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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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印度尼西亚（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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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编制办公室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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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赞的话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别号“千岛之国”，实际拥有大小岛屿17508个，以巴厘岛

最为闪耀。作为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度尼西亚地跨南北两个半球、横卧两洋两洲（太平洋、

印度洋；亚洲、大洋洲），扼守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印

度尼西亚是东盟第一大国，人口、面积和经济总量均占其40%左右，印度尼西亚陆地面积190

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317万平方公里。印尼人口约2.7亿，居全球第4位；印度尼西亚经济增

速多年来一直保持在5%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列前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

印度尼西亚GDP同比下降2.07%至1.06万亿美元，居全球第16位。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和20国

集团重要成员，印度尼西亚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自1990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全面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

印尼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等领域合作发展迅猛。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

之地，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投资已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 

中国企业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涉及农业、矿冶、电力、房地产、制造业、产业园区、数字

经济和金融保险等广泛领域，遍布印度尼西亚各大主要岛屿，产能合作取得显著成效。青山集

团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了全球产业链最长的不锈钢生产基地；宏桥集团投资建设了印度尼西

亚第一家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冶炼级氧化铝厂；小米、OPPO、VIVO已跻身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

智能手机品牌行列；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不仅为印度尼西亚消费者带来全新的

生活体验，还培育了一大批新型创业家。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印度尼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印尼双边贸

易额达783.7亿美元。在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系列举措拉动下，2016年以来，中国持续成为印

度尼西亚第一大出口目的国。目前印度尼西亚已成为向中国出口燕窝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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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拉动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力量，已是印度尼西亚第一大棕榈油出口目的地。 

印度尼西亚长期是中国企业开展工程承包的前十大海外市场之一。2020年，中国企业在印

度尼西亚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达119亿美元和71亿美元。中国企业积极参与

印度尼西亚的电站、高速公路、桥梁、水坝等项目建设，为增进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互联互通、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东南亚首条高铁—雅加达-万隆高铁等代表性项目

正在稳步推进之中。一个个重大项目，如同闪耀的明星，照亮中印尼基础设施合作的宏伟蓝图。 

印尼总统佐科在2019年连任总统就职仪式上宣布，印尼致力于在建国100周年（即2045年）

实现成为发达国家愿景，届时预计印尼GDP将达到7.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跻

身世界前5大经济体行列。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加快经济复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印尼政

府重视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凭借其自然资源、消费潜力、劳动力等优势，印

尼明显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矿业下游高附加值产业、电子通讯、医疗卫生等新兴

领域的投资和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合作均造成了影响。中印尼经贸合作也难以独善其身，但

双边经贸互补性较强，疫情没有改变双方经济的基本面，双方合作与发展的趋势也没有改变。

我们坚信，在印尼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疫情将会得到有效控制。中印尼经贸合作会不断加强，

前景可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商处全体工作人员将一如既往地为推动两国经济外交事

业发展而努力工作，全面介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形势和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提供两国经贸动态

信息，为企业参与两国经贸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我们真诚希望能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经贸

信息的一扇窗口，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架起一座新的桥梁，将两国经贸合作引向更加广阔灿烂

的明天！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 石资明 

202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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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以下简称“印尼”）投资合作

之前，你是否对印尼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

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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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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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将会给你提供基

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印尼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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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1.1 自然环境 

1.1.1 地理位置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17508个大小岛

屿组成，国土面积191.4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316.6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专属经济区）。与巴

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马来西亚接壤，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隔海相望。 

1.1.2 自然资源 

印尼自然资源丰富，有“热带宝岛”之称。盛产棕榈油、橡胶等农林产品，其中棕榈油产

量居世界第一，天然橡胶产量居世界第二。富含石油、天然气以及煤、锡、铝矾土、镍、铜、

金、银等矿产资源。 

印尼著名的活火山—BROMO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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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气候条件 

印尼地处热带，全年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气温为25-27摄氏度，湿度为70-90%。印度尼西

亚有两个季节，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而言，通常每年4月至10月为旱季，11月至次年3

月为雨季，没有夏季或冬季的极端情况。 

1.2 人口和行政区划 

1.2.1 人口分布 

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根据2020年印尼第七次人口普查，印尼人口总数为2.7亿人，

其中爪哇岛人口达1.5亿人，占全国总人数的56.1%，该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岛屿。 

1.2.2 行政区划  

印尼分31个省、2个特别行政区和1个首都地区，有396个县、93个市。首都雅加达（Jakarta）

人口1056万1，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他的主要经济城市包括泗水、万隆、棉兰、三宝垄和巨港等。 

1.3 政治环境 

1.3.1 政治制度 

【宪法】 

现行宪法为《“四五”宪法》。该宪法于1945年8月18日颁布实施，曾于1949年12月和1950

年8月被《印尼联邦共和国宪法》和《印尼共和国临时宪法》替代，1957年7月5日恢复实行。

1999年10月至2002年8月间先后进行过4次修改。 

                                                 

1 数据来源：印尼国家统计局2020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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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实行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同时掌管三军。总统、副总统均由全民

直选产生，任期5年，总统可连任一次。现任总统为佐科·维多多，副总统为马鲁夫·阿敏，

本届内阁于2019年10月组建，任期至2024年。 

印尼独立纪念碑广场 

【人民协商会议】 

人民协商会议为印尼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人民代表会议（即国会）和地方代表理事会共

同组成。负责制定、修改和颁布宪法；根据大选结果任命总统、副总统；依法对总统、副总统

进行弹劾等。每5年选举一次。本届人民协商会议于2019年10月成立，共有议员711名，包括575

名国会议员和136名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设主席1名，副主席4名。现任主席为班邦·苏萨迪

约（Bambang Soesat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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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即印尼国会，为印尼国家立法机构。负责制定和修改除宪法外的其他法律；

审核国家预算；监督政府工作，行使质询权、调查权；批准对外重要条约；选举国家机构负责

人等。国会无权解除总统职务，总统也不能解散国会，但如总统违反宪法，国会有权建议人协

追究总统责任。每5年选举一次。本届国会于2019年10月成立，共有议员575名，兼任人协议员。

任期五年。设议长1名，副议长4名。现任议长为普安·马哈拉尼（Puan Maharani）。 

【司法机构】 

实行三权分立，最高法院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最高法院院长由最高法院法官选举，现

任院长哈达·阿里（Hatta Ali）。 

【地方代表理事会】 

成立于2004年10月，负责参与制定并向国会提交有关地方自治、合并和扩建新区以及自然

资源开发管理等方面的法案；参与讨论并监督预算、税收、教育、宗教等法律的实施情况等。

每5年选举一次，成员分别来自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每区4名代表，共136名，兼任人协议员。

设主席1名，副主席2名。现任主席为拉·尼亚拉·马塔利蒂（La Nyalla Mattalitti）。 

1.3.2 主要党派 

印尼实行多党制。1975年颁布的政党法只允许三个政党存在，即专业集团党、印尼民主党、

建设团结党。1998年5月解除党禁。2019年大选中，共有16个政党参选，9个政党获得国会议席，

民主斗争党蝉联国会第一大党。 

1.3.3 政府机构 

【主要政府部门】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经济统筹部、海洋与投资统筹部、人民福利统筹部、国务秘书部、



6 印度尼西亚（2021版） 

 

内阁秘书部、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司法与人权部、财政部、工业部、贸易部、农业部、

林业部、交通部、能源与矿产资源部、海洋渔业部、劳工部等。 

【主要经济部门】 

经济统筹部、海洋与投资统筹部、财政部、工业部、贸易部、农业部、林业部、交通部、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海洋渔业部、国家发展计划国务部、国有企业国务部、投资部（投资协调

委员会）等。 

1.3.4 外交关系 

印尼奉行独立自主的积极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和平解决

争端等原则。印尼是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重要发起国之一，是G20、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亚

非新型伙伴关系、七十七国集团、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地区组织的倡导者或重要成员。印

尼坚持以东盟为“贯彻对外关系的基石之一”的原则，在东盟一体化建设和东亚合作中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坚持大国平衡原则，与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世界主要力量保

持友好关系。主张多边主义，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改革、

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安全、世贸组织谈判等。借助“民主温和穆斯林”的国家形象，积极沟通

伊斯兰与西方世界，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 

【同美国的关系】 

1949年建交。2020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印尼。2021年8月1日，印尼外长雷

特诺访问美国。 

【同日本的关系】 

1958年建交。2006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尼，

与印尼总统佐科商讨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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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澳大利亚的关系】 

1950年建交。2019年3月4日，印尼与澳大利亚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0年7月5

日启动实施。 

【同马来西亚的关系】 

马来西亚联邦与印尼于1957年建交，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后两国断交，1967年两国复

交。2008年1月、2010年5月和2012年12月，印尼总统苏希洛访马。2015年2月佐科总统对马来

西亚进行访问。 

巴厘岛著名景点——海神庙 

【同欧洲国家的关系】 

印尼视欧盟为重要战略伙伴，双方成功举行了印尼—欧盟对话，就民主、人权、地区贡献、

多边主义、恐怖主义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 

【同中国的关系】 

中国与印尼于1950年4月13日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两国于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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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30日中断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两国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1990年8月8日，李鹏总

理访问印尼期间，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宣布

自当日起正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近年来，两国高层访问和接触频繁，副总理级对话机制、经贸联委会、防务磋商、海上技

术合作委员会等磋商合作机制运行顺畅，经贸合作成果丰硕。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

席4次同佐科总统通电话。4月13日，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就庆祝中印尼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2021年1月12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印尼。2021年6月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

印尼总统特使、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在中国贵阳共同主持召开中国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

首次会议。 

1.4 社会文化 

1.4.1 民族 

印尼有300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人口总数的45%、巽他族占14%、马都拉族占7.5%、

马来族占7.5%、华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华人在印尼商贸和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1.4.2 语言 

印尼有200多种民族语言，官方语言为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 

1.4.3 宗教和习俗 

【宗教】 

印尼约87%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逊尼派。

6.1%的人信奉基督教新教，3.6%的人信奉天主教，其余的人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物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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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礼仪】 

印尼民族服装“巴迪”（Batik)衫是由传统的蜡染布制成，被称为“国服”。正式场合中

男士可上身着长袖巴迪衬衫，下着深色裤子。女士一般着巴迪或其他布料的套装。 

【主要禁忌】 

禁食猪肉、禁酒；男士遇到女士一般不主动握手，若对方伸出手，可以轻握；认为左手不

洁，不用左手接受礼物或递交物品；印尼人视陌生人触摸自己的头部为粗鲁无礼的行为。 

1.4.4 科教和医疗 

【教育】 

印尼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著名大学有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惹的加查马达大学、

泗水的艾尔朗卡大学、万隆理工学院等。 

【医疗】 

印尼腹泻、肠胃病、伤寒、登革热等热带疾病较多发。 

1.4.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印尼大约有80个工会组织，全国性的工会联盟有全印尼劳工联盟（SPSI）和印尼工人福利

联盟（SBSI）。印尼工商会馆（KADIN）是影响力比较大的非政府工商行业协会，其他比较

有影响的协会组织包括：印尼雇主协会、印中经济文化社会协会（又称“印中友协”）、印尼

中华总商会、印尼华商总会等。 

1.4.6 主要媒体 

印尼国家通讯社是安塔拉通讯社，最主要的电视媒体是印尼共和国电视台（TVRI）和

METRO TV、RCTI、SCTV等，主要的广播媒体是印尼国家电台（Radio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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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量最大的印尼文报纸是《罗盘报》（Kompas）、《爪哇邮报》（Jawa Post）。英文

报纸包括《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等。中文报纸是《国际日报》和《印度尼西亚商报》

等。 

1.4.7 社会治安 

近年来印尼社会秩序总体稳定，地区分离主义情绪得到缓解，民族宗教冲突逐步减少。 

1.4.8 节假日 

法定假日包括：新年（1月1日）；伊斯兰教新年（每年时间不同）；中国春节；印度教宁

静节；先知穆罕穆德生辰；耶稣受难日；耶稣升天日；卫赛节；印尼独立日（8月17日）；伊

斯兰教开斋节；圣诞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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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 

2020年，印尼GDP约10596亿美元，同比下降2.07%，人均GDP约为3912美元。 

 

 

图2-1  2016-2020年印尼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印尼中央统计局 

【通货膨胀率】 

2020年，印尼通货膨胀率为1.68%。 

【外汇储备】 

截至2021年6月底，印尼外汇储备1371亿美元，约可保证9.2个月进口支出或8.8个月进口和

政府债务支出。 

【失业率】 

2020年8月失业率为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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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余额】 

截至2021年1月底，印尼的外债规模达4207亿美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6%，其中，政府

和央行的外债高达2136亿美元，私企和国企的外债高达2071亿美元。 

【信用评级】 

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给予印尼的主权信用评级都为投资级别。2020

年12月15日穆迪对印尼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Baa2级。2021年4月22日，标普将印尼的主权信

用评级维持在“BBB”，将印尼长期债务前景维持在负面。 

2.2 重点/特色产业 

【石油天然气】 

印尼油气资源丰富。政府公布的石油储量为97亿桶，折合13.1亿吨，其中核实储量47.4亿

桶，折合6.4亿吨。印尼天然气储量176.6万亿标准立方英尺（TCF），折合4.8-5.1万亿立方米。

印尼最大的石油企业为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据2021年《财富》公布，印尼国家石油公

司排名第287位。 

【农林渔业】 

印尼是农业大国，全国耕地面积约8000万公顷。主要经济作物有棕榈油、橡胶、咖啡、可

可。印尼森林覆盖率为54.25%，达1亿公顷，是世界第三大热带森林国家。印尼最大的林业和

造纸企业集团为金光集团（Sinar Mas）。渔业资源丰富，海洋鱼类多达7000种，政府估计潜在

捕捞量超过800万吨/年。 

【采矿业】 

印尼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泛。主要的矿产品有锡、铝、镍、铁、铜、金、银、煤等。印

尼主要国有矿业公司为安塔公司（Antam）和国有锡业集团公司（PT Timah T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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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造业】 

印尼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不高，制造业有30多个不同种类的部门，主要有纺织、电子、木材

加工、钢铁、机械、汽车、纸浆、纸张、化工、橡胶加工、皮革、制鞋、食品、饮料等。印尼

最大的钢铁企业为国有克拉卡陶钢铁公司（Krakatau Steel）。 

【旅游业】 

印尼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热带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历史

遗迹，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来访印尼的国际游客人

数为402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的1610万人次大幅下降了75.03%。 

2.3 基础设施 

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相对滞后，是制约其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改善的一个主要瓶颈。与

此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保证印尼经济能够年均增长6%的重要因素。印尼是群岛国家，

与邻国直接接壤较少，外界互联互通主要通过海路、航空等方式。 

2.3.1 公路 

印尼公路全长34万公里，陆路运输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厘岛

等。至2020年底，印尼已建成高速公路2346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约0.7%）。印尼政府计划到2024

年将高速公路总里程扩展至4761公里。 

2.3.2 铁路 

印尼全国铁路总长6458公里（目前无运营的高速铁路）。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铁路运输比

较发达，其中，爪哇岛铁路长4684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长的73.6%。根据规划，印尼政府将新

建3258公里的铁路网，其中，将在爪哇地区发展南部铁路以及贯通南北的铁路线，并逐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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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铁轨，在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地区将进行铁路运输的调研及准备工作，在雅加达、泗水、

锡江和万鸦佬地区考虑建设城市轨道交通。 

2.3.3 空运 

印尼各省、市及偏远的地区均通航，全国有179个航空港，其中有23个达到国际标准，开

通了国际航班、国内航班、朝觐航班、先锋航班等。政府的空运业发展方案包括当前主要机场

的维护、改进和扩建，以及新机场的建设和旧机场的替代。目前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

求，印尼交通运输部计划新建15个机场，在6个地点建设物流运输机场。 

2.3.4 水运 

印尼有各类港口约1241个，其中主要港口33个。雅加达丹绒不碌港是全国最大的国际港，

年吞吐量约420万个标准箱，泗水的丹戎佩拉港为第二大港，年吞吐量为140万个标准箱。为解

决港口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印尼政府正在逐步放宽对港口的控制，并计划允许私人机构通过

BOT等方式建设和管理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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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港 

2.3.5 通信 

印尼大部分地区都通互联网，但印尼的带宽较小，网速较慢。截至2021年1月，印尼互联

网用户达2.02亿人，占总人口的73.7%；其中96.4%为移动用户；用户平均年龄16-64岁。 

Telkomsel为印尼国内最大的电信公司，Indosat则为最大外资电信公司。目前，4G尚未完

全覆盖印尼农村，印尼政府仍专注于扩大4G覆盖面。 

2.3.6 电力 

印尼目前电力总装机容量仅为约5000万千瓦，用电普及率不到75%，即使首都雅加达偶尔

也会因缺电实施轮流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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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价水平 

印尼虽然经济不发达，但物价水平相对较高，近年来平均通货膨胀率在4%左右。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印尼通货膨胀率为1.68%。 

2.5 发展规划 

【新建经济增长中心】 

2018年7月，为缩小较为发达的爪哇岛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印尼政府计划在爪哇岛外

新建数个经济增长中心。印尼政府将推出3个国家级项目以促进形成新经济增长极，包括有潜

力的大都会加速发展计划、城市和农村同步振兴计划、偏远和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加

速发展计划。 

【“三北一岛”开发计划】 

“三北一岛”是印尼北苏门答腊、北苏拉威西、北加里曼丹和巴厘岛4个地区的简称。2019

年4月，印尼政府代表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提出价值911亿美元的27

个投资项目，这也是近年来印尼政府向世界各国重点推介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海港和工业区、

发电厂、冶炼厂和旅游区等。 

【印尼工业4.0计划】 

印尼工业4.0计划部分借鉴了德国经验，但目标更为务实，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主要目

标是2030年进入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达到印度当前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中国当

前水平。发展路径强调发挥印尼资源优势、人力优势，提升基础工业品质量和劳动力素质，融

入全球产业链。该计划配套完善，同步发布了政策、预算、路线图等相关文件，可操作性较高。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为解决印尼基础设施落后问题，佐科总统上任后，提出了建设“海上高速公路”战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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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供水、电力、交通、港口和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印尼政府十分希望外资和本

国私营企业参与投资基础设施，正努力为私营企业投资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并建立合理的法律框

架，同时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调整税率及投资政策等。 

根据印尼财政部发布数据，印尼2020-2024年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资金需求达4500亿美元，

其中印尼中央政府财政预计承担37%，地方政府和国企预计承担21%，其余的42%资金缺口（约

1900亿美元）将通过与国内外私营资本合作进行融资。印尼为此专门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

资管理机构，拟对收费公路、机场、港口、数字基建等进行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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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全球贸易协定】 

1950年2月24日印尼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5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正式成员。 

【区域贸易协定】 

印尼目前已签署的FTA或FTA性质的贸易协定： 

多边：东盟货物贸易协定（ATIGA），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ACFTA），东盟—韩国

自由贸易区（AKFTA），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AIFTA），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

贸易区（AANZFTA），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AJ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双边：印尼—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协定（IPPTA），印尼—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JEPA），

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A-CEPA），印尼—智利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IC-CEPA），印尼—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ndonesia-EFTA CEPA），

印尼—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K-CEPA）。 

印尼目前在谈的FTA或FTA性质的贸易协定：印尼—欧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IEU-CEPA），印尼—土耳其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T-CEPA），印尼—突尼斯优惠贸易

协定（IT-PTA），印尼—孟加拉优惠贸易协定（IB-PTA），印尼—伊朗优惠贸易协定（II-PTA）。 

【欧盟普及关税体系】 

印尼是欧盟提供关税优惠的受惠国。根据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新的普惠制（GSP）

方案，印尼被列为普惠制第二类国家。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欧盟对印尼等40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进口产品在最惠国税率基础上减少了3.5%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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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外贸易 

【贸易总量】 

2020年印尼货物进出口额为3049.3亿美元，同比下降9.62%。其中，出口1633.1亿美元，下

降2.21%；进口1416.2亿美元，下降16.88%。贸易顺差216.9亿美元。 

【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美国、日本和新加坡是印尼前四大出口市场，2020年印尼对四国分别出口317.8亿

美元、186.2亿美元、136.6亿美元和107.1亿美元，分别增长13.99%、增长5.52%、下降14.22%

和下降17.15%，占印尼出口总额的19.46%、11.4%、8.37%和6.56%。进口方面，中国、新加坡、

日本、美国是印尼前四大进口来源国，2020年印尼自四国分别进口396.3亿美元、123.4亿美元、

106.7亿美元和85.8亿美元，分别下降11.72%、27.81%、31.63%和7.24%，占印尼进口总额的

27.99%、8.71%、7.54%和6.06%。 

3.3 吸收投资 

【外资总额】 

2020年印尼实际吸引外资412.8万亿盾（286.7亿美元），同比下降2.4%。 

【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 

2020年，外国投资前五大来源地依次为：新加坡（98亿美元，占比34.1%）、中国内地（48

亿美元，占比16.7%）、中国香港（35亿美元，占比12.1%）、日本（26亿美元，占比9.1%）

和韩国（18亿美元，占比6.3%）。 

3.4 外国援助 

2020年6月，由中国支持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宣布，已批准一

笔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印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2021年3月2日，印尼旅游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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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C）与两家印尼建筑国企联合体就龙目岛曼达利卡城市旅游基础设施项目（MUTIP）签

署两项建筑合同，价值1.7万亿印尼盾（约1.2亿美元），由亚投行（AIIB）全额融资，是AIIB

在印尼的首笔独立融资，也是AIIB在旅游基础设施开发领域的首笔融资。 

3.5 中印尼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中国在印尼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双边投资贸易合作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2016年7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议定书

正式生效，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印尼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着历史性

机遇。 

【中国与印尼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CFTA）

（2010年生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尼共和国政府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2011

年4月29日）。 

《中国与东盟关于修订<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2019年生效实施）。 

【中国与印尼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尼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15年3月26日）。 

【货币互换】 

201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尼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便利两国贸易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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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440万亿印尼盾，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

方同意可以展期。 

3.5.2 双边贸易 

2020年印尼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714.1亿美元，同比下降1.87%。其中，印尼对中国

出口317.8亿美元，增长13.99%，占其出口总额的19.46%；印尼自中国进口396.3亿美元，下降

11.72%，占其进口总额的27.99%。 

表3-1  2016-2020年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累计比上年同期±％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2016 535.1 321.2 213.9 -1.3 -6.5 7.6 

2017 633.2 347.6 285.5 18.3 8.2 33.3 

2018 773.7 432.1 341.6 22.2 24.3 19.6 

2019 797.1 456.4 340.6 3.1 5.7 -0.3 

2020 783.7 410 373.7 -1.7 -10.2 9.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双向投资 

当前，到印尼寻求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多，涉及领域日益广泛，大型投资项目不断

涌现，中国对印尼投资主要领域包括矿冶、农业、电力、地产、家电与电子和数字经济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流量22亿美元，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

印尼直接投资存量179.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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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16-2020年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中海油在印尼的作业平台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印度尼西亚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19.23亿美元，完

成营业额71.21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4253人，年末在印度尼西亚劳务人员193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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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合作项目】 

中国企业在印尼主要投资和承包的项目有：风港电站、达延桥项等工程项目，爪哇7号、

南苏1号等一大批电站建设项目，以及青山工业园、德龙工业园、西电变电器生产项目等。 

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的青山工业园 

 

神华国华印尼爪哇7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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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目前，印尼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投资、消费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稳定动力，各项宏观经济指

标基本保持正面，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印尼持续向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和特有的比较优势将继续

吸引外资涌入。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数据显示，2020年印尼落实投资826.3万亿盾

（5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1%，完成当年投资目标的101.1%。按投资类型分类，国内投资

（DDI）413.5万亿盾（287.2亿美元），同比增长7.0%；外国投资（FDI）412.8万亿盾（286.7

亿美元），同比增长-2.4%。（官方汇率：1美元兑14400印尼盾） 

从投资领域看，国内投资前五大行业依次为：交通仓储通讯业、建筑业、房屋园区建筑业、

水电气供应、粮食作物种植畜牧业。 

外国投资前五大行业依次为：金属制品业、水电气供应、交通仓储通讯业、房屋园区建筑

业和矿产业。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和地区

中，排第40位。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尼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营商便

利度排名第73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1）》

中显示，印度尼西亚连续多年排名榜首，其发展环境、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指数均排名前列。 

从投资环境角度看，印尼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政局总体稳定，政府重视扩大投资； 

（2）自然资源丰富； 

（3）经济增长前景看好，市场潜力大； 

（4）地理位置重要，控制着关键的国际海洋交通线； 

（5）人口众多，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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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市场较为开放。 

印尼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已成为东盟10国中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

的国之一。 

（1）矿业是外商投资印尼的传统热点行业。印尼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成为国际煤炭及镍、

铁、锡、金等金属矿产品市场供应的重要来源，吸引了大批外资投入矿业上游行业以稳定原料

供应，特别是2012年5月印尼政府对65种矿产品出口加征20%出口税并要求外国投资者在印尼

投资设立冶炼加工厂等措施，刺激了外商对矿产下游行业的投资，目前矿冶已成为印尼第一大

外商投资行业。但在2017年，印尼原矿出口政策出现反复，又对部分企业放开原矿出口，挫伤

了已兴建冶炼厂企业的积极性。 

（2）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流入。印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不断增强。长期以来重点投资印尼汽车、家电、化工

等制造业领域的日本、韩国等，近年来更加大了投资力度，在利用印尼劳动力成本低、开发东

盟市场便利等优势的同时，注重开发印尼国内市场需求。另外，印尼政府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出台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着力推动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巨大的基建市

场也给外资带来投资机遇。 

（3）不断改进和完善投资环境。2016年印尼政府继续完善投资一站式服务并推动税收优

惠、宣传推介等政策和措施，对吸引外资有一定促进作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以简化手续、

提升服务的方式促进外商投资，并进一步简化《投资负面清单》对外开放更多投资领域。印尼

工业部、财政部出台税收优惠，以外商投资企业自用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实

行退税、特定行业和大规模投资所得税减免等方式，吸引外商投资。2020年11月出台《综合性

创造就业法》。2021年3月推出投资“优先清单”，取代原有的投资“负面清单”，在重点投资

领域取消或放宽股权比例等对外资的限制。2021年4月，将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升格为

投资部。2021年6月起投资部实施在线单次提交许可申请系统（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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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印尼货币为印尼盾，印尼盾可自由兑换。在印尼的金融机构、兑换点，印尼盾可与美元、

欧元等主要货币自由兑换。 

4.2.2 外汇管理 

印尼实行相对自由的外汇管理制度。印尼盾可自由兑换，资本可自由转移。印尼货币实行

自由浮动汇率政策，印尼银行采取一揽子货币汇率定价法，根据印尼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

的特别提款权的汇率变化来确定印尼盾的对外比价，每日公布其汇率。2020年10月，印尼央行

与中国人民银行就本地货币结算的合作达成了谅解备忘录。2021年7月，印尼央行宣布已完成

了与中国进行本地货币结算交易的操作技术要求。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 

印尼中央银行是印尼银行（Bank Indonesia），是与内阁各部门平级的独立机构，具有不

受其他部门干预，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力；强调维护金融稳定、加强监督；制定并履行货币政策，

维护盾币稳定；管理货币流通和利率，调节和保证支付系统工作顺利进行；通过监管手段健全

银行和贷款体系。 

【商业银行】 

印尼当地的主要商业银行有：Bank Mandiri（曼迪利银行）、Bank Central Asia（中亚银行）、

Bank Rakyat Indonesia（印尼人民银行）、Bank Internasional Indonesia（印尼国际银行）、Bank 

Danamon（金融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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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 

印尼当地外资银行有：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美国运通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荷兰银行、

东京三菱银行、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盘谷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

行。与中国银行合作较多的当地代理行有汇丰银行、Bank Central Asia（中亚银行）。 

4.2.5 信用卡使用 

印尼信用卡的使用较普遍，中国发行的VISA卡和万事达卡在当地可用，中国银联卡也可

以方便使用。中国工商银行印尼分行已经在当地发行VISA卡和万事达卡，中国银行雅加达办

事处也已发行借记卡。 

4.3 证券市场 

1980年印尼仅有6家上市公司。1996年印尼颁布《资本市场法》，2002年10月颁布《有价

证券法》。2007年11月30日，印尼雅加达股市和泗水股市合并为一个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名为

印尼股票市场（IDX）。截至2020年8月，印尼股市有749家上市公司。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价格 

【电价】 

印尼商业用电价为：450W以内每度420印尼盾，451W-900W每度465印尼盾，901W-1300W

每度473印尼盾，1301W-2200W每度518印尼盾，2201W以上每度545印尼盾； 

工业用电价为：450W以内每度395印尼盾，451W-900W每度405印尼盾，901W以上每度460

印尼盾。 

印尼政府于2013年对用电超过1300W的用户或企业增收15%的税收，旨在提高印尼的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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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对于大部分均用电450W和900W的用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用水、用气价格】 

印尼的自来水、气价格可以参照下表。 

表4-1  雅加达用水价格 

注：I：宗教场所；II：政府、医院；III A：居民住宅；III B ：小工业企业；IV A ：外交使团；IV B：星级酒店。 

 

表4-2  雅加达地区用气价格 

用气地区 用户类别 价格（ 印尼盾/ M3） 

雅加达 

1 类居民用气 1680 

2 类居民用气 2016 

1 类小型固定客户用气 1680 

2 类小型客户用 1932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截至2021年7月，印尼劳动力人数约达1.37亿。印尼每年新增劳动力350-400万人。印尼就

业人员虽然日益庞大，但劳动力素质略显不足。印尼劳动力价格在亚洲地区具有竞争性，但就

地区工资及工业种类而言，雅加达城区的工资比爪哇农村高，石油工业工资较高，农业工资则

较低。雇主须向雇员提供医疗保障及福利。 

序号 用户类别 
价格（ 印尼盾/M3） 

0-10 M3 11-20 M3 >20 M3 

1 I类 1050 1050 1050 

2 II类 1050 1050 1575 

3 lll A类 3550 4700 5500 

4 lll B类 4900 6000 7450 

5 lV A类 6825 8150 9800 

6 lV B类 12550 12550 12550 

7 V类/特别用途 14650 14650 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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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印尼外籍劳务市场较小，外籍劳务人员多为外资企业及合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印尼政府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普通劳工入境工作。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印尼政府法令规定外国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仅为30年，不能终身拥有，但可以申请延长。外

商如欲购地或租地，可直接向印尼投资部（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申请批准即可。 

印尼土地价格行情随着土地所在地区、基本设施完善与否、面积大小、完整性程度和治安

条件好坏而有较大差异。大体来讲，工业区土地较一般工业用地价高，私有土地较国有土地为

高，热门投资区比偏远地区的土地价格高。 

【工业土地价格】 

机构数据显示，2021年第二季度大雅加达地区（雅加达、唐格朗、勿加泗、卡拉旺、茂物

等地）工业土地价格每平方米达177美元。雅加达市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400美元，唐格

朗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181美元，勿加西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173美元、茂物工业

用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139美元，加拉横及普瓦加達，西朗的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每平方米138

美元。另外，万隆与泗水价位相当；其他城市如棉兰、三宝垄、日惹则更低。据Cushman & 

Wakefield数据，受疫情影响，2021年地价预计将与去年持平。 

【房屋价格】 

近年来，印尼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上涨趋势，2019年雅加达公寓均价为17247元人民币/

平方米（2016年为15594元人民币/平方米），有地住宅均价为7269元/平方米（2016年为6567

元人民币/平方米）。2020年受市场情况及疫情影响，在需求方面，增长同比下降56.6%，价格

下降5.1%，总体去化率为61.3%。 

4.4.4 建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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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8月，印尼水泥价格约71美元/吨，印尼国内水泥产能1.11亿吨；2021年上半年

印尼国内销售水泥2900万吨，同比增长7.3%；出口销售水泥、熟料672万吨，同比增长44%。

预测2021全年印尼水泥工业生产能力仍剩余41%，约合4695万吨水泥。 

印尼钢铁协会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印尼2020年钢铁消费量为1510万吨，相比2019年

（1530万吨）下降5.3%，但是生产量（1300万吨）相比2019年（1090万吨）提高了19.6%。2020

年印尼进口钢材560万吨，占其全年钢铁消耗的37%，进口量下降的原因在于钢材出口价格提

高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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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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贸易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

分进出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5.1.2 贸易法规 

印尼与贸易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贸易法》《海关法》《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法》和《产业

法》等。与贸易相关的其他法律还涉及《国库法》《禁止垄断行为法》和《不正当贸易竞争法》

等。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除少数商品受许可证、配额等限制外，大部分商品均放开经营。2007年底，印尼贸易部宣

布了进出口单一窗口制度，大大简化了管理程序。 

【进口管理】 

印尼政府在实施进口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适用配额管理的主要是酒

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其进口配额只发放给经批准的国内企业。适用许可证管理的

产品包括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机动车、废物废品、危险物品，获得上述产品进口

许可的企业只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 

【进口许可制度】 

2010年，印尼开始实施新的进口许可制度，将现有的许可证分为两种，即一般进口许可证

和制造商进口许可证。一般进口许可证主要是针对为第三方进口的进口商，制造商进口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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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针对进口供自己使用或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进口商。 

【出口限制】 

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商业企业准字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的商业

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出口货物分为四类：受管制的出口货物、受监视的出口货物、严禁出

口的货物和免检出口货物。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所有进口食品必须注册，进口商必须向印尼药品食品管理局申请注册号，并由其进行

检测。 

植物产品进口检验检疫要求重点对以球茎形式进口的新鲜蔬菜的检验检疫和技术两方面

提出要求。在检验检疫方面，除了须具备与2005年法规相同的原产国权威机构签发的证书外，

经转运的产品还须被提供转运国授权的证书。在技术要求方面，该规定加严了原产国无虫害地

区的调查及对植物性检疫虫害进行风险分析。 

【国家标准】 

2009年以来，印尼政府开始在食品、饮料、渔业等诸多行业强制推行国家标准。印尼贸易

部出台新规定，要求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必须附有印尼文说明。印尼海洋渔业部规定

要求81种渔业产品必须符合印尼国家标准。印尼工业部等政府部门在2011年对电线、电子、汽

车零部件、家电、五金建材、玩具等几十种产品强制推行国家标准。贸易部出台新规，要求包

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必须附有印尼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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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管理制度】 

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1973年颁布的《海关法》。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印尼财政部

于1988年制定。自1988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业和经济管制”

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 

【关税税率】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和印尼逐步削减货物贸易

关税水平。中国—东盟自贸区在2010年初建成后，中国和印尼90%以上的进出口产品实现零关

税。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印尼主管投资的政府部门分别是：投资部（投资协调委员会）、财政部、能矿部。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鼓励、限制、禁止投资的领域】 

根据2007年第25号《投资法》，国内外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任何营业部门，除非已为法令所

限制与禁止。另外，根据该法规定，基于健康、道德、文化、环境、国家安全和其他国家利益

的标准，政府可依据总统令对国内与国外投资者规定禁止行业。相关禁止行业或有条件开放行

业的标准及必要条件，均由总统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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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行业名单的第77号总统决定》，25个行业被宣布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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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业，仅能由政府从事经营。禁止投资的行业包括：毒品种植交易业、受保护鱼类捕捞业、

以珊瑚或珊瑚礁制造建筑材料，含酒精饮料工业、水银氯碱业、污染环境的化学工业、生化武

器工业，机动车型号和定期检验、海运通讯或支持设施、舰载交通通讯系统、空中导航服务、

无线电与卫星轨道电波指挥系统、地磅站，公立博物馆、历史文化遗产和古迹、纪念碑以及赌

博业。 

【2020-2021年调整的外资政策】 

一是优化政策法规。出台《综合性创造就业法》，并通过修订现行法律，作为其实施配套。

2021年3月推出投资“优先清单”，取代原有的投资“负面清单”，在基础设施（机场、港口）、

可再生能源（小型水电、风电、太阳能、地热、生物质发电）、建筑服务、通信媒体信息技术、

分销仓储、医疗医药等重点领域，取消或放宽股权比例等对外资的限制。例如，电动汽车作为

“优先清单”鼓励的投资行业，投资者可享受100%独资设立企业、公司所得税100%减免（若

投资额达到3500万美元以上）或公司所得税50%减免（若投资额达到700—3500万美元）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 

二是加大资金支持。印尼2020-2024年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资金需求达4500亿美元，42%

的资金缺口（约1900亿美元）将通过与国内外私营资本合作进行融资。印尼政府为此专门设立

了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管理机构，负责吸引全球资本共同投资收费公路、机场、港口、数字

基建等国家战略项目。 

三是提高行政效能。2021年4月，将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升格为投资部，任命投资

协调委员会主席巴赫里尔兼任投资部长。按照《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授权，新的投资部被赋予

更强监管职能，一方面通过自2021年6月起实施的在线单次提交许可申请系统（OSS），将地

方政府的选址、环保、建设等许可审批职能收归中央政府，并借助数字政务简化审批流程、压

缩寻租空间；另一方面，对于政府中阻碍项目落地的官僚做法，负责协调中央层面行业主管部

门、垂直督办地方政府加快许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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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合资企业】 

根据2007年第25号《投资法》及相关规定，在规定范围内，外国投资者可与印尼的个人、

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独资企业】 

依照印尼《投资法》的规定，外国直接投资可以设立独资企业，但须参照《非鼓励投资目

录》规定，属于没有被该《目录》禁止或限制外资持股比例的行业。 

【外资并购】 

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受到投资法律关于对外资开

放行业相关规定的限制。印尼市场中多数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提供此项服务。 

【有关案例】 

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印尼Halim银行。2005年4月开始，中国工商银行就与印尼当地银行接触，

探讨并购合作的可能性，但当时市场上几桩外资银行收购印尼本地银行的案例溢价都比较高，

如何确定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并购价格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既定的收购策

略，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牢牢把握谈判的主动，最终以合理的价格和适当的投资支付方式

获取了在金融资源和市场机会丰富的印尼市场的全牌照经营资格。中国工商银行与Halim银行

股东于2006年12月30日顺利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用约2200万美元成功收购Halim银行90%的

股份，成为中资银行成功收购境外银行的范例。 

5.2.4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情况 

印尼基础设施PPP模式是由印尼政府决定，通过相关政府承包代理以及企业实体（私营部

门）之间的协议（合同）进行开发与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政府授予后，私营部门负责设计

工作、施工、项目融资以及运营。 

http://bank.jrj.com.cn/list/wzyh.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ssyh.shtml
http://bank.jrj.com.cn/list/ssy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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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构】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财政部、经济统筹部、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政策委员会（KPPI）四

个部门负责制定PPP政策。 

【行业主管部门】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MEMR）、SKK Migas（印尼上游油气监管机构）、BPH Migas（印

尼油气下游业务管理机构）、电信与信息技术部、公共工程与住房部、交通部、环境与林业部。 

【基础设施PPP主要政策法规文件】 

2010年78号总统令——通过基础设施担保实施的政府与企业实体合作项目的基础设施保

障； 

2015年38号总统令——政府与企业实体在基础设施供给方面的合作； 

2015年国家发展规划4号令——基础设施供给项目政府与企业实体合作实施程序； 

2015年国家公共设施采购委员会19号令——政府与企业实体合作的基础设施供给项目采

购程序； 

2016年财政部8号令——政府与企业实体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实施保障指南； 

2016年财政部260号令——政府与企业实体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可用性付费程序。 

【中资企业PPP模式案例】 

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是中国境外首条采用中国标准和技术合作建设的时速350公里

的高速铁路。项目线路正线全长142.3公里，全线设计4座车站，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牵头的中方企业联合体与印尼企业联合体采取合资、合作建设和管

理方式建设和运营。2015年10月16日，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KCIC）在印尼注册成立。2017

年4月4日，印尼中国高铁有限公司与高铁承包商联合体在雅加达正式签署雅万高铁项目总承包

（EPC）合同。2017年5月14日，在中国和印尼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印尼中

国高铁有限公司就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正式签署贷款协议。截至2021年7月，雅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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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工程建设已完成约75%，预计于2022年底竣工。 

雅万高铁施工现场 

5.3 企业税收 

5.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印尼实行两种主要税制，即中央税和地方税。虽然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主要集中在中央政

府，但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权力来制定一部分地方税规范。主要包含以下税种：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预提税、增值税和奢侈品销售税、财产税、印花税、娱乐税、广告税、地下水税、

机动车税以及其他税种等。不同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地方税存在一些差异。印尼根据“属地性

原则”行使其税务管辖权，但印尼仍对其居民纳税人要求“全球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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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机关】 

印尼税务总署是财政部下属的负责税收征管的机构，由中央办公室和运营办公室组成。 

【税收法律体系】 

印尼的主要税法是2007年第28号《税法总则》、2008年第36号《所得税法》和2009年第42

号《增值税法》。为吸引外国投资，印尼政府2020年出台了第11号《综合性创造就业法》（简

称《综合法》）对这些法律进行了补充更新，新增了一些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 

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印尼政府颁布了2020年第96号以及第130号财政部令，用以鼓励投资

的免税和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也详细规定了针对经济特区和其他进口税收优惠的政策，可以

向投资部（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申请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投资者需要于申请到税收优惠

之后一年之内实现他们的投资承诺。 

印尼财政部在2020年颁布了第11号法令给予特定地区以及特定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 

5.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个人所得税】 

2008年颁布的第36号新《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为30%，分为四

档，5000万盾以下，税率5%；5000万盾至2.5亿盾，15%；2.5亿盾至5亿盾，税率25%；5亿盾

以上者，税率30%。除上述规定以外，个人取得的股息分红的最终税率为10%，然而2020年颁

布的第11号《综合法》规定如果个人取得的股息分红在3年内再投资到印尼，则可以降低其最

终税率为0。如果外籍个人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期间并非包括全年，其应纳税额应按照纳税义务

月份数量除以12得到的比例占全年收入的金额进行计算。 

【企业所得税】 

依据2008年第36号法令以及2020年第1号政府条例，2020年以前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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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至2021年使用过渡期企业所得税率22%，2022年开始企业所得税率降为20%。另外，对

于满足特定比例流通股在印尼证券交易所流通，以及其他要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享受减免

额外3%的所得税优惠。印尼对于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所得税鼓励措施，对于营收低于48亿

印尼盾的小、微型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的前三个财年使用固定税率，即按照营业额的0.5%征税，

此后依照常规企业所得税制，但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对于中型企业，印尼对于其营收48亿

印尼盾以下的利润减免50%的企业所得税，对于营收超过48亿印尼盾收入利润减免0-50%之间

的阶梯式企业所得税，直至营收达到500亿印尼盾，征收全额企业所得税。 

【最终企业所得税】 

对于特定行业，印尼制定了以公司营业额作为税基而征收的最终企业所得税。各特定行业

采用的税率各不相同，比如工程行业依据不同类型的执照征收2%/3%/4%/6%，海运1.2%/空运

1.8%，房地产交易2.5%，租赁10%等不同的税率。其关于特定行业营收部分所征收的“最终企

业所得税”可替代“常规企业所得税”部分的纳税义务，不会双重征收。 

【增值税】 

印尼的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0%，根据不同货物可调整范围为5%-15%。向进口商、生产商、

批发商及零售商等提供服务，大部分按10%的一般税率征收增值税。同时，增值税法准许单项

税率的调整，现有非10%税率包括香烟及二手车辆等。诸如包裹快递、货代物流、及旅游中介

等服务按1%的税率征税。 

【奢侈品销售税】 

除增值税外，印尼对于属于应税分类的奢侈品销售或进口征收奢侈品销售税。对出口货物

不征奢侈品销售税。奢侈品销售税的计税基础与增值税一致，为销售价格、进口价格、出口价

格以及其他法规规定的价格。该税仅在生产环节及进口环节一次性征收。 

【印花税】 

基于2020年第10号关于《印花税》的法规，印花税是对一些合同及其他文件的签署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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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印尼盾的税收。针对民事法律行为或作为法院正式证据的文件，以及价值超过5百万印尼

盾的任何类型协议都要求贴上印花税票。 

【数字税】 

2021年5月，印尼税务总局（DJP）对8家国际公司的数字产品征收10%的增值税，包括

Hotels.com、L.P、Epic Games International S.a,r.l.、Bertrange、Root Branch、Expedia Lodging 

Partner Sérl、BEX Travel Asia Pte.Ltd、Travelcape、LLC、Teamviewer Germany Gmbh、Scribd、

Nexway Sasu等。税务总局认定这8家外国数字公司已经符合通过“电子系统贸易税”（PMSE）

向印尼客户销售的数字产品交易的征税标准。截至2021年7月，印尼财政部税务总司已向

Netflix、Shopee、Zoom等数字公司征收了2.6万亿印尼盾（约1.8亿美元）增值税。目前，税务

总司指定的需征缴增值税的数字公司有75家，包括Netflix、Shopee、Zoom和阿里云（新加坡）、

Github、微软、UC浏览器（新加坡）等。 

【碳排放】 

2021年5月，印尼政府表示计划征收碳税。目前政府正就1983年第6号法律（税法）进行修

订，草案文本显示政府将向购买含碳商品或开展存在碳排放活动的个人或公司征收碳税，税率

为75印尼盾/每公斤碳排放当量（约合人民币3分/每公斤），税款将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印尼2022

年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框架文件（KEM-PPKF）提出，印尼征收碳税的做法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

主要是面向碳排放量大的工厂征税，重点行业包括造纸、水泥、电力和石化行业等。 

【跨国公司税】 

2021年6月，印尼、南非、墨西哥三国财政部长在与美国、德国财政部长联合撰文中，赞

同七国集团提出的全球税收调整方案，支持对国际税收规则进行全面改革。该方案将使跨国公

司在其经营所在的国家缴纳更多税款，同时最低全球企业税率至少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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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4.1 经济特殊法规 

2009年，印尼通过了经济特区新法律。在特别经济区开展业务的公司，可以享受税收（包

括增值税、销售税及进口税等）、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政府将简化投资人申请设立公

司或申办其他事项的手续。 

2015年11月，印尼内阁秘书部公布报告称，此前印尼政府发布的第六期经济措施配套，将

对经济特区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主要惠及9个方面。分别为： 

（1）所得税方面。投资额超过1万亿盾的企业可享受为期10年至25年的减税或者免税20%

至100%优惠；投资额超过0.5万亿盾的企业可享受5年至15年的减税或者免税20%至100%优惠。 

（2）增值税和奢侈品销售税的优惠（包括免税进口）。从其它地区购买商品或原材料进

入经济特区可免税；从经济特区运至其它地区也可免税；经济特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可免税，

经济特区企业与另外的经济特区企业的交易也可免税。 

（3）海关方面的优惠。从经济特区进入国内市场的进口税按照原产地证书（SKA）的规

定。 

（4）外籍人士拥有房地产的优惠。外国公民或外国企业可以在经济特区拥有公寓或房地

产；拥有公寓或房地产的外国公民或外国企业，可以通过经济特区管理机构的保证获得居留证；

所拥有的奢侈品可获得免除增值税、奢侈品销售税。 

（5）旅游业方面的优惠。可以获得削减50%至100%的第一期建设税；可以获得削减50%

至100%的娱乐税。 

（6）劳动力方面的优惠。经济特区将成立工资委员会，以及成立由政府、雇主和雇员组

成的合作机构；每一个企业只有一个工会或工人论坛；经济特区有权直接发出和延长使用外国

员工的计划书；可在经济特区延长外国员工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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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移民方面的优惠。可获得为期30天的首次访问签证，并可连续延长5次每次30天的时

间；可以获得为期1年的多次访问签证；在经济特区拥有房地产的外籍人士可以获得居留证；

在旅游业经济特区的外籍老年人可以获得居留证。 

（8）土地方面的优惠。通过经济特区私营企业的建议，可以获得有关建筑物使用权，并

可持续延长；经济特区行政组织可以直接为业者提供土地方面的服务。 

（9）许可证方面的优惠。经济特区管理人可以直接发出原则许可证和营业证书；从开始

申请直至发出许可证的时间最久为3个小时；将提供许可证方面和非许可证方面的服务列表；

可以通过经济特区管理员申请处理许可证方面和非许可证方面的服务。 

5.4.2 经济特区介绍 

印尼政府已批准成立并正式运营12个经济特区，分别是北苏门答腊省（Sei Mangkei）、东

加里曼丹省（Maloy Batuta）、中苏拉威西省巴鲁（Palu）、北马鲁姑省（Morotai）、南苏门

答腊省（Tanjung Api-Api）、万丹省（Tanjung Lesung）、西努沙登加拉省（Mandalika）、北

苏拉威西省比通（Bitung）、邦加勿里洞省勿里洞县Sijuk镇丹绒格拉洋（Tanjung Kelayang）、

巴布亚省的梭隆（Sorong）特殊经济区、中爪哇的肯达尔（Kendal）、亚齐的司马威阿伦（Arun 

Lhokseumawe）。 

对于经济特区，印尼期望能引进更多的先行性企业，行业涵盖物流、工业、技术、旅游、

能源、出口加工等。投资企业可享受5到10年不等的免税期。经济特区都将提供开放和灵活的

特殊政策，拥有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近海港或空港），位于第一资源地区，欢迎个人和私人

资本采用多样化的合作模式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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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劳动就业法规 

5.5.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印尼国会于2003年2月25日通过第13/2003号《劳工法》，要点如下： 

【离职金】 

由原来薪水的7个月，调高到9个月。 

【罢工】 

劳工因反对公司相关政策而举行罢工，雇主仍需支付罢工劳工工资，但劳工必须事先通知

雇主与主管机关，且必须在公司厂房范围内进行罢工。如劳工违反罢工程序，罢工即属非法，

雇主可暂时禁止劳工进入工厂并可不必支付罢工工资。 

【工作时限】 

每星期工作时间为40小时。 

【离职补偿】 

对于自愿离职与触犯刑法的劳工，雇主可不必支付补偿金（compensation），但需支付劳

工累积的福利金（worker’s accumulated benefits）。 

【童工】 

准许雇用14周岁以上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以3小时为上限。 

【临时工】 

合同临时工以3年为限。 

【休假】 

连续雇用工作满6年的劳工可享有2个月的特别休假。 

此外，依印尼政府规定，外国人投资工厂应允许外国人自由筹组工会组织。全国性的工会

联盟有全印尼劳工联盟（SPSI）和印尼工人福利联盟（S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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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印尼目前只允许引进外籍专业人员，普通劳务人员不许引进。对于印尼经济建设和国家发

展需要的外籍专业人员，在保证优先录用本国专业人员的前提下，允许外籍专业人员依合法途

径进入印尼，并获工作许可。受聘的外国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居留签证和工作准证。 

【手续】 

受聘的外籍专业人员到达印尼前必须履行下列手续：印尼公司聘用的外籍专业人员向印尼

政府主管技术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劳工部批准；到移民厅申请签证。 

【申请】 

外国合资公司聘用的外籍人员须向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提出申请。 

5.6 外国企业在印尼获得土地的规定 

5.6.1 土地征用法案 

2011年12月，印尼国会批准名为“民心工程的土地征用”第2/2012号法律的土地征用法案，

该法案涉及的项目有铁路、港口、机场、道路、水坝和隧道等。该法案通过明确表示政府会将

土地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通过给被征地人更合理的补偿，来获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根

据印尼的法律程序，众议院通过法案后，必须再颁布一条总统法令来明确有关补偿和新法案适

用的项目类别等条例实施细则，还需要财政部等其他部门出台进一步的配套条例。 

在框架方面，该法案本身仅适用于政府项目，但根据公私合作伙伴计划，私营部门的投资

者可通过与国有企业合作的方式参与。此外，除了设定土地征用程序的完成期限为583天以外，

该方案还为项目选址设置了一个两年的最终决议期限，可延长一年。关于适用范围，新条例不

适用于以往项目，因此实施对象只有尚未开始土地征用活动的项目。因此，之前的条例对已经

开工的项目仍然有效，但如有需要，这些项目可在2014年初应用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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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法案，国家机构所需土地可在与权利人协商后征用，而且权利人有权直接向最高法

院提出上诉，法院有义务在74日内解决法律纠纷。独立评审小组将对土地进行估价，土地所有

人得到的补偿将基于土地价格以及认为因放弃土地而造成的损失，也可进行上诉。 

5.6.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印尼实行土地私有，外国人或外国公司在印尼都不能拥有土地，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以

拥有以下3种受限制的权利：建筑权，允许在土地上建筑并拥有该建筑物30年，并可再延期20

年；使用权，允许为特定目的使用土地25年，可以再延期20年；开发权，允许为多种目的开发

土地，如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等，使用期35年，可再延长25年。 

5.7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根据印尼有关法律，对在印尼注册的外国公司参与证券交易（包括股权并购）与本土公司

享受同等待遇。 

5.8 环境保护法规 

5.8.1 环保管理部门 

印尼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国务部。其主要职责是依据《环境保护法》履行政府

环境保护的义务，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惩罚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 

5.8.2 主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印尼基础环保法律法规是1997年的《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主要规定了环境保护

目标、公民权利与义务、环境保护机构、环境功能维持、环境管理、环境纠纷、调查及惩罚违

反该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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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1997年的《环境保护法》是印尼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其对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作出原则规

定，是制定和执行其他单项法律法规的依据，其他环境单项法律法规不得与本法相冲突和抵触。 

印尼森林、动植物等生物保护的法律制度以《生物保护法》和《森林法》为基础。法律中

明确规定了用语定义、限制行为及罚则等。 

5.8.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印尼《环境法》要求对投资或承包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AMDAL），规定企业必须获

得由环境部颁发的环境许可证，并详细规定了对于那些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的处罚。 

5.9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近年来，印尼积极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和商业贿赂，包括设立机构、颁布法律法规等等。从

1999年开始，印尼先后颁布了3个重要的反腐法案，包括1999年《根除贪污犯罪法》、2002年

《根除洗钱法》和2002年第30条《关于建立根除腐败委员会法》。印尼于2002年成立了肃贪委

员会（KPK）。 

5.10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0.1 许可制度 

按照印尼法律规定，外国承包商在印尼执行承包工程需获得许可。 

5.10.2 禁止领域 

印尼限制外企在政府基础设施工程，以保护国内企业市场份额。外资企业只被允许参加基

础设施部门建筑价值在1000亿盾以上和其他部门采购和服务价值在200亿盾以上的投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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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只许参加合同价值在100亿盾以上的服务咨询投标。外企投资受限制的范围只在经费

来源为国家收支预算的政府采购方面。如果工程由私企主导，则不受此限制。 

5.10.3 招标方式 

印尼工程建设实行严格的招标制度，不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需要特别说明。 

5.11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1.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印尼现行的知识产权法主要有2001年《专利法》、2001年《商标法》、2002年《著作权法》、

2000年《商业秘密法》、2000年《工业设计法》、2000年《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和2000年《植

物品种保护法》。 

【印尼加入的国际条约】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法条约》《伯尔尼公约》《WIPO版

权条约》《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是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的成员国。 

5.11.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法律和人权事务部下属的印尼知识产权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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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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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知识产权总局与警方合作，扣押涉嫌商品。印尼知识产权总局还建立了光

盘监督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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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影视媒体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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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行为。 

印尼法律规定，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包括经济处罚和刑事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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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及相关规定 

6.1 数字基础设施情况 

印尼5G将会遵循与4G类似的发展轨迹。尽管自2010年开始商用并自2014年起流行，但4G

尚未完全覆盖印尼农村。目前，印尼政府仍专注于扩大4G覆盖面。 

2021年5月24日，印尼通信部将5G技术运营资格证书颁发给Telkomsel，这标志着Telkomsel

正式成为印尼首家部署5G服务的移动运营商。5月27日，电信运营商Telkomsel在印尼推出首个

商用5G服务，在雅加达和南唐格朗部分高档住宅区率先提供运营服务。 

2020年印尼使用标准二维码（QRIS）的商户大幅增加，达到580万个，其中以中小微型企

业为主。印尼央行拟定目标，2021年将QRIS用户的商家数量翻一番，达到1200万。印尼中小

微型企业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转型升级，扩大出口，成为印尼经济的重要支撑。 

2021年2月，微软公司宣布将在印尼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区域以在本地提供其云服务，这将

是微软公司在东南亚的第二个数据中心，仅次于新加坡。 

6.2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佐科总统依据2021年3月4日签署的总统令组建了一个促进和扩展区域数字化（P2DD）的

工作组。P2DD工作组的成立旨在加速和扩展区域数字化，目的是鼓励实施区域政府交易

（ETPD）的电子化，增加区域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支持治理以及整合财务管理系统，以优化

区域收入。P2DD工作组由经济统筹部长担任主席，指导委员会有七名成员，包括印尼央行行

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国务秘书、行政改革和官僚机构改革部长、

国家发展规划部长/国家计委部长。 

2020年数字经济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印尼政府预计2030年数字经济将占

GDP的18%,占到东盟数字经济的40%，成为东盟第一大数字经济体。 

2020年，印尼数字经济交易额632万亿盾（约合445亿美元），有潜力在十年内提高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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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2030年数字经济增长能够达到4531万亿盾（约合3190亿美元），其中P2P市场规模占13%、

在线医疗服务占8%。 

印尼央行预测2021年电子商务增长39%达250亿美元。而电子货币的使用量预计将激增

32%达180亿美元，数字银行业务的数量预测将跃升22%达到2.2兆美元。 

新冠疫情使数字经济在印尼中小城市快速发展。中小城市将占据印尼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的

48%，占科技医疗的46%和网络教育的45%。 

6.3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佐科总统于2020年8月3日发布命令，要求加快国内数字化转型。印尼通信部制定了战略，

包括公平分配基础设施，准备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发展国家数据中心，准备数字化人才，制定

必要的计划和法规。印尼政府推出2021-2024年数字印尼总路线，在数字基建、数字政务、数

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四个领域发力。 

印尼政府将继续扩大4G领域、发展5G、发射SATRIA多功能卫星及建立国家数据中心，来

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工业部支持印尼工业加速工厂数字化转型，鼓励和协助印尼工业加速工

厂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自动化组件和设备。印尼央行将全力支持经济和金融系统数字化转型，已

经建立了数字金融发展中心，并正在制订电子银行法规，内容包括新设立的电子银行资本金应

该不少于10万亿印尼盾（约7.1亿美元），应该有能力持续健康运营并保护好客户信息安全等。 

6.4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21年，印尼拥有1.75亿互联网用户，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为56位。印尼数据保护相关规

定分散在33条不同法律中，数据保护法律已由印尼信息通讯部提出，列为2021年印尼国家33

个优先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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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与印尼开展数字经济投资合作情况 

华为将在未来5年继续通过ICT项目为印尼当地10万名技术人员、学生、公务员等提供培训，

并支持印尼政府做好5G频谱准备，但目前工作重点仍是印尼偏远地区4G网络建设。华为印尼

现共有2000个员工，员工本地化率达88%，并帮助孵化了涉15个行业领域的500家初创企业和

中小企业，间接创造了2万个就业岗位。2021年1月，华为启动华为东盟工程学院项目，将同印

尼33所一流高校开展合作，使1.2万名技术人员和7000名大学生受益。 

2021年4月，腾讯云在印尼的首个云计算数据中心正式开服。该数据中心位于雅加达，将

依托腾讯云技术为印尼及周边区域客户提供计算、存储、安全等云服务。腾讯云未来一年内将

在印尼建设第二个数据中心。 

2021年5月，印尼两家最成功的初创独角兽企业Gojek与Tokopedia达成合并协议，新公司

GoTo集团估值将达到180亿美元，主营业务包括网约车、线上购物及物流配送。阿里巴巴、京

东、腾讯是GoTo的重要投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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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经济发展情况及相关规定 

7.1 印尼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印尼将绿色投资纳入经济复苏计划中，通过绿色财政政策，在能源、垃圾管理和劳动密集

型农业等方面推动绿色复苏和绿色经济发展。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碳中和路线图】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正在编制碳中和路线图，计划到2045年使可再生能源电站在全

国发电版图中取得主要地位，2055-2060年实现全部清洁能源发电。第一步，PLN将在2025年

前将燃煤电站和燃气电站改造升级为可再生能源电站，2030年、2035年、2040年、2045年依次

淘汰1GW、9GW、10GW、24GW的燃煤电站，2056年淘汰全部燃煤电站，2058年进入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电站发展阶段。目前，印尼全国发电总量63GW，其中化石燃料电站占35GW，燃

煤电站21GW。 

【太阳能】 

印尼将太阳能作为绿色环保电力的主要来源。印尼能矿部拟投入2100亿印尼盾（约1450万

美元）在70个政府部门安装屋顶太阳能电池板，每年可节省1500万千瓦时（kWh）电力或220

亿印尼盾电费，并在25年内减少33.96万吨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印尼推出了“太阳能群岛”计

划，拟在4-5年内为数百万贫困家庭安装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印尼太阳能项目还包括：在矿场

旧址、非生产性土地上兴建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厂，在水坝建造浮式太阳能发电场，屋顶太阳能

板，以及将蒸汽发电厂改为太阳能发电厂等。印尼政府将东努省松巴（Sumba）岛设定为太阳

能重要产区，每年潜在发电量达1800兆瓦。 

印尼国有石油公司北塔米纳（Pertamina）已于2020年底启动太阳能发电厂建设，已完成

Badak天然气码头、Dumai炼油厂、Cilacap炼油厂、Sei Mangkei经济特区以及若干加油站的太

阳能发电设施铺设。下一步计划在雅加达多地建造500兆瓦太阳能发电厂，将有助于每年减少

6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助力北塔米纳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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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日产量为13.7万桶。生物柴油被用作柴油发动机的

替代燃料。作为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印尼使用粗棕榈油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

将30％的棕榈油混入柴油中制成B30，可减少进口燃料油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海洋垃圾】 

2018年，印尼政府设定了到2025年将海洋垃圾减少70%的目标。2020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

圾量减少到52.15万吨，比过去两年下降了15.3%。根据印尼工业部数据，印尼至少有60家塑料

回收公司，获得绿色工业证书的公司因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而获得激励。 

【新能源交通工具】 

印尼海投部制定了到2025年全国电动摩托车达到200万辆的目标。印尼能矿部鼓励使用新

能源交通工具，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200万辆电动汽车和130万辆电动摩托车上路的目标。 

【森林保护】 

印尼政府暂停发放森林砍伐许可，将保护6600万公顷森林，同时通过加强执法力度于2020

年减少82%森林火灾。 

7.2 印尼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印尼承诺在2030年前独立减排29%，或在国际支持下减排41%；

并将零排放目标初步设定在2060年。在2021年即将在英国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上，英国邀请印尼一道担任“森林、农业和大宗贸易倡议”主席。 

印尼致力于实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结构中占比达到23%的目标，预计届时环保

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24000兆瓦。印尼能源与矿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印尼能源生

产结构中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为13.55%，比2020年底的11.51%上升了2.04个百分点。其

中，地热、水力和其他清洁能源在印尼能源结构中占比分别为5.6%、7.9%和0.33%。当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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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电力总装机容量为72888兆瓦，其中86.45%为化石能源。 

7.3 印尼与发展绿色经济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再生能源法案】 

印尼拟于2021年审议可再生能源法案，该法案将从税收优惠、优化许可证受理、促进投资、

优化融资结构等方面促进印尼可再生能源发展，帮助政府履行承诺。 

【电动汽车发展路线】 

2020年第27号工业部长条例详列了电动车技术规格、路线图和国产化率计算方法等，为印

尼电动车产业制定了发展路线图。印尼的目标是发展电动汽车主要零部件产业，即电池、电动

机和逆变器。 

【气候变化预算】 

根据2018年第二版两年更新报告（Second Biennial Update Report 2018），印尼需2472亿美

元（3461万亿印尼盾）才能实现《巴黎协定》承诺目标，即每年需266.2万亿盾。在印尼国家

财政预算中，分配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占4.1%，即86.7万亿盾（约62亿美元）。因此，印尼需

要动员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从废物管理、能源使用习惯、环保产品消费等方面参与落实气变

承诺。 

【绿色发展国际援助】 

亚洲开发银行承诺将全力支持印尼可持续经济增长，包括为绿色能源发电厂、地热和太阳

能项目提供融资等。 

2021年1月，印尼国电公司（PLN）获得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担保的5亿

美元“绿色贷款”，以确保在疫情期间维持7个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 

2021年3月，德国政府批准了未来5年通过德国—印尼气候倡议以贷款形式向印尼提供29.8

亿美元发展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印尼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通勤火车系统、垃圾处理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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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供水系统等，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德国政府向印尼提供了5940万欧元的赠

款，用于资助印尼可持续发展的双边技术合作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基础设施、林业和

气候变化、可持续经济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治理等16个项目。 

【碳税】 

2021年5月，印尼政府表示计划征收碳税。目前政府正就1983年第6号法律（税法）进行修

订，草案文本显示政府将向购买含碳商品或开展存在碳排放活动的个人或公司征收碳税，税率

为75印尼盾/每公斤碳排放当量（约合人民币3分/每公斤），税款将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印尼2022

年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框架文件（KEM-PPKF）提出，印尼征收碳税的做法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

主要是面向碳排放量大的工厂征税，重点行业包括造纸、水泥、电力和石化行业等。 

7.4 中国与印尼开展绿色投资情况 

2021年3月，青山实业在印尼投资建设的清洁能源基地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在印尼

青山园区和印尼纬达贝园区建设包括太阳能、风能的发电站及配套设施，未来3至5年建成

2000MW的清洁能源基地。生产的绿色电能将主要用于生产新能源电动车电池所需要的原材

料，真正实现电池生产过程二氧化碳零排放。 

2021年5月，中资企业华友钴业与青山控股合资设立的华飞镍钴公司镍湿法冶炼项目公告

落地，在印尼纬达贝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主要产品为动力电池原料。 

2021年4月，韩国LG公司牵头联合体（由LG能源、LG化学、LG国际、浦项钢铁和中国华

友钴业组成）与印尼国家电池公司（IBC）正式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印尼开展集成电动汽车

（EV）电池产业合作项目，该工厂将与上游采矿、冶炼、精炼以及前体、阴极、电池回收等

行业共同打造动力电池全产业链，总投资预计为9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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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印度尼西亚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在印尼开展投资合作，其相关手续和程序问题可向印尼投资部（投资协调委员会）等官方

机构咨询，也可向律师、投资顾问、咨询机构和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经商处（室）、中国贸

促会驻印尼代表处等部门咨询。 

8.1 在印尼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8.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在印尼，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代表处两种。 

8.1.2 企业注册的受理机构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代表处均需得到印尼投资部（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批准。外国

投资可以在印尼雅加达由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批准，也可以由其在印尼各地和驻国外的

代表机构批准。但是，外资欲在保税区内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各保税区管理机构向投资协调委

员会（BKPM）递交投资申请，进而获得投资协调委员会的批准。 

8.1.3 企业注册的主要程序 

【查阅投资目录】 

投资者在印尼投资前，首先应查阅《非鼓励投资目录》（DNI），该目录包含了对国外投

资者禁止和限制经营的业务范围。 

【资金投资规程】 

如在印尼进行资金投资，投资者必须专门查阅《资金投资技术指南》（PTPPM），该《指

南》中的一些章节列明了允许投资的具体经营范围，资金投资的申请和运作行为，必须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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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操作。 

【批准机构和证书】 

若投资申请得到批准，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主席、印尼政府海外代表机构首席代表、

或地区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D）主席颁布投资批准证书。 

【批准时间】 

从收到申请到颁布投资批准证书全过程，最多只需10个工作日。 

【登记注册】 

在颁布投资批准证书后，外国投资公司即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条款，以章程公证的

形式，到税务等政府部门依法登记注册成立。 

在印尼投资注册主要程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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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外国直接投资（PMA）申请程序及其执行准则 

8.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8.2.1 获取信息 

印尼的承包工程项目主要分为四类，即国际金融机构援助项目、外国资金援助的印尼政府

项目、外国和本国资金投资的政府项目、私人资金项目。前3类项目由印尼国家计委或公共工

程部、能矿部、交通部和国家电力公司等具体实施项目部门对外发布项目招标信息。私人项目

则多通过商业关系寻求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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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招标投标 

根据印尼国家法律和国际金融组织项目要求规定，由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或援助项目，一律

采用招标方式；而使用某一特定国家政府贷款项目，一般采用在援助国国籍公司中公开招标形

式，但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确定项目实施公司；印尼政府自筹资金项目的招标形式比较灵活，

视情可进行国际招标或只在印尼公司中招标；私人项目则由项目业主自行决定议标或招标。 

8.2.3 政府采购 

印尼政府采购规定购买国货。为更好地扶植国内工业发展，印尼政府颁布有关条例规定，

凡政府单位采购价值超过50亿印尼盾（约合56万美元），必须使用本国的产品与服务。 

8.2.4 许可手续 

在印尼承包工程的主管部门是公共工程部。中标的外国公司必须在印尼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或代表处并取得印尼公共工程部颁发的承包工程准字，方可与项目业主签约。从事承包工程业

务的外国公司，其印尼合作伙伴必须是具有“A”级资格的印尼承包商协会或印尼承包商联合

会成员。进行工程咨询业务的公司，印尼合作伙伴必须是具有“A”级资格的印尼咨询协会成

员。“A”级资格的承包商是指有价值1亿盾的设备，至少有3名工程师，一年至少有10亿盾营

业额的工程承包商。 

8.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8.3.1 申请专利 

按照印尼《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要由发明人或者申请人提出，申请专利需以印尼文书

面向印尼知识产权理事会提出。专利代理人必须是知识产权理事会注册的知识产权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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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注册商标 

按印尼《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应以印尼文书面向知识产权理事会提出。商标注册

可以个人提出，也可集体提出，还可由单位提出。 

8.4 企业报税的相关手续 

8.4.1 报税时间 

除根据印尼政府从1月1日到12月31日财政年度报税外，企业也可使用会计年度报税，企业

纳税通过月度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进行。 

8.4.2 报税渠道 

企业自行到税务部门报税。 

8.4.3 报税手续 

纳税年度期间应当由纳税人本人每月缴纳分期支付税款的数额，应当等于根据前一纳税年

度的《年度所税申报表》到期应付的税款，并且扣除下列所得税：已按规定扣缴的所得税和已

征收的所得税；在境外已付或到期应付，并且属于规定的可抵免的所得税。在提交前一年纳税

年度《年度所得税申报表》的到期日前，纳税人本人应立即缴纳的分期支付税款的数额，就当

等于年度最后月份的分期支付税款的数额。如果在当前纳税年度期间签发了前一纳税年度的税

收查定，就应当以有关的税收查定为基础重新计算分期支付税款的数额，并且应当自前一纳税

年度的最后月份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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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工作准证办理 

8.5.1 主管部门 

印尼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是移民局。 

8.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在印尼工作，必须向印尼大使馆申请工作签证，以及通过雇主办妥印尼劳工部工作

准证，并在抵达印尼后规定时间内办理临时居留等相关手续。 

8.5.3 申请程序 

印尼雇主向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申请人力资源计划（RPTKA），并向印尼劳工部

申请TA.01推荐表，以TA.01表格推荐为基础，移民局局长将向印尼驻外代表机构发出指示，

允许为有关外国人签发限期居留签证（VITAS）。有关外国人在得到限期居留签证（VITAS）

后，便到印尼相关移民局办理临时居留证（KITAS）和工作准字。 

8.5.4 提供资料 

护照或旅行证件的有效期必须在18个月以上；一封海外或印尼担保人的推荐信；由外国投

资公司（PMA）或国内投资公司（PMDN）雇用的申请人、作为海外技术援助专家的外国申请

人必须附上行业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部、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的推荐信和使用外国人的

人力资源计划（RPTKA）批准书；入境费（签证费）：限期居留签证每人40美元，限期居留

准字每人12.5万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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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8.6.1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JI.Mega Kuningan Barat 7，Jakarta 12950，Indonesia 

电话：0062-21-5761048、5761049、5761050  

传真：0062-21-5761051 

网址：id.mofcom.gov.cn 

电邮：id@mofcom.gov.cn 

8.6.2 中国贸促会驻印尼代表处 

地址：Gedung The East,Lantai 9,Unit 6,JI.Dr Ide Anak Agung Kav. E.3.2,No.1,Jakarta 

Selatan,12950. 

电话：0062-021-29527125 

传真：0062-021-29527126 

网址：www.ccpit.org/indonesia 

电邮：zhuyingmin@ccpit.org；hezheng@ccpit.org 

8.6.3 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 

名称：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Indonesia 

    地址：Menara Prima, Lt. 10 Unit F-G. JI. DR. Ide Anak Agung Gde Agung Blok 6.2, Kawasan 

Mega Kuningan, Jakata 12950 

电话：0062-21-2251 3548  

电邮：chinacha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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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印尼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4号 

电话：010-65325486、65325489（接待） 

传真：010-65325368、65325782 

电邮：set.indonesia.kbri@deplu.go.id 

网址：www.indonesianembassy-china.com 

8.6.5 印尼驻广州总领馆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流花路120号东方宾馆西楼二层1201-1223室 

电话：020-86018772 、86018790、86018850、86018870 

传真：020-86018773 

8.6.6 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 

地址：Jl. Iman Bonjol No. 80，Jakarta 10310，Indonesia 

电话：0062-21-39831308 

传真：0062-21-39831307 

电邮：secretariat@kikt.or.id 

8.6.7 印尼投资促进机构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 

地址：Jl. Gatot Subroto No. 44，Jakarta 12190，Indonesia 

电话：0062-21-5252008、5254981、5253866 

传真：0062-21-5227609、5254945、525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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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sysadm@bkpm.go.id 

网址：www.bkpm.go.id 

8.6.8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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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资企业在印尼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9.1 主要风险 

印尼商业机会较多，但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印尼开展投资合作过程中，要注意

防范以下风险： 

【疫情】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逾400万人，是东南亚地区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中

国及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已对印尼开展疫苗援助合作，但新冠疫苗接种率仍不高，印尼当前仍

受疫情所困。因此，疫情仍将是制约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相关社区隔离和防

疫措施难以避免，企业在印尼经营和项目建设有一定困难。 

【投资】 

印尼法律环境较为复杂，注册公司手续较多，企业在印尼投资需做好充分准备。 

【工程】 

印尼外汇储备不够充足，资金较为短缺，很多大型项目要求带资承包，或使用外放提供的

优惠贷款。对于印尼政府不提供政府担保或者不动产抵押的项目，企业应合理评估和控制风险。 

【劳务】 

印尼对本国劳工有严格保护措施，除高级管理岗位和高级技术人员之外，本国劳工可以胜

任的工作，均不允许使用外国劳工。此外，印尼对外国劳工工作签证签发要求也较高。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滞后问题较为严重，机场、码头、道路运力不足，雅加达和重点城市交通干道拥

堵，水灾、停水、停电等时有发生，对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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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防范风险措施 

中资企业在印尼经营应做到以下几点： 

【认真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中资企业在印尼开展投资贸易活动必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熟悉当地法律环境，适当调

整优惠政策期望值，充分核算税负成本，有效控制工资成本，结合当地特殊的投资贸易环境，

采取有效措施拓展业务，合理控制和规避风险。 

【注意选择合作伙伴】 

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应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充分了解合作方的信誉、实力、资质，避免上

当受骗。 

【坚持合规经营】 

中资企业在参与项目过程中，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行业准则以及当地防疫政策，坚

持合规经营，安全生产，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劳务合规方面，中资企业应为劳工做好工

作签证和工作许可，避免出现合规问题。 

【在当地建立和谐关系】 

中资企业要注意处理好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的关系；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密切与当地

居民的关系；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传播中化传统文化。 

【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 

中资企业遇到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使（领）馆报告；在处理相关事宜时，要接

受使（领）馆的指导和协调。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在印尼开展投资合作，要客观评估潜在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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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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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安全保卫工作；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安全设备，给员工购买保险等。遇到突发自然灾害或

人为事件发生，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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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印度尼西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印尼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 

2020年3月2日，印尼总统佐科宣布印尼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疫情出现后，印尼政

府采取了系列防控措施。2020年3月31日，佐科表示鉴于新冠肺炎是一种具有引发公共卫生紧

急状况的疾病，印尼政府决定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内阁会议上决

定实施大规模社区隔离（PSBB）政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印度尼西亚累计确诊病例4,262,351

例，累计死亡病例144,081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病例1,279例，新增死亡病例47例；每百人接种

疫苗95.33剂次，完全接种率为39.44%。 

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尼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如下影响：多地实施大规模社区隔离（PSBB）政

策，公务人员居家办公，禁止所有民众在开斋节期间返乡；医疗设备紧缺，医护人员面临较大

工作压力；已将迁都的政府预算改用扩建医院，迁都计划将暂时搁置；经济增长将放缓，2020

年印尼经济增长率为-2.07%；实施更大强度税收减免政策；将暂停一些基础设施项目；2020

年吸引外资同比下降2.4%；中小企业经营面临压力，失业率逐步升高；国际游客大幅减少，旅

游业遭受重创。 

印尼政府于2021年7月3日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制（PPKM darurat）替代微型/小规模PPKM，

必须遵守以下规定：1）位于红色或橙色区域的办公室需要执行75%在家工作（WFH）和25%

在办公室工作（WFO）；位于其他区域的办公室需执行50%WFH和50%WFO。2）位于红色和

橙色区域教学活动，必须在线学习。3）重要领域活动，跟以前没有变化，可以100%运行。安

排运行时间、容量，严格执行防疫卫生规程。4）堂食最多25%的容量，营业时间至17时。5）

购物中心营业时间至17时，最多只能容纳25%的顾客。6）建筑活动没有变化，可以在执行严

格的卫生制度下100%运行。7）位于红色和橙色区域的礼拜场所暂停活动，其他区域可按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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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的规定。8）艺术文化与社会活动，位于红色或橙色区域的，暂时关闭；对于允许开放的

其他区域，仅限25%的容量。9）会议、研讨会和在线会议，位于红色或橙色区域的，暂时关

闭；被允许的其他区域，以25%的容量举行。 

10.2 印尼的疫情防控措施 

2020年2月2日，印尼政府发布防控新冠病毒措施，包括自2月5日零点起，往返中国大陆的

直航班机暂时停飞，并对中方人员入境或中转印尼实施限制等。 

2020年2月7日，印尼正式发布暂停自中国进口活体动物的贸易部长令。 

印尼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内阁举行联席会议，建立疫情防控机制；增加医疗卫

生预算，承担本国公民隔离、检测、治疗费用，指定132家定点医院；加大防范输入型病例，

印尼政府决定自2020年3月20日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外国公民全面暂停免签、落地签服务；加强

科普和疫情公开；加强国际医疗合作。 

印尼大规模社区隔离（PSBB）包括： 

（1）学校和工作场所放假； 

（2）限制宗教活动； 

（3）限制在公共场所或设施内的活动； 

（4）限制社交文化活动； 

（5）限制运输方式； 

（6）限制与国防安全有关的活动。 

可以照常运作的行业或工业包括： 

（1）与日常必需品、粮食和主要原材料等有关的商店、食摊和餐馆，包括：大米、黄豆、

辣椒、葱头、白蒜、洋葱、白糖、食用油、面粉、水果、蔬菜、牛肉、鸡肉、鸡蛋、鱼、牛奶、

瓶装矿泉水、种子、肥料、农药、疫苗、饲料、罐装煤气、胶合板、水泥、建筑钢材和低碳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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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银行、保险办事处、支付系统运营商和自动柜员机，包括银行呼叫中心和自动柜员

机管理等。 

（3）电子和印刷媒体。 

（4）电信、互联网服务、广播和电缆服务等。 

（5）供应原材料、粮食和主要物品，如食品、药品和医疗设备等。 

（6）加油站、燃气站、油气储藏和零售店等。 

（7）发电厂、输配电和服务单位等。 

（8）由印尼股市所制定的交易和服务。 

（9）货运代理服务和货运网约摩托车等。 

（10）冷库和仓储服务。 

（11）个人保安服务，但根据规定仍然保持社交距离。 

10.3 印尼疫情防控措施对外商投资合作业务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资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影响仍在持续。一方面，因物资、产品等进

出口受阻延迟，部分中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有的工程建设难以按期推进，有的产品

出口运输不得不多次转运增加成本。另一方面，因印尼和中国出入境防控政策措施趋严，商务

考察和务工人员往来困难，给招商引资、员工招聘、人员流动的合作交流带来一定障碍。 

印尼政府积极获取疫苗并加速推进疫苗接种。截至2021年7月底，印尼收到新冠疫苗总数

为178,357,880剂。其中，144,700,280剂为散装疫苗，33,657,600剂为成品疫苗。印尼已有4472.8

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肺炎疫苗，占接种目标人群的21.58%；1812.9万人接种第二剂疫苗，占接

种目标人群的8.69%。 

同时，印尼政府通过推出一系列财税、货币、产业、抗疫政策措施，努力提振经济，将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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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目前，印尼未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现象，印尼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最大

的行业主要是航空、旅游、零售、纺织成衣等。 

10.4 印尼对受影响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哪些支持政策 

印尼政府迄无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持政策，以下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印尼政府出台相关法规刺激经济发展，有关激励措施包括免征个人所得税、延期进

口税和公司税收优惠等，免除进口药品、疫苗、实验室设备、测试剂、防护装备、治疗设备和

其他新冠肺炎相关商品的增值税和进口税。印尼政府还向多个领域提供免缴为期6个月的所得

税，包括农林渔业、娱乐、住宿、饮食及信息媒体等。 

10.5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地中资企业的影响及防范当地疫情风险的建议 

疫情发生以来，中资企业人员往来印尼和中国不畅，大部分企业人员须居家办公，对部分

项目和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对于当地中资企业防范疫情风险的建议： 

一是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印尼及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全

力确保员工健康安全。 

二是积极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开展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三是严格要求员工切实遵守和执行疫情防控有关措施，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加强同员工沟

通交流，提振信心，减少恐慌，及时细化完善预案，做好必要防疫、食品和药品物资储备。 

四是加强安全防护，避免发生意外，妥善处理好劳资关系，继续在驻印尼使馆和印尼中国

商会指导下，做好在印尼防控疫情、复工复产和捐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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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印尼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 印尼政府，网址：www.indonesia.go.id 

2. 印尼外交部，网址：www.kemlu.go.id 

3. 印尼贸易部，网址：www.kemendag.go.id 

4. 印尼公共工程部，网址：www.pu.go.id 

5. 印尼工业部，网址：www.kemenperin.go.id 

6. 印尼农业部，网址：www.kementan.go.id 

7. 印尼国家计委，网址：www.bappenas.go.id 

8. 印尼财政部，网址：www.kemenkeu.go.id 

9. 印尼能矿部，网址：www.esdm.go.id 

10. 印尼交通部，网址：www.kemenhub.go.id 

11. 印尼投资部（投资协调署），网址：www.bkpm.go.id 

12. 印尼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址：www.pom.go.id 

13. 印尼国家统计局，网址：www.bps.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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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印尼华人商会、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 印尼中华总商会 

2. 印中商务理事会 

3.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印尼办事处 

4. 中国海洋石油东南亚有限公司 

6.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7. 中国工商银行（印尼）有限公司 

8. 中国建设银行（印尼）股份有限公司 

9. 华为技术投资（印尼）公司 

10. 中兴印尼子公司 

11. 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印尼办事处 

12.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印尼代表处 

13. 中国远洋集团印尼分公司 

14. 中钢印尼有限公司 

15. 长虹印尼电器有限公司 

16. 三一印尼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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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印度尼西亚》，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到印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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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印尼开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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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入门向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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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由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经商处编写，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

调整和修改。商务部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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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印尼中央统计局等政府部门和专

业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

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