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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A：具体承诺减让表 

第二部分：智利减让表 
 

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 水平承诺 

本减让表中列明的所有部门 
 

 一、支付和转移 

1), 2), 3) 和 4)。关于智利中央银行为保证货币稳定和国内外支付稳定，根据《宪法机构法》或

其他法律实施或将实施的措施，不做承诺。为此目标，智利中央银行被授权以管理货币供给、

信用流通以及国际信贷和外汇的交易。智利中央银行亦被授权发布货币管理、信用、金融和外

汇规章。这些措施包括经常性支付限制、转移（资本流动）出入智利及相关交易，如根据储备

要求对与外国的储蓄、投资和信用来往的要求。  

 

 二、第 600 号法令1 

第 600 号法令（1974）即外国投资条例，是自主的、特殊性的投资制度。 

作为资本进入智利一般性制度的备选，潜在投资者可根据第 600 号法令规定的制度向外资委

员会提出申请。 

服务贸易章节和本附件规定的义务和承诺不适用于第 600 号法令、外资条例、18.657 号法

律、外资投资基金法、上述法规的增续和更新、上述法规或智利在未来有可能实施的特别和

（或）自主投资体制的修订。 

为保证更大的确定性，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拒绝根据第 600 号法令和第 18.657 号法律提

出的投资申请。此外，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根据前述第 600 法令和第 18.657 号法律管制外国

投资的条款和条件。 

 

三、 原住民群体 

本减让表中的承诺不能理解为对有权采取措施设立原住民群体的权利和优惠的约束。 

 

                                                 
1
  第600号法令（1974）现已被第20.848号法律替代，该法律于2015年6月25日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并于2016年1月21日生效。临时条款的第2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请求

外国投资许可证，该许可证自其生效之日起，最长不超过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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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四、 商业存在（模式 3） 

本减让表仅适用于下列外国投资者的商业存在类型：开放式或封闭式公共公司、私人有限公司

和子公司 

房地产收购和其他边境地区内的法律行为的履行必须符合有关立法规定，就本协定而言对此

不作承诺。边境地区定义为位于境内 10 公里，离海岸 5 公里以内以及阿利卡地区的土地。 

 

五、自然人移动（模式 4） 

仅就针对以下自然人类别的临时准入和停留的措施，在下方列明的条件下做出承诺： 

 

在以下承诺中，进入智利境内的任何下述类别的自然人应遵守移民、劳动和社会安全法。对

同一雇主而言，当与其签订雇佣合同的雇员超过 25 人时，其雇员中至少 85%应为智利人或在

智利居住 5 年以上的外国人。根据劳工理事会的决议，技术专家不适用上述条款。 

 

A. 商务访问者 

 

商务访问者是指为以下目的寻求临时入境智利的自然人：参加会议，负责与在智利筹

建、扩张或关闭一家企业相关的或与投资相关的商务磋商，与商业伙伴进行磋商，或者

参加与未来服务供应相关的磋商。 

 

允许上述商务访问者入境的条件是：其主要营业地、薪酬实际来源地及主要利润收益地

均位于智利境外，并且其不向公众提供服务。 

 

停留期限最长为 90 天，有延期的可能。 

 

 

B.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是指作为高级管理人员、经理、专家或专业发展管理培训生，受企业

雇佣，并向该企业的母公司或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服务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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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智方要求提供确认书，证明该商务人员在申请临时入境之日前三年内，连续 1 年受上述

企业雇佣。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在一个组织内主要指导组织的管理，拥有广泛决策权，仅接受企业更

高级别高管、董事会和/或股东的监督或指导的商务人员。 

经理是指在一个组织内主要指导该组织或该组织的部门或分部门，监督和管控其他监

管、专业或管理类雇员工作，有权雇佣和解雇或采取其他人事行为（如晋升或批准休

假），并在日常运营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商务人员。 

专家是指拥有关于该企业产品或服务及其在国际市场上应用的专业知识，或高水平专业

知识或该企业运作和流程知识的商务人员。专家可包括但不限于专业人员。 

专业发展管理培训生是指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雇员，执行一项可拓展该雇员知识和经验

的临时工作，为晋升该企业高级领导职位做准备。 

 

入境智利的公司内部调动人员应被视为从事对智利有利的活动。 

 

停留期限最长为 1 年，如准予入境条件仍有效，则可在互惠原则基础上延期，无需该商

务人员申请永久居留。 

 

随行家属停留的期限，包括延期期限，应与该商务人员相同。 

 

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公司内部调动人员及其家属在签证有效期内可自由进入和离开智

利，无需申请单独的再次入境许可。 

 

公司内部调动人员的随行家属（配偶、父母或子女）将被准予获得家属签证，但不允许

从事带薪活动。然而，如随行家属个人依据本协定或移民通用规则单独申请非家属签

证，可允许其在智利境内从事带薪活动。此类申请可在智利境内递交和受理。 

 

 

C. 独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独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指下列从事专业职业的商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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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a) 掌握专业知识体系的理论与实际应用； 

(b) 作为最低入职要求，专业人员需完成 4 年及以上的学习，技术人员需完成 2 年及

以上的学习，并取得高等教育学位或同等的学历或技术资格。 

(c)当该专业人员或技术人员与智利境内的法人已签订服务合同时，该专业人员或技

术人员是提供合同规定的服务的个体服务提供者；且 

(d) 从智利人处获得薪酬。 

 

入境智利的独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应被视为从事对智利有利的活动。 

 

停留期限最长为 1 年，如准予入境条件仍有效，则可在互惠原则基础上延期，无需该商

务人员申请永久居留。 

 

随行家属停留的期限，包括延期期限，应与该商务人员相同。 

 

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独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在签证有效期内可自由进入和

离开智利，无需申请单独的再次入境许可。 

 

独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随行家属（配偶、父母或子女）将被准予获得家属签证，但

不允许从事带薪活动。然而，如随行家属个人依据本协定或移民通用规则单独申请非家

属签证，可允许其在智利境内从事带薪活动。此类申请可在智利境内递交和受理。 

 

 

D. 合同服务提供者 

 

合同服务提供者指下列从事专业职位的商务人员： 

(a) 掌握专业知识体系的理论与实际应用； 

(b) 作为最低入职要求，专业人员需完成 4 年及以上的学习，技术人员需完成 2 年及

以上的学习，并取得高等教育学位，或同等的学历或技术资格； 

(c) 作为在智利无商业存在的法人的雇员，提供合同所规定的服务。该法人已与智利

境内的法人签订服务合同； 

(d) 不得从智利境内的法人处获得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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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入境智利的合同服务提供者应被视为从事对智利有利的活动。 

 

停留期限最长为 1 年，如准予入境条件仍有效，则可在互惠原则基础上延期，无需该商

务人员申请永久居留。 

 

随行家属停留的期限，包括延期期限，应与该商务人员相同。 

 

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合同服务提供者及其家属在签证有效期内可自由进入和离开智

利，无需申请单独的再次入境许可。 

 

合同服务提供者的随行家属（配偶、父母或子女）将被准予获得家属签证，但不允许从

事带薪活动。然而，如随行家属个人依据本协定或移民通用规则单独申请非家属签证，

可允许其在智利境内从事带薪活动。此类申请可在智利境内递交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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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I. 具体承诺 

1. 商业服务 

A. 专业服务 

在不违背水平承诺内容的情况下，本减让表列明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可能须经主管部门评估，该

专业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相关规定以保证其胜任在相关领域提供服务。 

 

a. 国际法服务2
 

i.  国际法和外国法咨询服务（CPC86190部分）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i. 仲裁和调解服务（CPC86602） (1) 没有限制，除了根据智利法律属于国家仲裁法庭

独立权限或由法定仲裁人听证的之外 

 

(2) 没有限制，除了根据智利法律属于国家仲裁法庭

独立权限或由法定仲裁人听证的之外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除了根据智利法律属于

国家仲裁法庭独立权限或由法定仲

裁人听证的之外 

(2) 没有限制，除了根据智利法律属于

国家仲裁法庭独立权限或由法定仲

裁人听证的之外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ii. 其他法律服务（CPC 861） (1) , (3)没有限制，除非： 

法律助手必须是其提供服务的法庭所在地区或城市的

居民。 

破产管理人在商业、经济或法律领域的从业经验不得

少于 3年，必须获得智利司法部正当授权，且只能在

(1) , (3)没有限制， 除非： 

公设辩护人、公证人、托管人必须是智

利人，并且必须满足成为一名法官的同

等要求。 

法律档案管理员和法律仲裁员必须是律

 

                                                 
2  仅指与国际法相关事务。如果一项咨询服务涉及在智利法庭或法律机构出庭，则该项咨询服务必须由智利公民担任的经授权可在智执业的律师提供。如需在上述法庭或司法机构递交一项

书面文件或开展一项正式程序，也需满足上述要求。不能以律师的名义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咨询服务不包括与诉讼或非诉讼事务相关的代理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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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其居住地开展业务。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师，并且是智利公民。 

只有拥有投票权的智利公民，以及拥有

永久居留权和投票权的外国人能够担任

登记员和法庭代理人。 

只有在智利的智利公民和拥有永久居留

权的外国人，或者智利法人，可以担任

公共拍卖人。 

破产管理人必须获得大学、专业机构或

智利国家承认的技术培训中心颁发的技

术或专业资质， 

只有智利人或居住在智利的外国侨民，

可以获准行使律师职权，并且该侨民需

在智利完成全部的法律学习。 

只有律师有权在智利法庭为案件进行辩

护，并且各方的第一起法律行动或索赔

必须由具有从事法律事务正当资质的律

师提出。除此以外，以下文件只能由律

师起草： 起草或修订公司章程、债务

终止或公司清算、夫妻共同财产清算、

财产分配、公司法人章程、灌溉渠成员

协会章程、合作协会章程、金融交易合

同、公司债券发行合同、向公司和基金

会授予法人资格的请求。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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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b. 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3： 

i.财务审计服务 

(CPC86211) 

 

(1) , (3)没有限制， 除非： 

金融机构外部审计师必须是经过注册的银行金融机

构、证券以及保险监管外部审计师。只有以合伙或联

营的形式在智利合法成立的法人可以注册，并且该法

人的主营业务是审计服务。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i.会计审查服务 

(CPC86212)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c. 税收服务 

（CPC86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d. 建筑服务 

                                                 
3 财务报表必须由法律上获得职业资格授权在智利执业的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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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咨询和设计前期建筑服务 

   (CPC86711) 

ii.建筑设计服务 

      (CPC8671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e. 工程服务 

i. 工程顾问和咨询服务 

(CPC 8672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i.工业加工和生产的工程服务 

（CPC 86725部分)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ii.   

与卫生相关的工程设计服务 

  (CPC 86726)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f. 集中工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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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能源服务的集中工程服务(CPC 86733)
4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2) 和 (3)中，对在 200海里国家管

辖权区域内开展的人类学、考古学的

研究、调查或其他活动以及在边境开

展的研究不做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同时适用模式 1，2和 3的限制。 

 

 

 

g. 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服务 

(CPC 8674)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i. 兽医服务 

(CPC 93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j. 助产士、护士、理疗医师和护理员提供的服务 

(CPC 9319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做承诺。 

 

B.   计算机和相关服务 

                                                 
4 见文件 JOB(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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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a.  与计算机硬件安装有关的咨询服务 (CPC841) 

b.  软件实施 服务(CPC842)  842        

c.  数据处理服务(CPC843) (就本节全部而言，不包括金

融服务的数据处理服务) 

e. 其他(CPC 845)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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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C.研发服务    

a.  自然科学的研发服务 

(CPC851 部分) 

(CPC853 部分) 

(CPC86751 部分) 

 

 

(1) 和 (3)  没有限制，除非 ： 

 

边境和边疆理事会可规定，在智利的有关考察活动需

包括一名以上的智利代表。这些代表将参加并了解这

些研究和其范围。 

 

边境和边疆董事会可授权或拒绝任何类型的外国法人

或自然人计划的对智利的地理探测。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和 (3)  没有限制，除非： 

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计划在国家管辖权

下的 200 英里领海区内开展研究，必

须根据有关规定自智利陆军水文学院

取得授权。为此，其必须在研究计划

开始之日前至少 6 个月提交申请。 

 

边境和边疆董事会可授权或拒绝任何类

型的外国法人或自然人计划的对智利的

地理探测。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服务 

(CPC 852) 

(CPC 85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和 (3)  没有限制，除非： 

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如要进行人类学、考

古学和古生物学材料的发掘、调查、探

测和/或收集，则必须申请智利国家遗

迹委员会的许可。 作为授予该项许可

的前提，该项研究的负责人必须隶属于

一家可靠的外国科研机构，并与一家智

利国有科研机构或智利大学进行合作。 

 

如一名智利研究人员能够正当地证明自

己在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拥有适

当的科研背景，并且拥有一个科研项目

 



 13 

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和适当的机构赞助，则其可以获得上述

许可。对于外国研究人员，只要其隶属

于一家可靠的科研机构，并与一家智利

国有科研机构或智利大学进行合作，其

也可获得上述许可。智利国家遗迹委员

会承认的博物馆馆长或负责人，专业的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或古生物学家，以

及智利考古学会成员， 应有权开展相

关抢救工作。抢救工作包括考古学、人

类学、古生物资料以及濒危物种的紧急

恢复。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D. 房地产服务 

a.    涉及自有或租赁资产的房地产服务  

(CPC 82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基于收费或合同的房地产服务 

(CPC 82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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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E. 无操作人员的租赁服务 

a. 航空器租赁服务（无操作员） 

(CPC 83104)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农业机械和设备租赁 （无操作员） 

(CPC 83106)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建筑机械和设备租赁（无操作员）  

(CPC 83107)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不做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F. 其他商业服务 

a. 广告服务 (CPC 87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市场研究和公共意见调查服务 

(CPC 864)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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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 管理咨询服务  

综合管理咨询服务 

(CPC 8650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金融管理咨询服务  

(CPC 86502)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市场营销管理咨询服务 

(CPC 8650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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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生产管理咨询服务 

(CPC 86505)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CPC 86504)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公共关系服务  

(CPC 86506)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f. 与农业、狩猎和林业有关的服务 

(CPC 881) 
(1) 和 (3)  没有限制，除非： 

持有武器、爆炸物或相关替代品必须就其所在地和住所

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注册，并接受检查。如要申请注

册，必须向智利国防部全国动员总局提出请求。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与采矿有关的服务(CPC 88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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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 与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的生产有关的服务 

(CPC 885) 

在付费或合同基础上生产电子机器和设备除外(CPC 

8855)，在付费或合同基础上生产医学设备和光学仪器，

手表和钟表除外 (CPC 8857)，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在付费或合同基础上生产纺织品、服装和皮革产品 (CPC 

884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在付费或合同基础上，生产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CPC 

8848)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n. 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不包括船舶、航空器或其它

运输设备） 

(CPC 63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o. 建筑物清洁服务 

(CPC 874) 

 

p. 摄影服务 

(CPC 875)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q. 包装服务 

(CPC 876) 
(1) 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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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r. 印刷和出版服务 

(CPC 88442) 

 

(3) 没有限制，除非： 

在智利的任何有编辑指导的报纸、杂志或期刊必须拥

有一位责任编辑和一位接替者，且上述人员必须是居

住并定居在智利的智利公民。 

(1) 和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除非： 

在智利的任何有编辑地址的报纸、杂志

或期刊，或者通讯社的所有者，必须是

智利人，并居住且定居在智利。在合资

关系中，如果 85%的股份或权利属于智

利自然人或法人，则作为法人或合伙人

的所有者应为智利人。为此，一名智利

法人是指在智利财产中拥有 85%股份的

组织。 

(1) 和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s. 会议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2. 通信服务 

B. 速递服务 

是指通过以下分部门提供的，与邮政物品5处置6相关的

服务，无论国内还是发往境外： 

(1) (2) (3) 没有限制，除非： 

根据由内政部于 1960年 11月颁布的 N°5037最高法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5
 “邮政物品”是指由任何类型的商业运营商进行处置的物品，无论该商业运营商是私有还是公有。 

6
 “处置”包括揽件、运输和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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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处置写有地址的通过任何物理介质7进行的书面通

信，包括 

-混合邮件服务 

-直邮 

（ii）处置写有地址的包裹和书籍邮包8
 

（iii）处置写有地址的媒体出版物9
 

（iv）处置上述（i）到（iii）类别中的挂号或保价邮件 

（v）处置上述（i）到（iii）类别的特快专递服务10
 

（vi）处置无地址的邮政物品 

（vii）其他未列明的服务 

 

令，和由运输通讯部或其继任者于 1982年 1月 30日

颁布的 N° 10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智利政府可通过

智利邮政服务在邮政物品的揽件、运输和递送上实施

垄断。邮政物品是指信件、通常的或邮资已付的明信

片、商务文件、时事通讯以及各类印刷品，包括盲文

印刷品、商品样品、低于一公斤的书籍邮包以及提供

声讯信息的记录与传递的特殊邮政服务。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电信服务 如果出现预先协议要求个别企业、团体或个人的特殊电信服务需求，提供这类服务不应接入公

共电信网络用户的通信量。 

 

基础电信服务 

电信服务包含所有电磁信号（声音、数据、图像及其混

合体）的传输，无论采用何种技术。  

此定义并不包含如下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内容是需要

利用电信服务来做传输。上述此类服务的提供应受制于

部门、分部门或智利特别承诺表中行为的条款。 

智利承诺表排除本地基础电信服务，直接到家庭、直接

卫星电视广播服务和数字音频服务的单向卫星传播，同

时排除免费的无线电广播接受服务。 

    

                                                 
7
 “物理介质”是指信件、明信片等。 

8
 “书籍邮包”中包含了书籍、目录等。 

9
 “媒体出版物”是指杂志、报纸或期刊。 

10
 特快专递服务除包括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可靠性外，还包括增值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上门取件、专人递送到人、查询与追踪、可在途变更目的地和收件人、签收确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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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国际国内长途基本电信服务： 

a. 语音电话服务 (CPC 7521) 

b.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业务 

(CPC 7523**) 

c 电路交换数据传输业务 

(CPC 7523**) 

d.  电传服务 (CPC 7523**) 

e. 电报服务 (CPC 7522) 

f. 传真服务(CPC 7521** + 7529**) 

g. 私有线路租赁服务(CPC 7522** + 7523**)  

其它：国内国际卫星服务和卫星连接/容量 

移动/蜂窝服务：个人通信服务，寻呼业务，移动数据传 

输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取决 于电信秘书处(SUBTEL)的让步、特许或同

意。提供（国内国际）长途电话服务的供应商必须是

一个开放的公司。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增值服务 

f. 传真 

h. 电子邮件 

i. 语音邮件 

j. 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 

k. 电子数据交换 

m.编码和规程转换  .  

n. 数据处理   

(1) 没有限制 

 取决于同国际服务受让人的通讯协议 

(2) 不作承诺 

(3) 取决于获取许可。同公共服务受让人的契约。电

信秘书处(SUBTEL)的补充服务授权。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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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租用线路 

语音电话服务 

数据传输 

电子邮件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取决于有限服务的承认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3、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 

(CPC 511 to 518) 

(1) 和 (3)  不作承诺，除非： 

服务贸易章节第三条第二款列明的关于市场准入的准

则应在国民待遇基础上适用。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 分销服务 

A. 佣金代理服务 

(CPC 62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批发销售服务  

(CPC 622) 

(CPC 61111) 

(CPC 6113) 

(CPC 612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 零售服务 

(CPC 63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D．特许经营服务 (1) 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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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CPC 8929)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5. 教育服务 (92)： 

a. 中等岗位技术和职业教育服务(CPC 923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要求有具体的法律实体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成人教育服务 (CPC 924)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要求有具体的法律实体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4. 环境服务 

(CPC 940) 

(1)，(3）不作承诺，但《中国-智利关于服务贸易的补

充协定》第三条市场准入下的标准在国民待遇基础上

适用。 

2)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环境服务咨询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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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0. 旅游及与旅行相关的服务    

a. 饭店和餐饮服务（包括外卖） 

(CPC 641) 

(CPC 642) 

(CPC 64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CPC 74710)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 导游服务 (CPC 74720)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3.体育服务    

a. 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 

(CPC 9641) 

 

(1) (2) 和( 3)除从事职业体育活动的组织要求具有特定

类型的法人资格外，没有限制。此外，基于国民待遇

原则，①不得参加一个以上的同一体育竞技项目的运

动队，②可能设立关于体育公司平等所有权的特定规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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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则，③可能实施最低资本要求。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其它 

(CPC 96499)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持有武器、爆炸物或相关替代品的

人必须就其住所向有关监管部门申请注

册，并接受检查。如要申请注册，必须

向智利国防部全国动员总局提出请求。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1.运输服务    

C. 空运服务 

a. 空运服务的销售与营销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航空器的维修服务(CPC 8868)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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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c. 计算机订座系统 (CRS)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机场地面服务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机场运营服务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不做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不做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通用航空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不做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不做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F．公路运输服务 

b. 货运服务 

(CPC 7123) 

 

（1）（2）和（3）没有限制，但对于国际公路运

输，由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不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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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秘鲁和乌拉圭采用的《国际公路运输协定》中规定

的内容除外。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 配有司机的商用车辆租赁 

（CPC 71222 –有司机的客车租赁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d. 公路运输设备的维修和保养服务 

（CPC 6112 –机动车的保养和修理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 公路运输的支持服务 

(CPC 7441 –公共汽车站服务)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G. 管道运输 

a. 燃料传输 

(CPC 7131) 

（1）（2）和（3）没有限制，除非： 

须由根据智利法律设立的法人提供该服务，并且该

服务要在国民待遇基础上提供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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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 境外消费                     (3) 商业存在                     (4) 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b. 其它货物的运输 

(CPC 7139) 

（1）（2）和（3）没有限制，除非： 

须由根据智利法律设立的法人提供该服务，并且该

服务要在国民待遇基础上提供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H. 所有运输方式的辅助服务 

a. 理货服务 

(CPC 748) 

(CPC 749) 

(CPC 74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2）和（3）没有限制，除非： 

只有智利公民可以担任海关人员或报

关员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b. 仓储服务 

(CPC 742)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c. 货运代理服务 

(CPC 748)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除水平承诺中内容外，不作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