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墨西哥减让表 

墨西哥减让表引言 

1. 就本附件而言： 

  “CMAP”是指载于墨西哥国家统计与地理协会1994年编写《墨

西哥活动和产品分类》中的墨西哥活动和产品分类编号编码。 

 



 

 

1．部门 所有部门 

分部门   

行业分类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10.3 条） 

政府层级 联邦 

描述 跨境服务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限制债券、国库券

或由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发行的任何其他类型

债务证券进行收购、出售或其他处置措施的权

利。 

现行措施  



 

 

2．部门 能源 

分部门 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 

电力  

行业分类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9.4 条） 

政府层级 联邦 

描述 投资 

 墨西哥仅允许私人通过合同协定形式对石油和

其他碳氢化合物的开采和生产、电力输送和分

配的公共服务进行投资。 

若墨西哥法律被修订以允许私人以与第 1 款所

列的不同方式进行投资，或允许出售第 1 款所

列领域的企业的财产或所有权利益，墨西哥保

留就上述投资进行限制的权利。任何该限制应

被视为是附件 1 中的现行不符措施且应与第

9.11 条第 1、3 和 7 款相符。 

为进一步明确，墨西哥重申《墨西哥合众国政

治宪法》第 25、27 和 28 条所确立的原则：石

油及其他碳氢化合物的开采和生产、国家电力

系统的规划及控制和电力输送及分配的公共服

务均为各州所保留。 



 

现行措施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25、27和28条 

《联邦电力委员会法》 

《外国投资法》  

《碳氢化合物法》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法》  

《电力工业法》  



 

 

3．部门 娱乐服务  

分部门 娱乐和休闲服务 

行业分类 CMAP 949104 其他私人娱乐和休闲服务（仅限

于赌博和博彩服务）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9.4 条和第 10.3 条） 

最惠国待遇（第 9.5 条和第 10.4 条）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第 9.10 条） 

当地存在（第 10.6 条） 

政府层级 联邦 

描述 跨境服务和投资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与赌博或博彩服务

的投资和提供相关的措施的权利。 

现行措施  

 



 

 

4．部门 少数民族事务 

分部门  

行业分类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10.3 条） 

当地存在（第 10.6 条） 

政府层级 联邦政府  

描述 跨境服务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给予社会或经济上处于

弱势地位团体的任何权利或优惠措施的权利。 

现行措施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4条 

 

 



 

 

5．部门 社会服务 

分部门  

行业分类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9.4 条和第 10.3 条） 

最惠国待遇（第 9.5 条和第 10.4 条） 

业绩要求（第 9.9 条）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第 9.10 条） 

当地存在（第 10.6 条） 

政府层级 联邦政府 

描述 跨境服务和投资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与下列服务的提供

相关的措施的权利：执法和惩教服务及出于公

共目的而设立或维持、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收

入保障或保险，社会保障或保险，社会福利，

公共教育，公共培训，卫生和儿童保育等服务。

现行措施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4、17、18、25、

26、28和123条 

 



 

 

6．部门 运输 

分部门 专业人士 

行业分类 CMAP 951023 其他专业服务， 

上述未提及的技术和专业服务（仅限于船长；

飞行员；船东；船舶机械师；船舶工程师；机

场管理人员；港口所有人；港口领航员；悬挂

墨西哥国旗船舶或飞机的工作人员）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10.3 条） 

最惠国待遇（第 10.4 条） 

当地存在（第 10.6 条） 

政府层级  

描述 跨境服务贸易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与专业人员相关措

施的权利。只有出生于墨西哥的墨西哥国民方

可成为： 

(a) 船长、飞行员、船东、船舶机械师、船舶工

程师，和悬挂墨西哥国旗船舶或飞机的工作

人员；及 

(b) 港口领航员，港口所有人和机场管理者。 

现行措施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32条 

 



 

 

7．部门 所有 

分部门 电报，无线电报和邮政服务 

票据（货币）发行和硬币造币 

海上和内河港口控制，检查和监控 

机场和直升机场控制，检查和监控 

涉及义务 国民待遇（第 9.4 条） 

最惠国待遇（第 9.5 条） 

业绩要求（第 9.9 条） 

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第 9.10 条） 

政府层级 联邦 

描述 投资 

 本项下所列的活动为墨西哥国家所保留，根据

墨西哥法律规定，禁止私人实体对其进行投资。

若墨西哥允许私人实体通过服务合同、特许、

出借安排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合同安排对上述活

动进行投资，则该投资不应被解释为影响墨西

哥就上述活动所作的保留。 

若墨西哥法律被修订以允许私人实体对本项所

列的活动进行投资，墨西哥可对上述外国实体

所参与的投资进行限制并在附件 1 中明确。当

出售参与本项所列的活动的企业的财产或所有



 

权利益时， 墨西哥也可对上述外国实体所参与

的投资进行限制并在附件 1 中明确。 

(a)  电报，无线电报和邮政服务 

(b)  票据（货币）发行和硬币造币 

(c)  海上和内河港口控制，检查和监控 

(d)  机场和直升机场控制，检查和监控 

(e)  核能 

本描述也适用于本附件的第 2 项保留。 

现行措施 《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 25 和 28 条 

《墨西哥银行法》  

《墨西哥货币储备法》 

《墨西哥合众国货币法》 

《商业和航海海事法》 

《港口法》  

《机场法》  

《联邦电信和广播法》 

关于建立 “墨西哥领空导航服务”分散机构的

法令（用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SENEAM”） 

《通信法一般法》 

《墨西哥邮政服务法》，第 1 编，第 3 章 



 

《外国投资法》  

 



 

 

8．部门 所有 

分部门  

涉及义务 最惠国待遇（第 9.5 条） 

政府层级 联邦 

描述 投资 

 针对在本协定生效前已生效的所有双边或多边

国际协定，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给予不同国

家差别待遇的任何措施的权利。 

针对在本协定生效后生效的所有国际协定，墨

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的给予不同国家差别待遇

的任何措施的权利： 

(a)航空 

(b)渔业；或者 

(c)海洋问题，包括海事救援。 

  



 

 

9．部门 所有 

分部门  

涉及义务 市场准入条款（第 10.5 条） 

政府层级 联邦和联邦以下政府 

描述 跨境服务和投资 

 墨西哥保留采取或维持任何与第 10.5 条（市场

准入）相关的措施的权利。受后附限制和条件

约束的下列部门和分部门除外： 

就本减让表项而言： 

1.  (1)是指从一缔约方境内向另一缔约

方内所提供的服务； 

2.  (2)是指在一缔约方境内，一缔约方国

民向另一缔约方国民所提供的服务；

3.  (3)是指在一缔约方境内，另一缔约方

投资者或涵盖投资所提供的服务； 

4.  (4)是指在一缔约方境内，另一缔约方

国民所提供的服务； 

本减让表项： 

a)  适用于联邦层级； 



 

b)  适用于联邦层级，但须符合本协定生

效前墨西哥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十六条所作出的具体承诺；和 

c)  不适用于地方层级 

本减让表项不适用附件 1 关于市场准入原则中

列出的保留。墨西哥在本减让表项中所作出的

市场准入限制并不具有歧视性。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1. 商业服务  

1. A. 专业服务
1
  

a) 法律服务（CPC861）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会 计 ， 审 计 和 簿 记 服 务

（CPC86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d) 咨询和建筑技术研究 

（CPC8671）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 咨询和工程技术服务 

（CPC867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f) 集中工程服务（CPC8673）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g) 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服务

（CPC8674）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1 为在墨西哥提供专业服务，须拥有公共教育部认可或核实的学位，并获得专业执照。工程师、建筑师和

医生还需满足特别要求。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入境》章另有规定。 

h) 科 学 技 术 咨 询 相 关 服 务

（CPC8675）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i) 医疗和牙医服务（CPC931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k) 其他服务 

-宗教服务（CPC95910）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B. 计算机和相关服务  

a) 与计算机硬件安装相关咨询

服务（CPC841）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软件实施服务（CPC84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 数据处理服务（CPC843）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d) 数据库服务（CPC844） 1),2)和 3)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 其它（CPC845+849）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C. 研发服务（CPC85） 

（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心除外）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开发服

务（CPC85103） 

 

- 社 会 和 人 文 科 学 研 发 服 务

（CPC85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D. 房地产服务  

a) 涉及自有或租赁资产的房地

产服务（CPC821） 

涉及自有资产的房地产服务除外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房地

产服务（CPC822）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E. 不带操作员的出租/租赁服

务 

 

a)不带操作员船舶出租或租赁服

务（CPC83103）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不带操作员飞行器出租或租赁

服务（CPC83104）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 不带司机其他交通工具出租

或租赁服务（仅限于不带司机的

私家车）（CPC83101） 

 

-关于缺乏操作员海上运输工

具出租或租赁服务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d) 其他出租或租赁服务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不带操作员机械设备： 

-农业和渔业机械设备出租或租

赁服务（CPC83106）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工业机械设备出租或租赁服务

（CPC83109）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 其他 

-用于数据处理的电子设备出租

服务（CPC83108） 

- 

-其他个人或家庭用品出租或租

赁服务（CPC83209）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办公室设备和家具出租服务

（CPC83108）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电视，音响设备，磁带盒式录像

机和乐器出租服务（CPC83201）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专业摄影器材和投影仪出租服

务（CPC83209）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以上未述及的机械、设备和家具

出租服务（CPC83109）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F 其他商业服务  

a) 广告和相关活动（不包括广播

及 限 制 广 播 和 电 视 服 务 ）

（CPC871）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市场调研服务（CPC8640）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 管理咨询服务（CPC8650）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d) 行 政 手 续 和 收 费 服 务

（CPC8660）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 技 术 测 试 和 分 析 服 务

（CPC8676）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入境》章另有规定。 

f) 与农业，狩猎和林业相关服务

-与农业相关服务 

(CPC8811 仅限于与农业相关专业

服务) 

 

-与畜牧业相关服务 

(CPC8812 仅限于与畜牧业相关的

专业服务) 

 

- 与 林 业 和 伐 木 相 关 服 务

(CPC88104) 

 

1)，和 2)没有限制 

3)无，除 1.A 另有规定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和 2)没有限制 

3)无，除 1.A 另有规定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和 2)没有限制 

3)无，除 1.A 另有规定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g) 与渔业相关服务（CPC88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k) 人 员 安 置 和 服 务 供 应

（CPC8720）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l) 安保服务（CPC8730） 1)不作承诺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2) 没有限制 

3)除必须符合每种特定运输方式

的要求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n) 除海上船舶、航空器和其他交

通设备外的设备维护：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工 业 机 械 设 备 维 修 和 保 养

(CPC8862)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专业技术设备和装置维修和保

养(CPC8866)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与金属产品，机械和设备相

关的维修服务(CPC886)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非专属用于任何具体活动通用

机械设备维修和保养(CPC886)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o) 建筑物清洁服务（CPC8740） 1)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2)不作承诺*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p) 摄影服务 

- 摄 影 和 运 动 画 面 处 理 服 务

（CPC87505 和 87506） 

1)没有限制 

2)不作承诺*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r) 印刷，出版（CPC88442） 

仅包括： 

-图书和类似物品出版 

-印刷和装订（仅在墨西哥境内流

通的新闻纸除外） 

-编辑、打印辅助和相关行业服务

（被划分为 3811 种类“黑色金属

和有色金属零件铸造和成型”的

印刷字体的制造除外）。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s) 会议服务（CPC87909***）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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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t) 其他  

-信用报告服务（CPC87901）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专业设计服务（CPC87907） 1),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工业设计服务（CPC86725）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复印和类似服务（CPC87904）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笔译和口译服务（CPC87905）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洗衣收集服务（CPC97011）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2. 通讯服务  

B.  速递服务 

-速递服务（CPC7512）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除必须符合每种特定运输方

式的要求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  电信服务 

以公共电信网络（有线基础、无

线电）为支撑的设备通过在第

(a)，(b)，(c)，(f)，(g)和(o)

目中所包括的任何技术媒介所提

供的电信服务。  

1) 国际通信只可通过自然人或

法人所拥有的国际基站发送信

号。上述自然人或法人获得主管

机构所授予的可在墨西哥境内安

装、运营或使用公共电信网络以

提供长途电信服务的特许授权。 

2) 没有限制 

3)墨西哥联邦电信协会应为土著

团体无线电电台保留百分之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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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广播频段。该频段从调频 88

兆赫兹到 108 兆赫兹。上述比例

所涉频段应作为上部频段给予许

可。 

墨西哥联邦电信协会应通过商用

特许方式直接为土著社区分配

700 兆赫兹中的 90 兆赫兹，以用

于大规模分享网络商业使用的运

营和开发。 

长途电信和国际长途电信转售商

可与获得授权运营商签订（排他）

电信服务合同。 

对于已被认为在电信领域占主导

地位的经济机构，或是作为上述

经机构所属经济团体组成部分的

许可获得者不可直接或间接投资

任何转售商。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a) 电话服务（CCP75211，75212） 1)见 2.C.1)中的规定。 

2) 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分 组 交 换 数 据 传 输 业 务

（CCP7523***） 

1)见 2.C.1)中的规定。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 电 路 交 换 数 据 传 输 业 务

（CBP7523**） 

1)见 2.C.1)中的规定。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f)传真服务（CCP7521**+7529**）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g) 私 营 租 赁 线 路 服 务

（CCP7522**+7523**） 

1)见 2.C.1)中的规定。 

在墨西哥，不允许向私人网络转

售私营租赁线路。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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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o) 其他  

-寻呼服务（CCP75291） 1) 见 2.C.1)中的规定。 

2) 没有限制 

3) 见 2.C.3)中的规定。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蜂窝电话（75213**） 1) 见 2.C.1)中的规定。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转售商
2
 1) 见 2.C.1)中的规定。 

2)无 

3)无，除分销商的设立和运营符

合有关规定。相应法规颁布前，

墨西哥联邦电信研究所将不会签

发分销商设立许可证。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2 不拥有传输设备的公司，通过向公共网络许可获得者租赁设备为第三方提供电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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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章另有规定。 

-其他电信服务。增值服务（使用

公共电信网，并对用户传输的信

息的格式，内容，代码，协议，

存储或类似的方面具有影响的服

务。该服务向用户推销不同和重

组的额外信息；根据所存储的信

息与用户互动）
3
 

1) 提供增值服务必须向墨西哥

联邦电信协会注册。 

源于境外而发往墨西哥境内的增

值服务只可通过公共电信网络特

许人的设备或设施在墨西哥境内

提供和传输。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2. D. 视听服务  

a) 用于电影的影片私人制作

（CPC96112） 

1),2)和 3) 没有限制，除电影放

映须获得内政部签发许可证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 私人电影放映服务 

（CPC96121）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3 增值服务不是指利用服务提供商所拥有的传输基础设施进行服务提供、运营或拓展的服务，除非服务提

供商拥有合适的许可或证照以设立、运营或开发公共电信网络。其不包括下述规定要求获得证照或许可的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语音电话，不考虑其在本地服务中使用电话方式的技术（VoIP）；长途电话；对租用

的专用线路、移动或固定无线电电话、有线电视以及使用微波和卫星的付费电视的简单转售；寻呼服务；

中继服务；中继私人或海上无线电通信：受限广播；数据传输；视频会议和车载无线电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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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章另有规定。 

c) 广播和电视服务（CPC9613） 

-播放（广播和免付费电视）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墨西哥联邦电信协会应基于申

请，授权运营多节目频道。在一

经济机构所属的许可获得者已声

明其为主导运营商情形下，墨西

哥联邦电信协会将不对数量超过

所播放的电视频道总数 50%以上

的频道的传输进行授权，包括其

他特许权获得者在所涵盖区域提

供播放服务的的多节目频道。  

出于商业、公共和社会使用目的

提供播放服务的许可获得者应在

每个台和每一频道中每日提供免

费传输节目，传输节目时长应总

计达到 30 分钟，无论连续与否，

致力于传播教育、文化和社会利

益专题。  

除为国家预留时间外，所有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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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广播和电视服务 

商业、公共和社会目的提供播放

服务的特许权获得者，都应该按

照内政部要求同时在国内广播电

台和电视频道转播有关国家的重

大信息。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提供受限服务或音频服务的许

可获得者应在下列免费频道，为

联邦执行机构指令所确定的联邦

公共机构电视信号传输预作保

留： 

1.   提供包括31至37频段

服务的 1 个频道； 

2.   提供包括38至45频段

服务的 2 个频道，和 

3.   提供包括46至64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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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 3 个频道。若频

段超过 64，则每 32 个

传输频段应增加 1 个

频道。 

当服务由 30 个频道组成，内政部

可要求设立一个特定频道，专用

于播放由内政部指定的节目，每

日时长可达 6 小时。 

提供广播节目或限制电视、音频

服务的许可获得者，以及节目制

作人和信号运营商，应在广告与

当日传输节目间取得平衡，其应

适用以下规则： 

1.   商业用途播放许可获

得者： 

a)   就电视台而言，商业广

告时间不应超过每一

频道总传输时间 18%。

b)   就广播电台而言，商业

广告时间不应超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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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频道总传输时间

40%。 

商业广告时长不包括

节目频道自身广告的

传输，也不包括转播国

家事务时间以及其他

行政执法权力要求的

规定或提供产品和服

务的节目； 

2.   受限电视和音频许可

获得者： 

   a)  每一频道可每日每

小时播放不超过 6

分钟的广告。 

     为相应计算的目的，转

播广播信号中的广播

以及节目频道自身广

告不应被计算在内。及

购物节目专属频道不受前款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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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约束。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3. 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  

A. 建筑物一般建造工作 

 

-住宅或住宅建筑（CPC5121 和

5122）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非住宅建筑（CPC5124，5127 和

5128）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 

B. 土木工程一般建造工作 

-城市发展工程建造（CPC5131 和

5135） 

 

 

 

-工业建筑建造（电站、输送石油

和 石 油 产 品 的 工 厂 除 外 ）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CPC52121）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其他建造（海洋和河流工程、公

路和交通工程和轨道建造除外） 

（CPC52269）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D.建筑物竣工和收尾工作  

- 建筑物电气，给排水安装（电

信设施安装和其他特殊安装除

外）（CPC5161-5164）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其他 

- 特殊工作：包括土方，地基，

地下开挖，水下工作，信号和防

护设施建设，爆破，饮用水或污

水处理厂建设（石油下沉，天然

气井和水井除外）（CPC511和 515）

1)不作承诺 

2)不作承诺* 

3) 没有限制，与为跑道提供的视

觉和电子辅助相关服务需通讯和

交通运输部批准除外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4. 分销服务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4.A 贸易中介服务（CCP621）（特

别包括不属于任何企业领薪员工

范畴的销售代理）。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4.B 批发贸易服务 

-非食品产品，包括动物饲料（以

石油为基础的燃料，煤炭，枪支，

子弹和弹药除外）的批发贸易 

（CPC622） 

- 佣 金 代 理 服 务

（CPC62113-621118）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食品，饮料和烟草批发贸易

（CPC6222） 

 

 

-批发贸易（CPC622）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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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零售贸易服务： 

-在专门机构内的食品、饮料和烟

草零售 

（CPC6310）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超市、自助商店和商店食品零售

（CPC6310）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百货公司和商店非食品类产品

零售（CPC632）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汽车（包括轮胎和零配件）零售，

（CPC61112）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专门机构非食品产品零售（不含

销售液化燃气，木炭，煤炭等非

石油为基础的燃料，煤油，燃油

和拖拉机汽化油（TVO），汽油和

柴油，枪支，墨盒和弹药的零售）

（CPC6329）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4. D. 特许经营服务 

 

1),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入境》章另有规定。 

5. 私立教育服务 

5. A.小学教育服务 

（CPC921） 

 

1)和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需公共教育部或

国家职能部门事先授权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5. B. 中学教育服务（CPC922） 

 

1)和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需公共教育部或

国家职能部门事先授权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5. C. 高等教育服务（CPC923） 1)和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需公共教育部或

国家职能部门事先授权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5. E. 其他教育服务： 

-语言教育，特殊教育和商业培训

（CPC9290） 

1)和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但需公共教育部或

国家职能部门事先授权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6.  环境服务
4
  

6. A.排污服务（CPC9401）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6. B.附加环保服务 

-废物处理服务（CPC9402） 

 

 

 

 

-大气和气候保护（CPC9404） 

 

 

 

  

  

-降噪服务（CPC9405）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4 按照墨西哥国内法律框架解释本部门每一个分部门的分解水平。该分解水平可能不能完全与 CPC 分类对

应；因此，墨西哥保留进一步在谈判过程中明确该水平的权利。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 自 然 和 景 观 保 护 服 务

（CPC9406） 

 

 

 

 

- 仅限于环境保护服务的环境影

响评估和咨询服务（CPC9409）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6. C. 卫生服务 (CPC 94030)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8. C. 健康与社会服务  

 

 

8. A. 私人医院服务 

（CPC9311）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8. B. 其他人类健康服务 

- 附属于医疗诊断的私人临床实

验服务 

（CPC93199）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其他附属于医疗治疗私人服

务 

（CPC93191）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假牙实验室服务（CPC93123）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9.旅游和与旅游相关服务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9.A.酒店和饭店服务（CPC6411）  

-酒店服务（CPC6411） 1)，2) 和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

（联邦，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

可证方可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

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汽车旅馆服务（CPC6412）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供应膳食的客房及提供家具的

住宿服务 

（CPC64192 和 64193）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 青年旅馆和临时露营设施 

（CPC64194）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野营设施，移动房屋（拖车停

放） 

（CPC64195）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非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的方

可从事相应活动，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餐厅服务（CPC642） 1)，2) 和 3)无，除须持有由主管

当局（联邦，州或市政府）颁发

的许可证方可从事相应活动外。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咖啡厅和夜总会（CPC6432）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食堂、酒吧和酒馆（CPC6431）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B.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 

（CPC747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C.导游服务 

（CPC7472）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9. D.其他  

- 水疗服务（CPC97029） 

仅包括：在社区中心、娱乐和运

动场所的私人服务。 

还包括，运动俱乐部服务，健身

房，水疗中心，游泳池，运动场，

台球，保龄球，马术和自行车。 

不包括船只租赁服务。 

1)，2) 和 3)无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餐饮服务，外卖服务（CPC6423）

（不包括机场和飞机上提供的服

务）（CPC6423）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带娱乐（只在宾馆和其他住宿场 1)不作承诺*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所）的酒吧服务 2) 没有限制 

3)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不带娱乐的酒吧服务，（CPC6431）

（酒店、其他住宿场所和其他交

通工具除外）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除须持有由主管当局（联邦，

州或市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方可

从事相应活动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0.休闲、文化和体育服务（视听

服务除外） 

 

10. A.娱乐服务（包括剧场，现

场乐队和马戏团）（CCP9619）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0. B.新闻社服务（CPC962）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10. C.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和其他文化服务（CPC96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

人员临时入境》章另有规定 

10.D. 体 育 和 其 他 娱 乐 服 务

（CPC964） 

 

- 体育赛事组织服务 

（CPC96412）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体育设施经营服务 

（CPT96413）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其他体育服务（仅由体育和游

戏学校提供的服务）（CPC96419）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体育促进服务（CCP96411）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运输服务  

A. 海运国际运输服务（货运和客 1）当自由竞争原则未被遵守和国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运），CPC7211 和 7212，非沿海运

输 

 

 

 

 

 

 

 

 

- 水运配套服务（CPC745） 

（包括码头运营和维护；岸边船

舶装载和卸载；海上货物装卸；

码头运营和维护，船舶清洗；码

头装卸；船舶和卡车、火车、管

道和码头之间的货物转移；滨水

码头运营 ） 

 

  -水上运配套服务（CPC745）（仅

限于海洋港口管理，湖泊和河流）

 

家经济受到影响时，定期、不定

期、散装和其他国际海上运输，

包括特定国际深海客运，可能将

全部或部分保留给墨西哥船公司

或被认可为墨西哥船公司。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海运货物 

处理服务 

 

 

 

- 存储和仓储服务，一般保税仓

库除外（CPC 742） 

 

 

 

- 集装箱站和堆场服务 

 

 

 

 

-海运代理服务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海事货运代理服务 

 

 

 

 

船舶维护和修理服务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 C.航空运输服务  

e）航空运输配套服务 

- 机场和直升机停机坪管理服务 

1)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除机场运营需交通运输部许可

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E.铁路运输服务（CPC743） 

c. 推动或牵引服务（CPC7113）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e. 铁路运输配套服务（CPC743） 1)不作承诺* 

2)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 F.公路运输服务 

d) 道路运输设备维护和修理 

- 机动车辆的保养和维修服务

（CPC6112 和 8867） 

 

其 他 公 路 运 输 配 套 服 务

（CPC74490）（仅限于主要的公共

汽车和卡车终点站和公共汽车和

卡车站点） 

 

e）配套服务：仅限于道路、桥梁

和辅助服务管理服务（CPC744）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 G. 管道运输 

 

 

b) 其他货物运输（CPC7139）（仅

限于非能源管道）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 H. 所有运输方式辅助服务 

 

 

- 用 于 运 输 目 的 地 磅 服 务

（CPC7490） 

 

- 航空运输配套服务 

1) 没有限制，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临时入境商务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1. I. 其他运输服务 

- 电车运输(CPC71211) 

 

 

 

 

 

地铁运输（CPC71211） 

 

 

 

 

 

1)不作承诺， 

2)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除水平承诺部分中

列明内容外 

2)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带 司 机 商 用 车 租 赁 服 务

（CPC7124） 

 

入境》章另有规定 

 

1)不作承诺，除水平承诺部分中

列明内容外 

2) 没有限制 

3) 没有限制 

4) 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12．其他服务  

鞋类和其他皮革配件修理 

- 鞋类和皮革制品修理服务

（CPC63301）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主要用于家庭使用的电子电器维

修（CPC63302） 

- 家用电器维修服务 

（CPC63302）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时 钟 ， 手 表 和 珠 宝 修 理

（CPC63303） 

- 手表，时钟和珠宝维修服务 

（CPC63303）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头饰维修和清洁 1)，2) 和 3) 没有限制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CPC63304）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自行车修理（CPC63309） 

- 自行车修理 

（CPC63309） 

1)，2) 和 3) 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 锁匠贸易 

（CPC63309） 

1)和 2) 没有限制 

3)除州和市政当局负责授权这些

服务的提供外，没有限制 

4)不作承诺，除《商务人员临时

入境》章另有规定 

*由于缺乏技术可行性故不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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