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 度 尼 西 亚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印尼禁止含碘盐、特定种类虾等产品的进口，禁止原藤出口

等。提醒中国相关企业对这些产业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２０１１年印尼新颁布的一系列技

术标准和产品安全法规，予以及时关注，充分了解法规细节，采取相关调整措施，确保产

品达到技术标准或符合程序要求，以免影响对印尼的进出口贸易及投资。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０５．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４１．８％，其中，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２９２．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１％；自印度尼西亚

进口３１３．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０．９％。中方逆差２０．６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电话机、自动

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液晶装置、激光器、鲜或冷藏的洋葱、青葱、大蒜、韭葱及其他葱

属蔬菜、棉机织物、巡航船、游览船、渡船、货船、驳船及类似的客运或货运船舶等。自印

度尼西亚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煤、镍矿砂及其精矿、褐煤、棕榈油、天然橡胶、铝矿砂及其

精矿、铁矿砂及其精矿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印尼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３４．６亿美元；中

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２１２２８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额为３．１７亿美元。２０１１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４６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４６０７万

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尼关税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是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现行的进口关税税

率由印尼财政部于１９８８年制定。自１９８８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

一揽子“放松工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

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

属的关税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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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１１年发生的变化如下：

①２０１１年４月，印尼颁布了关于进口物品新关税率２０１１年第８０号条例，并从４月

１８日正式执行。该条例规定，共有１６５项物品关税率有修正，其中１５７项属于生产原料

及资本物资的货品，关税率由５％降低至０％，其余８项关税率由５％提升至１０％。

享有零关税的物品包括纺纱机、纺织机、特种缝纫机、制革机、修鞋机、电视架、特定

排水量船只等。其中，无限期地免征纺织加工用化学品（如甲醇）以及烘干、洗涤、漂白、

染色等机械的进口关税。被课以１０％关税的成品包括沙丁鱼、金枪鱼、鲭鱼、糖果、口香

糖、含药糖果及白巧克力。

新条例列明享有零关税的２５项原料物资，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直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３１日止。新条例同时规定，上述２５项原料及资本物资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恢复５％关

税率。

② 印尼政府通过２４１号财政部长条例对船只征收５％的进口税。

③ 印尼政府根据有关制订进口税ＮＯ．２４１／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财政部长的条例，调高

小麦进口税，从零关税调至５％。

④ 《印尼财政部关于〈货物分类系统和对进口货物征收进口关税的决定（第１１０／

ＰＭＫ０１０／２００６号）〉第三修正案（第１３／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号）》

由于受到国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印尼调整了粮食产品和粮食原材

料以及动物饲料的进口关税：其一，印尼政府取消了５７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小麦，大豆，

化肥和动物饲料都在关税取消的商品之列。其二，该规定有两项附件，其中附件１列明

享有零关税的原料及物资，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直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止。附件２中所

列的原料及物资所征收的关税，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开始生效。

⑤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颁布的《印尼财政部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公共目的进

口货物免征进口关税的条例（第１６３／ＰＭＫ．０４／２００７号）〉的修正案》（第２８／ＰＭＫ．０１１／

２０１１号）对原条例中的以下条款进行了修订：

其一，修正案对原条例的第４条第１款作了以下修改：“为获得第２条中提到的进口

货物的进口关税减免，第２条第２款中提到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第三方应当向财

政部长提交申请，在此情况下海关和消费税总署署长代为受理申请”。

其二，修正案对原条例第５条第１款进行了下列修改：“依照第４条第１款提交的减

免进口关税的申请，将由海关和国内税总署署长代表财政部长决定是否予以批准”。修

订后的条例从颁布之日起生效。

⑥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颁布了《印尼财政部关于对税目为７３１２．１０．９０．０的进口钢丝

绳征收特别措施进口关税的规定》（第５４／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号），规定如下：

其一，进口税目为７３１２１０９０００中的直径达到或超过３毫米的绞合线、材质为铁或钢

的、镀金或镀膜、非锁线圈的钢线绳都将被纳入保障措施进口关税的征收范围。

其二，保障措施进口关税征收期限为期三年，在规定生效的第一年，关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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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２４．０８０／ｋｇ；第二年关税为Ｒｐ．２１．４６４／ｋｇ；第三年关税为Ｒｐ．１８．８４９／ｋｇ（注：Ｒｐ．为

印尼法定货币卢比）。

其三，在本规定附录名单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属于特别措施进口关税的征收对象。

⑦ 根据ＷＴＯ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通知（Ｇ／ＳＧ／Ｎ／８／ＩＤＮ／１０／Ｓｕｐｐｌ．１），印尼政府拟

针对合成纤维油帆布产品（Ｔａｒｐａｕｌｉｎｓｍａｄｅｆｒｏｍ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Ｆｉｂｒｅｓ）（税则号列：

６３０６１２００００）征收为期３年的特别关税，并按所定期限逐步调整，其所征收的特别关税税

率及期限如下：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止：每公斤１３６４３印尼盾

（Ｒｐ．）；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起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止：每公斤１２６４３印尼盾（Ｒｐ．）；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１７日起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６日止：每公斤１１６４３印尼盾（Ｒｐ．）。

⑧ 根据ＷＴＯ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的通知（Ｇ／ＳＧ／Ｎ／８／ＩＤＮ／９、Ｇ／ＳＧ／Ｎ／１０／ＩＤＮ／９、

Ｇ／ＳＧ／Ｎ／１１／ＩＤＮ／８），印尼政府拟针对棉梭织物产品（ｗｏｖｅｎｆａｂｒｉｃ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税则号

列：５２０８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１２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１３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１９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２３００００、５２０８２９００００、

５２０９２９００００、５２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０及５２１２１１００００）征收为期３年的特

别关税，并按所定期限逐步调整，其所征收的特别关税及期限如下：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起

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止：每公斤１１６８００印尼盾（Ｒｐ．）；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起至２０１３年３

月２２日止：每公斤１０９５００印尼盾（Ｒｐ．）；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起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２日止：

每公斤１０２２００印尼盾（Ｒｐ．）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印尼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３４年贸易法》。印尼贸易部主管印尼的贸易事务，

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

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在实施进口管理时，印尼政府主要采用

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

为了支持２０１４年印尼达到食盐自给自足，印尼海洋与渔业部将分阶段调低食盐进

口量。第一阶段，食盐进口量将从２０１０年２１８．７万吨，降低至２０１１年１０２．２万吨。同

时，印尼将实施多种措施加强国内食盐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印尼大部分进口食盐来自

于澳大利亚、印度、中国以及新西兰。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由印尼工贸部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号部长

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第０１／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等法规组成。上述法令将出口

货物分为４类，并规定企业及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ＴＤＵＰ）／商业企

业准字（ＳＩＵＰ）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ＴＤＰ）。

２０１１年发生的变化如下：

① 印尼锡行业协会宣布，印尼的炼锡厂或将取消出口限令，转而采用月度出口限

额，此举将令出口船货最多减少４０％。

印尼为全球最大的锡和精炼锡出口国。印尼主要的锡生产地———邦加岛的锡炼厂

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无限期地停止锡锭出口，试图推升价格至每吨２．３万到２．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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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印尼将对所有锡船货征收新的“矿业税”，并只允许精炼锡的出口。在新的规定

下，印尼政府将限制原锡（锡矿石或精矿）的出口，并只允许精炼锡的出口装船。

② 印尼能矿部禁止２６０家煤炭公司出口煤炭。这些公司因为没有具备煤炭公司背

景及齐全的行政程序文件，因而被禁止出口煤炭。

③２０１１年５月，印尼贸易部通过颁布２０１１年第１０号贸易部长条例放宽咖啡出口

条件，修改２００９年第４１号贸易部长条例的约束内容。

新条例规定，出口商办理出口许可证时，不需再附上向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ＡＥ

ＫＩ）缴纳会员费的收据。在旧条例里，要办理新的出口许可证时，出口商必须附上向印

尼咖啡出口商协会缴纳每公斤３０盾的会员费，出口数量越多，缴纳的会员费数目越大。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尼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是２００７年颁布的第２５号《投资法》。另外，《２００７年

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资行业的标准与条件的第７６号总统决定》和《２００７年

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７７号总统决定》是相关重要的投资法规。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评估和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协调和促进外国投资，但不

包括金融服务部门，其直接对印尼总统负责。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

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门。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其下属机构

负责管理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农业部下属的农产品检疫机构负责与动物、鱼类和植物

的检疫有关的管理事务。

２０１１年投资促进政策：

印尼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资金奖励和提供辅助设备，吸引投

资者发展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各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还不能达到投资者要求，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劳工、

原料、市场、投资等方面的手续办理程序和规定尚未完备，这使得吸引投资者的进程十

分缓慢。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１４个经济特区只吸收到２７．５兆盾投资额，占全国投资总

额的３．１４％。目前只有东加里曼丹（１１兆盾）、南加里曼丹（３兆盾）、北苏拉威西（３兆

盾）三个经济特区吸收了较大的投资额。根据１４７号政府条例，对上述１４个经济特区投

资可享受５年内减免所得税３０％的优惠。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印尼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年５月印尼正式宣布实施《２０１１—２０２５年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该《总体规划》

是印尼２０１１—２０２５年中长期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根据该规划，印尼政府将重点发

展“六大经济走廊”，着力推动交通、通讯、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各具产业

特色的工业中心，力争实现在２０２５年跻身世界十大经济强国的远景目标。

２．外汇管理

根据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

易流量法》。印尼无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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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印尼央行颁布了三则规章，分别为《印尼银行关于获得出口收益

和从外债中提取外汇的第１３／２０／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印尼银行关于监督银行外汇流动

活动的第１３／２１／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以及《印尼银行关于从外债中提取外汇的报告义务

的第１３／２２／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上述三个规章中，第１３／２１／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已于２０１１

年９月３０日生效，第１３／２０／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和第１３／２２／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将于２０１２年

１月２日正式生效。

（１）《印尼银行关于收取出口收益和从外债中提取外汇的第１３／２０／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

该规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外资银行在印尼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样可以接收出口

商的出口收益；②印尼的外汇银行在出口货物通知单发出日期后，最迟在３个月内，接收

其出口外汇；③当通过外汇银行受到出口收益后出口商应在３个工作日内将有关信息告

知外汇银行，再由外汇银行将上述信息告知印尼央行；④在该规章生效前的有关行为不

受规章的约束和调整。

（２）《印尼银行关于监督银行外汇流动活动的第１３／２１／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

该规章主要因为印尼央行需要及时掌握外汇流动过程中更完整、准确、及时的数据

和信息，以便出台符合本国外汇管理的措施同时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对外经济活动数据

统计。该规章主要内容包括：①所有注册在印尼的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分支机构、

伊斯兰银行都应向印尼央行报告其外汇流动活动，并且该规章只针对银行机构，非银行

机构由其他的规章进行约束。②外汇流动报告包括交易报告和场所报告。其中，交易

报告包含影响银行外部金融资产（ＥＦＡ）和外部金融负债（ＥＦＬ）的银行或者客户的交易

数据，场所报告包括银行的外部金融资产和外部金融负债的存在场所的数据。③在该

协议中，如果交易报告与银行客户的出口交易有关，银行必须向印尼央行提交出口交易

和其他相关的详细资料。④外汇往来活动报告最晚应在每月１５日前提交，修订后的报

告最晚应在每月的２０日前提交。但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２年５月期间，报告可以最晚

在每月的２０日前提交，修订后的报告可以在每月的２５日之前提交。

（３）《印尼银行关于从外债中提取外汇的报告义务的第１３／２２／ＰＢＩ／２０１１号规章》

该规章旨在解决由于国内市场上外国货币供应的不稳定导致印尼本国汇率波动过

大的问题。而与外国证券投资者的资金相比，从外债中提取外汇获得的外币资金能够

提供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印尼央行在第１３／２０／ＰＢＩ／２０１１号条例当中规定从外债中

提取外汇必须要通过外汇银行办理，而为了确保政策操作的有效性，根据规定必须向印

尼央行进行报告。该条例的以下内容应重点关注：①外债债务人必须向印尼央行报告

每一笔通过外汇银行提取的外汇；②应当在每月的１日至１０日之间向印尼央行提交上

月的报告；③报告必须与其他佐证材料一同提交；④报告可以通过在线方式提交，也可

以离线或者通过书面的形式提交；⑤有义务提交报告的当事人迟延提交或者未提交报

告以及迟延提交或者未提交相关佐证材料给印尼央行的，将被处以缴纳罚金的行政处

罚；⑥在该条例生效前签订的从外债中提取外汇的贷款协议可以免除向印尼央行报告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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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印尼财政部相关规章

① 《印尼财政部关于〈进口便利化、出口目的地和监控程序的规定（５８０／ＫＤＫ．０４／

２００３）〉的第三修正案（１５／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已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由印尼财政部长签

署并生效。该修正案主要有如下改动：对原决定中的第１３条的第１款、第３款进行了修

订，同时新增加了一款作为第４款；在原来的第２６条和第２７条之间新增加了一条，作为

第２６条Ａ款。

②２０１１年２月７日颁布了《印尼财政部关于２０１１财年因勘探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勘

探地热商业活动进口相关货物免征增值税的条例》（第２２／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该条例规

定，企业因勘探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勘探地热商业活动的需要进口相关货物而缴纳的增

值税将由印尼政府承担。另外，政府承担的增值税应该在《２０１１财年国家收入和预算支

出法案》（２０１０年第１０号法案）规定的预算范围内。

③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颁布的《印尼财政部关于〈因公共祭拜、慈善活动、社会和文化

目的而进口礼品免征进口关税和国内消费税的决定（第１４４／ＫＭＫ．０５／１９９７号）〉第五修

正案》（第２７／ＰＭＫ．０１１／２０１１号）中，原第三条分别进行了四次修订，前四次修正案的文

件号分别是第２２／ＰＭＫ．０４／２００６号、第６７／ＰＭＫ．０４／２００６号、第６４／ＰＭＫ．０４／２００７号、

第１７７／ＰＭＫ．０４／２００９号，修订后的该条例从颁布之日起生效。

４．劳动雇用

外企的外籍人员仅限于管理人员和当地不能提供的技术人员，要求外企必须雇用

一定数量的当地人员并对当地雇员进行培训，为此，外企须按外籍人员数量，每一位每

月交纳１００美元作为当地人员培训费。

印尼实行工人区域最低工资制，雅加达和巴丹岛的最低工资额最高，合人民币接近

６００元，其他地区在４５０—５００元之间。

５．环境保护

２０１１年５月，印尼总统签发了２０１１年有关暂时停止开发原始森林与泥炭地的第１０

号总统指令。这项新发出的总统指令有效期为２年，政府决定在这２年期间，停止颁发

开发原始森林和泥炭湿地的准证，主要是用于保护印尼目前大约为６５２０万公顷的原始

森林和泥炭湿地。但印尼计划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始实施“２年内禁伐天然林”的法令目

前已被推迟，政府的两个部门仍在谋求就暂停开发改造天然林和泥炭地的细节达成共

识。有关部门对禁伐的天然林应当涵盖哪些类型和多少面积出现分歧。对于目前已获

得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仍然可以继续采伐任何类型的森林，还是也应当受禁

伐令的限制并同时得到补偿等问题，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６．能源与资源管理

（１）印尼政府暂停颁发矿业经营许可证

印尼政府作出决定，２０１１年不再颁发或延长矿业经营许可证，政府先对有问题的

８０００个矿业经营许可证进行审计。截至２０１０年８月份，印尼拥有采矿权的企业已突破

１万家，而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只有５９７家企业拥有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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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印尼将制定贸易条例推动发展生物能源

印尼政府为了推动发展生物能源，将采取协调生物能源价格与贸易规则措施。印

尼政府通过修改２００９年３１号部长条例，规定国电公司购买新能源电力，而国油公司购

买生物燃油。一直以来，印尼很少利用生物能源，其实印尼生物能源潜力达４万９８１０兆

瓦，但是仅利用了１６００兆瓦，或占３．２５％，因此印尼政府欲与生物能源生产者协调，以

推动多用生物能源。

（３）印尼政府颁布地热能发电工程条例保护投资者

印尼财政部长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签署的财政部长条例规定，同时修订２０１１年第

７７号关于保证国电公司业务可行性的财政部长条例，向每个购电协议提供保障，以便地

热能发电站的建设能顺利进行。修订后的财政部长条例也提出关于保障失效问题，若

在保证书发出的４８个月期间，私营发电商在支付发电站工程建设费方面，尚未获得财政

支援以确保业务范围与利润中心之账目平衡，政府的保障将无效。

７．印尼国会通过新《园艺业法》

新《园艺业法》规定外国投资最多只能占到３０％，并且必须把资金存放在印尼国内

的银行。该限制是针对新投资者，对于新法颁布前的老投资者，则给以４年的时间来出

让股份。该限制措施是为了防止大型园艺企业被外资所控制，因为目前多数大型的园

艺企业如种子公司为外资所控制。新园艺法有四个重要组成方面，即地域规定、制种规

定、贸易规定和行销规定。地域规定将由各地方长官来决定。在制种方面，政府将放开

让小型制种公司来销售其产品，不需要证书。在贸易和行销方面，新法规定了好的农产

品（ＧＡＰ）、好的管理的产品（ＧＨＰ）、好的生产手段（ＧＭＰ）等三个原则。

８．税收制度和政策

（１）基本税收制度和鼓励措施

印尼的基本税收制度分为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两种，为累进制，采取自我评估法计算

税款。其中，应税收入２５００万盾的，税率１０％；应税收入２５００—５０００万盾，税率１５％；

应税收入５０００万盾以上，税率３０％。

印尼政府出台税收的鼓励措施主要有：①外企自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辅助设备等

资本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费用；②外企２年自用生产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费用；③生

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可退还进口关税；④位于印尼东部的外企，６５％产品出口，雇用外

籍人员不受限制；⑤外企用于研究开发、奖学金、教育和培训以及废物处理的开支可列

入成本并从毛收入中提扣；⑥对政府鼓励的重点领域，可提供８—１０年亏损结转或提高

设备及建筑物折旧率；⑦在印尼东部地区投资，土地和建筑物税在八年内减半征收；

⑧在开创性行业的投资，企业所得税可由政府承担１０—１２年；⑨政府对保税区和设在全

国１５个地区的综合开发区的外国投资还给予一些优惠待遇。

（２）２０１２年提高烟税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印尼财政部颁布有关烟草产品印花税的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７号财政部长

条例。该条例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香烟印花税将调升１５％至１６％。

５２３印度尼西亚



（３）印尼政府宣布免税计划以吸引外资

印尼政府于２０１１年８月宣布将对特定领域的主要投资者实行免税优惠。免税政策

将提供给投资额在１万亿印尼盾（合１．１７亿美元）以上，并投资于基础金属、炼油、石化、

可再生能源、机械或电信设备领域的企业，免除其开始商业运行后５—１０年的税款。但

之前已经享受过减免总投资额３０％税款政策的企业无法申请免税，而申请了免税的企

业也无法申请减免总投资额３０％税款的政策。

（４）２０１１年印尼将继续对地毯等１６项制造业实施进口退税

印尼政府在２０１１年８月宣布，２０１１年将持续针对地毯、笔、塑料生产、重型设备、电

厂变压器、锅炉、汽车零组件、货运汽车、通讯装置、电子产品及零组件、飞机维修、食品、

火车零组件、光纤电缆、树脂、碳粉及船舶修理和制造等１６项制造业实施退还进口关税

的措施。

（５）印尼政府对公私合营基建提供免税等优惠

印尼政府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期间要动用１４２９万亿盾资

金建设基础设施，但国家收支预算案仅能支持其中的１５％开支，大部分资金需要依靠私

营企业。因此，政府决定为公私合伙方式的基建工程给予免税期的优惠，以此吸引大量

投资家加入其国家基建工程。印尼政府表示，除了提供免税期优惠之外，也为公私合伙

方式基建工程征购地皮，提供政府保证，单一窗口服务，以及涉及建设工程的各项便利。

印尼政府希望私企能踊跃参与公私合伙方式基建工程，因此也提供税务津贴，其中一个

形式就是为参与基建的私企给予固定时间的免税优惠。

（６）印尼政府拟颁布新规，调降对油气开发公司征收的所得税

目前的税率为２０％，新规颁布后，对符合条件企业的征税将调降为５％至７％。此

举旨在降低企业的成本，刺激油气领域投资。

（７）印尼政府有意改善投资环境，准投资者可获得政府承担进口税便利，该奖励生

效于国内市场没有备用的产品或原材料，以及有限的产品

印尼工业部向准投资者提供一些许诺，使得他们愿意在印尼设生产基地。所提供

承诺，其中如通过修订有关获减免税务（税务优惠）法律保障的６２号政府条例，以致凡投

资于钢铁与基本金属工业、资本货品工业、再生能源、天然资源及电信工业领域的准投

资者将享有税务优惠奖励便利，不过汽车生产商不能享有这种便利。

除税务奖励外，政府仍在设法改进支撑投资的一些基础设施，诸如透过兴建２Ｘ１万兆

瓦发电站，兴建爪哇北海岸线、苏门答腊东海岸线的高速公路工程，以及修理国民公路。

（８）印尼财政部推出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财政奖励政策，旨在大力支持资本和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该项优惠的期限是５年到１０年，主要针对５个工业部门，包括原金属、炼油、天然

气、有机基础化学、可再生能源和电信设备。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部门的投资者在印尼

的投资额至少为１万亿盾（约合１．１７亿美元）。对于那些投资商业经营不到一年的投资

者，也可能会享受到此项优惠税收政策。除了此项优惠政策外，印尼政府也将很快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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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财政奖励政策。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①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印度尼西亚司法人权部颁布了由印尼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制

定的《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法规ＨＫ．０３．１．２３．０６．１０．５１６６／２０１０关于在药品、传统药

物、补药及食品标签中包含特殊物质、酒精含量及有效期信息》，生效日期为２０１１年６月

３０日。该法规规定除符合相关现行法律以外，药品、传统药物、补药及加工食品标签应

具备以下信息：动物源材料、酒精含量、有效期。

该法规规定包含动物源材料／物质的上述产品应在标签上包含相关信息。使用猪

肉源材料或在生产过程中与猪肉源材料接触的此类产品适用于特殊规则。动物源材料

有明胶、甘油、酶、脂肪、胶原、初乳、胚胎素、血液提取物、水解血红蛋白、角蛋白、毛发提

取物、胎盘、蛋白质、胸腺提取物、胸腺水解产物、胃提取物、油、白油、稠化剂、乳化剂、稳

定剂、Ⅰ色氨酸、甘油单酯、甘油二酯、甘油三酸酯。

该法规规定以下标签信息适用：

ａ．包含特殊物质成分或已获得主管部门认证物质的药品、传统药物、补品及食品，

应在清真食品标签上声明认证信息。

ｂ．包含猪肉源特殊物质的药品、传统药物和补药标签上应有提供“猪肉源”信息的

特殊标志。

ｃ．生产过程中与猪肉源特殊物质接触的药品标签上应有提供“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与猪肉源材料接触”信息的特殊标志。

ｄ．生产过程中与猪肉源特殊物质接触的加工食品标签上应有通过文字及猪的图片

提供“包含猪肉”信息的特殊标志。

ｅ．包含酒精产品应有酒精含量百分比。

上述产品标签信息还应有由以下信息组成的有效期内容：有效年、月。对于保质期

小于３个月的加工食品，标签上应有由以下信息组成的有效期内容：有效年、月、日。有

效期相关规定不适用于以下产品：葡萄酒、酒精含量超过１０％的酒精饮料、醋、糖、货架

期小于２４小时的面包和糕点。

法规规定此类标签标志尺寸应成比例，字体最小尺寸不小于１．５ｍｍ。

②２０１１年１月中旬，印度尼西亚通讯信息部废除邮政电信总局（ＤＧＰＴ），将其改组

成２个组织，其分别为：

ＰＰＩ，邮政和信息业务总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其功能定位为频率许可机构（Ｆｒｅｎｑｕｅｎｃｙ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ｂｏｄｙ）；

ＳＤＰＰＩ，邮政和信息资源总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其功能定位为设备型式认证的认证机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ｂｏｄｙ）。

新组织分割了原来ＤＧＰＴ的法规业务，并各自在新的组织架构内建立一套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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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更集中的法规业务流程。原ＤＧＰＴ核发的设备型式认证证书已做细微变更，以反映

现行组织的名称，因此产品标志的标示方式需反映现行认证机构，采用新的名称缩写。

我国出口到印尼的电信类产品的企业在认证方面需要及时了解印尼相关部门的信息，

对产品认证和标志进行相关调整，避免由此带来的出口受阻。

③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印度尼西亚在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１９／Ａｄｄ．３中通报了“２００８年２

月５日文件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１９通报的关于强制执行５种工业产品印尼国家标准补

遗”。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颁布的《工业部法规Ｎｏ．１２９／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２／２０１０关于强制

执行５种工业产品印尼国家标准的法规Ｎｏ．８５／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１／２００８补遗》（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７日生效）修订了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颁布的《工业部法规Ｎｏ８５／ＭＩＮＤ／ＰＥＲ／

１１／２００８强制执行５种工业产品印尼国家标准》。

Ｎｏ．１２９／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２／２０１０法规修订了包括术语和定义（第１条）、合格评定程

序（第６、７条）、重复检测在法规Ｎｏ．１２９／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２／２０１０实施前生产和流通的

液化石油气钢瓶、液化石油气钢瓶重复检测报告、对于违反法规规定的生产商和／或合

格评定机构的制裁。

④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世贸组织ＴＢＴ通报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４９通报了印度尼西亚

《工业部关于强制性执行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７６５５：２０１０〈液化石油气钢瓶阀门的

橡胶密封件〉的法令草案》。该法规草案由印度尼西亚制造业总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Ｂａｓ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起草。

该法规草案规定，所有在本国生产的或进口的，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液化石油气钢

瓶阀门橡胶密封件产品应当达到ＳＮＩ的要求。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应通过获

得“使用ＳＮＩ标志产品证书”以证实产品符合ＳＮＩ的要求，并且应在每一液化石油气钢

瓶阀门的橡胶密封件产品上粘贴ＳＮＩ标志。ＳＮＩ标志产品证书应由工业部指定的产品

认证机构通过下列程序颁发：测试以ＳＮＩ要求为标准的产品质量符合性；审核质量管理体

系（ＱＭＳ）ＳＮＩ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或其修订版，或其他经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

工业部制造业总局应提供本法令的技术指引。该技术指引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

ＳＮＩ标志。在国内市场分销的国产和进口的产品应符合ＳＮＩ７６５５：２０１０《液化石油气钢

瓶阀门橡胶密封件》的要求。该标准规定了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抽样、测试方法、测

试验收、标志要求，以及包装。

⑤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世贸组织ＴＢＴ通报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５０通报了印度尼西亚

《工业部关于强制性执行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１３９：２００８〈黑色可锻铸铁螺纹管件〉

的法令草案》。法令草案由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制造业总局起草。

本法令草案规定，所有在本国生产的或进口的，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黑色可锻铸铁

螺纹管件产品应当达到ＳＮＩ的要求。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应通过获得“使用

ＳＮＩ标志产品证书”以证实产品符合ＳＮＩ的要求，并且应在每一黑色可锻铸铁螺纹管件

产品上粘贴ＳＮＩ标志。

该草案规定，所有在本国生产的或进口的，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黑色可锻铸铁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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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产品应当达到ＳＮＩ的要求。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商应当通过持有使用ＳＮＩ

标志的产品证明，并且在每件黑色可锻铸铁螺纹管件产品上粘贴ＳＮＩ标志证实遵守

ＳＮＩ的要求。从其他国家进口，并且进入印度尼西亚的黑色可锻铸铁螺纹管件产品同样

必须随附一份钢厂材料证明书。ＳＮＩ标志产品证书应由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通

过下列程序颁发：测试以ＳＮＩ要求为标准的产品质量符合性；审核质量管理体系（ＱＭＳ）

ＳＮＩ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或其修订版，或其他经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

工业部制造业总局应提供本法令的技术指引。该技术指引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

ＳＮＩ标志。在国内市场分销的国产和进口的产品应当符合ＳＮＩ０１３９：２００８《黑色可锻铸

铁螺纹管件》的要求。该标准规定了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抽样、测试方法、测试验收、

标志要求，以及包装。工业部基础工业制造总局是负责本法令执行的机构，并且应当提

供本法令的技术指导。该技术指导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ＳＮＩ标志。在国内市场分销的

国产和进口的产品应当符合ＳＮＩ０１３９：２００８，黑色可锻铸铁螺纹管件的要求。该标准规

定了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取样、测试方法、测试验收、标志要求，以及包装。

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印度尼西亚官方通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印度尼西亚动物资

源与健康理事会、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发布对进口动物检疫的新要求，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起开始强制实施。其要求如下：

ａ．对于易感狂犬病的犬和猫，在其申请出口至印度尼西亚的文件中必须附有由中国

政府批准的实验机构所出具的狂犬病抗体浓度检测结果，并且结果须不少于０．５ＩＵ／ｍｌ；

ｂ．入境动物的狂犬病抗体浓度将在印度尼西亚口岸由动物检疫机构进行重新检

测，如结果少于０．５ＩＵ／ｍｌ，该动物必须被相关机构重新注射狂犬病疫苗。

⑦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印尼工业部颁布了Ｎｏ．２３／ＭＩＮＤ／ＰＥＲ／２／２０１１《强制执行印

尼冷轧钢板（Ｂｊ．Ｄ）和带钢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３５６７２００６对法规Ｎｏ．９０／ＭＩＤＮ／ＰＥＲ／８／

２０１０的补遗》。该法规修订了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Ｎｏ．９０／ＭＩＮＤ／ＰＥＲ／８／２０１０《工业部关

于强制性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７３５６７２００６的法令草案》。法规Ｎｏ．２３／ＭＩＮＤ／

ＰＥＲ／２／２０１１修订了以下条款：第１条，要求对产品进行ＳＮＩ认证以及明确全国评审委

员会的责任；第３条，规定对于冷轧钢板（Ｂｊ．Ｄ）和带钢，除非印尼国内有其他标准、将其

用作电子电气设备原材料或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的原材料或者以原材料形式进行出

口，都要执行ＳＮＩ０７３５６７２００６标准；第５条，冷轧钢板（Ｂｊ．Ｄ）和带钢的质量合格测试

要符合相关ＳＮＩ标准并按照ＳＮＩ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标准进行质量管理；第１０条，对于冷轧

钢板（Ｂｊ．Ｄ）和带钢执行标准情况进行监督的条款；第１２条，对于违反本法规的企业或

测试实验室要承担法律责任；第１３条。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生效。

三、贸易壁垒

（一）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１）禁止进口盐

２０１１年８月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印尼贸易部禁止含碘盐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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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禁止进口特定种类虾

尽管印尼国内虾类产品无能力供应国内所有需求，使印尼国内虾产品加工业面临

着原料缺乏的困境，但印尼海洋与渔业部表示不会放开虾产品进口限制，主要是白

对虾。

２．进口许可

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限制鱼类产品进口，只允许进口

１５万吨鱼产，该数目仅占进口商提出的进口总数的５％。印尼海洋与渔业部已收到

申请３００万吨鱼产品进口许可证要求，但因大部分都是已在印尼国内生产的鱼类产

品而被拒绝。被批准进口的鱼产，即ｈａｍａｃｈｉ鱼、鲣鱼（ｉｋａｎｂｏｎｉｔｏ）和ｈｏｋｉｅ鱼达１５万

吨（５％）。被海洋与渔业部拒绝进口的鱼类产品中，鲭鱼（ｉｋａｎｋｅｍｂｕｎｇ）和鲶鱼（ｉｋａｎ

ｌｅｌｅ）占１５０万吨（５０％），ｌｅｍｕｒｕ鱼和ｍａｋａｒｅｌ鱼占９０万吨（３０％），还有墨鱼类占４５

万吨（１５％）。

３．数量限制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印尼农业部颁布了严格管制园艺产品进口条例，至少有６５种农产品

的进口数量将受到限制。列入该条例的农产品共有６５种，其中包括２０种水果类、２２种

蔬菜类、１９种药材及４种观赏植物，但目前为止还未公布详细产品种类。

（二）出口限制

１．出口禁令

（１）印尼政府禁止原藤出口

印尼贸易部决定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禁止原藤出口，印尼贸易部希望依靠该措施，

保护国内家具产业。

（２）印尼计划２０１４年禁止煤炭和基金属出口

印尼计划于２０１２年向煤炭和基金属征收出口税，并于２０１４年正式全面禁止煤炭和基

金属的出口。印尼的上述计划主要是为了促进国内基金属和煤炭等下游工业的发展。

２．出口许可

印尼政府规定木材出口贸易必须申办木材合法批准系统（ＳＶＬＫ）证书。从２０１２年

起，印尼政府通过对木材出口发放义务证书以证明木材出口商所出口木材，不是非法伐

木产品。该ＳＶＬＫ证书义务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有关ＳＶＬＫ的２００９年３８号林业部长条

例实施的。该条例实施是针对ＨＳ１１类产品，诸如木板、加工木料及活动木制品，到了

２０３１年，再扩大范围至４８ＨＳ产品，包括其中纸浆、纸品及家具。

（三）通关环节壁垒

尽管印尼政府承诺根据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定确定进口食品的进口关

税，但是在实践中，印尼海关使用“检查价格”（ｃｈｅｃｋｐｒｉｃｅｓ）取代货物的实际交易价格来

确定关税。印尼海关进行海关估计是根据进口风险状况以及在过去９０天内进口的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编号为６３／ＰＭＫ．０４／２０１１的财政部长条例开始生效。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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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未持有海关识别号码（ＮＩＫ）的进出口商都必须进行登记，并且必须在２０１１年

７月１日起６个月内进行登记。６个月后，凡是不具备海关识别号码的进出口商，海关将

不予通关处理。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印尼政府要求更多种类的产品配置印尼语说明书。２０１１年７月，按照印尼贸易部

１９／２００９号规定，共有４５种商品必须配置印尼语说明书，印尼政府要扩大要求配置印尼

语说明书的产品范围，尤其是要求所有的通讯和电子类产品，无论是印尼本地生产或者

是进口在本地销售的，都必须配置印尼语说明书和保修卡。据了解，２００２年，印尼政府

共要求１７种产品配置印尼语说明书，２００９年扩大至４５种产品。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申请注册号进行注册，这种规定过

于繁琐，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另外，在申请时，印尼政府要求进口食品企业对于食品成

分和加工工艺进行详细的描述，可能涉及泄露商业机密问题。

印尼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区域化原则，对有害生

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进行界定，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同地区。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印尼农业部发布公告，所有进口水果除提供提单、产地证、植物检疫

证书外，还必须附有健康证书，以上单据缺少任何一种，印尼植物检疫部门将拒绝接受

清关，并将实施处以６００美元罚款及加收进口关税等惩罚性措施。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印尼共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为冷轧板卷和陶瓷

餐具。２０１１年印尼共发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３起，涉案产品为宽度大

于２０厘米的金属强化硫化橡胶制传送带及带料、钢铁丝和遮阳帘、雨篷、雨布。截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３０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４起，

保障措施调查１６起，主要涉及纺织品、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

２０１１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　２０１１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 冷轧板卷

７２０９１６００１０、７２０９１７００１０，

７２０９１８９０００、７２０９２６００１０、

７２０９２７００１０、７２０９２８９０００、

７２０９９０９０００、７２１１２３２０００、

７２１１２３９０９０、７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０、

７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０、７２１１２９９０００、

７２１１９２１０００、７２１１９０９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 陶瓷餐具 ６９１１１０等三个编号 调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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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保障措施调查

表２　２０１１年印尼发起的保障措施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日
宽度大于２０厘米的金属强化

硫化橡胶制传送带及带料
４０１０１１１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钢铁丝 ７３２６２０９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３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 遮阳帘、雨篷、雨布 ６３０６１２ 调查进行中

　　（七）政府采购

印尼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方。

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印尼政府比较倾向于购买国货。外国公司可以参与投标，但是

必须以当地企业的合伙企业身份参加，而且合伙资金最多不得超过５００万美元。印尼政

府还规定国有上市公司不受政府采购条例的约束。外国企业投标由印尼政府资助的高

标的政府采购项目时，印尼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或出口与该标的等价值的印尼生产

的产品。

（八）服务贸易壁垒

１．法律服务

只有印尼公民才能成为执业律师，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并需要

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欲进入印尼市场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必须先与当地的

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

２．卫生健康服务

印尼医疗服务基本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是在棉兰和苏腊巴亚两个城市内的医

院服务可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最高不超过６５％的股份。印尼还限制外国健康护理专家

在印尼执业。此外，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医师，只允许在印尼医师培训课程中指导和演示

相关程序。

３．金融服务

印尼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９９％的银行股份，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尼还没有修改其

ＷＴＯ服务贸易承诺。在印尼的服务贸易减让表中，金融服务中外资持股比例仍然约束

在５２％。印尼规定，金融服务提供者不能以分支机构的形式设立。在保险业，根据２００７

年《投资法》，对于新的投资者，外资持股上限为８０％。

２０１１年７月，印尼央行行长宣布将限制外资银行拥有印尼银行的股权，并将于２０１２

年公布正式的规定，以外资银行不超过本地银行的５０％股权为限。２０１１年８月，印尼央

行进一步宣布暂停核准外资银行入股当地银行申请，直至政府公布新的银行所有权规

范措施为止。

４．能源服务

２００９年，印尼产业部制定新的法规要求竞标能源服务合同的外国竞标者必须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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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提供的服务中包含３５％的印尼当地成分。对于外国能源服务公司而言，这项歧视

性的政策降低了其在竞标中的成功率，并影响其在采购和人员安排等事项上的自主决

策权。

５．审计和会计服务

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必须通过与当地会计师事务所的技术援助安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才能在印尼营业。外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印尼只能从事咨询服务，

不得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外国董事、经理和技术专家只能获得为期两年的签证，最多可

再延长一年。印尼政府规定，所有的注册会计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在资本市场执业的

审计师，禁止提供某些特定的非审计服务，例如咨询、簿记及信息系统设计服务。

６．电影

印尼财政部在２０１１年６月正式颁布了有关电影进口税收的部长决定书。印尼政府

将宣布有关电影进口税收的纲要，届时进口税收将改换成基于电影每单位进行征收。

印尼财政部表示有必要特别关注影片进口商和国内电影企业间的平衡，必须确保它们

间应有同等的地位和健全的电影业。印尼海关总署表示对进口电影征收进口关税的条

例是根据世贸组织（ＷＴＯ）已批准的附录７程序实施的，征收关税的依据是海关税务法

而非关税总署的通知书。

７．建筑和相关工程建设服务

对于印尼企业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外国公司只能作为分包人或咨询公司参

与该建设项目。另外，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外国公司必须与印尼公司组成合资公司方能

参与。

８．教育

印尼教育法律规定不允许外商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向印尼高等教育领域直接投

资。另外，拟在印尼从事教育工作的外籍人员必须同时获得印尼教育部和印尼人力资

源部的批准。只有证明印尼本国教员无法胜任某职位时，上述两个机构才会在个案的

基础上进行审批。

３３３印度尼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