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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

发文时间

2013年1月18日

2018年2月28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4月16日

2019年11月21日

发文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电影局

商务部、香港特别行政区
财政司

文件名

《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
作管理的现行办法》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地进
一步发展的五项放宽措施》

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
议

内容

台湾影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出口分公司统一进口。凡
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台湾影片，作为进口影片在大
陆发行，不受进口影片配额限制。

1.台湾人士参与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和电影、电视剧制作可
不受数量限制。

2.大陆电影发行机构、广播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
引进台湾生产的电影、电视剧不作数量限制。

3.放宽两岸合拍电影、电视剧在主创人员比例、大陆元素、
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4.取消收取两岸电影合拍立项申报费用；

5.缩短两岸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梗概的审批时限。

第六章第三节、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深化粤港澳文化创
意产业合作，有序推进市场开放。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
优势，推动粤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才交
流，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视博览枢纽。

1.港澳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作数量限制；

2.对内地与港澳合拍片在演员比例、内地元素上不作限制；

3.取消收取内地与港澳合拍片立项申报费用；

4.港澳电影及电影工作者可报名参评华表奖、金鸡奖等内
地电影奖项；

5.港澳电影企业在港澳地区及境外发行推广优秀国产影片
可申请奖励。

有关措施将纳入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
系的安排》。

负面清单：电影院服务：不得组建电影院线公司。

电影或录像的制作和发行服务：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
片须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投资电影制作、电影引进
公司。
正面清单：

1.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由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统一进口，由拥有《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
的发行公司在内地发行，不受进口配额限制。

2.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

3.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在主创人员、演员比例、内地元
素上不设限制。

4.香港人士参与内地电影制作不受数量限制。

5.取消收取内地与香港电影合拍立项申报管理费用。

自2020年6月1日起实施。

表4：党的十八以来港澳台电影合作相关政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签订时间

1987年2月23日

2004年12月4日

2007年8月27日

2010年4月29日

2010年7月7日

2010年7月23日

2012年4月17日

2014年4月23日

2014年7月3日

2014年9月18日

2014年9月25日

2015年7月27日

2015年10月26日

2016年4月29日

2017年4月27日

2017年5月3日

2017年6月8日

2017年6月12日

2017年7月4日

2017年9月1日

2018年5月9日

2019年6月11日

对象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法国

新西兰

新加坡

比利时

英国

韩国

印度

西班牙

马耳他

荷兰

爱沙尼亚

希腊

丹麦

哈萨克斯坦

卢森堡

俄罗斯

巴西

日本

塔吉克斯坦

协议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关于联合拍摄电影的协议》（于
2016年8月31日补签，2017年5月1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片的
协议》

（2008年4月10日部分条款补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
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与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关于合作拍
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比利时法语区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
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合
拍影片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新闻广播部
关于视听合拍的协议》

（协议以电影为主、含部分电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班牙王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耳他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荷兰王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爱沙尼亚共和国文化部
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希腊共和国文化体育部
关于电影合作摄制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丹麦王国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
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卢森堡大公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
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影局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电影制片厂
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

表5：中外电影合作相关协议一览

序号

1
2
3

4

5
6
7

签订时间

2012年2月18日

2015年10月21日

2015年11月

2016年1月

2016年5月19日

2017年3月

2017年6月24日

对象国

美国

英国

捷克

埃及

意大利

毛里求斯

金砖五国

文件名称

《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电影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捷克文化部关于电影交流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文化部关于电影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意大利共和国经
济发展部广播影视合作谅解备忘录》

《关于电影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金砖国家关于电影合作交流的谅解备忘录》

表6：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电影相关合作谅解备忘录

三、港澳台电影相关工作

一系列港澳台电影政策，加强中国香

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电影资源的

交流合作，吸纳三地的优秀电影资源和人

力物力与技术，推动了三地电影业的共同

发展共同进步，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加深

了民族感情基础，服务祖国统一大局。

（一）港澳方面

新世纪以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为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鼓励香港、澳门服

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的企业，主管部门进行了政策探索。这

些措施有助于进一步便利港澳电影项目

和电影从业人员进入内地市场，提高内

地与港澳电影合作的灵活性、降低成本，

并为港澳业界提供更多在内地发展的机

遇，推动行业发展。

1.党的十八大以前的工作基础。与

港澳的电影相关合作，基础文件是 2003
年 10年 21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

布的《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

管理的实施细则》（广影字〔2003〕第 658
号）。该文件规定了五方面内容：香港与

内地联合摄制的电影，其故事情节或主

要人物须与内地有关；内地主要演员的

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

之一；影片冲印及后期制作可在香港完

成；香港投资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方式

建设或改造电影院，可控股经营，但控股

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 75％；允许香

港投资者与内地公司成立影院建设公司

改建电影院，影院建设公司香港公司可

控股经营，但控股比例不得超过注册资

本的75％。

2003年11月25日出台的《外商投资

电影院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21号）第十条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内地设立从事电影

放映业务的企业参照本规定办理。其附

件规定：1.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允许香

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

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允许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拥有多数股权，但

不得超过 75%。2.香港、澳门服务提供

者在内地投资电影院的其他规定，按《外

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执行，需要遵守

较为严苛的注册资本、投资比例、合作年

限等标准。这一政策施行了近一年半。

2005年 4月 8日出台《<外商投资电

影院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 49
号），自 2005 年 5 月 8 日起允许香港、澳

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或独

资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但

投资电影院门槛不变。相比 2003 年政

策，放宽了股权限制。

2005年 3月 7日出台的《<电影企业

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令第50
号），规定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允许香

港、澳门服务提供者经内地主管部门批

准后，在内地试点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

产电影片，发行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万元人民币。这一政策有门槛地放

开了港澳对内地的发行权。

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变化。党

的十八大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港澳

的电影政策略有变化不大。2016年1月

18 日出台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

定>补充规定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 51 号），规定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允许香港、澳门服务

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公司，在多个

地点新建或改建多间电影院，经营电影

放映业务。这一政策基本放开了独资经

营电影业务的权限，但投资电影院的权

限仍未改变。

党的十九大后，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推进，对港澳电影合作有了明显改变。

2019 年 2 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提及推动粤港澳影视合

作，支持香港成为电影电视博览枢纽。

2019年 4月 16日，国家电影局出台

五项措施，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地进一

步发展。总的来讲，对港澳与内地的合

作，再次有了一些明显而实质的放宽。

有关措施将纳入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

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2019年11月20日，商务部与澳门特

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发布《关于修订

〈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但其中

并未涉及电影相关具体内容。

2019年11月21日，商务部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财政司发布《关于修订《〈内地

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其中列出了

电影相关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

（二）台湾方面

与台湾方面的电影相关合作，在

2003年11月25日出台的《外商投资电影

院暂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

务部、文化部令第 21 号）第十条的基础

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主要是两份文件。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

布《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

行办法》，台湾影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进出口分公司统一进口。凡取得《电影片

公映许可证》的台湾影片，作为进口影片

在大陆发行，不受进口影片配额限制。

2018 年 2 月，《关于印发<关于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放宽与台湾的电影合作限制，其

中多条与对港澳政策相同。但台湾不能

像港澳那样，电影及电影工作者可报名

参评华表奖、金鸡奖等内地电影奖项；电

影企业在台湾地区及境外发行推广优秀

国产影片，也不可申请奖励。

四、对外相关协议签署

自 1987 年中国与加拿大签署政府

间电影合作协议以来，中国政府共与 22
个对象国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作摄制协

议，并签署了 8 个电影合作谅解备忘

录。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

间，电影对外协议签署速度最快、签署国

别最多、高级别领导见证签署的次数最

多，对外合作交流最为活跃。

（一）对外合作协议频繁的条件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基础快速提升、市

场快速扩大、国家加大开放，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电影相

关协议的速度明显增快、国别大幅增加。

总的来看，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加入

WTO以来，中国市场开放包容。

二是市场吸引力明显增强。近 10
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使得中国成为

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积累了足够丰厚

的市场资源，且连年高速增长。中国有

极强的吸引力。

三是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加入

WTO以来，中国观众和中国市场对每年

10 部进口分账电影和 30 部进口买断电

影，已经有了较强的接受能力。

（二）电影合作摄制协议的签署

自 1987 年中国与加拿大共同签署

电影合作摄制协议以来，至 2021 年末，

中国共与外国共同签署了 22 项电影合

作摄制协议。

其中，以政府间名义签署的有17个，

以主管部门间名义签署的有 4 个（新加

坡、印度、爱沙尼亚、希腊），与外方政府指

定机构签署的有1个（塔吉克斯坦）。

党的十六大（2002年11月）以前，电

影合拍协议对象国仅有加拿大。党的十

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期间（2002 年 11
月-2012年11月），电影合拍协议对象国

涉及意大利（已于 2016年到期并续签）、

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温家宝总理见

证签署）、新加坡（王岐山副总理见证签

署）和比利时6国。

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间（2012 年

11月-2017年10月），电影对外协议签署

速度最快、签署国别最多、高级别领导见

证签署的次数最多，对外合作交流最为

活跃。电影合拍协议对象国涉及 13国，

为英国、韩国（习近平主席见证签署）、印

度（习近平主席见证签署）、西班牙（李克

强总理见证签署）、马耳他、荷兰（习近平

主席见证签署）、爱沙尼亚、希腊、丹麦

（李克强总理见证签署）、哈萨克斯坦（习

近平主席见证签署）、卢森堡（李克强总

理见证签署）、俄罗斯（习近平主席见证

签署）、巴西（习近平主席见证签署）。此

外，还重签了已到期的与加拿大（李克强

总理见证签署）、与意大利合拍协议。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间（2017 年

10月-2022年10月），电影合拍协议对象

国涉及2国，为日本（李克强总理见证签

署）和哈萨克斯坦。

（三）关于电影的谅解备忘录

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

近平同志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解决

WTO 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

协议。此后，至党的二十大以前，中国政

府关于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共签署了 8
个，对象国分别是美国、英国、捷克、埃

及、意大利、毛里求斯、金砖五国和伊

朗。电影相关问题谅解备忘录协议涉及

2个国家（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各1个）。

（四）其他较高规格的与外方交流合

作协议

中影和华夏这两家国企的企业行

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电影相

关对外政策的走向。2018年 7月 19日，

华夏电影公司与南非铂丝沃德影业和南

非国家电影基金会签署了就合拍、发行

放映、影院投建事宜协议；2018 年 8 月，

中国电影集团与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电

影局在北京签署电影合作备忘录，支持

老挝电影发展。

此外，2017年6月17日，“一带一路”

沿线 14 个国家的电影节及电影机构代

表 17 日在上海共同签订“一带一路”电

影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备忘录。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