之一。近年，
「CEPA」的補充協議循序漸進地開放技術檢驗和分析領域；繼
「CEPA 7」和「CEPA 8」允許香港服務商為香港本地加工的產品進
行 CCC認證之後，今次又擴大自願性產品認證業務的開放和給予港
商「國民待遇」，為香港企業參與內地龐大的檢測市場敞開一道更寬
的「大門」，擴闊了香港檢測認證服務產業的發展空間。 

   此外，「CEPA 10」還允許在香港的認證檢測機構與內地認證檢
測機構開展檢測數據和結果的接受合作；這項措施將推動兩地的檢
測服務進一步朝「一證兩認」邁進，既可以方便用家，幫助業界節
約成本和時間，亦有助於促進中港檢測機構的交流，提升兩地檢測
標準的協同性。  

 「CEPA 10」新增了殯葬設施的開放措施，允許香港殯葬業者在內
地以獨資或合資等方式投資并經營殯儀悼念和骨灰安葬設施，惟具
有火化功能的殯儀館尚未在開放之列。 

   內地 60 周歲以上的人口在 2012 年底已達 1.94 億人；由於人口
加速老化，國家民政部預計老年人口的數目到 2020年將攀升至 2.43
億。2012年全國死亡人數約 966萬人；有分析估計，按每人最低喪
事費用 3,000 元人民幣計算，每年全國殯葬行業的市場經營額已將
近 300 億元人民幣。隨著內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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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觀念的增強，傳統的喪葬文化正發生巨大的改變；加上城鎮化
的迅速發展，對現代化的殯葬設施和服務的需求日見殷切。 

    作為人口密集的大都會，香港的殯儀業較為發達，無論是在喪
葬用品的製造和銷售、殯葬服務以及墓地等設施的銷售和管理等，
均已形成較為完備的「一條龍」產業體系。由於移民城市和中西交
匯的特殊性，香港的殯儀服務更能配合不同的民俗、種群習慣和宗
教信仰的需求，在保留文化傳承的基礎上，亦因應社會進步以及城
市生活的特點而引入了現代化的元素。香港的經驗對內地殯儀業的
發展和革新具有很強的示範效應。 

    目前，內地的殯葬服務設施屬於國家特殊管理領域；在同一地
區內，獲准提供殯葬服務設施的經營者有限，實質上亦普遍存在壟
斷經營的現象。香港業者的加入，無疑有助於引入良性競爭機制，
促使和帶動內地的殯葬行業提升營運水準和服務素質。 

 

2013年 9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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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EPA「補充協議十」的主要措施 

法律  允許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廣東省律師事務所以協議方式，由廣

東省律師事務所向香港律師事務所駐粵代表機構派駐內地律

師擔任內地法律顧問。 

銀行  香港的銀行在內地的營業性機構，經批准經營港資企業人民

幣業務時，服務對象可包括依規定被認定為視同香港投資者

的第三地投資者在內地設立的企業。 

證券  允許港資證券公司申請 QFII 資格時，按照集團管理的證券

資產規模計算。 

 允許符合條件的港資金融機構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內地設立

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港資持股比例可達 50%以上。 

 允許符合設立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條件的港資金融機構按照內

地有關規定在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各設立一家 兩地合資

的全牌照證券公司，港資合併持股比例最高可達 51%。 

技術檢驗和分

析 

 在廣東省內試點將香港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以認證為目的的

檢測服務範圍由食品類別放寬至其他自願性產品認證領域。 

 在參與認證檢測活動中比照內地認證機構、檢查機構和實驗

室給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的合資與獨資認證機構、

檢查機構和實驗室同等待遇。 

 允許在香港的認證檢測機構與內地認證檢測機構開展檢測數

據 (結果)的接受合作。 

印刷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合作企業，從事出版物和其

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內地方投資者應當佔主導地位。 

視聽  允許香港影片和香港與內地合拍影片的方言話版本，經內地

主管部門審查批准通過後，在內地發行放映，但須加注標準

漢語字幕。 

電信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在線數據

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港資股權比例不超過 55%。 

運輸  香港服務提供者投資建設港埠設施並經營港口裝卸、堆場和

倉儲業務，其資本額和設立分公司的條件比照內地企業實行。 

 將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海

運集裝箱站和堆場業務、國際貨物倉儲業務的登記下放至廣

東省地級以上市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將廣東省至香港普通貨物運輸，以及在航香港航線船舶變更

船舶數據後繼續從事香港航線運輸的審批權下放至廣東省交

通運輸主管部門。 

 將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船舶

管理業務登記下放至廣東省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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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投資道路貨運和機動車維修業

的立項環節，改為按照國家現行法規受理申請和許可審批。 

環境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香港和內地從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的

實質性商業經營，可共同作為評定其在內地申請企業環境污

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的依據。 

人員提供與安

排 

 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人才中介服務機構條件中

從業年限限制。 

社會服務  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在廣東省設

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 

殯葬設施  允許香港殯葬業者在內地以獨資或合資等方式投資並經營除

具有火化功能的殯儀館以外的殯儀悼念和骨灰安葬設施。 

服務提供方式  在多個領域，允許香港服務提供者僱用的合同服務提供者，

以自然人流動的方式在內地提供臨時性服務，以履行僱主從

內地獲取的服務合同。 

金融合作  內地同意積極研究內地與香港基金產品互認。 

 積極支持符合資格的保險業者參與經營內地交通事故責任強

制保險業務。 

 對香港保險業者提出的申請，將根據有關規定積極考慮，並

提供便利。 

貿易投資便利

化 

 內地同意進一步加強商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質量標準和

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