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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印尼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和产品安全法规，包括《关于强制

执行印尼精制糖国家标准的法令》、《工业部强制性执行关于玻璃板的印度尼西亚国家

标准的法令草案》、《工业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尼可可粉国家标准的法令》、《有关印尼进口

木质包装材料的木质包装要求及植物检疫措施的指令草案》、《有关印尼可可豆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等，涉及多种中国对印尼出口产品。提醒中国相关企业对这些法规及其进

展予以关注，充分了解细节，提高技术水平，以免因未能满足要求而影响对印尼出口。

此外，印尼自２００９年３月起，禁止从中国进口四类食品，即牛奶、奶制品、鸡蛋粉和

碳酸铵产品。在此提醒相关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２８３．８亿美元，同比下

降９．９％。其中，中国对印尼出口１４７．２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４．４％；自印尼进口１３６．６亿

美元，同比下降４．６％。中方顺差１０．６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械设

备，电气设备，矿物燃料，钢铁制品，有机化学品，精密仪器及设备，车辆，棉花，钢铁，无

机化学品及稀土金属。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印尼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６．５亿美元；完

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６１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额为２．２亿美元。２００９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４９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１．１

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是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

印尼财政部于１９８８年制定。自１９８８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

松工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

一般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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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８年印尼简单平均约束关税继续维持在３７％，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

６．９％，其中农产品为８．５％，非农产品为６．７％，基本和２００７年持平。印尼对汽车、钢铁

以及部分化学产品不征收关税。印尼将大多数的关税约束在４０％左右。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自２００７年起，印尼开始

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另外，根据印尼《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协定关税表》，到２０１２年底，印尼将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２００９年变化：

① 恢复对奶产品征进口关税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为了支持印尼国内牛奶工业发展，印尼财政部决定对６种全脂

奶粉和１种脱脂奶产品恢复征收５％进口税。

② 印尼下调食糖进口关税

为促进进口，印尼财政部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１２月，印尼将下调食糖进口关税，

其中白糖进口关税从７９０印尼盾／公斤下调至４００印尼盾／公斤，原糖的进口关税也将从

５５０印尼盾／公斤下调至１５０印尼盾／公斤。

③１１种工业将获进口税减免优惠

根据印尼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２００９年印尼政府拨款１．７万亿印尼盾（约合１．４亿

美元）为工业企业承担进口税。获得进口税减免的１１种工业是：飞机保养和维修工业、

机车零部件工业、电器元件工业、造船工业、大型机械工业、输液工业、发电机元件工业、

山梨醇工业、信息通信产业、硫醇甲基锡（塑料热稳定剂）工业以及圆珠笔制造业。

要获得上述进口税减免须由相关工业的辅导总署主任或工业部长向财政部长申

请，并只限于进口国内尚未生产的工业原料、或已能生产但不符合标准或产量未能满足

需求的工业原料。该措施有效期从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６日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最迟在实

施１２个月之后将重新评估。

④ 继续维持对棕榈油出口征收零关税

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尼根据每月鹿特丹毛棕榈油平均价格作为确定

下个月毛棕榈油出口关税的基准。根据政府规定，毛棕榈油价７００美元／吨为出口关税

起征点，低于该价格政府将不征收出口关税。如果毛棕榈油价格在７０１至７５０美元／吨，

那么出口关税为１．５％；如果价格在７５１至８００美元／吨，税率为３％；如果价格在８０１至

８５０美元／吨，税率为４．５％；如果价格在８５１至９００美元／吨，税率为６％；如果价格在

９０１至９５０美元／吨，税率为７．５％；如果价格在９５１至１０００美元／吨，税率为１０％；如

果价格在１００１至１０５０美元／吨，税率为１２．５％；如果价格在１０５１至１１００美元／吨，

税率为１５％；如果价格在１１０１至１１５０美元／吨，税率为１７．５％；如果价格在１１５１至

１２００美元／吨，税率为２０％；如果价格在１２０１至１２５０美元／吨，税率为２２．５％。如果

价格在１２５１美元／吨，税率在２５％。

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印尼对棕榈油出口继续征收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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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进口管理制度

《１９３４年贸易法》是规范印尼贸易政策的基本法律。印尼贸易部主管印尼的贸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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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尼政府对部分产品实行进口许可管理制度，包括自动许可和非自动许可。其中，

氟氯化碳、溴化甲烷、危险物品、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工业用盐、乙烯和

丙烯、爆炸物及其直接原材料、废物废品、旧衣服等九类进口产品主要适用自动许可管

理；丁香、纺织品、钢铁、合成润滑油、糖类、农用手工工具等六类产品主要适用非自动许

可管理。实施进口许可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

（１）２００９年钢铁进口新条例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８日，印尼贸易部颁布２００９年第８／ＭＤＡＧ／ＰＥＲ／２号贸易部长条例。

该条例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生效，有效期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该条例规定，每名

钢铁进口商必须登记成为生产进口商或注册进口商，而钢铁的进口仅能由钢铁的生产

进口商或注册进口商进口。钢铁生产进口商或注册进口商的进口必须先由装货港的鉴

定人审查核实其是否具有进口资格。印尼贸易部从２００９年６月起审查钢铁产品进口是

否符合２００９年第８／ＭＤＡＧ／ＰＥＲ／２号贸易部长条例的规定。目前，有２０２种钢铁产品

必须进行进口审查，并由印度尼西亚调查公司和印尼企业管理公司（Ｓｕｃｏｆｉｎｄｏ）担任审

查工作。

免受核实的钢铁产品必须满足以下的标准：①钢铁产品由机动车及其元件工业、电

器及其元件工业，以及造船及其元件工业生产进口商进口。②符合由于政府承担进口

税而已经接受过核实的进口钢铁产品。③供自由贸易区、自由港，以及保税区工业需要

而进口的钢铁产品。

（２）免除纺织品原产地审核义务

２００９年７月，印尼政府宣布免除２３种进口纺织品的原产地审核义务，包括ＨＳ编

码为５９０６、６１０５及６１０９的纺织品。另外免除２种纺织品生产进口商条件，即ＨＳ５４０８

和ＨＳ５６０２的纺织品。

（３）允许废塑料进口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印尼贸易部颁布２００８年第５８号贸易部长条例，修订了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３１日颁布有关非危险和有毒废料进口的２００８年第４１号贸易部长条例。该条例

规定，被批准进口废塑料的企业是生产进口商，此外，只能进口工业用的废塑料和旧塑

料。为获得废塑料进口，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起，印尼政府允许塑胶企业商在２００９年６

月２４日之前可自行寻找鉴定企业。６月２４日之后，进口商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鉴定企

业，即印尼企业管理（Ｓｕｃｏｆｉｎｄｏ）公司和印尼鉴定公司。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尼工贸部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号部长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第

０１／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是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上述法令将出口货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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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类，并规定企业及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ＴＤＵＰ）／商业企业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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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印尼贸易部修改原藤出口条例

２００９年３月，印尼贸易部决定修改２００５年颁布的《原藤出口条例》，以便更明确地

管制国内藤制品工业的原料供应。修改后的条例将明确国内原藤生产商向国内藤制品

工业供应原料的义务，并将确保原藤出口商只能向本地手工业者原藤库存中心的终点

站获取原藤。同时，每家企业的原藤出口量，不再根据其本地供应量的３０％计算。每项

出口申请必须通过政府与工业协会的共同小组讨论。

（２）基于天然资源的出口产品须使用信用证出口

２００９年１月５日，印尼贸易部颁布２００９年第１号条例（１／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９）。

该条例规定，基于天然资源的出口产品，包括已加工或者未加工但不属于成品的初级产

品，其中咖啡、棕榈原油（ＣＰＯ）、可可、橡胶产品、锡条，以及矿物必须使用信用证（Ｌ／Ｃ）

出口。其中，矿物产品包括煤炭、锰矿砂、铜矿砂、镍矿砂、铝矿砂、铁矿砂、锆石矿砂、方

铅矿，以及锌矿砂。该条例还规定，出口商在出口时，必须把信用证号记在出口申报单

（ＰＥＢ）中，将来信用证付款必须通过国内外汇银行支付和分配。该条例已于２００９年３

月５日生效。

（３）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印尼政府决定取消锡出口配额。

（４）全国单一窗口服务制度

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尼贸易部宣布，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开始实施办理出口许可证的印尼

全国单一窗口（ＮＳＷ）服务制度。目前，已有４个港口和８个机构已经加入该服务制度，

其中港口包括丹绒不碌、丹绒艾玛斯、勿佬湾港和苏加诺哈达机场。印尼全国单一窗口

服务制度是分阶段进行的，之前已经开始实施进口许可证的印尼全国单一窗口服务制

度，根据印尼贸易部统计，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底，从对外贸易局进口单位发出的７４种

许可证，其中３３种已通过一站式处理。

目前，已能通过该一站式服务制度处理的许可证包括：大米、白糖、大豆、玉米的进

口商特别许可证编号（ＮＰＩＫ），作为纺织品、含碘盐（ｇａｒａｍｂｅｒｙｏｄｉｕｍ）、乙烯的生产进口

商（ＩＰ），还有丁香、溶性糖精（Ｓａｃｈａｒｉｎ）和Ｓｉｋｌａｍａｔ糖精等。同时，有１５种进口许可证

虽然还以人工办理，但已可寄往全国单一窗口机构统一办理。

（５）出口信贷优惠措施

２００８年底，印尼央行颁布新的出口信贷措施，即商业银行可将出口应收票据卖给中

央银行，得到回收资金后支付给出口商，此举将大幅缩短出口商的结款周期。通常情况

下，结款周期可长达６个月。

４．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为了实施贸易部２００８年第５３号文件，印尼贸易部成立市场仲

裁机构。该仲裁机构设立后，将发挥以下几个作用：作为贸易部制定市场政策的建议机

构，提出市场竞争力问题的建议，建立包括零售业等伙伴关系模型；提供促销并保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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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权益；还可以为市场从业者提供规定补充并快速专业的解决纠纷等。该仲裁包括

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制定地方规定，另一个小组致力于处理企业经商条件。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第２５号《投资法》，取代１９６７年《外国投资法》和１９６８年的《国内投

资法》，成为印尼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２００７年关于有条件的封闭式和开放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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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名单的第７７号总统决定》是重要的单行法规。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直接对印尼总统

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评估和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协调和促进外国投资，但不包括金融服

务部门。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门。印尼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而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则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

下属机构负责。农业部下属的农产品检疫机构负责进行动物、鱼类和植物的检疫。

根据２００７年《投资法》的规定，国内外投资者可自由投资任何营业部门，只在交通、

采矿、传播和武器装备等４个领域，因关系国家稳定和机密而有所保留，对外资设限。此

外，外资只能在与交通有关的公司和项目中持有最高达４５％的股权，在传播领域方面则

不能拥有超过２０％的股权。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根据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

易流量法》，印尼基本不存在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

汇出。

２．电子货币及卡片支付活动新条例

２００９年４月，印尼央行颁布有关电子货币的新条例，该条例把电子货币的条例从

《有关使用卡片支付工具（ＡＰＭＫ）活动条例》（编号为１１／１１／ＰＢＩ／２００９）中独立开来。这

一有关电子货币的条例是编号为１１／１２／ＰＢＩ／２００９央行条例的一部分，并于２００９年４月

１３日开始生效。

该条例规定，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机构发行电子货币都须向央行申请许可证。

不过对非银行机构来说，只有其基金数值达到或预计达到某种程度才需要申请许可证。

基金数值的最低限度载于央行的通告书。在合并、销毁或分开的事宜上，许可证的转移

只有在征得央行允准后方可进行。印尼央行通告书进一步载明可存入电子货币媒体的

电子货币价值限度如下：未注册类的电子货币价值最多为１００万盾；已注册类的电子货

币价值最多是５００万盾。

此外，在央行通告书上还载明上述两类电子货币在１个月内的交易价值限度，每一

个电子货币总额最多２００万盾，包括支付、基金转账和发行者提供的其他交易便利。非

银行机构为了能够在电子货币方面进行作为负责人、发行者、接收者、转账者或结算者

的活动，必须成立有限公司。在印尼领土上使用的电子货币必须采用盾币计算。

另外，２００９年初，印尼央行颁布《有关使用卡片支付工具（ＡＰＭＫ）活动条例》。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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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具包括自动提款卡、即付卡和信用卡。该条例替代此前的条例，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２８日颁布的《有关使用卡片支付工具（ＡＰＭＫ）活动条例》（编号为７／５２／ＰＢＩ／２００５），以

及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颁布的《有关修正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有关使用卡片支付工具活动、

编号７／５２／ＰＢＩ／２００５的央行条例》（编号为１０／８／ＰＢＩ／２００８）。

３．反垄断法新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尼商业监督竞争委员会（ＫＰＰＵ）发布了与１９９９年反垄断法相配套

的新实施细则，将授权反垄断专业人员监查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新实施细则规定，一旦

知识产权自动造成市场支配力量滥用，商业监督竞争委员会则有权监察此类案件。新

规定将以下情况归类于“滥用市场支配力量”的情况：权利人将其主产品和产品的其他

型号捆绑成一个销售包，销售者掌握着原材料销售的垄断权———除非这是一种保持质

量和产品保密的方式，并且销售者限制被许可人对产品进行任何改进。产品销售者将

无法再强迫消费者购买捆绑产品。

４．税收管理制度

（１）对外国游客购买的国内奢侈品实行销售税与增值税退税制度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印尼奢侈品销售税与增值税法令草案工作委员会宣布，政府与

国会已达成协议，对外国游客购买的国内奢侈品实行销售税与增值税退税制度，具体退

税规定将于２０１０年公布。

（２）免除生活必需品增值税

２００９年６月，印尼奢侈品销售税与增值税法令草案工作委员会宣布，印尼政府拟定

免除生活必需品增值税。根据印尼商业与工业部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７日颁布的第１１５／

ＭＰＰ／ＫＥＰ／２／１９９８号联合决定书中规定，这９种生活必需品是大米、砂糖、食油、鸡肉、

鸡蛋、牛奶、玉黍蜀、煤油、及含碘食盐。

印尼财政部表示，其实政府已将大米、稻谷、玉米、薯粉、大豆、及食盐列入增值税与

奢侈品销售税法案中，并且自２００８年底起，已提前实施免征增值税。

（３）出国税

２００９年１月，印尼税务总司对未执有纳税人编号（ＮＰＷＰ）的公民，规定乘飞机出国

的出国税（ＦＩＳＫＡＬ）为每人２５０万盾，乘轮船（海运）出国者１００万印尼盾。支付的该出

国税，可在私人性纳税人在获得纳税人编号（ＮＰＷＰ）后，作为抵扣所得税（ＰＰＨ）的一部

分从年终结算所得税中扣除。新规定的出国税较目前的乘飞机出国税调升了１５０％，由

目前的１００万印尼盾变为１５０万印尼盾。乘轮船（海运）出国者，则调升１００％，由目前

的５０万印尼盾变为１００万印尼盾。

上述新出国税务条例对年满２１岁的公民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生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截止。对某些持有免缴出国税证书（ＳＫＢＦＬＮ）的纳税人，在出国时免缴出国税。

获得免缴出国税者为：（１）年龄未满２１岁的私人纳税人（ＷＰＯＰ）；（２）在印尼逗留１年

但未住满１８３天的外国人；（３）使节人员；（４）国际机构代表官员；（５）执有外国居民正式

证件的印尼公民；（６）朝圣伊斯兰教徒；（７）陆路过境者；（８）持有出国劳工证书的印尼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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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无须执有免缴出国税证书（ＳＫＢＦＬＮ）者为：（１）持有高等学府介绍信的外国大学

生；（２）进行调研活动的外国人；（３）在巴淡、平丹和吉里汶岛的外国工作人员；（４）获得

慈善机构经费出国治病的残疾人或病人及其陪伴者１人；（５）艺术代表团、文化代表团、

体育代表团和宗教代表团成员；（６）交换大学生或学生团体成员；（７）除了出国劳工在外

的印尼劳动力（ＴｅｎａｇａＫｅｒｊａＩＮＤ）。

（４）奢侈品销售税

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尼财政部发布的《修正汽车以外奢侈品税率的公告》，印

尼的奢侈税税率分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及７５％等６大类；其中，家电用品、

运动用品、空调设备、视听器材及摄影设备为１０％；其他家电用品、住宅及公寓、影视设

备、烘碗机及微波炉等电磁设备、香水为２０％；船用设备、高尔夫球、潜水及滑水等其他

运动用品为３０％；酒类饮料、皮革制品、丝织或羊毛地毯、水晶制品、贵重金属制品、休闲

机动船、飞船、手枪弹、特殊鞋、贵重文具、陶瓷制品及精致石制品为４０％；精致动物毛

毯、其他航空器、高尔夫球杆等其他运动器材及手枪为５０％；其他酒类、其他贵重金属活

珍珠制品及豪华油轮为７５％。该公告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开始生效。

另外，在印尼销售汽车必须支付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４０００ｃｃ的轿车和４×

４吉普车或者客货车征收７５％的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征

收１０％到３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根据汽车发动机的大小以及车辆外形的大小，对发

动机排量在１５００ｃｃ到３０００ｃｃ的汽车征收２０％到４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

（５）农业、渔业、制造业员工将获政府税务激励

在印尼政府２００９年经济刺激计划中，有６．５万亿印尼盾（５．４亿美元）用于所得税

减免。印尼财政部税务司表示，所得税激励措施适用于农业、渔业、制造业这些受经济

危机影响严重的出口型行业，包括农业领域的粮食种植、牲畜养殖和打猎；渔业的海洋

捕鱼、海水养殖、渔业服务以及制造业中食品饮料、制糖、纺织加工、奶业和印刷出版等。

这些行业的员工如月收入不足５００万印尼盾（约４１０美元）可免征所得税。在此之前，年

收入在５０００万盾（４１００美元）以下或月收入在４８０万盾（４００美元）以下的，所得税率

为５％。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司颁布《关于强制执行印尼精制

糖国家标准的法令》。法令草案宣布了所有国内生产及进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精制

糖产品应满足的印尼国家标准要求。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具备使用印尼国家标准标志的

产品认证并且应符合印尼国家标准要求。在国内市场分销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精制糖产

品应符合ＳＮＩ０１３１４０．２２００６标准的要求，涉及产品的海关ＨＳ编码为１７０１９９１１００和

１７０１９９１９００。该法令于批准后３个月生效。

（２）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品及各类工业管理总局颁布了

《关于强制执行印度尼西亚标准ＳＮＩ０７０６０１２００６和ＳＮＩ０７３０１８２００６的法令》。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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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草案规定了在该国生产或进口的，在该国分销和销售的所有的热轧钢板和卷钢，以及

适合于气罐的热轧钢板和卷钢应当符合ＳＮＩ０７０６０１２００６和ＳＮＩ０７３０１８２００６的要

求。该法令于批准后４个月生效。

（３）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发布《关于灯控装置、灯具、漏电断路

器（ＲＣＣＢ）的强制执行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的法令草案》。该法规规定：

① 所有生产、进口及交易灯控装置和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工业企业必须实

施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９．１２００３和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９．２．３２００３，并应具备由认证机构或

检测实验室颁发的符合标准要求的合格证明（ＣＯＣｓ）。认证机构或检测实验室应由印

尼国家认可机构（ＫＡＮ）认可或由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ＡＰＬＡＣ）、国际实验室认可

合作组织（ＩＬＡＣ）、多边互认协议（ＭＬＡ）、双边互认协议（ＭＲＡ）伙伴认可。在国内市场

交易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灯控装置及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应符合标准要求：ＳＮＩ０４

６９５９．１２００３灯控装置—第１部分：一般及安全要求；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９．２．３２００３灯控装置—

第２—３部分：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特殊要求。

② 所有生产、进口及交易灯具的工业企业必须实施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４６９７３．１

２００５、ＳＮＩ０４６９７３．２．１２００５、ＳＮＩ０４６９７３．２．２２００５、ＳＮＩ０４６９７３．２．３２００５和

ＳＮＩ０４６９７３．２．５２００５，并应具备由认证机构或检测实验室颁发的符合标准要求的合格

证明（ＣＯＣｓ）。在国内市场交易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灯具应符合印尼国家标准要求：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及检测（ＳＮＩ４６９７３．１２００５）；灯具—第２—１部分：特殊要求—固

定式通用灯具（ＳＮＩ４６９７３．２．１２００５）；灯具—第２—２部分：特殊要求—嵌入式灯具

（ＳＮＩ４６９７３．２．２２００５）；灯具—第２—３部分：特殊要求—道路和街道照明用灯具（ＳＮＩ

４６９７３．２．３２００５）；灯具—第２—５部分：特殊要求—泛光灯（ＳＮＩ４６９７３．２．５２００５）。

③ 所有生产、进口和交易家庭及类似用途不带过流保护漏电断路器（ＲＣＣＢ）的工业

企业必须实施印尼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６．１２００３和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６．２．１２００３，并应具备由

认证机构或检测实验室颁发的符合标准要求的合格证明（ＣＯＣｓ）。在国内市场交易的

国内生产和进口家庭及类似用途不带过流保护漏电断路器（ＲＣＣＢ）应符合印尼国家标

准要求：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６．１２００３，家庭及类似用途不带过流保护的漏电断路器（ＲＣＣＢｓ）—

第１部分：通用规则；ＳＮＩ０４６９５６．２．１２００３，家庭及类似用途不带过流保护的漏电断路

器（ＲＣＣＢ’ｓ）—第２—１部分：通用规则对功能上与线电压无关的漏电断路器（ＲＣＣＢｓ）

的适用性。

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４）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印尼２００９年第６９号工业部长条例中规定，自部长条例签署

６个月后或者２０１０年初，包装饮用水产品必须符合印尼国家标准，拥有印尼国家标准的

使用证书（ＳＮＩＳＰＰＴ）并在每一包装饮用水产品上加注标志或标签。

（５）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印尼对２００８年２月５日发布的强制性执行《关于摩托车驾驶

员和乘员头盔的印尼国家标准》的补遗要求进行通报，通过工业部法规Ｎｏ．４０／ＭＩＮＤ／

ＰＥＲ／４／２００９，执行关于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员头盔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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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到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６）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司发布《工业部强制性执行关于

玻璃板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本法令草案规定，所有在国内生产，或进

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玻璃板应当达到ＳＮＩ要求。因此，生产商和或进口商应当持有

使用ＳＩＮ标志的产品证书，并且应当达到ＳＮＩ１５００４７２００５玻璃板中的要求。本法令

草案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７）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司发布《工业部关于强制执行印

尼可可粉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１９９５的法令Ｎｏ．４５／ＭＩＮＤ／ＰＥＲ／５／２００９》。本法令宣

布了所有国内生产及进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可可粉产品应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１９９５的要

求。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８）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印尼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行业司发布《工业部关于５

种电缆产品强制性印尼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２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３

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４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５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１２００６和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２

２００６》。本法令草案宣布了所有国内生产及进口、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电缆产品应满足

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２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３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４２００６、ＳＮＩ０４６６２９．５２００６、

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１２００６和ＳＮＩ０４７１８３．２２００６。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

（９）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印尼颁布了《进出口新鲜植物食品安全控制条例》，要求所有向

印尼出口的新鲜植物产品必须按照规定准备相关检验检疫材料，由印尼质检部门批准，

并在印尼质检部门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细菌含量等的检测，全部

合格后方可由指定港口进入印尼市场。该条例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生效。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日，印尼农业部牲畜总司颁布《海外动物畜体、肉与内脏的进口与

分销监控指令草案》。该指令主要涉及的产品包括畜体、肉与内脏的种类（反刍类动物、

猪、家禽肉、腌肉、加工肉），指令分别对上述产品的进口要求、进口程序、动物检疫措施、

销售监控等作了规定。其中进口要求包括：进口商、原产地国家和地区、包装、标签及装

船等方面。该法令草案主要参考ＯＩＥ２００８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拟定的。目前尚未确定生

效日期。

（２）２００９年２月，印尼农业部签署了农业部《有关印尼进口木质包装材料的木质包

装要求及植物检疫措施的指令草案》。本指令规定了以下印尼进口木质包装材料的某

些要求，包括：通过指定入境点进口；向执行检疫措施的指定入境检疫点的检疫官通报；

进口的木质材料无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进口的木质材料必须去皮且不含土壤；进口的

木质材料必须经过处理并印有标记。该指令已于２００９年９月生效。

（３）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印尼农业部颁布了《有关印尼可可豆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该法规要求可可豆生产、处理、进出口的农业企业必须遵行有关可可豆的强制性国家标

准，并应具有根据相关规定使用具有国家强制性标准标志的产品证书。印尼国内市场

上的国产和进口可可豆都应符合有关可可豆的国家强制性（ＳＮＩ０１２３２３２００８）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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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该法规目前尚未确定生效日期。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年，印尼对大部分商品征收４０％的约束关税。摩托车整车的进口关税税率高

达６０％（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为２５％），另外印尼政府还对摩托车的进口征收７５％奢侈品

税，１０％的增值税，同时非印尼生产的摩托车还禁止在印尼高架上通行。

农产品方面，超过１３００个产品的约束关税税率超过４０％，例如，新鲜土豆的约束关

税税率为５０％，而土豆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仅为２５％。印尼当地农业产品

相关利益方不断游说政府提高部分敏感农产品的关税税率，并超过 ＷＴＯ约束关税水

平，例如糖、大豆及玉米。

２００９年３月，印尼将从非东盟国家进口的聚乙烯（ＰＥ）和聚丙烯（ＰＰ）的关税税率提

高了５％。另外，印尼烯烃和塑料行业协会（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Ｏｌｅｆｉ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宣布，对于那些来自非东盟国家的进口货物，将针对高密度聚乙烯和均聚聚丙烯

提高关税至１５％，而对共聚聚丙烯则提高至１０％，这些国家不包括中国、韩国及日本在

内。根据ＷＴＯ成员义务规定，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印尼应将聚乙烯和聚丙烯的最惠

国进口关税税率从１０％降低至７．５％，但印尼非但没有降低关税，反而提高至１５％，中

方对印尼违反ＷＴＯ成员义务的做法表示关注。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１）禁止从中国进口四类食品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发布公告，禁止从中国进口牛奶、奶制品、

鸡蛋粉和碳酸铵产品。这份发给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的公告内容包括：禁止从中国

进口牛奶、奶制品、碳酸铵制品和鸡蛋粉等产品及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产品，此类产品

将不能得到食品安全机构的安全评估。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上述产品或者以上述产

品为原料的产品，必须由出口国政府开具“产品原料来源说明书”。凡是从中国进口的

上述产品，将不能进行产品注册。

公告声称，此举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遵守印尼政府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５日发出的有关

食品安全的通告，避免印尼市场上出现被三聚氰胺污染的产品。中方认为，目前中国已

对奶制品采取了全面的检查和监管措施，中国奶制品的卫生与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中方

对印尼的歧视性做法表示关注，希望印尼能尽快取消该禁令。

（２）印尼政府将限制进口消费品原料

２００９年２月，印尼政府决定将限制进口消费品生产原料，尤其是限制进口印尼能

生产的原料。此外，印尼政府规定消费品进口商必须在印尼国内开设工厂，生产他们

的进口产品。根据上述规定，今后将只有品牌独家代理商和在印尼国内经营工厂的

商家才能进口产品到该国。政府给进口商设定在印尼开设工厂的期限为６个月至

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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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印尼限制进口大米

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尼政府宣布，只有印尼国家后勤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ｇｅｎｃｙ）才有

权以食品安全和价格管制为目的进口大米。此前，印尼规定在收获季节禁止进口大米。

私人企业仅可以以需求种子和特殊大米为目的进口大米，但是前提是必须持有印尼农

业部颁发的特殊进口商资格编号。

２．进口许可

印尼海洋渔业部决定限制发放采购外国渔船的许可证，只允许４０％的渔船进口。

印尼规定对纺织品实施非自动许可，只有经批准的当地纺织品生产商才有权利进

口纺织原料，而进口的纺织原料只能投入到当地的生产中，不得进行零售。而根据２００８

年第５６号部长令，从２００８年底开始，印尼对成衣及鞋子等产品只能在指定的５个港口

进口，到目前为止，印尼尚未出台任何法规以明确２００８年第５６号部长令中对纺织品的

规定是否可以替代此前印尼对纺织品进口的相关规定。中方对此表示关注，并希望印

尼尽快明确纺织品进口的相关规定，以免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３．数量限制

印尼规定以动物为原料的食品进口需要在印尼畜牧服务总局（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ｓｅｒｖｉｃｅ）申请进口许可。而在批准过程中，印尼政府会随意改变允许进口食

品的数量，中方对印尼的这种随意性做法表示关注，希望印尼能明确此类产品的进口审

批标准，取消数量限制。

印尼对葡萄酒和蒸馏酒的进口采用数量限制，印尼只有一家经注册的国有企业有

权进口酒精饮料，每年由印尼贸易部决定进口数量。

（三）通关环节壁垒

尽管印尼政府承诺根据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定确定进口食品的进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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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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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中方对此表示关注，并希望印尼政府尽快履行承诺。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印尼所有的进口药品都要在食品药物监督局进行注册后方可生产或在市场上销

售。药品注册分为传统药品注册和化学药品注册。二者注册的程序和要求不同。

化学药品注册申请人应为药品出口国生产商指定的印尼销售代理商或批发商，如

果要在印尼进行生产，则由指定的印尼制药工厂提出申请。药品出口国生产商无权申

请药品注册。这一规定使出口国生产商丧失了药品注册的权利，不利于保护出口企业

的利益。

印尼政府要求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对每批进口的加工食品、食品原材料以及其他

与食品相关的添加剂进行审批，印尼政府的这项政策无疑加重了中方出口企业的负担。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印尼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申请注册号进行注册，这种规定过

３０３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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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和加工工艺进行详细的描述，可能涉及泄露商业机密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区域化原则，对

有害生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进行界定，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

同地区。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印尼以不符合检验检疫标准为由退回４１个货柜的中国白蒜。

印尼蒜葱进口商协会称，此次中国大蒜被退回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出口蒜产品的熏蒸证

书不符合规定。据了解，近期印尼农业部又再度调整大蒜熏蒸剂标准，致使中国大蒜未

达到标准。根据印尼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６日生效的《印尼以新鲜球茎形式进口活植物产品的

植物检疫要求和措施》，印尼的进口球茎、根茎类产品，要求产品秸秆小于１厘米、无泥土

杂质，针对十几种病虫害，要求出口国检验检疫部门在出口单证上注明“本地区不存在

此病虫害，或存在此病虫害但已经过熏蒸处理”。受该措施影响，自２００８年４月底后，中

国对印尼出口大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经过中印双方的积极沟通，问题才得以解决。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印尼农业部正式致函中方，表示该检疫措施不适用于大蒜，中国出口

至印尼的大蒜仍可按照以往程序通关进入印尼境内。但是今年６月印尼又再度强化此规

定，这就再度使得出口出现问题。据了解，由于中国对印尼出口大蒜数量较大，全部要熏蒸

并不合理，而且大蒜经过熏蒸较易腐烂，这也会使企业出货时间延长，增加产品成本。

中方对印尼政府的以上做法表示关注，也提醒大蒜出口企业，密切注意印尼对大蒜

出口政策的变化，与商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应对，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印尼贸易部规定，印尼政府将要求所有畜牧业产品的生产或进口，均

须获得兽医的卫生证明和清真证书。印尼政府为了加强对肉类进口的监督，规定进口

商除必须持有清真证书，进口前还须持有贸易部长颁发的进口许可证。此前，进口商只

需获得农业部长或药品食品监督局主任的推荐书即可。但该条例未对猪肉等非清真肉

类进口作出规定。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０９年，印尼共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２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范围包括聚酯纤维

原料、Ｈ型和Ｉ型钢。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１８起贸易救济调

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３起，保障措施调查５起，主要涉及纺织品、轻工、化工和五矿等

产品。

２００９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２００９年印尼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 聚酯纤维原料 ５５０３２０９０ 调查进行中

２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Ｈ型和Ｉ型钢 ７２１６３３００００、７２１６３２０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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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政府采购

印尼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方。

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印尼政府比较倾向于购买国货。外国公司可以参与投标，但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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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国有上市公司不受政府采购条例的约束。外国企业投标由印尼政府资助的高标的政

府采购项目时，印尼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或出口与该标的等价值的印尼生产的产品。

（八）出口限制措施

根据印尼２００８年４月颁布的《矿产法》，在印度运营的矿业公司不得出口未经加工

的矿石。该法规定所有出口矿石必须在印尼当地加工后，才可以装船出口。中方对此

表示关注，并希望印尼政府能尽快取消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法律服务

只有印尼公民才能成为执业律师，外国律师在印尼只能从事法律咨询服务，并需要

得到印尼司法及人权部的批准。欲进入印尼市场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必须先与当地的律

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

２．卫生健康服务

根据印尼禁止外国投资部门清单，印尼医疗服务基本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但是在

棉兰和苏腊巴亚两个城市内的医院服务可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最高不超过６５％的股

份。印尼还限制外国健康护理专家在印尼执业，此外，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医师，只允许

在印尼医师培训课程中指导和演示相关程序。

根据２００８年印尼卫生部部长令的规定，印尼政府要求在印尼运营的外国医药公司

必须在印尼当地生产，以便获得药物许可。此外，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经常驳回或延迟

外国公司的新的药物许可申请，特别是那些没有在印尼当地生产药物的批发商和分销

商的申请。药物许可证的有效期为２年，如果印尼政府不对此法令进行修行，许多外国

医药企业将无法继续在印尼市场运营，并将退出印尼市场。

３．分销服务

外国投资者不得对印尼直接销售产业（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进行投资。尽管印尼

在分销业中允许外资持有１００％的股份，但在零售业外国投资者必须与印尼小型企业签

订一份合伙协议。

４．金融服务

印尼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９９％的银行股份，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尼还没有修改其

ＷＴＯ服务贸易承诺。在印尼的服务贸易减让表中金融服务中外资持股比例仍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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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投资法》，对于新的投资者，外资持股上限为８０％。

５．审计和会计服务

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和印尼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关系方有可能进入印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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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国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印尼只能从事咨询服务，不得在审计报告上签字。所有的注

册会计师必须是印尼公民。印尼财政部部长令要求从事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至少

５年的从业资质。在资本市场执业的审计师，禁止提供某些特定的非审计服务，例如：咨

询、簿记及信息系统设计服务。

６．视听服务

２００８年底，印尼文化旅游部规定，所有印尼本国电影与进口电影（包括电影院播放

的拷贝和家用ＤＶＤ）都必须在印尼当地复制，违反此规定放映的将会受到罚款处罚。印

尼的广播和媒体部门禁止外商投资，包括电影和视频生产和分销，以及电影院的建设和

运营。同时，外资还不允许对广播电视的播音服务、广播电视播音订阅服务以及媒体信

息印刷服务进行投资。

７．建筑和相关工程建设服务

对于印尼企业无法独立实施的建设项目，外国公司只能作为分包人或咨询公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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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

８．电信服务

印尼允许外资在增值和移动通信服务中的最高持股比例为６５％，在固话业务中最

高持股比例为４９％。

印尼２００８年初颁布的通讯信息部部长令规定，限制当地企业建造、管理和拥有电讯

塔并要求现有投资者在２年的时间内退出该市场。

９．中国 东盟《服务贸易协议》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４日，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印尼对中国服务贸易存在的

壁垒如下：

１．水平承诺

（１）商业存在

市场准入方面：除另行规定外，外国服务提供者实现商业存在的方式包括设立合资

企业和／或代表处。合资企业须满足以下要求：（ｉ）应为有限责任公司（ｉｉ）外国合伙人在

有限责任公司中所占资本比例不能超过４９％。

国民待遇方面：根据印尼《收入税法》，非居民纳税人从印尼获得利息、版税、分红以

及在印尼提供服务的收费所得时，需代扣２０％的所得税。土地获得根据１９６０年颁布的

《土地法》，任何外籍人士（包括法人和自然人）都不允许在印尼拥有土地。但是，合资企

业可拥有土地使用权和建筑权，并可以租赁／承租土地和资产。任何法人和自然人都必

须满足职业资格要求。

（２）自然人流动

市场准入方面：根据印尼劳工和移民的法律法规，除另有规定外，只有董事、经理和

技术专家／顾问允许居留两年，期满后可延长两次，每次两年。其中，经理和技术专家

（公司内部流动人员）的入境取决于经济需求测试。商务人员的短期入境和居留期为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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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最长不得超过１２０天。

国民待遇方面：对外籍人士征收的费用所有在印尼提供服务的外国自然人都应交

纳政府征收的相关费用。根据劳工法，所有合资企业和代表处雇用的外国人士，和／或

其他类型的法人，以及个体服务提供者都必须持有劳工移民部发放的工作许可证。

２．部门承诺

（１）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中方企业必须以在印尼建立代表处的方式经营，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３年，期

满后可延期。有限责任公司中，中方合伙人所占的资本份额不能超过５５％。在国民待

遇方面：在印尼注册的中国公司需交纳营业执照，并且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局注册并具

有Ａ／Ｂ资质的本地合伙企业联合经营。

（２）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① 市场准入：在商业存在方面，旅馆和旅游度假地在印尼东部的明古鲁、占碑等地

区，外国投资者可以拥有的１００％的股份；餐饮服务除在印尼东部的某些地区（苏拉维

西、巴布亚、摩鲁卡斯、努沙登加拉），外国人的持股比例上限为４９％。旅游咨询服务必

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与印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采用合资企

业、联合经营和合同管理的方式；国际酒店经营必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

与印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采用合同管理的方式；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

务，服务提供者的总数不超过３０家。

② 国民待遇：在商业存在方面规定，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投入资本需高于国内服务提

供者，此项规定将于２０２０年取消。旅游者经营企业必须是设立在雅加达或巴厘的旅

行社。

（十）知识产权保护

印尼目前盗版和抢注中国产品商标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现象相当严重。２００８年

上半年中国上海“东风”柴油机商标案在印尼获得胜诉，但判决的执行效果有待观察。

根据印尼专利法的规定，发明人需在印尼实施新产品的生产方能申请专利，该规定

不利于保护发明人的相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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