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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目 录

第一篇

比利时概况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2

1.2 政治制度                        2

1.3 司法体系                        6

1.4 外交关系                        6

1.5 社会人文                        8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9

2.2 发展规划                       14

2.3 地区情况                       14

2.4 基础设施                       18

2.5 经济园区                       20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23

第二篇

比利时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

1　比利时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26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31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33

1.4 生产要素概况                   35

2　比利时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37

2.2 市场准入                       38

2.3 企业税收                       39

2.4 土地获得                       42

2.5 外汇管制                       44

2.6 外资优惠政策                   44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比利时投资

1　中比经贸合作

1.1 双边贸易                       50

1.2 对比利时投资概况               51

1.3 中比经贸合作机制               52

1.4 中比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54

2　对比利时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58

2.2 兼并收购                       60

2.3 联合研发                       61

2.4 境外经贸合作区                 62

3　投资目标行业                    64

4　在比利时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71

4.2 典型案例                       72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1　比利时金融市场概况

1.1 银行                           79

1.2 证券市场                       80

1.3 保险市场                       80

1.4 金融监管机构                   81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2.1 境内融资                       82

2.2 在比利时融资                   90

2.3 国际市场融资                   91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96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1　	境内合规

1.1 相关政策法规                  104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105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107

2　在比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109

2.2 财务及税务                    116

2.3 知识产权                      120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124

2.5 贸易管制                      125

2.6 反垄断、反商业贿赂、反洗钱

    及反恐怖融资                  128

2.7 环境保护                      131

2.8 社会责任                      132

3　经贸纠纷解决

3.1 诉讼                          133

3.2 仲裁                          134

3.3 调解                          136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特色服务

4.1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

    与解决组织                    136

4.2 商事仲裁                      137

4.3 知识产权保护                  137

4.4 “两反一保”服务               138

4.5 商事认证服务                  138

4.6 商事调解服务                  139

4.7 合规建设服务                  139

4.8 其他相关服务                  139



第六篇

在比利时工作生活
基本信息

1　签证

1.1 签证类别                      144

1.2 签证办理                      144

1.3 申请比利时签证、身份证注意事项 147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住宿用房        148

2.2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148

2.3 租房注意事项                  149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服务                      149

3.2 医疗保险                      150

3.3 就医与买药                    151

4　开设银行账户                   152

5　买车驾车

5.1 买车                          152

5.2 车辆登记                      153

5.3 驾车                          153

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155

附录二

比利时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联系方式                          156

附录三

中国驻比利时主要政府部门和

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157

附录四

比利时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158

附录五

在比利时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59

附录六

比利时大型展览会简介           160

附录七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简介      162

附录八

案例索引                          163

鸣谢                         164





第一篇　比利时概况



  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比利时（2020）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沿海，东与德国接

壤，北与荷兰比邻，南与法国交界，东南与

卢森堡毗连，西北隔多佛尔海峡与英国相望。

比利时陆地面积 30528 平方公里，领海及专

属经济区 3462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66.5 公

里。全国 2/3 面积为丘陵和平坦低地，全境

分为西北部沿海平原、中部丘陵、东南部阿

登高原三部分，最高点海拔 694米。主要河流

有马斯河和埃斯考河，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

候，四季明显，平均温度 9.8摄氏度。①

人口

根据比利时统计局官方数据，截至 2019

年 1 月，比利时合法居民人数约 1143 万

人，男女人口数量分别占人口总数的 49% 和

51％。近年来，比利时人口增长平稳，增长

率约为 0.49％。②

首都

比利时首都为布鲁塞尔（Brussels，

Bruxelles），面积 161.4 平方公里，是比利

时最大的城市。布鲁塞尔人口为 120.8 万，其

中 85% 的居民讲法语，15% 讲荷兰语，外籍人

口（含国际机构和外交使团）约占全市总人口

的 1/3。布鲁塞尔是欧洲联盟（欧盟，EU）的

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

约，NATO）总部驻地，有“欧洲首都”之称。③

行政区划

比利时全国分为 10 个省，分别为安特卫

普、西弗兰德、东弗兰德、林堡、弗拉芒布

拉邦、瓦隆布拉邦、列日、埃诺、那慕尔和

卢森堡。根据语言划分，比利时可分为 3 个

语言社区，即荷兰语社区、法语社区、德语

社区；按行政区划分，比利时又划分为弗拉

芒区、瓦隆区和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3 个区。

语言社区和行政区互相覆盖，分工明确。其

中荷兰语社区政府和弗拉芒行政区政府合并

为一个统一的弗拉芒政府；瓦隆行政区大部

分对应法语社区。

1.2 政治制度

政体

比利时实行世袭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实

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立法权、司法权和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②    Statbel（比利时统计局）.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1 January 2020.https://statbel.fgov.be/en.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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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比利时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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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国王为国家元

首、三军最高统帅，与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

与政府共同行使行政权，但实权在政府，政

府对议会负责。

宪法

比利时于 1831 年制定首部宪法，于 1994

年 2 月出台新宪法，保留了原宪法有关基本

自由、权力分享和国家民主的 2/3 条款。议

会实行两院制，主要由众议院行使立法权，

参议院只在修宪、外交事务、国家体制改革

等方面与众议院享受同等权力，在其他方面

仅有立法建议和咨询权。新宪法扩大了地区

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权力。新宪法首次承认女

性王室成员的王位继承权。2014 年 1 月，议

会对宪法进行最新修订，议会任期从 4 年延

长至 5 年，参议院改为非常设机构，联邦政

府进一步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

议会

比利时联邦议会由 150 名众议员和 60 名

参议员组成，任期 5 年。众议员由全国 11 个

选区直选产生。2014 年 5 月起，联邦参议院

为非常设机构，参议员首次由之前 71 名减少

到 60 名，其中由各大区、语言社区议会指派

50 名，参议院宣誓就职后再自行遴选 10 名。

年满 18 岁的国王子女是法定参议员，但不参

加投票。

行政机构

2014 年 10 月 11 日，法语革新运动党、

荷语新弗拉芒联盟党、荷语基民党、荷语开

放自民党联合组成比利时联邦政府。2018 年

12 月，执政联盟第一大党新弗拉芒联盟党因

反对政府通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宣布退

出政府，时任首相夏尔·米歇尔随后宣布辞

职，菲利普国王指定时任内阁作为看守内阁

直至 2019 年 5 月大选后新一届政府产生。自

2019 年大选后直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历经

492 天的协商，比利时终于迎来了新一届联

邦政府，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出任首相。新一届政府由 15 名部长和

5 名国务秘书组成，由负责组阁政府的七个党

派推选而出（即：法语社会党、荷语社会党、

荷语基督教民主党、法语革新运动党、荷语开

放自民党、法语生态党和荷语绿党）。①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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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联邦、地区、欧洲议会“三合

一”选举中，新弗拉芒联盟党蝉联全国、荷

语区第一大党，获 16.1% 的选票，其次是弗

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和法语社会党

（PS），分别获得 12%、9.4% 的选票。

工会组织

比利时有三大工会联盟，即比利时基督

教工会联盟（ACV/CSC）、比利时社会主义工

会联盟（ABVV/FGTB）、比利时自由党工会联

盟（ACLVB/CGSLB）。比利时工会力量非常

强大，充分代表工薪阶层的利益，与雇主方

进行具体谈判或组织罢工、集会等活动，并

与欧洲其他国家工会组织联系密切。例如，

2019 年 2 月 13 日，由于劳资双方就 2019—

2020 年工资增幅未能达成一致，比利时国内

三大工会共同决定举行全国罢工。

政党体制

表 1-1　比利时主要党派概览①

党派 简介

新弗拉芒联盟党（NVA） 2001 年成立，前身为成立于 1954 年的人民联盟党（Volksunie）。

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
1978 年 12 月，弗拉芒国家党（VNP）和弗拉芒人民党（VVP）合

并为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后更名为弗拉芒利益党。

荷语开放自民党（OPEN 

VLD）

成立于1992年11月，前身为成立于1972年的荷语自由进步党（Partij 

voor Vrijheid en Vooruitgang，PVV）。

荷语基督教民主党（CD&V）
前身是 1968 年从基督教社会党独立的荷语基督教人民党，1999 年

改现名。

荷语社会党（SP.A）
1978 年，比利时社会党因民族矛盾分裂为荷语社会党（SP）和法语

社会党（PS）。2001 年 SP 更名为 SP.A。

法语社会党（PS） 南部法语区第一大党。1978 年从比利时社会党独立。

法语革新运动党（MR）

前身是建于 1846 年的自由党（PL），是比利时历史最久的政党，

后分裂。2002 年 3 月 24 日，法语革新自由党（PRL）、法语民主

阵线（FDF）、国民革新运动（MCC）合并组成法语革新运动党

（MR）。

法语人道主义民主中心党

（CDH）

前身是 1968 年从基督教社会党独立的法语基督教社会党，2002 年

改为现名。

比利时工人党（PTB*PVDA）
比利时工人党是比利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学生运动。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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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司法体系

比利时全国设 187 个治安法院，①27 个

一审法院、劳工法院和商事法院，5个上诉法

院，1个最高法院。10省和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各设 1个重罪法庭。各级法院法官均由国王直

接或根据同级议会的提名任免，终身任职。三

级法院均有相应的检察机构，各级检察长由国

王根据政府提名任免。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德

康尼克（Beatrijs Deconinck），最高检察院

检察长为亨克斯（André Henkes）。

1.4 外交关系

比利时是欧盟和北约创始会员国之一，

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重要

成员国。比利时注重公共外交等“软实力”

建设，努力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和影

响力，并重视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提出“立

足欧元区、放眼亚洲、南美及中东欧”的总

体方向。比利时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新秩

序，反对单边主义，认为世界上各主要力量，

特别是欧洲应发挥重要作用，承担更多的责

任与义务。比利时现与约 160 个国家有外交

关系，在 90 多个国家设有使领馆。②

表 1-2　比利时三大工会介绍

工会名称 成立时间 简介 会员人数

比利时劳工总联盟

（ABVV/FGTB）
1898

该工会偏左、社会党色彩浓厚。比利时劳工

总联盟在罢工和示威中以行动迅速、态度强

硬著称，而其他工会相对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与政府进行协商。

约 151.7 万

基督教工会联盟

（ACV/CSC）
1912

该工会相对中性，是比利时劳工总联盟的补

充，更愿意进行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但这

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工会联盟从来不举行罢工

和游行。由于其中性的特点，基督教工会联

盟是比利时最大的工会组织。

约 170 万

自由工会总联盟

（ACLVB/CGSLB）
1939

该工会偏右、自由党色彩浓厚。由于其右翼

色彩，比利时自由工会总联盟在工人中的号

召力较弱。

约 28 万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s://www.belgium.be/en.

②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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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关系

中比于1971年10月25日建立外交关系。

2014年，中比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①中比两国

在经贸、科技、文化、交通、军事等领域开

展交流合作。目前，两国已建立友好关系的

省、市共有 31 对。②

2014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比利时

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时任

比利时首相迪吕波就新形势下发展中比关系及

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决定，将

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③

2015 年 6 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访华，

这也是菲利普作为比利时国王以来首次国事

访问。菲利普国王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会谈，

双方高度评价中比关系发展，同意继续共同

努力，巩固两国政治互信，打造务实合作新

增长点，深化民间友好，推动中比关系好上

加好。比方愿利用自身优势支持“一带一路”

倡议，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桥梁，并继续积

极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在经贸、创新、教育、

生物技术、卫生医疗、社保等领域合作。

2018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对比利时进

行工作访问，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举行会谈。

双方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基

础设施、数字经济务实合作，积极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同时，比方将支持比利时企业

赴华投资，加强双方多领域合作，实现互利

多赢。李克强同米歇尔共同见证了两国核能、

第三方市场、文化、物流、航空等领域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④

与美国关系⑤

比利时与美国于 1832 年 2 月 9 日建交。

比利时重视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的合作，维持和发展比美关系是比利时外交

政策的重要基石之一。美国是比利时国防和

安全领域的战略伙伴，也是欧盟以外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比利时是北约的可靠盟友，在

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安全问题上与美国积极

合作。比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商品和

服务贸易总额每年近 700 亿欧元。美国是比

利时第五大重要出口国和第四大进口国，近

900 家美国企业在比开展业务，创造就业岗位

12.4 万个；约 500 家比利时公司在美开展业

务，为美创造就业机会近 6万个。

与亚洲国家关系⑥

比利时与亚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方面有着广泛且稳定的联系。因王室特别关

                                          

①    中国和比利时深化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声明 .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 年 4 月 .http://www.gov.cn.

②    中国外交部 . 中国同比利时的关系，2020 年 5 月 .

③    习近平同比利时首相迪吕波举行会谈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 年 4 月 .http://cpc.people.com.cn.

④    李克强同比利时首相米歇尔举行会谈 . 人民网，2018 年 10 月 18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

⑤    比利时外交事务、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部 .https://diplomatie.belgium.be/en.

⑥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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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利时与日本、泰国等国家关系较为紧

密。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比利时与韩国在

政治和经济方面关系密切。越南是比利时在

亚洲的唯一直接发展合作伙伴。

与欧洲关系①

比利时和德国关系紧密，政府各层级合

作机制完善，两国在欧洲和国际问题上立场

趋近。德国是比利时最大的出口市场，比利

时是德国的第八大出口市场，德国企业在石

油化工和汽车工业领域对比有大量投资，为

比利时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比利时和法国同是法语国家国际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La 

Francophonie，OIF）成员。比利时是法国第

三大供应商，法国也是比利时第三大供应商。

两国双向投资频繁，相关投资、贸易活动为

两国创造了 20 万个工作岗位。

比利时和卢森堡有着广泛且良好的双边

关系。两国成立了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

（UEBL/BLEU），通过比利时—卢森堡行政委

员会（CABL-BLAC）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就两国

经济发展、国际问题等多双边合作进行讨论。

比利时和其北部邻国荷兰之间关系紧

密。荷兰和比利时弗拉芒地区之间的语言社

区为两国关系增添了特殊的意义。比荷两国

政府定期在国防、内政、司法、外交等方面

进行磋商，各级政府，特别是边境地区政府

间合作历史悠久。荷兰是比利时仅次于法国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在基础设施、交通、

港口政策和能源政策领域有较多探索与合作。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于 2012 年 1 月 1

日签订《荷比卢联盟条约》，旨在深化内部

市场与经济联盟的可持续发展，并加强政治

合作与法制公平建设。

与非洲国家关系②

比利时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通

过向非洲提供发展援助发挥独特影响，每年

对外援助总额的 75% 流向非洲国家。比利时

尤为关注中部非洲局势，在外交政策方面积

极推动实现大湖地区稳定，与非洲联盟、西

非、南非、东非及非洲之角等地区的联系紧

密，努力恢复对非洲传统影响。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比利时投资，需了解当地社

会人文基本信息，以更好地开展投资合作。

                                          

①    比利时外交事务、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部 .https://diplomatie.belgium.be/en.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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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比利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经

济高度对外依赖。①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比利时国内生产总值

分别约为 4463.65 亿欧元、4598.20 亿欧元

和 4736.39 亿欧元，增速维持在 1.4% 左右。

2019 年比利时政府财政赤字率为 1.9%。②截

至 2019 年 12 月，比利时国际储备为 257.91

亿欧元，其中，黄金储备 99 亿欧元，特别提

表 1-3　比利时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弗拉芒人（讲荷兰语）、瓦隆人（讲法

语）以及德语语系人，其余有意大利

人、法国人、荷兰人、摩洛哥人等

官方语言 荷兰语、法语和德语

货币 欧元 宗教
天主教（80%）、伊斯兰教、新教、犹太

教、东正教、英国圣公教

国旗

旗 帜 呈 横 长 方 形， 宽 与 长 之 比 为

13:15；自左而右由黑、红、黄 3 个平

行相等的竖长方形相连而成

国歌 《布拉班人之歌》

国庆日 7 月 21 日 教育

学前教育学制 3 年，为免费教育但非义务

教育。小学和中学学制均为 6 年，为 12

年制免费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收费低

廉，分为正规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习俗

● 比利时人真诚、重感情、为人处事谨慎，不喜欢张扬，很少在公开场合喜形于色。

● 社交场合衣着整齐、得体。

● 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主动握手并做自我介绍，亲朋好友相见，习惯施拥抱礼，关系密

切的可行贴面礼。
● 预约比利时企业高层会见时，常需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进行安排。

● 比利时商务人士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夏季 7、8 月份习惯休年假，约见潜在合作伙伴时要避开

这些时段。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②    EUROSTAT（欧盟统计局）.22 April 2020.https://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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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权 48.11 亿欧元，IMF 储备头寸 13.32 亿欧 元，其他储备 97.28 亿欧元。①

                                          

①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经商处 .2019 年比利时宏观经济形势，2020 年 7 月 .http://be.mofcom.gov.cn.

②    EUROSTAT（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home.

③    EUROSTAT（欧盟统计局）.31 July 2020.https://ec.europa.eu.

④    EUROSTAT（欧盟统计局）.21 April 2020.https://ec.europa.eu.

⑤    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经商处 . 比利时联邦规划局发布初步经济数据，2019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mofcom.

gov.cn.

表 1-4　2016—2021 年比利时宏观经济指标②

经济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DP （亿欧元） 4167 4304 4464 4598 4736

个人消费（亿欧元） 2139 2211 2295 2373 2432

政府消费（亿欧元） 984 1001 1027 1060 1097

固定资产（亿欧元） 957 999 1032 1096 1141

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亿欧元） 3242 3416 3674 3797 3867

货物和服务进口总额（亿欧元） 3183 3365 3612 3805 3859

就业率（%） 67.2 67.7 68.5 69.7 70.5

失业率（%） 8.5 7.8 7.1 6 5.5

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1.4 0.6 1.2 -1.4 -1.2

据比利时国家银行（BNB）和比利时联邦

规划局（BFP）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 年比利时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8%，但

仍有不确定因素。而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二季

度比利时 GDP 增速环比下降 12.2%，同比下降

14.5%。③

就业率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 年，比利时

20~64 岁人口就业率达 70.5％，其中男性就

业率为 74.5％，女性就业率为 66.5%。55~64

岁人口的就业率为 52.1％，其中男性就业率

为 57.3％，女性就业率为 47.0%。④根据比

利时联邦规划局公开数据，2019 年至 2024

年，比利时预计新增工作岗位 205000 个，年

均约 34000 个。预计 2024 年就业率将达到

71.9%。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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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

米歇尔政府于 2018 年将财政赤字成功

降至 0.8%，创 10 年来最低纪录。但据比利

时联邦规划局预测，2024 年财政赤字将攀

升至 GDP 的 2.6%。按照 2024 年国内生产总

值 5370 亿欧元计算，赤字额将达近 140 亿欧

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

老成本上升是主要原因。债务将稳定在 GDP

的 101.5％左右，比利时仍然是欧洲负债排名

前 3的国家之一。②

通货膨胀和居民消费指数

根据比利时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5

月，比利时通货膨胀率为 0.48%，消费价格指

数为 109.45，较上个月降低 0.08 个百分点。

价格上涨的领域主要包括手机、海鲜和其他

通信服务。③

图 1-2　比利时就业指数变化情况（基准：2015=100）①

                                          

①    Statbel（比利时统计局）.https://statbel.fgov.be/en.

②    中国驻比利时卢森堡经商处 . 比利时联邦规划局发布初步经济数据，2019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mofcom.gov.cn.

③    Statbel（比利时统计局）.Consumer Price Index.28 May 2020.https://statbel.fgov.b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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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情况②

2019 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呈继续下降态

势，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比利时货物进

出口额为870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

下降 5.7%。其中，出口 4445.7 亿美元，下降

5.1%；进口 4262.1 亿美元，下降 6.3%。贸易

顺差 183.7 亿美元，增长 32.3%。

表 1-5　物价指数与通胀率变化情况①

年度 月份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通胀率变化

2019

4 108.91 2.08%

5 108.93 1.89%

6 108.87 1.73%

7 108.96 1.42%

8 108.94 1.26%

9 108.44 0.80%

10 108.83 0.48%

11 108.90 0.39%

12 109.04 0.76%

2020

1 109.69 1.41%

2 109.71 1.10%

3 109.53 0.62%

4 109.53 0.57%

5 109.45 0.48%

                                          

①    Statbel（比利时统计局）.Consumer Price Index.28 May 2020.https://statbel.fgov.be/fr.

②    商务部综合司，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别贸易报告，2019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及中比双边贸易概况，

2020 年第 1 期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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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比利时前四大主要出口国为德

国、法国、荷兰和英国，出口额分别占比出

口总额的 17.9%、14.1%、12.0% 和 7.6%；前

四大主要进口国为荷兰、德国、法国和美国，

进口额分别占比进口总额的 17.4%、13.2%、

9.7%和7.5%；前五大顺差来源地依次是德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卢森堡，逆差主要来

自荷兰、爱尔兰和中国。

图 1-3　2015—2019 年比利时商品进口额①

                                          

①    该图根据《国别贸易报告·2019 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及中比双边贸易概况》公开数据整理制成。

图 1-4　2019 年比利时前四大主要出口国
及出口额占比

图 1-5　2019 年比利时前四大主要进口国
及进口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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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比利时主要出口商品为化工产

品、运输设备和机电产品矿产品，共占出口

总额的 48.4%。总体来看，各类商品出口呈下

降态势，其中矿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出口降

幅均超过 10%。

比利时以中小企业为经济主力，由于自然

资源贫乏，经济对外依存度高，80% 的工农业

原料依靠进口。①前三大类进口商品是化工产

品、运输设备和机电产品，2019 年合计进口

2103.5亿美元，占比利时进口总额的 49.4%。

2.2 发展规划

欧债危机爆发后，比利时债务率较高，

受到一定冲击。联邦政府工作重心转向降低

债务、推动经济增长。比利时重点规划发展

的领域有空间科技、农业科技、汽车、物流、

建筑、化工、石化、塑料、环保、食品加工

及封装、健康技术、信息通信及服务业等。②

2.3 地区情况

弗拉芒大区

弗拉芒大区位于比利时北部，总面积

13522 平方公里，占比利时国土面积的 45%。

总人口约 644.4 万，以荷兰语为主，其次是

英语和法语。该区包含 5 个省，从西至东分

别为西弗兰德省、东弗兰德省、弗拉芒布拉

邦省、安特卫普省、林堡省，其中安特卫普

省人口最多。首都布鲁塞尔位于该区。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②    中国商务部 .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比利时篇）。

图 1-6　弗拉芒大区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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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芒区地理位置优越，物流交通便

捷，500 公里内可到达荷兰、德国、法国主

要城市。①该区优势产业包括农业经济、航

空航天、汽车、化工、能源、生命科学和健

康等领域。弗拉芒投资和贸易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鼓励外国投资者赴弗

拉芒区进行投资，可为投资者提供充分指导

和支持，更多详细信息可查询 https://www.

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

                                          

①    Flanders Investment &Trade.Flanders, in the center of western Europe.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

②    Flanders Investment &Trade .Contact.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en/contact.

图 1-7　弗拉芒大区交通区位概况

表 1-6　弗拉芒大区投资和贸易局联系方式②

总部

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Koning Albert II-laan 37

1030 Brussels

Belgium

T：+32-2-504-8711

E： info@fitagency.be

东弗兰德省

VAC Gent

Koningin Maria-Hendrikaplein 70, bus 20

9000 Ghent

Belgium

T：+32-9-276-1930

E： oostvlaanderen@fitagency.be

安特卫普省

Lange Lozanastraat 223, bus 3

2018 Antwerp

Belgium

T：+32-3-376-1210

E： antwerpen@fitagency.be

弗拉芒布拉邦省

VAC Leuven

Diestsepoort 6, bus 21

3000 Louvain

Belgium

T：+32-1-666-5600

E： vlaamsbrabant@fitagenc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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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隆区

瓦隆区位于比利时南部，总面积为 16844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363 万，主要语言为法

语。行政区划包含瓦隆布拉邦、列日、埃诺、

那慕尔和卢森堡 5个省。

                                          

①    http://www.wallonia.be/en/library.

林堡省

Corda Campus Hasselt (Corda 4)

KempischeSteenweg 305, bus 201

3500 Hasselt

Belgium

T： +32-1-129-2080

E： limburg@fitagency.be

西弗兰德省

VAC Brugge

Kon.Albert I-laan 1-2, bus 21

8000 Bruges

Belgium

T： +325-024-7410

E： westvlaanderen@fitagency.be

续	 	 表

图 1-8　瓦隆区地理位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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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隆区具有六大优势产业，分别为农

产品、航空航天、环保科技、生命科学、

工程和新材料、交通物流。瓦隆区投资促进

机构为瓦隆出口投资局（Wallonia  Export-

Investment  Agency），成立于 1998 年，为

在瓦隆区内的外国企业提供“一站式”服

务，包括帮助企业进行投资选址、获得区域

内及欧盟内支持及提供其他法律、财务等方

面服务。①更多信息可查询 http://www.inve-

stinwallonia.be/。

                                          

①    Wallonia Export-Investment Agency.http://www.investinwallonia.be.

②    根据瓦隆出口投资局公开信息整理。

表 1-7　瓦隆出口投资局产业咨询专家②

优势行业 咨询专家

农产品

Pierre HEYMANS

T：+32-8-133-2868

pheymans@investinwallonia.be

航空航天

Ashley LYON

T：+32-4-7381-4285 (Mob.)

alyon@investinwallonia.be

环保科技

Marc NOEL

T：+32-8-133-2850

mnoel@investinwallonia.be

生命科学

Bruno LUCIDI

T：+32-8-133-2868

blucidi@investinwallonia.be

工程和新材料

Tanguy HUYBRECHS

T：+32-8-133-2877

thuybrechs@investinwallonia.be

交通物流

Franck TOUSSAINT

T：+32-8-133-2862

ftoussaint@investinwalloni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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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主要由首都布鲁塞尔

市及周边区域组成，总面积为162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 121 万。该区内优势产业包括影音

业、数字经济、医疗护理、文化和旅游业等，

约有 1500 家跨国企业总部位于布鲁塞尔。布

鲁塞尔首都大区投资促进机构为布鲁塞尔商

业支持局 hub.brussels，其下属外国贸易和

投资部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关采购、设立

企业等“一站式”投资服务，更多信息可查

询 https://hub.brussels/en，http://why.

brussels/en。

2.4 基础设施

比利时拥有健全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交

通运输网络、港口设施运行能力在欧洲位于

前列，与周边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间有

便利的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完全

能够满足外国投资者对硬件环境的要求。同

时，首都布鲁塞尔距巴黎、伦敦、阿姆斯特

丹、波恩和卢森堡都只有 200~300 公里的路

程，外国投资者可通过便利的交通网络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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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公路

比利时全国公路总长 14.9 万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 1.82 万公里。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2019 全球竞争力报告》，比利时公

路网络覆盖方面评分为 90.9，全球排名第 21

位，公路基础设施质量4.4分（1~7评分制），

全球排名第 56 位。②2018 年，欧盟委员会曾

根据《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公路基

础设施质量”指标在欧盟成员国内部进行排

名，比利时在 28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 19 位。③

铁路

比利时运行铁路总长 3607 公里，其中电

气化铁路长度 2898 公里，电气化水平高，绝

大多数为双轨路线。铁路车站 548 个，2018

年全年客运量 2.44 亿人次，货运量 6300 万

吨。铁路在陆地货物运输中所占比重大大低

于公路运输。④《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

比利时铁路密度与其他 24 个国家并列第 4，

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为 4.1（1~7 评分制），全

球排名第 36 位。⑤

航空

比利时依托其主要机场，即安特卫普机

场、布鲁塞尔机场、布鲁塞尔南部沙勒罗瓦机

场、列日机场、奥斯坦德—布鲁日机场，连接

全球 49个国家、74个城市。《2019 全球竞争

力报告》显示，比利时机场连接评分为62分，

全球排名第 42 位。⑥2018 年，在世界经济论

坛综合准时性、速度、价格等因素评定的航

空服务排名中，比利时总分 5.6 分（1~7 评分

制），在欧盟成员国内排名第 8位。⑦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9.P91.

③    European Commission.Mobility and Transport.https://ec.europa.eu.

④    同①。

⑤    同②。

⑥    同②。

⑦    同③。

⑧    Airport statistics.https://mobilit.belgium.be/fr.

表 1-8　2019 年比利时主要机场旅客人数及货物运输重量⑧

机场名称 旅客数量 货物重量（吨）

安特卫普 306330 2609.9

布鲁塞尔 26360003 500702.96

布鲁塞尔南部沙勒罗瓦 8226572 388.05

奥斯坦德—布鲁日 457644 24754.00

列日 170400 902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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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

比利时水路运输较为发达，分为海运和

内河航运，拥有安特卫普港、泽布鲁日港、

根特港和列日港。海运方面，2018 年海运到

港货运量 1.48 亿吨；内河航运方面，内河航

道总长2043公里，商用水路长度1532公里，

货运吞吐量 1.48 亿吨。①

                                          

①    中国外交部 . 比利时国家概况，2020 年 5 月。

②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Volume2.ITU, 2018:20.

③    王川 . 比利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园区的体制与政策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1（12）。

表 1-9　比利时主要港口情况

港口名称 港口特点

安特卫普港 欧洲第二大港

泽布鲁日港
世界第一大新车转运港、欧洲最大的煤气运转港和石油液化气进口港、欧

洲第一大滚装运输港

根特港 拥有欧洲最大的农业大容量存储设备

列日港 欧洲第三大内陆港

通信

比利时电信行业三大运营商分别为

Proximus，Orange Belgium and BASE，预计

于 2020 年或 2021 年提供 5G 服务。根据国际

电信联盟（ITU）统计，2017 年，比利时固定

电话的普及率为 37.2%；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为

104.7%；互联网家庭普及率为 86%。②

邮政

1963 年法律规定每个比利时家庭必须配

备信箱，1969 年比利时引进邮政编码，1970

年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信息行业的兴起，移

动通信、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日益发展给

邮政业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比利

时邮政市场 50 克以上包裹服务已经市场自由

化，DHL、TNT、联邦快递等均在比利时经营。

2.5　经济园区

比利时由于自然资源匮乏，因此在“三

高”（高新技术、高投资、高回报）方面努

力，依靠高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先进

生产力。故此，比利时经济园区以高新技术

产业为主，园区建设独居特色，③园区筹建主

体有国家投资、企业投资、高校投资、外商

投资等，涉足领域包括孵化创新、港口经济、

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空间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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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鲁汶科技园

新鲁汶科技园（Louvain-la-Neuve Science 

Park）建于 1971 年，是比利时首个科技园

区，也是比利时最大、最活跃的科技园区。

园区占地 230 公顷，分为 4 个片区，现有 259

家企业入驻，提供了 6560 个工作岗位。园

区产业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工程、化工、信

息通信、绿色环保等。园区与鲁汶大学相连

接，园区企业可依托鲁汶大学的科研设施与

科研人才，加快产学研转化，形成高效的创

新生态环境。园区内还有包括新鲁汶创新企

业中心在内的 35 家孵化器企业，专注于创新

产品的研发与孵化。①更多园区信息可查询

https://www.llnsciencepark.be。

                                          

①    鲁汶大学官网 .https://uclouvain.be/en.

图 1-9　新鲁汶科技园

塞内夫科学园

塞内夫科学园（Seneffe Science Park）

一直是化学技术资源中心（CERTECH）的所在

地。该中心在瓦卢隆地区政府和欧盟支持下，

于 1996 年由鲁汶大学创立，为从事化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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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科研活动的行业企业提供服务。同时，

鲁汶大学知名的生命科学孵化器 Activalis

也设在塞内夫科学园内。①

园区产业划分为三大核心板块，即环境

科学、材料科学与工艺创新，具体涉足领域

包括汽车、建筑、包装、食品、制药、医疗、

化妆品、能源、环境等。②

比利时安特卫普化工园区

比利时安特卫普化工园区则依托安特卫

普港，园区外公路、铁路、水路、航运四通

八达，到达布鲁塞尔机场近 1 小时路程。园

区内原料、产品、公用工程等管网系统完备，

电力、天然气、水力充足，是欧洲石化产品

生产中心之一。安特卫普化工区以欧洲市场

为重点，辐射全球市场。③

                                          

①    鲁汶大学官网 .https://uclouvain.be/en.

②    化学技术资源中心官网 .https://www.certech.be.

③    Chemical Parks inEurope.https://chemicalparks.eu.

④    LRM 公司官网 .https://www.lrm.be/en.

图 1-10　塞内夫科学园

科尔达科创园

科尔达科创园（Corda　Campus）位于

比利时林堡省省会哈塞尔特市，由比利时科

技投资机构 LRM 投资建立，是欧洲领先的科

技创新园区。④园区现有企业 250 家，提供了

5000余个工作岗位。入园企业包括初创企业、

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园区不断引导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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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交流与科研共享，推动创新技术和产

业成熟发展。①2017 年，科尔达科创园携手

爱立信在园区内创建 5G 生活园区。该园区吸

引比利时企业入驻开发 5G 应用，并为业界提

供测试环境，促进比利时科技经济发展。

                                          

①    科尔达科创园官网 .https://www.cordacampus.com/en.

图 1-11　科尔达科创园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在投资方面，比利时主要以比利时—卢

森堡经济联盟（比卢经济联盟）的形式对外

签署双边投资协议，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

示，比卢经济联盟目前共对外签署了105个双

边投资协议。具体信息可查询联合国贸发会

投资政策网站：https://investmentpolicy.

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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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比利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部分）

缔约方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比卢经济联盟—卡塔尔 2007 年 11 月 6 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

比卢经济联盟—韩国 2006 年 12 月 12 日 2011 年 3 月 27 日

比卢经济联盟—中国 2005 年 6 月 6 日 2009 年 12 月 1 日

比卢经济联盟—阿联酋 2004 年 3 月 5 日 2007 年 11 月 22 日

比卢经济联盟—泰国 2002 年 6 月 12 日 2004 年 9 月 19 日

比卢经济联盟—墨西哥 1998 年 8 月 27 日 2003 年 3 月 18 日

比卢经济联盟—中国香港 1996 年 10 月 7 日 2001 年 6 月 18 日

比卢经济联盟—俄罗斯 1989 年 2 月 9 日 1991 年 8 月 18 日

另外，由于比利时是欧盟成员国，与欧

盟实施共同的贸易政策和措施。欧盟与第三

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直接适用于比利时，

具体信息可查询 https://ec.europa.eu。

表 1-11　欧盟签署的多双边协议（部分）

缔约方 协议类型 效力状态 签署 / 生效时间

欧盟—越南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20 年 6 月 12 日

欧盟—日本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已生效 2019 年 2 月 1 日

欧盟—新加坡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19 年

欧盟—加拿大 全面经贸协定 部分生效 2017 年

欧盟—南非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部分生效 2016 年 6 月 10 日

欧盟—韩国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15 年 12 月 13 日

欧盟—澳大利亚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欧盟—中国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欧盟—新西兰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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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利时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 全球营商环

境报告》，比利时营商环境便利度在 190个国

家中排名第 46 位，相比 2019 年下降 1位。①

相关指标排名及变化情况详见图2-1、表2-1。

                                          

①    世界银行 .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②    世界银行 . 比利时营商环境数据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③    世界银行 . 经济体排名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图 2-1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排名概览②

表 2-1　2019 年和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和便利度排名③

2020 年
营商环境排名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分数（满分 100）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
较 2019 年变化情况

（百分点）

总体 46 75.0 ↑ 0.3

开办企业 48 92.3 ↑ 0.9

办理施工许可证 45 75.5 ↑ 0.1

获得电力 108 70.6 —

登记财产 139 51.8 ↑ 0.4

获得信贷 67 6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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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根据 141 个经济体在

12 个领域 98 项指标的表现对其竞争力进行评

估。在《2019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比利时

排名第 22 名，较 2018 年下降 1 名。从分指

标看，比利时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劳动力

市场、产品市场方面下降明显，排名较 2018

年分别下降 7 位、6 位和 5 位，但在宏观经济

稳定性方面连续两年和多个国家并列第 1。①

                                          

①    世界经济论坛 .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http://www.weforum.org.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和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

2020 年
营商环境排名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分数（满分 100）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
较 2019 年变化情况

（百分点）

保护少数投资者 45 68.0 —

纳税 63 78.4 ↑ 0.9

跨境贸易 1 100 —

执行合同 56 64.3 —

办理破产 9 84.1 ↑ 0.2

续	 	 表

表 2-2　2018 年和 2019 年比利时全球竞争力分指标排名情况②

比利时全球竞争力分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行政效率 21 23

基础设施 13 14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40 47

宏观经济稳定性 1 1

（国民）健康 28 30

（国民）技能 16 18

产品市场 22 27

劳动力市场 37 43

金融系统 2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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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国际评级机构

标普确认，比利时主权信用评级为 AA/A-1+，

展望为稳定；截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国际

评级机构穆迪对比利时主权信用评级为 Aa3，

展望为稳定；截至 2020 年 4 月 3 日，国际评

级机构惠誉确定比利时主权信用评级为 AA-/

F1+，展望为稳定。

中资企业评价①

2019 年，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对

在比中资企业就比利时营商环境进行问卷调

查，总结了比利时营商环境的六大优势和六

大劣势，具体详见表 2-3。

比利时全球竞争力分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市场规模 33 33

商业活力 18 19

创新能力 17 17

续	 	 表

                                          

①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2019 年比利时中资企业发展及营商环境情况问卷

调查报告。

表 2-3　比利时营商环境的优势

优势一
欧盟经济政治

中心

比利时营商环境的最大优势是其作为欧盟经济政治中心，比较适合作

为中资企业开辟欧盟市场的桥头堡。

优势二 物流发达便利

● 比利时地处西欧的中心位置，是欧洲适合物流与分销的投资地。

● 比利时拥有健全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网络、港口设施的运

行能力等在欧洲名列前茅，与周边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间有便

利的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

优势三
市场相关法律

制度成熟清晰

只要企业合法经营，当地政府不会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也

常常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

优势四 市场开放度高
比利时市场对于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少，没有禁止外国企业投

资的行业。比利时法律体系对任何投资形式的企业给予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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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①    2019 年比利时中资企业发展及营商环境情况问卷调查报告 .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 /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

代表处，2019（7）:42-55。

优势五
科研及创新能

力强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比利时创新能

力排名世界第 17 位。
● 比利时科研实力雄厚，在纳米、化工、微电子、生物制药等领域，

技术水平居世界前列，拥有 11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鲁汶大

学，多次被评为欧洲最具创新力大学，产学研协作能力强。
● 比利时劳动者普遍掌握法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等语言，便于与

多国客户沟通交流。

优势六 商业资产优良
比利时作为一个老牌西欧国家，经过长期培育和发展，不少企业不仅

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更有成熟的管理体系。

表 2-4　比利时营商环境的劣势①

劣势一 缴税负担较高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比利时对企业征

收的总税率高达 55.4%（占利润的比例），在欧盟各成员国中排名

靠前。

劣势二 劳动力成本较高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 年，比利时劳动力成本（不包括农业和公

共行政管理）为每小时 40.5 欧元，在欧盟国家排第 3 位，仅次于丹麦

和卢森堡。

劣势三 金融合规监管严格

由于欧盟的反洗钱合规要求严格，金融机构从严审查企业资金来源及

使用的合法性。同时，金融服务和市场管理局（FSMA）还会对在比

金融机构的运营及活动采取审慎监管。

※ 特别提示：比利时中资企业预计 2020 年的合规成本相比 2019 年将

增加。比利时中资企业在合规方面的主要挑战有合规成本过高、对相

关法律法规不了解、监管部门职能分工不清等。

劣势四 公共服务效率较低
当地政府在为居民办理各类手续时，常常出现等候时间长、材料要求

烦琐的情况，影响公共服务效率。

劣势五 社会治安欠佳

在布鲁塞尔等大城市，团伙盗窃、抢劫等案件有增多趋势。中国赴比

利时旅游和工作的公民常常遭到歹徒的偷盗和抢劫，损失严重。

※特别提示：中资企业及其员工应保持安全警觉，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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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2019 年，比利时中资企业对

比利时营商环境的评价属中等偏好，35% 的比

利时中资企业予以好评，60% 中资企业持中立

态度，5% 中资企业予以差评。

劣势六 投资优惠政策缺乏

对于大多数中资企业的投资项目来说，很难获得比利时政府提供的投

资优惠政策。

※ 特别提示：部分成功享受当地政府补贴的中资企业介绍，比利时鼓

励创新，对提供创新技术和开拓新行业的企业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

中资企业在比利时投资时，可考虑利用这些补贴政策的可能性。

续	 	 表

图 2-2　2017—2019 年中资企业对比利时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

在具体指标上，中资企业对比利时在

市场开放度（55%①）、法律政策透明稳定

（47.62%）、对中资企业友好度（33.33%）

等方面评价较好，认为其在公共服务效率、

劳工制度、税收制度、社会治安环境等方面

仍需提高。

                                          

①    该百分比表示选择该项目的比利时中资企业占总数的比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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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9 年中资企业对比利时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的评价

比利时营商环境的各项劣势，是所有在比利时经营的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不是

针对中资企业设置的障碍。较多中资企业表示，只要充分尊重比利时当地的各项法律制

度和合规要求，经过较长时间经营的积累和适应，中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将会显现，并在

比利时获得良好发展。

特别提示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税收改革

2015 年开始，比利时通过税收改革方

案，计划在 2016—2020 年完成。该项改革包

括降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缴纳比重（主

要针对低收入人群），降低雇员的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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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ECD.OECD Economic Survey:Belgium.February 2020.P18.

②    同① .

据当地会计师事务所介绍，在推行税改措施的同时，为平衡财政收支，比利时政府通

过开辟新税种、减少抵税项目或额度等方式，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这导致中资企业并未

明显感受到缴税负担的减轻，甚至部分企业在税改之后感受到缴税负担不降反升。这也是

为什么在比利时政府采取税改措施之后，缴税负担高仍是比利时中资企业普遍面临的困难。

特别提示

充分竞争

比利时公司法对“企业”的概念进行了

重新界定，扩大至自由职业者、农民和非营

利领域。2018 年，比利时破产法改革，新破

产法适用于所有企业，并进一步改善了破产

企业家二次创业条件，为二次创业提供便捷

程序。②

“单一许可证”制度

2019年，比利时开始实施“单一许可证”

（Single  Permit）制度，将工作许可和居留

许可“双证合一”，缩短外派人员办理手续

时间。

根据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调研，大量比利时中资企业认为“单一许可证”制

度实施后，外派人员办理比利时签证和身份证的所需时间反而加长，部分中资企业认为

所需时间基本不变，该项制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虽然进行了“双证合一”，但对工作许可和居

留许可的内部审批流程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在实际上缩短流程，提升效率；（2）“单

一许可证”制度刚刚实施，具体规定尚不完善或不明确，导致政府部门经常要求补充材

料，审批效率低下，待处理的申请积压严重；（3）办理“单一许可证”的过程中，部

分文件通过邮寄纸质信件的方式传递，但比利时邮政系统常常出现丢失信件的情况，严

重影响办理流程。

特别提示

税、提高非劳动所得税率等。2017 年，比利

时开始进行企业所得税改革，该税税率将在

2018—2020 年间从 33.9% 降至 25%，中小企

业 10 万元应税税率将从 2018 年的 20.4% 降

低至 2020 年的 20%。①



  33

第二篇    比利时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 年世界投资

报告》，2019 年比利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为 97.07 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 5661.16

亿美元。①

                                          

①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P256。

②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P260。

③    Statista.Number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in Belgium from 2008-2018.https://www.statista.com.

④    EY.Attractiveness Survey.New Drivers of future growth.May 2020.

图 2-4　比利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②

投资项目数量方面，根据全球统计数据

库 Statista，2018 年比利时吸引了 278 个投

资项目，较去年增长约 30%，创造就业岗位

7363 个。③2019 年，安永发布的《比利时年

度投资吸引力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投资项

目为 267 个，共创造 5401 个就业岗位，其中

197 个项目为全新项目，其余为已有项目的

扩展。④

区域分布方面，国内层面，2019 年弗拉

芒大区为最具吸引力的区域，约占吸引外国

投资项目的 50%，布鲁塞尔区和瓦隆区分别吸

引投资项目 76 个和 64 个，排在第 2 位和第 3

位。国际层面，前五大外国投资来源国为美

国、法国、英国、荷兰和德国，共占外国直

接投资项目总数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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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Y European Investment Monitor.2020.https://www.ey.com.

②    同①。

表 2-5　2018—2019 年欧洲前十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①

（按吸引投资项目数量排名）

排名 国家 2018 2019 2018/2019 年变化 2019 年市场份额

1 法国 1027 1197 17% 19%

2 英国 1054 1109 5% 17%

3 德国 973 971 0 15%

4 西班牙 314 486 55% 8%

5 比利时 278 267 -4% 4%

6 荷兰 229 255 11% 4%

7 波兰 272 200 -26% 3%

8 爱尔兰 205 191 -7% 3%

9 俄罗斯 211 191 -9% 3%

10 土耳其 261 176 -33% 3%

表 2-6　2019 年比利时外国直接投资前十大来源国投资项目数量分布②

单位：个

国家 数量

美国 45

法国 42

英国 34

荷兰 28

德国 24

中国 14

瑞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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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领域方面，2019 年比利时吸引外国

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商业服务业、交通物流、

数字经济、农业食品商业，涉及投资项目数

量约占外国投资项目总数的 59%。

1.4 生产要素概况

用水

比利时水资源丰富，利用效率高，88% 的

取水用于工业用途。比利时用水密集型工业

包括纺织、化工、食品和饮料加工。根据世

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在比投资设立企业过程中，从提交用

水申请到接通用水设备共耗时约 2 个半月，

总费用约 1.66 万欧元。①

用电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比利时营

商环境报告》显示，比利时用电便利度指数

在 19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8 位。从具体程序

来看，从提交用电申请到获得供电需完成 6

个步骤，包括提交用电申请、签署供电合同、

内部电缆检测、外部供电设备安装、变压器购

买和安装、获得用电许可等，最长耗时约 171

天，费用最高约 37285.4 万欧元。另外，根据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下半年比利时居

民平均消费电价为 0.286 欧元 /千瓦时。②

用地

根据比利时土地净化相关法律，任何土

地移转必须获得环境部门批复的证明，特殊

地块还需环境部门现场检测土壤污染情况，

该证明的批复时间约 20 日。同时，还需公证

机构出具土地登记注册证明。

用工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 年比利时劳

动力成本（不包括农业和公共行政管理）为

每小时 40.5 欧元，在欧盟国家排第 3 位，紧

次于丹麦和卢森堡。③工业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每小时 43.1 欧元，建筑业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每小时 35.5 欧元，服务业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①    世界银行 .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②    欧盟统计局数据 .https://ec.europa.eu.

③    比利时央行 .https://www.rtbf.be.

国家 数量

西班牙 7

意大利 6

土耳其 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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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 39.2 欧元。①比利时统计局每季度更 新各行业劳动力成本变化情况。

                                          

①    EUROSTAT（欧盟统计局）.11 April 2019.https://ec.europa.eu.

②    Statbel（比利时统计局）.Labour Cost Index.https://statbel.fgov.be.

表 2-7　劳动力成本指数变化情况②

※ 劳动成本指数反映了各行业平均每小时劳动成本的变化情况。指数以 2016 年为基准（数值为 100），
通过各季度数值涨幅情况，反映各行业劳动力成本变化。

行业
2019 年
一季度

2019 年
二季度

2019 年
三季度

2019 年
四季度

2020 年
一季度

采矿业 104.80 105.21 105.93 106.38 106.71

制造业 104.12 104.67 105.55 106.12 106.57

电力、燃气、蒸汽及公调供应 104.01 104.13 104.23 104.17 105.49

水供应与废水废物管理和修复 104.33 104.82 105.56 106.31 106.31

建筑业 103.17 103.67 105.81 105.28 105.93

批发和零售贸易与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104.78 105.25 106.02 106.82 106.89

物流与仓储行业 103.90 104.25 104.72 105.02 105.39

住宿与餐饮行业 102.20 102.42 102.90 103.85 104.00

信息与通信业 104.61 105.30 105.97 106.90 107.01

金融与保险行业 103.26 103.62 103.70 103.93 104.59

房地产行业 104.55 105.16 105.67 106.07 106.60

专业科学和技术行业 104.62 105.08 105.61 106.35 106.73

行政和支持服务 104.63 104.84 104.76 105.04 105.55

公共管理与国防和社会安全维稳 103.75 104.17 105.15 106.41 106.19

教育行业 105.08 105.69 106.31 106.67 106.76

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 104.16 104.10 103.63 103.72 103.96

艺术、娱乐与休闲行业 104.08 104.38 104.47 104.81 105.23

其他服务领域 105.31 105.87 106.43 106.90 1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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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

2017 年，比利时平均每平方米房地产价

格为 3171 欧元，在 38 个欧洲国家中排名第

23。2019 年第三季度，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房

价上涨 5.46％，平均价格为 42.5 万欧元，弗

拉芒区房价上涨 2.32％，平均价格 26.5 万欧

元，瓦隆房地产价格上涨 6.06％，平均价格

17.5 万欧元。①根据 2020 年第一季度数据，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房价最高，其次是弗拉芒

区和瓦隆区。②

                                          

①    EXPATICA.https://www.expatica.com.

②    STATBEL.House Prices-First Quarter 2020.https://statbel.fgov.be/en.

③    Kingdom of Belgium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Investment.https://diplomatie.

belgium.be.

2　比利时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在联邦政府层面，比利时联邦经济部

（FPS）为主管部门；在各区层面，包括弗拉

芒大区贸易投资局（FIT）、瓦隆区出口投资

局（AWEX）和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外国投资与贸

易促进局（BIE）为各区主管部门。为吸引外

国投资，比利时联邦政府和各区政府于 1995

年共同组成国际投资联络处（The  Federal-

Regional  Liaison  Unit  for  Foreign 

Investment），旨在增加政府间协同合作能

力，共同应对外国投资相关问题并提出共同

的解决方案，其秘书处设在联邦公共服务局

投资服务处。③

图 2-5　比利时外国投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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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 欧洲国家的外商投资管控对比分析——比利时篇，2020 年 4 月 26 日 .http://www.

guantao.com.

②    同①。

③    同①。

2.2 市场准入

比利时对内外资一视同仁，任何企业在

比利时均能享受普遍性国民待遇，法律体系

也不做涉外法律区分。一般来说，外商投资

无需向比利时政府机关进行报备或者取得审

批，但需遵守监管行业的例外原则以及并购

管控规则。①

限制外商投资行业

比利时没有禁止投资行业的规定，但在

部分行业（如国防、运输、金融、能源、食品

生产、电信和邮政服务）存在一些限制。②例

如，在国防领域，比利时方持股必须超过 50%

实现控股；内河运输行业需要由欧盟或欧盟

境内的公司来承运；航空相关公司需由欧盟

公司或自然人控制。

须审批行业

外商投资金融、保险、医疗服务、商业

零售、旅游、运输、电信、商业服务业等行

业必须获得比利时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这些限制同等适用于国内投资者。与食品生

产、运输服务、能源生产或医药有关行业须

获得相关许可，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要

申请环境许可，赌场相关企业须领取联邦营

业牌照。

国家电网曾于 2016 年参与收购弗拉芒电力和燃气经销商伊安蒂斯公司（Eandis）

多数股权，以投资 8 亿欧元更新弗拉芒地区的电力网络。Eandis 公司是比利时最大的

能源配网公司，为比利时弗拉芒区 80% 地域提供配电和配气服务。2016 年 6 月 1 日，

Eandis 公司宣布国家电网成为认购其增发 14% 股权的优选中标方。然而，出于对国家

安全的考虑，弗拉芒区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法令撤销该项交易。该法令规定一项

交易如果使外国（欧盟或非欧盟）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取得弗拉芒区政府的控制或

决策权，或者取得由弗拉芒区政府控制的其他实体（如由弗拉芒区政府出资 50% 以上的

实体）的控制或决策权，而且可能导致弗拉芒地区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该项交易需要

经过弗拉芒区政府同意，以维护本地区的战略利益。③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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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WC.Belgium Corporate Tax.28 January 2020.https://taxsummaries.pwc.com.

②    抵免意味着可以进行全额抵扣。PWC.Belgium Value-added Tax.28 January 2020.https://taxsummaries.pwc.com.

2.3 企业税收

比利时税制体系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

心，实行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对国内外企

业和个人不做区分，同等纳税。企业在比利

时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预提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注册税等。

企业所得税

比利时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

税率，所有法人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合

伙企业除外）都要按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 2019 财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9.58%，

在 2021 财年（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后），

该税率降低至 25%。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2019 财年企业利润达到 10 万欧元时，税率为

20.40%，2021 财年该税率降至 20%①此外，某

些为获得或保留应税收入而产生的所有合理

费用可进行税前扣除。

表 2-8　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可扣除费用

投资的折旧或摊销

一般来说，折旧属于可扣除费用，根据资产类型不同折旧率也不同。资产

折旧最普遍的方法是直线折旧法。在特定情况下，截至 2019 财务年度，

企业可以选择使用余额递减法。

投资的资本利得 / 损失

一般来讲，企业销售固定资产实现的资本利得需要缴税。然而，如果满足

一定条件，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间分摊，因此资本利得税并不需要一次性缴

纳。如果资本亏损与以经营为目的的固定资产相关，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股份的资本收益
满足一定条件时，股份投资实现的资本收益是免税的。而股份投资产生的

资本亏损一般是不能扣除的。

增值税

增值税适用于两种经营行为，即货物销

售或服务提供。如在比利时境内提供商品和

服务、从欧盟外进口商品到比利时，以及在

比利时购买欧盟内部的商品全都需要缴纳增

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为 21%，部分商品或服

务可享受 12%、6% 的税率，还有些商品或服

务可享受抵免或免征增值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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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比利时增值税税率

税率 课税对象

21% 一般增值税税率，适用于除有特殊税率安排以外的所有商品和服务。

12% 轮胎内胎；植物药品；特定可燃物；人造黄油；公益住房；特定不动产翻新工程。

6%

不动产建设工作（特定时间和条件下）；

基本必需品（如食品和药品）；管道给水分配；一些印刷材料和电子出版物；

人员运输服务；酒店和露营；文化、体育和娱乐场所；艺术品；古董和收藏品；

残疾人汽车用品及零部件；特定医疗设备供应；承包农业；自行车修理，鞋

子和皮革制品，衣物，家用亚麻布；一些供残疾人私人使用的社会福利住房；

版权；音乐会和展览；一些医疗设备；社会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特定

条件下拆除和重建位于特定区域的建筑物；特定私人卫生保护用品；外部除

颤器的保养、维修和租赁；口罩和水酒精凝胶（临时税率，有效期自 2020 年

5 月 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餐饮服务，不包括实际酒精含量超过 0.5％

的啤酒，以及实际酒精含量超过 1.2％的其他饮料（临时税率，有效期自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可抵免（0）

（※ 需向税务机关

申报并办理相关退税

手续）

出口及某些相关服务；欧盟内商品供应和某些相关服务；增值税仓库内或特

殊海关制度下的商品进口、并购与区域货物贸易；在特定条件下进口用于抵

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物资（临时抵免，有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30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放在海关或增值税仓库中的货物进行的特定交易；船舶或航空

跨境旅客运输；向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供给；向国际客运的特定船只和飞机

提供特定商品和服务；特定（数字）定期出版物，例如报纸、期刊和杂志；

供应可回收的货物或产品。

免征

（无需申报，相关商

品或服务直接免征增

值税）

医疗保健服务（不包括某些类型的整容手术）；社会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

文化服务；银行服务；利息费用；金融服务（支付和兑现服务可以选择税收）；

保险服务；土地和房地产销售；物业租赁和出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可选

择征税）。

                                          

①    PWC.Belgium Withholding taxes.28 January 2020.https://taxsummaries.pwc.com.

预提税

企业发放股息和红利费、特许权使用费、

服务费等费用需要缴纳预提税，基本税率为

30%，但也有例外。根据 2015 年 12 月 18 日

法令，比利时公司向非居民少数股东分配的

股息，只要满足某些条件，预提税税率即可

降低至 1.6995％，其中包括以下：①

（1）受益人在其辖区内无法抵扣或申请

返还比利时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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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和股息和红利的受益人均须遵

守税收条款；

（3）受益人必须是非居民公司股东，其

在发行公司的资本持有权益少于 10％，但收

购价值至少为 250 万欧元；

（4）持有权益必须不间断地持有至少

一年；

（5）股东必须是位于欧洲经济区（EEA）

或与比利时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伙伴国；

（6）股东必须具有《欧盟母子公司指

令》中提到的合法企业形式或类似形式。

个人所得税

比利时税法非常复杂，个人所得税是以

薪金按照累进税率进行计算之后，再根据员

工个人情况，包括婚姻状况、有无子女、配

偶收入情况等进行调整。据当地会计所介绍，

比利时个人所得税制度虽然实行累进税率，

但是由于会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大幅度调整，

所以实际上没有确定的税率，最终的计算结

果可能因为个人情况不同差别非常大。

表 2-10　比利时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①

单位：欧元

个人总收入 税率（%）

6800~8350（起征点为 6800） 25

8350~11890 30

11890~19810 40

19810~36300 45

36300 以上 50

在实践操作中，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一般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计算。会计师事务

所将向员工获取计算个人所得税所需要的信息，之后向员工出具年度薪金和应缴税款计

算表。公司将员工的年度薪金和应缴税款计算表转发比利时薪金公司，例如 Group S 公

司等，请其出具员工的薪金单。公司根据比利时薪金公司出具的薪金单对员工发放薪

金，并向比利时薪金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特别提示

                                          

①    比利时财政部 .http://minfin.fgov.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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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 /不动产税

财产税对不动产年租金收入进行征税，

主要以房地产为主，某些机械和设备也可

视为不动产。税率依据财产所在地计算，

一般情况下，弗拉芒大区按照年租金收入的

2.5％，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按照 2.25％，瓦隆

地区约按照 1.25％进行征税。①

注册税

企业在比利时购买和转让房产，包括建

筑物（不包括新建筑物，在购买新建筑物时

需缴纳 21% 的增值税）时，须按转让价或公

平市价中较高者的 12.5％缴纳注册税，在弗

拉芒地区，适用税率是10％。如果购买或转让

土地时需缴纳增值税时，则无需缴纳注册税。

2.4 土地获得

比利时实行土地私有制，涉及土地方面

的法律法规较多，如联邦议会先后制定的《民

法》、《农村法》、《领地法》、《工业用地法》

和《国土整治法》等。各大区也根据有关上

位法精神制定了本区域内土地法规和具体政

策。上述法律法规构成了土地规划、管理和

使用的完整体系。

                                          

①    EXPATICA.Tax on property and wealth.June 09, 2020. https://www.expatica.com.

②    LawyersBelgium.Purchase a Property in Belgium.https://www.lawyersbelgium.com.

表 2-11　各级国家机构对土地管辖权有明确分工

政府机构 负责事项

联邦议会和政府 负责立法及国土总体规划。

大区议会和政府
负责辖区国土整治，包括制定辖区土地法规和具体管理政策、确定土地税收

和有关行政收费的标准、审批大型土地使用项目或变更地块性质等。

市镇政府 负责办理土地管理的具体事务，如交易登记、税费征收等。

房地产购买

比利时对外国人在比利时购买房地产无

限制，购买房地产一般包含以下步骤：②

（1）买方签署购买承诺，此时卖方如果

取消交易，卖方无需支付违约金。

（2）拟定买卖合同，交付押金。买卖合

同通常用荷兰语或法语书写，当雇用翻译或

口译员时，相应费用由买方承担。

（3）签订买卖合同后 4 个月内，对买卖

合同及所有权转让进行公证。

（4）在土地注册处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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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在签署买卖合同前应做好尽职调查，包括评估房地产的真实价值、是否有

抵押权、土地是否涉及环保问题等。

特别提示

房地产注册

比利时几乎所有房地产都需要进行注册，主

管部门为土地注册处（Land Registry Office）和

抵押注册处（Mortgage Registry Office）。

土地注册处。土地注册处负责土地所有

权和相关土地费用事宜。土地注册应在土地所

在地登记。不动产注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1）所有人名称及地址；

（2）不动产地址；

（3）不动产土地登记号；

（4）不动产概况。

抵押注册处。抵押注册处负责对建筑物

权属状态，特别是是否存在抵押或共有情况

进行登记。在抵押注册处登记时需提供以下

信息或材料：

（1）与登记财产有关的所有合同文件，

如买卖合同、合并合同、建筑物权属合同等；

（2）银行抵押或担保、留置协议；

（3）超过 9年的租赁协议；

（4）共有协议；

（5）诉讼或裁判文书。

表 2-12　土地获取便捷指数情况①

比利时相关参数
经合组织（OECD）
高收入国家平均参数

程序步骤数量 8 4.7

耗时天数 49 23.6

费用占资产总价值比重 12.7 4.2

土地管理水平指数 22.0 23.2

                                          

①    世界银行 .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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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对已有住宅翻新要缴纳6%的增值税。此外，业主如在5年内售出购买的住宅，

需缴纳资本收入税，税率为卖出价和买入价差额的 15%。

特别提示

2.5 外汇管制

比利时没有外汇管制，在比利时可以任

意开设欧元或其他主要货币账户。外汇可以

自由进出，无需申报。携带现金数额 1 万欧

元以上出入境需要申报。在比利时工作的外

国人，其合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国外。

2.6 外资优惠政策

在比利时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享受欧

盟和比政府的双重鼓励政策。欧盟补贴分为

中小企业补贴、大型企业补贴、环境保护以

及利用可持续能源特殊补贴、加强竞争力和

解决就业补贴。政府补贴金额根据企业的规

模、可创造就业岗位数量、业务范围以及投

资活动本土化等因素确定。各大区政府具体

受理投资者的补贴申请。企业在申请相关投

资补贴时，应注意补贴资金的适用条件。不

论是欧盟投资补贴还是区域性投资补贴，企

业均需符合相应条件方可申请。

另外，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构建并完善

商业环境，比利时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

财政援助、投资补贴和减税等激励措施，以

吸引企业在比利时开展经营活动。①

                                          

①    商务参赞访谈 .http://interview.mofcom.gov.cn.

表 2-13　联邦层面优惠政策

股息预提税豁免
比公司汇向位于与比签有税务协定的国家（包括中国）的非居民母公司的股息，

在比免征预提税（前提：该母公司持有比公司至少 10% 的股份至少 1 年）。

外国行政人员的
特殊税收政策

跨国企业临时派往比利时的外国行政人员可享受特殊的税收政策，只需对其在比

境内所得收入交税，境外收入无需缴纳所得税。另外，行政人员在比临时停留期

间所获得的津贴不计入总收入，从而最大可能地减免个人所需缴纳的税款。这些

津贴包括交通补助、安家费、紧急回国补助、额外的学费和房屋补贴等。

就业和培训激励
政策

比联邦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雇主需缴纳的社保费用进行一定条件的减免。地区政

府在公司招聘特定工种的失业人员时给予公司额外补贴，另外还给予企业一定数

额的培训支票。

创新性收益扣减
旨在通过财政措施促进科研开发与技术革新。根据政策要求，比利时公司及外国在比

分公司可以扣减研发活动中获得的如专利、许可证、软件等创新性净收益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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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鲁塞尔经济与就业局 .http://werk-economie-emploi.brussels/en.

②    同①。

③    弗拉芒大区贸易投资局 . Flanders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Subsidies for entrepreneurs.https://www.vlaio.be.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优惠政策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加强企业招聘与员

工培训教育支持力度来刺激当地就业，并为

企业和员工创造更多样的办公环境。①

表 2-14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相关优惠政策②

业务创意补贴
针对符合要求的项目计划，政府将最高给予项目投资总额 60%（最高不超过

3000 欧元）的补贴支持。

可持续发展补贴
中小微企业凡购买或投资环保回收（再利用）设备时，可享受投资总额 40%（每

年最高不超过 8 万欧元）的补贴支持。

开发网站或电子商
务平台补贴

从事网站开发的小微企业，政府将给予开发费用 40%~60% 的补贴。

税收优惠
企业在安德莱赫特、布鲁塞尔、佛莱斯特、莫伦贝克等地投资设立企业或办事

处时，设立过程中所缴纳的市政税减半。

员工培训辅导补贴
为改善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员工技能与能力而组织开展培训学习，企业可获

得相关培训费用 40%~70% 的培训补贴。

弗拉芒大区优惠政策

表 2-15　弗拉芒大区相关优惠政策③

中小企业电子钱包
● 在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购买培训课程和咨询服务时，提供资金援助。
● 小公司最高可获得 1 万欧元，中型公司最高可获得 1.5 万欧元。

中小企业发展补贴

● 在弗拉芒大区的中小企业通过购买咨询服务或招聘战略顾问，以促进企业发

展时，可向大区政府申请该项补贴。
● 企业阶段性发展成果每年最高可获得 5 万欧元补贴。

开发项目补贴

● 企业在开发创新项目时遇到资金困难，可以申请创新补贴，用以支付工作人

员和开发项目相关的费用。
● 所有企业皆可申请，补贴金额为项目预算的 25％~50％，最低 2.5 万欧元。

研究项目补贴
● 企业可为自己的研究项目申请补贴。
● 补贴金额为项目预算的 25％~60％，最低 1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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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型补贴

● 针对企业转型和弗拉芒大区经济转型实施的大型投资和培训项目，企业可申

请战略转型补贴。
● 所有企业皆可申请，补贴金额为投资金额的 8％，培训金额的 20%。

生态和安全运输补贴
支持企业投资更生态和安全的运输方式，补贴金额最高 10 万欧元，最多占相

关支出的 80％。

生态奖励
为前沿生态技术提供资金支持，金额为额外投资成本的 15％~55％，具体取决

于企业和技术的范围。

战略生态补贴
为 开 展 战 略 生 态 项 目 的 公 司 提 供 投 资 援 助， 金 额 为 生 态 投 资 成 本 的

20％~40％，具体取决于企业和技术的范围。

间接排放成本补偿
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影响，电力密集型企业需支付高额电费。对此，弗拉

芒大区政府将提供相应补偿，补偿金额取决于消耗的电力或企业产量。

创新补贴
硕士毕业的研究人员与知识中心和企业合作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可申请补贴

研究人员 50%~100％的人工费用和运营成本。

贝克兰基金
与企业密切合作的博士项目可申请贝克兰基金，负担博士 50%~80% 的人工费

用和运营成本。

弗拉芒荧幕补贴
对视听作品提供经济支持，如小说、纪录片或动画，补贴金额最高为 40 万

欧元。

                                          

①    Belgium-WalloniaInvestmentgrants. 瓦隆大区外贸和外国投资总署。

瓦隆大区优惠政策①

瓦隆大区通过一系列投资补贴政策吸引

外资企业投资发展，具体补贴金额根据企业

规模、投资区域、投资领域、创造就业岗位

数量等因素确定。同时，为配合欧盟区域凝

聚政策（EU  Cohesion  Policy），进一步支

持就业、提升商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

瓦隆大区针对内部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设立发

展区（Development  Zone），并提供更多补

贴支持。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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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盟委员会官网。

图 2-6　瓦隆大区“发展区”

表 2-16　瓦隆大区投资补贴金额①

补贴额度

发展区内 发展区外

小微企业 最高 30% 最高 18%

中型企业 最高 20% 最高 10%

大型企业 最高 10% 无

表 2-17　瓦隆大区相关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与支持

外国投资者在瓦隆大区投资可享受占投资总额最高 30% 的投资补助，用以贴补

购买土地、设备以及无形资产（专利或授权等）等的花费，具体补助额度将根

据企业的规模、投资地点、投资领域、项目类型以及可创造就业数量等而定。

但企业在 5 年内不能买卖或转让投资所得资产，否则须向政府返还所得补贴。

雇佣成本减免
企业对新入职人员可在 2 年内申请额外的税收扣减，减税额度占企业专业收入

预提税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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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招聘与培训

● 大区的高校与学院为区域内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中心；
● 大区设有 25 个技术培训中心，帮助提升个人技能的竞争力，为企业员工、求

职人员、学生等提供技能培训、信息共享等服务；
● 大区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研发中心，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

税收优惠制度

● 扣减研究人员工资收入预提税的 80%；
● 扣减创新收益纳税额的 85%；
● 扣减研究项目有关的支出费用；
● 为投资者提供为期最长 5 年的个性化税率；
● 股票收益无需缴税。

表 2-18　瓦隆大区研发补助①

工业研究 试验拓展

补助额度 先期费用

自主研发 合作研发 自主研发 合作研发

小型企业 70% 80% 55% 70%

中型企业 60% 70% 45% 60%

大型企业 30% 40% 35% 50%

                                          

①    投资瓦隆官网 .http://www.investinwallonia.be.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比利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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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比经贸合作

1.1 双边贸易①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 年，比利时与

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267.1 亿美元，增

长 1.6%。比利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108.1

亿美元，增长 10.0%。中国是比利时第九大出

口目的地和第七大进口来源国。

图 3-1　中比双边货物贸易趋势②

                                          

①    2019 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及中比双边贸易概况 . 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网 .https://win.mofcom.gov.cn.

②    2017 年和 2018 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及中比双边贸易概况 . 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网 .https://win.mofcom.gov.cn.

③    同①。

出口方面，比利时对中国出口 79.5 亿美

元，下降 3.4%，占比利时出口总额的 1.8%，

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低于其总体出口降幅 1.7

个百分点。③化工产品是比对中国出口的主力

产品，2019 年对中国出口额为 26.3 亿美元，

增长 4.0%，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33.0%。

机电产品是比利时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商

品，出口额 11.2 亿美元，下降 6.9%，占其

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14.1%。塑料橡胶为比利

时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商品，出口额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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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9 年比利时货物贸易及中比双边贸易概况 . 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网 .https://win.mofcom.gov.cn.

②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    根据《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制成。

④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 . http://www.ccpit.org.

亿美元，增长 5.8%，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10.7%。

进口方面，比利时自中国进口额 187.6

亿美元，增长 3.9%，占比利时进口总额的

4.4%，提高 0.4 个百分点，是比利时为数不

多的进口保持增长的主要市场之一。①比自中

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

料和化工产品，2019 年合计进口额 90.6 亿美

元，占比利时自中国进口总额的 48.3%。除上

述产品外，还包括贱金属及制品、家具玩具

杂项制品、鞋靴、运输设备和塑料橡胶等。

1.2 对比利时投资概况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 年中国对比利时

直接投资流量 563 万美元，同比下降 81%，直

接投资存量为 3.26 亿美元。②

图 3-2　2014—2018 年中国对比利时直接投资情况③

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比利时直接投资

存量 6.84亿欧元，④主要分布在银行、保险、

码头运营、箱包、酒店、信息通信等行业。

同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比重要投资项目

日益增多，具体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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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比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比卢经济联盟经贸混合委员会①

1979 年，中国与比卢经济联盟签定《发

展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并设

立经贸混委会。自 1979 年以来，中比卢混委

会已召开 21 次会议，签订涉及贸易、投资、

农业、能源、环保、生物、信息、科技等领

域近400个政府间合作项目。2017年，中国—

比卢经济联盟经贸混委会第 21 次会议在卢森

堡召开，3 国将进一步充分利用好混委会平台

机制，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深化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合作，加强经贸投资，挖掘更多

合作机遇，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和产能合

作，培育高新技术新合作增长点。

表 3-1　中资企业在比投资项目

汽车类

吉利集团通过收购沃尔沃，间接获得沃尔沃在比利时根特的总装厂。

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东方亿圣并购世界领先的 CVT 变速箱生产企业比利时邦奇

公司 100% 股权。

港口类
上港集团和中海运集团分别收购泽布鲁日港 APM 集装箱码头 25% 和 24% 股权。

中远集团收购安特卫普港 1950 号码头 20% 股权。

园区类

上海临港集团与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务局签署临港海外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土地特许经营

合作协议，将在泽布鲁日港投资建设国际贸易合作基地。

湖北联投集团在比利时新鲁汶投资建设中比科技园。

银行类

中国银行开设布鲁塞尔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开设布鲁塞尔分行。

安邦保险集团成功收购比利时纳吉麦克银行（Nagelmackers）。

包装类
豪能公司成功收购拥有百年历史的欧洲标签领军企业伊洛库玛公司（Illochroma）。

豪能公司将与中粮包装合资成立贝纳包装公司（Benepack）。

化工类
中化集团 GMG 公司收购比家族企业 SIAT 公司 35% 股权，参股 SIAT 在非洲橡胶、油棕

等战略资源项目。

能源类 中国广核集团收购比利时最大在运陆上风电场。

                                          

①    中国同比利时的关系 .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 http://be.china-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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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卢经济联盟促进和保护投

资协定①

2009 年，中国和比卢经济联盟促进和保

护投资协定生效，协定旨在加强经济合作，

繁荣双边市场经济，激励投资经营积极性，

为双方投资者在彼此领土内投资创造有利条

件。协定将给予双方投资者国民待遇和最惠

国待遇，并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相关投资

活动。

中国—比利时第三方市场合作②

2018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比利时

期间，中比两国商务主管部门签署关于加强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9 年 11 月

18 日，“2019 中国—比利时第三方市场合作

研讨会”在京召开，为中比两国签署备忘录

以来首次举办。晶澳太阳能、中国外运、菜

鸟网络、中国银行、中国建银等中方企业代

表与爱维能、安特卫普港、列日机场、BESIX

建筑集团等比方企业代表围绕在能源、物流、

金融等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和成果进

行了交流。作为一种国际合作新模式，中比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比务实合作的新亮点，

有助于两国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第三国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

“1+1+1>3”的效果。

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已与比利时政府携

手通过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项目推动

全球普惠贸易，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将在

列日机场建设一个世界级的智能物流枢纽，

推动全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

提供面向全球的物流服务。③

其他金融合作

2015年7月，米歇尔首相致函李克强总理，

提出比利时有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随后 2019 年 7 月比利时正式加入亚投行。

2016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指导的人民币跨

境支付系统（CIPS）运营机构与比央行牵头

监督的全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

签署合作备忘录。

                                          

①    中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http://tfs.mofcom.gov.cn.

②    商务部投资促进局 .“2019 中国—比利时第三方市场合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http://www.mofcom.gov.cn.

③    阿里巴巴集团官网 .https://www.alibabagroup.com/cn.

表 3-2　中比重要双边协定及文件

时间 相关文件

2004 《中比加强政治对话联合声明》

2005 《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2007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的谅解备忘录》

2009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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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合作①

中比科技合作成功显著。1993 年比实

行联邦制后，中国科技部已先后与弗拉芒、

瓦隆、布鲁塞尔三大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2012 年，中比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10 个，涉

及生物、环境保护、微电子、污水处理、动

物疫病防治等领域。2012 年 4 月，科技部与

弗拉芒大区政府签署《关于加强在微电子领

域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7 年 3 月，

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在布鲁塞尔举行，该

对话会是由中国科技部和比利时联邦科技政

策办公室牵头举办的副部级对话机制，来自

中比双方中央和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

高新园区、产业联盟、投资机构、技术转移

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双方围绕中比科技人员流动和高新园区

合作两大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系列

机构间的科技创新合作谅解备忘录，就进一步

加强中比科技创新的务实合作达成共识。②

1.4 中比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Belgian-

Chines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cil）

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以下简称“比

中商会”）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

非营利性机构，拥有约 550 名比利时和中国

企业会员，是推动双方企业开展经贸合作的

重要协会。委员会致力于组织各种与中国的

交流活动，如举办研讨会、接待中国经贸代

表团、为会员企业推介合作伙伴等。委员会

获得由比利时商会联合会和卢森堡大公国商

会授予的 2016—2018 年度商会认证资格。

时间 相关文件

2012 《比中镜子基金认购协议》《比中镜子基金股东协议》

2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关于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比利时王国海关和消费税署关于打击濒危物种走私执法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引渡条约》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比利时王国联邦外交、外贸与发展合作部关于在第三方市场发

展伙伴关系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续	 	 表

                                          

①    中国同比利时的关系 .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 http://be.china-embassy.org.

②    科技部 . 首届中比科技创新对话在比利时举行 .http://www.mos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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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会
Belgian-Chines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uncil

地址
        Avenue Louise 279 Louizalaan B287.2

                105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        +32-2-345-2554

传真        +32-2-64-90439

邮箱        info@bcecc.be

网址        https://bcecc.be

荷比卢工商协会（The Benelux Chamber 

of Commerce-BenCham）

荷比卢工商协会长年致力于加强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是

唯一经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3 个国家的

驻华大使馆官方承认和支持的工商协会，也

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企业和组织在华成

立的最活跃的商务平台之一。荷比卢工商协

会自 2001 年成立以来稳步发展，在北京、上

海和广州（珠三角地区）等地设有办公室。

商会现有350多名会员企业，包括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人。

荷比卢工商协会
The Benelux Chamber of Commerce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 28 号

                宫霄国际 3 楼

        　　+86-10-8622-0645（北京）
电话　　+86-21-3220-0573（上海）
　　　　+86-20-3813-2231（珠三角）

　　        beijing@bencham.org（北京）
邮箱　　services-sh@bencham.org（上海）
　　　　prd@bencham.org（珠三角）

网址        https://beijing.bencham.org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Belgium and 

Luxembourg）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以下简称

“比卢中企协”）于 2004 年 5月 21日成立。

比卢中企协旨在推动会员之间相互联系与交

流；增进会员与比利时、卢森堡工商界的了

解和沟通；促进中国与比利时、卢森堡的经

贸合作与投资；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指导

和协调会员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协商解决

重大经营问题；代表会员对外交涉，向比利

时、卢森堡的主管部门和政府表达会员的愿

望；组织并承担为实现其宗旨而进行的相关

配套活动。目前，比卢中企协共有正式会员

32 家，均为中国在比利时、卢森堡投资的企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中国贸促会与比中经贸委员会签署《中国—比利时商事法律

合作委员会谅解备忘录》。利用双方商事法律人才优势，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纠纷预

防、摩擦应对等服务。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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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员涉及的行业主要有国际贸易、交通

运输、码头运营、银行金融、工程技术服务、

酒店业、技术研发、制造业等。①

                                          

①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 .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简介 . https://www.aecbl.org/about.

表 3-3		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会员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备注

1 工银欧洲布鲁塞尔分行 会员 会长

2 海航布鲁塞尔唐拉雅秀酒店 会员 副会长

3 中远海运集运比利时公司 会员 副会长

4 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会员 副会长

5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 会员 副会长

6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 会员 秘书长

7 华为技术比利时有限公司 会员

8 中兴通讯比利时公司 会员

9 天津长兴国际公司—中欧贸易中心 会员

10 海南航空公司布鲁塞尔办事处 会员

1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布鲁塞尔代表处 会员

12 安邦比利时控股公司 会员

13 西湖欧洲公司 会员

14 伊罗克洛玛豪能欧洲有限公司 会员

15 山河智能欧洲重工公司 会员

16 海格林公司 会员

17 恩耐照明欧洲公司 会员

18 Nagelmackers 银行 会员

19 大华技术股份荷兰分公司 会员

20 深圳市驻欧洲经贸代表处 会员

21 欧洲天楹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22 欧洲森日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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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卢森堡中资企业协会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Belgium and Luxembourg

地址
        131 Avenue Gustave Demey,

                116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        +32-2-675-7865

网址        https://www.aecbl.org

弗拉芒中国商会（Flander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弗拉芒中国商会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商务

平台，由在华的比利时投资企业建立，旨在

促进弗拉芒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科技

交流与合作。商会可为比利时企业在华开展

业务，以及中国企业投资比利时提供服务与

支持，包括组织各类研讨会、午餐会等，促

进比利时企业对中国的了解，并与弗拉芒大

区政府、行业协会联合或单独组团赴华考察，

为其成员寻觅商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该

商会是欧中贸协（EUCBA）重要成员，并承担

其秘书处工作。

弗拉芒中国商会
Flander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地址
        Martelaarslaan 49

                B-9000 GHENT, Belgium

电话        +32-9-266-1432/30

传真        +32-9-266-1447

邮箱        info@flanders-china.be

网址        www.flanders-china.be

序号 公司名称 备注

23 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荷兰分公司 会员

24 中远海运港口泽布吕赫码头有限公司 会员

25 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驻荷比卢代表处 会员

26 武汉高德红外欧洲公司 会员

27 海康威视欧洲公司 会员

28 临港海外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有限公司 会员

29 比利时贝纳包装有限公司 会员

30 欧森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会员

31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会员

32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分行 会员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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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设立公司便捷指数情况②

比利时 OECD 高收入国家平均情况

程序步骤数量 5 4.9

耗时天数 5 9.2

官方缴费占人均收入比重（%） 5.3 3.0

注册过程最低缴费（包括第三方费用）

占人均收入比重（%）
0 7.6

企业类型

根据比利时新《公司法》规定，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在比利时投资设立企业的形

式主要包括公众有限责任公司（NV/SA）、私

人有限责任公司（BV/SRL）。

表 3-5　在比利时设立公司的形式对比

公众有限责任公司
（NV/SA）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BV/SRL）

公司设立
1. 至少一位股东

2. 只有一位股东情况下，适用某些特殊条款
至少一位股东

                                          

①    比利时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投资比利时 2019，2019。

②    世界银行 .2020 年比利时营商环境报告 .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

2　对比利时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①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比利时营

商环境报告》，在比利时设立公司便捷指数

在全球190个国家和经济体当中排名第48位，

总体相对便捷。在比利时设立公司所需步骤

为 5 步，所需时间约 5 天，总体高于经合组

织（OECD）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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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有限责任公司
（NV/SA）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BV/SRL）

公司治理

1. 单层治理结构（董事会至少 3 位董事。

如果仅有 2 位股东，则董事会可以至少有

2 位董事）；或者

2. 双层治理结构（监视委员会至少 3 位董

事，执行委员会至少 3 位董事）；或者

3. 单名董事

至少一位董事

股本

1. 最低股本 61500 欧元（注册时全额缴纳）

2. 股票可记名或非纸质，股票可有票面价

值或无票面价值

1. 没有（最低）股本要求，仅需“足

够的起始资本”

2. 对财务预算有更严格的要求

3. 登记股票（如果是上市公司则指非物

质化股票），可以有或无票面价值

股份转让 股票自由转让（可以限定） 股票有限制的转让（自由转让可行）

续	 	 表

企业可在比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但在

实际操作中，设立分公司过程更费时，注册

程序更加复杂。

设立流程

(1) 公司注册前核名，以保证与现有的公

司名称有足够区别。

(2）确定注册地址，注册地址必须位于

比利时，公司正式文件所用的语言由注册地

点决定：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为法语和荷兰语

双语区，弗拉芒大区为荷语区，瓦隆大区为

法语区。

(3）起草公司章程时，应包含表 3-6 所

列主要内容。

表 3-6　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经营范围
确定被允许的商业活动范围。

※ 特别提示：建议进行广泛的描述，以便企业将来可以拓展业务范围。

股权资本

以现金注资（在开户银行将要注册的企业名下账户存入注册资金并冻结），

或是以实物投资（需要拟定发起人特定报告和审计报告）。

※ 特别提示：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私人有限责任公司（BV/SRL）无需

股本，但是需有充分的初始资金。

股份数量
数量可以自由决定，可以记名或不记名。非记名股份具有等份价值，即股

本总额除以股份数量。

公司管理层和代表权
对于公司董事的国籍和居住地没有法定要求（但是决定需要在比利时作

出）。董事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董事为法人的需要指定永久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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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定法定审计。如果企业不具备小

企业资格，则必须指定审计师（注册审计师

协会的成员）且任命期为三年。

（5）拟定财务预算。财务预算应涵盖前

两年企业经营状况，以证明公司资本的充足

性。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对设立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所需的财务预算将有严格要求（例

如需要外部专家参与起草）。

（6）在公证人面前注册公司（可以派代

理人出席）。

（7）呈交和公告公司章程。自章程呈交

日起，公司取得法人资格，自公告日起，取

得的法人资格对第三方可执行。

（8）完成其他注册。在企业十字路口银

行（比利时商业登记处）登记注册以取得相

关（工作）许可证；如果企业从事增值税应

税业务，则必须在增值税税务部门登记；在

社会保障基金机构进行社保注册。

2.2 兼并收购

对比利时企业进行收购，可通过购买资

产与收购股权两种方式。比利时未颁布有关

限制企业私有化的法令，因此国有或私营企

业均可接受外资入股，鲜有行政干预。①

购买资产②

中国企业可通过购买资产完成对比利时

企业的收购。公司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及无形

资产，有形资产包括工具、生产设备、机械

设备、货物、原材料、车辆、家具等；无形

资产包括客户资源、企业名称、品牌、声誉、

专有技术等。股票通常不包括在资产价值中，

在收购企业时股票与资产必须分别进行估价。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②    同①。

③    同①。

需注意，对被收购企业的股票与资产进行估价时，通常不包含该企业的债权和

债务。

特别提示

股权收购③

与购买企业资产不同，收购企业股份时，

被收购企业的债权和债务将一并转让。因此，

在开展相关股权收购时，企业在斟酌报价的

同时，还要确保被收购企业没有税费欠款，

如未付账款、未缴税费或未缴社保金等。收

购协议签署后 15 日内，收购方需将协议提交

注册办公室进行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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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务部 .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 比利时（2018 年版）。

②    中国农科院官网 .http://www.caas.cn.

在股权收购过程中涉及被收购企业税务问题时，收购方可向联邦公共服务部下属

税务部门书面申请开具企业无欠税证明。该证明有效期通常为 1 个月。如没有申请开

具该证明，则收购交易双方共同承担被收购企业所欠税款。

特别提示

股票收购①

中资企业还可在公开市场完成对目标公

司的参股。根据有关规定，比利时股票市场

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外国投资者可购买在比

利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一种公司股票，

最高比例为 30%，如超过 30%，则需发出公开

收购要约。另外，比利时于 2007 年 5 月颁布

的法律规定，如果外资收购比利时银行的股

权达到或超过 5%，需要经过比利时金融服务

和市场管理局（FSMA）批准。自 2009 年 3 月

1 日起，比利时的银行法由欧盟第 2007/44 号

指令替代。新指令实施后，这一审批门槛提

高至 20%、30% 和 50% 三个档次。

据向比利时政府部门了解，比利时对外资并购本国企业没有安全审查制度。对国

有企业投资并购没有专门的规定，与私营企业一样适用国民待遇。

特别提示

2.3 联合研发

全球变化与粮食安全联合实验室

2014 年 3 月，在中比双方领导人的共同

见证下，中国农科院与比利时根特大学签署

《关于成立全球变化与粮食安全联合实验室

的协议》。这是中国农科院在欧洲设立的第

一个海外联合实验室。根据合作协议，双方

将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的方式实现资源与优

势互补，进一步加强彼此在全球变化与粮食

安全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协作。双方将通过交

换科技人员和研究生、联合开发技术、开展项

目研究、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开展合作。②

中比听视觉信号处理联合实验室

2014 年 3 月，在中比双方领导人的共同

见证下，西北工业大学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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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B）签署《西北工业大学与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关于建立最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等

5 项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建设视听信号处理国

家级国际联合实验室，并在研究生、本科生

培养以及产学研技术转移等领域深入合作，

推动前沿技术孵化及科研成果转化。①

中比地理信息联合实验室

2016 年 5 月，中比地理信息联合实验室

在新疆成立并揭牌，该联合实验室由中国科

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与比利时根特大

学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持续推动双方资源

共享与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地理信

息科学与技术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及科技创新

合作。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可持

续发展、地理考古、环境、生态、地理和地

质学科中的地理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研究成

果将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②

其他联合研发

为进一步加快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提高集成电路产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水平，

2015 年 6 月 23 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

限公司与华为公司、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及美国高通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签约仪式，宣布共同投资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新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开发下

一代 CMOS 逻辑工艺，打造中国最先进的集成

电路研发平台。该项目作为比利时国王访华

期间与中国签署的系列协议之一，是国内集

成电路制造企业与国际业界公司、研究机构

合作模式上的重大突破，项目充分联合了国

际产业链上下游优势资源，以企业为创新主

体，面向市场需求进行研发与产业化，进一

步提升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③

2.4 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比利时科技园④

2016 年 6 月 20 日，“中国—比利时科技

园”项目（CBTC，又称中比科技中心）在比

利时瓦隆大区新鲁汶市正式启动。中比科

技园（CBTC）是 2014 年 3 月由习近平主席和

比利时时任首相迪吕波共同启动的中比两国

重大双边合作项目，也是中国在欧洲新建的

唯一一个科技型境外园区。园区位于比利时

新鲁汶市，距“欧洲首都”布鲁塞尔25公里，

2 小时内可抵达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法

兰克福等欧洲各大中心城市。园区毗邻欧洲

顶尖学府新鲁汶大学，是比利时最大的科学

园—新鲁汶科技园的“园中园”。

园区分为 BAROC 高新孵化园区、SBIRD 创

新示范基地和CBTC智慧谷三大功能区，其中，

BAROC 高新孵化园区和 SBIRD 创新示范基地已

建成投入运营。BAROC 高新孵化园区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为中国“海外创新创业”欧洲

                                          

①    西北工业大学官网 .https://news.nwpu.edu.cn.

②    中国科学院官网 .http://www.cas.cn.

③    工信部官网 .http://www.miit.gov.cn.

④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http://www.coc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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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基地，已进驻中欧创新企业 20 余家；

SBIRD 创新基地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由全

球生物科技领军企业 IBA公司整体入驻。新建

工程 CBTC 智慧谷，总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

集研发、办公、酒店、会展、服务中心于一体，

涵盖联合办公空间、孵化器、研发中心、总部

基地和“园中园”等多元产品类型，建成后可

容纳 200多家中欧高新技术企业进驻。

作为中国在比利时的最大投资项目，科

技园聚焦生命科学、信息通信和智能制造产

业领域，致力于搭建中欧高技术行业双向绿

色通道，为双方在技术转移、战略投资、行

业合作及市场准入提供平台及支持。更多园

区信息可查询 http://www.cbtc.eu。

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①

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位于比利时泽布鲁

日港，该港口是西欧的重要海上门户，拥有

活跃的腹地经济，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节点。产业园项目由临港海外发

展（香港）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该公司是上

海临港集团负责海外发展业务的全资子公司。

园区整体定位为“中欧一站式贸易便利化服

务平台”，为中欧生产商、贸易商提供跨境

贸易“一站式”、菜单式解决方案，更好地

促进中欧贸易高质量发展。

图 3-3　中国—比利时科技园

                                          

①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http://www.lgx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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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目标行业

根据比利时联邦公共服务局主管的“公

共信息与服务网”和各大区政府公开信息， 比利时有以下优势产业吸引外国投资。

生物技术产业①

比利时有 140 多家生物技术企业，占欧

洲所有此类公司的 7％，营业额占欧洲同行业

营业额的 16％，研发支出占欧洲同行业的近

10％。比利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已创建了

多个生物技术集群，其中包括业内掌握领先

技术的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良好的研发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s:biotechnology. 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产业链与领先的技术优势为中国企业提供优

质的投资环境。另外，大学在技术转让、多

产业协作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为中国生物

技术企业提供良好的产学研平台，促进知识

交流与产业创新。

比利时各大区政府和商协会组织对各领域投资都制定了丰富的支持政策，中国企业

可根据第一篇“地区情况”章节提供的各大区投资促进机构联系方式，联系查询相关产

业支持政策。同时，比利时产业集群资源丰富，作为重要的行业组织，为企业投资、研

发和经营提供项目对接、资源整合、联合研发、专家辅导等服务，是企业在比投资发展

的重要平台，中国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加入相应的产业集群。

特别提示

目前，园区已与中国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比利时 Aprojects、比利时肉类协会、荷兰

EUROTOWN 供应链、上海婴佳尔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业务范围涵盖汽车、

跨境电商、食品、优质消费品等领域。未来，

园区还将与中欧商贸合作伙伴签订一系列的

贸易协议，推动更多中欧优质产品的“走出

去”与“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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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ifetech.brussels 官网 .https://hub.brussels/en.

②    瓦隆出口投资局官网 .http://www.investinwallonia.be.

③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s:Agrifood.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④    首农食品集团与比利时瓦隆大区农食产业集群签署合作备忘录 .http://www.banyuetan.org.

表 3-7　生物技术产业领先企业与产业集群

领先企业

大型企业：

葛兰素史克（GSK）、优时比（UCB）、IBA 生命科学、百特（Baxter）等

中小型企业：

Bone Therapeutics、Celyad、Univercells、MaSTherCell SA、Belgian Volition 等

产业集群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lifetech.brussels ①

地址：Chaussée de Charleroi, 110 1060 Saint Gilles

电话：+32-2-422-0031

邮箱：brusselslifetech@hub.brussels

弗拉芒大区：flanders.health

网址：http://www.flanders.health/Home

瓦隆大区：BioWin ②

电话：+32-4-748-34758

邮箱：sylvie.ponchaut@biowin.org

食品产业③

食品产业是比利时第二大加工产业，大

量国际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流入比利时，经在

比加工后内销或出口。主要子行业包括肉类、

乳制品、巧克力、糖和饮料产业。同时，食

品产业与农业、零售贸易、制药、化学、包

装和物流等其他产业部门相互关联。比利时

发达的食品产业链，以及其领先的农业科技

和食品加工技术，为中国农副企业和食品企

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2019 年，北

京首农食品集团与瓦隆大区农业与食品产业

集群 WagrALIM 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在

农食领域的合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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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landers’FOOD 官网 .https://www.flandersfood.com.

②    WagrALIM 官网 .https://www.wagralim.be/en.

③    WOLF 官网 .https://wolf.brussels/wolf.

④    PLMA 官网 .https://hub.brussels/en.

⑤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Aerospace.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表 3-8　食品产业领先企业、产业集群及有关组织

领先企业
雀巢、达能、费列罗、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孟山、布鲁格曼（BRUGGEMAN）、

Lotus、TerbekePluma、Godiva 等

产业集群

弗拉芒大区：Flanders’FOOD ①

地址：Wetenschapsstraat 14A (3de verdieping), 1040 Brussel

电话：+32-4-745-67840 (Jessica Devos)

　　　+32-4-728-55998 (Bjorn Samson)

瓦隆大区：WagrALIM ②

地址：Maison de l’IndustrieTechnologique

　　　Rue Auguste Piccard, 20

　　　6041 Gosselies

电话：+32-7-191-9286

其他组织

WOLF 食品市场③

地址：WOLVENGRACHT 50 1000 BRUSSEL

邮箱：hello@wolf.brussels

商标制造商联盟（Private Labe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PLMA））④

电话：+32-2-800-4009

航空航天领域⑤

比利时在航空航天领域居世界领先地

位。许多知名飞行器和航空器，包括空中客

车、波音、F-16 战斗机、阵风、猎鹰 7X 喷气

飞机、阿丽亚娜 4 号和 5 号火箭发射系统以

及 SPOT 地球观测卫星等，都使用了比利时技

术。比利时航空航天领域基础设施完善，拥

有多个国际机场，欧洲航天局（ESA）卫星跟

踪站设在雷杜（Redu），空间电信中心设在

勒西韦（Lessive）。同时，一些重要的专业

航空协会也设立在比利时。近年来，随着中

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可进

一步与比利时航空航天领域加强对接合作，

共同推进技术突破、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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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kywin 官网 .https://www.skywin.be.

②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Pharmaceuticals.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表 3-9　航空航天领域产业集群与有关组织

产业集群

弗拉芒大区：VlaamseRuimtevaartIndustrie（VRI）

地址：Flemish Space Industry

　　　Technologielaan 9,3001 Leuven

电话：+32-4-772-28867

邮箱：contact@vri.vlaanderen

瓦隆大区：SkyWin ①

地址：SkywinWallonieasbl

　　　Rue de Rodeuhaie 1

　　　B-1348 Louvain-la-Neuve (Belgium)

电话：+32-1-047-1944

邮箱：info@skywin.be

其他组织

比利时民用无人机委员会（Belgian Civil Drone Council）

邮箱：bcdc@mobilit.fgov.be

比利时无人机联盟（Belgian Drone Federation）

地址：Rue des pèresblancs 4, 1040 Bruxelles

瓦隆航空培训联盟（WallonieAerotraining Network）

地址：Chaussee de Fleurus,179

　　　6041 Charleroi

电话：+32-7-134-8180

邮箱：info@wan.bes

制药产业②

比利时在制药产业具有全球领先优势。

该产业为比利时提供了约 3 万个工作岗位，

并逐年增长。医药产品出口占比利时出口总

量的 10％以上。因此，该领域投资力度不断

增加，以推动相关创新和研发。据统计，制

药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每年都超过 15 亿欧

元。这占比利时所有研发投入的 40％，是欧

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同时，比利时政府大力

支持制药及其研发产业的发展，给予一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中国企业应抓住制药产

业政策红利，加强联络交流，推进对比投资

对接与产业合作。



  6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比利时（2020）

                                          

①    lifetech.brussels 官网 .https://hub.brussels/en.

②    瓦隆出口投资局官网 .http://www.investinwallonia.be.

③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Pharmaceuticals.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表 3-10　制药产业领先企业、产业集群及有关组织

领先企业 葛兰素史克（GSK）、优时比（UCB）、IBA 生命科学、百特（Baxter）等

产业集群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lifetech.brussels ①

地址：Chaussée de Charleroi, 110 1060 Saint Gilles

电话：+32-2-422-0031

邮箱：brusselslifetech@hub.brussels

弗拉芒大区：flanders.health

网址：http://www.flanders.health/Home

瓦隆大区：BioWin ②

电话：+32-4-748-34758

邮箱：sylvie.ponchaut@biowin.org

其他组织

瓦隆科学城（SpoW）

地址：ASBL SPoW

　　　@trium de Créalys

　　　Rue Camille Hubert 2

　　　5032 Gembloux

电话：+32-8-172-8820

邮箱：info@spow.be

绿色经济领域③

由于全球变暖日趋严重，比利时大力提

倡发展绿色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也是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比利时绿色经

济相关优惠政策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一项

积极因素，比有关主管部门为企业提供补贴、

税收减免等支持，推动企业加大环保领域的

投资与研发力度。在过去的 10 年里，比利时

从事环保行业的企业数量增加了44％。同时，

该领域营业额增长了 22％，工作岗位增加了

40％。除此之外，比利时的 3 个大区也都将

其经济重心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到 2020 年，比利时能源目标是实现可再生能

源占能源供给的 13%，产业员工达到 3.3 万

名。因此，对比绿色经济领域投资将有助于

中国企业扩大业务合作，加强人才交流，加

速技术突破，以及推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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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绿色经济领域产业集群与有关组织

产业集群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ecobuild.brussels

地址：ecobuild.brussels

　　　Chaussée de Charleroi, 110

　　　B 1060 Brussels

电话：+32-2-422-0020

邮箱：ecobuild@hub.brussels

circlemade.brussels

地址：110, Chaussée de Charleroi 1060 Brussels

电话：+32-2-422-0020

弗拉芒大区：

Flux50

地址：Koningsstraat 146，1000 Brussel

电话：+32-4-709-00812

Bluewe Cluster

地址：BluebridgeWetenschapspark 1

　　　8400 Oostende

电话：+32-5-926-7515

邮箱：info@blauwecluster.be

瓦隆大区：

GreenWin

地址：Maison de l’Industrie
　　　Rue Auguste Piccard 20 

　　　6041 Gosselies

电话：+32-7-191-9284

邮箱：contact@greenwin.be

Cluster Tweed

地址：Rue Natalis 2

　　　4020 Liège-BELGIUM

电话：+32-4-242-4760

邮箱：info@clustertweed.be

其他组织

Greenlab.Brussels

地址：110, Chaussée de Charleroi 1060 Brussels

电话：+32-2-422-0020

EuroQuity

邮箱：euroquity@sowalfin.be

网址：https://www.euroquity.com/f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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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技术①

比利时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处在欧洲领

先地位，发展蓬勃。目前，通信技术产业产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以上。为刺

激就业，推动信息通信领域加速创新，相关

研究人员的社保金和税款被部分免除。此外，

政府主管部门还制定了“比利时数字计划”，

力争使比利时成为欧洲数字产业的核心。比

利时 3 个大区均积极推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

展。弗拉芒大区有多家企业及产业集群在数

字信号处理、图像传输、远程信息处理、多

媒体制作等领域掌握尖端技术；瓦隆大区的

瓦隆电信局（AWT）就是致力于推动相关技术

创新发展的平台中心；布鲁塞尔首都大区也

高度重视信息通信创新产业的重要性，比利

时信息通信产业有近 1/3 的业务集中在布鲁

塞尔，布鲁塞尔在信息通信领域有近 2000 家

公司，约 30000 名员工，年收入总计达 45 亿

欧元。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企业可借助比利时产业契机，抓住产业

机会，加强中比间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与合

作，共同推进产业升级发展。

物流与运输产业

比利时是欧洲最适合建立欧洲物流基

地、物流总部及配送中心的国家。比利时拥

有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工储备和

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这也是使之成为欧洲

物流中心的优势条件。中国企业可借助比利

时物流运输区位优势，推动海外仓储、物流

枢纽、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升级发展。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Key Sector: ICT.http://procedures.business.belgium.be.

表 3-12　物流与运输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

弗拉芒大区：VIL

地址：Koninklijkelaan 76

　　　2600 Berchem (Belgium)

电话：+32-3-229-0500

邮件：info@vil.be

瓦隆大区：Logistics In Wallonia

地址：Liege Airport Business Park

　　　Rue de l'Aéroport 52 box 13

　　　4460 GRACE-HOLLOGNE

电话：+32-4-225-5060

邮箱：info@logisticsinwalloni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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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比利时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做好风险评估

中国企业到比利时投资，要充分做好

各类投资风险分析，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

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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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比利

时各大区政府有较高的自主权，企业应维护

好与所在大区的政府关系。另外，比利时

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其法律和政策大量

服从欧盟决定，因此，欧盟在政治经济方

面对中国的态度也将直接影响中资企业在

比经营。

加强合规调研

中国企业赴比利时投资前，应认真研究

当地税法、劳工法以及所在行业的监管法规

和政策，做好前期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

选择好投资项目。例如，在政策法规方面，

比利时很多制度参照欧盟政策法规执行，中

国企业应特别注意，不仅要按比利时法律法

规执行，还要遵守欧盟相关法律法规。

控制经营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于 2020 年发布的《比利时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比利时税费缴纳情况

总体来看偏高，因此，中国企业在比投资经

营，应合理规划并控制经营成本。世界银行

报告显示，比利时税费种类较多，企业每年

需缴纳包括社保金、企业所得税、财产税、

交通税、市政税等在内的 11 项税费，其中社

保金占企业利润的 44.51%，企业所得税占企

业利润的 10.28%，缴纳比例较高，容易对企

业的经营造成经济风险。中国企业应做好相

应财务安排，避免企业可能因此导致的亏损

及倒闭风险。在综合考虑项目的市场情况、

整体收益和成本的前提下，尽量选择在税收

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建厂。

重视文化差异

比利时语言种类多样，在不同的语区开

展业务时，企业需要使用相应的官方语言。

因此，中资企业需尊重当地文化，尽量适应

语言多样所造成的沟通不便。另外，中资企

业还可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加强联系，促进

外籍员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完成国内审批和备案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需要经过国内主

管部门的审批、备案，可能涉及的部门有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

等。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可能还需要

进行针对不同行业的专门审批、备案。建议

企业在国内聘请专业律师，对投资项目所需

的所有国内审批、备案程序开展调研，了解

所需提交的材料和各个程序的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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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比利时当地社会安全

比利时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较好，但在布

鲁塞尔等大城市，团伙盗窃、抢劫等案件有

增多趋势，居民安全感总体有所下降。有中

资企业反映，超过 1/3 的外派员工曾遭遇入

室盗窃，加之比利时警察对于调查和抓捕小

偷并不积极作为，为此，企业需加强对员工

的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设专人负责安

全生产和日常的安全保卫工作，并投入必要

的经费购置安全设备，给员工购买保险等。

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和服务商

投资者在寻找、筛选、聘用合作伙伴或

服务商时，需调查该公司在比利时的市场影

响力和排名，优先选择与中资有过合作经历、

了解并尊重中国经商文化的企业。选择报价

单时最好选择费用固定的报价，以更好地把

控成本。同时，注意风险分担，避免陷入过

度依赖一家服务商的被动局面。

表 3-13　选择服务商应当综合考量的因素

1 质量因素

2 价格因素

3 是否对公司业务、行业、风险和竞争地位有深入了解

4 清晰的团队结构，包括人员配置、团队经验和资历组合

5 丰富的行业经验与卓越的专业能力

6 明确的质量承诺方案，清晰的交付成果规定

4.2 典型案例

投资汽车领域

银亿集团收购东方亿圣 100%股权，间接获得比利时邦奇

案例简况

2016 年，东方亿圣以约 10.6 亿美元价格完成对比利时邦奇 100% 股权收购。2017

年，银亿股份以近8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东方亿圣100%股权，进而间接拥有邦奇。

比利时邦奇为欧洲著名汽车厂商 DAF 位于比利时的汽车变速器工厂，是全球领先

的CVT变速器工厂，专注于设计和制造CVT变速箱以及混合动力系统。自1974年开始，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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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奇就已在欧洲市场为中小型车提供 CTV 的解决方案。邦奇推出的首款由皮带传动的

DAF 66 变速箱更是 CVT 变速箱发展史上的“元老”机型。2007 年，比利时邦奇在南京

建立邦奇自动变速箱（南京）有限公司。自此，邦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国内采用邦奇变速箱的企业包括海马、吉利、江淮、比亚迪、长城、

长安、北汽等。换言之，邦奇动力就是中国自主品牌 CVT 变速箱的首选供应商。

主要实践

1.2017 年，银亿邦奇年产 120 万套 CVT 变速箱的装配线项目落户宁波江北慈城，

成为宁波“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中首个投资和产值均超过百亿元的重大工业

项目。项目一期预计将于 2020 年前全部建成，占地约 160 亩，年产 120 万套变速箱。

达产达标后，年产值将超过 120 亿元。银亿未来将继续引进项目落户宁波，形成年产

300 万套、年销售额 300 亿元以上、利税 50 亿元的生产规模，打造国内外有影响力的

无级变速箱生产中心。

2.2018 年，银亿全资子公司南京邦奇与蔚然动力（蔚来汽车旗下的电机电控供应

商）成立合资公司南京蔚邦，该合资公司主要从事纯电动车变速器等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规划到 2020 年实现 20 万纯电动车变速器产能。合资公司的

产品未来或将配套蔚来的后续车型。

银亿集团本为地产企业，但自 2018 年以来房企纷纷“去地产化”，而银亿算是最

早一批谋求转型的上市房企，从 2016 年起，银亿便决定由原来单一的房地产业务变为

“房地产 + 高端制造”双主业格局。银亿的收购活动高度体现在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

前瞻性、战略性的判断，能够以全球眼光和胸怀去布局企业今后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启示

投资港口码头

中国港务企业收购泽布鲁日港 APM集装箱码头股权

案例简况

2010 年，经国家发改委核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收购比利时泽布鲁日港 APM 码头

公司 25% 的股权，参股经营泽布鲁日港的三大集装箱码头之一的 APM 码头，并成为该

码头公司第二大股东。此次收购即是上港集团国际化战略迈出的实质性第一步，也是

中国第一个大陆港口的海外投资项目。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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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国有企业中海集运旗下子公司又成功收购泽布鲁日港 APM 码头公司

约 24% 的权益，这也是中国港务企业推进全球港口资产采购计划的最新迹象。

主要实践

中海集运入股 APM 码头后，运营了该港到远东的多条航线，往来于中国的集装箱

运量约占该港集装箱总吞吐量的一半。

中国公司入股 APM 码头后，拉近了比利时与中国港口领域的合作关系，泽布鲁日

港与中国深圳、天津、厦门等港口结成了兄弟港口，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泽布鲁日

港成为中国企业通往欧洲最便捷的中转站。

启示

园区类

上海临港集团获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土地特许经营权

案例简况

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李克强总理出访比利时，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共同见证，

临港集团董事长刘家平与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务局总裁 Mr.Joachim Coens 代表双方签署

临港海外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土地特许经营合作协议，该项目由临港集团负责海外发

展业务的全资子公司临港海外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投资运营。

主要实践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港区建设以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筹办举办，临港集团与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务局经过多轮磋商，将在泽布鲁日港投资

建设国际贸易合作基地。双方将通过整合资金、技术、人才、管理、市场、政策等资

源要素，加强临港集团下属洋山自贸区、临港国际物流园区、上海南港与泽布鲁日港

互联互通，建设以“一园两中心”为载体的国际贸易合作基地，形成“以航线往来推

动贸易往来，以区域中心建设推动产业资源对接”互动式开放合作格局，建设中欧“一

站式”贸易便利化服务平台，助力上海乃至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

案例 3

临港集团与泽布鲁日港务局将携手推进两地合作，不仅助力比利时企业走进中国

也推动更多中国企业走向比利时和欧洲，实现合作共赢。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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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新能源领域

中国广核集团收购比利时最大在运陆上风电场

案例简况

2016年 9月，中国广核集团旗下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与比利时Windvision公司签订

Esperance 项目股权转让协议，收购该项目 100% 股权。Esperance 项目装机容量 81 兆

瓦，是比利时当时装机容量最大的在运风场，采用德国 Enercon 风机，单机组额定功

率达到 7.5 兆瓦，是当时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机组。

主要实践

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由中广核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在法国注册成立，主要从事欧

洲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并购、开发建设、运维以及

资产管理等业务。本次项目收购，是中广核继英国和法国之外，在欧洲开拓的又一新

能源市场。

案例 4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广核在核燃料、新能源等板块获得了重大突破，

核电站数字化仪控、非动力核技术等领域“走出去”均取得积极进展，创造了中企

走出去“八个最”，其中包括收购比利时最大的陆上风电场。中广核在海外的新能

源控股装机超过 870 万千瓦，此次收购为中广核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打下基础。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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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利时金融市场概况

比利时是欧盟的主要银行和金融中心之

一。自 2002 年 2 月 28 日起，欧元完全代替

比利时法郎成为该国流通货币。比利时金融

市场主体主要分为金融中介机构（存款及发

债）和金融中介辅助机构，具体包括：（1）中

央银行；（2）储蓄机构；（3）货币市场基

金；（4）非货币市场基金；（5）金融中介

辅助机构；（6）退休养老基金；（7）其他

金融中介机构。①

表 4-1　比利时金融市场体系

比利时中央银行

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储蓄机构（银行）

法国巴黎银行富通银行（BNP Paribas Fortis）、比利时联合银行（KBC）、比弗斯银行（Belfius bank）、

荷兰国际集团比利时银行（ING Belgium）、Argenta、Beobank Belgium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安特卫普分行

保险公司

比利时保险公司 其他欧盟国家保险公司 再保险公司

裕利安宜信用保险公司、联邦

养老金等

法国安盛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

（欧洲）保险公司等

信诺（欧洲）保险公司、

忠利保险比利时公司等

证券交易所

泛欧证交所（Euronext Brussels）

金融监管机构

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比利时金融服务和市场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uthority，FSMA）

                                          

①    比利时国家银行 .https://www.nbb.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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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DV Ratings.Top Banks in Belgium-Overview of Banking Industry.https://www.advratings.com.

②    中国银行 . 中行布鲁塞尔分行正式开业 .https://www.boc.cn.

③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隆重开业 .http://www.icbc.com.cn.

④    中国工商银行 . 工行比利时安特卫普分行正式成立 .http://icbc.com.cn.

1.1 银行

比利时中央银行

比利时中央银行是比利时国家银行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NBB），是欧

洲中央银行体系成员，主要负责维护比利时

金融业稳定、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发行欧

元、监督支付和证券结算体系的运行。

储蓄机构

比利时主要储蓄机构是指包括比利时本

土及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机构。比利时

第一大银行为法国巴黎银行富通银行（BNP 

Paribas  Fortis），主要开展对私和对公业

务、政府相关业务以及投行业务。截至 2019

年 6 月，该银行总资金为 3200 亿欧元，客户

存款约 1830 亿欧元。第二大银行是比利时联

合银行（KBC），其主要经营业务包括银行业

务、租赁业务、保理业务、再保险业务、私

募股权业务以及项目和贸易融资业务。截至

2019 年 3 月，该银行总资金为 2920 亿欧元，

客户存款约 1980 亿欧元。第三大银行为比弗

斯银行（Belfius  Bank），是手机银行领域

的领军者之一，拥有约130万手机银行用户。

截至 2019 年 6 月，该银行总资金为 1720 亿

欧元，客户存款约 833 亿欧元。①比利时其他

银行信息可查询 https://www.nbb.be.

中资银行

2010 年 12 月，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

公司布鲁塞尔分行正式开业，这是比利时境

内首家中资银行分支机构，为在华投资企业、

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比利时企业等提供存款、

理财、汇兑、国际结算、企业和个人贷款等

服务。②2011 年 1 月，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

尔分行正式营业。③2016 年 1 月，中国工商

银行安特卫普分行正式成立，是比利时弗拉

芒地区第一家中资商业银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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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证券市场

比利时股市是泛欧证交所（Euronext 

Brussels）的一部分。泛欧证交所由阿姆斯

特丹、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以及葡萄牙 5

家证交所组成，是欧洲最大的中央簿记股票

市场和第二大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2007年，

与纽约证交所合并，成立纽约泛欧交易所集

团，同年 4 月 4 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泛欧

证券交易所同时挂牌上市。目前是全球上市

交易公司最多的上市场所。BEL20 指数是比

利时布鲁塞尔泛欧交易所的基准股票市场指

数。2020 年 9 月 18 日，BEL20 股票指数报

3375.86 点。截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该指数

共包括 20 支股票。

1.3 保险市场

比利时主要保险公司包括AG、安盛保险、

信诺保险、忠利保险、比利时联合银行、埃

西亚斯保险集团等，其中，AG 是比利时保险

市场上最大、最活跃的保险公司，其 2018 年

市场份额达到 20％以上，其次是安盛保险、

埃西亚斯保险集团和比利时联合银行，市场

份额分别为 12％、9.3％和 8.8%。①2018 年，

比利时保险市场承保保费总额为372亿美元，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为 0.8％。人寿保险业务是 2018 年

保险市场中的主要业务，总承保保费收入为

187 亿美元，相当于市场总价值的 50.2％。②

表 4-2　在比中资银行及联系方式

银行名称 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

地址：Boulevard du Regent 35,1000 Brussels, Belgium

电话：+32-2-405-6688

传真：+32-2-230-2892

邮箱：service.be@bankofchina.com

SWIFT 代码：BKCHBEBBXXX

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

地址：Avenue Louise 81，Brussels, Belgium

电话：+32-2-539-8888

传真：+32-2-598-8870/80

邮箱：info@be,jcbc.com.cn

SWIFT 代码：ICBKBEBB

中国工商银行安特卫普分行
地址：Frankrijklei 121,2018 Antwerpen,Belgium

电话：+32-2-539-8850

                                          

①    Statista.Market share of the 15 leading insurance companies in Belgium from 2015 to 2018.https://www.statista.com.

②    Market Research.Insurance in Belgium.https://www.marketre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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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比利时金融监

管机构由比利时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Belgium，NBB）及金融服务和市场管理局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uthori-

ty，FSMA）共同组成。其中，NBB 负责维护金

融体系长期稳定，FSMA 负责对银行、证券和

基金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确保金融市场透

明规范。①

                                          

①    EURONEXT.https://www.euronext.com/en.

②    比利时监管政策 . 中国银行 .https://www.boc.cn/be.

③    同②。

比利时国家银行、比利时金融服务和市

场管理局针对双方共同负责的领域建立了专

门的委员会负责协调双方政策与行动，即金

融稳定委员会（The  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该委员会由比利时国家银行的

董事会成员和比利时金融服务和市场管理局

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共同组成。②

外资银行在比设立分行的监管。对于外资银行在比利时增设分支机构，比利时无

限制性规定，尤其是对在欧盟注册的银行。按照比利时银行法，对于在欧盟其他成员国

设立的中资银行机构在比利时设立的分行，纳入欧盟其他成员国注册的银行在比利时设

立分行的监管范畴，执行以注册国监管为主的政策，比利时监管机构作为东道国监管机

构将配合注册国监管机构，对分行的流动性比照比利时银行进行监管。对于资本充足率

等各项监管比例要求，银行须向注册国监管机构报送相关报表及报告。③

特别提示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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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83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

承办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

国政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

政府指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

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国开行提供外汇中长期贷款。2013 年 9 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

署了加尔金内什气田年 300 亿立方米商品气 EPC 合同和年增供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国开行提供国际银团贷款。2014 年 4 月，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嘉能可邦巴斯项目股权，国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中地海外集团承建喀麦隆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09 年，进出口银行与喀麦

隆经济计划与国土政治部签署融资贷款协议，为喀麦隆杜阿拉水厂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

款。这是进出口银行投资建设的重要供水项目。该项目由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承建。

中成套集团承建巴巴多斯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EPC方式承建的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正式奠基。

该酒店项目合同总金额 2 亿美元，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是巴巴多斯政府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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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产

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环节。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能源资源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应深入了解政策性资金的申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收购协议，由洲际油气出资 5.25 亿美元收购马腾石油公司 95% 的股权。中国银

行海南分行和中行的两家境外分行通过组织银团方式提供了 4.3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贷

款。该笔跨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企业获得的第一笔境外并购贷款。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收购全球半导体行业排名第四的新加坡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中国银行采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

联合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为长电科技筹组了 1.2 亿美元贷款，成功支持该笔交易。并

购后，长电科技跻身全球半导体封测行业前三位，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军企业，同时提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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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债务资金用途、履约倾向性等方面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此外，贷款银行

尤其关注境外企业的还款来源和履约倾向性。

在贷款额度内，境内银行开出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无

须逐笔审批，业务流程较短，融资成本较低。

境外公司 提供支持 境内公司

反担保还款贷款

境内银行

境内境外
保函

境外银行

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脂类商品进口业务，企业法人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 E，公司 E 流动资金紧张，由于刚

刚在境外成立等因素，E 公司在新加坡直接融资困难较大。D 企业在天津银行有外汇业

务授信额度，遂向天津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受益人为公司E，金额1000万美元。

经审核后，天津银行向受益人公司 E 开具融资性保函 1000 万美元，通过境外代理行对

公司 E 进行融资，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公司 E 获得了流动资金的支持。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整合资源，拓展海外市场，S 公司有意收购国外某农药医药化学品生产商 H 集团 100%

股权，收购对价 1.54 亿美元。S 公司为 A 银行的客户。考虑到 S 公司为外向型企业，海

外销售主要面向欧美，且在境外有经营实体和经营现金流，在境内可提供现金存单等优

质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物；同时结合 S 公司自身资产状况和融资需求，以及考虑当时的经

营环境，A 银行为 S 公司制定了内保外贷融资服务方案，较好地满足了跨境并购资金需

求。最终，在 A 银行的大力支持下，S 公司成功完成了收购，有力推进了其拓展海外市

场的发展战略，使其在通过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实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案例 3

                                          

①  《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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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跨境融资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在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

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国内信用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

担保和再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信息咨询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企业可以通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出具融资保函，承担特定境外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一般由境外借款人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2013 年中标非洲某建筑项目。由于项目预付款无法覆盖前期支出，该企业需要垫付近

3 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其境外项目较多，大额垫款将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为此， A

企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为，由

A 企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

册在新加坡的一家外资银行提供跨境担保，该外资银行据此向 A 企业的新加坡分公司

提供贷款，从而解决了项目建设期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 A 企业在中国信保的评级较

高，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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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三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① 2018 年 1 月 19 日，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利率 6.34%，全场认购倍数 2.67 倍，期限为 3 年，主体和债项评

级均为 AAA，募集资金将用于老挝万象红狮水泥项目的相关装备购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高标号水泥 200 万吨，既可满足老挝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品质水泥的需求，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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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盛国

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购三

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

功收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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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多元化融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应积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

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并购资金，还能够合理配置融资资源，降低融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险可避免因汇率波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还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企业可能蒙受

巨大损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外汇管理水平，结合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合理选择

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对汇率波动进行有效识别评估的难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2016 年海尔收购 GE 旗下家电业务部门，

收购资金由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共同组成，金额高达 54 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有一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下的海云汇外汇资本市场 ( 香港 ) 有限公司利用期权组合，有效规避了并购面临的汇率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 财税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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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比利时融资

比利时政府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均实

行国民待遇。在融资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与

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比利时金融业发达，

各银行间服务竞争激烈，企业合理的贷款需

求可以得到满足。

银行与商协会融资

在比利时，企业通常可通过银行获得项

目融资，但前提是企业应向银行提供完整且

全面的项目计划。一些商协会也会就创新项

目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或协助企业对接潜

在投资人及合作方。另外，中国工商银行和

中国银行在布鲁塞尔分别设立分行后，中资

企业取得金融服务更为便利。

参股基金融资

在比利时，参股基金（Participation 

Fund）是一个公共信贷机构，为企业及个人

提供融资。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中小

型企业负责人、初期创业者均可向该基金申

请援助资金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参股基金

还将为求职者提供资金帮助。

地区融资

表 4-3　比利时各区融资信息平台

布鲁塞尔首
都大区

布鲁塞尔企业局

（Brussels Enterprise Agency）

布鲁塞尔企业局定期通过其官方网站向布鲁塞尔

企业发布各层面的资金支持，包括社区、地区、

联邦以及欧盟层面。企业还可在企业局提供的搜

索平台（EcoSubsibru）搜索各类融资渠道信息，挑

选适合自己业务的渠道申请资金支持。

布鲁塞尔担保基金

（Brussels Guarantee Fund）

该基金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企业

提供融资担保。

布鲁塞尔大区投资公司

（Brussels Reg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该公司可向企业家及创业者提供各类融资产品，

支持企业及项目发展。

瓦隆区

瓦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

（Walloon  SME  Finance  and 

Guarantee Company）

该公司可为瓦隆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平台

服务，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或与银行联合向企

业提供融资。

瓦隆区政务信息网

（https://www.1890.be）

该网站汇总了瓦隆区各类财政与支持政策信息，

方便企业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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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芒区

弗拉芒参股公司

（Participatie Maatschappij 

Vlaanderen）

该公司是弗拉芒区政府的下属机构，为在弗拉芒

有投资意向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股票、

债券、基金等服务。

弗拉芒投资与贸易局

（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弗拉芒投资与贸易局为有跨国发展意向的企业提

供各类支持，以促进弗拉芒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续	 	 表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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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安琪酵母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酵母公司，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

额达到 12%。安琪酵母公司设在埃及的工厂，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 5200 万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9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

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人民

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基础

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企业

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求较

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 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 来自私营企业；

(3) 技术上有合理性；

(4) 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 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 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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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www.ifc.org

电话        +1 (202) 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2015 年 6 月，新希望集团的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新希望”）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融

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新希望提供为期 7 年的 6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其在

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农牧业与食品领域的投资和运营。IFC 的资金支持不仅为新希

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过新

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为孟加拉、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

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0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三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4）。

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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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发行规模 2 亿 ~10 亿美元 5 亿 ~30 亿美元 5 亿 ~60 亿美元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香港、新加坡

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95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修订，其中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股权架构的企业在港上市以及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港

作第二上市。在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以及中概股企业受美国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作第二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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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

资服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

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

托管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

丝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

和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

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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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九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 年 4 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波

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

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中东

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出口

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期）

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正式

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营，

规模为 10 亿美元。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发

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的企

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层债务

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该基金已实

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格勒诺布尔

（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目，为中国—

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http://www.china-ce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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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Boulevard de la Petrusse, L-
                 2320, 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装机 2×330MW，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首批优先实施项目清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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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非发展基金 .https://www.cadfund.com.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多个国

家开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

农的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

机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

棉花 4~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农业民生、矿业等多个领域，主要项目包括：

招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

电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

制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多种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

际化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

产能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

源、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10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比利时（20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 - 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通过

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地

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

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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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经商处 .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简介，http://be.mofcom.gov.cn.

②    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 . 中国同比利时的关系，http://be.china-embassy.org.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①

为促进已具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快速、

平稳发展，中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决定设立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基金”），2002 年 3 月 27 日，中比两

国政府就设立基金有关事宜在中国北京签署

谅解备忘录。2003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

设立基金。基金董事长由中国财政部指派，

副董事长由比利时政府指派。

基金规模 1 亿欧元，中比双方政府各占

股8.5%，外资总占股18.5%，约1850万欧元，

重点关注国家政策重点扶持、快速成长的行

业，主要投资具有高新科技含量和成长潜力

的中小企业。截至 2017 年，基金累计投资项

目 73 个、投资金额 26.37 亿元人民币，累计

净值约 63 亿元，是初始投资的 6.38 倍。投

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原材料、加工

制造、能源等行业②。

表 4-5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股本配置

1 中国政府（财政部代表） 850 万欧元

2 比利时政府 850 万欧元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500 万欧元

4 国家开发银行 1500 万欧元

5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1300 万欧元

6 中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欧元

7 比利时富通集团 1000 万欧元

8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1000 万欧元

9 广东喜之郎集团有限公司 100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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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镜子基金

2012 年 5 月，中比双方签署《比中镜

子基金认购协议》和《比中镜子基金股东协

议》，由比利时联邦投资公司与中国中投公

                                          

①    中国商务部驻比利时卢森堡经商处 . 比利时从比中股权基金合作中获得良好收益，http://be.mofcom.gov.cn.

②    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 . 中国同比利时的关系，http://be.china-embassy.org.

司共同成立“镜子基金”，①基金规模 1700

万欧元，中比政府各出资 850 万欧元，基金

支持中国企业来比利时和欧洲开展投资。②

● 基金只能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企业。未投资于企业股权的资金，只能存于银行或

购买中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及其他类似的固定收益证券。

● 基金不得发放贷款，不能直接或间接吸收存款，也不能拆借资金，不能在二级市

场从事证券、期货等交易活动。同时，基金也不提供各种类型的担保或保证。

● 对单个被投资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基金注册资本的 20%，除非经董事会决议

同意并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基金不投资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若基金投资的企业上市

后，基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让所持股份。

特别提示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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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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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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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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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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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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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比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①

比利时劳动标准体系在欧盟框架下制

定，欧盟现行和劳动标准体系欧盟成员国都

具有普遍意义和适用性。比利时劳工保护制

度完善，政府、社会机构、企业、工会等均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工作合同的签订

签订形式及语言。劳动合同须在员工实

际开始工作前签署，双方可订立书面合同，

也可订立口头协议，但以下条款或内容必须

以书面形式明确：（1）培训条款；（2）不竞争

条款；（3）固定劳动期限或为完成特定项目；

（4）兼职合同；（5）临时工作；（6）在家工作；

（7）针对高薪雇员承担严格管理责任的仲裁

条款；（8）一些特定情况涉及外籍员工的合

同。使用语言以雇员实际工作地所在区域语

言而定。

                                          

①    2019-2020 Employment Law Overview-Belgium.L & E Global.https://knowledge.leglobal.org.

表 5-4　劳动合同语言

雇员工作所在区域 合同适用语言

佛拉芒区 荷兰语

瓦隆区 法语

德语区 德语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法语或荷兰语

合同期限。雇佣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

况下，劳动合同均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订立

口头协议即可。如需订立固定期限合同，需

在雇员工作开始前签订立书面合同。如未能

订立书面合同或在雇员开始工作后订立合同，

劳动关系将被视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劳动合同的解除

合同解除事由。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

所有工龄超过 6 个月的雇员都有权被告知解

雇原因。如果雇主未将解雇原因告知雇员，

雇员可以要求雇主作出解释，如果雇主未能

及时地进行解释，雇主须一次性向员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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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工资作为民事罚款。与此同时，对于雇

主所提出的解雇事由，雇员有权提出抗辩并

诉诸劳动法院予以解决。

特殊人群可免受解雇，如孕妇。另外，除非出现法定解雇事由，工会职工代表、

工作预防和保护委员会代表等雇员也不能被解雇。

特别提示

合同解除通知。如雇佣双方自愿解除劳

动关系，双方可随时进行解除雇佣关系，但

任何一方必须提前通知另一方。终止劳动关

系的通知必须以书面形式送达，且须以所在

地区所适用的语言起草，通知应明确起始时

间和期限。

表 5-5　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期限

工龄
解雇通知提前发出的时间要求

（适用于雇主）
辞职通知提前发出的时间要求

（适用于雇员）

0~3 个月 1 周 1 周

3~4 个月 3 周 2 周

4~5 个月 4 周 2 周

5~6 个月 5 周 2 周

6~9 个月 6 周 3 周

9~12 个月 7 周 3 周

12~15 个月 8 周 4 周

15~18 个月 9 周 4 周

2 年 12 周 6 周

3 年 13 周 6 周

4 年 15 周 7 周

5 年 18 周 9 周

6 年 21 周 10 周

7 年 24 周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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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解雇。在连续 60 天内，如果企业解

雇员工数量达到法定限值，且解雇事由非因

员工自身原因所致，则属于集体解雇情形。

在此情况下，员工可适用关于集体解雇的法

律法规，甚至有关企业关停的法律法规，维

护自身权益。

工龄
解雇通知提前发出的时间要求

（适用于雇主）
辞职通知提前发出的时间要求

（适用于雇员）

8 年 27 周 13 周

9 年 30 周 13 周

10 年 33 周 13 周

11 年 36 周 13 周

12 年 39 周 13 周

13 年 42 周 13 周

14 年 45 周 13 周

15 年 48 周 13 周

16 年 51 周 13 周

17 年 54 周 13 周

18 年 57 周 13 周

19 年 60 周 13 周

20 年 62 周 13 周

21 年 63 周 13 周

22 年 64 周 13 周

23 年 65 周 13 周

24 年 66 周 13 周

25 年及以上 工龄每增加 1 年加 1 周 13 周

注：本表适用于 2014 年以后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但员工工龄不受劳动合同签订时间限制。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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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及薪资

薪 资。各行业最低工资水平由各行业

劳 资 谈 判 协 议（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确定，但金额不能低于国家层面

劳资谈判所确定的最低月薪，即 1654.81 欧

元。除了每月工资外，员工还可享受休假双

倍工资。另外，绝大多数行业还会给员工发

放年终奖。

工时。一般情况下，比利时平均工作时

间为每天 8 小时或每周 38 小时，但是某些行

业劳资谈判协议所确定的每周工作时间可能

低于平均标准。除法定例外情形，每日工作

时间不得低于 3小时。

加班。比利时通常禁止加班，只有法律

所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安排夜班工作或在周

末及法定假日工作。员工在工作日加班时，

需按加班人员工资水平的1.5倍支付加班费，

在周末或法定假日加班时需按加班人员工资

水平的 2倍支付加班费。

工作环境。雇主应为员工提供健康且安

全的工作环境。公司内部都应建立“内部预

防与保护服务工作组”，负责确保公司的工

作环境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同时，公司内部

还应制定一系列确保健康与安全生产经营的

强制性规则文件。

假期安排

公休假。雇员每年享有10天带薪公休假。

年休假。雇员每年享有20~24天年休假，

具体要根据员工上一年度工作与休假天数情

况而定。

产假与陪产假。一般情况下，女性雇员

有 15 周产假，如果是多胞胎，则有 17 周产

假。根据有关规定，女性雇员产前至少应休 1

周产假，产后至少休 9 周产假。男性雇员在

妻子产后可享有 10 天陪产假。

病假。根据有关规定，雇员每年可享有

30 天带薪病假，但雇员必须在请假前及时通

知雇主生病情况并提供医疗诊断证明。

社会保障

除非国际协议另有规定，凡在比利时设

立的企业或业务机构以及其工作员工都需缴

纳社会保险。比利时社会保险包括养老金和

幸存者抚恤金、失业救济金、工作意外险、

职业病险、家庭津贴、疾病和残疾津贴等。

表 5-6　集体解雇判定标准

企业雇员规模 解雇员工数量法定限值

20~100 人 10 人

100~300 人 员工总数的 10%

300 人以上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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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与保险。除比利时医疗保障体

系外，员工还将受益于各类补充保险，这些

保险可覆盖住院费、医疗费或其他非固定费

用（例如支付员工家庭成员的相关费用）。

退休金。比利时法定退休年龄是 65 周

岁，但 2015 年联邦政府对该年龄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①

（1）2025 年 1 月 31 日前，退休年龄为

65 周岁；

（2）2025 年 2 月 1 日至 2030 年 1 月 31

日，退休年龄为 66 周岁；

（3）2030 年 1 月 31 日起，退休年龄为

67 周岁。

特定行业（如劳动密集型行业）符合特

定条件的员工可申请提前退休，并提前领取

退休金。

表 5-7　社保缴纳比例

员工

雇主
27% 上下浮动

（根据 2015 年《增加就业与购买力法案》）

雇员
13.07%

（从工资中扣除）

                                          

①    Belgium-Old-age pensions and benefits.European Commission.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表 5-8　提前退休需满足的要求②

提前退休年龄 已工作年限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已年满 63 周岁 42 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已年满 61 周岁 43 年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已年满 60 周岁 44 年

主要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又称劳

工赔偿保险，是强制险，所有享受薪水和社

会保障的员工都受其保护。雇主有投保责任。

该保险的承保事项包括发生在工时内（或职

业风险）以及往返工作与住所之间（或上下

班风险）的事故，赔偿保费依据员工工资总

额计算。此外，员工还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

额外劳工赔偿、个人生活事故保险、商务旅

行保险等保险。

其他责任保险。除雇主责任保险以外，

比利时还有其他类型的强制险，如旅行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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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组织者责任险、环境评审责任险、航空

运营商和核设施责任险、公共建筑火灾和爆

炸责任险（严格责任或称无过失责任保险）

等。个人责任险是非强制的，涵盖投保人家

庭成员或在监护下的人员、财产和家庭宠物

可能对第三方造成的所有损害。

财产损害保险。财产损害保险多属自愿

参保。以火灾险为例，火灾险的基本保单包含

对火灾、雷击、爆炸、高空坠物的保险，并可

延展到风灾和冰雹、水渍、罢工、暴乱、内乱、

恶意破坏、地震、烟雾损害、汽车碰撞和电气

事故等保险。洪水和恐怖主义通常被排除在

外。投保人还可以选择基本的“全险”保单。

汽车保险是强制性的。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失的投保金额不受限制（火灾和爆炸造

成物质损失实施一定下限金额）。可涵盖的保险内容包括物质损害（防盗、防火、玻璃

损坏、自然灾害以及物体或动物碰撞）、法律援助（最好投保专业保险公司）、乘客意

外伤害。（车险：https://moving-tobelgium.be/car-insurance-belgium）

特别提示

劳动关系调整

比利时劳动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是谈

判，工会组织可与雇主组织（或雇主）就劳

工问题开展谈判形成劳资协议，类似谈判在

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都有相对完善的对话

渠道。

表 5-9　劳动关系调整方式

层级 对话主体 具体内容

第一层次 企业层面。
主要通过基层工会组织与雇主方就工资待遇、工

作时间、劳动环境进行集体协商。

第二层次

行业层面，由行业雇主组织和行

业工会组织进行协商，政府劳动

部门派员参与。

主要是进行调解，促成双方做出必要妥协，在跨

行业协议的基础上，就本行业工资待遇达成协议。

第三层次
联邦政府、雇主和工会组织之间

的对话（也称三方对话）。

政府在雇主和工会组织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进行调解或做出决定。每两年，三方都要就工作

条件、就业政策等重大问题达成一个跨行业工作

待遇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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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购涉及的劳动关系调整中，收购方

与被购方均有义务通知本方雇员，通知内容

包括并购原因、对雇员产生的经济、法律与

社会影响、对雇员的相关安排等，如果相关

安排影响到雇员利益，则应在并购前同雇员代

表协商达成共识。并购行为发生后，并购双方

均应对雇佣合同和雇佣关系承担法律责任。

外国人在比利时工作规定

根据比利时法律，比利时对从事职业活

动的外籍人士存在两种管理制度，即发放工

作许可和职业卡。前者主要针对雇佣劳动者

（工薪阶层），而后者主要针对独立经营者

（非工薪阶层）。

工作许可。工作许可分为 A、B、C 三种

卡（见表 5-10），由各区（包括德语区）政

府劳动部门颁发。其中，A 卡和 C 卡由劳动者

本人提出申请，B卡则由雇主提出申请。

表 5-10　工作许可不同类型

许可类型 有效期限 适用范围

A 卡 长期有效 适用于任何雇主、行业和职业

B 卡 1 年期限（可延展） 仅适用于特定的雇主和特定的职业

C 卡 1 年短期（可延展）
仅适用于在比利时短期居留的外国人，适用于任何雇

主、行业和职业

表 5-11　2020 年各大区最低年薪标准

雇佣人员 布鲁塞尔大区 瓦隆大区 弗拉芒大区

高层管理人员 42869 欧元 / 年 42869 欧元 / 年 42696 欧元 / 年

高技能职工 71521 欧元 / 年 71521 欧元 / 年 68314 欧元 / 年

比利时法律规定，申请获准 B 卡（即被允许雇用非欧盟成员国居民）的前提是，

雇主无法在合理的期限内在比利时劳动市场上找到符合条件的比利时或欧盟员工。

特别提示

外籍高层管理人员和高技能职工申请工

作许可无需对其进行劳工审查，但申请人年

薪水平必须达到法定最低标准，该标准各大

区有所不同（详见表 5-11），且每年进行更

新。①另外，高技能职工的雇佣期限最长为

8 年。②

                                          

①    毕马威 .https://home.kpmg/xx/en/home/insights/2019/12/flash-alert-2019-184.html

②    欧盟委员会 .https://ec.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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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卡制度。比利时法律规定，在比利

时境内从事独立职业经营的外籍人员，无论

是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公司形式，都应该持

有联邦公共服务机构颁发的职业卡。对于已

经在比利时持有外国人登记注册的外籍人员，

通过所在地的市镇机关提交申请。对于还没

有进入比利时的外籍人员，通过比利时驻外

使领馆提交申请。

另外，比利时政府为了进一步监控劳工

市场，对外国人临时到比利时工作制定了一

套申报审批程序（LIMOSA）。该程序较详细

地规定了到比利时工作需要强制申报的对象

范围、申请条件、办理程序、所需文件、纳

税范围等内容。①

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

会计账簿。比利时法律规定，每个企业

应建立一个与其性质和活动范围相适应的会

计系统。会计系统应包含企业的所有交易、

资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债务。所有交

易都应无延迟、准确、完整并按时间顺序记

录。所使用的账户必须在会计科目表中指明。

同时，公司应至少满足于 1983 年 9 月 12 日

皇家法令所规定的最低财务要求。企业应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对所有资产、应收账款、

债务和责任的完整清点，并且与会计账簿进

行核对。

表 5-12　非欧盟成员国居民可免除工作许可申请的条件

1 当事人拥有其他欧盟成员国 3 个月以上的长期居留

2 当事人拥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工作许可

3 当事人拥有合法的工作合同

4 当事人的工作合同已经不间断执行 6 个月以上

5 当事人拥有有效的护照

                                          

①    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 . 与我国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馆经商参处王沪生参赞网上交流 .http://

shangwutousu.mofcom.gov.cn.

每个会计分录应附有标注日期的支持性文件。会计账簿的保存方式应确保其连续

性和会计分录的规律性和不可逆性。所有会计记录和文件必须保存至少 7 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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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告。公司应每年向相关部门

上报年度财务报告。报告应包含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和说明，并确保真实、客观反映企业

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年度财务报告的格

式应遵循比利时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标准会计

科目表，详细列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账户中

必须单独披露的项目。报告应包含上一财务

年度的对比数据。

年度财务报告的估值规则由每家公司的

董事会确定，并在每个财务年度持续一贯地

适用，除非公司内部出现重大变更，导致适

用该估值规则将影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

正性。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s://finance.belgium.be/en.

②    德勤报告 .International Tax-Belgium Higlights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必须由董事会出具，以欧元为货币单位，并以公司所在大区的官方

语言起草。

特别提示

税务

税 务 稽 查。特别税务督查局（Special 

Tax  Inspec-torate，STI）的主要任务旨在

打击严重的有组织逃税行为，重点负责调查

跨国逃税、金融诈骗、诈骗公司财产、恶意

破产等与经济和金融有关的犯罪案件。①

企业如违反税务相关法律法规，或为逃

税目的提前预支年收入将受到处罚。主要处

罚措施见表 5-12。②

表 5-13　违反税务相关法律法规企业的处罚措施

处罚事由 处罚措施

违反税务法律法规 50~1250 欧元不等

未填写或未按时填写纳税申报单及其他单据 应缴纳税额的 10%~200%

未能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 补缴税款

● 并处企业所得税 6.75% 的罚款

税务欺诈

（视法院判决而定）

● 判处刑罚

● 缴纳罚金

跨国公司两次违反定价转移有关法律法规 1250~25000 欧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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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实 义 利 息 抵 扣（Notional Interest 

Deduction）。①“实义利息”是国际税法中

一项新设税种。该税种的扣除，主要目的是

减少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的税收差异。

以贷款资本为例，已支付的利息可从应税基

数中扣除，而对于股本资本、股息，应税实

义利息的扣除，可普遍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

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投资税后收益。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s://finance.belgium.be.

②    德勤报告 .International Tax-Belgium Higlights 2020.

表 5-14　企业实义利息抵扣申请

申请主体

1. 比利时企业；

2. 外国企业在比分支机构；

3. 受比利时企业所得税法管辖的非营利组织（无论国际组织还是国内组织）

及基金会；

4. 外国企业在比利时拥有地产，或对地产上的不动产享有权利。

申请前提 申请主体在比利时已缴纳比利时企业所得税，或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可抵扣项目

1. 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自有股份的财产净值；

2. 属于“参股及其他份额”的金融固定资产的财产净值；

3. 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财产净值；

4. 分配给外国常设机构的地产或资产权益的净值（适用于与比利时缔结税收

协定的国家 / 地区的在比财产）；

5. 有形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如果成本没有不合理地超过专业需求）；

6. 有形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7. 授予董事（包括其配偶和子女）的地产账面价值；

8. 免税重估收益和资本补贴。

抵扣比例
2013 年度（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末的会计年度），实义利息税率

为 3％。中小企业的税率甚至提高到 3.5％。

跨国公司注意事项 跨国公司需确定其本国是否允许实义利息扣除。

企业所得税。②本地企业（即企业永久住

所、主要办事机构、主要管理机构等均设立

在比利时的企业）应对其全球经营收入缴纳

所得税。非本地企业（即企业永久住所、主

要办事机构、主要管理机构等均设在外国的企

业）仅就在比经营收入缴纳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税率见表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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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退税申请。①比利时企业在其他欧

盟国家产生相关支出，如酒店、餐饮、参加

集会展会等，但未在该国进行税务登记，该

企业有权申请相关退税。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s://finance.belgium.be/en.

②    同①。

表 5-15　企业所得税税率

基本税率 25%

在比分支机构所得税税率 25%

中小企业所得税税率 20%

企业所得附加税税率 0（2020 年度）

如果欧盟成员国企业在另一欧盟成员国采购商品的目的是为进行转售，通常该企

业需在另一成员国 / 地区进行税务登记。

特别提示

表 5-16　增值税退税申请

比利时企业退税申请途径

企业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缴纳增值税并申请退税时，则须通过 Intervat–

VatRefund 系统（https://finances.belgium.be/fr/E-services/Intervat）提交退税申

请。税务部门已不再接受纸质申请。

外国企业退税申请途径

欧盟成员国企业
针对在比利时缴纳的增值税申请退税时，需在其本国提

交退税申请。

非欧盟成员国企业

针对在比利时缴纳的增值税申请退税时，需填写“申报

表-803”，并提交至如下地址：

KMO Centrum SpecifiekeMateries-Team 2

Kruidtuinlaan 50, bus 3410-18P

B-1000 Brussel

邮箱：foreigners.team2@minfin.fed.be

电话：+32-2-577-8660

申报时间 退税申报最迟应于购买日期下一个日历年度的 9 月 30 日之前提交。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报税。②他国居民在比

利时居住时期（如工作或学习）取得收益（如

薪酬、退休金、租金等），需填报非居民收

入退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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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The Belgian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https://economie.fgov.be.

表 5-17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纳税

个人信息登记

● 须通过外国人报税平台（https://eservices.minfin.fgov.be/webForm/public/inrbni/

inrBni.jsf）填报个人信息，并提交至主管税务办公室。

● 在外国人报税平台完成注册后，注册人每年将自动收到报税表。个人信息如有

任何变化（如地址变更、已婚、离婚、死亡等），需及时通过报税平台通知主

管税务办公室。

● 外国人回国前必须通知税务办公室。

退税申报途径
非 居 民 可 通 过 在 线 申 报 系 统 报 税（https://eservices.minfin.fgov.be/myminfin-

web），也可通过纸质文件报税。

退税申报时间

原则上，非居民至少有 1 个月的时间填写并提交报税单。报税单会注明报税截止

日期。以 2019 年为例（申报 2018 年收入）：

（1）通过纸质文件报税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2）通过线上系统报税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3）通过代理人报税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2.3 知识产权

比利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是比利时联邦

政府知识产权办公室。①除此之外，知识产权

领域还有专利代理人认证委员会和专利代理

人协会，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进行行业管理。

比利时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包括《发明专

利法》（1984 年 3 月）、《荷比卢保护知识

产权公约（商标和样品）》（2007 年 2 月）

和《版权法》（1994 年 6 月）。

表 5-18　主要知识产权法规概述

《发明专利法》
专利保护期最高为20年，分为比利时专利、欧洲专利（30多个欧洲国家）

和国际专利（100 多个国家）。

《荷比卢保护知识产权公
约（商标和样品）》（2007

年 2 月）

在荷兰海牙成立 3 个国家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只要在 3 国中的任

何一国申请商标注册即可自动在荷比卢全境得到保护。商标保护期从注

册之日起为 10 年，可延长 10 年，注册后连续 5 年不使用则解除保护。

样品保护期 5 年，可延期，最长为 25 年。

《版权法》
保护范围包括文学、艺术、科学、书籍、艺术表演、绘画、雕塑、摄影、

音乐作品、唱片、电影、电台节目、建筑作品、计算机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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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在比利时申请专利时，需填写专利申请表

（https://economie.fgov.be/sites/default/

files/Files/Forms/2014-FORM-BREVET-FR.

pdf）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详见表 5-18），

申请材料可用法语、荷兰语或德语起草，无需

其他翻译。专利申请可由专利申请人亲自提交

或委托代理机构提交，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送

达知识产权办公室。如采用传真方式提交，

申请表正本需自传真发送后 14 日内送达办公

室。专利申请人如完成所有行政手续及相关

税费缴纳，可在专利申请日期（或优先权日）

后 18个月获得正式颁发的专利证书。自知识

产权办公室向公众公布专利时起，该项专利即

生效。在专利公布前，专利只受临时保护。①

专利颁发后，可在知识产权办公室网站查看完

整的专利信息及申请文件。

                                          

①    Belgian patents .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https://economie.fgov.be.

②    同①。

③    Before registering a trademark.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https://economie.fgov.be.

表 5-19　比利时申请专利所需资料②

序号 材料

1 向相关部门领导提出专利申请。

2 专利申请人身份信息。

3 发明专利描述。专利描述需清晰、完整，足以使相同领域专家可以重新创建。

4
一项或多项申请主张，明确具体申请保护的专利对象。描述不充分很可能导致专利无法

得到充分保护（可咨询专业代理机构）。

5
对专利描述和申请有帮助的设计文件。如果这些设计文件对理解此发明专利至关重要，

则必须提交。

6 摘要，用于向第三方传达有关专利的信息。

7 在已知的情况下，用于研究本发明的生物材料的地理来源信息（如适用）。

8 代理人授权书（如专利代理人、律师、雇员等）（如适用）。

商标

商标注册准备工作：③

（1）设计商标标识，并且确定为哪些产

品或服务注册该标识；

（2）申请商标注册前，调查确保该标识

符合被保护的条件，同时还要确保该商标依

然可为所确定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注册，具体

可登录荷比卢知识产权办公室商标登记平台

查询（https://www.boip.int/en），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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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询荷比卢地区、欧盟地区以及全球商标 注册情况。

建议申请人提前向荷比卢知识产权办公室查询拟注册商标是否之前已被注册。荷　

比卢知识产权办公室不会因商标先前已被注册而拒绝一项商标申请。但是，在先商标权

利人可能会提出异议程序，以防止商标被注册。因此，如果他人已为相同或相似的产品

或服务注册了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建议谨慎考虑注册事宜。

特别提示

（3）确定商标被保护的地域：a. 如果仅

希望在比利时获得保护，则需使用荷比卢商

标（没有“比利时商标”）。该商标一经注册，

即可在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使用；b. 如果

希望在荷比卢三国之外进行保护，可选择共

同体商标，该商标可在欧盟成员国使用并受

到保护；c. 如果希望在欧洲以外保护商标，

需根据想要使用商标的国家 / 地区的位置和

数量，可通过国际商标注册程序（即单一程

序完成多国注册）进行注册，以避免在所有

相关国家进行单独的商标注册申请。

企业可直接向荷比卢知识产权办公室提

交商标注册申请，①如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或

存有遗漏文件，办公室会通知申请人及时补

充完善。权利人如发现荷比卢知识产权办公

室所公布的申请商标注册与自己先前注册的

商标相似或雷同，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提出

异议，并负举证责任。②

                                          

①    荷比卢知识产权线上申请平台 .https://my.boip.int.

②    Trademarks:Benelux registration.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https://economie.fgov.be.

如通过传真申请商标注册，则申请表格原件必须在 14 天寄送到荷比卢知识产权办

公室，地址如下：

Benelux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IP)

Bordewijklaan 15

NL-2591 XR The Hague

Netherlands

Tel: +31-70-349-1111

Fax: +31-70-347-5708

特别提示



  123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外观设计

荷比卢设计权利人拥有排他使用权，他

人未经授权，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出口、

展览包含该设计或与之相似的产品。设计权

利人有权申请禁止或撤销他人就相同设计提

出的注册申请。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例如为

个人非商业目的、实验目的、教育目的等使

用设计权产品，权利人则不能提出反对。设

计权利人有权将该权利转让或授权给第三人。

转让必须以书面形势进行确认，而授权则无

需通过书面确认，但无论转让还是授权，都

必须在荷比卢知识产权办公室进行登记，申

请文件应用法语或德语起草。①

                                          

①    Which rights grant Benelux designs: scope of protection.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https://economie.fgov.be.

②    Designs: Benelux registration. 比利时联邦政府网 .https://economie.fgov.be.

申请人还可通过比利时知识产权办公室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文件需寄送到如

下地址：

FPS Economy, SMEs, Self-employed and Energy

Directorate-General Market Regulation and Organisation

Offic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and Design Division

Boulevard du Roi Albert II, 16

1000 BRUSSELS

Tel: +31-2-277-5297

Fax: +31-2-277-5277

表 5-20　外观设计申请所需资料②

序号 材料

1
申请人须在如下网址下载设计权注册申请表（https://economie.fgov.be/en/themes/intellectual-

property/designs/designs-benelux-registration）。

2 申请人姓名和地址，如申请人是法人，还须提供法人组织架构。

3

关于产品外观的任何图纸或图表。图纸内容必须清晰，设计权的保护范围根据所提交的设

计图纸而定，而非产品本身，申请人必须确保所申请保护的产品特性在图纸中清晰可见，

申请人还可提交与设计申请有关的不同图纸以及产品形状的描述。

4 对包含该设计的产品的具体说明。

5 如通过代理人申请注册，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6 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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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比利时为欧盟成员国，适用于欧盟居民

数据和隐私的法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欧盟法规编号：(EU)2016/679［2］）。

该条例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通过，于 2018 年

5月 25日实施，由于是条例（Regulation），

而非指令（Directive），直接对欧盟各成员

国产生强制约束力。

GDPR 通过统一的法规保护居民对其个人

数据的合法权利，并简化对相关国际业务的

监管环境，对所有在欧盟设立的企业以及处

理欧盟居民个人信息的所有企业（无论该企

业处于世界何处）具有约束力。根据该条例，

个人数据的控制者必须采用适当的技术和措

施来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例如，在适当的

情况下使用假名或完全匿名进行存储，并默

认使用最高级别的隐私设置，以保证数据不

被第三方获得；除非数据的处理和传输是依

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否则不得处理任何个人

数据；数据控制者应征得用户的明确且专门

的同意，才可以存储、处理或传输数据，用

户有权随时撤销此项同意。

个人数据处理者必须清楚地披露收集和

处理数据的合法依据和目的、数据被保留多

长时间以及是否与任何第三方共享数据。用

户有权以通用格式要求数据处理者提供所收

集的数据副本，并有权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数

据处理者删除数据。

企业核心业务如涉及定期或系统性处理个人数据时，应设置数据保护专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负责处理 GDPR 合规事宜。

如果发生数据泄露并对用户隐私产生了负面影响，企业必须在数据泄露的 72 小时

内报告。企业违反 GDPR 的规定，可能被处以高达 2000 万欧元的罚款或以上一财政年度

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 4％计算罚款，以两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特别提示

中国企业获得《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认证的经验。

1.2018 年 9 月，华为 EMUI10 关键特性获得了 ePrivacySeal 证书（由德国个人数

据保护法律和技术专家检测机构 ePrivacy 提供的认证，被广泛用于 GDPR 所需的第三方

机构认证），通过了 GDPR 隐私合规认证。EMUI10 的关键特性在于构建了安全隔离系

统 TEE OS，从而将用户的指纹、人脸等生物信息置放到安全系统中进行加密、验证、

存储等处理，绝不上传云端。终端系统隔离 + 云端数据脱敏，成为符合 GDPR 的主要逻

辑方案之一。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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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贸易管制

比利时作为欧盟成员国，其对外贸易政

策基本执行欧盟的共同对外贸易政策。①因

此，比利时进出口贸易全部依照欧盟法规进

行管理，如《关于建立欧盟海关法的第（EEC）

2913/92 号法规》对共同海关税则（包括商品

分类目录，一般关税率、优惠关税措施以及

普惠制等方面）、原产地证明（包括一般规

则和特殊规则）以及海关估价等作了统一的

规定。与贸易政策执行相关工作由联邦财政

部下属的海关和消费税管理局（Customs  and 

Excise  Administration）负责，具体职责包

括：（1）保护国民安全；（2）保护欧共体

及成员国的经济利益；（3）征收进口关税、

消费税和进口增值税等；（4）保护欧共体免

受不公平和不正当贸易的侵害；（5）持续推

进海关无纸化办公与服务；（6）执行欧盟与

国家层面的出口限制政策。②

军民两用物项管制

除非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许可，否则

所有成员国禁止向欧盟以外的目的地出口军

民两用物项，所有欧盟国家的两用物项出口

管制均受《欧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EC 

NO.428/2009 号）》约束。在出口条例所载物

项时，需取得出口许可证，尽管大多数物项

在欧盟成员国之间转移无需取得许可证，但

2. 国内著名人工智能（AI）独角兽公司第四范式旗下的先知 (4paradigm Sage) 企

业级 AI 平台完成了 ePrivacySeal 认证工作程序，通过 GDPR 认证，成为国内第一款通

过 GDPR 认证的 AI 软件类产品。AI 技术的差异化构成了其通过 GDPR 的主要原因，即通

过采用差分隐私算法，在获得同样隐私保护强度的情况下，得到更有效的分析结论。

1. 企业需审查其个人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对企业涉及的所有个人信息生命周

期全流程的分析和具体合规进行摸查，评估自身现有的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框架是否

需要修改和调整，如需修改，可创新隐私算法以遵守 GDPR 相关要求。

2. 注重强调“多模块搭建”的重要性，例如阿里云曾表示，GDPR 合规的主要难点

在于应对 GDPR 带来的烦琐细则和动态责任，因此，企业每一个流程和业务板块都须变

成“安全部门”，对 GDPR 进行整体应对。

启示

                                          

①    比利时外贸政策及法规 .http://be.mofcom.gov.cn.

②    海关和消费税管理局 .https://finance.belgiu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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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物项的商业文件仍须清楚表明，若该等

物项出口至欧盟以外，则将受限于相关出口

管制政策监管。违反上述条例的处罚可能为

无上限罚款，和 / 或长达 10 年监禁，以及包

括取消董事资格、没收和撤销出口许可证、

施加更严格的许可要求，以及影响与政府、

贸易伙伴和股东关系，导致声誉受损等。

表 5-21　欧盟两用物品出口管制类别

《两用物项法规》出口管制类别

核材料、设施和设备

材料、化学品、微生物和毒素

材料加工

电子产品

计算机

电信和信息安全

传感器和激光

导航和航空电子设备

海事

推进系统和航天器

动植物检验检疫

比利时联邦食品链安全局负责动物和植

物检疫工作。进口方面，根据欧盟动物检疫

相关规定，活动物、鲜冻肉及肉罐头等进口

商品入境时，需由驻口岸的检疫员查验产地

国签发欧盟认可的卫生检疫证。比利时允许

进口的动物及产品的来源地、产品类别与欧

盟相同。出口方面，企业从比利时出口肉及

肉制品，应在欧盟注册并获得出口许可权。

海洋植物要在口岸做两天的滞留取样检验，

检验结果符合要求方可进口。

贸易救济政策

比利时执行欧盟的贸易救济政策，对于

非欧盟国家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及发起救济措

施等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处理和实施。①

反倾销政策。②欧委会负责对倾销案件

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相

关措施。欧委会可应欧洲企业请求发起调

查程序，也可自主发起调查。案件调查信息

可在欧盟官方公报查询：https://eur-lex.

europa.eu。

                                          

①    欧盟委员会 .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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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政策。②欧委会负责对补贴案件进

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相关

措施。当欧盟内相关产业认为，从非欧盟国

家进口的商品因存在出口国补贴情形，并且

对欧盟相同产业的生产销售构成损害时，可

向欧委员会申请发起反补贴调查。向欧委会

申请发起反补贴调查时，需证明以下内容：

（1）原产于非欧盟国家的补贴商品正向欧盟

出口；（2）进口补贴商品对欧盟相同产业带

来损害。案件调查信息可在欧盟官方公报查

询：https://eur-lex.europa.eu。

                                          

①    欧盟委员会 .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表 5-22　反倾销调查内容与措施

调查内容

● 相关国家（地区）生产商确有倾销行为；
● 欧盟相关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
● 损害结果与倾销行为有因果关系；
● 采取反倾销措施不损害欧盟利益。

调查时间 15 个月

反倾销措施

● 征收反倾销税；
● 征收固定关税或特别关税；
● 限定最低进口价格。

措施期限 一般为 5 年（终期复审情形除外）

2017 年，欧盟调整了商品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案。自 2017 年 12 月起，欧盟在计算

商品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时，不再对非欧盟成员国做“市场经济国家”或“非市场经济

国家”的区分，也不再使用“替代国”方法计算正常价值，而是根据被调查国家是否有

“扭曲市场”行为，来计算市场扭曲倾销幅度。①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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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反垄断、反商业贿赂、反洗钱及反
恐怖融资

反垄断

比利时反垄断主管部门是比利时竞争管理

局（Belgian Competition Authority，BCA）。

2013 年，比利时竞争管理局权力开始扩大，

并开始实施《欧盟反托拉斯损害赔偿行动指

令 》（EU Directive on Antitrust Damages 

Actions），防止企业并购对市场竞争产生损

害。比利时竞争法的执行至此有了显著提高。

如果并购案件符合欧盟反垄断审查的条件，

优先适用欧盟反垄断法，合并主体应向欧委

会竞争主管机关申报。

此后，比利时发布两项具有重要影响的

新法案，一是 2019 年 4 月 4 日法案，将“滥

用经济依赖”引入可制裁限制行为中；二是

2019 年 5 月 2 日法案，取代了比利时经济法

典中关于竞争保护的第四卷，新法案将违反

竞争法的最高罚款额从比利时境内或从比利

时产生的营业额的 10％扩大到其全球营业额

的 10％。

表 5-23　反补贴调查内容与措施

补贴种类

● 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如赠款、贷款、注资或贷款担保）；
● 国家税收的减免；
● 除基础设施以外，政府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支持；
● 政府采购相关商品；
● 企业根据政府指示，对相关产业提供上述支持。

发起调查
如调查申请能够证明相关商品存在补贴，且该补贴商品的进口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

欧委会应在 45 天之内发起反补贴调查。

调查内容

● 相关进口商品从补贴中受益，该进口商品既包括调查申请中提及的商品，也包括

欧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商品；
● 欧盟相关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
● 损害结果与补贴行为有因果关系；
● 采取反补贴措施不损害欧盟利益。

反倾销措施

● 征收反补贴税；
● 固定商品的单位价格；
● 限定最低进口价格（如出口商承诺被调查商品价格不低于最低进口价格，则欧委

会将不予征收反补贴税）。

措施期限 一般为 5 年（中期 / 日落复审的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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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业贿赂

比利时联邦司法警察部经济和金融犯罪

调查司下设防治腐败办公室（The Central 

Office for the Repression of Corruption，

OCRC），负责比利时境内各类腐败案件的调查

和处理。在比利时进行商业贿赂属于刑事犯

罪，根据比利时《刑法》第246条至第252条，

贿赂是指直接或间接向贿赂对象提供或承诺

一定好处，以使对方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作为，

从而为其谋利或为第三方谋取利益。贿赂对象

不仅包括在政府机关或公共组织任职的公职人

员，也包括公司或个人雇佣的行政人员、经理、

董事、雇员、代理等。

百威英博啤酒反垄断案。2019 年 5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百威英博公

司处以逾 2 亿欧元的罚款，因这家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其啤

酒在荷兰和比利时之间的跨境销售。

百威英博在比利时有一款颇受欢迎啤酒品牌 Jupiler，销量约占整个比利时啤酒市

场的 40%。这款啤酒同时也在荷兰和法国等其他欧盟成员国销售。由于在荷兰市场的

竞争激烈，百威英博以低于比利时的价格将 Jupiler 出售给当地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同

时，该公司还采取措施阻碍比利时市场从荷兰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 Jupiler 啤酒。即同

样一款 Jupiler 啤酒，百威英博在荷兰采取低价出售，但在比利时却维持高价。

201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对此展开调查，经过 3 年调查，欧盟委员会认为，百威

英博在比利时啤酒市场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在其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还是在不同的市

场中，其不应滥用市场力量限制竞争。但百威英博却蓄意采取措施阻碍比利时市场从

荷兰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 Jupiler 啤酒，违反了欧盟反垄断规定，损害了欧盟消费者的

权益，据此决定对该公司处以逾 2 亿欧元的罚款。

案例 2

贿赂对象包括比利时及外国政府官员或企业人员。比利时企业或个人在比利时境

外向外国企业或政府官员贿赂，也受到比利时反贿赂法的管辖。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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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法律对贿赂的规定非常严格，不

论贿赂金额大小、贿赂对象国籍，只要符合

上述条件则构成贿赂犯罪。对于个人实施商

业贿赂的，可对该自然人判处 3 年以下监禁

和 / 或 27.5 万欧元以下罚金。对于公司实施

商业贿赂的，可处以 55 万欧元以下罚金。同

时，法院还可一并判处该个人或公司不得再

从事有关行业、没收标的和违法收益等处罚。

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监管①

在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监管方面，欧盟

各成员国所采取的基本原则一致，欧盟的反

洗钱指令为欧盟各成员国制定国内法提出了

要求及标准。根据欧盟反洗钱 4 号令，洗钱

罪的定义为明知财产来自犯罪或参与此种犯

罪的行为，仍旧“故意”转换、转让财产；

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真实性质、来源、所在

地、处置、转移、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获取、

占有或使用该财产，以及教唆、共同参与、

协助、指导实施上述行为。

欧 盟 反 洗 钱 5 号 令。2016 年，欧盟为

防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等方面存在的体制

缺陷，提出出台欧盟反洗钱 5 号令（Direc-

tive(EU)2018/843，5AMLD），对反洗钱 4号令

（Directive(EU)2015/849，4AMLD）中义务主

体、风险评估、高危第三国等内容作出重要

修改。该指令于 2018 年 7 月正式生效，且欧

盟各成员国应在 2020 年 1 月 10 日前将 5 号

令纳入本国法律。

（1）义务主体。该指令将反洗钱的范围

扩大到虚拟货币平台、钱包提供商、艺术品交

易商和税务相关服务，金融机构范围也进一步

衍生到银行账户与保险箱、广义的资金融通（如

互联网金融公司）、金融租赁、支付、担保、

证券期货票据的发行与交易、货币兑换等。

（2）相关处罚。根据欧盟反洗钱指令，

反洗钱义务实体违反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

易报告、记录保存、内部控制等反洗钱义务

的，将受到主管部门调查、制裁与处罚。处

罚措施包括撤销或终止对义务主体的授权，

禁止义务主体的管理人员行使管理职能，处

以不高于违约所得利益的两倍或不低于 100

万欧元的罚款等。对于信贷机构或金融机构

而言，处罚则更加严厉，对法人的最高罚款

额至少为 500 万欧元或年营业额总额的 10%。

对自然人的最高罚款额至少为 500 万欧元。

2017 年，比利时《反洗钱法》修正案正

式生效，将上述法令内容转化为其国内法，

主要内容包括将反洗钱立法范围扩大到各种

赌博行为，而不仅限于赌场；加强比利时金

融情报部门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合作；设立

最终受益人登记册等。②但 2020 年 5 月，欧

盟委员会向比利时等 8 国发出正式通知，认

为其国内立法仅吸收欧盟反洗钱 5 号令的部

分内容，尚未彻底完成国内转化。③

欧盟反洗钱 6 号令。2018年 11月 12日，

欧洲议会发布了反洗钱 6 号令（Directive 

(EU)2018/1673，6AMLD），对洗钱罪的上游

                                          

①    唐梦沅，盛于兰，穆耸 . 中伦律师事务所 . 如何应对欧盟反洗钱新指令，2020 年 2 月 3 日。

②    Kegels & Co.The new Belgian Anti Money Laundering Act is a fact.3 Nov 2017.https://www.kegels-co.com.

③    STEP.Seventeen Countries fail to implement EU 5AMLD.18 May 2020.https://www.st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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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进行了统一，力图通过统一整个欧盟

内的洗钱定义来填补成员国国内立法中的某

些漏洞，该指令的国内法转化期限届满日为

2020 年 12 月 3 日。

2.7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及法律法规

比利时环保职能由比利时联邦政府和大区

政府共同承担。在联邦政府层面，相关主管部

门是联邦卫生、食物链安全和环境部（Health, 

Food Chain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和联

邦可持续发展规划署，主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

和处理环境问题，制定和协调联邦可持续发展

政策，制定化学品、危险品的生产标准，监督

生产、储存和运输管理，包括有害垃圾的过境

中转等。在地区层面，各区环保部门负责环

保法律法规实施、环境监测监管等。各大区

环保部门的网址分别为：

（1）瓦隆大区：http://environnement.

wallonie.be

（2）布鲁塞尔首都大区：https://envir-

onnement.brussels

（3）弗拉芒大区：https://www.vlaan-

deren. be/natuur-en-milieu

比利时环保法律大部分基于国际协定和

欧盟立法，基础环保法律法规包括：《1988

年奥胡斯公约》《1995 年弗拉芒大区环保法

案》《1999 年瓦隆大区环保法案》《1997 年

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环保法案》、欧盟 REACH

法规。

基本要求

比利时遵守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在欧

盟确定的能源与环境政策框架内，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应对气候变暖，减少对传统能源的

依赖。比利时目标在 2020 年前使可再生能源

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到 13%。另外，根

据欧盟的规划要求，2020 年之前，要在 2005

年的水平基础上将非工业领域（运输、居民、

第三产业、农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

15%。政府要确保公民在环保领域的权利，协

调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以及民众的共识和行

动，搞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比利时环保政策的实施由各大区政府负

责，具体措施大同小异。在空气、土地、动

植物、水源、森林等污染预防和处理方面主

要以 2001 年 6 月生效的欧盟（96/82/CE）指

令即 SEVESO  II 指令为法律基础，目的是预

防重大危险事故发生以及尽可能减轻污染事

故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瓦隆大区主要采取了预防、监控和惩罚 3 个方面的措施来防止污染事件的发生。

审查经营条件和严格颁发环保许可证是预防措施的重要手段，环保警察对企业进行定期

检查或突查，检查其是否遵守环保规定。如发现违章，或提出纠正，或开出罚单。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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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评估

企业如有新建或改建工程、新建或改建

工业生产设施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项目，

均为受环境许可限制的项目，需报请大区环

境部门审批。各大区环保评估进行分级管理，

按照对环境影响的严重程度将项目分为 3~4

级。影响越严重，履行的程序越严格。总体

来讲，申请程序可分为企业提出申请、主管

机构受理、专家论证等第三方参与、相关公

示及听证程序、主管机构作出裁定及复议等。

2.8 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要按时缴纳税款以及社保金，

积极促进社会就业和环境保护，关注公益事

业，不能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

础之上。要重视企业创新，注重企业诚信，

不得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不得提供

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要维护好中

资企业在比利时的形象。

在比利时投资的中资企业要高度重视行业内的企业开放日，搞好与当地居民的互

动交流，帮助当地居民了解中国文化、企业发展历史、业务领域、对当地就业与社会福

利所作贡献等，增进当地居民对中资企业的了解。

特别提示

图 5-1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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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3.1 诉讼①

比利时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法律纠纷

可通过诉讼解决。比利时诉讼机构分为初

级法院（Law  Court）、高级法院（Higher 

Court）、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Court 

of  Cassation）。一般民商事案件、劳工纠

纷、治安纠纷都由初级法院审理。原告方企

业可向被告所在地商事法院或合同履行地商

事法院提起诉讼。比利时实行两审终审制，

高级法院进行上诉审理后案件即为终审判决。

但一些标的额小于 2500 欧元的小额纠纷不能

上诉，实行一审终审。最高法院只审理下级

法院（主要是高级法院）的判决与法律适用

问题，不对案件的事实争议进行审理。②

                                           

①    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网 .https://www.belgium.be/en.

②    A quick guide through the Belgian litigatio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reforms. 德威特律师事务所，2019。

③    Litigation and enforcement in Belgium: overview. 汤森路透。

根据比利时诉讼程序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对证据形式没有特殊要求，一

般情况下书面证据效力更强。根据相关程序要求，各方当事人应在开庭前向法院和对方

当事人交换证据。 

特别提示③

表 5-24　比利时主要诉讼时效

权利主张 诉讼时效

不动产的财产保护与财产恢复请求权 30 年

侵权索赔请求权
自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且知道具体加害

人身份之日起 5 年

商品买卖相关诉讼权利

一般商品 10 年

特殊商品：如天然气、电力、

水资源等
5 年

其他权利主张，如合同纠纷等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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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仲裁①

比利时法律允许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将

经贸纠纷提交特定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在

约定仲裁协议时，当事人须明确仲裁机构的

名称。仲裁机构可选择比利时当地仲裁机构，

也可选择国外仲裁机构，具体由合同各方当

事人协商确定。比利时设有比利时仲裁和调

解中心（Belgian  Center  for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除此之外，中比企业纠纷

还可以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国际商会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

尔摩商会仲裁院等非比利时仲裁机构。

                                           

①    Arbitration procedures and practice in Belgium: overview. 汤森路透。

表 5-26　仲裁对于解决国际经贸纠纷的优势

保密性 仲裁程序及案件信息不对外界公开。

国际执行力

根据 1958 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在某一

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所有缔约国具有强制执行力。目前《纽约公约》已有 160

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和比利时），覆盖全球 80% 以上国家和地区。

专业性 仲裁员可由当事人在专业权威人士中选定。

独立性 仲裁机构独立于政府机构，仲裁庭进行仲裁不受任何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

干涉。

快捷性 除特殊情况外（比利时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上诉），仲裁为一裁

终局，相比诉讼耗时较短。

灵活性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仲裁程序可由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

表 5-25　上诉期限要求

一般情况 自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

被上诉人居住地为法国、卢森堡、荷兰、德国或英国 可延长 15 天

被上诉人居住地为其他欧盟国家 可延长 30 天

被上诉人居住地为其他非欧盟国家 可延长 8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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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仲裁裁决是终局裁决，但

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裁决结果不满，并就上诉

原因和程序达成一致，双方可就仲裁裁决提

起上诉。上诉只能向仲裁机构的上诉庭申请，

不能向法院提起上诉。

申请仲裁前提条件。在比利时申请仲裁的前提条件：（1）争议事项未违反比利时

强行法规定；（2）争议事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定能力签署

仲裁条款。

特别提示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议。一般情况下，所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标的或合同条款争

议均可申请仲裁，但当争议涉及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时，相关争议能否仲裁将取决于知识

产权所涉类别，具体情况如下：

（1）版权：可仲裁；

（2）专利权：可仲裁，但涉及强制许可或专利权届满等情况除外；

（3）商标及设计：不可仲裁。

特别提示

表 5-27　仲裁裁决无效的情形

1
仲裁协议无效或无仲裁协议（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仲

裁协议的情形）

2 违反正当程序规则

3 争议事项超出仲裁条款约定的管辖范围

4 裁决未说明裁判理由

5 组建仲裁庭违规

6 仲裁程序违规（既不符合当事人仲裁协议约定，也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7 仲裁庭越权仲裁

8 涉及不可仲裁的标的

9 裁决违反公共政策

10 审理和裁决过程存在欺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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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解

调解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有

利于顺利解决纠纷，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比

利时立法和司法人员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解

决纠纷。调解分为庭外调解和庭内调解两种。

表 5-28　调解分类

庭外调解
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之外，请专业调解机构或人士居中调解，达成调解方案。当

事人可以请求法院认可当事人达成的调解方案，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庭内调解
指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可以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比利时法院可以在征得双

方当事人同意后进行调解，也可以仅获得一方当事人同意后进行调解。①

1. 当事人可在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签署调解协议，约定将争议诉诸有管辖权的

争议解决机构进行调解。

2. 当各方就争议事项达成调解方案后，可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批准执行。

特别提示

                                           

①    A quick guide through the Belgian litigatio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reforms. 德威特律师事务所 ,2019。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

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相关工商

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目前，该国际组织已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对外正式宣布成

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间、非营利性国际

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业提供包括宣传培

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预警防范、标准

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际商事争端预防

和解决多元化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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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高效便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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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服务

·包括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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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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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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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乐斯”“Armaflex”等商标的持有人。阿乐斯公司发现，杭州阿乐斯福乐斯公司在其

保温绝缘材料上单独使用了“阿乐斯福乐斯”。同时，该公司的英文名称“Hangzhou 

Armacell Armaflex Commerce Co., Ltd.”也使用了阿乐斯公司所拥有的“Armacell”和

“Armaflex”商标。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接受阿乐斯公司的委托，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3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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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Incorporated 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进口自中国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案件特点，积极开展发动企业、法律抗辩、游说施压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美起诉方五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涉案金额由近 3 亿美元缩减至约 2000 万美元，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作出无损害裁决。我方应对工作取得完胜，维护了年均 3 亿美元

的出口市场。

案例 5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程

项目款项发生争议，B 公司多次向 A 公司提出补偿前期投入款项，但是由于当事双方之

间就标的工程项目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故 A 公司对前期 B 公司所投入的金额存在严重的

分歧。B 公司尝试了多种手段去追讨款项甚至包括上访，均无果。后 B 公司向中国贸促

会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中心就此事联络A公司，向其普及了调解的作用和优势，

A 公司同意进入调解。通过调解中心与相关仲裁委员会建立的调解—仲裁联合机制，以

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例 6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7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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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

1.1 签证类别

比利时为申根国家，实行欧盟统一的申

根签证。签证分为短期签证和长期签证，个

人在获得比利时签证后可在签证有效期内，

并满足总停留时间的条件下，可在比利时入

境且可在任一申根国家停留或过境。

短期签证

申请人可持短期停留签证（C 种类）在

26 个申根国家停留，总停留时间在 90 天以

内，签证有效期不超过 6 个月，超过其所规

定时间需按照国别签证办理。短期签证主要

包括商务签证、探亲签证和旅游签证等。

表 6-1　比利时签证分类

商务签证

主要用于商务会面、内部培训、参加会议或者展会等。在比利时投资设立公司之前，

需要使用商务签证前往比利时开展调研，与合作伙伴洽谈，处理设立公司相关事宜。

之后再转为长期签证。

探亲签证 可用于外派人员配偶、父母、子女等家属短期前来比利时探亲。

旅游签证 用于前往比利时以及其他申根国家旅游。

长期签证

在比利时停留超过 90 天时，需申请申根

长期签证，具体包括工作签证、学习签证和

家庭团聚签证。外派员工前往比利时工作需

申请工作签证。留学生在比利时工作或实习

需申请学习签证。家属与在比利时的人员长

期团聚和居住需申请家庭团聚签证。

1.2 签证办理

比利时签证申请要求经常变化，本指南仅提供初步介绍，详情咨询律师或查看比

利时外交部或比利时签证中心网站。

比利时外交部：https://diplomatie.belgium.be/en

比利时签证中心：https://www.vfsglobal.cn/Belgium/China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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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签证申请程序

签证申请人需向户口所在地或临时居住地

的比利时签证申请中心提交签证申请，由签证

申请中心转交所在辖区的比利时大使馆或领事

馆受理。申请人需向签证申请中心提交必要的

申请材料（详见表 6-2），首次申请签证者需

录入指纹。在首次申请签证并录入指纹后，申

请人在办理之后的签证申请时，可以选择通过

邮寄方式递交签证申请材料。

表 6-2　短期签证申请材料

商务签证① 探亲签证② 旅游签证③

护照及复印件 护照及复印件 护照及复印件

中国身份证复印件 中国身份证复印件 中国身份证复印件

签证申请表格 签证申请表格 签证申请表格

照片 照片 照片

有效的境外医疗保险 有效的境外医疗保险 有效的境外医疗保险

雇主派遣信原件（英文）
（未成年人）学校的准假证明和

家长的同意出行许可

（未成年人）学校的准假证明和

家长的同意出行许可

资金证明 户口复印件 户口复印件

推荐方 / 邀请方提供的邀

请信
亲属出具的邀请函 资金证明

工作许可（如果适用） 资金证明 旅游计划

机票订单

住宿证明

表 6-3　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及领事馆签证辖区

领馆 签证管辖范围

比利时驻广州总领事馆 广东、云南、广西、海南、福建

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馆 上海、江苏、安徽、浙江

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 北京及中国其他省份和自治区

                                           

①    商务签证申请审核表 . 比利时签证中心 .https://www.vfsglobal.cn.

②    探亲签证申请审核表 . 比利时签证中心 .https://www.vfsglobal.cn.

③    旅游签证申请审核表 . 比利时签证中心 .https://www.vfsglob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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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签证申请程序

比利时长期签证适用于在比学习、工作、

研究、家庭团聚等类型的申请者。以工作许

可签证为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比利时

开始实行“单一许可证”制度，将此前使用

的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双证合一”，具体

程序来看，申请人仅需向比利时大区政府一

次性递交申请材料，大区政府在审核完申请

材料后，直接将有关材料传递给联邦政府，

无需申请人重复递交，联邦政府审核通过后，

将告知比利时驻华使领馆签发工作签证，申

请人获得工作签证抵达比利时后，向市政府

领取单一许可证（即比利时身份证，工作、

生活的合法证件）。

表 6-4　申请工作签证所需材料①

序号 材料

1 护照全本复印件

2 身份证复印件

3 申请表格

4 照片

5 管理费

6 工作许可

7 无犯罪证明

8 体检证明

                                           

①    工作许可签证申请审核表 . 比利时签证中心 .https://www.vfsglobal.cn.

在比身份证延长或更新相关要求

对于外派人员，在顺利抵达比利时并获

得比利时身份证之后，无需延长工作签证有

效期，但需在比利时身份证失效前，及时办

理比利时身份证延期手续。主要流程包括：

(1)申请人向比利时大区政府递交比利时

身份证延期申请材料，大区政府在审核完申

请材料后，直接将材料传递给联邦政府有关

部门；

(2) 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后，将向

申请人发送通知，并向申请人所在市政府邮

寄纸质通知（Annexe  46），请市政府向申请

人发放新的比利时身份证；

(3) 市政府将向申请人邮寄纸质通知，申

请人持纸质通知前往市政厅办理新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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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请比利时签证、身份证注意事项

（1）比利时签证、身份证办理耗时较

长，中资企业应提前办理外派人员手续。外

派人员办理比利时签证一般需要 2~6 个月，

办理比利时身份证所需时间为 2~4 个月，耗

时较长。虽然比利时已推行新的“单一许可

证”制度，但目前并未有效减少办理比利时

签证和身份证所需时间。

（2）比利时签证、身份证的申请材料复

杂，申请时间较长，而部分材料具有有效期

限制，例如无犯罪证明和体检证明都是自签

发之日起 6 个月有效。因此，中资企业因注

意在材料有效期内尽快完成申请程序，避免

因材料过期而反复补充材料。

表 6-5　申请比利时身份证延期相关材料

序号 材料

1 申请表

2 比利时身份证复印件

3 护照全本复印件

4 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复印件

5 雇主出具的声明书

6 薪金和缴税总结文件、全年工资单（由比利时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出具，如 Group S 公司）

7 Limosa 证明（由比利时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出具，如 Group S 公司）

8 医疗保险

比利时“单一许可证”制度刚刚施行，相关流程和所需材料可能变化。在办理前

咨询专业机构或与比利时相关政府部门联系，确认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本指南仅供初

步参考。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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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住宿用房

在比利时租用办公用房和员工住宿用房

政策类似。租用员工住宿用房需提供身份证

明材料，如居住证明、资金证明等。与房东

签订租赁合同时，需约定房屋地址、起租日

期、租赁期限、房屋状况描述、租金、物业

费或杂费（几乎所有公寓都有此项费用）、

交易银行、租赁押金、强制性保险、房屋鉴

定、如何终止租约、赔偿责任等信息。租用

办公用房时还需缴纳一定数额的城市税。签

署的租赁合同应由房东在政府部门备案，以

保证承租人在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得到完全

保护。

比利时租房房东一般负责提供租户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和物品，包括提供燃

气灶或电子炉、微波炉、烤箱等厨房用电器，各类炊具厨具，桌椅、沙发、床、衣柜、

橱柜等家具，电视机、洗衣机、吸尘器等生活家用电器，床上用品，卫生间洁具等。

特别提示

2.2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比利时主要租房中介机构有 Skyline 

Renting Service、Century 21、Eurohouse、

BBF、Home Consult、Weinvest 等，具体可通

过浏览房屋中介机构网站或前往中介机构门

店咨询房屋租赁事宜。

图 6-1　比利时主要租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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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租房注意事项

（1）为确定房屋状况，在入住和退房

时，可请房屋检验公司对房屋状况进行检验。

房屋检验包括：卫生状况、家具电器保存状

况、墙壁门窗状况、所有房东提供物品的数

量和状况等。退房时，如房屋在承租人居住

期间有所损坏，房东有权将由此产生的清洁

费、维修费、损坏赔偿在押金中扣除。

（2）注意合同中有关水费、电费、燃气

费、供暖费、网络费如何承担的约定。

（3）注意合同中有关如何终止租赁的相

关约定，如通知房东退租时间、通知方式以

及赔偿责任等。在退房时，应根据合同约定

的情况，提前安排并及时发出退房通知，避

免不必要的租金损失。

（4）大多数中资企业外派人员在承租公

寓或房子时，可能面临两种保险缴纳情况：

一是业主已投保，免除追索承租人的建筑保

险；二是承租人必须投保建筑财产保险和租

户责任险。

根据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的经验，房屋退租须提前 3 个月通过挂号信方式

向房东发出退租通知，并通过房屋中介机构与公寓检验公司预约公寓检验的日期，公寓

检验当天须交还钥匙。

特别提示

3　医疗及保险

比利时医疗系统分为公立和私立，均由

比利时社会保障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共同资助，

由联邦卫生、食物安全与环境公共服务局进

行监管。比利时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

院和大学医院，具体信息可查询：https://

www.health.belgium.be。

3.1 医疗服务①

比利时医疗体系以综合医院为主（General 

Hospital），一些综合医院因同时承担医

疗、教育、科研、创新等多重职能，因此也

被称作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①    联邦卫生、食物安全与环境公共服务局 .https://www.health.belgium.be.



  15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比利时（2020）

比利时还设有许多专科医院（Categorical 

Hospitals）。专科医院旨在应对非急性疾病，

为需要隔离或长期护理的患者提供专科医疗

服务。

此外，比利时还拥有比较完整的全科医

生医疗服务。其不在医院出诊，并提供上门

出诊服务，因此也叫家庭医生。一般情况下，

全科医生是健康问题的首要联系人，比利时

90% 的疾病问题可由全科医生处理解决，剩余

10% 的疾病问题全科医生将协助患者联系医院

等医疗服务机构寻求进一步就医。

可在 http://www.health.belgium.be 查

询比利时医院联系方式、床位数、医疗方案

等常用信息。

3.2 医疗保险

比利时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比利时

公民和在长期居住外国居民都需要参加医疗

保险。医疗保险分为强制医疗保险与补充医

疗保险。

强制医疗保险

在强制医疗保险体系下，患者通常需预

先支付费用，后由比利时医疗保险基金对其

医疗费、护理费、治疗费、药费等相关费用

进行报销，报销比例视治疗方法和个人情况

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正常的医生咨询

或简单的治疗检查，患者可获得高达 75％的

返还比例。对于住院，患者须支付固定的住

院费。由于强制医疗保险保费主要来源于社

会保障基金，作为社会保障登记手续的一部

分，所有员工和自雇人员必须完成比利时医

疗保险基金注册，并支付医疗社会保险金。

医疗社会保险金为税前工资的 7.35％（从工

资中扣除 3.55％，剩余 3.8％由雇主支付；

自雇人员支付全部 7.35％）。

需要注意的是，完成比利时医疗保险基金注册之后，前 6 个月，外籍员工可能没

有资格获得医疗费报销，除非员工能够证明已在原国家支付了足够的社会保障金。

特别提示

                                           

①    比中经贸委 . 比利时，您通往欧洲的门户，2013:109-112.

补充医疗保险

对于强制医疗保险未覆盖部分，个人可

通过购买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进行报

销。各保险公司均设有满足各种需求的补充

保险服务项目，为个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险

服务。对于无法受益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员，

可以选择不同类别的医疗和住院保险。根据

覆盖的区域（全球、美国、亚洲、欧洲）以

及年龄和选择扣减额度，保费各不相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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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除非紧急状况，在比利时就医需要提前

预约，患者可通过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或登录

医院官网进行预约。若是第一次预约，需提

供住址信息和联系方式。完成预约后，需记

下预约的医生姓名，就医当天在医院找到相

应科室的挂号台后，告知服务人员所预约的

医生姓名，凭有效身份证件（护照或比利时身

份证）办理挂号手续，前往指定地点就医。

                                           

①    The Belgian Healthcare System.Expatica.https://www.expatica.com.

就医当天，务必提前到达医院办理挂号手续，迟到可能导致无法在当天就医。若

不能按照预约时间前往医院，应提前联系医院取消预约，否则可能仍需支付一定费用。

比利时医生大部分会讲英语，尊重患者，十分耐心。就医时，患者可充分表达自己的担

心和疑问，医生一般会尽量予以答复。

特别提示

紧急医疗情况

如遇任何突发医疗情况，拨打泛欧紧急

号码 112（或 114 助听），需紧急就医时可不

经预约直接前往医院紧急窗口（Emergency）

就医。除非有特殊或私人医疗保险，患者通

常需要支付救护车服务费用。①

诊疗费缴纳

比利时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医生有各自的

收费方式。可能的收费方式有：当面支付现

金、当面刷卡支付、在医院柜台支付、在住

址收到邮寄账单后银行转账等。具体采用何

种支付方式，可听从医生安排或与其商议。

药品购买

比利时医院不销售药品。患者需持医生

开具的处方前往药店购买。若需购买非处方

药，患者可直接前往药店购买。比利时药店

遍布各个街道，在医院大楼内或附近通常也

可找到，购买药品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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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设银行账户

在获得比利时身份证后，可在比利时当

地银行开设银行账户。尽管各家银行推出的

卡钟及服务产品有所不同，但申请流程大致

相同，故此，以下以荷兰国际集团比利时银

行（ING Belgium）为例进行说明。

对私账户

开设对私账户可在银行柜台办理，也可

通过银行官网办理。申请开户时，客户需要

填写申请表格，包括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月收入等信息，并提供比利时身份证复印件 /

扫描件。银行审核通过后，将向客户寄送银

行卡，客户收到后根据用卡说明申请银行卡

密码，申请成功后，卡片将在首次使用时被

自动激活。

对公账户

开设对公账户可在银行柜台办理，也可

通过银行官网办理。申请开户时，客户需要

填写申请表格，申请表内容与对私账户有所

不同，包括：账户管理平台，开设账户数量

与币种，选择并确定开户行，账户开户人信

息（企业名称、注册地、类型、业务范围、

投资人信息等），账户管理人信息（姓名、

出生年月等），企业联系信息等。银行审核通

过后，将向开户人同时寄送储蓄卡和信用卡。

比利时金融监管要求复杂，银行可能会随时要求客户补充材料，以保证银行账户

的合规管理。

特别提示

5　买车驾车

5.1 买车

在比利时，买车通常通过各地汽车经销

商销售进行。在挑选车辆时，可与经销商谈

判是否有折扣或免费提供部分配置，并注意

经销商给出的价格是否包含 21% 的增值税。

在确定要购买的车辆后，经销商将为新车创

建订单，内容见表 6-6。



  153

第六篇    在比利时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在取车时，需要从经销商获取以下文件：

(1) 发票，应包括汽车的品牌、型号、年

份、发动机尺寸、购买日期和价格（含增值

税）。

(2) 合格证书，确认该车符合比利时法律

要求的技术标准。

（3）车辆登记申请表（也称“Dink  Fo-

rm”），用于登记车辆。

5.2 车辆登记

在比利时购车可通过保险公司完成车辆

登记，保险公司会向比利时车辆登记办公室

（DIV）登记车辆。登记后将收到车辆牌照。

如果已有欧盟牌照，则可仍然使用原车牌，

无需申请新牌照。①

5.3 驾车

若短期在比利时出行，可持经公证的中

国驾照翻译件，在比利时合法驾驶车辆。若

长期在比利时居住并驾车，在获得比利时身

份证后，可持中国驾照原件和经公证的翻译

件前往所在市政府办理驾照换发手续，以中

国驾照换取比利时驾照。获得比利时驾照后，

即可在欧盟各成员国合法驾驶车辆。

比利时车辆靠右行驶，与中国大陆相同，

交通规则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似。

表 6-6　新车订单内容

1 车辆信息，包括品牌、型号、年份、配置和颜色

2 商定的价格（含增值税）和折扣

3 交易日期和地点

4 新车的交货日期

5 信贷承保（如有）

6 旧车的折价金额（如果换车）

                                           

①    Buying a car in Belgium.Bulletin.https://www.thebulletin.be.

在比利时驾车前需注意学习比利时交通规则。比利时交通规则与中国有诸多不同，

若对交规理解有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威胁人身安全。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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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驾车需注意的一些事项：

（1）在车辆行驶路线出现交叉时，适用

“让右”规则，即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或其他

交通标识指示的情况下，右方车辆具有路权，

可以先行，车辆须对从其右方驶来的车辆让行。

（2）在有交通信号灯或交通标识的明确

指示的情况下，应按照信号灯或交通标识的

指示行驶。例如，在遇到地面画有锯齿状的

“狗牙线”时，应对前方所有方向的车辆让

行，在确保不会干涉到任何行驶车辆后，再

往前驾驶。

（3）比利时交通规则要求车辆让行人和

自行车，在遇到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时，行人

和自行车享有路权，车辆必须让行。对于站

立在路边准备过斑马线的行人，车辆也必须

停车让行，确保行人安全。

（4）比利时交通规则强调不在无需超车

的情况下长时间占据快车道。在使用快车道

超过前方车辆后，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车

辆应及时并道，返回慢车道，以保证快车道

的交通顺畅。

（5）在比利时路边停车时，应注意不要

阻挡居民停车库的车辆出入。比利时住宅与

中国不同，通常在一楼设置停车库或院内停

车位。路边停车时，应注意观察是否会阻挡

居民车辆的出入，有无禁止停车标识；否则，

车辆可能被拖走并遭受不必要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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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7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关国际组织建立了 382 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

工作网络。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地方各级和行业贸促会数量已超过 1000 家。贸促会和贸促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奋力推进新时代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一流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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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比利时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比利时外交部
电话：+32-2-501-8111
地址：Rue des Petits Carmes 15, 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diplomatie.belgium.be/en

2 比利时财政部
电话：+32-2-572-5757
地址：Boulevard Roi Albert II 33, 1030 Schaerbeek，Belgium
网址：https://finances.belgium.be/fr

3 比利时经济部
电话：+32-8-001-2033
地址：City Atrium C, Rue du Progrès, 50, 121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economie.fgov.be/fr

4 比利时内政部
电话：+32-2-500-2111
地址：1 Rue de Louvain, 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www.ibz.be/fr

5 比利时劳工部
电话：+32-2-233-41-11
地址：Rue Ernest Blerot 1,107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emploi.belgique.be/home.aspx

6 比利时联邦反垄断局
电话：+32-2-277-5272
地址：City Atrium, 6th floor Vooruitgangsstraat 50，1210 Brussels
电邮：info@bma-abc.be

7
比利时布鲁塞尔外国
投资与贸易促进局

电话：+32-2-800-4063
地址：Chaussée de Charleroi 112,106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investinbrussels.com/en

8
比利时瓦隆大区外贸
和外国投资总署

电话：+32-2-421-8211
地址：Place Sainctelette 2,108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www.awex.be/

9
比利时弗拉芒大区贸
易投资局

电话：+32-2-504-8711
地址：Koning Albert II-laan 37,103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www.flandersinvestmentandtrade.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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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比利时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欧盟使团

电话：+32-2-772-9572

地址：Woluwedal 100,1200 Sint-Lambrechts-Woluwe，Belgium

网址：http://www.chinamission.be/chn

2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欧盟使团

经商处

电话：+32-2-626-1761

地址：19,Boulevard General Jacques， 105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eu.mofcom.gov.cn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比利时大

使馆

电话：+32-2-771-2038

地址：443-445 Ave.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Pierre, Belgium

网址：http://be.china-embassy.org/chn

4

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比利时大

使馆经商处

电话：+32-2-775-1724/+32-2-775-1726

地址：Avenue de Tervuren 443, 115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be.mofcom.gov.cn

5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驻

比利时代表处

电话：+32-2-675-7865

地址：131 Avenue Gustave Demey, 116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ccpit.org/belgium

6
中国国际商会

驻欧盟代表处
地址：Avenue de Cortenbergh 66, 1000 Bruxelles

7
比利时卢森堡

中资企业协会

电话：+32-2-675-7865

地址：131 Avenue Gustave Demey, 116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www.aecb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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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比利时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欧洲雇主协会

（Business Europe）

电话：+32-2-237-6511

地址：Avenue de Cortenbergh 168, 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www.businesseurope.eu

2 欧洲商会

电话：+32-2-282-0850

地址：Avenue des Arts, 19 A/D, 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eurochambres.eu

3 比中经贸委

电话：+32-2-345-2554

地址：Avenue Louise 279, 105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s://bcecc.be

4 比利时商会联合会

电话：+32-2-209-0550

地址：Rue Belliard 2, 7th floor, 104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belgianchambers.be/en

5 欧盟中国贸易协会

电话：+32-2-504-8755

地址：Rond Point Schuman, Schumanplein 11, 104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eucba.org/en

6 弗拉芒中国商会

电话：+32-9-266-1432/30

地址：Martelaarslaan 49 B-9000 GHEN, T Belgium

网址：www.flanders-chin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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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在比利时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

2 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

3 海航布鲁塞尔唐拉雅秀酒店

4 中远海运集运比利时公司

5 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 华为技术比利时有限公司

7 中兴通讯比利时公司

8 天津长兴国际公司

9 海南航空公司布鲁塞尔办事处

10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布鲁塞尔代表处

11 安邦比利时控股公司

12 西湖欧洲公司

13 伊罗克洛玛豪能欧洲有限公司

14 山河智能欧洲重工公司

15 海格林公司

16 恩耐照明欧洲公司

17 提德集团公司

18 Nagelmackers 银行

19 大华技术股份荷兰分公司比利时办事处

20 欧洲天楹有限责任公司

21 欧洲森日有机硅有限责任公司

22 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比利时办事处

23 中远海运港口泽布吕赫码头有限公司

24 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驻荷比卢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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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比利时大型展览会简介

国际园艺展览会（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Horticulture and 

Gardening）
● FLORALL 是比利时较为知名的园艺展览，每年两届，春秋

各举办一届。每年都有 150 多个园艺企业参展。参观者多为

园艺领域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商及主要供应商。
● 展品范围包括：各类花卉；森林与树篱类植物；花房植物；

盆栽及容器栽培；温室植物；植物幼株；橘园、露台和阳台

植物；卧室植物；观赏树木与灌木等。
●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8 月在瓦勒海姆市举办

的秋季展会被迫取消，2020 年 3 月 2 日春季展会正常举办。
● 官方网站：https://www.florall.be/en

比利时布鲁塞尔食品展览会（Fedoba）
● 是比利时较为知名的食品类展会，两年一届，向观众展示最

新糖果类产品。
● 展品范围包括：洗礼用品、巧克力、糖衣杏仁、糖果、烘焙

糕点、产品包装等。
● 2021 年 1 月在布鲁塞尔举办。
● 官方网站：http://fedoba.com/en

比利时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Jaarbeurs Gent）
● 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亦称“根特博览会”）是比利时东

弗拉芒地区规模最大的展览会，每年 9~10 月在比利时根特举

办。博览会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2017 年，中

国担任主宾国，河北省作为主宾省。
● 展览范围包括：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轻工产品、纺织服装、

五矿化工、通信电子、体育器材、土特工艺等领域。
●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10 月的博览会将推迟

至 2021 年举办。
● 官方网站：https://www.jaarbeursgen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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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水产展览会（Seafood Expo Global）
● 展览会创办于 1993 年，一年一届，是欧洲知名专业水产品展

会，为全球水产品企业展示新产品、寻找新客户、评估行业

发展趋势提供有效途径。2019 年，80 多个国家的 1600 多家

企业参展（超过 100 家中国企业参展），来自全球 152 个国

家的 29100 个采购商参观。
●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 年 4 月的展会被推迟至

2021 年 4 月举办，展会地点改为西班牙巴塞罗那。
● 官方网站：https://www.seafoodexpo.com/global

比利时信息安全、数据中心及云技术展览会（Infosecurity.be, 

Data & Cloud Expo）
● 该展自创办 10 多年来，已成为比利时备受关注的 IT 领域展

览会，一年一届，每年有超过 130 家企业参展。展会分为 6

个主题区，分别为云计算、网络安全、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

优化、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隐私、法规和风险管

理等。除了商业展览外，展会还配套多场研讨会，为 IT 行业

专家提供商务交流与学术演讲平台。
● 展览范围包括：各类IT产品、IT领域解决方案、软硬件产品、

创新业务与服务等。
● 展会将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4 月 1 日在布鲁塞尔举办。
● 官方网站：https://www.infosecurity.be

比利时国际纺织展览会（StoffenSpektakel）
● 展会于 2005 年创办，是比利时较为知名的纺织商品展，一年

两届（分春季展会和秋季展会），为国内外知名面料供应商

提供展示和销售平台。
● 展览范围包括：女士服装面料、儿童服装面料、衬里面料、

高级时装面料、婚纱面料、窗帘面料、室内装饰面料、真皮 /

仿皮革、仿皮毛、油布、聚醚泡沫等。
● 展会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约斯市举办、2020 年 9 月 20 日在

布鲁塞尔举办、2020 年 9 月 27 日在埃音霍温举办。
● 官方网站：https://www.stoffenspektakel.nl

续	 	 表



  16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比利时（2020）

附录七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简介

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按照中国贸促会的机构性质和服务宗旨，致力于促进中比贸易

投资，搭建贸促会与比利时有关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为中比两国企业间合作牵线搭桥，

积极促进中比两国间的进出口贸易、双向投资和各种经济合作。主要职责包括：

● 与比利时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律所等机构和组织保持联系，促进两国间经贸活动

的开展；

● 组织或参加与经济贸易有关的各种会议、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增进中比两国商界相互

了解；

● 配合中国贸促会及其各行业、地方分支机构，协助中国企业在比利时开展各类经贸活

动；

● 为比利时中资企业提供服务；协助中资企业与政府和商协会等沟通，反映诉求；

● 协助中国经济贸易团组访比；联系并协助比利时经济贸易团组访问中国；

● 为中比两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开展商事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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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比利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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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港务企业收购泽布鲁日港 APM 集装箱码头股权…………………………73

3.上海临港集团获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土地特许经营权………………………74

4.中国广核集团收购比利时最大在运陆上风电场………………………………75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业融资
1.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83

2.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84

3.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85

4.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86

5.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87

6.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88

7.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88

8.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89

9.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92

10.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93

11.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97

12.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98

13.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99

14.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100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1.中国企业获得《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认证的经验…………………124

2. 百威英博啤酒反垄断案………………………………………………………129

3. 商标侵权纠纷案………………………………………………………………141

4.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141

5.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142

6.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142

7.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142

8. 敦促履约案……………………………………………………………………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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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

促进部统筹编制。比利时卷由中国贸促会驻比利时代表处编写初稿，中国贸

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和编校团队对初稿内容进行补充、调整和修

改。虽然我们力求完善，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

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卷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科技部、中国商务

部、比利时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部、比利时政府信息与服务局、比利时统计

局，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得到了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经商

处、比中经贸委、德威特律师事务所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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