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国内外瞩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8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这
部法律草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看点一】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草案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
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
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
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
资，给予国民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孙宪忠说，这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
根本性变革。负面清单将简化外商在清单
外领域投资的审批流程，为其营造开放、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中国首份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6年自贸试验
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推广。这次相
当于将负面清单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体现了内外资一致的原
则，将让中国的外资管理模式与国际开放程
度较高的国家接轨，实现高水平投资自由化
与便利化。”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说。

【看点二】
坚持内外资一致

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草案清晰体现了
这一原则。

比如，草案的第十五条规定，国家保障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第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
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等。

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是我国一直坚持
的政策。十九大报告提出，凡是在我国境内
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草案相关条款回应了外商关切，传递了
政府采购、标准制定等工作更加透明的信号，
将大大增强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全国
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说。

【看点三】
保护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内外企业关注的热
点问题。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外
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张兆安说，这一条款体现了我国对保护知
识产权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修订了多部法律法规，在北京、上

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并严厉打击
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取得积极成效。

针对技术合作问题，草案强调“鼓励基
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
制转让技术”。

我国曾经在入世议定书中明确表示，不
以技术转让要求为前提批准外资准入，在随
后相关区域经贸协定的签署中重申了这一
承诺，并切实履行了这一承诺。崔凡说，草
案对此进一步明确，加上负面清单制度的实
施，将会更好保护知识产权。

【看点四】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完善的投资服务体
系必不可少。草案提出，国家建立健全外商
投资服务体系，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
业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投资项目信息
等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蒋颖说，这一体系将有效推动政府转变
职能，建立政府和企业的沟通机制，使得政
府更加主动给企业提供更多服务和支持。

“对外资企业而言，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中国
各类政策法规，及时掌握市场动向，进一步
提升企业竞争力。”

草案同时规定，国家根据需要，设立特殊
经济区域，或者在部分地区实行外商投资试

验性政策措施，促进外商投资，扩大对外开
放。

“许多人熟知的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
特别关税区等都属于特殊经济区域。”孙宪
忠说，将此写入法律草案，既是对我国改革
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有力推进。

【看点五】
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根据草案，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制度。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
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针对未按要求报送信息的，草案还作出
相应惩罚规定：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是为适应新
型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需要而增加的新制
度，有助于政府更好了解外资信息，制定
外资政策，进行外资管理。这也是国际上
通行的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此类
制度。

孙宪忠表示，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
业在华投资信息向我国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也体现了投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为推动高水平开放提供更有力法治保障
——聚焦外商投资法草案五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于佳欣 罗沙 丁小溪 有之炘

■外商投资法草案8日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中国再次以实际行
动表明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原则和立场。这
部法律草案将营造更有吸引
力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
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让外国投资者
在中国投资经营吃下更多

“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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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草案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审议，中国再次以实际行动表明坚
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和立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稳定、透明、可预
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向全球投资者
敞开怀抱，为当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世
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

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依
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
策，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
标准制定工作、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
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
……经过最高立法机关审议，一系列外商
投资促进、保护和管理所必需的制度有望
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
法治化水平将进一步跃升。

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这
部法律草案将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
环境，进一步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经
营吃下更多“定心丸”。

中国用行动扩大开放，外资也用行动
为中国市场点赞。特斯拉在上海建设电动
汽车超级工厂，宝马在沈阳投资新建第三工
厂……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的《全球
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海
外直接投资连续第3年减少，但中国吸引
外资逆势上扬，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不断
涌入的外资见证着中国的成长，为推动中
国改革发展作出贡献，更分享了中国发展
带来的巨大机遇。

一个以实际行动不断兑现开放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的中国，将以自身开放能
力的不断提升、近14亿人口大市场的澎湃
活力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也将为自身深
化改革、融入世界，注入新的动力。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扩大开放，行胜于言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3 月 8 日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新华社 8 日播发了报
告摘要。

扫一扫
就看到

宪法实施迈出新步伐、立法保障改革发
展、监督出实招见实效、自身建设全面加强
……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作常委会工作
报告，系统回顾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过
去一年的主要工作，提出了今后一年的主要
任务。

新变化、新举措、新气象。一年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开拓进取，实
现了良好开局。

提供法治保障，服务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

“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本届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强调思想引领，突出政治机关
建设，对于每一项工作都十分注重在全局中
找方位、找目标。”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杜黎明说。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确保了人大工作正确的政治
方向。

工作报告提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
法治。

一年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
律8件，修改法律4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
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9件。

这一年，通过立法推动和保障重大决策
部署的落实——

加快经济领域立法，对多部法律作出修
改，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促进和保障我国新一
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定电子商务法，促进
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
市场公平；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给广大土

地承包者和经营者吃下“定心丸”。
这一年，通过立法、修法，确保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
统筹修改机构改革涉及的32部法律的

316个条款，为机构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法
律保障；修订公务员法，加快推进公务员分
类体制改革；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巩固和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成果；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完善基层治理
体系。

这一年，重点领域立法扎实推进——
编纂民法典工作迈出坚实步伐；修改个

人所得税法，让约8000万人的工薪所得不
再缴纳个税；针对长春长生公司疫苗案，加
快疫苗管理专门立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
法，为净土保卫战提供法治保障。

去年5月1日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的生
动实践，有力促进了英烈精神的传承和弘
扬。

敢于动真碰硬，监督工作出
实招见实效

2018年10月，在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联
组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迎来了一次特殊的“考试”。8位常委会委
员、3位全国人大代表，就群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接连发问，“两高”负责人一一作答。

“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是进一
步发挥监督作用、拓展监督形式、加大监
督力度的一种有效方式。”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说，实践
证明，通过这种形式既能确保宪法法律有
效实施，又能有效帮助司法机关改进工
作。

工作报告指出，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等6部法律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24
个，进行3次专题询问，开展5项专题调研。

直面问题，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

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国
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年度综合报
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为管好
用好国有资产加上一道“安全门”。

动真碰硬，对违法行为点名曝光，督促
立行立改——

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中，对发现
的涉及22家企业的38个问题点名曝光；在
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中，重点监督沿海
省份的入海排污口设置和管理、陆源污染防
治等突出问题。

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新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和创新监督
工作，让人大监督落点实、效果好。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唐山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副主任李征说：

“在推动京津冀地区‘煤改电’工作过程中，
人大积极发挥监督作用，用法治力量助力打
赢蓝天保卫战。”

加强自身建设，持续焕发制
度生机

近3000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肩负
着近14亿中国人民的重托。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支持和保
障代表依法履职。

一年来，常委会拓展联系代表渠道，把
为民履职落到实处——

常委会听取人大代表意见的“直通车”
更加畅通。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联系440
名代表，密切与代表的日常联系；邀请代表

列席常委会会议并召开座谈会，邀请代表参
加执法检查和调研。

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连心桥”更加紧
密。一年来，组织1850名代表开展专题调
研，走近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里，反映民生
关切。

一年来，常委会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持续释放制度活力——

举办专题学习讲座10讲；培训1300余
名人大代表；举办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
负责同志学习班，基本实现全覆盖。

“随着履职能力的不断提升，这几年，我
们代表提建议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全国人
大代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大
常委会主任番跃平说，同时，建议回复率和
办结率也不断提升，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基层
遇到的困难。

报告显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的325件代表议案已经全部审议
完毕。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7139件建议、
批评和意见全部办理完毕，所提问题得到解
决或正在解决的占76%。

数千件议案建议，都凝聚着代表心血。
“去年，我提出了一份关于城市精细化

管理的建议。此后相关部门多次向我了
解有关情况，将我的建议作为参考。”全国
人大代表王润梅说，我要继续把根扎在群
众当中，密切联系群众，多倾听群众的声
音。

“代表通过提出建议方式积极参与管理
国家事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
鹰说，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
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进一
步彰显。

（记者熊丰、王琦、孙亮全、吴锺昊、丁怡
全、周闻韬、郭雅茹） （新华社北京3月8日
电）

依 法 履 职 开 新 篇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看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责任担当

新华社记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摘要）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
电 外商投资法草案8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审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
草案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
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外
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
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是对我
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

和创新。新华社8日播发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草案）>的说明》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草案）》（摘要）。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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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年立法工作做了啥？

如何鼓励外商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