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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境 合 规 资 讯
--- 简讯

发布日期：2021年 10月 14日

为积极协助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的涉外经贸活动，充分发挥涉

外律师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中的公共服务作用，君泽君叶姝欐律师团队定期收集、整

合世界主要国家投资并购、跨境贸易以及商业合规运营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更新、主管机

构近期动态及相关案例方面的最新资讯，以便有关部门及各类从业机构等及时了解相关

动态。

本 期 要 点
中国：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含简析）

 《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发布（含简析）

海外：

 美国对《出口管制条例》管控范围的最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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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一、投资并购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含简析）

 2021年 10月 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4日。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相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征求意见稿）拟在“禁止准入类”中新增 1条“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

业务”，并拟对“许可准入类”中涉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多个行业

领域的事项进行调整，对比 2020年清单，许可准入类清单进一步缩减。其中以特定药

品、医疗器械经营相关事项（206006号事项）为例，调整颇多，笔者团队就该事项进行

了对比梳理，具体调整内容见以下表格，以便提示医疗行业相关企业重点关注。另外，

我们也建议境内外投资人密切关注负面清单（2021年版）的最终印发实施时间及最终版

清单在市场准入条件和具体要求方面所确定的范围，以便相应调整投资及合作方案，及

时捕捉利好信息并打好合规营商的基础。

《负面清单》许可准入类事项变更、调整的示例

—206006 号事项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

（征求意见稿）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 年版）》

在“禁止或许可事项”列对 206006号事项概述的调整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特定药品、医疗器械经营 未获得许可或履行法定程序，不得从事药品、医疗
器械等特定产品的批发零售、经营和进出口

在“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列对 206006 号事项的具体调整

药品批发、零售企业筹建审批及经营许可
药品批发、零售企业许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药品经营企业通过网络销售药品的，应当遵守药品
经营有关规定）
进口药品、港澳台医药产品（包括进口药品、进口
药材、临时进口药品）注册审批（药品注册证书核
发；影响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事项
重大变更申请审批；有效期满后的再注册核准）

医疗用毒性药品收购、批发、零售企业许可 医疗用毒性药品收购、经营单位指定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进出口审批；药品批发企
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审批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进出口审批；药品批发企
业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审批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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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许可准入类事项变更、调整的示例

—206006 号事项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 年版）》

（征求意见稿）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 年版）》

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购买许可 经营、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审批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进出口准许证核发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批发企业审批；第二类精神药
品零售业务审批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企业审批（麻醉药品和第
一类精神药品全国性批发企业审批；麻醉药品和第
一类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审批；专门从事第二
类精神药品批发企业审批；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业
务审批）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批发企业向医疗机构销
售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许可

全国性批发企业向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使用资格的医疗机构销售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审批
区域性批发企业需就近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内的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使
用资格的医疗机构销售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的审批

区域性批发企业从定点生产企业购买麻醉药品、第
一类精神药品审批

区域性批发企业从定点生产企业购买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审批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购买审批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购买审批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许可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核发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邮寄许可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寄证明核发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发布

 2021年 9月 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 2021年 11月 1日生效。《条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配套法规，确立了“政府主要负责人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第一责任人”（第二条），同时对营商环境问题投诉（第六条）、推进和落实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第七条）、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口岸基础设施（第八条）、

推进和落实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管理制度以及推行极简审批

投资制度（第九条）、建立健全地方财政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机制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

激励机制（第十三条）等多项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方向予以明确。《条例》较为全面地

规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的优化方向，建议企业密切关注《条例》项下的各项具

体措施和利好政策的出台。

二、跨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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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总署就《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

 2021年 10月 8日，海关总署公布《海关进出口商品检验采信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的截

止时间为 2021年 11月 8日。《管理办法》就海关对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实施合格评定采

信的程序进行了规定，将符合性声明和检验检测报告作为海关的采信依据，并要求进出

口商品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按照规定向海关提交采信依据以对商品是否合格进行评

定。此外，《管理办法》还对检测结果可被海关采信的我国境内外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

和要求进行了规定，以便明确此类检验检测机构的范围。检验是进出口商品海关通关的

一道重要环节，对于具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和境内外检验检测机构而言，建议密切关注

《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准备商品检验的相关采信依据或提早开始进行检验检测资质

的合规性调整。

三、合规运营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发布（含简析）

 2021年 9月 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于 2022年 1月 1日生效。《条例》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配套法规，明确了政府部门在推进公平竞争中的政

策制定、审查审议、调查监管等方面的工作部署，同时也逐一列举了经营者应禁止实施

的影响公平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不正当竞争以及垄断两方面：

不正当竞

争行为

（一）实施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服务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

系；

（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

（三）直接或者帮助其他经营者对商品、服务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四）侵犯商业秘密；

（五）从事违法有奖销售；

（六）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

品声誉；

（七）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妨碍、破坏其他经

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八）其他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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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为

（一）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垄

断协议，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三）实施违反法律规定的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

集中；

（四）法律规定禁止经营者从事的其他垄断行为。

与 2020年 7月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公平竞争条例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相比，最终版《条例》有非常多调整

和修改。从条款数量上，《征求意见稿》分八章共计 50条，而《条例》分七章共计 35

条。《条例》新增了第二章“公平竞争政策”，并在该章中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及

有关部门在制定公平竞争政策时的法律要求，并在该章中明确强调了海南自贸港的区域

性制度：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清单（特别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另外该章对比

《征求意见稿》新增了第十六条“海南自由贸易港支持数字经济依法创新健康发展，对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进行规范治理，保护市场

公平竞争。”《征求意见稿》的第三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第四章

“垄断行为”及第五章“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合并入《条例》第四章“影响公平竞争的

行为”并且予以大幅简化，但前述内容在相关上位法中多已有明确规定。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条例》修改或新增了很多具体落地性规定。例如“举报”，

在《征求意见稿》中，举报只体现在第十一条“社会监督机制”，规定了自贸港要建立

健全影响公平竞争行为的举报制度和举报人保护、奖励制度，另在第四十三条“经营者

报复举报人的行政责任”；但，在最终版《条例》中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二条中都对“举报”有新增规定。尤其在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条例》明确规

定了“举报影响公平竞争的行为，采用书面形式并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在《条例》中还增加了

一些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融合的部分，例如增加了“约谈”这类主管机构调查方法，并

相应增加了“告诫”、提出“整改要求”这类处理方法。整个《条例》要求自贸港企业

应充分重视企业公平竞争领域的合规建设，在充分享受区域性利好政策的时，更应该充

分认识、识别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这类新业态相关的法定合规义务，建立好合规体系，

降低违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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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一、跨境贸易

（一）美国对《出口管制条例》管控范围的最新调整

 当地时间 2021年 10月 5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公告，宣

布在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中的《商务管制清单》（CCL）中新增 ECCN 2D352

以管控用于核酸组装器/合成器的“软件”。该物项的管控原因基于“化学和生物武器”

（CB）以及“反恐”（AT），出口至《商务国家列表》（CCC）中位于 BC-2栏及 AT-1

栏的国家或地区或 EAR第 746章规定的某些受到禁运或特殊管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获

得出口许可证。此外，BIS还将用以开发前述软件的“技术”归入 ECCN 2E001进行管

控，并且对 EAR第 742.2节进行了相应修订。需注意的是，中国位于 CCC中的 BC-2

栏，建议具有相关涉美进口业务的中国企业及时了解相关规则，提前做好业务部署。

 当地时间 2021年 10月 6日，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公告，宣

布将非用于核反应堆的氚新增为 ECCN 1C298的管控物项。该物项的管控原因基于“核

扩散”（NP），出口至《商务国家列表》（CCC）中位于 NP-2栏的国家或地区需要获

得出口许可证，且不适用 LVS及 GBS许可证例外。

（二）美国暂停向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实体出口放射性材料及氚

 当地时间 2021年 10月 1日，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并加强美国防御与安全”为由，发布命令宣布暂停授予向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和相关实体出口放射性材料及氚的许可权限。该命令未设定截止期限，在美国核能

管理委员会另行通知之前，该命令将一直有效。

二、合规运营（含域外风险预警）

（一）美国财政部更新 SDN清单

 2021年 10月 6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依据《外国毒

枭指定法》（Foreign Narcotics Kingpin Sanctions Regulations）将 4名墨西哥个人列入 SDN

清单。建议有墨西哥合作方的中国企业提前筛查是否有与前述被列入 SDN清单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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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交易或开展交易的计划，及时调整交易安排，并密切关注相关风险。

叶姝欐律师团队一直致力于协助协助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定期

获取与跨境贸易、境内外投资并购以及商业合规运营相关资讯，以便有关部门及行业从

业机构等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并洞悉相关域外风险。目前，本资讯已由《双周资讯汇总》

正式更名为《跨境合规资讯--简讯》，截止到本期为止，叶姝欐律师团队已经以双周报

方式累计发布共 39期资讯，如您需要了解本期及此前各期资讯的具体内容，可随时与

君泽君叶姝欐律师团队联系。



跨境合规资讯--简讯 | 2021 年 10 月 14 日

8

| 叶姝欐 合伙人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叶姝欐，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律师协会 IBA（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015-2016会员，司法部支持、全国律师协会遴选的第五期赴美公派访问学者，北京市律师

协会第十一届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涉外律师领

军人才”成员，并于 2021年荣获《商法》2021律师新星，2021年 8月荣登 2021年度 ALB

CHINA中国客户首选律师榜单。叶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合规（主要包括出口管制、经济

制裁及贸易合规，以及国际化企业合规的风险调查及解决方案）、境内外收并购、跨境重组

及清算、商事争议解决。

联系邮箱：yeshuli@junzejun.com

| 郑诗荷 执业律师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 刘 越 实习律师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mailto:yeshuli@d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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