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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内容提要】 印尼关税税目中近 ２０％ 的产品涉及进口许可要求，进口许可要求
相当复杂且缺乏透明度，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已对此表示关切。 印尼出台了多项与投
资、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机制、出口融资、特别经济区相关的，以及涉及农业、渔业、运
输、采矿、煤炭开采和旅游业的法律规定；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投资负面清单，放宽对外
资准入的限制；正在落实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新规则，以充实、加强调查
程序，并将贸易救济规则纳入一个总的法律框架之下。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 ６８３．５４亿美元，同比
增长３．２％，其中，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３６９．３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７％；自印度尼西亚
进口３１４．２２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７％，中国顺差５５．１０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分别为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
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钢铁、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附件、船舶及浮动结构
体、贵金属的化合物、棉花、化学纤维长丝、针织物及钩编织物、有机和无机化学品、塑
料及其制品、涂料、油灰、家具、灯具、活动房、蔬菜、食用水果及坚果、烟草、烟草及烟
草代用品的制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铝及其制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
备及零附件、橡胶及其制品、肥料、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
其制品；等等。
自印度尼西亚进口的主要产品分别为为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塑料、橡胶、化工产
品、纤维素浆及纸张、木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活动物及动物
产品、食品、饮料、烟草、植物产品、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运输设备
等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中国公司在印尼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６７．８亿美元，完
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７．２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８１６４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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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５亿美元，同比增加 ２７％。２０１３ 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 ３１ 个，同比下降
３１．１％；实际使用金额１．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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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一）贸易管理制度的变化
１．关税制度
第一，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１２日，世贸组织（ＷＴＯ）秘书处对印度尼西亚做出第六次贸
易政策审议报告（以下简称“２０１３年印尼审议报告”）。①根据“２０１３年印尼审议报告”，印
尼的关税税率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２年有所下降。印度尼西亚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
从９．５％ 降到７．８％；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从１１．４％降到９．５％；非农
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从９．５％ 降到７．５％。
第二，印尼对属于非基本需求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产品征收奢侈品税，该税在进口
环节根据海关估价加上进口关税征收，税率从最低点的１０％至最高７５％。出口环节免
征此税种。②据统计，２０１２年该奢侈税的收入占印尼总税收收入的１．７％。
２．主要进口管理体制
第一，印尼关税税目中近 ２０％ 的产品涉及进口许可要求，涉及对其国内产业的保
护，如大米、糖、盐、部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丁香、动物和动物产品以及园艺产品。印尼
的进口许可要求相当复杂，而且缺乏透明度，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已经对此表示了严重
关切。③
第二，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进口数量限制的产品如下：大米、糖、动物和动物产品，
盐，酒精饮料和部分臭氧消耗物质。上述产品的进口数量是每年在印尼政府部长级会
议上根据国内产量和消费量来决定，并通过印尼进口许可制度来具体实施。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第一，２０１２年生效的贸易部长管理条例第 ＮＯ．１３９（２０１２）④，制定了出口程序及贸
易部当局实施的出口限制及禁止内容。 其取代了 １９９８ 年的工业和贸易部法令第
ＮＯ．５８８号（及相关修正案）。根据该条例，出口货物分成：自由出口货物；限制出口货
物；禁止出口货物。自由出口货物可以由个人、机构及商事主体自由出口。限制出口货
物受特定的行政条例管理，相应管理条款因货物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根据规定，出口业务需要办理各种出口许可和授权。所有商业出口业务，出
口商必须向海关总局（ＤＧＣＥ）提交出口申请单，连同商业发票，空运提单，装箱单，保险
单及如果需要有出口许可证的。上述文件的提交日期为出货前７天。只要货物是经任
何一个有操作系统的海关口，出口证明文件 （许可证除外）可以通过印尼国家一站式窗
口（ＩＮＳＷ）电子提交。目前，印尼国家一站式窗口正在升级整合出口许可证的一体化提
①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３．１．３ｐ．３４．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ｓ．
ｗｔｏ．ｏｒｇ／ｄｏｌ２ｆｅ／Ｐａｇｅｓ／Ｆ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Ｅ＿Ｓ＿Ｓ００６．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ｙ＝ （（％２０＠Ｔｉｔｌｅ＝％２０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ｏｒ％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２０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２０ａｎｄ％２０ （％２０ （％２０＠ Ｓｙｍｂｏｌ＝％２０ｗｔ／ｔｐｒ／ｓ／％２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ｏｍ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Ｉ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ｒｕ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访问。
②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ａｒａ．３．１．４．２ＬｕｘｕｒｙＴａｘ，ｐ．４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③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４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④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５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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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此外，任何出口税也随证明文件提交时一同支付。
第三，出口禁止。贸易部有权在涉及以下原因时禁止产品出口：国家安全及公共利
益受到威胁（包括社会、文化及道德原因）；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出于对人的生命及
健康的保护；出于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根据政府签署和修正的条约或协定。印尼不对
任何特定国家制定出口禁止措施。
根据２００９年行政管理条例 ＮＯ．３４，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起印尼政府将禁止矿产公
司出口矿物矿石产品（目前受出口许可证及税收管制）。届时矿产公司将会被要求在境
内从事精炼加工活动。禁止出口货物受２０１２年贸易部长条例第 ＮＯ．４４（２０１２）（见表１）
规制。
表１ ２０１３年印尼实施的出口禁止产品目录列表
产

品

生胶
特定木材产品包括天然及半加工藤条
鱼卵及鱼苗
特定钢铁及金属废料
特定矿业产品
各类动物，鸟类，爬行类动物，昆虫，鱼，甲壳类和植物
沙、土和表土
受补贴的尿素肥料

禁 止 理 由
未提供
支持国内加工产业及防止走私
未提供
履行巴塞尔协定下的承诺
环境保护，履行巴塞尔协定下的承诺
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的承诺
环境保护
改善对于化肥的有效控制，防止滥用及转移，维持国家对于
肥料的需求

第四，出口限制和许可 ①。贸易部可以基于以下理由限制出口：国家安全及公共
利益受到威胁（包括社会、文化及道德原因 ）；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出于对人的生
命及健康的保护；限制国内市场供应或为了有效保护自然环境；限制国内或出口目的
地的市场容量；限制加工行业对于原材料的需求。 出口许可证可以通过印尼国家一
站式窗口处（ＩＮＳＷ）获取。 所有受出口许可证管制的产品清单见如下表格。 出口商
必须得到贸易部下对外贸易总局的授权方可出口。 向中国出口鸟巢被要求出口许
可证。
表２ ２０１３年印尼实施的出口限制和许可证产品目录列表
产

品

锡

条

藤条（非禁止）

出口限制和需要许可理由及要求
理由：（ａ）防止过度开采及对环境的破坏；（ｂ）支持可持续利用；（ｃ）满足国内需求；（ｄ）促进竞
争和改善锡条的出口质量。
要求：锡条仅经过 ＤＧＦＴ 认证“ＥＴＴｉｎ”方可出口。认证有效期为 ３年 （可延展）或者基于其
他锡条产源当地政府的推荐。另要求在装船前受授权部门检查。
未提供

①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ＴＰＲ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５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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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

品

金属矿物

非受补贴的
尿素肥料

非药物的前体物质

金银

金属余料及碎片
除了沙、土及表土
外的 Ｃ等级矿产
毛坯钻石

石油及天然气

出口限制和需要许可理由及要求
理由：（ａ）防止过度开采及对环境的破坏；（ｂ）满足国内需求；（ｃ）发展下游产业的竞争；（ｄ）增
加炼熔产业的投资机会和工作机会；（ｅ）改善矿加工业的监管及特许使用费的提高。
要求：６１号矿产品的出口仅在持有矿业经营证下方可出口，经矿产品注册出口商认证。 这
些产品同样征收出口税２０％（见下）。
经矿产品注册出口商认证的申请必须提交 ＤＧＦＴ，尤其，必须包含来自于 ＤＧ 矿业煤炭部门
的推荐（能源矿业资源部 ）。 矿业公司必须在 ２０１４ 年前提交一份对于加工及精炼的工作
计划。
经矿产品注册出口商认证的有效期为 ２ 年。 注册出口商必须对于每次装运出口书面向
ＤＧＦＴ 获取批准。这些批准同样要求来自于 ＤＧ 对于以矿石和煤炭为主要原料的产品，出
口数量，期间，装运港和产品的出口目的地的推荐。 要求在装船前受授权部门检查，费用由
出口商承担。注册出口商必须每月向 ＤＧＦＴ 书面提交报告。
理由：保证国内市场对于肥料的需求并有效控制防止受补贴肥料的滥用和转移。
要求：出口非受补贴肥料只有在经 ＤＧＦＴ 批准下由特定国有公司从事。
理由：反对非法国际间的麻醉药和精神类药物的散布，只要是非药物的前体物质可能当做原
材料或辅助材料在非法麻醉或精神药物制造中被滥用。
要求：列明种类的非药物前体物质仅经贸易部已认证为注册出口商的公司方可出口。 公司
必须向 ＤＧＦＴ 提交书面申请，尤其，附上来自于 ＤＧ 制造行业部的推荐（行业部）。
出口商注册的有效期为３年（可延展）。注册出口商必须对于每次装运出口书面向 ＤＧＦＴ 获
取批准。这些批准基于国家麻醉药管局和印尼警方的推荐。 出口批准的有效期为 １８０ 天
（不可延展）。注册商必须报告国家的装运计划并且每次装运必须受指定鉴定官核实。注册
出口商必须每３个月向贸易部书面提交出口报告。
理由：（ａ）从最低程度上缩小矿业开采对于环境的损害；（ｂ）满足国内需要，增加高附加值的
金银产品出口；（ｃ）对于出口规则创造商业确定性；（ｄ）增加投资和提供就业机会。
要求：出口商要求获得出口金银的批准信。为了得到批准信，出口商必须向贸易部下的出口
行业和矿物产品局提出申请。加上出口计划及来自纺织品和其他行业部的推荐。这些批准
信的有效期为６个月（可延展）。
出口商必须报告出口实施情况不管出口商最终有没有出口成功。
理由：国家行业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充沛性，尤其是金属和机械行业。
要求：特定的金属余料及碎片出口商（影响 １８ 关税线 ）要求得到批准信。 为了得到批准信，
出口商必须向贸易部下的行业和矿物出口产品局提出申请，尤其是附上来自于金属基础材
料行业（行业部）的推荐函。这些批准信的有效期为６个月（可延展）。出口商必须报告出口
实施情况不管出口商最终有没有出口成功。 特定的金属余料及碎片项目仅限从 Ｂａｔａｍ
Ｉｓｌａｎｄ 出口。
理由：从最低程度上缩小矿业开采和由非法出口引起的对于环境的损害。
要求：出口前的装船前检验，Ｃ等级矿产必须由 ＤＧＦＴ 批准的调查官核查。
理由：履行２０００年联合国决议案 Ｎ°５５／５６ 关于对武力冲突和 《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 》
（ＫＰＣＳ）对于防止暴力钻石贸易交易的承诺。
要求：毛坯钻石可以仅在由出口商获得 ＤＧＦＴ 批准下出口，尤其是在获得来自于 ＤＧ 金属煤
矿（能源矿业资源部）的推荐信的条件下。认证有效期为３年（可延展）。毛坯钻石只能出口
给 ＫＰＣＳ的参加国。每一次托运货物受到装船前检查和来自于 ＤＧＦＴ 的批准。
理由：（ａ）主权；（ｂ）可持续和有效的对于不可再生天然资源石油及天然气管理；（ｃ）防止过度
开采和环境破坏；（ｄ）保证上述资源开采致力于印尼人民的发展和福利；（ｅ）提供国内需求。
要求：出口商必须得到 ＤＧＦＴ 的批准，尤其是在获得尤其是在获得来自于 ＤＧ 石油和天然气
（能源矿业资源部）的推荐信的条件下。

４．贸易救济制度
２０１１年印尼出台了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新规则，新规则旨在充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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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查程序，并将贸易救济规则纳入一个总体的法律框架之下。
（二）投资管理体制的变化
１．外国投资管理制度变化①
（１）印尼外商投资制度。
印尼于２００７年实施了一部有关投资的新法律（第２５号法）。新法在制度方面，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划定的更加清晰：中央在贸易政策和投资便利化中起带头作用，而地
方政府则获得了更大的行政管理责任。废除了在允许投资的领域对外商投资时间的限
制（贸易部门曾经是１０年，工业和其他部门则是３０年）。依照法律法规给予投资者国民
待遇，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新法指明政府不会采取任何国有化活动，除非通过法律
并且规定市场价格补偿和通过行使仲裁追索权来解决争端的情况下。考虑到投资者和
政府之间的争端与国内仲裁法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规定、印尼签署的各种仲裁
公约项下的义务以及 ＦＴＡｓ和双边投资条约下印尼所作出的承诺同时存在，新法同时
还有有关国际仲裁的规定。
根据该法规定，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完全使用外国资本或者与国内资本合资
在印尼开展的投资活动。外国投资可能只能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对外国的投资
没有一般的政府批准或者筛选过程，原则上，所有领域对投资开放，除了在印尼政府公
布的负面清单中规定的已声明不开放或者有条件开放的领域。
（２）新修订的投资负面清单。
印尼官方投资统筹机构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公布了最新修订的投资负面清单。②印
尼政府通过修订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放宽了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其表现为，一方面扩
大了外商投资的领域，开放了部分原先仅限当地投资的行业；另一方面，对外资的持股
比例要求放宽，一些行业外商可以控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第一类为对外资更加开放领域，陆路交通客站和车辆常规检验部门的外资可
持股比例从零放宽至４９％，为此次放宽幅度最大的两个行业。其他两个行业为制药业
和金融风险投资业，外资可持股比例分别从原来的７５％和８０％调整至８５％。广告业外
资可持股比例亦从零放宽至４９％，但仅限东盟国家。
其二，第二类为新设定的外资可持股领域，固定通讯、多媒体综合网络电信、多媒体
服务供应商的外资可持股比例分别为６５％、６５％和４９％。
其三，第三类为公私合营的基础设施项目领域，其中机场、港口和陆路交通客站（含
铁路）的经营管理外资可持股权分别为４９％、９５％和４９％，供水９５％，收费公路９５％，
１０兆瓦以下发电厂４９％，１０兆瓦以上的１００％，输电和配电分别为１００％。此外，此次
修订负面清单还收紧了几个外资可持股比例领域，如货物分销业和仓储业从１００％缩减
至３３％。农业领域外资可持股比例因须与２０１０年颁布的园艺法规定相配套，从９５％缩
①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２４—２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访问。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ｅｘｐｏ．ｃｏｍ／ｎｅｗｓ／ｉｎｆ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１２／２７／３６１１７７０．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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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至３０％。
目前清单中完全禁止类的产业有部分化学品、特殊交通设施和博彩业等，部分禁止
类的产业有制糖、矿业和医药等。
（３）“第５／２０１３号 ＰｅｒｋａＢＫＰＭ 条例”。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ＢＫＰＭ）颁布２０１３年第５号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条例，即“资
本投资许可及非许可服务指南与流程 ”的条例 （简称 “第 ５／２０１３ 号 ＰｅｒｋａＢＫＰＭ 条
例”）。该条例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及从其颁布之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２日起９０天内（２０１３
年７月中旬）在各省和／或直辖市／市的资本投资管理者级别生效。其内容包括：
第一，外国资本（ＰＭＡ）最低投资额必须高于１００亿印尼盾或等值的美元面额；
第二，由于取消了资本投资登记证而简化了许可流程，因此投资者可在满足特定要
求后直接申请主要许可证；
第三，使用国产及／或进口机械；
第四，机械／设备的进口关税有效期为２年，并可每年根据主要许可证中指定的项目
完成期限进行一次延期。
（４）印尼政府再次颁布经济政策配套。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印尼采取的配套政策焦点是为提高在印尼进行投资或经商提供的便
利。政策主要将适用于雅京首都专区，为提高经商便利，该经济政策配套由八个方面组
成，即：开始经营业务、安装电力、缴税和缴保险费、解决有关合约而提出的民事诉讼、解
决破产案件、有关注册土地和建筑物所有权、房屋建造许可证，以及获得贷款便利。
（三）其他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制度
１．知识产权制度①
（１）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法律和人权事务部下属的印尼知识产权总局 （ＤＧＩＰＲ）全权负责知识产权政策制
定，负责管理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审批和行政管理事务。印尼知识产权总局下设总
局秘书处、版权、工业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与商业秘密局、专利局、商标局、合
作与发展局、信息技术局等部门。知识产权总局拥有３３个地方办事处负责接收知识产
权申请。在２０１０年，印尼知识产权总局建立了一个调查理事会，专门负责调查涉嫌知识
产权侵权的权利持有人报告；与警方合作，扣押涉嫌商品，在案或在押信息不会披露。
印尼知识产权总局还建立了一个光盘监督队作为其防止影视媒体盗版行为的有效组成
部分。影视媒体盗版是印尼长期关注，也是其一直在《美国特别３０１报告》上榜的理由之
一。监督小队与产业部、法律和人权事务部、商贸部及海关、公安部协调合作。
（２）ＷＴＯ 和其他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和安排。②
印尼已经签署并批准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多项公约，包括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
①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６５—６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访问。
②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６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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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法条约、ＷＩＰＯ 著作权条约及 ＷＩＰＯ 录音制品和表演条约。目前，
该国对马德里协定、尼斯协定、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工业外观设
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新加坡商标法条约；微生物有机体保存专利程序之国际认可布
达佩斯协定的批准仍在进行中。
印尼是 ＷＴＯ 中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委员会中的活跃成员。 在
ＷＴＯ 知识产权论坛上印尼提倡对 ＴＲＩＰＳ 中的一项要求，即将遗传资源和 （或）相关传
统知识信息的披露整合入协议中。印尼同意加强 ＴＲＩＰＳ和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ＢＤ）的相
互支持，尤其是其近期刚达成的名古屋协议，其认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遗传资源和传
统知识的开发中获益，且在使用由他人创造的新发明时支付了更多金额。印尼当局认
为印尼专利法第７条禁止了对有生命生物（除微生物）的专利申请，并禁止申请任何培育
植物或动物的重要生化过程（除非生物或微生物过程）。
同时，印尼还对有关 ＴＲＩＰＳ协议和公共卫生（涉及在制药领域没有足够制造能力的
国家使 ＴＲＩＰＳ协议下的强制许可生效的能力）中《多哈宣言》第６节的实施表达高度关
注。印尼认为２００５年已达成协议的程序（在 ＴＲＩＰＳ协议修正案中有所规定）是较为繁
琐的，且对进口和出口成员的适用标准过于复杂。然而，印尼也表示其接受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的 ＴＲＩＰＳ协议修正案。
２．外汇管理制度
第一，印尼中央银行（ＢＩ）将限制本地银行的外汇交易。至少有３０家银行必须确定
每天的外汇交易配额，旨在维持印尼盾汇率的稳定，严厉禁止它们在国外进行无本金交
割远期外汇交易或用它报价。
第二，印尼将实行国际金融转账指令。印尼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ＰＰＡＴＫ）从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将实行国际金融转账指令 （ＩＦＴＩ），以了解来往外汇流向和数目。
所有来往外汇无论其款数多少，包括其短信、传真或其他汇款指示都必须向金融报告中
心呈报。
第三，印尼央行修改其有关向银行购买外币的第 １０／４２／ＤＰＤ 印尼央行条例，自
２０１３年５月开始生效。该条例阐明，每个客户或外国人每个月购买超过 １０万美元外币
必须通过银行，而不是货币交易商。该条例还规定，所有客户以盾币购买外国货币总额
１０万美元或以上必须附上相关的文件。如果确认外币是用于进口贸易、留学学费、国外
医疗费或支付在印尼工作的外国员工工资等非投机行为，可批准购买超过１０万美元以
上的外币。
第四，印尼央行颁布第１５／８／ＰＢＩ／２０１３年号条例，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起生效。新条
例的颁布旨在促进企业进行对冲交易，以减少印尼盾汇率波动风险。实施该条例的目的是
希望互换与期汇的对冲交易可成为主要交易，并希望将外汇现货交易降低至５０％以下。
３．政府采购制度
（１）印尼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目前，印尼是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 （ＧＰＡ）的观察员。印尼没有一部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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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的法。印尼主要规制政府采购的规则是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生效的第５４号／２０１０
（ＰＲ５４）总统令。２０１２年该总统令 （ＰＲ５４）又通过第 ７０号／２０１２（ＰＲ７０）进行了修订，允
许中央政府部门和代理机构在预算支出前开展招标程序。另外，印尼涉及政府采购的
法律还有《建筑服务法》（法律第１８号／１９９９），《国有企业法》（法律第１９号／２００３）和《反
垄断法》（法律第５号／１９９９））等等。①
（２）印尼政府采购机构。
印尼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采购机构。公共采购由大量实体负责，包括３４个国家部
委、２８个国际机构、３３个省、４３８个摄政权、１１７个市级行政区以及国有企业。印尼政府
采购机构—国家公共采购机构（ＮＰＰＡ），根据１０６／２００７号总统令于２００７年成立。它主
要负责：发展战略、政策、法规，进行监测和评价，开发并实施电子采购，发展和改善采购
从业者的能力，并提供建议、推荐、解决投诉。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把 ＢＡＰＰＥＮＡＳ 责任下的
公共采购发展中心划入 ＮＰＰＡ 管理。
目前，印尼正在对政府采购监管进行改革，每个采购实体必须将其采购部门划分成
三个独立的单元以便加强管理控制：一个预算机构用来计划和执行采购，采购服务单元
用来实现特殊的采购（包括定义招标规范、评估报价、中标合同），一个项目结果接收委
员会来评估合同的结果印尼的竞争委员会（ＫＰＰＵ）负责解决竞争法第二十二条所禁止
的（见３．３．３．１节）招标阴谋（投标舞弊）。在执行其职责时，ＫＰＰＵ 定期与反腐败委员会
（ＫＰＫ）（见第二章）合作、交流信息，当案件出现时，ＫＰＰＵ 处理勾结方面的情况，而腐败
方面的由 ＫＰＫ 处理。印尼政府采购的总额没有公布具体数字。然而当局表示３０％的
国家预算分配给了政府采购，其中公共工程部、交通部、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国民教育部
占中央政府采购的大部分。外部资料显示，通常获得的６０％的发展援助基金用于采购。
２０１３年引入公共采购官员强制验证系统以保证其采购的基本能力。
第１７／２０１１号总统指令使电子采购在２０１２年成为强制措施。每一个实体必须建立
自己的电子采购服务系统（ＬＰＳＥ）。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旬，已建立５０３ＬＰＳＥｓ同时在线
完成９７５００件拍卖，价值超过１５２万亿卢比。公开招标的采购公告和投标文件可以在
Ｉｎａｐｒｏｃｐｏｒｔａｌ网上获得（仅在印尼）。
４．区域贸易协定
（１）印尼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
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②包括东盟在内，印尼签署并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ＦＴＡｓ）有
７个，包括１５个贸易伙伴。印尼作为东盟成员，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其中有５个
是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与相关贸易伙伴签订的，包括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日本自由
贸易协定，东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等。印尼与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协定于２０１３年１月
①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ｐ．５９，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访问。
② ＷＴ／ＴＰＲ／Ｓ／２７８／Ｒｅｖ．１—（２．１６—ｐ．２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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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生效。印尼也正在与伊朗谈判优惠贸易协定，还在和欧盟、印度以及智利探索签署
经济贸易合作协定。
（２）区域贸易合作。
第一，印尼与韩国签订多项协议。印尼总统苏西洛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与韩国总统
朴槿惠签署了关于建立韩企工业特区以及林业、旅游和创意经济合作协议，双方表示争

取到２０１５年及２０２０年将双边年贸易额从目前 ３００ 亿美元分别提高至 ５００ 亿美元和
１０００亿美元。
第二，２０１３年２月印尼外交部部长马尔迪与日本外务大臣安田文雄在东京进行两
国第四次战略对话并达成协议，加强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经济领域，两国外长一致同意通过共同努力推进雅加达大都会优先发展区项目
等基础设施合作，以改善印尼投资环境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３）印尼与 ＴＰＰ。
２０１３年印尼政府原来反对短期内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的决心有所动摇。印尼总统苏希诺曾认为印尼不急于加入 ＴＴＰ，其对东盟成
员没有约束力。在太平洋地区，东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和非东盟成员合作。印尼需要
研究 ＴＰＰ协议的内容，并谨慎地评估加入 ＴＰＰ对印尼实体经济的利弊影响。印尼政府
现在公开表示对是否加入 ＴＰＰ将取决于与本地区重要经贸伙伴的自贸合作谈判进程。
三、贸易投资管理措施变化
（一）贸易措施的变化
１．进口管理措施
（１）印尼贸易部发布第８２／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２０１２号部长条例，自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生效。该条例规定，进口的手机、掌上型电脑和平板电脑，必须符合现行的标准和技术
要求。其具体的技术要求包括：
第一，必须附有商业部标准化和消费者保护总司发出的印度尼西亚语标签、说明书
和售后保修卡，以及电信与信息部颁发的技术标准证书。
第二，进口手机，掌上型电脑和平板电脑时，必须持有注册进口商和进口批准许
可证。
第三，为了获得进口许可证，注册进口商必须先取得工业部高科技重点工业总司长
发出的进口产品注册标志，以及电信与信息部发出的电信器材和设备证书。
第四，根据协议条款，注册进口商进口的手机、掌上型电脑和平板电脑只能卖给或
转让给分销商，不能直接卖给零售商和消费者。
第五，进口上述３种产品，只能通过下列特定的港口和机场，即棉兰勿拉湾港、雅加
达丹绒不碌港、三宝垄丹戎马斯港及泗水丹戎北腊港，以及望加锡港。航空口岸是雅加
达苏加诺—哈达机场、棉兰波罗尼亚机场、三宝垄阿赫马德雅尼机场、泗水朱安达机场、
望加锡哈沙努汀机场。
第六，由贸易部委任的检验师针对进口的手机、掌上型电脑及平板电脑进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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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２）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贸易部发布 Ｇ／ＬＩＣ／Ｎ／２／ＩＤＮ／１６通报，Ｎｏ．２２／ＭＤＡＧ／ＰＥＲ／５／
２０１３部长条例，对动物及动物制品进口和出口方面的规定。动物和动物制品可以通过注
册进口商和进口审批程序进口（ＨＳ编码从 Ｎｏ．Ｅｘ０１０２２９１０１０到 Ｅｘ０２０６２９００００）。
２．出口管理措施
第一，２０１３年印尼继续推行棕榈油企业必须持有棕榈油可持续生产证书。该证书
是指采用可持续的方式生产的棕榈油企业可获得的认证。印尼将要求印尼所有棕榈油
企业，必须持有棕榈油可持续生产（ＩＳＰＯ）证书。这种证件类似印尼木材合法认证（ＳＶ
ＬＫ）证书，不合法的将禁止出口。印尼政府希望以此证明所产棕榈及棕榈原油环保、生
产过程不侵犯人权和儿童权益。该认证标准包括保护环境，不侵占原始森林或自然保
护地来开垦棕榈园，尊重土地所有者和种植者的权利、减少农药使用以利于环境和人类
的健康等。这样的规定使棕榈油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避免了对环境、社会等方面的不
利影响，并遵守国家法律。
第二，印尼贸易部发布 ＮＯ．３２／ＭＭＤＡＧ／ＰＥＲ／６／２０１３锡出口规定。该规定是对
７８／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２０１２部长条例的修订，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生效。规定自２０１３年
８月３０日后锡锭在出口前必须以实物形式交易，其他锡产品将在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执行
此法案。在该条例中，全部４７家注册锡锭出口商现在出口原料前必须在国内交易所交
易，这是印尼为设定国内锡基准价计划的一部分，新规旨在加强对锡价的控制。
３．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印尼婴幼儿服饰实施新标准。
印尼婴幼儿服饰自２０１３年２月起需符合标准 ＳＮＩ７６１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印度尼西亚工业部签署通过法规 Ｎｏ．７２／ＭＩＮＤ／ＰＥＲ／７／２０１２，要求婴幼儿服饰应符合
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 ＳＮＩ７６１７：２０１０《有关婴儿和儿童服装面料偶氮颜料和甲醛的规
定》，该法规将于签署之日起６个月后，即２０１３年２月成为强制要求。该要求适用于３６
个月龄或以下婴幼儿服装的面料，以及３６个月龄以上与皮肤直接接触的童装面料，包括
了由各种类型的纤维或其混纺纤维组成的针织和梭织面料。标准要求，含有第 ＩＩＩ组氨
基化合物（ＭＡＫＧｅｒｍａｎｙ）中所列举的可释放出禁用芳香胺类的染料不得用于上述两
个年龄组的儿童服装。此外，根据 ＳＮＩＩＳＯ１４１８１ｐａｒｔ２ 制定的 “零 ”甲醛要求 （少于
２０ｐｐｍ 的结果在报告中可以写为 “未检出 ”）适用于 ３６ 个月龄或以下婴幼儿的服装，
７５ｐｐｍ 的要求则适用于另一年龄组的服装。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１日，印尼工业部通过了 Ｎｏ．０２／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２０１３，并于１月１５日
在其官方公报发布并生效。该法规指定了实施上述婴幼儿服饰中偶氮染料和甲醛含量
要求的产品认证机构和检测实验室。
（２）印尼玩具强制性要求。
２０１３年４月，印尼正式发布条例２４／ＭＩＮＤ／ＰＥＲ／４／２０１３，规定在印尼制造或销售
的儿童玩具都必须遵守印尼的标准 （ＳＮＩ）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这是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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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向 ＷＴＯ 秘书处通报了玩具强制性标准的通报（通报号：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６６）后，首
次以公告形成对外发布该要求。该条例自发布之日起６个月后生效，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
日起，进入印尼市场制造或销售的适用年龄在１４周岁以下的玩具必须符合印尼标准和
技术规范的要求，涉及的具体玩具类型如表３所示。
表３ 印尼玩具强制性要求—玩具的类型划分
ＨＳ编码
９４０３２０９０００
９４０３７０１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２１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２２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２９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３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４０１０
９５０３００１０９０
９５０３００５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６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７０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９１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９２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９３００
９５０３００９９００

玩 具 类 型
婴儿学步车，金属制成、塑料制成
三轮车、踏板车、踏板汽车和类似轮式玩具；玩偶车
玩偶
电动火车，包括轨道、信号灯和其他附件
缩小尺寸（按比例）的模型及类似的娱乐用模型，不论是否活动
除塑料外其他材质的其他拼装装置和拼装玩具
动物或非人偶的填充玩具
智力玩具
数字、字母或者动物块、玩具打印装置、算盘、玩具缝纫机、玩具打字机等
跳绳用绳子
弹子游戏
除以上类别的所有类型的玩具，无论其使用何种材料，是否电驱动

该印尼玩具强制性标准，包含了机械、燃烧、元素迁移和电性能四个方面，此外，其要求
还新增了禁用偶氮染料、甲醛等化学要求（如表４所示），以及产品的包装和标识要求。
表４ 印尼强制性玩具标准要求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标准号
ＳＮＩＩＳＯ８１２４１：２０１０
ＳＮＩＩＳＯ８１２４２：２０１０
ＳＮＩＩＳＯ８１２４３：２０１０
ＳＮＩＩＳＯ８１２４４：２０１０
ＳＮＩＩＥＣ６２１１５：２０１１
ＥＮ７１５
ＳＮＩ７６１７：２０１０

涉及要求
机械和物理
易燃性
特定可迁移元素
家用秋千、滑梯和类似活动玩具
电动玩具
邻苯二甲酸盐
禁用偶氮染料
甲醛

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符合相关要求
≤０．１％
不使用
≤２０ｐｐｍ

生效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日

此外，制造商需要将产品送往 ＫＡＮ 认可实验室检测，证明其产品符合相关强制性
的要求，并需要取得 ＳＰＰＴＳＮＩ证书。制造商或进口商还需在每件商品和／或包装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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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ＳＮＩ标识。
（３）印尼拟更新电信设备认证法规。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印尼通信与信息技术部发布了有关电信设备认证法规草案的
第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８１号通报。草案颁布的目的是确保电信网络和信息的互联性、互操
作性、安全性，避免电信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根据该法规的要求，所有在印尼地区生产、组装、使用以及进口到印尼的电信设备
应根据法规的要求进行测试及认证，并实施上市后监管。这些设备主要包括网络设备、
接口设备（ｋｅｌｏｍｐｏｋａｋｓｅｓ）、顾客预置设备（ＣＰＥ）。
该法规将认证分为两类：新申请认证以及证书的退还、修改或期限延迟。 对通过
测量获得认证以及通过文件评估获得认证的两种方式，法规规定了详细的认证程序。
此外，法规还规定了申请认证需要提交的信息要求以及对不符合法规要求的处罚
措施。
（４）印尼政府向 ＷＴＯ 通报内容。
印尼政府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日向 ＷＴＯ 通报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４／Ａｄｄ．４：工业部已经制
定了新的关于单一有机肥料强制实施国家标准的部长令草案 （Ｎｏ．２６／ＭＩＮＤ／ＰＥＲ／４／
２０１３），该法令取代 Ｎｏ．１６／ＭＩＮＤ／ＰＥＲ／２／２０１２ 工业部长令，即 ２００２ 年的颁布 Ｇ／
ＴＢＴ／Ｎ／ＩＤＮ／４项下第四附录关于肥料强制实施国家标准的规定。
印尼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 号向 ＷＴＯ 通报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１３／Ａｄｄ．２Ｎｏ．５８／ＭＩＮＤ／
ＰＥＲ／５／２０１２和 Ｎｏ．２７／ＭＩＮＤ／ＰＥＲ／５／２０１３工业部长令修订了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１３下
项第二附录关于轮胎产品强制实施国家标准的规定。
印尼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向 ＷＴＯ 通报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３２／Ａｄｄ．２Ｎｏ．５７／ＭＩＮＤ／
ＰＥＲ／５／２０１２工业部长令修订了２００９年颁布的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３２项下第二附录关于
电缆产品强制实施国家标准的规定。
印尼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向 ＷＴＯ 通报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３７／Ａｄｄ．２印尼工业部颁布
了 Ｎｏ．８２／ＭＩＮＤ／ＰＥＲ／８／２０１２，Ｎｏ．８３／ＭＩＮＤ／ＰＥＲ／８／２０１２，Ｎｏ．８４／ＭＩＮＤ／ＰＥＲ／８／
２０１２法规分别对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３７ 和 Ｇ／ＴＢＴ／Ｎ／ＩＤＮ／３７／Ａｄｄ．１ 项下的上釉的餐
具、壁橱、瓷砖强制实施国家标准进行了规定，同时废除工业部 Ｎｏ．４６／ＭＩＮＤ／ＰＥＲ／３／
２０１２关于上述产品的规定。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印尼严控食品药品的进口管理要求。
２０１３年５月，印尼食品药品管理局 （ＮＡＤＦＣ）发布了两项法规：第 ２７号法规 “关于
进入印尼地区的药品和食品的进口管制要求”、第２８号法规“关于进入印尼地区的药品
材料、传统药物材料、健康补充剂材料以及食品材料的进口管制要求”。这两项法规对
进入印尼地区的食品、药品、准药品、传统药物、健康补充剂、化妆品及这些产品的材料
的进口进行严格管控。根据这两项法规的要求，进入印尼地区的上述产品及材料必须
获得进口证书（ＳＫＩ），进口证书仅对一次进口有效。进口证书可由申请者向 ＮＡＤＦ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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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申请。申请者需根据法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及资料。对于不符合法规要求的行为，
法规还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２）印尼发布园艺产品进口新法规。
２０１３年４月，印尼发布涉及园艺产品进口条款的贸易部第 １６／ＭＤＡＧ／ＰＥＲ／４／
２０１３号法规，同时废除印度尼西亚贸易部第３０／ＭＤＡＧ／ＰＥＲ／６／２０１２号法规。新法规
对３９种进口园艺产品作出了进口许可规定，与原法规相比，减少了１８种产品。这１８种
产品包括：大蒜、大蒜粉、辣椒粉、卷心菜、菊花、蝎尾蕉花、兰花，以及其他经加工的园艺
产品等等。新法规涉及的重要条款包括：第一，每种园艺产品的进口只能由一家进口国
生产者（ＩＰ）和园艺产品的注册进口商 （ＩＴ）实施，且园艺产品的进口批准必须具备农业
部的园艺产品进口建议（ＲＩＰＨ）；第二，进口生产者（ＩＰ）、注册进口商（ＩＴ）和园艺产品进
口批准只能在线（ＩＮＡＴＲＡＤＥ）向贸易部提出申请；第三，所有进口的园艺产品必须在
进港时接受技术进口审查；第四，进口生产者 （ＩＰ）、注册进口商 （ＩＴ）以及园艺产品的进
口批准在期满之后即视为无效。
５．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印尼出台了关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新规则，新规则旨在充实、加
强调查程序，并将贸易救济规则纳入一个总体的法律框架之下。２０１３年，与中国产品相
关的印尼贸易救济案件有６起，其中５起为反倾销案件，其中３起为新发起的反倾销调
查案件，涉案产品分别为拉伸丝、预取向丝、拉伸变形丝，另外２起反倾销案件是已被印
尼裁决为倾销、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保障措施案件一起，涉案产品为成品油管和
套管，２０１３年印尼对上述案件做出终裁。
（１）２０１３年印尼发起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
表５ ２０１３年印尼发起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１
２
３

立案时间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所涉产品
拉伸丝（ＳＤＹ）
预取向丝（ＰＯＹ）
拉伸变形丝（ＤＴＹ）

海关编码
５４０２４７００００
５４０２４６
５４０２３３

（２）２０１３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裁决表。
表６ ２０１３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作出终裁裁决统计表
编号

１

涉案产品

案
件
进
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认定从中国、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和越南进口的冷轧板卷存在倾销行为，给当地钢铁业带来严重损害，建议对进口
冷轧产品征收１０％—６８．４％的反倾销税。
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印尼财政部颁布新规，自３月１９日起对上述国家 （地区）进口的涉
冷轧板卷 ２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其中，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为 １３．６％—４３．５％；涉案产品海
关 编 码 为 ７２０９１６００１０、７２０９１７００１０、７２０９１８９０００、７２０９２６００１０、７２０９２７００１０、
７２０９２８９０００、７２０９９０９０００、７２１１２３２０００、７２１１２３９０９０、７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０、７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０、
７２１１２９９０００、７２１１９２１０００、７２１１９０９０００。执行期为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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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２

３

涉案产品

案
件
进
展
２０１３年４月３日，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发布公告，对来自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中国
热轧板卷 台湾和泰国的热轧卷板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做出终裁，裁定继续对上述国家 （地区 ）
进口的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其中中国大陆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率为０—４２．５８％。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印尼对进口成品油管和套管作出保障措施终裁：自２０１３年８月６
日起对进口涉案产品采取为期４年的保障措施，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１１５个发展
中国家（地区）不包括在内。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３０４２９００９０。
印尼对进口成品油管和套管作出的保障措施终裁结果
时 间 段
保障措施税（卢比／千克）
成品油管和
套管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
２８４３９
２０１４年８月６日—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
２８００１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２０１６年８月５日
２７５６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６日—２０１７年８月５日
２７１２６

（二）投资管理措施的变化

１．印尼鼓励钢铁工业和炼油厂的投资建设
为提高本国钢铁产能，印尼政府一直鼓励钢铁工业和炼油厂的投资建设，包括给予
长达１５年的免税期，并给予２年期的减税５０％优惠。
２．印尼政府拟于近期发布有关放宽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为制造业吸引更多的国内
外投资
印尼政府将为企业获得税收优惠进一步简化手续，并降低获得免税期和免税津贴
的标准。根据印尼政府现行规定，在基础金属、炼油、天然气、有机基础化学、可再生能
源和电信设备等５个工业部门，投资额超过１万亿印尼盾（约合１亿美元）的企业，可获
得５至１０年的所得税免税期。同时，对在印尼偏远落后地区投资的１２９个劳动密集型
行业的企业，最低投资额５００亿印尼盾（约合５００万美元）且投资期限超过６年的，可最
多按总投资的 ３０％ 降低应纳税所得。印尼将改变目前仅对投资额超过 １万亿印尼盾
（约合１亿美元）给予优惠待遇的政策，视不同情况对有关企业给予同等优惠待遇，以吸
引更大规模的投资，促进印尼经济发展。同时，将增加可获得税收优惠的产业部门，让
更多领域的企业投资获得税收优惠，并对企业申请较少的产业部门减少或取消优惠
政策。
四、贸易与投资壁垒
（一）贸易壁垒
１．进口限制
农业部 Ｇ／ＳＰＳ／Ｎ／ＩＤＮ／６２ 通报，Ｎｏ．４４／Ｐｅｒｍｅｎｔａｎ／ＯＴ．１４０／４／２０１３《关于禁止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家禽及家禽产品的规定》。该规定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号生效。基于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和２０１３年４月４日低致病性禽流感爆发后（ＬＰＡＩ）在上海松江
发现染病鸽子。由于禽流感病毒子类型 Ｈ７Ｎ９能造成人类死亡，并有可能导致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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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大流行。印尼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禁止进口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可能是禽流感病毒子类型 Ｈ７Ｎ９传播媒介的家禽或家禽产品。
印尼政府对由于低致病性禽流感个别案例而采取的普遍禁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口家禽及家禽产品的规定，对双边正常的禽类贸易设置了贸易壁垒。
２．出口限制
印尼决定自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起禁止出口一切原矿，把矿石精炼限制在国内，以提
高矿产品出口附加值。印尼是全球第一大镍出口国，据有关行业专家分析，禁止出口镍
矿石可能引发全球镍产业超过５年来的最严重动荡。一些依赖进口镍生产不锈钢的国
家的不锈钢生产企业等将遭受严重负面影响。
（二）投资壁垒
印尼政府计划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份起向持有开采许可证的煤矿企业征收 １０％ 至
１３．５％的开采税。其中，在露天矿山开采热能量低于５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的煤炭，开采税为售
价的１０％；热能量５１００至６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的煤炭，开采税为售价的 １２％；而热能量超过
６１００ｋｃａｌ／ｋｇ的煤炭，开采税为售价的１３．５％。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新征税额度将比
以前的３％至７％高出许多。印尼政府开征的开采税，将对在印尼已经投资的外国矿产
企业增加了新的税负，从而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