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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
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日趋
复杂。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对外投资合作，
应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引导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平稳有序
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资企业合理有效
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经济社
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包
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2021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175个国家和地区，全
面、客观地反映对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法
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企业关心的事项。在数字经
济和绿色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
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全球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指南》
对部分国别（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发
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给予关注。 

希望2021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有所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
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升
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合
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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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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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东邻
瑞典，东北与芬兰和俄罗斯接壤，南同丹麦隔海
相望，西濒挪威海，国土面积38.5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530万，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在世界
最宜居国家评选中名列前茅。 

挪威海上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本土拥有
大量森林、水力和矿产资源。工业发达，海上油
气勘探、开采技术和设备世界一流，特种船舶及
其设备制造全球领先，渔业养殖和捕捞技术先进，金融、旅游、环
保、海运、信息等服务业独具特色。 

挪威是君主立宪制政体，国王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由内阁首
相担任。由于政党数量较多，政府多以联合政府存在，但政局稳定
，法律体系健全、社会守信、治安良好。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重创了挪威经济，挪威政府为弥补疫情对
企业造成的损失，提供约2400亿挪威克朗的企业救助金，包括提供
贷款担保、弥补税收减少、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其他扶持资金等。同
时，挪威央行将基准利率从0.25%降为零。2020年，挪威继续大力发
展绿色经济，包括倡导新能源，发展绿色海洋养殖等。得益于完善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挪威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社会和经济活动受负
面影响相对欧洲其他国家较小。随着政府加大疫苗投入，截至2021

年6月30日，挪威61%的成年人已接种至少一针新冠疫苗，日新增感
染人数降至20人左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逐步解封。据挪威
企业家协会评估，挪威经济有望在2021年底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中挪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但是当前两国之间的贸易
、投资与合作远未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水平。展望未来，挪威市场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适宜企业长期发展。建议有意来挪威开展经营
的中资企业，事先应充分了解挪威法律法规，选择与有实力的当地
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合规经营，依法维护自身利益。中国驻挪
威大使馆经商处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竭诚为促进中挪经贸合作
服务，为促进中挪经贸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而不懈努力！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参赞  周大霖 

2021年7月 

参赞的话 

http://oilsyggs.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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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挪威王国（The Kingdom of Norway，以下简称“挪威”）开
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挪威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挪威
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
？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挪威开展投资合作应特
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
、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系列丛书之《挪威》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挪威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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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挪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8世纪。挪威（Norge）本意是“通往北
方的路”，挪威使用的语言属日耳曼语系中的北欧分支。 

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是挪威航海史上的鼎盛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
”（Viking），因该时期海盗猖獗，也称为“海盗时期”。公元9世纪末，有
着“长发美男”之称的金发王哈拉尔德开始统一挪威大业，成为第一个统一
挪威的国王。公元14世纪，黑死病和其他传染病使挪威人口大幅下降，经
济大衰退，无法同丹麦、瑞典封建主抗衡，挪威便与两国结成了以丹麦为
首的联盟统治。19世纪初，丹麦与法国结盟，对英国开战，挪威作为丹麦
附属国也被卷入战争之中。英国封锁了挪威海岸，主要粮食和原材料等物
资运不进来，仅1807-1809年三年中，就有7万余挪威人饿死。当时瑞典加
入了反法同盟，拿破仑战败后瑞典攻入丹麦，迫使丹麦于1814年将挪威割
让给瑞典。同年5月17日，当时的挪威总督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也是
丹麦王子）为阻止瑞典的接管，在奥斯陆以北70公里的小城埃兹福德召开
了立宪大会，通过了挪威宪法，从此5月17日成为挪威的国庆日。后因瑞典
武力干涉，11月挪威议会同意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瑞挪联盟从此形成。
1905年挪威举行全民公决，解除与瑞典联盟关系，邀请丹麦王子卡尔·达茨
基为挪威国王，并改称为哈康七世国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保持
中立；二战期间，挪威再次要求中立，但德国军队在1940年4月9日攻陷了
挪威，并且一直占领到1945年5月8日。1945年6月，流亡英国的哈康国王返
回挪威。1957年9月21日，哈康国王去世，奥拉夫五世继位。1991年1月17

日，奥拉夫五世去世，现任国王哈拉尔五世继位至今。 

今天的挪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大量
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以来，油气工业在挪威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产值约占
GDP的四分之一，这使得挪威的经济得以持续地繁荣发展下去。此外，挪
威渔业、森林、水力资源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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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包括挪威、冰岛、列支敦士
登和瑞士），1949年，挪威加入北约组织（NATO）,1960年，挪威成为欧
洲自由贸易区的一员（7个成员之一）。1972年和1994年，挪威针对是否加
入欧盟举行两次全民投票，结果都没有通过，虽未加入欧盟，但与欧盟达
成了“欧洲经济区”（EEA）协定。根据该协定，挪威执行欧盟指令，并每
年向欧盟提供经济援助，以此获得进入欧盟市场，实现同欧盟成员国间货
物、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奥斯陆市政厅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挪威位于欧洲大陆西北角，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面与北面濒临
北大西洋，东面与俄罗斯、芬兰和瑞典接壤，南面与丹麦隔海相望。国土
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其中，本土面积32.4万平方公里、斯瓦尔巴德群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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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扬马延岛377平方公里。挪威国土面积在欧洲排名第六（仅次
于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西班牙、瑞典）。 

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时间与英国格林威治标准时区相差1小时，比
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每年3月底至10月底实行夏时制，期间奥斯陆时间比
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 

1.2.2 自然资源 

【石油和天然气】挪威的油气资源丰富。据挪威石油管理局资料显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挪威已探明和潜在的油气总量约为158亿标准立方
米（石油当量），其中已开采78亿立方米，剩余产量约为80亿标准立方米（石
油当量），其中已探明储量约为42亿标准立方米，未探明储量约为38亿标
准立方米。目前，挪威是全球第十二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
。2020年共生产2.27亿标准立方米可销售石油当量，销售天然气1123亿标
准立方米。 

【海产品】挪威本土海岸线长约28953公里（包括峡湾和海湾），岛屿
海岸线约为71963公里。挪威共有渔业捕捞船6000多艘，主要捕捞品种有鳕
鱼、鲱鱼、鲭鱼、鲑鱼等；水产养殖场上千处，99%的养殖产品为三文鱼
、鳟鱼，年产量约130万吨。目前，水产养殖业已取代捕捞业成为挪威海产
品出口的支柱。2019年，挪威捕鱼业总捕捞量247万吨，同比减少7%，总
产值212亿克朗，同比增长1.5%；水产养殖总量145万吨，增长7.2%，总值
为717亿克朗，增长5.9%。其中，三文鱼养殖总量136万吨，同比增长6.4%

，总值为680亿克朗，同比增长5.4%。 

【林业】挪威森林覆盖率为33.2%。截至2019年底，森林总蓄积量为
9.78亿立方米，其中云杉占44%、松树占31%、阔叶林占25%。2020年商业
砍伐1024万立方米，产值约38.6亿克朗。 

【水电】挪威水电资源丰富，挪威大约有4000个河流水系，可开发的
水电资源约2139亿千瓦时，已开发约60%。因自然保护等原因，约有507亿
千瓦时水电资源禁止开发。2019年挪威发电量为134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8.3%，其中水力发电126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9.8%，水电占全部发电量的
93.4%。2019年挪威实现电力出口123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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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ranger 峡湾 

1.2.3 气候条件 

挪威受来自墨西哥湾的大西洋暖流影响，温度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要
高得多，多数港口冬季不结冰。挪威雨量充沛，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约1000

毫米。首都奥斯陆年平均气温5.7摄氏度左右，冬季气温-5至5摄氏度，夏季
15-25摄氏度。挪威西部地区属海洋性气候，夏季凉爽湿润、冬季温和多雪
；东部地区由于有中部山脉做屏障，属内陆性气候。挪威地处高纬度，光
照时间随季节变化大，夏季昼长夜短，冬季相反。北极圈以北地区仲夏不
见黑夜，冬季有段时间终日不见太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截至2021年3月，挪威人口总数为539.9万人，比2020年同期增加2.4万
人。劳动力人口284万，占总人口的53%。受高等教育人口155万，占全国
16岁以上人口的35.3%。挪威华人华侨数量约1万人左右，半数以上集中在
奥斯陆及周边地区。中国在挪威留学生约2000人。 

挪威主要人口城市为奥斯陆（69.3万）、卑尔根（28.4万）、特隆海
姆（20.5万）、斯塔万格（13.4万）。 

1.3.2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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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挪威将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1市10郡。分别为首都奥斯
陆市（Oslo）和阿格德尔郡（Agder）、内陆郡（Innlandet）、默勒-鲁姆斯
达尔郡（More og Romsdal）、诺尔兰郡（Nordland）、罗家兰郡（Rogaland

）、西福尔和泰勒马克郡（Westfold and Telemark）、特罗姆瑟和芬马克
郡（Troms and Finnmark）、特伦德拉格郡（Trondelag）、西部郡（Westlandet

）、维肯郡（Viken）。 

奥斯陆跳雪台 

挪威首都奥斯陆是挪威第一大城市，位于挪威本土东南部的奥斯陆海
湾内，面积454平方公里，人口约69.3万，是挪威政府和王室所在地，也是
全国政治、经济、商业、金融、工业、交通和科学文化中心。奥斯陆是挪
威的航运和工业中心，与德国、丹麦有汽车轮渡相通，与英国、美国有定
期客轮往来。奥斯陆市东、西两处有铁路枢纽，与东、北、西郊通电气火
车。奥斯陆机场是全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之一，有航线通往欧洲和世界主
要城市。 

第二大城市卑尔根位于挪威西南海岸，濒临大西洋。坐落在高山与峡
湾之间的卑尔根，周围散落着７座高山，故有“七山之城”之称。面积445平
方公里，人口25.7万。卑尔根港是挪威最大的港口，也是欧洲最大港口之
一。位于卑尔根的海洋研究所是欧洲第二大研究所，其海洋养殖、海事研
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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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城市特隆海姆位于挪威中部，面积322平方公里，人口18.6万，
是挪威著名的教育、科技和医疗研究中心。挪威理工大学和挪威科学与工
业研究所均设在此市。 

第四大城市斯塔万格位于挪威西南部，面积68平方公里，人口13.2万
，是挪威著名的石油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总部设在此市。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政体】挪威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哈拉尔五世1991年1月21日继位至
今，国王主要具有象征性的权力。 

【宪法】现行宪法于1814年5月17日通过，后经多次修订。宪法规定挪
威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为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统帅，并提名首相人选，
但无权解散议会。 

议会 

【议会】国家立法机构，采用比例代表直选制。由169名议员组成，任
期4年。本届议会于2017年9月11日选举产生，工党49席，保守党45席，进
步党27席，中间党19席，社会主义左翼党11席，基督教民主党8席，自由党
8席，社会主义左翼党7席，绿党1席，红党1席。议长乌勒米克·托马森（保
守党）。以保守党为首的中右联盟获得169个席位中的89席，维持在挪威议
会中的多数席位。2021年9月将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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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挪威还有萨米议会，该机构是少数民族萨米族人的独立民选机
构，负责管理所有与萨米人有关的事务，同时也是政府的顾问机构，但无
立法权。该机构成立于1989年，共有39名代表，任期4年，换届选举与全国
议会选举同时进行。 

【政府】本届政府于2017年10月组成，2020年1月改组，由保守党、自
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阁。目前，内阁成员共20人，其中保守党12人，自
由党4人，基督教民主党4人。首相埃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女），任
期为2017年10月至2021年10月。 

【司法机构】法院独立行使职能，分三级：最高法院、上诉法院6个和
地区法院68个。此外，还设有专门受理劳资纠纷、社会保障、土地认证等
案件的法院。最高法院目前设1名院长和19名法官。最高法院院长乌
耶（Toril Marie Øie，女）于2016年3月上任。 

挪威检察机关共分三级：最高检察院、公共检察官和警方检察官。与
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挪威的基层检察机关隶属于警方。最高检察院检
察长布什（Tor-Aksel Busch）于1997年9月上任至今。 

1.4.2 主要党派 

挪威全国有20多个注册政党，主要党派如下： 

【工党】1887年成立。挪威第一大党，二战后的主要执政党。对内主
张实行福利社会制度，实现充分就业、可持续发展、公正分配和加强社会
福利。对外主张增加对国际事务的投入，以各种方式协助其他国家消除贫
困和不公正，致力于危机及战争的和平解决。现任主席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 

【保守党】1884年成立。议会第二大党。代表工商业界利益，强调自
由市场竞争，坚定拥护加入欧盟。现任主席索尔贝格（Erna Solberg，女）
。 

【社会主义左翼党】原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成立于1961年，由当时
反对挪威加入北约的工党成员组成，1975年改为现名。奉行激进的社会民
主主义路线，反对加入欧盟，注重环保。现任主席吕斯巴肯（Audun 

Lysbakken）。 

【中间党】1920年成立。代表农场主和家庭农户利益，主张资本、权
力分散，保护农业地区和农业利益，维持政府对农业的大量补助。对外坚
决反对加入欧盟。现任主席维杜姆（Trygve Slagsvold Vedum）。 

【进步党】1973年成立。议会第三大党。赞成加入欧盟，主张减税。
在外来移民、避难者及社会融合等事务上态度较激进。现任主席延森（Siv 

Jensen，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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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民主党】1933年成立。维护基督教传统道德观念，反对加入
欧盟，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援。现任主席哈尔莱德（Kunt Arild Hareide

）。 

【自由党】1884年成立，是挪威历史上最早的政党。代表中小资产阶
级利益，经济上反对极端垄断和社会化。现任主席格兰德（Trine Skei Grande

，女）。  

【绿色环境党】1988年成立。关注可持续发展、环保和民主议题，重
视发展绿色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社会。无常设主席。 

其他政党还有挪威共产党、红色选举联盟等。 

挪威国庆游行 

1.4.3 政府机构 

挪威是议会制国家，由占议会多数席位政党或联合组成政府。本届政
府2017年10月成立，2020年初进行了改组。贸工渔业部是挪威政府主要经
济部门，负责制定国家贸易政策、工业发展计划等。政府部门负责人见下
表。 

表 1-1：内阁成员 

姓名 职务 所属党派 

埃娜·索尔贝格（女） 首相 保守党 

司文努·卢特瓦滕 气候与环境大臣 自由党 

尼古拉·埃温松·阿斯特鲁普 地方政府与现代化事务大臣 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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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 

注：有关部委职能可以在 www.regjeringen.no 上查询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挪威人口539.9万，大多属北欧人种。萨米族约3万人，主要分布在北
部。外来移民及移民后代约占10%，其中来自波兰、瑞典、立陶宛等国的
移民最多，亚洲国家中来自伊拉克、越南、泰国等国的移民较多。 

在挪威的华人华侨主要以经营餐饮行业和在石化及IT行业做公司职
员为主。由于近年来北欧旅游和留学升温，从事旅游和咨询行业的人数也
显著增加。 

琳达·凯瑟琳·霍夫斯塔德·海

勒兰（女） 
区域发展和数字化大臣 保守党 

伊娜·埃里克森·瑟雷德（女） 

达格-英厄·乌尔施泰因 

外交大臣 

国际发展事务大臣 

保守党 

基督教民主

党 

莫妮卡·梅兰（女） 司法与公共安全大臣 保守党 

杨·托雷·桑纳 财政大臣 保守党 

伊瑟琳·尼伯（女） 

奥德·埃米尔·英厄布里格森 

贸易与工业大臣 

渔业大臣 

自由党 

保守党 

弗兰克·巴克·延森 国防大臣 保守党 

本特·赫耶 卫生大臣 保守党 

古里·梅尔比（女） 

亨里克·阿什海姆 

教育与融合事务大臣 

研究与高等教育大臣 

自由党 

保守党 

托尔比约恩·勒埃·伊萨克森 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 保守党 

克努特·阿里尔·哈莱德 交通大臣 
基督教民主

党 

蒂娜·布鲁（女） 石油与能源大臣 保守党 

谢尔·英戈尔夫·罗普斯塔德 儿童与家庭事务大臣 
基督教民主

党 

奥莱于格·韦尔维克·博勒斯

塔（女） 
农业与食品大臣 

基督教民主

党 

阿比德·卡尤姆·拉贾 文化与平等事务大臣 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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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挪威语，属于和丹麦、瑞典语关系密切的北日耳曼语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讲挪威、丹麦和瑞典语的人可以互相沟通。挪威语有两
种官方书面语言形式，一种是“书面挪威语”（Bokmål），一种是“新挪威语
”（Nynorsk）。“书面挪威语”是根据丹麦-挪威语言，在丹麦书面文字的基
础上配合挪威东部方言的发音发展而来的。“新挪威文”则由语言学家伊瓦
尔·奥森在19世纪50年代根据挪威西部各种方言编纂而成。“书面挪威语”在
奥斯陆和大城市中使用得较为广泛一些，使用人口占到80%以上，使用“新
挪威语”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0%至15%，主要在西部沿海地区。此外以萨
米语为母语的挪威人口约为2万。 

英语是挪威最重要的对外交流语言，其次是德语。 

1.5.3 宗教和习俗 

挪威多数人信奉宗教。基督教新教路德宗是挪威最大教派，基督教徒
占总人口的68%。近年来，伴随接收难民以及移民人口增加，挪威的宗教
信仰日趋多元化，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在快速上升。 

挪威人遵纪守法，诚信守时，尊妇爱幼，含蓄谦逊，卫生和环保意识
很强。送礼较轻，应避免赠送昂贵的礼物，以防被视为行贿；饮食简单清
淡，喜餐后甜食。挪威法律禁止在室内吸烟，旅店、餐馆、商场、剧院等
场所均不得吸烟，旅店客房及一些公共场所设有烟雾报警器。在公共场所
注重公德和礼貌，依次排队，不高声喧哗。饭馆、酒吧不允许自带酒水。
商店周一至周六营业，周日和节假日关门。 

挪威人酷爱户外运动，如远足、骑车、跑步、爬山、赛艇，尤其以擅
长滑雪著称。滑雪（Ski）这个词就是来自挪威语。在国际体坛上，挪威人
的冰雪运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挪威人具有人人平等的观念，公司内部的层级制度比较宽松，男女之
间不应有任何歧视，称呼别人喜欢直接使用对方的名（不带姓氏），工作
时着装比较随意，参加晚会时则比较正式。挪威人不会随意与陌生人搭讪
或攀谈。在挪威，一般认为1.2米左右是谈话双方最佳距离，超过或不足这
个距离都被看作是不礼貌的举动，会使谈话气氛冲淡或出现不愉快的拘谨
。挪威人时间观念很强，如无法履约，应该电话通知取消或改期。挪威人
不愿他人过问自己的工作、工资、社会地位等情况，认为这些事都属于个
人私事，不需要他人过问和干预。恰当的话题有业余爱好、政治、体育运
动和旅行。挪威人忌讳“13”和“星期五”，认为这些是“厄运”与“灾难”的数
字和日期。挪威人忌讳相互间交叉式握手或交叉式谈话。认为交叉式握手
或交叉式谈话都是不礼貌的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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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每年太阳光照时间很短，7、8月为挪威人享受阳光的黄金季节，
大多数挪威人选择在此时段休假。此外，圣诞节前两周及后三周，复活节
前一周也是挪威人休假旅行的时段。因此，一般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在这些
时段办事、谈生意。 

河乌是挪威的国鸟，挪威政府严禁捕捉。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挪威研究理事会是为挪威科研活动提供战略决策和资金支持
的官方机构，为挪威政府、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和科研团体制定科研政策提
供意见和建议，下设6个部门，分别负责工业与能源、生物生产与改良、环
境与发展、文化与社会、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斯堪的纳维亚
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挪威科技工业研究院（SINTEF）、位居世界前100名
的奥斯陆大学、挪威排名第二的挪威科技大学均具有很强的科研实力。挪
威还有12个专业科学园区。 

【教育】挪威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大多数为公立，公立大学免
收学费。中央政府负责高等教育，地方政府负责中等和初等教育。挪威有
高等院校76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分别约为27%和32%。奥斯陆
大学是挪威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成立于1813年，在校人数4万。此外卑尔根
大学、挪威科技大学、特罗姆瑟大学、挪威生命科技大学、挪威商学院（BI

）等也是挪威著名高等学府。 

【医疗】挪威卫生状况良好，流行传染疾病极少爆发。医疗设施和医
疗保险制度完善，社保覆盖面广，涵盖未成年人、学生、领取失业救济人
群等，只要在当地拥有工作许可即纳入当地福利系统，享受免费医疗。否
则医药费、服务费价格昂贵。 

2020年挪威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3866.9亿克朗，占GDP的11.3%，人均
医疗健康支出71883克朗。2018年挪威男性寿命81.0岁，女性84.49岁。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挪威全国总工会（LO）】1899年4月1日成立，目前约有90万会员，
是挪威最大的劳工组织，对执政的工党影响较大。挪威全国总工会代表劳
工协调解决工资制定、劳动关系、集体协议、集体谈判和争议调解等问题
。 

【挪威雇主协会（NHO）】挪威最重要的产业雇主组织，代表制造业
、服务业和手工业的各类公司，会员超过16000名。主要是推动挪威企业的
出口和国际化。主要业务活动包括：一是推动政府制定有益于保持工商业
繁荣的法规和产业政策，并确保工商业的经营环境与此目标保持一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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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成员参加包括工资谈判在内的对外磋商活动；三是就各方面事务向
成员提供建议，包括促进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营利润，扩大企业的国际化
经营等。 

在劳资关系方面，三方集体谈判机制是挪威的特色制度，即工会与资
方定期就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社会福利等进行集体谈判，国家作为中立
方间接发挥咨询、协调和规制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总工会（LO）与雇主
协会（NHO）每年的谈判。 

【挪威中国商会（NCCC）】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为挪中经贸发展
和文化交流提供商务及社交平台，加强挪中同行业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
和往来，为两国间的经贸和商务团体创造合作机遇，拓展市场。商会的目
标是成为挪中两国商贸团体间首选的优良有效的沟通媒介。网址：
www.nccc.no 

【罢工】2020年挪威未发生全国范围内大罢工，中资企业未发生罢工
。近几年未发生当地非政府组织干扰中资企业投资经营情况。 

1.5.6 主要媒体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挪威人更多使用网络浏览信息。 

【通讯社】挪威通讯社（NTB）1867年成立，属非官方组织。挪威国
家广播公司（NRK）1933年建立，是挪威最大的传媒集团，分广播、电视
两部分，隶属文化部。其网址为www.nrk.no 

世界各大通讯社在挪威均设有机构，2009年12月，新华社奥斯陆分社
成立。 

【报刊媒体】挪威全国出版各种报纸大约220多种，日平均发行量约
200万份。发行范围广、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报纸有：《晚邮报》（Aftenposten

）、《世界新闻》（Verdens Gang）、《日报》（Dagbladet）、《经济日
报》（Dagens Næringsliv）、《卑尔根时报》等。 

【电视媒体】挪威电视部门大体由以下几个体系组成，即模拟电视体
系（NRK1、NRK2等）、数字电视体系、光纤和卫星电视体系、全国社区
电视频道体系等。较大的电视台有挪威国家电视台等。 

1.5.7 社会治安 

挪威社会福利制度完善，民众普遍遵纪守法，治安状况总体较好，但
抢劫、凶杀等恶性案件也偶有发生。2020年挪威警方共接到30.1万起报案
，每千人56起。奥斯陆地区的犯罪率远高于其他城市。近年来，随着移民
及难民涌入数量上升，社会治安情况有所恶化，外国游客财物失窃案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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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尤其是每年夏季6月至9月旅游旺季期间。此外，涉及毒品犯罪的报
案率和青少年报案率有上升趋势。 

挪威当地居民在拥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可以合法持有枪支。 

2020年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也未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恐怖袭
击和绑架案件。 

1.5.8 节假日 

挪威实行5天工作制，周六和周日休息，商店周日一般不营业。但近年
来关于允许商店周日营业的呼声一直很强烈，部分地区的商店周日已开始
营业。 

主要公众假期如下：新年（1月1日）、立圣餐日、耶稣受难日、复活
节假期、劳动节（5月1日）、耶稣升天日、圣灵降临日、国庆日（5月17日
）、圣诞节假期等。 

 



15   挪  威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GDP】挪威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挪威国内生产
总值（GDP）总值为34134亿挪威克朗，比2019年下降0.8%，人均GDP63.45

万克朗。其中大陆经济（即非油气经济）GDP为30430亿挪威克朗，比2019

年下降2.5%。 

表 2-1：2016-2020 年挪威 GDP 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经济结构】2020年，挪威消费、投资、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

、18%、37%，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约为：2%、40%、58%。 

【通货膨胀】2020年挪威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7%。 

【居民消费总额】2020年，挪威居民消费总额为1.496万亿克朗，约合
1700亿美元。其中商品消费7195亿克朗，服务消费6846亿克朗，海外消费
302亿克朗。 

【财政收支】2020年挪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1.848万亿克朗；支出1.951

万亿克朗，财政赤字1028亿克朗。 

挪威全球养老基金（即石油基金）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2020年底，该基金市值为10.91万亿克朗。 

【失业率】2020年挪威登记失业率为5.0%，是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
的国家之一。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挪威政府（含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为15665亿克朗。其中短期债务991亿克朗，长期债务5577亿克朗。政府
债务占GDP比重约为43.0%。 

【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挪威官方外汇储备为6421亿克朗
。 

【主权信用等级】截至2021年4月30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挪威评级
定为“ AAA/A-1+”，前景展望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年 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DP（亿克朗，现价） 31118 32990 35356 35493 34134 

实际增长率（%） 1.1 1.9 1.4 1.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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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经济门类并不齐全，但独具特色，某些优势产业如海上油气、航
运、海洋工程、渔业及水产养殖、通信等居世界前列。目前，挪威是全球
第十二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2020年挪威油气产业产值约
占挪威GDP的10.1%、出口额占挪威总出口的32.9%、投资约占总投资的
19.8%，为国家财政贡献约10.2%的收入。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挪威是全球发展数字化社会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自2000年起，挪威政府开始实施“电子挪威”计划（eNorway）并在同年整
合所有公共部门的信息，启动公共信息门户网站（www.norge.no），作为
挪威一切公共资源的接入口；2003年，启动工商业自助服务门户网站——

Altinn（www.altinn.no），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联系；2006年，启动挪
威公众自助服务门户网站——MyPage （www.minside.no），为全体公民构
建包含现实生活中所有公共服务的“虚拟社会”，服务内容涵盖税收、就业
、社会福利、个人证件、汽车登记、警务服务、许可申请、图书馆、高等
教育、住址变更、健康医疗等领域的200多个项目；2007年，启动公共文化
资源门户网站（www.kulturnett.no），为公众提供获得数字化文化遗产和档
案的渠道。挪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信息化领跑者。 

【绿色经济相关产业】挪威长期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包括石化能源
替代和绿色循环经济等。挪威水电占总发电量的93.4%，风电占4.1%，基
本实现电力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挪威大力倡导新能源汽车，包括鼓
励公交系统和私人乘用车电动化。挪政府要求2022年实现公交车的电力替
代，2025年停止销售燃油车。此外，挪政府还支持绿色海洋经济，包括船
舶运输电力化，海上养殖循环利用等。 

【能源】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主要经营海上油气的开发与运
营，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员工2.1万余人。2020年，国家石
油公司位列《财富》500强企业第169位。公司网址为www.equinor.com 

挪威天然气运输管理公司（Gassco As）是挪威天然气输送管道及相关
设备的主要运营商（主要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创立于2001年。公司总部
位于斯塔万格附近的卡姆市（Karmøy）。挪威天然气运输系统的所有权属
于Gassled（一家合资企业，由挪威大陆架的天然气生产企业和外国基金共
同合资，外国投资基金在Gassled中持有43.9%的股份）。Gassco代表Gassled

管理和运营天然气管线、加工厂、接受/供应站等基础设施并参与新设施的
规划，风险和成本由Gassled承担。挪威天然气占欧盟市场的20%。公司网
址：www.gassco.no 

挪威国家电网公司（Statnett SF）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由挪威石油能
源部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目前拥有并运营挪威95%的国内电网及挪威向
其他国家输送的电网，此外还拥有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 Pool Spo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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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的股份。由于国家电网公司是一所垄断企业，挪威水资源与能源管
理委员会（NVE）为其年收入设定了最高限额。公司总部位于奥斯陆，拥
有员工约1100人。公司网址：www.statnett.no 

挪威国家电力公司（Statkraft SF）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由挪威贸易
、工业和渔业部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供
应商，主要从事水力、风能、天然气发电及供热站。公司是北欧地区第三
大电力供应商，也是欧洲电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德国、英国、土耳其
等地供应能源；除此之外国家电力公司还通过SN Power公司（持有其60%

的股份）参与欧洲地区以外的水力项目。公司在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
有3500名雇员。公司网址：www.statkraft.no 

【海事】挪威是海事大国，作为船舶生产国的历史超过150年，尤其是
在特种船舶（如运输石油、天然气、化工品、汽车、滚装船）和深海船舶
的生产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根据挪威贸工部相关部门（Invest Norway）
数据，挪威海事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10万人，工业增加值约占GDP的12

％。此外，挪威在近海特殊船用设备和渔船生产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拥
有300多家船用设备生产商，生产的设备占世界市场份额的9%，60%用于
出口，产品包括先进的船舶推进器、船舶动力主机、电子货物装运设备、
航海电子导航仪器、电子地图和先进的船舶稳定系统等。据有关专业机构
统计，按吨位排名，挪威船东所属船舶位列全球第七；在海洋工程领域，
挪威船东所属船队位列世界第一。按船价值计，挪威船东所属船队列世界
第六。 

康士伯集团公司（Kongsberg Gruppen ASA）是国际知名的跨国工业集
团公司，其业务领域主要涵盖四个方面：军用防务系统（KDS），生产军
用遥控系统和通信系统、导弹防御和监测系统等；军用安全系统（KPS）
，主要生产“保护者”遥控作战组件系列产品；油气技术（KOGT），研制生
产油气开采、分析、输送和监控设备，是水下油气开采产品研发生产领域
的领先者之一；海事装备（KM），研制商用船舶和海上开采平台的定位、
导航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相关设备。集团总部位于挪威康士伯市，在
全球25个国家拥有约7500名员工，近80%的营业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公司
网址：www.kongsberg.com。 

劳斯莱斯商用船用设备公司（Rolls-Royce Commercial Marine），设计
并生产船舶动力装置及推进系统等设备。 

挪威TTS公司（全称：TTS Group ASA）成立于1966年，是一家世界知
名的船用设备设计制造企业，业务涵盖海洋工程设备、船用设备、港口物
流设备等领域。详见：www.ttsgroup.com。 

http://www.kongsberg.com/
http://www.tt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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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斯考根海运集团公司（I.M.Skaugen）是世界上大型特种物品海运
公司之一，主要从事石油化工液化气、原油的海洋运输业务。详见：
www.skaugen.com 

礼诺航运有限公司（Hoegh LNG）主要从事滚装船运输及液化天然气
运输业务。 

阿克工程公司（Aker Solutions）是世界知名的海上石油平台工程提供
商。详见：www.akersolutions.com。 

【农林牧渔业】挪威近三分之一国土在北极圈以内，农用耕地面积约
1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面积（不含斯瓦尔巴岛及扬马延岛）3.2%。林
地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约27.3%。农业以畜牧业为主，肉
、蛋、奶制品基本自给，粮食、蔬菜、水果主要依靠进口。渔业是重要的
传统经济部门。 

挪威渔业分为养殖和捕捞两大类。养殖类以三文鱼和鳟鱼为主；捕捞
的鱼类、贝类和海洋动植物约200余种，主要有：大西洋鳕鱼、黑线鳕、绿
青鳕、鲱鱼、鲭鱼、毛鳞鱼、比目鱼、北极虾、龙虾、帝王蟹等。  

挪威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公司为Marine Harvest股份公司，该公司是世界
上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商；其次为Cermaq股份公司，主要从事鱼饲料生产和
三文鱼养殖业务；第三大三文鱼养殖公司是萨尔玛（Salmar）集团。此外
，还有Leroy Seafood集团公司，该公司从事海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挪威最
大的远洋捕捞公司为Austevoll Seafood股份公司，该公司除从事全球远洋
渔业捕捞外，还从事鱼粉、鱼油、鱼罐头、三文鱼养殖和加工等业务。其
次为Aker Seafood股份公司。 

【化工】挪威化学工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丰富的水电、油气资源及市场
需求，以生产化学原料为主，生产规模大、盈利性强。 

亚苒公司（Yara International）是一家以生产和销售化肥为主的化学品
公司，总部位于奥斯陆，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产品销往150多个
国家，现有员工9800余人。公司网址：www.yara.com。 

佐敦公司（Jotun）是世界知名的油漆生产企业，生产各类涂料、涂层
，擅长生产船用涂料。公司网址：www.jotun.com。 

【信息通讯（ICT）】挪威信息技术产业比较发达，在卫星通讯、全球
定位、移动电话、传输、电视会议、多媒体设施、信用卡终端等领域有很
强的竞争力。 

挪威国家电信公司（Telenor）是挪威最大、全球第22大移动通信运营
商。2020年营业额达1228亿克朗，用户已突破1.8亿，在9个国家开展业务
，18000名员工。主要业务范围为手机运营、固定线路、广播服务。奥波拉

http://www.akersolutions.com/
http://www.jot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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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公司（Opera Software）生产手机浏览器，界面友好，占用内存小，方
便使用。公司网址：www.telenor.com。 

【冶金】挪威共有冶金公司140多家。依靠丰富的水电，挪威大力发展
高耗电的铝和硅的生产。挪威是世界第二大铝和铝合金产品出口国（仅次
于中国），铝产量的80%至90%供出口。NASA的航天飞机、欧洲航天局运
载火箭都依赖于挪威的金属和冶金技术。挪威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硅铁和金
属硅生产国之一，全球个人计算机和电子元件使用的金属硅一半以上由挪
威供应。 

海德鲁（Hydro）公司是全球第三大铝及铝制品供应商。公司总部设在
奥斯陆。在4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代表处，雇员超过3.4万人。2020年营
业收入1388亿克朗。公司网址：www.hydro.com。 

埃肯（Elkem）公司是世界一流的金属和材料供应商、世界最大的硅金
属供应商，主要生产铁合金、金属硅、铝和微硅粉，市场份额占全球的15%

，电脑所使用的硅金属一半都来自该公司；2010年被中国蓝星公司收购。
2020年营业收入247亿克朗。详情请见：www.elkem.com。 

【服务业】服务业是挪威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服务贸易在挪威对外
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运输业（主要是海运业）是主要出口部门，其次是
油气服务、海事服务、金融、法律、审计、营销、公关以及管理咨询等。
挪威在海上石油开发服务和环保服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挪威银行（DNB）是挪威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在挪威拥有最密集的
金融服务网络，在船舶融资方面具有很强实力，是全球最大的三家船舶金
融机构之一。 

挪威船级社（DNV GL）是世界著名的认证评级机构，世界最大船级
社之一，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和各类评估认证服务，涉及船级认证、技术
服务等方面。目前DNV在全球130个国家设立了330多个分支机构，员工超
过7000人。2012年底，DNV与德国劳氏船级社合并成立了DNV GL，成为
世界第一大船级社，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和各类评估认证服务，涉及船级
认证、技术服务、能源咨询等多个服务领域。DNV GL在全球130个国家设
立了300多个分支机构，员工约1.7万人，总部设在奥斯陆。 

【环保】挪威作为工业发达国家，一直在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与
开发方面不懈努力，制定了很多环保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挪威在清洁能
源、节能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公司在环保方面有很
强的实力和很好的技术，如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控制、二氧化
碳捕捉和储存技术、江河水质保护、海水养殖环境控制、废旧物资回收处
理等。 

http://www.telenor.com/
http://www.hydro.com/
http://www.elk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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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秀美的峡湾、绮丽的风光每年吸引着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挪威
参观。挪威旅游业收入约占GDP总额的5.0%，从事旅游业服务的员工占挪
非油气就业总数的7.1%，平均每年接待各国游客750多万人次。 

海达路德（HURTIGRUTEN）公司成立于1893年，是挪威知名游轮公
司，全年经营从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至北部边境城市Kirkenes的海岸旅
游线路，途经挪威沿海30多个城镇，包括位于欧洲大陆最北端的
Honningsvåg，单程航线约7天。该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公司网址为： 

www.hurtigruten.com 

挪威峡湾游网站：www.norwaynutshell.com/en 

挪威旅游网站：www.visitnorway.com 

2.3 基础设施 

挪威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体系状况总体良好，但部分公路、桥梁等基
础设施设备较陈旧。目前挪威乃至北欧地区尚不通高铁。 

2.3.1 公路 

挪威公路总里程合计约9.4万公里，公路网比较密集，其中国家级公路
1.06万公里，郡级公路4.44万公里，市级公路3.9万公里。挪威公路体系较
完善，以隧道为最大特色。公路隧道多达915条，居世界之首，总里程达800

余公里，公交系统四通八达，长途巴士非常舒适。欧洲6号公路、39号公路
、134号公路贯穿全境，与瑞典、芬兰等邻国相通。由于多山和丘陵，所以
大多数路段的高速公路都是双向两车道，并严格限速。 

2.3.2 铁路 

挪威铁路网总长4157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2552公里。2020年客运量
4260万人次，货运量3389万吨。铁路线贯穿全境，沿线共有775座隧道和
3000余座铁路桥。多条线路途经景致多变的乡村，可以欣赏城郊、群山、
湖泊和峡湾全景。最著名的是连接奥斯陆和卑尔根的铁路。通过铁路可以
抵达国内的卑尔根、特隆海姆等城市，也可以抵达瑞典、丹麦以及德国等
欧洲大陆国家。挪威政府同芬兰政府计划修建的连接挪北部港口城市希尔
克内斯和芬兰罗瓦涅米的北极铁路项目仍在酝酿之中。挪威尚未建设高铁
。 

2.3.3 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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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地形狭长多山，航空是连接各地的重要交通手段。挪威民用机场
遍布境内各地，合计55个，主要机场在奥斯陆、卑尔根、特隆海姆与斯塔
万格，这些机场每年接待旅客近3000万人次。据统计，欧洲最繁忙的10条
航线中有三条在挪威，分别是奥斯陆－卑尔根，奥斯陆－特隆海姆，奥斯
陆－斯塔旺格。首都奥斯陆拥有加勒穆恩国际机场（Gardenmoen）及桑德
福约德（SANDEFJORD）机场，可抵达欧洲一些主要城市。目前，主要有
两家航空公司运营挪威境内航线，一是北欧航空公司（SAS），由丹麦、
挪威和瑞典政府共同拥有；二是挪威航空公司（Norwegian），是一家在奥
斯陆证交所上市的私营公司。 

2021年1季度挪威航空客运量为274万人次，受疫情影响较2020年同期
减少73.5%。货运量为54916吨，其中奥斯陆加勒穆恩国际机场货运量为
43976吨。 

2.3.4 水运 

挪威海运业发达，拥有奥斯陆、卑尔根、特隆海姆等多个港口。其中
卑尔根是挪威最主要的货物吞吐港。2019年，挪威港口吞吐量为2.11亿吨
。2020年第4季度，挪威港口吞吐量为4765万吨，其中卑尔根港1573万吨。
沿海各地之间，则有客船负责运送旅客，同时承担一半以上的货物运输。
小型的峡湾渡轮以30至40海里的速度忙于地方运输，另有相当数量的汽车
轮渡往来穿梭于大小峡湾之内。由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船舶一年四季
都可以畅通无阻。 

截至2020年底，挪威商船队共计1571艘各型船舶，同比增长3.8%，总
吨位1926万吨。 

2.3.5 电力 

挪威水力资源丰富，多高山峡谷，雨量充沛，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水力
发电工业非常发达。2019年挪威年发电量为13.48万吉瓦时，同比减少8.3%

。其中，风力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4.1%，增长42.5%，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能源的发电量占2.5%，水力发电量占93.4%。挪威发电量不仅能满足国内
工农业生产和民用的需要，还出口瑞典、荷兰和德国等。丰富廉价的水电
帮助挪威发展起高度发达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业。 

北欧地区电网非常发达，除冰岛外，其他四国均实现了电网互联，北
欧电网常指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四国。四国内部有资源互补的优势和
需要，国家间的电力构成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北欧四国的水电主要集中在
其地理版图的北部，这些地区人口较少，负荷较低；火电则主要集中在南
部地区，这些地区相对人口稠密，负荷较大。在丰水季节，北欧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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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成本较低的富裕水电凭借价格优势流入南部地区，市场实时电价较低
；在枯水季节则相反，南部的火电流入北部地区，市场实时价格则较高。
北欧四国除内部进行资源优化外，与俄罗斯、德国、波兰也有电能交易，
国际间电力交易非常频繁，北欧地区在用电高峰时期，需要从邻国俄罗斯
、德国、波兰进口电能，国际联络线为这种电力交易提供了保障。 

2.3.6 数字基础设施 

挪威是世界上通讯最发达和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
91%的人口拥有移动电话，人均移动电话比例在北欧诸国中最高；95%以
上的家庭拥有电脑，90%的家庭接入互联网，宽带用户占挪威总人口一半
左右；挪威企业互联网普及率达95%以上，其中，固定宽带使用率达89%，
为北欧各国中最高；企业网站建置率达78%，其中，66%企业开展电子商
务。 

挪威高度重视数字社会发展，康士伯数字公司是全球知名的数字服务
供应商。挪威第四大城市斯塔万格每年举办智能城市大会，展示全球最新
理念和产品。挪威已普及4G网络，并与华为公司、爱立信公司签署了5G网
络商业合同。 

2.4 物价水平 

挪威是世界上物价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首都奥斯陆连续多年被评为
全球物价最贵的城市。 

表 2-2：挪威首都奥斯陆食品价格（2021 年 5 月） 

资料来源：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当地市场采集数据 

2.5 发展规划 

品名 价格 品名 价格 

泰国香米 20克朗/公斤 黄瓜 19克朗/根 

面粉 20克朗/公斤 苹果 27克朗/公斤 

豆角 230克朗/公斤 西红柿 32克朗/公斤 

土豆 13克朗/公斤 白菜 17克朗/棵 

蘑菇 100克朗/公斤 青椒 68克朗/公斤 

猪肉 120克朗/公斤 羊肉 150克朗/公斤 

鸡蛋 60克朗/24个 牛肉 250克朗/公斤 

豆油 200克朗/5公斤 鸡腿 45克朗/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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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根据挪政府的施政纲领，挪威今后将继续推
行改革税制、推行减税，改进公共服务、完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和创新投入、提高生产率和就业水平，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鼓
励私人资本、国际资本投入等措施。现阶段，挪威政府一方面推行积极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加全球养老基金对国家财政预算转移金额，下
调基准利率，促进就业；另一方面推动创新和产业转型，重点推进海洋工
程和生命健康绿色工程，逐步降低经济对油气产业的依赖。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21年3月19日，挪威政府发布《2022-2033年
挪威国家交通规划》，未来12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约1.2万亿克朗（约
合7200亿人民币），其中5100亿克朗投资于公路，4000亿克朗投资于拥有
数字信号系统的现代化铁路，330亿克朗投资于沿海运输，拟建立更环保的
城市交通解决方案，在2030年内将温室排放水平减半。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挪威在全国范围内升级移动网络，实
现4G网络普及。挪威率先使用窄带物联网这一全新通信技术，并在特隆赫
姆市开展智能停车试点，迈出实现物联网全面商用的第一步。 

2018年8月，挪威政府启动了首份发展政策数字化战略，旨在减少数字
产业发展的碎片化。战略指出，挪威是世界上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应向世界提供数字解决方案，特别是帮助贫穷国家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
，通过数字技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2015年2月6日，挪威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
标：到2020年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30%、到2030年减排40%，在2030

年成为碳中性国家，在2050年实现《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碳零排放。挪
威一直在积极推动减排，2019年已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近20%。2021

年1月8日，挪威政府出台了新的气候行动计划，将2030年减排目标提高到
45%。下一步，挪威的减排重点主要落在交通、油气、捕鱼、种植等方面
。在交通领域，挪威政府正大力推动电动车的发展，不仅免除电动车的大
部分税费，并且提供免费停车和充电点等服务。按照挪威政府的计划，到
2025年，所有新车都必须达到零排放标准。挪威政府还推出生物燃料取代
传统船舶柴油的计划，碳排放税则将从目前的590克朗/吨提高至2030年的
2000克朗/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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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挪威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成员，也是世界贸易组
织（WTO）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成员。挪威的对外贸易是建立在WTO框架
协议、欧洲经济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协议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体制。 

尽管挪威不是欧盟成员，但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挪
威通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盟签订的欧洲经济区（EEA）协议，最大限
度地发展了与欧盟的经济贸易关系，并成为欧洲统一大市场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挪威不仅在贸易政策，也在其他社会政治事务领域，如环保、工作
环境和消费者权益等方面，与欧盟有关法规统一。目前，在欧洲经济区协
议涉及的领域中，挪威绝大多数法规与欧盟一致。 

此外，挪威通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了25份自由贸易协定，覆盖35

个国家和地区：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中美洲国
家(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智利、哥伦比亚、埃及、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香港、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其顿、墨西哥、黑山、摩洛哥、巴勒
斯坦、秘鲁、塞尔维亚、新加坡、南部非洲关税同盟、韩国、突尼斯、土
耳其和乌克兰。协议涉及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保护、争端解决等。 

3.2 对外贸易 

【贸易规模】根据挪威统计局数据，2020年，挪威货物贸易总额153359

亿克朗，同比下降8.17。其中出口7732亿克朗，同比下降15.47%；进口7627

亿克朗，同比下降0.64%；货物贸易顺差104亿克朗，同比降低93.36%。 

2020年挪威进口前十大产品分别是：载人汽车、电讯设备、石油制品
、镍矿、船舶、家具、药物、自动数据处理机器、货物运输汽车和专用汽
车、铁或钢制管件。 

表 3-1：2020 年挪威货物贸易进口前十大产品 

（单位：亿美元） 

 
SITC

编码 
产品描述 

2019年

进口额 

2020年

进口额 

2020年同

比（%） 

2020年 

市场份

额（%） 

  全部进口产品 860.89  811.40  -5.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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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81 

主要设计用于载人的

汽车和其他汽车（不

包括用于运输十人或

更多人（包括驾驶员

）的汽车），包括旅

行车和赛车 

58.74  56.67  -3.52 6.98 

2 764 

属于第 76分部的电

信设备及其零件和配

件 

27.02  26.22  -2.96 3.23 

3 334 

石油和从沥青矿

物（原油除外）获得

的油；净含量为 70

％或以上的石油或从

沥青矿物中获得的油

的制剂，这些油是制

剂的基本成分 

27.64  19.60  -29.09 2.42 

4 284 

镍矿和精矿；哑光镍

，氧化镍烧结矿和镍

冶金的其他中间产品 

17.05  19.23  12.79 2.37 

5 793 
船舶，船只（包括气

垫船）和浮动结构 
16.26  18.90  16.24 2.33 

6 821 

家具及其零件；床上

用品，床垫，床垫支

架，垫子和类似的填

充家具 

19.04  18.44  -3.15 2.27 

7 542 药物（包括兽药） 15.47  16.68  7.82 2.06 

8 752 

自动数据处理机及其

单元；磁性或光学读

取器，用于以编码形

式将数据转录到数据

介质上的机器以及用

于处理此类数据的机

器 

16.15  16.53  2.35% 2.04 

9 782 
货物运输汽车和专用

汽车 
17.12  13.76  -19.63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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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79 

铁或钢制的管子，管

子和空心型材以及管

子或管子配件 

13.60 13.76  1.18 1.70 

 

表 3-2：2020 年挪威货物贸易出口前十大产品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按当年克朗兑美元汇率换算为美元货值 

 

【主要货物贸易伙伴】2020年挪威前十大货物贸易国为：德国、英国
、瑞典、中国、荷兰、美国、丹麦、法国、波兰、比利时。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均大幅下跌。中国上涨幅度为24.04%，市场份额占比为9.9%。 

 

 
SITC

编码 
产品描述 

2019年出

口额 

2020年出

口额 

2020年同

比（%） 

2020年 

市场份

额（%） 

  全部出口产品 1038.94  822.47  -20.84 100 

1 333 石油，原油 292.67  226.21  -22.71 27.50 

2 343 天然气，不论是否液化 200.52  120.71  -39.80 14.68 

3 034 新鲜或冷冻鱼 105.89  97.62  -7.81 11.87 

4 334 

石油和从沥青矿物（原

油除外）获得的油； 净

含量为 70％或以上的石

油或从沥青矿物中获得

的油的制剂，其中，油

是制剂的基本成分 

61.87  37.29  -39.73 4.53 

5 684 铝 35.42  31.81  -10.19 3.87 

6 342 液化丙烷和丁烷 18.12  15.02  -17.11 1.83 

7 683 镍 12.58  12.43  -1.19 1.51 

8 874 
测量，检查，分析和控

制仪器和设备 
13.81  11.88  -13.98 1.44 

9 514 氮功能化合物 12.83  11.02  -14.11 1.34 

10 671 生铁 10.74  9.64  -10.2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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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020 年挪威前十大货物贸易出口对象国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表 3-4：2020 年挪威前十大货物贸易进口来源国 

（单位：亿美元） 

 
国家 2020年出口额 2019年出口额 

2020年同

比（%） 

2020年市场

份额（%） 

 所有出口对象国 822.47  1038.94  -20.84 100 

1 英国 143.35  209.22  -31.48 17.43 

2 德国 95.86  150.37  -36.25 11.66 

3 荷兰 81.39  115.34  -29.43 9.90 

4 瑞典 81.29  79.78  1.89 9.88 

5 中国 63.85  42.95  48.66 7.76 

6 法国 41.41  60.40  -31.44 5.03 

7 丹麦 34.58  46.57  -25.75 4.20 

8 美国 33.03  44.75  -26.19 4.02 

9 比利时 31.07  43.55  -28.66 3.78 

10 波兰 22.56  24.04  -6.16 2.74 

 
国家 2020年进口额 2019年进口额 

2020年同

比（%） 

2020年市场

份额（%） 

 所有进口来源国 811.40  860.89  -5.75 100 

1 中国 97.90  87.45  11.95 12.07 

2 德国 93.09  92.87  0.24 11.47 

3 瑞典 86.75  101.05  -14.15 10.69 

4 美国 54.93  68.00 -19.22 6.77 

5 英国 44.16  42.73  3.35 5.44 

6 丹麦 43.98  48.37  -9.08 5.42 

7 波兰 30.21  33.06  -8.62 3.72 

8 荷兰 27.74  32.39  -14.36 3.42 

9 法国 25.43  28.37  -10.3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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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服务贸易】不含金融服务，2020年挪威服务贸易总额为5184亿克朗
。其中，出口2484亿克朗，主要领域为交通仓储、信息通信、专业技术服
务等；进口2700亿克朗，主要为交通仓储、信息通信等。 

主要出口对象为北欧国家（23.2%）、欧盟国家（31.5%）、其他欧洲
国家（15.6）、亚洲国家（13.1%），中北美国家（11.2%）；主要进口来
源国为北欧国家（19.3%）、其他欧洲国家（22.4%）、亚洲国家（16%）
、中北美国家（12.9%）。 

3.3 双向投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挪威吸收
外资流量为-23.94亿美元；截至2020年末，挪威吸收外资存量为1477.64亿
美元，对外投资存量为1978.67亿美元。  

在挪威投资的主要跨国公司有：世界500强公司如英国BP、荷兰壳牌
、美国美孚等石油公司（主要从事挪威近海油气开发）、美国GE公司（已
收购挪威阿克柯瓦纳公司）、韩国STX公司（购买挪威阿克船厂39.2%股份
并成为其最大股东）、美国微软公司（65亿克朗购买挪知名搜索公司FAST

）、美国Yahoo、Google等知名搜索引擎公司（在挪威设立办事处）、荷兰
辉固（Fugro）集团（岩土工程、海上油气、地质勘探、渔业科技等高科技
服务公司）等。 

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关注挪威市场，如2008年中海油服公司投资25

亿美元收购挪威著名的海上油气服务商AWILCO公司，2010年中国蓝星公
司投资20亿美元收购挪威埃肯公司，2015年蓝星埃肯公司又斥资6.2亿美元
收购了挪威太阳能板生产商REC Solar Holdings AS工厂，整合产业链。2016

年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75亿美元收购挪威浏览器Opera公司。2018

年年智美创舍家居（上海）有限公司收购Ekornes ASA公司100%股权，投
资金额63046万美元。光大集团收购Boreal Holding AS公司100%股权，投
资金额20000万美元。 

3.4 对外援助 

挪威重视对外援助，每年均向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2020年挪威对外援助总额达395亿克朗。主要受援国为叙利亚、阿富汗、
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巴勒斯坦、索马里、印度尼西亚、黎巴嫩等。 

10 意大利 24.44  26.85  -8.9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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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挪威向意大利派遣医护人员，向世界卫生组织捐
款5000万克朗，并承诺捐款130亿克朗用于全球应对流行病疫苗开发。挪威
政府计划在2021年秋至2022年春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万剂疫苗，并向
贫穷国家提供120亿克朗经济发展援助。 

3.5 中挪经贸 

3.5.1 双边协定 

1984年11月，中国和挪威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相互
保护投资协定》。 

1986年2月，中国和挪威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对所得
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挪两国于1974年成立中挪贸易混合委
员会，1981年改名为中挪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现在统称为中挪
经贸联委会，成为重要的双边经贸合作磋商机制。2007年3月，双方签署关
于挪威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2008年9月，双方
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19年9月，中挪自贸协定完成第十六轮谈判。 

2020年9月11日，中国挪威举行自贸协定首席谈判代表视频会议，双方
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救济、竞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环境与
贸易、海关议题、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争端解决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
，会议取得了显著进展。中挪双方均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情
况下，加快自贸协定谈判将有助于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有利于维护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将对外发出两国共同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
号。 

中国尚未与挪威签署货币互换、产能合作或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中国与挪威签署的其他协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双边贸易和支付协定》（1958年）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海运协定》（1974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经济、工业和技术协定》（1980年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长期贸易协定》（1982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相互保护投资协定》（1984年
）； 

（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科学技术合作纪要》（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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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对所得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协定》（1986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纺织品贸易协定》（1986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1995年）；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王国环境合作备忘录》（1995年）；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挪威渔业合作协议》（2001年）；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挪威王国外交部化
肥检验程序与出证协议》（2004年）； 

（13）《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挪威旅游签证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
》（2004年）； 

（14）《关于加强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6年）
； 

（15）《关于成立联委会下双向投资促进分委会协议》（2006年）； 

（16）《中国外派海员协调机构与挪威船东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员
劳务合作备忘录》（2006年）； 

（17）《证券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2006年）； 

（18）《挪威关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谅解备忘录》（2007年）
；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挪威王国渔业及沿海事务部渔业合
作协议》（2007年）； 

（20）《中挪气候变化合作与对话框架协议》（2008年）； 

（21）《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2008年）； 

（22）《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挪威王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2008年
）； 

（23）《关于进出口食品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挪威王国贸易、工业与渔业部关
于挪威大西洋鲑鱼检验检疫和卫生要求的议定书》（2019年）；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挪威食品安全局关于挪威输华鱼
油和鱼粉等非供人类食用水生动物蛋白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2019年
）；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挪威王国贸易、工业与渔业部和
农业与食品部关于进出口食品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9年）。 

3.5.2 双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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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据中方统计，2020年中挪双边贸易总额为108.1亿美元，
同比增长46.9%。其中，中国对挪威出口35.3亿美元，同比增长2.5%；自挪
威进口72.7亿美元，同比增长86%；中国对挪威贸易逆差37.4亿美元。 

从产品结构上看，挪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通讯设备、办公
设备、服装及配件、电子机械等。挪威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化工
产品、海产品、一般工业机械及设备、专业及科研仪器等。贸易结构互补
性较强。  

表 3-5：2016-2020 年中国与挪威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双向投资 

【中国对挪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当年中国对挪威直接投资流量-1.87亿美元
。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挪威直接投资存量10.42亿美元。 

2010年中国化工旗下中国蓝星公司投资 20亿美元收购挪威埃
肯（Elkem）公司。埃肯公司是世界一流的金属和材料供应商、世界最大的
硅金属供应商，主要生产铁合金、金属硅、铝和微硅粉，市场份额占全球
的15%。2018年埃肯公司在挪威成功上市，2020年营业收入247亿克朗。 

表 3-6：在挪威的主要中资机构情况 

批准 

年度 

境外企业 

名称 
中方股比 

投资主体 

（主办单位） 
经营范围 

2001 英特曼国际公司 60% 
江苏英特曼电器

有限公司 

电工电料

、自动化

信息管理

系统节能

产品等 

2003 中远海运集运挪威公司 75% 中远集团 航运代理 

年份 
进出口 

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进出口同

比（%） 

出口同

比（%） 

进口同

比（%） 

2016 58.3 26.0 32.3 -16.8 -9.0 -22.1 

2017 56.2 24.9 31.1 -3.7 -4.5 -3.1 

2018 60.6 26.4 34.1 8.1 6.6 9.2 

2019 73.5 34.5 39.0 20.9 29.9 14.0 

2020 108.7 35.3 72.7 46.9 2.5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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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公司

驻挪威代表处 
100% 中国国航 

机票销售

代理、市

场推广 

2006 中兴通讯挪威公司 100% 中兴通讯 

通讯设备

，提供系

统解决方

案 

2007 华为挪威公司 100% 
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 

通讯设备

，提供系

统解决方

案 

2008 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 100% 
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 

该收购是

迄今中国

在挪威最

大的投资

，收购完

成后，中

海油服公

司将建成

世界第 8

大钻井船

队。 

2010 埃肯公司 58.3% 中国化工集团 
硅材料、

化工产品 

2015 
REC•Solar•Holdings•A

S 
100% 中国化工集团 

太阳能产

业 

2015 
中国船级社卑尔根办事

处 
100% 中国船级社 

船舶检验

等 

2015 挪威Malungen度假村 100% 
北京国通宝元投

资有限公司 
旅游度假 

2016 
Biovac Enviromental 

Technology AS 
100% 

安徽国祯环保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节能

科技 

2016 Brodrene AA AS公司 40.68% 
广东省航运集团

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

及造船 

2016 斯外普有限公司 20% 
深圳光启合众科

技有限公司 

生物认证

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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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挪威浏览器 Opera公司 47.5% 
昆仑万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通信业 

2013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挪威

公司 
100% 

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 
工程承包 

2017 
RAINPOWER 

HOLDING AS 
32% 

浙富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水轮机制

造 

2018 Boreal Holding AS 100% 光大集团 交通运输 

2018 Ekornes ASA 100% 

智美创舍家

居（上海）有限

公司 

高端家具

制造 

201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挪威分公司 
100% 

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资料来源：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 

 

【挪威对华投资】 

挪威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83年，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于石油化工、冶
金、医药、船舶设备、造纸、发电设备、渔业等优势产业，基本上与中国
的产业政策和鼓励外商投资领域相一致。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东
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省市，如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山东、辽宁、北京
、天津；内陆省区的湖北、吉林、黑龙江、四川、陕西、宁夏、内蒙古等
也有挪威企业投资。挪威国家石油公司、DNV、海德鲁公司、佐敦公司、
斯考根集团、埃肯公司、康斯伯格公司、挪威森林纸业公司等知名公司均
在中国设立工厂或办事处。详情请见挪威驻华使馆网站（www.norway.cn）
。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挪威新签承包工程合同7份，新
签合同额2.6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7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61

人，年末在挪威劳务人员3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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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武船集团为挪威萨尔马集团制造的世界首座深海渔场“海洋渔场一号” 

  

四川路桥集团承建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被称为“极光之桥”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企业在挪威暂未开发投资境外经贸合作区。 

3.5.6 中挪产能合作 

中挪产能合作主要集中在海洋工程、有色、电力、通信、工程机械和
船舶领域。 

2008年中海油服公司投资25亿美元收购挪威著名的海上油气服务商
AWILCO公司，设立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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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化工旗下中国蓝星公司投资 20亿美元收购挪威埃
肯（Elkem）公司。埃肯公司是世界一流的金属和材料供应商、世界最大的
硅金属供应商，主要生产铁合金、金属硅、铝和微硅粉，市场份额占全球
的15%。 

2015年中国蓝星埃肯公司又斥资6.2亿美元收购了挪威太阳能板生产
商REC Solar Holdings AS工厂，整合产业链。 

2016年昆仑万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75亿美元收购挪威浏览器Opera

公司。 

2018年年智美创舍家居（上海）有限公司收购Ekornes ASA公司100%

股权，投资金额6304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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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挪威是一个工业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挪威大陆架富含油气资源，油气产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此外，挪威渔
业、森林、水力资源也非常丰富。挪威的造船、航运业历史悠久，是世界
航运大国，在海洋工程、船舶及其设备制造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挪威
在环保、信息通讯、化工、冶金、医药等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 

挪威投资环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挪威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宏观经济环境长期稳定良好，国民富裕
。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挪威按照EFTA与欧盟签订的欧
洲经济区（EEA）协议，除农产品外，所有商品均可自由进入欧盟市场。 

（2）挪威政府比较清廉，腐败现象较少。在挪威开办公司比较容易，
注册费用较低。 

（3）商业信誉比较好，做事较正规，遵守合同。尽管挪威公司对产品
质量和服务要求苛刻，但要价适中，付款及时，经营成本可预见性较强； 

（4）挪威石油、天然气、水电、渔业、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在油气
、造船及船用设备、环保、清洁能源、信息通信、冶金、化工、渔业等领
域有优势。 

（5）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挪威科
技工业研究院（SINTEF）、奥斯陆大学和挪威科技大学均有很强的科研实
力。挪威有12个专业科学园区，为鼓励应用新技术，政府还有相应优惠政
策。 

（6）能提供现代和便捷的交通与通讯系统，国际化网络发达。 

（7）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专业化管理团队。挪威人信用程度高，和
善朴实、守法，做生意坦诚、直接、认真，尊重遇到的每一个人；工作作
风严谨、责任心强，工作专心，效率较高。公司制定决策时，只有在团队
内的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后才会做出决定。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挪威在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6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
告》显示，挪威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位。自2001年起，挪威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评选中一直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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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很高，政府各部门都开通了线上服务，方
便民众网上办理各项事务。日常生活也大都通过网上银行、手机和信用卡
完成支付。 

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挪政府对创新型企业普遍给予税收减免优惠。
对于初创企业，挪威创新署还发放初创贷款和创新发展贷款，协助企业将
创新理念商业化。对于具有很高社会和经济价值但存在巨大技术风险的创
新项目，挪威创新署也可提供直接资金支持。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挪威法定货币为挪威克朗。1克朗等于100分，但克朗现金最小面值为
1克朗，购物时若使用现金结算，价格将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计算。挪威克
朗为自由兑换货币。在挪威的任何金融机构、兑换点，挪威克朗可与美元
、欧元以及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随时互相兑换。人民币与挪威克朗可以直
接结算，2021年3月31日，1克朗兑换0.7458元人民币。2021年3月31日，1

欧元兑换10.03克朗，1美元兑换8.55克朗。 

表 4-1：2019-2021 年挪威克朗汇率变化 

资料来源：挪威中央银行 

4.2.2 外汇管理 

挪威中央银行1990年颁布了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央银行对本国货
币和外汇没有太多管制，但要求如实报告。除中央银行和外汇银行外，任
何人不得在挪威参与商业性的外汇买卖。 

居民或非居民在出入境时，单程携带的挪威克朗或外汇现钞和硬币价
值超过2.5万克朗，必须向出入境海关管理部门填表申报。居民或非居民通
过邮政、快递或其他方式发送或接收的挪威克朗或外汇现钞和硬币的价值
超过2.5万克朗时，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书面报告书。 

在挪威商业活动的红利和利润、贷款和抵押的利息以及已投入的资本
均可全额、自由地汇出境外，但必须向中央银行报告。有关商品进口、红
利和分公司利润汇付、专利权使用费和支付境外服务费等均无外汇管制，
但交易方或境内外汇银行要向央行如实汇报。 

外资企业在挪威当地银行开设账户时，可同时申请开设外汇账户。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美元兑克朗 8.64 10.49 8.55 

1欧元兑克朗 9.69 11.57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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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挪威中央银行的职责是执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理性货币政策，
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帮助建设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发行纸
钞和硬币，确保对国家金融资产，包括挪威境外、境内养老基金以及外汇
储备的有效管理。网址：www.norges-bank.no 

挪威注册登记的商业银行有18家，主要商业银行有：挪威最大的金融
服务集团挪威银行（DNB）、Nordea银行（北欧银行）、丹麦银行（Danske 

Bank Group）等。 

挪威注册登记的储蓄银行有121家，分布于挪威全境。 

挪威注册登记的外资银行有47家，在挪威的分行绝大多数位于奥斯陆
及附近的阿克斯胡斯郡。其中瑞典银行最多，达30家，其次是荷兰、英国
、丹麦、德国、法国、爱尔兰等国家的银行。 

挪威当地暂无中资银行。 

外国企业在挪威当地银行开设账户，需先到挪威企业注册局完成企业
注册，例如分支公司或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凭企业注册局分配的注册号
，再到当地银行申请开户。开户时，银行会要求公司中的外国股东提交银
行资信证明，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需最低存入3万克朗。 

挪威金融协会（FNO）是挪最大金融机构组织，拥有100多家会员企业
，包括境内所有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网址：www.finansnorge.no 

挪威出口担保局（the Norwegian Guarantee Institute for Export Credits, 

GIEK）是为促进挪威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挪威海外投资，向有关方面提
供担保和财务解决方案的机构。2001年挪威出口担保局成立全资子公司—
—挪威出口担保局信用保险公司，专门负责2年内的短期险业务。近年来，
挪威出口担保局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建立了合作
关系。网址：www.eksportkreditt.no 

4.2.4 融资服务 

2020年5月挪威中央银行下调基准利率至零利率并保持至今。在融资
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求有较好的信用、市场
发展前景较好、财务状况良好。企业申请商业贷款利率为3%-5%。外资企
业也可通过上市融资。 

2018年，中国蓝星集团全资收购的硅产业生产商埃肯公司在奥斯陆证
券交易所顺利完成IPO，成为首家在挪威上市的中资企业。募集资金52亿
挪威克朗，其中部分用于并购中国蓝星旗下两家国内企业，江西蓝星星火
有机硅有限公司（星火有机硅）和蓝星硅材料有限公司（兰州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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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信用卡使用 

挪威大量使用信用卡和网上支付等交易手段。多数客户在商店购物都
是刷卡付款。中国发行的VISA卡和Master卡均可在当地使用，少数商户可
使用银联卡、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与中国国内银行合作较多的当地主要代理行有：挪威银行（DNB）、
Nordea银行（北欧银行）。 

4.3 证券市场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Oslo Bors）是挪威唯一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19

年，距今已有200年的历史。该交易所年交易量约6000亿美元，其中，国际
投资者拥有65%的股票以及交易总量的41%。挪威大部分知名公司均已在
该交易所上市，能源、航运以及渔业等优势产业在交易量中占很大比重。
交易所聚集了专业的投资银行、律师以及投资机构等，它们了解挪威商业
规律及市场行情，能提供专业服务。挪威法律体系比较完善，政策公开透
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较规范，市场比较繁荣。 

奥斯陆股市是北欧证券交易网络Norex的组成部分，能与瑞典、丹麦和
冰岛的股票交易所在同一平台上自由买卖北欧四国上市的股票，对于国际
投资者来说，进入一个市场，就很容易进入其他北欧国家的证券市场。 

2019年6月1日泛欧交易所（Euronext）成功以68亿挪威克朗（7.79亿美
元）收购奥斯陆证券交易所。详情请查奥斯陆证交所网站：www.oslobors.no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长期以来，挪威使用水力发电，电价比欧洲其他国家低。电力市场通
常分为批发市场和最终用户市场，批发市场由发电者、电网公司、大企业
和其他大的电交易公司组成。电的交易或通过市场代理，或通过北欧电力
交换公司Nord Pool的市场进行。小的最终用户通常是从交易公司或配电公
司购电。大的企业可以从批发市场购电，较居民用电便宜。降水和温度的
变化可能会导致电价出现较大的波动，夏季电费便宜，冬季电费贵。 

挪威电费由电价、电网费、税费构成。2021年1季度，挪威居民用电电
费价格约为1.2克朗/千瓦时，其中电价0.535克朗/千瓦时，电网费0.276克朗
/千瓦时，税费0.389克朗/千瓦时。2021年1季度不包含税费和电网费，服务
业电价约为0.491克朗/千瓦时，高能耗制造业用电价0.335克朗/千瓦时，普
通制造业电价0.494克朗/千瓦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B%E6%AD%90%E4%BA%A4%E6%98%93%E6%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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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水费价格为：目前，家庭用水不需单独付水费，但是需要缴纳较
高的市政物业或排污费。一般80平方米住房，物业费约为2800-3200克朗/

月。 

家庭烹饪一般使用电炉，也可使用液化气罐。家庭用液化气价格为20

克朗/公斤。 

2020年挪威汽油（95号）均价在每公升15-17克朗，柴油均价在每公升
13-15克朗。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挪威整体国民素质较高，劳工素质优良。2021年1季度，挪威劳动力人
口数量约为284万人。其中受雇佣人口269.9万人，登记失业人口14.1万人。
2021年1季度空缺工作岗位72300个，较上一季度增加6900个，增长2.5%。 

挪威工资水平高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比欧盟平均水平高
出50%。2020年挪威全职员工平均月薪为4.875万克朗，增长2.2%。挪威实
行高税收政策，根据工资水平的高低，须缴纳22%至38.5%的个人所得税。
近几年，工资整体水平每年都以3%左右的水平增长。 

表 4-2：2016-2020 年挪威人均工资增长幅度 

（单位：%）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表 4-3: 2020 年挪威主要行业全职员工月收入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增幅 1.6 2.3 2.9 3.7 2.2 

行业 平均收入（克朗） 增长率（%） 

所有行业 48750 2.2 

农业、林业、渔业 41880 5.1 

采矿业 74290 -0.1 

制造业 49090 1.4 

电力、燃气 63750 1.4 

供水、环卫 45140 1.6 

建筑 46110 2.5 

批发零售、汽修 44220 3.3 

运输仓储 47860 2.2 

住宿餐饮 33340 2.1 

信息通讯 63270 2.3 



41   挪  威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挪威需要的劳动力主要包括：博士、硕士学位以上的专业人才，IT人
才，熟练技工，建筑工，季节工，驾驶员，渔业工人，保姆等。2020年第
4季度，挪威受雇佣移民约43.6万人，减少1.9%。外籍劳工主要来自东欧和
亚洲国家。 

【工作许可】 

根据挪威《移民法》规定，赴挪威工作或移民的人根据来源分为欧
盟（EU）/欧洲经济区（EEA）和非欧盟/欧洲经济区两类。来自欧盟/欧洲
经济区国家的公民自动享有在挪威定居和就业的权利。2004年5月，欧盟和
欧洲经济区接纳了东欧10个新成员。自2009年5月1日起，东欧劳工不需要
工作许可即可进入挪威工作。 

非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赴挪威工作则有限制，只有拥有专业技
能的特殊人才和熟练工人才可以获得工作许可。特殊人才是指在某一行业
或领域受到特殊培训，拥有在挪威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技能，该技能对挪威
雇主来说十分关键。特殊培训指申请人须具有高中以上至少3年的职业培
训，大学的高等教育也被视为特殊培训。申请时必须提供雇佣合同，所从
事的工作必须为全职工作，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不低于该工作在挪威的正
常水平。申请人还需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和固定的住所。另外，申请人还需
要提供其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介绍信、鉴定书等。 

【特殊人才配额】 

挪威从2002年开始实行特殊人才配额制度，每年5000名。原则上，申
请人必须符合特殊人才配额体系要求或该工作岗位不能在挪威本地或欧
盟/欧洲经济区劳动力市场上寻到满意的应聘者。目前，申请挪威特殊人才
和熟练工人工作许可以来自美国、波兰等国家的公民居多，建筑工人和季
节工来自东欧国家居多，渔业工人主要来自俄罗斯与挪威接壤的北部地区
。 

【工作许可办理】 

申请人来挪威工作前须有来自挪威雇主的工作邀请，申请人凭此向挪
驻其所在国家大使馆申办工作签证许可。首次工作签证期限通常为1年，每
年续签一次，3年后可申请长期居住权。从实际办理来看，申请工作许可材
料要求较多，程序较复杂，审批时间较长，一般所需时间半年以上。2008

年4月，挪威劳动部出台劳工政策白皮书，提出要简化程序、缩短时间。 

欧盟和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的公民在挪威开设公司，挪威移民局将根
据公司规模、经营内容、市场情况、发展前景、聘请当地员工等方面情况

金融保险 70360 2.6 

公务员、军人 522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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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给予工作许可以及工作许可数量。在挪威从事
一般性的加工行业，如果雇佣当地员工，成本太高，如果从国内雇佣工人
，这些普通工人又很难得到赴挪威工作许可。欧盟和欧洲经济区以外国家
的公民在挪威开设和经营商店、宾馆等属于自雇人员，申请工作许可时需
提供市场分析报告，挪威移民局根据能否盈利等情况决定是否签发工作许
可。 

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劳动力缺乏，挪威积极从东欧等地聘请劳工，
并采取措施鼓励挪威人推迟退休及放松对欧盟成员国公民赴挪威工作限
制的办法，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约有16万名东欧国家劳工拥有
在挪威的工作许可，其中有四分之一劳工从事建筑业。波兰、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赴挪威就业人数较多。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近年来，挪威房屋价格一路飙升，租房价格也随之上扬。此外，房价
因城市、地区不同相差较大。一般宾馆住宿价格在每天1000至3000克朗。
2019年挪威工业厂房租金上涨了3.2%，办公楼租金上涨1.5%。2020年挪房
地产价格继续上行，2021年1季度全国平均新房价格较2020年1季度上涨
6.3%，二手房上涨约10.9%。2020年，挪威独立式住宅新房每平方米均价
为3.94万克朗，同比上涨5.2%，二手独立住宅每平方米均价2.64万克朗，同
比上涨3.0%。2020年全国租房（2居室）均价9320克朗/月，奥斯陆均价12080

克朗/月。 

表 4-4：2020 年挪威房租月均价 

（单位：克朗） 

资料来源：挪威统计局 

4.4.4 建筑成本 

奥斯陆主要建材价格如下表所示。 

表 4-5：2020 年奥斯陆市场主要建材价格情况 

品名 
价格 

（折合元人民币/吨） 

美元/吨 普通水泥 1500 

微型水泥 6000 

 全国 奥斯陆 卑尔根 特隆海姆 斯塔旺格 

二居室 9320 12080 9150 9560 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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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 7480 

无缝钢管 8500 

工字钢 12000 

20-40mm碎石 147 

B45混凝土 

 

1260 

LB55混凝土 2958 

资料来源：挪威建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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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挪威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外交部和贸工渔业部（由贸工部、渔业部
合并而成）。前者全面负责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特别是管理挪威在多边
框架下的国际经贸关系。后者主要负责制定和协调产业政策，并在外交部
制定的国家总体对外经贸政策框架下开展双边经贸关系，制定出口和航运
政策，提供商业咨询服务，制定和完善有关贸易和工业的法令法规等。此
外，环境部、农业部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具有相应的职权。 

5.1.2 贸易法规 

挪威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包括： 

《海关法》 

https://www.toll.no/contentassets/71f70c1b980a45b8b57098ded3069fd9/a

ct_on_customs_duties_and_movement_of_goods_0718.pdf 

《外汇交易登记法》 

https://app.uio.no/ub/ujur/oversatte-lover/data/lov-20040528-029-eng.pdf 

《食品生产和食品安全法》 

https://app.uio.no/ub/ujur/oversatte-lover/data/lov-20031219-124-eng.pdf 

《关税法》 

https://www.toll.no/contentassets/eb096d765fd3460c9415b6a3d158aec1/

oversettelse-av-tollforskriften-siste-endringer-per-1.-mai-2020.pdf 

《消费品质量法》 

https://lovdata.no/dokument/LTI/lov/2005-04-29-23 

《竞争法》 

https://lovdata.no/dokument/NL/lov/2004-03-05-12 

此外，根据EEA协议，在挪威的贸易活动还必须遵守EEA联合委员会
决议所通过的欧盟法律。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凡是在挪威注册的企业均可从事国内外贸易业务。除少数商品，如烟
酒受许可证、配额等限制外，其他商品均放开经营。 

https://app.uio.no/ub/ujur/oversatte-lover/data/lov-20031219-124-eng.pdf


45   挪  威 

 

 

【进口管理】 

基于环境保护、健康、安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的目的，挪威对特定
产品禁止进口，如石棉和含石棉产品、含氟氯化碳、四氯化碳、三氯乙烷
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的产品、带有特定疾病和濒危的动植物等。此类禁止可
以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进口产品实施。 

挪威对进口某些农产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出于监管目的，对从最不
发达国家进口面粉、谷物和饲料等实施自动许可。对农产品领域的马、奶
酪、肉产品、干草、烟叶等实施配额管理，进口商需提前申请许可证。此
外，挪威还对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酒精饮料、医药产品、钻石等实施
进口许可证制度。进口配额一般通过招标的方式发放。除野生动物肉的进
口商的最高限额是配额总量的20%外，其他单个进口商最多可获得整个配
额的一半。 

https://www.toll.no/en/corporate/import/import-guide-for-beginners/ 

【出口限制】 

挪威基于环保、人身健康、遵守国际公约的要求而实施出口限制。挪
威禁止出口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有毒废品、假冒产品等。小须鲸肉、武
器、战略物资、弹药和军用物项及技术、军民两用物项及技术的出口需要
获得许可证。文物未经文化部批准不能出口。出口鱼及鱼产品，出口商必
须获得挪威海产品出口理事会（Norwegian Seafood Export Counsel，即NSEC

）的批准，还要缴纳出口产品价值0.2%-1.05%不等的费用，作为渔业和水
产品研究基金和NSEC开拓国际市场的经费。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挪威参照欧盟的有关商检法律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进出口商品检
验检疫制度。挪威卫生部、农业和食品部、渔业部负责进出口商品检验检
疫政策的制定，食品安全局是执行机关，食品安全局下属的口岸检验站负
责具体的检验检疫活动。挪威进出口食品实施统一的检验检疫标准。 

【农产品】 

挪威参照欧盟做法建立了自己的农产品进口检验检疫制度。在EEA内
，农产品实现自由流动，但对来自非EEA的第三国农产品，则实施严格的
检验措施。挪威2003年《食品生产和食品安全法》取代了原来的《食品控
制法》《肉产品生产法》《鱼产品质量法》《动物疾病法》和《饲料控制
法》，整合了原来零散的法律规定，是挪威食品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依
照该法专门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局，全面管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事务。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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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欧盟的检疫和食品法，对生产、进口动物及其制品进行规范，预
防动物疾病。挪威对进口动物及其制品，要求产品在生产阶段即受到出口
国政府的监管。从EEA之外的第三国进口动物源性食品时，每次运输都必
须提前申报并在海关监管之下进行。从EEA以外国家进口含有肉或鱼的饲
料，必须获得进口许可证。 

【植物】 

挪威2000年植物及植物病虫防治法规对植物检疫做了规定，其内容与
欧盟基本一致。进口特定植物及其制品、复合肥等需要出口国政府出具相
关证书。EEA以外国家向挪威出口植物产品还须缴纳植物检疫费。 

参考网址： 

https://www.regjeringen.no/en/topics/business-and-industry/trade-

policy/nfd---innsiktsartikler/handel-i-eos/norwegian-product-

regulations/id737466/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管理制度】挪威海关法规主要是1966年的《海关法》及随后的若干
修正案。这些法律法规对海关通关须提供的文件、通关程序、海关估价、
原产地规则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进口产品的具体税率在上一年度结束前由
议会立法决定。 

【关税税率】挪威对WTO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其产品按协定税率征
收关税。根据一些优惠协议，挪威与部分国家在关税上还有特殊安排，或
者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对从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基本免税；
从1971年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对其大多数产品的进口免
征或降低关税。由于挪威属于EEA成员国，根据EEA协定，自其他EEA成
员国进口的工业品免关税，对进口农业品实施低关税。挪威海关估价是以
实际成交价值为依据，即进口商为购买商品实际支付或能够支付的货物价
值加上一定的费用和开支。进口商通关时需要提供商业发票、提单，根据
需要提供原产地证书，对活动物、奶制品、蛋、蜂蜜和水果等产品还需提
供检疫证书，对草类包装材料还需提供包装材料证书。进口申报通过电子
系统处理，一般情况下，如果向海关提交的书面文件无误，平均3-5分钟即
可完成通关手续。 

挪威整体关税水平比较低，2014年平均最惠国税率为7.7%，但工业产
品和农产品的关税差别极大。挪威关税包含有约7200个8位关税细目，其中
，工业品税目约占5/6，农产品税目约占1/6。挪威对工业品进口持开放态度
，工业品平均关税约为0.7%。其中，95%的工业品实行零关税，仅有约300

个纺织品和服装税目须缴纳关税，平均税率约3%，最高税率为13.7%。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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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产品，挪威持保守态度。农产品关税多数为复合税，即对同一税目同
时规定从价税和从量税，实际征收时按税额较高的计征。农产品平均税率
约37%，最高可达555%（活鸡、鸭、鹅等）。具体关税可查询： 

https://tolltariffen.toll.no/templates_TAD/Tolltariffen/StartPage.aspx?id=

358571&epslanguage=en 

表 5-1：挪威有关商品的进口关税 

资料来源：挪威海关 

5.2 挪威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挪威主管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创新挪威（Innovation 

Norway），创新挪威下设投资挪威（Invest in Norway），从事投资促进推
广活动。创新挪威成立于2004年1月1日，它作为挪威贸工部下属国有公司
，取代原挪威旅游协会、挪威贸易理事会、挪威工业和地区发展基金以及
政府投资者咨询办公室4个机构。创新挪威总部设在奥斯陆，在挪威19个郡
设有办事处，在海外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6个办事处。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挪威企业的股份或成为挪威企业的合作伙伴，并
可以100%全资拥有挪威企业。挪威政府总体上对各种投资持欢迎态度，对
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没有特别的减免税鼓励政策。 

【禁止行业】挪威没有关于禁止外国人投资行业的规定，但从实际操
作来看，外国人投资挪威的军工、农业、渔业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小。 

【限制行业】公共事业部门不对私人投资者开放。但近年来，电信业
和广播电视行业正打破国家垄断，有限地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在采矿及水
力发电方面，外国投资者很难得到经营许可证。此外，外国投资者要进入
挪威渔业和海洋运输业，要受到投资限额、管理层挪威国籍人比例等一系
列限制。 

【鼓励行业】挪威基本上没有行业、产业鼓励政策。由于挪威不希望
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工业，所以，在油气领域之外的投资，在特殊条件

商品名称 关税税率（%） 商品名称 关税税率（%） 

农产品 0-555  自行车、摩托车 0  

纺织品、服装 0-10.7  陶瓷产品 0  

鞋 0  电器产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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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能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为支持创新，挪威政府自2002年开始实施以
企业部分研发经费抵免当年应缴税额的税收激励政策，研发抵免计划面向
在挪威注册的所有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这些企业从事经挪威研究理事会批
准的项目研发所投入经费的18%-20%（大企业18%，中小企业20%）可抵
免当年应纳税额。挪威研究理事会将研发项目划分为16个领域，分别为：
管理、建筑、医疗卫生、信息通讯、农业和食品、能源、文化娱乐、渔业
、海事、金属制造加工、环境、石油天然气、旅游、教育、交通以及其他
。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跨国兼并】挪威对公司收购和兼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竞争法》
和《金融机构法》中，前者主要对具有反竞争特点的合并或收购进行规范
，后者对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兼并行为做出规定。挪威《证
券交易法》和《有限公司法》也包含有关公司兼并的条款。根据挪威《竞
争法》的规定，如果拟兼并公司双方的年营业总额达到5000万挪威克朗，
兼并公司需要通知挪威竞争署。挪威竞争署如果发现公司兼并行为将产生
限制竞争的后果时，将进行干预。根据《金融机构法》规定，如果持有金
融机构的资本或投票权达到10%、20%、25%、33%或50%时，则需要得到
挪威金融监管局（Kredittilsynet）的批准。此外，涉及挪威国有企业的收购
和兼并，需得到挪威议会的批准。 

【股票收购】根据《证券交易法》，如果一个购买者获得在奥斯陆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股份或股权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总股本或总股
权的1/20、1/10、1/5、1/3、1/2、2/3或9/10时，购买者需要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同样，如果一个购买者拥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股权减少上述比例
，也应及时报告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法》还规定了强制收购制度，如
果购买者获得一个在奥斯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挪威公司代表1/3以上投票
权的股份，购买者须向其他持有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东发出收购全部股票
的要约，该要约需经证券交易所审批。股票交易必须在挪威国家证券登记
中心（Norwegian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或其他挪威登记机构进行
登记。 

【外国公司在挪威上市】奥斯陆证券交易所对于外国公司和挪威公司
上市的条件基本一样。外国公司如果准备在奥斯陆上市需与奥斯陆证券交
易所签订公司证券上市协议。外国公司可以通过收购挪威上市公司的方式
达到在奥斯陆上市的目的。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http://travel.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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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挪威颁布新的《安全法案》，授权政府部门对更广义的关
键基础设施项目安全性具有灵活裁量权。挪威在关键领域项目上进一步趋
向选择欧盟、北约成员国或与挪威签署有安全协定国家企业进行合作。 

5.2.5 PPP模式有关规定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
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 

挪威国家和市政部门为提高效率，也开放了PPP模式的项目，如城市
学校建设和相关部门公路建设的PPP项目是以特许权为基础的。挪威政府
合同方是以完成PPP合同为单一项目设立的公司，履行其对挪威政府的义
务，而贷款人通常是工业和金融投资组合作为担保。这个单一项目公司与
一个或多个相关承包商签署施工、运营和维护协议。 

现任政府支持以PPP形式完成建设项目。目前尚无中资企业在挪威开
展PPP项目。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2015年挪威加入了欧洲数字单一市场，并接受
欧盟数字化战略政策指导。 

2016年，挪威政府出台了云计算战略。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cloud-computing-strategy-for-

norway/id2484403/?ch=1 

2018年出台发展政策数字化战略。 

https://www.regjeringen.no/en/aktuelt/digital-strategy-for-development-

policy/id2608229/ 

2019年出台网络安全国家战略。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national-cyber-security-

strategy-for-norway/id2627177/ 

2020年出台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nasjonal-strategi-for-kunstig-

intelligens/id2685594/。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21年1月，挪威政府出台了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重申雄心勃勃的
2030年绿色社会改造计划，挪政府将2030年减排目标由欧盟制定的40%上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cloud-computing-strategy-for-norway/id2484403/?ch=1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cloud-computing-strategy-for-norway/id2484403/?ch=1
https://www.regjeringen.no/en/aktuelt/digital-strategy-for-development-policy/id2608229/
https://www.regjeringen.no/en/aktuelt/digital-strategy-for-development-policy/id2608229/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for-norway/id2627177/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for-norway/id262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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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为45%。白皮书指出挪威将在完成减排目标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挪
政府将继续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销售，要求在2022年停止
销售传统燃油车，2025年停止销售燃油巴士。2022年起，政府还将对远洋
运输采用生物燃料配比政策，推动绿色航运。 

挪威加入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并制定了碳排放税。为实现减排目
标，挪政府计划将碳排放税由2021年的590克朗/吨逐步提高至2030年的
2000克朗/吨。详情参见： 

https://www.regjeringen.no/en/aktuelt/heilskapeleg-plan-for-a-na-

klimamalet/id2827600/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挪威实行属地税法。挪威当地企业（Resident Company）要对其来自
世界范围的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所谓挪威当地企业，是指根据挪威法律
设立，或受设在挪威的董事会有效管理的企业。非当地企业，仅对来自挪
威境内的经营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 

在挪威，财政部是税收的最高主管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有关税收的法
规。挪威在奥斯陆设有税收管理局，在全国的东、西、南、北、中5个区设
立税收办公室负责征税事务。税务局负责税务管理，指导地方税务局的业
务工作，确保全国范围内税收工作的正确与统一。地方税收办公室负责辖
区内的税收事务，负责税务登记。挪威的税收分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包
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险费（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继承和赠与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 

申报时间：挪威公司所得税按年度计税。通常根据上一年度经营情况
，每年2月15日和4月15日分两次预缴。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挪威对内外资公司实行统一的所得税。2019年
挪威政府宣布将公司所得税率由23%降至22%。合伙和有限合伙在挪威是
合法的，但它们并非纳税主体，合伙人直接以其持有的股份收入缴纳个人
所得税。另外，在挪威从事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管道输送的公司须在公司
所得税外，扣除成本后再缴纳石油特别税，2017年开始，该税率由50%提
高至54%。个人所得税征收实行级差税制，工资收入越高税率越高，2020

年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为22%（特隆姆瑟和芬玛克郡为18.5%），最高税率
为38.2%。挪威在2005年对税法做了重要改革，对于公司实体拥有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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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收入和出售股票收入免征所得税，而个人拥有的股票分红和出售收入
仍须缴纳所得税。 

【增值税】在挪威境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应当缴纳增值税。目前挪
威一般增值税税率是25%；食品增值税税率为15%；提供客运服务、出租
房屋、旅游代理、广播、电影售票等服务的增值税税率均为12%；出口商
品或服务、报纸、书和报刊等增值税税率为0。从事商业活动且提供商品或
应纳税服务年营业额达到5万挪威克朗的个人应当进行缴纳增值税登记。
外国人在挪威经营业务，符合要求的也要同挪威当地人一样缴纳增值税。
外国企业向挪威出口商品或服务的，无须向挪威缴纳增值税，而挪威进口
商则负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 

【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商品和服务征收的一种间接税，不分自国
外进口还是国内生产都一律征收。汽车的消费税包括购置税、年税、旧车
注册税和油气税，计算方法复杂，按照排气量、发动机马力、汽车净重等
计算标准综合计算。对烟草和酒精饮料（根据所含酒精度数不同而规定不
同的税率）征收的消费税是政府消费税的主要来源。由于挪威国内汽车、
烟草和酒精类产品的产量很小或基本上不生产，高额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主
要来自进口产品。 

【社会保险费】雇主须缴纳社会保险费，以雇员工资总额为基础，缴
纳比例根据所处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0-14.1%不等。雇员须缴纳工资额
8.2%的社会保险费。 

【继承和赠与税】挪威自2014年起取消继承和赠与税以鼓励家庭企业
发展。 

【其他税赋】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还须缴纳食品生产税、矿泉水税、
宠物饲料税、化妆品和护肤品税、二氧化碳税（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活动
相关）。另外还有食品检查和控制费。对个人而言，如果拥有的房产和非
上市股份超过一定数额，还须缴纳财产税（税率不超过1%）。 

挪威宣布将征收数字税，但尚未实施。根据挪威政府温室气体排放计
划，目前碳排放税率为590挪威克朗/吨，计划在2030年提高到2000挪威克
朗/吨.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挪威未设立特殊经济区域。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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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劳动力市场是由立法以及集体协议共同规制的，工会在挪威一
直有强势地位。挪威有关劳动合同和劳工保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工作环
境法》和《雇员法》中（详细内容请查询www.lovdata.no/info/lawdata.html

）。 

【工作时长与休假】全职员工的普通工作时长限制在每周40小时以内
，午饭时间除外。但是，大量集体协议对特殊工种规定了更短的工作时间
。在特殊情况下，按平均计算，每天不超出13小时，每7天不超出48小时，
普通的工作时间可超出每周40小时。工作时长的规定不适用于享有高级职
位，或职位特别独立的雇员。除公众假期外，所有雇员都享有至少每年25

天的带薪年假。雇员有权在6月1日至9月30日间连续休18个工作日的假，并
有权要求剩余7天连续休完。60岁以上的雇员每年可再获得6天的额外假期
。休假期间的薪水在前一年发放，即不论休假者是否已经换了别的工作，
休假都是带薪的。 

【工薪】挪威人工资水平高居世界前列，挪威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比
欧盟平均水平高出50%。2019年挪威全职员工平均月薪为4.729万克朗。 

【工作环境法】挪威有关劳动保护的基本法律。该法规定了员工劳动
保护以及工作环境等有关事项，适用于除航运、狩猎、捕鱼、石油以及航
空业以外的所有雇佣员工的单位。对员工工作环境和员工发生工伤和疾病
等做出规定，每个办公地点都必须做常规的风险评估，包括事故与紧急情
况的规划；凡超过10名以上雇员的办公地点须配备1名安全员，50名以上员
工的工作地点须设立安全委员会；要求企业任命一名负责安全工作的副总
裁，成立工作环境小组，专人负责安全和健康工作；还对员工休假权、工
作时间和超时工作以及解雇条件做出了规定。 

https://www.nho.no/en/english/articles/basic-labour-law/ 

【雇佣合同】在挪威，无论工作有无时限，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签订雇
佣合同。私营企业雇佣员工须遵守《雇员法》相关规定。双方就试用期达
成一致，签订书面协议，试用期不能超过6个月。对在公共部门工作，除适
用《工作环境法》外，还适用《行政管理法》。对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工作
人员，还要适用《公务员法》。此外，在《平等法》中也有关于工作的规
定。 

临时聘用工作协议仅适用于某些确定的时段或从事具有临时性的工
作。在下列情形下，可以临时聘用员工：（1）当某项工作是临时的，或者
这项工作和企业日常工作是单独分开的，如食品行业或旅游行业工作；（2

）采摘浆果和坚果、导游、夏季户外餐馆招待员等。临时聘用的员工不能
从事企业日常营运工作。市场发生变动不能作为临时聘用的理由。但是，
当发生不可预期的情况导致工作量临时增加时，则允许临时聘用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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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环境法》，年龄在13岁到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从事的工作受
到法律限制。16岁以下的人不能在21:00-次日7:00时段工作，16-18岁的人
不能在23:00-次日6:00时段工作。 

【雇主的义务】《工作环境法》规定了雇主义务。雇主须确保企业的
建立和运营，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措施符合《工作环境法》规定的要求。
为确保员工安全、健康和福利，雇主须在企业各个层面做到如下几点：当
计划建立新厂、厂房改造或改变生产工艺和设备时，要依据《工作环境法
》对工作环境和改革措施进行研究和评估；对企业现有的工作环境中存在
的风险及有关措施实施不间断记录；当长期工作可能危害员工健康时，要
不断核查工作环境和员工健康；雇主在雇佣从事夜晚工作的员工前，须具
备相应的健康控制措施，雇佣后要周期性检查员工健康；雇主要告知员工
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事故风险和健康危害，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指
导。 

【雇员的义务】《工作环境法》第16条规定了员工义务。通过企业有
组织的安全和环境工作，员工可参与创建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雇员须按
照上级和劳动监察部门的指导和指令开展工作，使用适当的劳保设备，细
心作业，防止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当员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或确因工作
环境感染疾病，要及时向雇主或其代表报告。公司负责安全监督人员须在
其职责范围内监督工作按计划进行，确保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职工生病和工伤等规定】根据《国家保险法》，病假时仍需支付全
薪，全年不超过51.147万克朗。3天以上病假需医生证明，病假前16天工资
由雇主支付，16天以后由国家保险承担。此外，还可从国家自愿附加安全
保险获得相应的补偿。国家保险体系对工伤有特殊规定，对雇员工伤补偿
是强制性的。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不受此规定约束。 

【产假及小孩病假】在挪威，产假是所有家长（包括父亲与母亲）都
享有的法律权利。自2013年7月1日起，雇员可选择拿80%的薪资休59周，
或100%的薪资休49周。产假期间的薪资由国家保险承担，但是以51.147万
克朗一年为上限。许多雇主为雇员提供此上限和雇员薪资之间的差额。产
假可以由父母双方分享，但是父亲、母亲均必须休15周，如果选择80%薪
资，父母可以各休19周。孩子在3岁之前，产假都有效，具体时间可以任父
母自己调配。父母还有权休1年不带薪的假期。雇员返回岗位时，有权要求
与休产假前相同的岗位。 

孩子12周岁（包括12周岁）前，每个家长可以因孩子生病请假10天。
如果雇员有两个以上的小孩，一年可休15天的孩子病假，如果是单亲家庭
，一年可休20天（父亲）/30天（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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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工作合同】《工作环境法》第12条对解雇进行了规定。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适用《公务员法》。海员包括海上从事捕鱼业的渔民适用《海
员法》。《工作环境法》规定：雇主解雇员工须以事实为依据。解雇须由
雇主提供正式的书面通知。雇主解雇员工时须将书面通知递交雇员或通过
挂号信送达，书面通知中须注明雇员有权要求进行磋商、诉讼及其期限。
若因工作量不足解雇员工，雇主须提供优先得到新工作权利的信息。解雇
书面通知书抵达雇员之前不能生效，雇员收到通知时间为确定解雇起始时
间。当雇员遭到非法解雇时，可与雇主交涉，必要时可起诉雇主。如果雇
员确实犯有严重失职罪或严重违反工作协议时，雇主可立即辞退雇员。如
果雇员不反对，雇主应先告知雇员代表，并以书面形式出具辞退书，注明
雇员有权要求磋商、诉讼雇主等权利及其期限。在采取解雇员工的行动之
前，雇主必须与员工及员工选出的代表进行商谈，辞退通知的法定期限在
1-4个月之间不等。 

【社会保险】挪威国民保险体制规定，所有在挪威居住和就业的人（外
国政府或国际机构常驻人员及在挪威短期逗留的人员除外）必须参加保险
并相应地享有各项福利待遇。国民保险资金来源有3个方面：一是工薪阶层
和自由职业者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约占保险金总额的25%，挪威工薪阶层
需上缴工资的7.8%作为保险费；自由职业者，凡收入在12倍基数（607236

克朗）以内者，须缴10.7%，12倍基数以上部分再按7.8%上缴；二是雇主为
雇员代缴的雇主税，约占保险金总额的40%。雇主按支付给雇员的工资总
额，再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划分的五个税区，分别交0%、5.1%、6.4%

、10.6%或14.1%的税金；三是国家财政拨款，约占保险金总额的35%。 

当雇主计划雇佣员工时，必须通知工作所在地的市政府社会保险局。
如果保持工作关系超过6天且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个小时，还须向社会
保险局递交书面通知。公司名称、地址或营业场所发生变更时，雇主须通
知社会保险局。向社会保险局递交通知时，须注明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
该代码由挪威企业注册局的法人注册处颁发。终止雇用员工，或者员工休
假或离岗（带薪或不带薪）超过14天，须向社会保险局递交书面通知，但
如果休假员工仍保留岗位且领取雇主工资则没有必要通知社会保险局。此
类信息至少每月向社会保险局递交一次。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挪威移民局根据《移民法》和《挪威国籍法》处理签证、工作许可证
、居住许可证、家庭团聚等事务。可以在挪威工作和居住的人包括：被认
可的教育机构录取的学生、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家佣、季节工人、家庭
成员（一般指配偶和子女）、需要保护的人（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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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挪威保护在挪威合法工作的外国人权益。相关法律具体内容可查询
www.lovdata.no/info/lawdata.html 

一般情况下，申请办理居留或工作许可时，申请者在所在国提出申请
。申请人未获得批准前不得进入挪威，某些特定领域的专家则不受此规则
限制。 

除非外国人拥有工作许可，否则雇主不能雇用外国人。 

在挪威合法务工遇到劳资纠纷或其他紧急事件时，可直接向挪威警察
局求助（紧急电话：112），警察部门会根据案情转交相关政府部门或机构
进行处理。 

挪威移民局网址：www.udi.no 

奥斯陆警察局入境管理部门网址：www.politi.no（仅有挪威文） 

5.8 外国企业在挪威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挪威是私有制国家，其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国家、郡县和私人手中。挪
威现行的《土地法》颁布于1995年，主要原则是为了确保包括林地、山地
和其他形式的挪威国内所有土地资源的使用能为全社会，特别是农业人口
带来最大利益。处置土地资源必须确保土地合理利用且有利于当地社区发
展，重点考虑居住、就业和土地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的使用必须考虑到
子孙后代的发展。土地资源管理还应充分考虑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相适宜
，尤其要考虑到关系动植物和人类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土壤保护和自然人
文景观因素。 

任何以发展为目的的土地征用，包括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开发和油田、气田、水利、煤炭、矿山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应充
分考虑土地各个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并同时提供以下三种补偿：一是严格
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给予足够的货币补偿，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终生
的基本生活保障并拥有一定的发展资金；二是给予失去原有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所在社区足够的货币补偿，建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三是立
法保护农民对被征用土地的无限索取权，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当地社区在
被征用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企业中占有股份，
分享利润。 

与土地使用、开发和交易相关的法律还有《特许权法》《规划和建筑
法》《土地评估与征收法》和《工业许可法》等。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The-Land-Act/id269774/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The-Land-Act/id26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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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act-land-

registration/id455461/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国企业可以购买包括城市土地、耕地、山地、林地、矿区、瀑布和
岛屿等在内的各种土地资源，但应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特许权，土地交
易须通过房地产交易中介机构进行。 

土地交易的一般流程为：首先，根据《特许权法》的规定，向挪威政
府土地管理部门——农业部或地方土地部门申请特许权；其次，根据《规
划和建筑法》的规定，向政府有关部门及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申报土地使用
计划、土地规划布局、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方案等并获得通过；最后，经由
土地交易中介机构与土地拥有者签订买卖合同，商定付款方式，完成交易
。如企业在挪威城市区域从事房地产开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议会和房地
产开发区块周围常住民众公布开发计划，经过市议会评议及民众同意后才
能开工。 

挪威大部分农用土地产权归私人所有，85%的农场为家庭农场，15%

的农场国家所有，包括教会和农业院校拥有的土地。 

为保证土地经营规模，挪威土地法规定土地不得分拆继承和分拆转让
。此外，对非挪威公民购买土地严格限制，同时确保土地所有权以家庭为
主体，半公顷以上的土地转让需要地方议会的认可。已经成为农业用地的
土地资源必须用于农业，农场的所有者必须在农场居住。 

当地社区在农地和林地转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在挪威注册的外国公司参与证券交易与本土公司享受同等待遇。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挪威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署。环境部署不但制定、发布、
实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而且协调政府其他各部的环境保护计划和措施
。除中央政府设有环境署外，各郡也都下设规划和环境局，负责协调和管
理本地区的环保工作，并由专人负责。挪威环境署（Norwegian Environment 

Agency）网址：www.miljodirektoratet.no/en/。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http://www.miljodirektoratet.no/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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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涉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法律是《污染控制法》《产品控制法》和《温
室气体排放交易法》。其他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计划和建设
法》《环境信息法》《森林法》《自然保护法》《斯瓦尔巴德环境保护法
》《基因技术法》《未耕地和河道的汽车交通法》《污染控制实施法规》《环
境影响评估法规》《废物回收实施法规》《对赴斯瓦尔巴德征收环境费有
关法规》《基因技术影响评估法规》等。详情参见：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pollution-control-act/id171893/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product-control-act/id172150/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greenhouse-gas-emission-trading-

act/id172242/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environmental-information-

act/id173247/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nature-diversity-act/id570549/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svalbar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ct/id173945/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在企业环保方面，挪威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从4个方面规范企业的生产
和经营：一是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二是控制污染；三是防止企业的产品
或服务伤害消费者的健康或破坏环境；四是不断提高企业对废弃物的处理
水平。 

根据挪威环保法律的规定，在规划和建筑过程中，必须防止不必要的
环境破坏，任何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挪威环保法
规定企业生产前对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不同类别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特
殊垃圾的处理办法、减少污染的设施及其效果等，对于可能造成重大污染
的项目需要提前举行听证会，并申请排放许可。国家建立紧急污染应急机
制，以处理突发性的重大污染。挪威还建立了环保检查制度，政府每年对
企业的环保工作进行一次抽查。《产品控制法》对可能造成人身损害或环
境污染的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义务和产品安全要求等做了规定。《温
室气体排放交易法》对温室气体总的排放许可配额、许可配额的分配和交
易等进行规范。对于违反环保管理规定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可以处以
罚款和监禁。 

5.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可能导致污染的活动，应向环保主管部门
申请许可。任何人在计划开展任何可能涉及严重污染的活动前，均需通报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pollution-control-act/id171893/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product-control-act/id172150/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greenhouse-gas-emission-trading-act/id172242/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greenhouse-gas-emission-trading-act/id172242/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environmental-information-act/id173247/
https://www.regjeringen.no/en/dokumenter/environmental-information-act/id17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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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并按要求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报告事项包括：可能产生的
污染类别；污染可能导致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其他可选择的地点；生产流
程、净化措施、废物回收方法，以及申请者选择相关解决方法的原因；申
请开展的活动如何被并入当地开发规划，或者会对未来发展造成何种限制
等。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将公开发布，接受公众审查。同时，环保部门将与
申请人共同举行听证会，讨论活动可能导致的环境影响，听证会应在对申
请做出决定前召开，并在受影响地区发布会议通知。环保部门发出的许可
将列明防止污染的具体条件。在必要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调整甚至撤销
许可，要求责任人停止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3年，挪威气候与污染署与挪威自然资源管理局合并，成立挪威环
境署（Norwegian Environment Agency）。 

网址：www.miljodirektoratet.no 

电话：0047 73 58 05 00 

传真：0047 73 58 05 01 

电邮：post@miljodir.no / firstname.lastname@miljodir.no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商业贿赂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很大。挪威将商业贿赂视为一种不正当竞
争行为进行规制和严厉打击。挪威《一般公民刑法典》对商业贿赂和商业
贿赂犯罪作出规定。挪威国家经济及环境犯罪调查及起诉委员会（简称挪
威经济犯罪调查局，挪威语简写：ØKOKRIM）负责商业贿赂案件的调查
。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挪威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无专门的规定。但在挪威从事承包工程
，应首先获得从事相关工程的资质，例如，对于无资质电工在房屋建筑工
程中铺设的电路，挪威保险公司对该建筑将不予承保。建筑工程的实施应
符合《规划与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公司在挪威的经营应符合挪威《劳
动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每个工程项目，负责的申请人和负责设计的企业均须经市政府主
管部门批准。企业必须提交材料证明其符合承建项目的资质要求，审批时
，应考虑工程项目要求的特殊专业知识。主管部门可指定专门的合格工作
人员执行项目的特定部分施工任务。项目必须在一个或多个负责的承建商

http://www.miljodirektoratet.no/


59   挪  威 

 

 

指导下进行，以保证施工过程符合许可和《规划与建筑法》的规定，并在
工程完成后通知负责的申请人。 

5.12.2 禁止领域 

挪威未明确规定禁止外国公司在当地承包的工程领域。但对诸如变电
站、电力控制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安全部门以安全审查为由，实际
上不接受非欧盟、欧共体、北约成员国或与挪威已签署双边安全协定以外
国家的供应商。 

5.12.3 招标方式 

挪威的招标方式有3种：公开招标、邀标和议标。采取邀标时，参加竞
标的候选投标商至少要有5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议标的方式，招标
方通过谈判来确定中标者。 

5.12.4 验收规定 

项目竣工后，项目监理应提交最终验收报告。如在工程项目投入使用
前需安装特定技术设备，可对特定的施工项目发放在特定期限内有效的施
工许可。如果确定项目建设符合许可和相关法规的规定，主管部门将签发
项目竣工证书。如发现有细微问题，主管部门可发放临时使用许可，但施
工方应按期限进行补救。此外，主管部门可在对工程的部分项目进行最终
验收后对该部门签发使用许可。 

目前中国标准在挪威尚不适用。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主要法规】 

挪威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专利法实施法规
》《外观设计法》《外观设计法实施法规》《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法规
》《标志保护法规》《竞争法》和《著作权法》等。挪威是国际《保护工
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和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成员。贸工部下属的国家工业产权办公室负责专利权、商标和
外观设计的审查和批准。 

【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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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法规》规定，专利保护期为20年，从
递交专利申请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医药和植物产品保护的发明专利保护
期可以增加到25年。在专利保护期内，专利权人需向工业产权办公室交纳
年费。 

根据《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法规》规定，商标权的取得基于注册
原则。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可以申请注册。商标注册的有效期
为10年，自注册之日起计算，期满可以申请延期10年，没有次数限制，即
对商标权可以无限期地保护。商标权可以转让。有关商标规定查询网址：
www.patentstyret.no/en/english/Legal_texts/ 

《外观设计法》和《外观设计法实施法规》对外观设计的申请程序、
独创性要求等做了规定。外观设计保护期为5年，从申请之日起算，期满可
以申请延期，每次延长5年，但最长不超过25年。 

《著作权法》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保护做了规定。
著作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死后70年。匿名作品的保护期为发表第二年
起70年。 

有关上述专利和知识产权法规可查询挪威知识产权办公室网址： 

www.patentstyret.no/en/english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行为
的情节和性质，侵权者依法可被判处罚金、赔偿经济损失或监禁。挪威海
关可以扣押申报进口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在挪威，如果发生商务纠纷，应按照商务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手段和
程序处置，并遵守挪威相关法律法规。 

挪威法院系统分为三级：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也叫高等法院）、区
法院。其中，上诉法院是民事、刑事和程序案件的二审法院，区法院是一
审普通法院。如果案件涉及标的低于12.5万克朗，将适用关于小案件的司
法程序。 

除普通法院外，调解委员会也解决大量的案件。调委会由社区业余调
解员组成，大量的民事案件、债务案件和其他私人争议都由调委会处理。
民事争议在起诉到法院之前，首先提交调委会。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有
律师代理且案件涉及的标的不超过12.5万克朗，可以例外。此外，特定种
类的案件由特别法院处理，如劳动法院和社会保险调解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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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商务纠纷可通过仲裁解决，北欧国家的语言和英语皆可用于挪威
仲裁。挪威是1958年《纽约公约》签约国，挪威承认并执行外国仲裁裁定
。 

5.15 其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 

挪威涉及投资的法律法规还包括： 

《挪威企业注册法》详细规定注册企业类型、注册需提供的资料、注
册通知的发送、核实以及错误更正、信息咨询、上诉、法律实施以及过渡
性条款等。同时，针对企业名称使用和相关服务收费也有明确的实施细则
。 

《破产法》规定破产的条件、程序、清算、以及债务重组等。破产申
请的条件是企业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 

《海关法》对海关通关须提供的文件、通关程序、海关估价、原产地
规则，以及违反海关法的惩罚措施等做出详细的规定。 

《竞争法》对竞争执法机关、限制竞争行为及其处罚措施、经济集中
行为及其处罚措施、执法机关搜查证据、经济集中强制性报告制度、执法
机关处理案件的时限等内容做出详细的规定。 

《价格法》对不合理价格的认定、信息提供的义务、刑事处罚和非法
额外所得的偿还等做出规定。所有故意或由于过失违反该条例的人，将被
处以罚款或判处3年以下监禁。 

《进出口贸易法》规定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出口或对这些商品的进出口
要求特别许可证，进出口经营者向主管机构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以及对
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 

此外，挪威涉及投资的有关法律还包括各种税法、合伙法、基金法、
破产法、私人有限公司法、公共有限公司法、证券交易法、会计法等等。
上述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可查询：www.lovdata.no/info/lawdata.html 

【案例】2016年6月18日，中船澄西、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作为联合
卖方与挪威船东KCC Shipowning AS因1艘71900吨自卸船“Balto”轮（船体
编号CX9702）的主机扭振减震器（TVD）是否存在缺陷而发生法律纠纷，
KCC作为申请方在伦敦启动仲裁程序。2018年9月21日，KCC提出希望双
方尝试通过“调解程序”解决仲裁中的质保纠纷。经过双方协商，最终选定
AdamFentonQC作为居中协调的调解员，调解时间定于2019年4月25日。
2019年5月31日，经调解，KCC、中船澄西和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签署和
解协议。 

2017年5月16日、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因后者
取消前者作业区块合同诉诸法院。2018年挪威法院判决中海油服胜诉，要

http://www.lovdata.no/info/law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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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挪威石油赔偿中海油服约30亿元人民币合同款。挪威石油不服判决提起
上诉。2020年中海油服同挪威石油达成和解。获赔13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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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挪威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挪威有多种类型不同的商业实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挪威语简称AS

），公共有限责任公司（ASA）,外国企业分支机构（NUF），贸易合伙（ANS

），有限合伙（Komandittselskap）及其他种类。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外国
公司如有意在挪威经商，最常见的选择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通过在挪威
设立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经营。 

【分支机构】国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在挪威开展经营活动的最大优点
是容易设立和关闭。分支机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是一个在挪威
注册的国外企业的办事处。注册申请时，不要求资本金。在挪威经营的收
益可以毫无限制地汇往其公司总部。同时，公司总部对其在挪威分支机构
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分支机构关闭，公司总部承担其在挪威分支机构的一
切债务。 

如果国外企业不希望在挪威注册分支机构，也可以通过经纪人或其代
表处在挪威开展经营活动。 

【有限责任公司】国外企业可以在挪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私人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公众公司），其投资方或股东仅以其资本金为限承担
责任。 

【合作经营】国外公司也可以通过在挪威的合作伙伴开展经营活动。
通常有以下几种合作形式： 

（1）一般合作（ANS）：所有合作方承担经营活动的无限责任； 

（2）分担合作（DA）：合作方按照事先达成的比例承担经营活动的
无限责任； 

（3）有限合作（KS）：合作方至少有一方承担经营活动的无限责任
，至少有一方按照事先达成的比例承担有限责任； 

（4）内部合作（IndreSelskap）：合作方至少有一方承担经营活动的
无限责任。如果经营活动只有一方，那么还须选择一个沉默的合作方，该
合作方可能承担经营活动的无限责任或按照入股比例承担部分责任。沉默
的合作方始终在合作的内部，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不会出面面对任何第三方
。通过这种方式合作，通常是有特定的需要，如公司同税务、法律和会计
顾问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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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空壳公司】外国人或外国实体在挪威建立一个企业的最简单快
捷的方式是购买空壳公司，空壳公司可向律师事务所购买。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挪威负责企业注册的机构是挪威企业注册局（Foretaksregi Steret），位
于北部Brønnøysund镇。该机构隶属于挪威贸工部，注册登记有挪威近40万
家企业、230万份企业年度会计报告资料，其英文网址为www.brreg.no 

在挪威经商无需运营执照，但在诸如保险，银行业，金融服务等特殊
领域存在例外,由欧盟国家批准的投资者获取的此类执照在挪威也可获得
认可，投资者可因此受益。 

根据《挪威公司法》，所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超过1人所有的公司，须在
挪威企业注册局注册。从事货物贸易的个体户，如果其雇员超过5名，也须
注册。其他个体户企业可自愿注册，不是强制性的。 

在挪威，以下特殊行业还需要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1）从事驾驶教练、医生、理疗师、审计师、会计、律师、证券经纪
人、不动产经纪人等须获得相关从业资格； 

（2）从事咖啡厅、餐馆等餐饮企业，须获得所在地市政部门的批准； 
（3）从事出租车业务、救护车业务、公共汽车和其他类型的公共交通

业务须向当地政府交通局提交申请，办理许可； 

（4）从事旅行社、旅游公司等旅游业务企业须提供个人和集体担保； 
（5）从事医药产品推广、进口或销售的企业须获得挪威医药管理

局（Statens legemiddelkontroll）批准。 

挪威医药管理局网址：www.slk.no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注册分支机构】在挪威申请注册分支机构时，挪威企业注册局将审
查以下内容：经营范围、在挪威从事经营活动时间、雇佣挪威当地人情况
、与挪威企业或个人有无其他协议等。申请注册分支机构时，填写注册表
格，交纳2500挪威克朗费用，通常需要2-3周时间即可完成注册。 

设立分支机构时，并不一定要求分支机构设独立负责人或总经理。如
果有，该负责人或总经理享有签字权。如果没有，挪威企业注册局要求分
支机构指定一位具有挪威国籍的当地人作为联系人，联系人可以是个人或
挪威企业（如会计公司等）。当母公司决定关闭在挪威的分支机构时，挪
威企业注册局将注销其注册号。 

【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可通过互联网登录挪威企业注册局网站提交注
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也可以填写纸质注册申请表，并支付6000克朗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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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通过互联网申请注册通常3-4天即可完成；通过填写纸制申请表申请则
需要2-3周时间完成。 

申请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时，除填写注册申请表外，还需提交以下资料
： 

（1）公司章程：包括公司类型、挪威办公地、业务经营范围、注册资
本、股东、董事会组成、签字授权人姓名及签字样、股东大会职权范围等
； 

（2）公司发起人或公司的证明：名称、地址、公司注册号； 

（3）如有特别决定权或特别股权，需做出说明； 

（4）如以非现金形式入股，需做出说明； 

（5）在公司成立前4周内，由注册或国家授权的审计师签字的启动资
金证明。 

《挪威公司法》规定，一个或几个人，或者法人可以申请成立有限责
任公司，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总额最低为3万克朗，对于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金不得低于100万克朗。董事会以及至少半数以上的董事会成员必须
在挪威或其他EEA成员国居住。 

此外，国外企业也可以直接购买现存的挪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合作经营公司】除内部合作经营外，其他形式的合作经营须在
挪威企业注册局登记。一般合作和分担合作经营的注册申请可通过互联网
申请注册，通常3-4天即可完成，注册费为2500挪威克朗；有限合作经营的
注册申请须从网址上下载申请表，同其他原件资料一同寄往挪威企业注册
局，通常要2-3周时间完成，注册费为6000挪威克朗。 

根据《挪威合作经营法》，除内部合作外，要求合作方有书面合作协
议，内容包括合作名称、合作方名称与地址、合作目的、合作方出资情况
等。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根据挪威《公共采购法》和《竞争法》及其条例规定，工程金额大于
50万克朗（约8万美元）、小于165万克朗的公共采购招标项目应在挪威国
内发布；根据WTO的GPA或者EEA协议，超过165万克朗的工程招标信息
，除在www.doffin.no上公布外，还需通过欧盟官方杂志（Official Journal of 

EC, OJEC），以及每日电子招标数据库（Tenders Electronic Daily，TED）
向欧盟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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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招标投标 

挪威招标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公开招标：参加竞标的候选人至少5家。所有公司都可以要求参
加，但发标方仅对列入候选的供应商提供招标文件。 

（2）议标：当发标方没有一个满意的候选人，招标工作或服务本身性
质决定了不可能给出总体报价、或所需服务性质或类型决定了无法向投标
人提出规格要求时方可采取议标方式，由发标方与入围的预选投标人在其
报价方案基础上协商。如在服务领域，发标方可组织设计比赛，与优胜者
进行议标。 

6.2.3 政府采购 

作为欧洲经济区成员和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挪威公共采购系
统遵循欧盟相关规定，并于2017年1月出台了新的公共采购法案。政府采购
程序中，所有文件要求采用挪威语。 

6.2.4 许可手续 

根据相关WTO规则、欧盟指令和挪威法规，对所有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的成员、欧盟成员国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给予非歧视和国
民待遇。此外，对于既非GPA成员、也非EU或EFTA成员国，但已与挪威
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国家，可根据双方就工程招标磋商结果，平等地参与挪
威工程招标。 

除此以外的国家，可参与挪威工程招标，但无权对挪威工程招标提出
异议。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挪威知识产权办公室负责接受和处理新产品、新设计和新技术的专利
申请、设计和商标注册工作，并负责就有关专利权的保护等事项提供信息
和指导。 

网址：www.patentstyret.no/en/ 

6.3.1 申请专利 

根据挪威《专利法》，只有专利的发明者或其单位才具有专利申请资
格。专利申请表采用挪威语，附件可用丹麦或瑞典语。如果使用其他文字
，须由挪威国家授权的或挪威专利局认可的翻译将其译成挪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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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审查一般需要6个月。申请人在获批准后的2个月内缴纳注册费才
可获得专利权。产品和技术的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医药产品的专利有效
期可延长5年。专利所有人需按时缴纳专利注册年费。 

2008年1月1日，挪威、丹麦和冰岛3个国家设立了政府间的专利机构—
—北欧专利局（Nordic Patent Institute，简称NPI），国际代码为“XN”，为
丹麦、冰岛和挪威公民提供专利领域的商业服务。北欧专利局作为国际专
利检索和初审单位之一，大大提高了挪威专利服务水平。 

北欧专利局网址：www.npi.int 

6.3.2 注册商标 

根据挪威《商标法》，商标图文须清晰可见，具有与其他商标明显区
别的特征。商标可由词或词组、符号或图像、数字或字母组成。非挪威永
久居民在挪威申请商标时须指定挪威的代理人并通知挪威知识产权局。商
标一次注册的有效期为10年，可无限次延长注册。挪威知识产权局有权取
消长期不使用的商标。商标注册须缴纳注册费。 

6.4 企业在挪威报税的相关手续 

挪威的税收体系对于外国投资者以及本国投资者一视同仁，纳税方式
相同，税率一致。根据挪威税法，挪威税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种，其
中：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以及财产税等，间接税主要为增值税和关税等。
详情可查阅挪威税务局网址： 

https://www.skatteetaten.no/en/person/taxes/ 

6.4.1 报税时间 

【公司所得税】申报时间：挪威公司所得税按年度计税。通常根据上
一年度经营情况，每年2月15日和4月15日分两次预缴。最终应缴纳额公布
后的3周内，再补缴余额。在4月30日前补交余额可免收利息，否则将会被
罚息。 

【个人所得税】申报时间：挪威雇主须为雇员代缴个人所得税。每年
1、3、5、7、9、11月的8日前须向税务部门申报员工前2个月的工资、补贴
等。每年1、3、5、7、9、11月的15日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不能准时提
交工资收入报告，将会被罚息。 

【增值税】从国外进口货物在挪威销售的进口商需缴纳增值税。如果
外国公司在挪威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年营业额超过5万克朗，须在挪威增
值税注册中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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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时间：每个合同签订后尽快向当地税务局申报，不得迟于合同开
始执行后14天。 

【缴纳社保基金】无论员工的国籍如何，均强制缴纳社保基金。社保
基金分两部分：一是员工缴纳部分，按照员工收入8.2%比例缴纳；二是企
业缴纳部分，根据全体员工收入总额按一定比例缴纳，不同地区缴纳比例
不同，挪威南部比例最高达14.1%，但挪威北部特隆姆瑟郡和芬玛克郡为
零。临时在挪威工作的外国人可申请免缴社保基金。 

申报时间：每年缴纳6次。 

【申请退还增值税】在以下情况下，国外企业可申请退还在挪威采购
货物或服务时支付的增值税：（1）国外企业不须在挪威增值税注册中心登
记，且其商业活动在挪威境外进行；（2）国外企业在挪威增值税注册中心
已登记，且缴纳的增值税属于应该免除的。 

申报时间：每季度申请1次，最长不得超过第2年6月30日。 

6.4.2 报税渠道 

在挪威，大型企业拥有自己的财务部门，可以直接向税务系统申报；
对于中小型企业，通常通过专业财务公司代理申报；也可以通过挪威网上
税务申报系统（www.altinn.no）向税务部门申报公司所得税、员工所得税
、增值税、退税等资料。 

6.4.3 报税手续 

报税按以下程序进行： 

（1）填写协调登记通知表（BR-1010），申请机构号； 

（2）填写报税相关表格（表格可在挪威网上税务申报系统下载），并
寄给税务局； 

（3）在“收入年度”（income year）结束后、税额初步评估结束前缴纳
税款； 

（4）按照税务部门最终核定的税额及时补交余款，延缓缴纳税款须缴
纳利息。 

6.4.4 报税资料 

【公司所得税】提交资料：公司年度所有收入和支出单证（包括员工
工资等），计算公司净盈利。 

【个人所得税】提交资料：雇主须提交每名员工的收入总额及免税总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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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提交资料：合同名称、地址和注册增值税号、合同开始或
结束日期、合同发生地点以及合同金额。 

【缴纳社保基金】提交资料：每2个月每名员工收入总额和企业支付员
工收入的总额。 

【申请退还增值税】提交资料： 

（1）原始发票：发票须具有编号、日期、挪威卖主名称与地址、卖主
增值税号、申请企业名称与地址、购买货物或服务的名称、数量、交货地
点以及支付方式等； 

（2）在挪威境外从事商业活动说明； 

（3）主管部门对上述商业活动证明； 

（4）如果申请企业将上述货物出口，须附出口证明； 

（5）主管部门分支机构出具退税证明原件。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外国人赴挪威工作必须首先获得工作许可。挪威移民局负责办理工作
许可证，挪威劳动与社会融合部对挪威移民局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挪威移民局网址： 

www.udi.no/en 

6.5.2 工作许可制度 

【许可条件】自1975年起挪威开始移民管制措施。现行移民政策按照
移民来源地分为两大区域，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公民
自动享受在挪威定居、就业的权利；非上述地区的国家公民，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的可申请在挪威的就业和居住许可证： 

（1）特殊专才：受过专业教育或具有专业技能，挪威劳务市场上缺乏
的人才；就业许可证仅对限定的雇主有效，每年续签1次，3年后可申请长
期居住权。 

（2）季节工：在挪威从事季节性工作，如农业的采摘季节。2010年4

月，挪威移民局批准中国大连国际合作公司向挪威派16名季节工，这是中
国以此合作方式第一次向挪威派遣陆上劳务，随后历年稳步发展，到2016

年劳务人数增加到50多人，采摘业务从夏秋季的单一草莓采摘向果蔬等多
种农作物采摘业务拓展。 

（3）渔业工人：从事渔业加工的俄罗斯人可申请在挪威巴伦支海沿岸
地区工作1年，不得续签。 



70   挪  威 

 

 

（4）保姆：被挪威人雇用的家庭保姆，可申请2年暂住证。 

（5）短期访问：应挪威人的邀请来挪威并居住在邀请人家中的，可申
请3个月的工作许可。 

在一般情况下，申请办理居留或工作许可时，申请者在所在国家提出
申请。申请人在未获得批准前，不得进入挪威。 

【技术人员签证】2002年1月1日后，挪威政府部分放宽了对欧盟成员
国以外的外籍专业技术人员（Skilled workers）赴挪威工作的入境管制。具
体包括：（1）每年引入外籍专业技术人员配额5000名；（2）专业技术教
育程度为中专以上即可；（3）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可先获得为期3个月的临
时入境签证，再申办工作许可；（4）第一次就业签证有效期为1年，期满
后可申请延期，满3年可申请长期居住，家属可申请来挪威同住。 

6.5.3 申请程序 

申请人须受聘于在挪威设立的企业；申请人须经相关专业教育或具有
相关的专业水平。 

申请人可以在国内或国外提交申请。在国外申请时须在当地合法居住
6个月以上，将申请表格提交到最近的挪威外交机构（包括使馆、领馆）。
申请人也可以书面委托在挪威的企业向企业所在地的警察局提出申请。 

6.5.4 提供资料 

申请人除填写申请表外，还须提供的材料有：申请人同在挪威企业签
订的工作合同；申请人培训经历，如培训课程、时间和培训学校名称等；
申请人工作经历，在以前雇主工作的时间、职责和工作；申请人简历；在
挪威企业工作证明；护照复印件、照片；缴纳申请费。 

所有材料须翻译成英文或挪威文，家庭成员也可以同时申请。申请工
作许可有效期为1年，1年后可以续签。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Inkognitogata 11，0258 Oslo，Norway  

电话：0047-22449638、22438666 

传真：0047-22447230 

电邮：commerce@chinese-embassy.no 

网址：no.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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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挪威商协会/中资企业协会 

（1）挪威中国商会（Norwegian-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成立于2006年3月16日，由来自挪威不同工商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发起。
挪中商会致力于为挪中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商务及社交平台。 

地址：Kongsskogen 40, N-1385 Asker, Norway 

电话：0047-66906434、94763503 

传真：0047-91525622 

电邮：info@nccc.no 

网址：www.nccc.no 

（2）奥斯陆商会（Oslo Chamber of Commerce,OCC）成立于1908年，
为挪威最大的私营商业服务组织，主要业务是帮助挪威企业建立跨国业务
关系，为来挪威团组提供服务，组织研讨会，参与国际仲裁业务，签放货
物出口、通关文件等。目前，奥斯陆商会会员达400家企业，其中175家为
大型企业，如船级社（DNV）、挪威电信（Telenor）、商学院（BI）等。
奥斯陆商会积极推动中挪企业界交流和往来，积极组织会员到中国进行参
观访问、与中方企业会见研讨和推动挪威企业赴中国投资等。 

地址：Henrik Ibsensgt. 100, 0255 Oslo, Norway 

电话：0047-22129400 

传真：0047-22129401 

电邮：mail@chamber.no 

网址：www.chamber.no 

（3）卑尔根工商会（Berge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卑尔根工商会成立于1988年9月，历史可追溯到1845年，现拥有2800多
个会员。卑尔根工商会是该地区最大的工商界协会组织，是世界商会组织
的成员，其为会员提供多种服务并负责培训外籍员工。 

卑尔根工商会在促进挪中经贸合作方面表现积极，效果显著。2006年
以来，卑尔根工商会每年轮流在北京、上海、大连和卑尔根等地举行了一
系列研讨会和贸易促进活动，推动两国能源、海事和渔业等领域的企业不
断增进了解和合作。 

联系方式： 

地址：Olav Kyrresgt. 11, 5014 Bergen  

邮寄地址：P.O Box 843 Sentrum, 5807 Bergen 

电话：0047-55553900  

网址：www.bergen-chamber.no 

6.6.3 挪威驻中国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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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挪威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一街一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65322261、65323113 

传真：010-65322140、65322398 

电邮：emb.beijing@mfa.no 

网址：https://www.norway.no/zh/china/ 

（2）挪威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一街一号 

电邮：kina@innovasjonnorge.no 

网址： 

https://www.innovasjonnorge.no/en/start-page/about/our-offices/offices-

abroad/china/ 

（3）挪威驻上海总领馆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外滩中心1701室 

邮编：200002  

电话：021-60397500  

传真：021-60397501 

电邮：cg.shanghai@mfa.no 

分管区域：上海、安徽、江苏、江西及浙江省。 

（4）挪威驻广州总领馆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18楼1802室 

邮编：510613 

电话：020-38113188 

传真：020-38113199  

电邮：cg.guangzhou@mfa.no 

分管区域：福建、广西、广东和海南省。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6.6.5 挪威投资服务机构 

（1）创新挪威（Innovation Norway） 

mailto:kina@innovasjonnorge.no
mailto:cg.shanghai@mfa.no
mailto:cg.guangzhou@mf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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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日，挪威将原挪威贸易理事会、挪威产业与地区发展基金
、挪威政府发明者咨询委员会及挪威旅游局等4家机构进行整合，成立创新
挪威。该机构具有半官方性质，采取企业运作管理模式，主要职能为信息
咨询、贸易促进、宣传展览、商务培训和研讨会、旅游推广、商业融资等
。创新挪威对挪威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挪
威驻外使（领）馆中的商务处工作人员由该机构派出。 

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Innovation Norway，Akersgata 13 PO Box 448 Sentrum N-0104 

Oslo Norway 

电话：0047-22002500 

传真：0047-22002501 

网址：www.innovasjonnorge.no/ 

电邮：post@innovasjonnorge.no  

办公时间：9:00-15:00 

（2）奥斯陆投资促进局（OSLOTEKNOPOL） 

奥斯陆投资促进局是奥斯陆地区投资促进机构，吸引国外投资，推动
挪威首都地区的经济发展。该机构是非营利地方机构，免费为国外企业在
奥斯陆地区投资提供协作和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Tollbugata 32，0157 Oslo P.O.Box 527 Sentrum, 0105 Oslo 

电话：0047-22002990  

传真：0047-22002991 

电邮：info@oslo.teknopol.no 

办公时间：9:00-15:00 

（3）中部挪威投资促进局（ACCESS MID-NORWAY） 

中部挪威投资促进局是由挪威中部南特伦德拉格郡及北特伦德拉格
郡政府、银行、教育机构、研发机构等出资，于2006年成立的半官方机构
，其目的是吸引国外资金、人才和项目，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为愿在挪
威中部落户的公司或个人提供免费的建议与信息咨询等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Postboks 1760，7416 Trondheim Norway 

电话：0047-73605902 

电邮：post@accessmidnorway.no  

办公时间：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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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到挪威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虽然挪威拥有市场经济发达、政府清廉、自然资源丰富、研发能力强
等投资优势，但企业在挪威投资也存在一定投资风险。 

（1）市场容量小。挪威位于欧洲大陆的北端，地广人稀，市场容量小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 

（2）物价昂贵，劳动力成本高。挪威人均国民收入位居世界前列。据
挪威有关部门估算，近5年每年的劳动力缺口约为3-4万，到2030年将达到
7万人。挪威经济发展以及当地劳动力短缺使更多的公司雇员对薪水及福
利的期望值更高。挪威物价水平居世界前列，主要体现在：第一，住房贵
。近年来，住宅房屋价格一路飙升，租房价格也随之上扬。房价因城市、
地区不同迥异，居住已成为挪威人最大开支项目。第二，食品价格高昂。
第三，人工费用高，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如维修工作按小时收费，每小时
达800至1000克朗不等，路上交通耗时亦计算在内，因此，出现修一扇窗户
玻璃2000克朗，修一个电子门锁10000克朗的情况。由于劳动力成本高，社
会福利好，导致竞争压力不大，且劳工法律不允许额外加班等，因此服务
行业可能出现等待时间长、办事效率低等现象。 

（3）申请工作许可困难。在挪威，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可享有在挪
威定居和就业的权力。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来挪威工作必须是受过专
业教育或具有特殊技能、挪威劳务市场缺乏的人才（Skilled Workers），在
进入挪威工作前需申请工作许可。在挪威从事一般性的加工行业，如果雇
请当地员工，成本太高，如果从国外雇请工人，则很难得到工作许可证。
申请工作许可证时间长，程序复杂，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审批时间为6至
12个月。 

（4）存在一些非政策因素。在挪威成立外资企业时也有一些限制规定
。如在挪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至少有一半以上必须居住在
挪威或者是欧洲经济区公民，其目的是为了对企业进行监管，防止不正当
经营。挪威还规定，如果是上市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40%的女性
。挪威工会力量强大，在当地聘请员工时对员工的权益要倍加重视。挪威
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都很严格，这些也对中资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还有中资企业反映办事处在挪威开设银行账户时间过长、国内驾照
在当地只有3个月有效使用期、随居父母签证期限过短等问题。 

 



75   挪  威 

 

 

【案例】2018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挪威设立办事处，为便于开具项
目保函和使用资金，代表处向当地多家商业银行申请开设公司账户，因各
种原因近一年时间未能受理，影响了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5）已实行安全审查新规。2019年挪威实行新的安全法案，授权政府
部门对更广义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安全性具有灵活裁量权。挪威在关键领
域项目上进一步趋向选择欧盟、北约成员国或与挪威签署有安全协定国家
企业进行合作。 

7.2 承包工程方面 

挪威的工程项目，不论国家投资、地方投资还是私人投资，一律实行
公开招标。工程公司招募的外籍建筑工人要和本国工人统一编班作业，所
以要求外籍工人须具有挪威的工作许可、挪威或欧盟的技术等级证书，并
要具备一定的语言交流能力。挪威对工程领域要求较高，海上石油等领域
甚至比国际标准要求还要严格。此外，挪威工程项目多采用当地货币结算
，近几年挪威克朗同其他货币汇率变动较大，汇率风险和工作许可、技术
标准及交流障碍所造成的成本大幅上升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大风险。 

【案例】2013年，四川路桥中标挪威E6哈罗格兰德大桥钢结构合同项
目，成为首个进入挪威工程承包市场的中国企业。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在于
四川路桥与塞尔维亚VNG公司组成了联合体参与竞标，而VNG公司之前曾
在挪威承建2座桥梁，对挪威市场有一定了解。出现的问题包括挪威克朗
2015-2018年间对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等主要货币大幅贬值20%-30%，该
项目于2019年1月完工，汇率变化给项目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 

7.3 对外劳务合作 

挪威是个老龄化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正在制约整个社会的健康发
展，特别是信息工程师、医护人员、建筑技工、维修工和清洁工等领域的
劳动力紧缺现象较为突出。为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短缺，保持经济正常
发展和福利社会的稳定，挪威政府已开始从国外引进劳动力。但挪威劳务
市场对劳务人员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语言水平以及从业经验等方面要
求很多，故中国赴挪威务工人员要充分了解挪威市场需求和劳务要求，避
免发生劳务纠纷等风险。 

此外，挪威是传统的航运大国，挪威船东雇用船员总数约6万人，其中
三分之二来自国外。挪威国际商船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劳务市场，不受挪
威移民政策限制；挪威船东也欢迎各国海员通过自由竞争为其工作。语言
能力、航海经验对海员工作尤为重要，需要中方务工人员特别注意。 



76   挪  威 

 

 

自2011年起，中国每年均派遣工人于夏季到挪威农场从事草莓、果蔬
等农产品采摘工作。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挪威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投资合作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
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
对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
施的可行性分析等。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
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
、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
业务和福费庭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
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
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
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
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 

http://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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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国企业在挪威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挪威实行三权分立，挪威议会、法院和政府之间相互制衡。企业要与
这些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1）及时了解政府更迭和选举情况，洞察最新经济政策走向，寻找商
机； 

（2）了解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职责分工，遇到问题能有的放矢
； 

（3）挪威政府部门比较廉洁，信息公开透明，可通过查阅政府各部门
的网站以及年报资料等了解相关信息。可以直接发送邮件或打电话咨询问
题，一般都会得到及时的回应； 

（4）借助中挪经贸联委会平台，加强与挪威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
作，反映并解决问题； 

（5）与中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挪威工会历史较长，实力强大，绝大多数员工都是工会会员。工会负
责与雇主协会洽谈协商会员的福利待遇事宜。雇主解雇员工也要事先通知
其所在工会并征得同意。雇员认为自己权利受到损害时，也会通过工会来
协调。因此，在挪威的中资机构必须要妥善处理与当地工会的关系。 

（1）认真学习挪威的相关法律法规，熟悉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规章
制度以及运行模式； 

（2）加入当地的相关协会组织。挪威行业协会非常发达，这些协会能
最大限度地维护会员利益，帮助协调与工会的关系，与行业工会谈判对话
。对于有关需要与工会沟通事宜，中资机构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与之协商。
著名行业协会有挪威雇主协会（NHO）等； 

（3）充分借助律师力量。对于雇员的一些不合理要求，除进行沟通解
释外，还可通过律师解决； 

（4）对雇员权益倍加小心。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遵守法纪，严格按照
合同条文以及相关劳动法规办理； 

（5）加强与当地工会的沟通，有问题及时解决。聘请工会相关人员举
办讲座，介绍相关的注意事项，避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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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挪两国相隔很远，历史交往不多，相对比较陌生，对对方的文化背
景、风土人情还不是很了解。挪威人工作方式、交往方式、行事准则等与
中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企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禁忌，处理好
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1）要学习和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背景。 

（2）要尊重和友善。挪威国家小，希望得到别人尊重，因此不可表现
出大国主义。可学习一些常用的当地语言并适时说出来，有利于密切与挪
威人的关系。 

（3）了解挪威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挪威人非常讲求诚实守信，
外表显得严肃拘谨，而内心厚道，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只有诚实待人，
老实做事，才能赢得当地人的接纳和尊重。 

（4）要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特别是对社区举办的公益活动，如扫雪、
清扫车库、卫生值日、捐款捐物等要认真参加。 

（5）挪威人喜欢安静清洁，与挪威当地居民混住一个小区或一栋楼时
，要保持安静与卫生，不要乱扔东西，垃圾要分类。 

（6）与社区区长或居民楼楼长保持联系。每个社区乃至每栋楼都有区
长和楼长，要与他们及时沟通，避免误会。通过参加物业会，及时反映自
己的意见和要求。 

（7）提高安全意识，注意防火、防盗。 

（8）在所住房间外安装卫星设备等影响楼房外观的工程时，须通知社
区相关负责人。 

（9）实现人才本土化。通过聘请当地员工，及时了解当地动态。 

案例：2019年四川路桥公司积极响应挪威足球协会邀请，赞助和组织
中国男女青年球队参加“挪威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赛后，中国青
年球员在奥斯陆市政厅举办了川剧等一系列中国文化交流活动，当地电视
台进行了全程直播，效果较好。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尊重当地风俗，可以更好地与挪威人相处，避免麻烦。 

（1）认真学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工作与交往中就能知己知彼，
有的放矢。 

（2）尊重当地信仰。多数挪威人信奉基督教路德宗，要尊重其宗教信
仰，平时谈话，特别是参观当地教堂和宗教场所时要注意言行，保持安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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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挪威注重男女平等。 

（4）注意不文明的行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不高声喧哗等。
注意排队，不要加塞。行车、乘车、银行办事、商场购物交款、甚至上公
共卫生间都要注意守秩序，排队按先来后到进行。挪威重大节日，如国庆
日都会有庆典活动，参加活动时要注意自身形象。 

（5）挪威人一般不劝酒，因此不可对挪威人强行劝酒。 

（6）挪威人时间观念很强，赴约和参加活动一定要按时到达。如不能
按时到达，要提前打电话通知，到后要道歉。 

（7）挪威同性恋结婚受法律保护，未婚同居等现象也很普遍，对这些
行为不可妄加评价。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挪威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一直在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与开发
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制定了很多环保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中国企业在
挪威投资合作，要依法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1）要认真学习和了解挪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及时跟踪其政策的
最新变化。 

（2）对于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要事先进行科学评估，提出解决
办法，做好环保预算。 

（3）对已出现的环境污染，要尽快处理，并与媒体保持沟通，避免炒
作。 

案例：蓝星公司所属海外企业埃肯公司日前宣布将对位于挪威布雷芒
厄（Bremanger）的冶炼工厂实施熔炉升级改造计划。埃肯布雷芒厄冶炼工
厂主要生产金属硅和硅铁合金，产品用于制造太阳能板、电池和手机等。
据悉，该项升级改造计划将有效减少高达50%的氮氧化合物排放，相当于
100,000辆柴油车的排放量。该计划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的安全标准
，改善工作和周围环境，受到工厂员工和客户的一致欢迎。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在挪威，愈来愈多的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觉行动和持续发展的
必要条件。挪威许多知名公司都和挪威相关产业工会及国际产业工会签订
了企业社会责任协议，承诺在全球经营范围内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并置
于本国和国际工会的监督之下。大型企业如此，中小企业也不例外。欧盟
委员会对欧洲中小企业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挪威中小企业在履行社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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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责任方面做得最好。中国企业在挪威开展投资合作，要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 

（1）关注业务发展是否带来资源、环境、劳工、安全以及社会治理等
问题，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抵制。 

（2）要高度重视劳动保护问题。挪威政府对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有严
格的管理规定。《工作环境法》对员工工作环境、休假权、工作时间和超
时工作、雇佣和解雇做出了详细规定。中资机构要严格按照此规定实行。 

（3）远离贿赂。挪威在对待贪污贿赂问题上采取的是“零宽容政策”，
对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活动采取严格、严厉的措施。挪威当地的合作伙伴
也反对贿赂。 

（4）注重社会公德。中国企业和工作人员要知法守法，入乡随俗，不
做违反当地法律和社会公德的事情。 

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海油服欧洲钻井公司即向所在地斯塔
万格市政府和医院捐赠了6000个3M口罩，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当地媒
体积极报道。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媒体在现代生活中是一种独特的公共资源，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媒体不仅广泛传播知识与信息，具有教育功能，而且媒体舆论还成为公众
对现实做出反应和抉择的主要依据，影响公共决策，发挥正、负两个方面
的作用。中国企业在挪威应该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一般情况下，好消息会迅速被大家知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
形象。但同时，在挪威这样小而且透明度又很高的国家，一旦出现负面新
闻，也会迅速被人知晓，后果严重。特别是挪威媒体监督作用至关重要，
对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案例都由
媒体先揭露，然后再由相关部门查证处理。因此，中资机构一定要注意妥
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1）对于媒体的采访，要持积极、欢迎态度，对记者要尊重。重大事
项通知媒体采访报道。平时注意相关资料的整理，对重大事项宣传及时做
好预案。 

（2）与挪威当地公关公司和咨询公司合作，请其邀请媒体协助搞好宣
传。在重大并购、关系敏感项目以及在遭受不公正的报道时，应注重宣传
引导，做好预案。要通过公关咨询公司向媒体发布主导性消息。 

（3）加强与使馆的沟通与合作，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4）发挥外籍雇员的作用，利用其语言优势，回答相关提问，做好沟
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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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川路桥承建的哈罗格兰德大桥于2019年1月通车，邀请了挪威
首相索尔贝格出席通车仪式，挪威当地电视台全程转播。此外，探索频道
在《打造巨无霸》专题中，专门为该桥拍摄了一集纪录片，宣传中国工人
出色的桥梁建设技术，引发民众热议和好评。 

8.8 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挪威人办事认真，讲法不讲情。中资企业要了解执法人员特点，学会
与其打交道，保护自身利益。 

（1）认真学习法律。聘请律师以及劳动法律部门负责人员进行普法教
育，让员工了解挪威工作生活所需的法律知识以及应对措施。 

（2）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及时咨询了解相关信息。通过律师
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 

（3）思想上要重视遵纪守法，不可存在侥幸心理，行动上要自觉。除
警察外，许多挪威人都爱“多管闲事”，尽管与己无关，对于看到的其他人
的违法行为也主动向警察报告，如闯红灯等。挪威还有许多电子监控设备
，因此不要认为没有警察就可以不遵守法纪。不可酒后驾车，不可违章停
车，不可超速开车。 

（4）注意保护各类证件。出门要随时携带有关身份证件等。护照、身
份证件要做好备份留存，以防遗失。营业执照、纳税清单、财务报表等相
关资料要妥善保存。 

（5）配合查验。遇到执法人员查验时，要礼貌出示证件，回答问题，
不可害怕或躲避。语言不通时，请及时与公司联系或与使馆联系。不可与
警察争吵，要配合其执行公务。对于出具的罚款单，要妥善保存，作为交
涉的证据。如可能，记下警察的联系方式及姓名。但是如果有充足的理由
，就可以大胆解释，有的可以事后发函予以澄清。交涉要有理有节。 

（6）不要向警察行贿。如确实是自身原因，向警察说情通融是行不通
的，如行贿就更是罪加一等。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内涵博大精深。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和中国企业进入挪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
更加了解中国，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中资企业在挪威经营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尊重、吸收当地的文化和风俗
，也应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帮助挪威民众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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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华为挪威公司多次赞助挪威“中国文化节”等文体活动，还赞助
挪威科技大学大学生到国内参观，增进挪威大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8.10 其他 

挪威对外来投资总体持欢迎态度，但由于本身市场较小，面临同行业
竞争时会引起部分既得利益民众抵触。中国企业在挪威投资和开展工程承
包项目时应尽可能采取属地化管理或与当地公司开展合作、分包的方式，
一同发展，实现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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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国企业/人员在挪威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1）学法用法。中国企业在挪威从事经营活动，要依法成立和登记，
依法经营。中国在挪威企业的工作人员要了解当地基本法律规定，学习有
关企业经营活动的法律法规，在发生纠纷时，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维护自
身的利益。 

（2）聘请律师。由于挪威法律法规众多，纳税、会计、金融等各种规
定繁杂，再加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要想全面掌握有关经营活动的法规比
较困难。中国企业应当在当地聘请法律顾问，妥善处理经营过程中的合同
及财务文件，及时就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法律咨询。一旦涉及纠纷事务，律
师可以及时介入到案件中，以便切实维护企业自身权益。 

中国企业和人员可选择向威宝（Wikborg Rein）、修德（Schjødt）等
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威宝律师事务所是挪威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
设有办事处，该所擅长海事法律业务。威宝律师事务所的网址是
www.wr.no/。修德律师事务所擅长企业并购业务，专门成立了中国项目组
，聘请了中国籍律师，可用中文向客户提供各项法律服务。该所网址是：
www.schjodt.no/en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国企业在挪威投资合作，要与当地政府的投资管理、治安、税务等
部门保持联系，通报企业发展情况，向其反映企业遇到的问题，争取获得
地方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挪威主管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
创新挪威（Innovation Norway）。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1）保护责任。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境内的行为要受驻在国当地法律
和国际法的约束。如果中国公民在挪威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中国驻挪威
使馆有责任提供必要的保护。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的联系电话：0047-

22148908、22490570（领事部）；网址为：www.chinese-embassy.no 

（2）报到登记。在挪威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前，应首先征求中国驻挪
威大使馆经商处的意见；企业在挪威当地的登记注册活动要及时通知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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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其负责人要与经商处保持日常的联络。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的联
系电话：0047-22438666、22449638；网址为：no.mofcom.gov.cn。 

（3）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时，在挪威的中国企业要及时向使馆汇报。 
对于中国赴挪威的公民来说，要保管好护照、现金等重要物品。护照

、证件等重要文件应备有复印件，并与原件分开存放。尽可能携带信用卡
，少带现金。如护照丢失或被窃，应立即就近向当地警方报案，取得报案
证明，然后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申请补发旅行证件。因公团组应同时向国
内派出单位汇报，取得指示。遇有人身伤害等严重案件，除立即报警外，
请立即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在挪威投资，应客观评估潜在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地建立内
部紧急情况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风险预案。重视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设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和日常的安全保护工作。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安全
设备，给员工上保险。企业的应急预案应与使馆的安全工作相协调，确保
如有安全问题，第一时间向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汇报。 

遇有突发自然灾害或安全事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将损失控
制在最小范围。遇有火灾和人员受伤，应及时拨打当地火警和救护电话；
之后立即上报中国驻挪威使馆和企业在国内的总部。 

挪威紧急救助电话： 

火警：110 

匪警：112 

急救：113 

天气查询：www.yr.no 

出租车：02323或08000 

奥斯陆机场网址：www.osl.no/en/osl 

联系电话：0047-64812000 

旅客服务电话：0047-06400 

挪威旅游网站：www.visitnorway.com 

挪威铁路网站：www.nsb.no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国企业在挪威当地投资活动遇到困难，除了诉诸上述解决途径外，
也可以通过挪威当地华人华侨组织及当地友好人士等寻求解决办法。 

挪威政府部门、医院等都可以提供中文翻译服务，但需要提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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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挪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疫情及疫苗接种情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挪威累计确诊病
例378,086例，累计死亡病例1,258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病例18,034例，新
增死亡病例22例；每百人接种疫苗176.1剂次，完全接种率为72.8%。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挪威宣布实施“抑制”等级防控措施。疫情重创
了挪威经济和社会活动，尤其是航空、旅游、餐饮等行业损失巨大。由于
全球石油需求降低导致油价低迷，挪石油产业投资放缓，利润降低。 

得益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世界领先的数字化社会发展水平，挪威
在疫情期间社会和经济受损程度较多数欧洲国家要小。目前，工商业正在
逐步复苏，有望在2021年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当地中资企业项目生产正
稳步恢复。 

10.2 疫情防控措施 

2020年冬季挪威疫情反弹，政府再次关闭多数娱乐和社会活动设施。
2021年初，挪威政府开始对居民展开疫苗接种计划，随着接种覆盖面不断
推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解除社会封锁和边境控制，7月底，所有
来自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商旅人员将被允许入境，对根据欧盟标准发布的低
风险国家人员无须在抵挪前提前进行检测，在入境检测为阴性，即可免除
隔离。挪将进一步放宽入境人员限制，包括拥有挪居留权、看望孩子、在
关键岗位工作的人员入境挪威，但仍保留对游客和商务旅客的一般性限制
措施。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挪政府为弥补疫情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提供了约2400

亿克朗的企业救助资金，包括提供贷款担保、弥补税收减少、提供失业救
济金和其他扶持资金。全年从主权财富基金中支取约4000亿克朗补贴财政
。 

货币政策方面。挪中央银行将基准利率从0.25%将为零，系历史上首
次实施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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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方面。挪威贸工部、外交部等与重点出口企业召开联席视频
会，研究促进出口的具体措施。2020年6月22日，挪政府斥资200亿克朗成
立的“出口信用担保机构”正式启动，将为挪威出口企业提供国家信用担保
。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支持政策 

外商企业包括在挪中资企业享有同挪威企业一样的挪政府抗疫支持
政策。中资企业可根据挪政府公布的救助计划，向主管部门申请减免税收
、发放救助金、提供贷款担保等各项支持。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中资企业应在中国驻挪威使馆的指导下，结合国内成功经验制定严格
的防疫措施，执行零感染防控制度；坚持每日疫情报告制度，实行科学防
范，做好心理疏导，稳住人心；配齐防疫物资，建立同医院等当地防疫部
门的合作联系，做好诊治预案和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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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挪威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政府和议会】  

（1）挪威政府：www.regjeringen.no（注：该网址包括挪威语版和英
语版，政府各部门网址可在政府网址获得，挪威语版点击departement，英
语版点击ministries）  

（2）挪威议会：www.stortinget.no 

【主要政党】 

（1）工党：www.arbeiderpartiet.no 

（2）保守党：www.hoyre.no 

（3）进步党：www.frp.no 

（4）自由党：www.venstre.no 

（5）中间党：www.senterpartiet.no 

（6）基督教人民党：www.krf.no 

（7）社会主义左翼党：www.sv.no 

【新闻机构】 

（1）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NRK）：www.nrk.no 

（2）挪威电视二台（TV2）：www.tv2.no 

（3）晚邮报：www.aftenposten.no 

（4）世界之路报：www.vg.no 

（5）经济日报：www.dn.no 

（6）日报：www.dagbladet.no 

（7）民族报：www.nationen.no 

【智库和研究机构】 

（1）挪威大西洋委员会：www.atlanterhavskomiteen.no 

（2）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NUPI）：www.nupi.no 

（3）挪威极地研究所：www.npolar.no 

（4）南森研究所（FNI）：www.fni.no 

（5）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RIO）：www.prio.no 

（6）挪威国防研究所（FFI）：www.ffi.no 

（7）挪威保守党智库（CIVITA）：www.civita.no 

（8）挪威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FAFO）：www.fafo.no 

（9）国家统计局（SSB）：www.ssb.no 

 

 

http://www.ssb.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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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挪威中资企业协会 

 

挪威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11年，并在挪威当地合法注册，英文名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NORWAY (ACEN)，
注册号997255569。目前，中资企业协会共拥有会员单位14家，会长单位由
华为挪威公司担任。 

挪威中资企业协会主要开展内部联谊、参观会员生产设施、组织参与
会计师和律师等咨询机构的讲座等活动。经征求各中资公司的意见，挪威
中资企业协会现阶段主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资企业搭建沟通和合
作平台，增进企业间的合作和友谊。在与当地企业和机构交往中，如出现
纠纷等涉及企业利益的情况，能够以中资企业整体的名义，协调、沟通，
帮助会员解决问题。 

挪威中资企业协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程意 （秘书长） 

电话：0047-91639887 

公司名称：Huawei Technologys Norway AS 

地址：Snaroyveien 30, A4D, 1331, Fornebu,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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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挪威》，对中国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到挪威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
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挪威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
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挪威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幅有限，
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仅供读者参考，不
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
》由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经商处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周
大霖（参赞）和薛松（二秘），梁志君（一秘）、曹晶（二秘）提供了部
分数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
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挪威相关专业机构的公
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
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