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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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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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①

塞尔维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塞尔维亚）

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与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波黑、匈牙利等国家接壤。面积 8.84

万平方公里（包括科索沃地区 1.09 万平方公

里）。

塞尔维亚属东 1 时区，比北京时间晚 7

小时。每年 3 月底至 10 月底实行夏令时，期

间比北京时间晚 6小时。

气候

塞尔维亚北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南部

受地中海气候影响，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春、秋气候宜人，夏季平均气温 25~28℃，冬

季平均气温 0~5℃。

人口

截至 2019 年，塞尔维亚总人口约 696 万

（不包括科索沃地区）。其中，51.3% 为女

性，48.7% 为男性。1999—2019 年，塞尔维

亚人口持续负增长，2019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 -5.4%。

首都

贝尔格莱德（Belgrade）是塞尔维亚的

首都，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科研

中心。贝尔格莱德位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

的水陆交通要道，面积 3234 平方公里，人口

约 169 万。萨瓦河将贝尔格莱德分为老城区

和新城区。

行政区划

按行政区划，塞尔维亚设有2个自治省（伏

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29个行政

区（Administrative Districts）和首都贝尔

格莱德直辖区。下辖 198 个自治市（Munici-

palities）、193个镇（Urban Settlements）

和 6158 个村（Settlements）。②

1.2 政治制度③

宪法

2006 年 11 月，塞尔维亚议会通过新宪

法。根据新宪法，塞尔维亚是塞民族和所有

生活在塞公民的国家，建立在法制和社会公

正基础上，奉行民主，尊重人权和少数民族

                                          

①    中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publikacije.stat.gov.rs.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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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塞尔维亚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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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认同欧洲的原则和价值观。①

总统

总统是国家元首，通过直接选举产生，

任期 5 年。2017 年 4 月，阿莱克桑达尔·武

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当选总统，5 月

31 日就任。

议会

塞尔维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实

行一院制。议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4

年。本届议会于 2016 年 6 月 3 日成立，共有

250 个议席，议长玛娅·戈伊科维奇（Maja 

GOJKOVIĆ，女）。

行政机构

政府是塞尔维亚的最高权力执行机构，

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名，议会任命。本届政府

于 2017 年 6月 30日成立，系由前进党联盟、

社会党联盟等组成的联合政府，下设外交部、

内务部、财政部、经济部、环保部等 18 个部

门。现任总理阿娜·布尔纳比奇。

政党

塞尔维亚现执政党为前进党联盟，其他

主要政党包括社会党联盟、激进党、“够了”

运动党、民主党联盟等。

1.3 司法体系

塞尔维亚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法

院判决主要依据法律规定，而非以往判例。

塞尔维亚司法机构包括宪法法院、最高

法院、地方各级法院、共和国检察院和地方

各级检察院等。其中，宪法法院独立于法院

体系外，依据宪法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及合

法性作出判决。最高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

长由议会选举产生。

最高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分为一般管辖

权法院和特殊管辖权法院。一般管辖权法院

包括基层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

法院。特殊管辖权法院包括商业法院、商业

上诉法院、轻罪法院、高等轻罪法院和行政

法院。②

1.4 外交关系③

塞尔维亚奉行独立、自主、平衡的外交

政策，即“两扇门、四支柱”外交。“两扇门”

是指塞尔维亚的外交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

方；“四支柱”是指塞尔维亚历届政府一贯

强调的 4个外交重点：欧盟、俄罗斯、中国、

美国。④

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包括融入

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加强

                                          

①    塞尔维亚宪法 . http://www.parlament.gov.rs.

②    塞尔维亚最高法院 .https://vk.sud.rs.

③    塞尔维亚外交部 .http://www.mfa.gov.rs.

④    商务历史 .http://history.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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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为解决气候变化、反恐、可持续

发展、能源等问题作出贡献。

截至 2020 年 5 月，塞尔维亚与 179 个国

家建立外交关系。

与中国关系

1955 年，中国同前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

系。南斯拉夫解体后，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

使馆先后更名为中国驻塞尔维亚和黑山大使

馆（2003）、中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

（2006）。2009年，中塞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13 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2016 年，在习近平主席访塞

期间，两国元首进一步达成共识，将中塞关

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

再上新台阶。①

与欧盟关系

欧盟是塞尔维亚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

伴，加入欧盟是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优先事

项。2008 年 4 月，塞尔维亚与欧盟签署《稳

定与联系协议》；2012 年 3 月，塞尔维亚获

得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2013 年 6 月，欧洲

                                          

①    中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

图 1-2　塞尔维亚法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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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决定启动塞尔维亚入盟谈判。①目前，

塞方正在积极推动谈判进程，力争于 2025 年

前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与俄罗斯关系

由于文化和历史渊源，塞尔维亚与俄

罗斯有着长期友好的外交关系和传统友谊。

2000 年，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2013 年 5 月，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已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及信贷融资等方面实现了深度合作。②

与美国关系

塞尔维亚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近几

年，两国高层官员多次会晤，美方表示将支

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并帮助塞尔维亚保持

能源来源的稳定和安全。同时，美国将加强

与塞尔维亚在经济、军事和反恐等领域合作。

美国是塞尔维亚工业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且

美国潜在投资者对塞尔维亚的兴趣与日俱增。

2018 年 9 月，塞尔维亚与美国签署基础设施

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③

1.5 社会人文④

                                          

①    塞尔维亚外交部 .http://www.mfa.gov.rs.

②    塞尔维亚政府网 .https://www.srbija.gov.rs.

③    美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https://rs.usembassy.gov.

④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表 1-1　塞尔维亚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主要为塞尔维亚族（83.3%），

其余有匈牙利族、波斯尼亚克

族、罗姆族及斯洛伐克族等

宗教

主要为东正教，其余有罗

马天主教、新教、伊斯兰

教等

货币 第纳尔 官方语言 塞尔维亚语，英语较普及

医疗 医疗保险已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教育 八年制义务教育

节假日

法定节假日包括：新年（1 月 1 日—2 日）、东正教圣诞节（1 月 7 日）、东正教新年（1

月 14 日）、东正教圣萨瓦节（1 月 27 日）、国家日（2 月 15 日）、国际劳动节（5 月 1 日—

2 日）、胜利日（5 月 9 日）、东正教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

每周工作 5 天，周六、日为公休日。

习俗

●  塞尔维亚人见面的称谓与问候相对讲究，要在姓氏前冠以先生、夫人、小姐或头衔等尊

称。只有家人、亲密朋友之间才直呼其名。
● 塞尔维亚人日常着装相对随意，社交活动着装需整洁得体，隆重场合着深色、黑色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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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①

近年来，塞尔维亚局势较为稳定，塞尔

维亚政府积极实行经济改革、推进私有化、

改善投资环境，各项经济指标逐步趋稳，财

政赤字率、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和失业率均呈下降态势。2019 年，塞尔维亚

GDP 为 459 亿欧元，同比增长 4.2%；人均 GDP 

为 6601 欧元；通货膨胀率为 1.9%；失业率为

10.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塞尔

维亚 GDP 将下滑 2.5%。②塞尔维亚政府采取了

包括向企业和个人发放现金补贴、推迟纳税、

贷款、担保计划、降低利率和简化大型企业

债券发行流程等扶助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③

                                          

①    塞尔维亚财政部 .https://www.mfin.gov.rs.

②    世界银行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

③    塞尔维亚政府网站 .http://www.pravno-informacioni-sistem.rs.

习俗

●  在塞尔维亚拜访时须事先预约，贸然到访属于不礼貌行为。拜访时互递交名片。到塞尔

维亚人家里拜访，一般习惯送实用礼品或鲜花。递交礼物时，要当面拆掉包装纸，展示

并简要介绍礼物。
● 与西方基督教派相比，塞尔维亚东正教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日期、习俗均有所不同。1 月 7

日是塞尔维亚人的圣诞节，按照古老传统习俗，圣诞夜的晚餐严守斋戒，面包也不能用

刀切，只能用手掰。复活节的时间不固定，最晚不会超过 5 月 8 日。

续    表

表 1-2　2015—2019 年塞尔维亚宏观经济数据

宏观经济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DP（十亿第纳尔） 4312.0 4521.3 4754.4 5068.6 5410.8

GDP（百万欧元） 35715.6 36723.1 39183.3 42855.5 45911.6

实际 GDP 增速（%） 1.8 3.3 2.0 4.4 4.2

人均 GDP（欧元） 5033.6 5203 5581 6137 6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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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近年来，塞尔维亚对外贸易日趋活跃，

持续保持增长势头。据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数据，2010—2019 年，塞尔维亚进出口总额

增长 109%。2019 年，进出口总额 414.11 亿

欧元，同比增长 8.4%。其中，进口额 238.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8.9%；出口额 175.36 亿

欧元，同比增长 7.7%。贸易逆差 63.39 亿欧

元，同比增长 12.5%。

主要出口商品包括车辆及运输设备、食

品、基础金属、电气设备、橡胶及塑料制品

和机械设备。主要进口商品包括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基础金属、原油及天然气、电气

设备和车辆及运输设备。

图 1-3　2010—2019 年塞尔维亚对外贸易额

国际收支

货物出口（百万欧元） 12038.7 13432.1 15050.8 16282.0 17536.4

货物进口（百万欧元） 16086.6 17067.9 19396.0 21918.7 23875.3

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比重（%） -3.5 -2.9 -5.2 -4.8 -6.9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百万欧元） 1803.8 1899.2 2418.1 3156.5 3583.1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 GDP 比重（%） 5.1 5.2 6.2 7.4 7.8

汇率变化

年均汇率（欧元 / 第纳尔） 120.73 123.12 121.34 118.27 117.85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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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9 年塞尔维亚主要出口商品金额及占比

图 1-5　2019 年塞尔维亚主要进口商品金额及占比

2019年，塞尔维亚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盟，

与欧盟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塞对外贸易总额

的 60%。前五大出口市场分别为德国、意大

利、波黑、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前五大进口

来源地分别为德国、俄罗斯、中国、意大利

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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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9 年塞尔维亚主要出口市场及贸易额

图 1-7　2019 年塞尔维亚主要进口来源地及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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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①2010—2019

年，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76.7% 上升

至 112.6%。总体来看，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依

存度较高，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和对外开

放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对国

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在提高，受世界经济冲

击的风险随之加大。

                                          

①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②    塞尔维亚财政部 . 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 for the Period 2020-2022. https://www.mfin.gov.rs/en.

③    塞尔维亚政府网 .https://www.srbija.gov.rs.

图 1-8　2010—2019 年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依存度

2.2 发展规划

《2020—2022 年经济改革计划》②

近年来，塞尔维亚政府不断推进经济改

革计划，以每 3 年作为一个经济改革区间，

逐步稳定塞尔维亚经济和金融、减少债务，

为经济复苏和增长、促进就业和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创造条件。2020 年 1 月，塞尔维亚财

政部发布《2020—2022 年经济改革计划》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2020-2022）。

该计划主要目标包括：降低财政赤字和

公共债务；促进投资及出口；通过鼓励创业、

发展中小型企业、提升数字化及电子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该计划涵盖 8 个重点领域，包括：能源

和运输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商业；研

发创新和数字经济；贸易；教育和技能；就

业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

《塞尔维亚 2025 发展计划》③

2019 年底，塞尔维亚宣布实施《塞尔维

亚 2025 发展计划》，以促进塞尔维亚经济增

长。该计划包括一揽子投资项目，投资总额

约 140 亿欧元，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科

研教育、人工智能及医疗保健等领域。资金

来源于财政预算及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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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publikacije.stat.gov.rs.

图 1-9　《塞尔维亚 2025 发展计划》主要投资领域及投资额

2.3 地区情况①

塞尔维亚依地区可分为 5 个区域：贝尔

格莱德地区、伏伊伏丁那地区、舒马迪亚及

西塞尔维亚地区、东南塞尔维亚地区和科索

沃及梅托希亚地区。下面，根据塞尔维亚国

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对贝尔格莱德等 4 个

地区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贝尔格莱德地区

贝尔格莱德地区面积 3234 平方公里，

占塞总面积的 3.7%，人口约占塞总人口的

24%。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20958.11 亿第

纳尔，占全国 GDP 的 41.3%，在 4 个地区［4

个地区包括贝尔格莱德地区、伏伊伏丁那地

区、舒马迪亚及西塞尔维亚地区、东南塞尔

维亚地区，下同］中排名第一，人均 GDP 为

124 万第纳尔。贝尔格莱德地区提供的就业岗

位占全国的 30%。

贝尔格莱德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排名全

国第一，主要产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和仓储业，生活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2018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该地区产业增加值的 23.58%。

伏伊伏丁那地区

伏伊伏丁那地区面积 21614 平方公里，

占塞总面积的 24.4%，人口约占塞总人口的

27%。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13129.55 亿第

纳尔，占全国 GDP 的 25.9%，在 4 个地区中排

名第 2，人均 GDP 为 70.5 万第纳尔。

伏伊伏丁那地区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

均排名全国第 1。2018 年，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占该地区产业增加值的 30.9%，农 / 林 / 牧 /

渔业增加值占产业增加值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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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马迪亚及西塞尔维亚地区

舒马迪亚及西塞尔维亚地区面积 26493

平方公里，占塞总面积的 29.9%，人口约占

塞总人口的 28%。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9406.33 亿第纳尔，占全国 GDP 的 18.6%，人

均 GDP 为 48.9 万第纳尔。

舒马迪亚及西塞尔维亚地区主要产业包

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2018 年，上述产业增加值占

该地区产业增加值的 30.2%。

东南塞尔维亚地区

东南塞尔维亚地区面积 26248 平方公里，

占塞总面积的 29.7%，人口约占塞总人口的

21%。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7164.96 亿第纳

尔，占全国 GDP 的 14.1%，人均 GDP 为 47.6

万第纳尔。

东南塞尔维亚地区的主要产业为采矿

业、制造业、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2018 年，上述产业增加值占该地区

产业增加值的 36.22%。

图 1-10　2018 年塞尔维亚主要区域各产业增加值①

                                          

①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Regional GDP 2018. https://www.stat.gov.rs.

②    塞尔维亚政府网 .https://www.srbija.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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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s://ras.gov.rs/en/publications.

②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publikacije.stat.gov.rs.

③    塞尔维亚财政部 .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 for the Period 2020-2022. https://www.mfin.gov.rs/en.

图 1-11　塞尔维亚交通网络概览①

公路②

塞尔维亚公路总里程 43967.02 公里。

2019 年，塞尔维亚完成了一批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包括 5000 公里国道的建设和修复。③

根据《塞尔维亚2025发展计划》，未来几年，

塞尔维亚政府将陆续投入专项资金 50 亿欧元

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2.4 基础设施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两个大型欧洲

走廊（即公路铁路 10 号走廊和河流走廊“拉

贾纳多瑙河”）的十字路口，是亚洲至中欧

货运及客运的主要过境国，其愿景是通过发

展联运成为西巴尔干地区的物流中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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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①

塞尔维亚铁路网全长 3735 公里，其中电

气化铁路 1546 公里，年客运量 510 万人次，

货运量 123.23 亿吨。塞尔维亚铁路网比较陈

旧，多条路段需进行现代化改造。

空运

塞尔维亚现有 3 个国际机场，分别为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 • 特斯拉国际机场、尼什

君士坦丁大帝机场和克拉列沃摩拉瓦机场。

2018 年，尼古拉 • 特斯拉国际机场和尼什君

士坦丁大帝机场旅客吞吐量 599 万人，同比

增长 5.6%。②

                                          

①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rbija.gov.rs.

②    塞尔维亚政府网 .https://www.srbija.gov.rs.

③    商务历史 .http://history.mofcom.gov.cn.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 •特斯拉国际机场

表 1-3　塞尔维亚公路里程

单位：公里

总里程
现代化
道路

一级国道 二级国道 市政道路

总里程
现代化
道路

总里程
现代化
道路

总里程
现代化
道路

43967.02 28899.28 3889.85 3859.49 10040.24 9108.76 30036.93 15931.03

水运③

塞尔维亚水运较为发达，主要水域包括

多瑙河（Dunav）、萨瓦河（Sava）、蒂萨河

（Tisa）、塔米什河（Tamis）及德利纳河

（Drina）, 可运输水路约 1680 公里，年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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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和萨瓦河在贝尔格莱德交汇

电力①

塞尔维亚电力供应量可基本满足本国需

求，用电高峰期间仍需进口电力。2019 年，

塞尔维亚电力系统总装机容量 8274 兆瓦，发

电量 348.32 亿度，电力进口 42.80 亿度。

火电是塞尔维亚最主要的电力能源。

2019 年，塞尔维亚火电装机容量 4429 兆

瓦，年发电量 231.69 亿度，占发电总量的

66.52%。水电是塞尔维亚重要的可再生能

源，也是塞尔维亚政府优先发展的能源领域

之一。2019 年，塞尔维亚水电装机容量 2941

兆瓦，年发电量 98.84 亿度，占发电总量的

28.38%。

塞尔维亚可再生能源发电起步较晚，目

前已涵盖太阳能、风能、沼气及其他生物质

能领域。2018 年以来，塞尔维亚输电系统已

与大部分风电厂联通，风电占比逐步提高，

2019 年风能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2.4%。

电信②

塞尔维亚的固定电话及移动通讯网络较

为完善。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塞尔维亚固

定电话用户242万，移动电话用户836.2万。

移动通信网络运营商包括：Telekom Srbija、

Telenor 和 Vip Mobile，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

                                          

①    塞尔维亚能源局 .https://www.aers.rs.

②    塞尔维亚通信邮政管理局 .https://www.ratel.rs.

量约 1500 万吨，运输货物主要包括工业原料

及建材。多瑙河水路被称为泛欧 7 号水运走

廊，在塞尔维亚境内通运里程约 400 公里，

且有 5个较大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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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②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s://ras.gov.rs/en.

46.8%、31.2% 和 22%。上述运营商均已获得 2G 

GSM、3G UMTS 和 4G LTE 的许可。

近年来，塞尔维亚互联网用户数量快速

增长，2020 年第一季度宽带用户 164 万，占

总人口的 22.08%。

2.5 主要园区

工业园区（Industrial Park）①

塞尔维亚的工业园区分为工业、技术、

孵化器、科学研究等类型。目前，塞尔维亚

正着力建设三大全国性工业园区，即位于北

部城市因吉亚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产业工业园，

位于中部城市克拉古耶瓦茨的汽车产业工业

园和位于南部城市尼什或皮罗特市的电子电

器产业工业园。

自由区（Free Zone）②

塞尔维亚自由区是与其他区域实行不同

经济政策的特殊区域。塞尔维亚现有 14 个自

由区，分布在全国各地。

企业在自由区内开展业务活动可享受相

关优惠政策，如进口原材料免征增值税和关

税；部分商业活动免征增值税及部分地方税

费；满足一定条件的，可适用地方税和关税

的优惠税率等。

自由区内企业可以优惠价格租赁营业场

所、生产场地及仓库，并享受自由区管理公

司提供的配套服务和简便的通关手续。

图 1-12　塞尔维亚自由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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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自由区介绍①

主要自由区包括皮罗特自由区、苏博蒂

察自由区、兹雷尼亚宁自由区、诺维萨德自

由区、乌日策自由区等。

表 1-4　塞尔维亚主要自由区

名称 基本信息 所属城市概况 园区特点 区内重点企业及主营业务

皮罗特

自由区

（Pirot）

1996 年 8 月

建 成， 总 面

积139公顷。

皮罗特市是塞尔维

亚 最 大 的 城 市 之

一，总人口约 6 万。

位于塞尔维亚东南部，

是通往中东的“大门”，

位于连接欧亚大陆的 10

号走廊沿线上，靠近 4

号走廊和 8 号走廊，距

高速公路 70 公里。2018

年被英国《外国直接投

资》杂志评为欧洲排名

第 1、世界排名第 3 的

自由区。

●  Tigar-橡胶制品制造
●  Tigar tyres-轮胎制造
● D-Company-轮胎制造
● Mundorama-冻 干 水 果 制

作和销售

苏博蒂察

自由区

（Subotica）

1996年7月，

总面积 72 公

顷。

苏博蒂察市有着悠

久的工业传统，交

通、能源基础设施

发达。该市及其周

边城市总人口约 15

万，劳动力资源丰

沛，且素质较高。

距 高 速 公 路 15 公 里，

与通往中东的国际公路

网连接，交通便利。区

内企业多从事加工制造

业，包括小微电子引擎

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

电气设备用塑料制品制

造、珠宝制造等。

●  Swaroski-水晶制造
●  Siemens-石油产品制造及

分销
●  Ametek-电子机械、设备

制造
●  Contitech Fluid Serbia- 汽

车零部件制造
●   N o rm a   G r u p a   J u g o i s 

Evropa- 汽车零部件制造
●  Zoppas  Industries Serb- 加

热系统设计及制造

兹雷尼亚

宁自由区

（Zren-

janin）

2006 年 11 月

建 成， 总 面

积 100 公顷。

兹雷尼亚宁市是塞

尔维亚面积第二大

城市，居民超过 13

万。该市地理位置

优越，距离贝尔格

莱德 75 公里，距离

罗马尼 100 公里。

距高速公路 45 公里，距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 • 特

斯拉国际机场 80 公里，

毗邻塞尔维亚北部各大

城市。区内企业多从事

纺织、机械制造、食品

加工、化学制品及药品

制造等行业，产成品出

口到世界各地。

●  Kolpa-浴室用品制造
● DAD draxlmaier automotive-

机动车用电缆系统制造

                                          

①    塞尔维亚自由区管理署 .http://www.usz.gov.rs/fre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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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海关署 .https://www.carina.rs.

名称 基本信息 所属城市概况 园区特点 区内重点企业及主营业务

诺维萨德

自由区

（Novi 

Sad）

2007 年 10 月

建 成， 总 面

积 89 公顷。

诺维萨德市位于塞

尔维亚北部，是伏

伊伏丁那地区最大

城市，总人口约 27

万。诺维萨德市是

塞尔维亚重要的工

业及金融中心。

交通便利，临近高速公

路及多个港口，距离欧

盟较近，距贝尔格莱德

尼古拉 • 特斯拉国际机

场 70 公里。区内有国际

铁路，便于货物中转至

其他地区进行再加工、

改进和销售。

●  Lear Corporation-汽 车 座

椅及电子系统供应商
● Naftna  Industrija Srbije-石

油产品制造及分销

乌日策

自由区

（Uzice）

2010年6月，

总面积 55 公

顷。

乌日策市位于塞尔

维亚西部，是塞尔

维亚西部的行政、

经济、社会和文化

中心。

区内企业多从事金属加

工制造业及建筑业，主

要产品为铜、铝制品及

专用工业产品。建筑业

商 业 活 动 涵 盖 建 筑 施

工、土木工程及工艺产

品制造等。

●  Valjaonica Bakra Sevojno-

铜及铜制品制造与销售
●   Impol   Seva l   Val jaonica 

Aluminijuma Sevojno-铝制

品生产
●  Atlas-高端家具及室内装

饰品制造

续    表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①

2004 年 12 月，塞尔维亚启动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WTO）谈判，目前已与多个世界贸易

组织成员及欧盟签署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2009 年 12 月，塞尔维亚提出加入欧盟申

请。2013 年 6 月，欧盟正式批准开启塞尔维

亚入盟谈判。近年来，欧盟与塞尔维亚已就

财政控制、司法制度和基本权利、政府采购、

关税同盟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谈判。截至目前，

谈判仍在进行中。

目前，塞尔维亚对外签署的主要贸易协

定有《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和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塞尔维亚

和土耳其自由贸易协定》《塞尔维亚和俄罗

斯联邦自由贸易协定》等。此外，塞尔维亚

一直享有欧盟给予的优惠贸易安排和美国给

予的最惠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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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塞尔维亚签署的主要贸易协定

协定名称 签订日期

《塞尔维亚和俄罗斯联邦自由贸易协定》 2000 年 8 月

《欧盟和塞尔维亚稳定与结盟协定》（包括《过渡性贸易协定》） 2008 年 4 月

《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自由贸易协定》 2009 年 3 月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自由贸易协定》 2009 年 6 月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 2009 年 12 月

《塞尔维亚和哈萨克斯坦自由贸易协定》 2010 年 10 月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2016 年 12 月

《塞尔维亚和欧亚经济联盟①自由贸易协定》 2019 年 10 月

                                          

①    欧亚经济联盟（EAEU）目前有 5 个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第二篇　塞尔维亚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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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尔维亚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塞尔维亚在 19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第 44 位。各细项排名分别为：开办企业

（73）、办理施工许可证（9）、获得电力

（94）、登记财产便利性（58）、获得信贷

难易度（67）、保障少数投资者（37）、纳

税（85）、跨境贸易（23）、执行合同（65）、

办理破产（41）。①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全球竞争力

报告》对 12 个领域 98 项指标的综合评估，

塞尔维亚在 141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72 位。各

细项排名分别为：机构设立（75）、基础设

施（51）、信息通信技术应用（77）、宏观

经济稳定性（64）、健康水平（76）、人力

资本技术水平（55）、产品市场（73）、劳动

力市场（54）、财政体系（82）、市场规模（74）、

商业活力（54）、创新能力（59）。②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近年来，塞尔维亚致力于维护政治经济

稳定，加强区域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投资及教育改革，制定投资优惠与激励政策，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③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2019 年，塞尔维亚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

（1）增加电力供应：重新设计变电站，

安装远程控制系统、电网维护，提高电力供

应的可靠性等。

（2）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要进行

外部审计，及时披露关联方交易，明确其所

有权和控制结构。

（3）推进纳税方式便利化：明确增值税

抵免税额的退税期限等。

（4）提高破产办理透明度：要求债权人

任命破产代表，使债权人有权了解债务人财

务状况。

（5）加快建筑许可办理效率：开通线上

平台，降低行政费用，简化办理流程。④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③    塞尔维亚开发署 .《投资塞尔维亚给予中国企业的投资机遇》（Opportunities for Investors from China）。

④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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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②    同①。

③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2019 年，塞尔维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量为45.85亿美元，同比增长3.1%；

截至 2019 年底，塞尔维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存量为 484.64 亿美元。①

图 2-1　2010—2019 年塞尔维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情况②

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包括

意大利、德国、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

从投资额来看，2019 年中国对塞投资额占塞

吸收外资总额的 9%，排名第 6位。

外资企业在塞尔维亚主要投资汽车零部

件，食品、饮料及农业，纺织品及服装，电

子及电气工业等领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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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9 年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

图 2-3　2019 年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①

                                          

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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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产要素概况

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塞尔维亚的水、

电、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具有一定

竞争优势。

电价①

塞尔维亚实行阶梯电价。2019 年 12 月 1

日，塞尔维亚能源局将电价上调 3.9%。目前，

居民用电价格0.0706欧元/千瓦时（含税价），

工业用电价格0.1欧元 /千瓦时（含税价）。

                                          

①    塞尔维亚能源局 2019 年年报 .https://www.aers.rs.

②    同①。

图 2-4　2019 年上半年部分中东欧国家工业用电价格②

水价

塞尔维亚财政部对水价实行限价管理，

各地区水务公司可在限价范围内自行制定当

地用水价格。水价通常包括供水价格、污水

处理费和增值税。表 2-1 为塞尔维亚各地区

水价。

天然气价格

塞尔维亚对天然气实行限价管理，各

能源企业在限价范围内自行制定天然气价

格。2019 年，塞尔维亚最大天然气企业 PE 

Srbijagas的天然气价格为0.27欧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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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塞尔维亚劳动力资源丰富，适龄劳动

力人口（15~64 岁）447.65 万，占总人口的

65.5%，其中包括大批高级技工、工程师、科

研人员等。劳动力素质较高，拥有大学以上

学历的劳动力约占 10.6%，英文熟悉的劳动力

约占 40%。

自 2015 年起，塞尔维亚平均工资逐年上

涨，但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

水平。2019年，塞尔维亚月平均工资（税前）

643 欧元，贝尔格莱德地区月平均工资最高，

约 800 欧元，其他地区月平均工资 400~500

欧元。②

表 2-1　2019 年上半年塞尔维亚各地区居民及工业用水价格①

单位：欧元 / 立方米

地区 居民用水价格 工业用水价格

贝尔格莱德地区 0.61 1.11

伏伊伏丁那地区 0.39~1.03 0.39~1.53

其他地区 0.29~0.90 0.73~1.50

                                          

①    MDPI 数据库 .https://www.mdpi.com.

②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www.stat.gov.rs.

表 2-2　2019 年部分中东欧国家月平均工资（税前）

单位：欧元

国家 月平均工资（税前）

塞尔维亚 643

罗马尼亚 891

匈牙利 1189

波兰 1222

在各行业中，金融业、信息通信业和石

化业工资水平较高，住宿和餐饮业、批发零

售业和农林渔业工资水平较低。外籍劳动力

市场规模较小，其中，信息科技和高新技术

行业对外籍技术人员劳动力需求较大。

土地及厂房价格

塞尔维亚农业用地价格受地域、地

形、配套设施等因素影响，价格变动较大。

2017 年，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农业用地价格

6000~20000欧元 /公顷。根据所处区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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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地价格差别较大，需根据具体情况询

价议价。租用老建筑和新建筑作为工业厂房

的月租金分别为 1~2.5 欧元 / 平方米和 3~5

欧元 / 平方米，平均建房成本为 200~400 欧

元 /平方米。②

                                          

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投资塞尔维亚给予中国企业的投资机遇》（Opportunities for Investors from China）。

②    同①。

图 2-5　2011—2018 年塞尔维亚主要地区月平均工资（税后）①

2　塞尔维亚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塞尔维亚外商投资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塞尔

维亚经济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Economic 

Develop       ment）、塞尔维亚经济部（Ministry 

of Economy）、塞尔维亚开发署（Development 

Agency of Serbia）。

塞 尔 维 亚 经 济 发 展 委 员 会。 监督投

资和经济发展情况，推动实现经济发展目

标；根据《投资法》和国家预算及拨款计

划，决定投资激励事宜；依照《投资法》

执 行 其 他 工 作。（ 网 址：http://www.

socijalnoekonomskisavet.rs）

塞尔维亚经济部下属投资部门。参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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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准入

根据塞尔维亚《投资法》相关规定，部

分行业设有外资准入限制，如博彩业和军工

业。塞尔维亚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行业包括：

汽车产业、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

产业、电子和家电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①

对于特定行业，内外资企业均需要向主

管部门申请许可证才能经营。需要许可证的

行业有金融、能源、采矿、制药、医疗器械、

烟草、武器和军事设备、道路运输、土地开

发、审计、废物处理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和

贸易等。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②    塞尔维亚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部 .https://mgsi.gov.rs.

  表 2-3　塞尔维亚需要许可证经营的主要行业及具体规定

特定行业 具体规定

金融业

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必须在注册前取得塞尔维亚国家银行颁发的

许可证；提供代保管服务和证券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需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

颁发的许可证。

矿产勘探和采矿业

矿产勘探和采矿工程需向塞尔维亚矿产和能源部申请许可证，并获得该部门的

开采现场审批、开采设施修建批准、采矿设施使用批准。

勘探和采矿还需要取得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颁发的建筑许可证、废物处理

许可证以及环境评估报告（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和相关审批由矿产和能源部以及自治省主管部门负

责。企业可以在主管部门批准后转让开采许可证。

建筑施工业

建筑施工许可证由建筑、交通和基础设施部和自治省主管部门发放。同时，塞

尔维亚法律规定，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工程、景观规划和工程承包

等相关工作的本国人和外国人都必须通过专业考试，且在塞尔维亚工程师协会

登记执业后才能从事相关工作。②

草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监督招商引资政策

的制定和完善，参与制定吸引投资措施的提

案，管理和监督投资项目的进展等。（网址：

https://privreda.gov.rs）

塞尔维亚开发署。向中小微企业以及外

国投资者提供政策支持性服务；吸引新项目

投资塞尔维亚，为项目落地提供“一站式”

服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区域发展机构紧

密合作，促进塞尔维亚各地区均衡发展。（网

址：http://www.ras.gov.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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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税收①

在塞尔维亚，企业经营涉及的税种主要

包括企业所得税、预提税、关税、增值税、

财产税、财产转让税、个人所得税等。

税收主管部门为塞尔维亚财政部，以及

财政部下设的塞尔维亚税务局。

企业所得税

根据塞尔维亚《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最新修订），居民企业在塞尔维亚境

内外取得的收入，以及非居民企业在塞尔维

亚境内通过常设机构取得的收入需缴纳企业

所得税。居民企业是指在塞尔维亚境内设立

或拥有实际管理和控制机构的实体，反之为

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根据经

合组织统计，塞尔维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

中东欧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

                                          

①    普华永道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②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图 2-6　部分中东欧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②

预提税

塞尔维亚预提税的税率为 20%，征税范

围包括：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包括著作权、

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利息收入、市场研

究服务、会计和审计服务以及其他法律和商

业咨询服务的收入、破产公司分配盈余的收

入、清算中公司清算盈余的收入以及向非居

民支付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租赁付款等。

非居民企业从塞尔维亚居民企业或其他

非居民企业获得的资本利得需缴纳 20% 的预

提税。

截至 2020 年 1 月，塞尔维亚已同约 60

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根据协定，

如满足特定条件，塞尔维亚居民企业向中国企

业支付的股息可享受 5%的优惠税率，利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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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表 2-4　塞尔维亚增值税税率及征收范围

税率类型 税率 征收范围

标准税率 20% 除适用较低税率、优惠税率和零税率以外的所有商品和服务

较低税率 10%
• 食品、药品、化肥、天然气、教科书等基本生活用品

• 住宿服务、旅客运输服务、管道供水服务、清洁服务等基本生活服务

优惠税率 8% 从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农产品

零税率 0 出口货物、国际运输服务

图 2-7　部分中东欧国家增值税税率①

特许权使用费可享受免税或 10%的优惠税率。

关税

塞尔维亚的关税以从价税为主，仅有进口

香烟适用从价税和特定关税的综合税率。塞尔

维亚关税税率从 0~57.6% 不等，大部分在 30%

以下。目前，57.6% 的税率只适用于香烟。

增值税

在塞尔维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和进口

货物需缴纳增值税。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外国纳税人在塞尔维亚向增值税纳税人提供

应税货物和服务，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塞尔

维亚的增值税税率在周边中东欧国家中处于

较低水平。

财产税

法人或个人在塞尔维亚如拥有房地产或

对房地产享有某些权利（例如所有权、居住

权、一套公寓或一栋建筑物的租期超过一年

或无限期的租赁权、面积超过 10 亩的城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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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需缴纳财产税。法人财产税税

率由地方政府制定，最高为 0.4%。个人财产

税采用累进税制，税率为 0.4%~20%。

财产转让税

塞尔维亚对知识产权转让、旧车辆、船

只和飞机所有权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等行

为征收财产转让税。财产转让税通常以合同

价格作为税基，但税务机关有权调整税基，

以防其合同约定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值。财产

转让税的税率为 2.5%。

个人所得税

如果个人在塞尔维亚拥有永久住所，或

者一个纳税年度间在塞尔维亚居住满 183 天

（含抵离塞尔维亚当天），则视为塞尔维亚

税收居民。税收居民个人的全球所得，以及

非税收居民个人在塞尔维亚境内的所得需缴

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包括工

资收入、营业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利

息及股息收入、其他收入等。

塞尔维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周边中东

欧国家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工资收入的个

人所得税税率为 10%，个人所得税每月起征点

为 16300 第纳尔（约 135 欧元），起征点金

额每年均有调整，目前适用的起征点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除工资外其他所得的税

率为 20%。塞尔维亚税收居民还应对超过当地

年平均工资3倍的个人所得缴纳年度所得税，

税率为 10%~15%。

图 2-8　部分中东欧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①

                                          

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2.4 土地获得

塞尔维亚的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和农业用

地。其中，建设用地又分为国有产权土地和

私有产权土地。农业用地又分为可耕种土地

和未开垦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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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建设用地的方式

获取建设用地的方式有 3 种：（1）租赁

建设用地；（2）购买土地使用权。投资者购

买建筑物产权的同时，也获得建筑物所占土

地的使用权，土地的使用期限与建筑物的存

续期间相同；（3）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如满足特定条件，投资者可依法申请将农业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①

外国企业获取土地

外国企业可以租赁建设用地，租用期限

最长可达 99 年。外国企业也可以购买建设用

地使用权，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外国企业需要在塞尔维亚开展商业

活动。

（2）外国企业开展的业务需要购买土

地，塞尔维亚贸易、旅游和电信部需要出具

关于土地对于该商业活动是否必要的意见。

（3）塞尔维亚和外国企业所属国家之间

存在互惠关系。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存在互

惠关系，即中国企业可以在塞尔维亚购买建

设用地使用权。

外国企业不能直接获得农业用地使用

权。通常情况下，外国企业可以通过在塞尔

维亚设立子公司来获取农业用地使用权。②

2.5 外汇管制

塞尔维亚的外汇主管部门是塞尔维

亚国家银行以及塞尔维亚税务局。③塞尔

维亚《外汇交易法》（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Act）是规范跨境支付交易的

主要法规。

在塞尔维亚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塞尔

维亚的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进出口结算、

企业经营和投资。外国企业汇出外汇不受限

制。居民或非居民个人可携带不超过等值 1

万欧元的外币现钞自由出境。④塞尔维亚允许

以外币订立合同，但是必须用第纳尔收付款。

《外汇交易法》也规定了一些可以使用外币

收付款的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对人寿保

险、房地产销售和租赁的收付款。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国别报告》。

③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https://www.nbs.rs.

④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研究小组 .http://m.safe.gov.cn.

⑤    普华永道 .https://www.pwc.com.

塞尔维亚的外汇交易受各地区外汇管理机构监管，各地区外管机构对《外汇交易

法》条款执行较为严格。如果不能确认某项交易符合《外汇交易法》或其补充规定的要

求，投资者应寻求专业建议，以降低外汇交易风险。⑤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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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法》，在塞投资的外资项目分为重大和非重大投资项目。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为重大投资项目。

（1）投资额超 500 万欧元或创造新工作岗位超 500 个。

（2）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在受灾地区投资额超 200 万欧元或创造新工作岗位超

　　 100 个。

（3）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的项目。

非重大投资项目是指除上述重大投资项目以外的所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项目。

特别提示

2.6 外资优惠政策

《投资法》是塞尔维亚管理外商投资最

重要的法律之一。根据《投资法》，外国投

资者在塞尔维亚享有投资保障，塞尔维亚政

府对外商投资提供财政激励、税收减免等优

惠政策。此外，外资企业还可以享受自由区

等地区优惠政策。

投资保障

《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享受国民

待遇，即在塞尔维亚投资的任何法人或个人

都享有与当地企业相同的法律保护。

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征收外国投资者的

投资；特殊情况下，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

依法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实行征收或者征

用，将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及时给予投资

者补偿。

外商投资及资本自由流动，外国投资者

完成纳税义务后可自由转移资金、资产、利

润、股份、分红、财产征收补偿款等。外国

投资者还可享受双边投资及税收协定的保护。

财政激励

根据 2019 年颁布的《关于吸引直接投资

的奖励措施标准的规定》及个别行业规定，

塞尔维亚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在塞投资项目实

施财政激励措施，按一定标准给予国家投资

奖励基金支持。国家投资奖励基金由塞尔维

亚政府从预算中划拨，塞尔维亚开发署负责

管理发放。

（1）适用项目及行业。该基金主要鼓励

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投资项目的发展，但不包

括交通运输、软件开发、博彩、贸易、化纤、

煤、钢、烟草、军火、造船、机场、能源、

网络宽带、渔业和水产业等领域的项目。

（2）激励对象。可分为重大项目投资者

和非重大项目投资者。前者可直接与政府主

管部门进行谈判，商定财政激励方案；后者

需向主管部门申请财政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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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得国家投资奖励基金的基本条

件。①大型企业的投资项目必须在当地持续

经营 5 年以上、中小型企业持续经营 3 年以

上，且在此期间员工数量不得减少；②企业

需按时支付员工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的 1.2 倍；③企业需要 3 年内完成

投资和满足用工人数条件；④投资项目的合

理支出至少应有 25% 来源为申请者的个人资

产或不包含补贴的其他来源。

（4）可获得的最高奖励额度及评定标

准。投资者可获得的最高奖励金额需符合奖

励评定标准的基本要求。按公司规模划分，

大、中、小型公司可获得的最高奖励额度分别

不得超过其项目投资额的 50%、60%和 70%。

在确定奖励额度时，还需根据项目投资额

做进一步细分。以大型公司为例，不同投资额

的项目所适用的奖励额度不同，见表 2-5。

表 2-5　大型企业可获得的国家投资奖励基金额度

项目投资额 奖励金额上限

低于 5000 万欧元 项目投资额的 50%

5000 万 ~1 亿欧元 项目投资额的 25%

高于 1 亿欧元 项目投资额的 17%

（5）奖励基金申请方式。申请企业在塞

尔维亚开发署发布开放申请公告后，可按要

求递交申请材料。该署将从企业资质、与本

地供应商的关系、投资持续性、为本地供应

商引进技术和转让知识产权、解决就业数量、

项目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对申请企业进行

评价及打分，从而确定奖励对象，并将拟向经

济部报批的奖励金额告知相关企业。实际奖励

金额由经济部有关部门就开发署递交的送审材

料审核后最终确定。

税收优惠及减免

（1）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①满足以

下条件可享受 10 年的免税期：a. 投资额超

过 10 亿第纳尔（约 800 万欧元）；b. 新雇佣

100 名员工，并签订无限期劳动合同。企业所

得税免税期起点为企业开始盈利当年。②研

发支出可双重抵税，采掘工业除外。③符合

条件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 80% 不计入其企

业所得税的税基。④对初创企业予以 30% 的

税收减免，但是免税额最高不超过 1 亿第纳

尔（约合 84.6 万欧元）。上述初创企业应满

足以下条件：a. 公司成立不到 3 年；b. 主营

创新业务且主要在塞开展；c.年度收入不超

过 5亿第纳尔；d. 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分配股

利且自投资之日起 3年内不会分配股利等。

（2）关税相关政策。根据《关税法》及

《投资法》，塞尔维亚对外商投资的设备、

部件等实行关税减免。主要有：①除小轿车、

游戏机与赌博机外，外商作为股本投入的设

备进口免进口关税。②塞尔维亚不生产的设

备、生产数量有限或质量不达标，如持有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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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工商会出具的相关证明，属于下列情

况之一，可享受免进口关税或50%关税减免：

a. 为替换在自然灾害、火灾、爆炸、武装冲

突或交通事故中毁坏的设备；b. 为直接服务

于科研、教育与文化活动，保健，残疾人专

业培训及就业相关工作；c. 为直接保护人类

生存环境；d. 为完成与外商长期生产合作合

同而进口的原材料、半成品、构件及成品。

（3）个人所得税相关政策。雇佣在国家

失业局注册超过 6 个月的员工，雇主有权从

雇佣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个税

减免：新增 1~9 个工作岗位，减免 65%；新增

10~99 个工作岗位，减免 70%；新增工作岗位

超 100 个，减免 75%。该政策不能与上述财政

激励政策叠加使用。

新设公司可以免缴创始人的个税和社

会保险费。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36 个月内，

创始人个税和社会保险费最高月度免税额为

150000 第纳尔。

优惠信贷基金①

塞尔维亚政府设立了专项优惠信贷基

金，用于扶持企业发展，利率为 1%。

（1）适用领域：工业生产、全球营销、

贸易、旅游服务、农业研发。

（2）申请条件：①投资者在塞尔维亚参

与最终产品生产，并且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富

有成效；②投资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实施

性；③投资项目具有研发有效性；④投资项

目能有效使用当地人力资源；⑤投资项目满

足环保标准；⑥投资项目符合国际化营销

战略；⑦投资项目对当地社会发展有贡献；

⑧投资项目取得地方政府支持，并获免地方

税优惠。

自由区优惠政策②

自由区内的企业不仅可享受货运代理、

保险和再保险以及银行等“一站式”配套服

务，还可享受减免税收或简化行政手续等优

惠政策：

（1）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自由。

（2）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商品转运至塞尔

维亚其他关税区或其他自由区，可免征关税

及进出口增值税。

（3）部分货物进口免征进口关税。

（4）进入自由区的商品以及该商品相关

的运输、存储等服务免征增值税。

（5）自由区企业间直接提供运输服务或

其他服务免征增值税。

（6）免征某些市政 /地区收费和税收。

其他优惠政策

塞尔维亚为投资者提供了其他多元化的

补贴和优惠政策，例如，培训和雇佣失业工

人补贴；地方性财政减免和税收优惠；对投

资商给予土地价格优惠或无偿提供土地；对

有关使用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生产提供

审批及减免费便利等。③

                                          

①    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尔维亚（2019 版）》。

②    塞尔维亚自由区管理署 .http://www.usz.gov.rs.

③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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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塞经贸合作

中塞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经贸

合作日益密切，双边贸易投资快速增长。

2018 年，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第四大贸易伙

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展望未来，两国经

贸合作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1.1 双边贸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5—2019年，

中塞货物贸易持续增长。2019 年，双边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3.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其中，中国对塞尔维亚出口 10.3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1.8%。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

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60.9%。①

图 3-1　2015—2019 年中塞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同比增长率

                                          

①    中国海关总署 .2015—2019 年进出口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http://www.customs.gov.cn.

近年来，中国在塞尔维亚进出口贸易中

的地位不断提升，塞尔维亚对中国贸易依存

度逐年上升。2015 年，塞尔维亚自中国进口

额占其进口总额的 2.3%，2019 年占比升至

9.4%。2015 年，塞尔维亚对中国出口额占其

出口总额的 0.97%，2019 年占比升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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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国家统计局 .https://data.stat.gov.rs.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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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塞尔维亚出口商品主要包括：机

电产品、杂项制品、原料性商品、化工产品、

食品及烟草等。中国自塞尔维亚进口商品主

要包括：原料性商品、原油燃料、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等。①

1.2 对塞投资概况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显示，2018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

资流量为 1.53 亿美元。截至 2018 年末，中

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存量为 2.71 亿美元。

图 3-2　2014—2018 年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统计②

近年来，中资企业对塞尔维亚投资意愿

增强，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业、

制造业、电子信息业、农业和金融业等领域。

2018 年底，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金矿业”）斥资 3.5 亿美元

收购塞尔维亚博尔铜矿 63% 的股权，成为博

尔铜矿的战略合作伙伴。紫金矿业将在项目

交割之日起 6 年内对博尔铜矿投入约 12.6 亿

美元（含上述 3.5 亿美元），并在收购完成

后 3 年内保留 5000 名员工的工作岗位。2019

年 4 月，中国乘用车零部件制造商—敏实

集团的塞尔维亚工厂正式落成，投资总额1.15

亿美元，在当地创造了 1000 个就业岗位。

根据塞尔维亚开发署数据，截至2019年，

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已形成中资企业投资圈，

进一步促进当地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塞投资的中资企业主要包括：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中国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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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河钢集团等。①

1.3 中塞经贸合作机制

中塞经贸混委会②

1995 年，中塞经贸混委会成立并在北京

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塞经贸混委会是两国政

府在贸易、投资、承包劳务等领域交流信息、

促进合作的重要渠道，双方可通过阶段性会

议梳理总结中塞经贸合作成果，并对进一步

发展双边经贸关系提出建议，以扩大双边贸

易规模，开展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中塞科技合作委员会③

2011 年 5 月，中塞科技合作委员会成立

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

旨在根据中塞科技发展战略、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的现状，充分发挥其统筹引领作用，

确定两国间科技合作项目，推动两国在农业、

机械、材料、物理等领域不断加强交流合作、

优势互补。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2012 年 4 月 26 日，首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正式启动。目前，成员国为中国

和中东欧 17 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希腊、

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北马其顿、

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

洛文尼亚。各国通过合作机制下的领导人会

晤、地方领导人会议积极开展经贸往来，不

断加强基础设施联通、资源环境、融资渠道、

地方发展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塞经贸合作协定

中塞两国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包括：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09）、《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14）、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5），《关

于基础设施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附件三》

（2017）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的双边合作规划》（2019）。

1.4 中塞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塞尔维亚工商会④

塞尔维亚工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Serbia）成立于 1857 年，

是塞尔维亚在经济交流合作领域历史最为悠

久的工商会。工商会网络分布广泛，包括 16

个地区工商会和贝尔格莱德首都工商会。工

商会旨在为会员提供经贸交流支持，促进境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②    商务部 . 中国与塞尔维亚经贸混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

③    中国人民政府网 .http://www.most.gov.cn.

④    塞尔维亚工商会 .https://www.pk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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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的经济合作，推动境内企

业参与国际贸易，鼓励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应

用等。

2017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与塞尔维亚工

商会在贝尔格莱德签署合作协议，旨在进一

步加强两国在农产品贸易、新能源汽车、技

术转移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塞尔维亚工商会

地址        Resavska 13-15 11000 Beograd, Srbija

电话        +381-80-0808809 

网址　　http://www.pks.rs

邮箱        bis@pks.rs

中塞企业协会①

2018 年 7 月，由塞尔维亚中资企业组建

的中塞企业协会在贝尔格莱德成立。创始会

员包括：中国路桥、中国一拖、中国机械、

河钢集团、山东高速、华为等中资企业。

该协会将帮助中国企业更加全面了解塞

尔维亚商业环境与投资优势，为有意向进入

塞尔维亚市场的中资企业提供支持；为塞尔

维亚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并协助

塞尔维亚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和相关机构

建立联系。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根

据 2013 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

特纲要》，由中国和波兰共同发起 , 并邀请

其他中东欧国家商协会及贸易投资促进机构

自愿加入的非营利性机制。

2014 年 12 月，中国贸促会与波兰企业发

展局在贝尔格莱德签署《关于共同推动建立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的谅解备忘录》，

联合商会执行机构设在华沙，在北京设立中

方秘书处，共同负责联合商会的日常运行工

作。截至目前，共有来自 13 个中东欧国家的

17 家商协会加入联合商会。塞尔维亚工商会

和贝尔格莱德商会均为联合商会成员。

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
中方秘书处

中国国际商会双边合作部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0 层

电话        +86-10-8221 7847

网址　　zhufangyan@ccoic.cn

                                          

①    《中塞企业协会在贝尔格莱德正式成立》，经济参考 .http://dz.jjck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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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塞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①

根据塞尔维亚《公司法》（Company 

Act），在塞尔维亚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可以

是法人实体或非法人实体，其中法人实体包

括：普通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和股份公司。非法人实体包括：代表

处和分支机构。

实体类型②

普通合伙公司。普通合伙公司是由 2 个

或 2 个以上的法人实体和 / 或自然人组成的

公司，公司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通常情况下，每位合伙人出资

额相等，出资方式包括现金、财产、权益或

劳务、服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每位

合伙人按其对公司出资的比例取得相应公司

股份。需注意的是，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合伙人不得擅自将其

所持股份转让或抵押给第三方，包括以实物

出资形式转让或抵押。

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是由 2 个

或 2 个以上的法人实体和 / 或自然人组成的

公司，其中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公司

的成立协议中应明确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

人的具体成员。有限合伙人可以自由地将其

股份或部分股份转让给其他有限合伙人或第

三方。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普通合伙人

及有限合伙人均应按其持股比例获得利润分

配及弥补公司亏损。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一个

或多个法人实体和 / 或自然人组成的公司，

股东最多不超过 50 人。股东出资金额可以不

等，出资方式可以是货币形式或非货币形式。

公司注册资本额不得低于 500 欧元，其中 50%

的注册资本应在公司注册前存入临时账户，

余额在注册起两年内转入公司正式账户。有

限责任公司的管理层可以采用一级董事会或

二级董事会制度，并在公司章程中加以明确。

管理层设置包括股东大会、一名或多名董事；

二级董事会还应设置监事会。

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由一个或多个法

人实体和 / 或自然人作为股东组成的公司，

分为上市公司（Open  Company）和非上市公

司（Closed  Company）。股份公司的管理层

可以采用一级董事会或二级董事会制度，并

在公司章程中加以明确。管理层包括股东大

会、一名或多名董事；二级董事会还应设置

监事会。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②    塞尔维亚《公司法》：Compan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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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塞尔维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区别

区别 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最低注册资本 最低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25000 欧元。

最低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0 欧元，且

注册资本的增加和减少需要在每年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起 30 天内进行登记。

发行股份要求

公司初始登记时，创始人邀请公众认

购、购买股份；依照塞尔维亚《公司法》

和证券市场调节机制，发行股份应当通

过公开市场和招股说明书完成。

公司不得公开认购股份或者以其他方

式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依法只向其创

始人或其他有限团体发行股份，股东人

数最多不超过 100 人。股东人数超过上

限 1 年以上，则必须向公众发行股份。

票面价值要求

可以发行有票面价值和无票面价值的普

通股，也可以发行有票面价值的优先

股，每股的票面价值不得低于 5 欧元，

且已发行优先股的总票面价值不得超过

初始资本的 50%。

—

上市要求
上市公司可以在证券市场管理法范围内

挂牌，也可以选择不挂牌。

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变更必

须要对应修改公司章程，但不得改变公

司法律形式。

股份转让要求 不得限制其股份转让给第三方。 —

代表处。代表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可代表母公司在塞开展市场调研和投资可行

性研究，但不得从事任何实质性商业活动，

其一切责任由母公司承担。①

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

格，能够以其母公司的名义开展商业活动，

在合同中应注明：（1）该商业实体是分支机

构；（2）分支机构名称及经营地址。

设立实体流程

在塞尔维亚，无论申请注册何种形式的

企业，均需到塞尔维亚商业注册署（Serbian 

Business  Registers  Agency）办理注册手

续。在塞尔维亚设立实体的流程已明显简化，

受理时间也大幅缩短。2018 年 10 月，塞尔维

亚商业注册署推出线上公司注册服务系统。

截至 2019 年 6 月，已实现了单一成员和多

成员有限责任公司的在线注册。注册网址：

https://www.apr.gov.rs。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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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s://www.ras.gov.rs.

②    塞尔维亚商业注册署 .https://www.apr.gov.rs.

表 3-2　塞尔维亚设立实体流程及用时①

步骤 流程（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用时

1
在塞尔维亚国家公证机构公证公司章程及常驻代表的签字证明，并在

当地商业银行开设临时银行账户。
1 天

2
在塞尔维亚商业注册署完成公司注册和公司章程登记，并在临时银行

账户中存入初始注册资本。
3 天

3 制章制印。 半天或 1 天

4
在商业银行开设公司永久银行账户，并将注册资本从临时账户转入永

久账户。
1 天

5 在所属地方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登记。 1 天

表 3-3　塞尔维亚设立实体所需材料②

实体类型 所需材料

普通合伙公司、

有限合伙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登记及纳税人统一登记综合申请表——合伙公司 / 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需合伙人签名

合伙人身份证明，外国人应提供护照复印件

公司任命代表的决议

货币出资需提供银行证明，非货币出资需提供资产评估协议

公司成立登记费和公司章程大纲的注册及公告费用的缴款证明

股份公司

《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登记及纳税人统一登记综合申请表——股份公司》

公司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需公司股东签名

资信机构出具的以现金出资的证明，或者实物出资的评估证明

关于任命董事、董事会成员或董事会主席的决议 *

关于任命监事会成员的决议 *

关于任命执行董事会成员的决议 *

公司成立登记费和公司章程大纲的注册及公告费用的缴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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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②

塞尔维亚没有专门负责监管兼并收购交

易的部门。根据交易涉及的公司类型不同，

监管机构也会有所区别。例如，对于塞尔维

亚境内上市的股份公司所进行的并购交易，

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中央证券登记、

存管和清算所（CSR）和贝尔格莱德证券交

易所（BSE）的监管。对于银行、租赁、保

险、媒体、电信等行业的并购，受塞尔维亚

国家银行（NBS）的监管。若涉及合并清算事

项，交易企业还需及时通知塞尔维亚竞争保

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  of  Serbia），并根据要求提交

相关材料。

在塞尔维亚进行兼并收购或对其他形

式公司重组，如分立、变更等，均受《公司

法》约束。此外，兼并收购交易通常还受其

他法律法规的管辖，如《收购法》（Takeover 

Act）、《资本市场法》（Capital  Market 

Act）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中央证

券登记、存管和清算所（CSR）和贝尔格莱德

证券交易所（BSE）颁布的规章制度。

国有公司的收购和重组受《私有化法》

（Privatisation  Act）管辖。在破产程序中

收购公司的股份或资产受《破产法》（Ban-

kruptcy Act）管辖。

前期筹备

前期筹备是并购交易中重要一环，主要

步骤包括：确定并购标的、开展合规调研、

组建并购团队完成尽职调查等。

                                          

①    塞尔维亚商业注册署 .https://www.apr.gov.rs.

②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 To Mergers & Acquisitions 2020 Edition-Serbia.https://iclg.com.

实体类型 所需材料

代表处、

分支机构①

《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设立登记及纳税人统一登记综合申请表——代表处 / 分支

机构》

外国母公司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的决议

外国母公司注册登记簿，以及经公证的翻译件（如需要）

外国母公司通过其代表处、分支机构进行商业交易的银行账号证明

外国母公司授权人的声明，由母公司承担与代表处、分支机构业务经营有关的所

有责任，经相关认证机构认证，并由经认证的法庭口译员翻译

代表处和分支机构成立登记费缴款证明

注：带 * 表示公司章程中已明确任命的无需额外提供此项材料。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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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在塞尔维亚开展并购的前期筹备工作

筹备步骤 具体内容

确定并购标的
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业务发展方向和目标、资金预算等，结合塞尔维亚当地市

场、目标行业和企业等，筛选并确定并购标的。

关注法律问题

开展合规调研

并购前需关注的法律合规问题包含以下内容：
● 中国对相关行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和合规要求，例如是否属于敏感行业，有无备案

或者核准要求，资本进出的流程及手续等；
● 塞尔维亚相关行业的外资准入制度，例如是否存在外资限制，外资是否享有优惠

政策或权益，并购是否会对相应优惠权益的享有造成影响等；
● 塞尔维亚对外商投资的监管和合规要求，例如反垄断的监管要求，转移定价的规

定，资金出入以及相关税务方面规定，特定行业的法律法规等；
● 投资退出方式以及争议纠纷解决途径等。

组建并购团队

完成尽职调查

并购团队通常由企业内部人员和外部专业顾问组成，内部人员包括管理层、业务、

法务和财务成员；外部顾问包括塞尔维亚当地的法律和财务顾问、审计和评估机构

等，涉及资本市场的并购还要券商、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士。在兼并收购交易的协商

阶段，取得标的公司内部人员的合作对尽职调查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而有能力的

外部专业顾问能为买方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方案，协调尽职调查中的频繁沟通，协

助完成兼并收购交易。

交易申报

并购交易中的各方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之一的，必须在并购前完成交易申报：

（1）在前一会计年度，并购交易涉及到

的各方在全球年总产值超过 1 亿欧元，部分

企业在塞尔维亚市场的年产值超1千万欧元。

（2）在前一会计年度，并购交易中至少

两个以上企业在塞尔维亚的年总产值合计超

2000万欧元，且各自的年产值超过100万欧元。

交易周期

在塞尔维亚，并购交易周期取决于 3 个

因素：

（1）交易结构，如并购交易中涉及公司

重组则需较长时间。

（2）交易是否涉及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收

购要约。

（3）获得并购许可或其他监管机构批准

的时间。

如果可以合理预期某项并购交易不

会限制或阻止塞尔维亚资本市场良性竞

争，可以通过“快速程序”（Fast-track 

Procedure）获得并购许可。否则，需将该

项交易通知塞尔维亚竞争保护委员会，取得

并购许可时间可能延长（约 4 个月），审查

流程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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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交易注意事项

塞尔维亚有关部门对并购交易审核严

格。塞尔维亚竞争保护委员会在并购交易中

要求企业提供诸多信息，对于银行、租赁、

保险、媒体和电信等受监管行业的并购交

易，投资者还需通过“合适和适当”性测试

（“Fit  and  Proper”），才能获得在这些

特殊行业的合格股份（“Qualified  Share-

holdings”）。否则，可能导致交易无效、

表决权被中止或罚款等。

上市股份公司的并购交易需完成《收购

法》和《资本市场法》规定的手续。比较来看，

非上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并购交易

过程相对简化。

紫金矿业集团收购塞尔维亚铜矿。① 2018 年 12 月，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塞尔维亚政府签署协议，出资 3.5 亿美元收购塞尔维亚政府持有的博尔铜矿 63% 的

股份。博尔铜矿是塞尔维亚的核心工业项目，包括 4 个矿山和 1 个冶炼厂。截至 2017

年底，博尔铜矿在塞尔维亚资源储量委员会备案的矿石总资源储量为 25.56 亿吨，其

中，铜金属量 1029 万吨。

根据协议，紫金矿业将承担博尔铜矿 2 亿美元的债务，并在项目交割之日起 6 年

内投入约 12.6 亿美元（含上述 3.5 亿美元），用于旗下 4 个矿山和 1 个冶炼厂的技改

扩建或新建等。收购完成后，紫金矿业对矿山和冶炼厂进行了全面优化，半年内即扭

亏为盈。

案例 1

塞尔维亚铜资源丰富，博尔铜矿铜金属储量高，找矿潜力大，但矿山品味较低，

开发成本较高，面临一定经营困难。紫金矿业是一家以金属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为主

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在低品位难处理矿产开发利用方面有丰富经验。紫金矿业并购

博尔铜矿，发挥其技术和经验优势，通过改造和扩充开采冶炼规模，从而大幅降低成

本，实现规模效益，使博尔铜矿摆脱经营危机，同时也进一步增加自身资源储备和产

品产量，提升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

启示

                                          

①    中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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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联合研发

塞尔维亚将联合研发作为国家科技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国

际科技合作促进机构，深化与欧盟联合研发

中心的合作并积极参加地平线 2020 欧盟科研

框架计划（European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Horizon 

2020），强化国际间科技合作等。

中塞联合研发概况

为加强科技领域交流与合作，中塞两国

于 2011 年 5 月成立中塞科技合作委员会。

2016 年，中国科技部与塞尔维亚教育科学和

技术发展部签署《关于联合资助中塞科研合

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中塞科技合

作的新篇章。

近年来，双方积极推进优势领域科技创

新合作，涉及空间技术、卫星系统、农业与

食品技术、生物医药、环境保护、材料科学、

机器人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领域。2020 年 6

月，两国相关部门签署《空间技术合作谅解

备忘录》，将进一步推动双方航天技术水平

的提升和航天产业的发展，促进两国在和平

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2019 年 11 月，中国信息技术公司上

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Quectel 

Wireless  Solutions）在贝尔格莱德建立研

发中心。作为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个技术开

发站点，该中心专注于软件定制、应用程序

层开发、物联网集成和设计，从而为更多客

户提供快捷支持。

2.4 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建设的产业园区，具有基础设施完善、主导

产业明确、公共配套服务健全、集聚和辐射

效应明显等特点，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投资

“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国企业在塞尔维

亚建设的经贸合作区主要为塞尔维亚中国工

业园。

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

园区概况。①2019年 4月，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路桥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路桥”）

同塞尔维亚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塞尔维亚中

国工业园项目开发协议。塞尔维亚中国工业

园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中国

交建全资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具体实施。②

园区规划。园区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西北

部，规划占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园区共分

三期进行开发，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59 公顷，

主要包括国际商贸城、加工制造、行政办公

（包括“一站式”服务机构）及市政配套等。

                                          

①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http://www.acfic.org.cn.

②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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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

二期工程占地面积 117 公顷，主要包括工业

园区、道路交通设施、绿地等。三期工程占

地面积 144 公顷，包括工业园区、高新科技

区、配套商业设施等。

主导产业。依托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条件，

工业园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家居建材、

皮革、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消费电子、

新能源作为主导产业。①

税收优惠政策。详见表 3-5。

表 3-5　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税种 入区优惠 标准税率

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投资规模，最长可获得 10

年免税。
15%

薪金所得税 
企业新增就业工人，两年内免征新

员工薪金所得税。
10%

增值税  出口商品免税。
一般商品税率为 20%；基本食品、公共事

业等税率为 10%。

关税
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

配件等免征关税。
税率 0~30%；平均税率为 12%。

预提税  居民企业之间免税。 20%（股息、分红、不动产租金等收入）。

税收抵扣
企业可按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20%~80% 抵扣其应缴所得税，可连续抵扣 10 年（具

体抵扣比率根据企业投资规模、投资领域确定）。

                                          

①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官网 .http://www.coc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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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服务。（1）生产配套服务。园区以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为入区企业提供工业

用地、标准厂房、仓储、展销中心、供水、供电、

供气等生产销售配套设施及服务。（2）生活配

套服务。园区为入驻企业的员工提供员工宿

舍、购物场所等生活配套设施及服务。（3）

“一站式”审批服务。塞尔维亚政府将在园区

3　投资目标行业

食品饮料加工业①

塞尔维亚是农业大国，农业用地超 500

万公顷，其中可耕地超 300 万公顷。当地土

地肥沃，雨水充足，适宜种植果蔬和本土农

作物。主要农作物包括玉米、小麦、甜菜、

马铃薯、向日葵、苜蓿、大豆、李子及苹果等。

食品饮料加工业是塞尔维亚支柱产业之

一，该行业贸易收支连年顺差。根据塞尔维

亚工商会数据，2019 年，塞尔维亚食品饮料

加工业出口额约 15 亿欧元，约占塞尔维亚出

口总额的 9%。进口额约 7 亿欧元，占塞尔维

                                          

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内设立“一站式”行政中心，为入区企业提供

包括登记注册、建筑许可、执照核发、清关报

关、房地产证核发等在内的“一站式”行政审

批服务。（4）项目全程跟踪服务。园区为入

区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商务接待、项目指引、

生产经营保障等全程跟踪服务。

图 3-4　企业入驻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流程

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招商处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丙 88 号

电话        +86-10-8642 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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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进口总额的 3%。食品饮料加工及相关行业

约有 5000 家企业，从业人数约 90083 人。①

此外，塞尔维亚有 16 家农业和食品技术

研究机构，4 所大学和 26 所学院开设农业食

品教育课程，能够为食品饮料加工行业提供

充足的专业人才资源。

塞尔维亚食品饮料加工业引资优势主

要体现在：良好的自然条件、较低的劳动力

成本、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自 2007 年起，

该行业累计吸收外资超 310 亿欧元，60 个

食品饮料加工项目在塞尔维亚落地，创造就

业岗位约 25000 个。外资品牌包括：雀巢

（Nestle）、可口可乐（Coca-Cola）、喜力

啤酒（Heineken）、本联（Benlian）、瑞士

百乐嘉利宝公司（Barry Callebaut）等。

汽车工业②

塞尔维亚的汽车工业历史悠久，最早可

追溯至 1939 年，现已发展成为塞尔维亚重要

产业之一，行业出口占塞出口总额的 10%。根

据塞尔维亚开发署数据，2018 年，塞尔维亚

汽车工业总产值约 50 亿欧元。

塞尔维亚汽车工业以汽车底盘系统零部

件、轮胎、悬挂部件制造而闻名，车载电气

系统零部件、发动机零部件（大部分为铸造

件）以及轴轮、刹车碟片、气阀、飞轮等具

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为欧洲、亚洲主要汽

车厂商提供零部件。

目前，约有 110 家外资企业在塞投资汽

车组装、零配件生产等，投资总额约 4 亿欧

元，占塞尔维亚吸收外资总量的 14%，创造了

55000 个就业岗位。主要外资企业包括：米其

林公司（Michelin）、博世集团（Bosch）、

德国采埃孚集团（ZF Friedrichshafen AG）、

大陆集团（Continental）等。

2019 年 3 月，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玲珑轮胎”）塞尔维亚工厂

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中国轮胎企业在欧

洲设立的第一个工厂。2019 年 11 月，中国延

锋汽车内饰塞尔维亚工厂在塞尔维亚汽车城

克拉古耶瓦茨市开业，工厂占地 18500 平方

米，主要生产汽车内饰部件，在当地创造 180

个工作岗位。③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④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ICT）是塞尔维亚的

优势产业之一。随着全球 ICT 行业向软件工

程外包、离岸系统设计与集成的模式发展，

塞尔维亚的 ICT 行业凭借地理位置和产业结

构优势，可为更成熟的 ICT 市场提供高效、

可靠的服务。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

2018年，塞尔维亚ICT行业出口额10亿欧元，

对塞尔维亚 GDP 增长贡献率为 10%。

塞尔维亚的工程学教育资源丰富，有 35

所高等教育机构开设 ICT 学科，33% 的大学毕

业生主修工程技术。工程师、技术人员拥有

                                          

①    塞尔维亚工商会 .https://usluge.pks.rs/portal.

②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③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http://rs.china-embassy.org.

④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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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背景，70% 以上具有大学及以上

学历。

塞尔维亚 ICT 行业引资优势主要体现在：

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素质较高、人才技

能较强等。华为、中兴、南瑞集团、同方威

视等在内的中国通讯企业均已在塞设立分支

机构。自 2014 年起，华为在塞尔维亚开展了

未来种子项目，与塞尔维亚 5 所 ICT 高校合

作，并招募 10 余名 ICT 领域优秀毕业生赴中

国开展为期 3 周的参观实践，学习全球领先的

通信技术，为中塞在 ICT 领域合作打下坚实

基础。①

林业及木材加工业②

塞尔维亚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约 225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29%。林业及木材加工

业是塞尔维亚重要产业之一，目前从事林业

及相关产业公司超3400家，雇员约51000名。

2019 年，塞尔维亚林业出口总额 12 亿欧

元，占塞出口总额的 7.5%，进口额为 9.7 亿

欧元，占塞进口总额的 4.5%，外贸顺差约为

2.4 亿欧元。前三大出口国家分别是捷克、意

大利和波黑。前三大进口来源国分别是意大

利、德国和波黑。大型家具生产是林业及相

关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子行业之一，2019 年

出口额达到 5.2 亿欧元，同比增长 20.5%。③

塞林业及木材加工业引资优势主要体现

在：森林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能源

价格低、原材料质量高等。主要外资企业包

括宜家（IKEA）、法国德嘉（Tarkett）、欧

林德办公家具（Fantoni）。中国企业梦百合

家居在塞尔维亚鲁马市投资 2.5 亿元建设了

生产基地。

纺织服装业④

塞尔维亚的纺织服装业历史悠久，是塞

尔维亚主要出口行业之一。根据塞尔维亚工

商会数据，2019 年，塞尔维亚纺织品、服装

和皮革制品的出口额达 12 亿欧元，占塞出口

总额的 7.5%。进口额 12 亿欧元，占塞进口总

额的 5.7%。前三大出口国家分别为意大利、

德国和俄罗斯，前三大进口来源国分别为意

大利、中国和土耳其。

2019 年，塞尔维亚纺织服装业吸收外资

净流入约 4080 万欧元，是 2018 年同期的 3.4

倍。⑤

塞尔维亚纺织服装业的引资优势主要体

现在：悠久的行业传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高质量的产品、熟练的劳动力等。纺织服装

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在塞投资纺织服

装业，直接带动就业，因此得到了当地政府

的支持。

在过去的 10 余年中，塞尔维亚的纺织服

装企业紧跟国际潮流，在服装设计上大胆创

新，打造本土品牌，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

                                          

①    华为 .https://www.huawei.com.

②    塞尔维亚开发署 .http://www.ras.gov.rs.

③    塞尔维亚工商会 .https://usluge.pks.rs.

④    同②。

⑤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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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塞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中国企业赴塞投资，需综合考虑自身投

资战略和塞方发展需求，客观评估潜在风险，

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制定风险应

对预案。

提前调研有关法律及合规要求

建议企业在投资前对交易适用的国际条

约、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硬规则”进行

深入调研，同时也需关注商业惯例、行业准

则、道德规范等“软规则”，并加强对当地

市场环境和商业惯例的了解，知己知彼，以

避免日常运营中遇到不必要的障碍。此外，

建议投资企业聘请熟悉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

及合规要求的中介机构参与项目全流程管理，

实时关注中国及塞尔维亚当地相关法规政策

对项目的影响。

加强与当地政府合作

除设立投资实体外，中资企业还可以通

过 PPP 方式，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重要公

共设施的融资、建设、重建、管理或维修项

目中与塞尔维亚政府进行合作。迄今为止，

塞尔维亚 PPP 委员会（PPP  Commission）已

批准了约 20 个项目，主要为公共交通、公共

废弃物收集、运输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

的整修工程。

关注工程建设类项目投资风险

中资企业投资塞尔维亚的工程建设项目

可能面临工程质量、进度、成本、安全、技术、

合规和合同履约等方面的风险。例如，对于

中国企业投资的莫拉瓦运河综合开发项目，

塞尔维亚在其规划阶段提出经营限制，要求

通过特许经营模式进行项目建设。这与我国

投资企业经营模式相背离，导致投资项目无

法按照既定时间完工。①建议有意向赴塞投资

工程项目的企业事前梳理项目工程适用的

各项法律法规，规避工程风险，并在合同

中明确项目标准、技术规范、各方责任和

处罚条款，必要时签订相应保障协议，维

护企业权益。

降低企业投资资金风险

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前应全面了解塞尔维

亚经济环境和目标行业市场情况，提前制定

投资可行性报告，通过做好项目成本预算，

构建资金风险预案，定期编制资金预测计划

等方式合理安排企业资金的使用方向与内容。

其次，企业也应根据自身投资战略的变动及

                                          

①    对外经贸实务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塞尔维亚投资面临的问题及策略 .http://dwjm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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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自由区建厂①

项目概况

2019 年 3 月，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

兹雷尼亚宁市自由区内建设的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投资 9.9 亿美

元，是玲珑轮胎海外第 2 个制造基地，也是中国轮胎企业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工厂。

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促进玲珑轮胎开拓欧洲市场，与欧洲及周边各大主机厂和零售客

户直接对接，有效降低物流成本。预计年销售收入 5 亿欧元，为当地增加 1200 个工作

岗位。

主要实践

综合考量投资环境，全面评估投资风险。项目投资前期，玲珑轮胎高度重视投资

风险评估及项目可行性分析。在拟定初步投资意向前，公司内部综合研究了塞尔维亚

的法律法规、政策、商业环境，以及未来国内外市场、贸易、融资环境与政策、汇率、

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形势等因素，并对项目的投资进度、建设期及投资回收期等进行

反复论证；在投后管理过程中，玲珑轮胎选派专业团队负责项目建设与运营，不断加

案例 2

时调整资金使用范围，降低资金风险，确保

企业稳定经营。

合理应对劳资关系

塞尔维亚劳动法比较严格，用工制度及

劳动保障要求较高，工会的影响力较大，因

此处理好劳资关系是中国企业赴塞尔维亚投

资的必修课。在遵循塞尔维亚劳动法的前提

下，中国企业应雇佣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律团

队和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建立内部沟通渠道

或机制，保障企业和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

同时，企业还需结合当地工会文化，积极与

工会进行交流，保持劳资双方良好互动，避

免劳资纠纷。

尊重国家文化差异

中国企业赴塞尔维亚投资前，应充分了

解塞尔维亚当地宗教习俗与其他特色民风民

俗，避免文化冲突。建议企业可以通过组织

各类员工活动，促进双方文化交流，增强文

化认同感。此外，中国企业也可以积极与当

地的本土企业及先行的跨国企业进行沟通交

流，学习经验，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的思考方式去平衡文化差异。

4.2 典型案例

                                          

①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s://www.lingl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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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内部控制和治理能力，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保障资金投入，有效进行风险把

控，使项目能够按期有序推进。

充分发挥成本优势，有效利用优惠政策。公司前期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等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经过分析对比，在塞尔维亚投资建厂，可

有效发挥当地劳动力和能源成本低的优势，同时受益于塞尔维亚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相

关贸易协定，可享受轮胎出口的普惠制待遇。此外，在自由区建厂，还可享受区内土

地及税收优惠、财政激励和现金奖励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的

竞争力。

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玲珑轮胎通过冠名赞助塞尔维亚足球超

级联赛、中欧国际象棋精英赛等活动，努力增进双方的文化融合，积极回馈当地政府

和民众，在塞尔维亚赢得了美誉和很高的知名度。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玲珑轮

胎通过塞尔维亚驻中国大使馆向当地政府捐赠大量疫情防控物资，展现了其作为国际

化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

项目概况

2016 年，河北钢铁集团（以下简称“河钢集团”）出资 3.4 亿美元收购斯梅代雷

沃钢铁厂。该工厂是东南欧地区著名的钢铁、热轧、冷轧产品与锡板生产厂，年设计

产能 220 万吨。2018 年，河钢集团继续加大对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以下简称

“河钢塞钢”）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改造升级现有生产设备、深挖产能，培训提升员

工技能，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据塞尔维亚海关统计，2018 年，河钢塞钢出口额为

7.5 亿欧元，同比增长 39.6%，首次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比位列第二的意大

利菲亚特车厂出口额高出 3500 万欧元。①

主要实践

做好前期准备，注重交易合规。河钢集团此次收购交易的牵涉方众多，涉及与政

府、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大量的协调、沟通工作，同时还需符合中国、塞尔维亚以及

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由于交易总体采用资产收购的方式，因此还面临着收购资

产的确认和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鉴于此，河钢集团在交易前期聘请了由并购、反垄

案例 3

                                          

①    塞尔维亚开发署 . 投资塞尔维亚—给予中国企业的投资机遇 .http://www.ras.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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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钢集团 .http://www.hbisco.com.

断、欧盟法、工程建设、环保、劳工等领域的十多名律师组成的项目团队，并与中国、

欧盟、塞尔维亚律师互相沟通配合，完成前期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交易文件起

草和谈判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可能面临的合规风险。

维护劳资关系，关注员工福利。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后，中方管理层

严格遵守塞尔维亚劳动法，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同时高度重视与塞方各个工会组织

的沟通，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此外，中

方在钢厂的管理中增加利益分享条款，设置人性化的奖金制度。高层管理人员还会给

退休员工亲自送圣诞节物资，增加工厂职工的归属感。

尊重文化差异，承担社会责任。①塞尔维亚宗教文化比较盛行，大多数民众信仰

东正教。河钢集团派驻斯梅代雷沃钢铁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深入了解并尊重塞尔维亚

当地的宗教文化，根据地区文化特征建立合理的管理机制，激励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

同时，河钢集团积极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陆续投入 100 多万美元，用于改善员工

福利、修建道路、实现村庄供水、慰问军烈属家庭儿童、捐资助学等，与当地政府、

企业、社区建立充分的信任，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立足塞尔维亚开拓中东欧市场。塞尔维亚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东南欧与西欧、

欧亚大陆的陆路枢纽。近年来，塞政府对吸收外资持鼓励态度，持续改善投资环境，

并与欧盟、中东欧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俄白哈关税同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同时享

受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国内企业在塞投资，能够充分利用塞尔维亚的各方面优势，

进一步开拓中东欧市场。

注重前期调研和风险管理。中国企业在塞投资应特别关注投前投后的风险管理。

项目前期，玲珑轮胎和河钢集团均聘请了具有良好资质的专业团队，对于项目、行业

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法律、政策等塞尔维亚特有的风险进行全面识别

与评估。河钢集团还在项目交割前组建运营团队进驻斯梅代雷沃钢厂调研工艺、技术，

制定初步运营管理方案，针对潜在风险提前制定应对方案。

严格遵守当地合规要求。守法合规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对企业实现经

济效益和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河钢塞钢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合规问题，在经营过

程中积极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作，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劳动法、环境法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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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最大程度降低合规风险、保障合规运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玲珑轮胎和河钢集团在塞尔维亚的投资实践中，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注重与民众、政府、企业的交流，为当地创造稳定的就业和税收，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获得政府、社区和媒体等的认可，为企业在塞长期稳健发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重视劳资关系。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应更加注重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日常运营

过程中，企业需合理制定符合当地企业文化的管理制度，与工会保持密切沟通。同时，

企业还可以通过邀请员工参与管理的方式，增强其主人翁意识，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玲珑轮胎和河钢集团在塞设厂经营时，就高度重视劳资关系和工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此赢得了员工的信任，成功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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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尔维亚金融市场概况

近年来，塞尔维亚宏观政治和经济环境

相对稳定，法律和监管体系不断规范，金融

市场也逐步发展和完善。

塞尔维亚金融市场由银行、证券、保险

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组成。

表 4-1　塞尔维亚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主要本土银行

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 塞尔维亚银行 MTS 银行

主要外资银行

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 奥地利赖夫艾森银行 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

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 希腊欧元银行 匈牙利 OTP 银行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主要保险公司

DUNVA 保险公司 GENERALI 保险公司 DDOR 保险公司 WIENER 保险公司

证券交易所

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金融监管机构

塞尔维亚证券交易委员会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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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网站 .https://www.nbs.rs.

②    同①。

③    塞尔维亚财政部 .https://www.mfin.gov.rs.

塞尔维亚最大的国有银行——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私有化。根据塞尔维亚财政部

消息，2020 年 2 月，斯洛文尼亚新卢布尔雅那银行（Nova  Ljubljanska  Banka，NLB）

与塞尔维亚政府签订股权收购协议，③拟以 3.87 亿欧元对价购买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

83.23% 的国有股权。新卢布尔雅那银行表示，该项交易须接受欧洲中央银行、斯洛文

尼亚银行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的强制性监管认可，预计于 2020 年第四季度交割。交易

完成后，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将正式实现私有化。

 1.1 银行体系

塞尔维亚的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和商业

银行组成。截至 2019 年底，商业银行共有 26

家，①其中，外资银行 19家，本土银行 7家。

中央银行②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Serbia）于 1884 年成立，是塞尔维亚的中央

银行，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中央银行属于

独立的金融机构，对国家议会负责。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物

价和金融稳定。具体职能包括：确定货币政

策和外汇政策；管理外汇储备；在其权力范

围内，采取措施维护和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

性；发行纸币、硬币和管理现金流通；依法

调节、控制和促进国内和跨境支付交易的稳

定性；依法治理银行，实施审慎监管银行的

举措等。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网址        https://www.nbs.rs

地址 1     12 Kralja Petra St, 11 000 Beograd

电话        +381-11-302 7100

地址 2      17 Nemanjina St, 11 000 Beograd

电话         +381-11-333 8000

本土商业银行

塞尔维亚的本土商业银行分为国有银

行和非国有银行两大类。主要本土商业银

行有：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Komercijalna 

Banka）、邮政储蓄银行（Banka  Postanska 

Stedionica）、 塞 尔 维 亚 银 行（Srpska 

Banka）、MTS 银行（MTS Bank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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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商业银行

塞尔维亚银行领域对外资开放。根据《银

行法》规定，外资银行在塞尔维亚开设分行，

设立其他组织形式或代表处均须事先获得塞

尔维亚国家银行的批准。

塞尔维亚的外资商业银行主要有：意

大利联合商业银行（Banca Intesa）、意大

利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 Bank）、匈牙

利 OTP 银行（OTP Banka）、奥地利赖夫艾

森银行（Raiffeisen Banka）、奥地利第一储

蓄银行（Erste Bank）、阿迪科银行（Addiko 

Bank）、希腊欧元银行（Eurobank）、匈牙利

伏伊伏丁那银行（Vojvodanska Banka）等。①

中资银行

2017 年 1 月，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Bank  of  China  Srbija）在贝尔格莱德开

业，这是巴尔干地区的第一家中资银行。中

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的主营业务包括：存贷

款、外汇及货币兑换、发行支付卡、证券交

易、提供担保、开具汇票等。②

自成立以来，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致

力于为中塞两国企业在铁路、公路、电站等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能源、旅游等领域

的务实合作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中国企业赴

塞投资可以通过该行提供的双边贷款、银团贷

款和反担保贷款等业务获得融资支持。③

表 4-2　塞尔维亚主要本土商业银行联系方式

名称 联系方式

贝尔格莱德商业银行

网址： https://www.kombank.com/sr

电话：+381-11-2018600

地址： Svetog Save 14，11000 Belgrade

邮政储蓄银行

网址： https://www.posted.co.rs

电话：+381-11-2020292

地址： Kraljice Marije 3，11000 Belgrade 

塞尔维亚银行

网址： http://www.srpskabanka.rs

电话：+381-11-3607200

地址： Trg Slobode 5，21000 Novi Sad

MTS 银行

网址： https://mtsbanka.rs

电话：+381-11-6557338

地址： Trg Slobode 5，21000 Novi Sad

                                          

①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2019 年第四季度银行业季报 .https://www.nbs.rs.

②    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2019 年年报 .https://pic.bankofchina.com.

③    中国银行官方网站 .https://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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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网址        https://www.bankofchina.com/rs

电话        +381-11-6351000

地址
        Bulevar Zorana Đinđića 2 a, 11070 

                Novi Beograd

1.2 证券市场

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BELEX）是塞尔

维亚唯一的证券交易所，主要板块包括高级

市场（Prime Listing）、普通市场（Standard 

Listing）、SMart 市场（SMart Listing）、

公开市场、多边交易平台（MTP）等，产品类

型涉及股票、债券、基金等。该交易所网址：

https://www.belex.rs

主要股票价格指数

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15指数（BELEX15）

和 BELEXline 指数是塞尔维亚证券市场的两

大主要股票价格指数。

BELEX15指数是实时计算的自由流通市值

加权指数，指数计算不对已支付的股息进行

调整。其描述了最具流动性的塞尔维亚股

票的价格变动，主要成分股包括贝尔格莱

德国际机场、Metalac 公司、Energoprojekt

公司等。①

BELEXline 指数是交易日结束时计算的

自由流通市值加权指数，指数计算不对已支

付的股息进行调整。BELEXline 是贝尔格莱

德证券交易所的基准指数，主要成分股有

Gosa  Montaza（GMON）、Iritel（IRTL）、

Kopaonik（KOPB）等。

中央证券存管及清算机构

中央证券存管及清算机构（CSD）成立于

2001 年，隶属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其主要

职责是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活动提供登记、

存管与结算服务，保障证券交易的准确性、

安全性。具体职能包括：股票、债券和国库

券等证券的登记和存管；证券账户之间的转

账、货币交易的清算和结算等。该机构网址：

http://www.crhov.rs。

1.3 保险市场

目前，塞尔维亚共有 16 家保险公司和 4

家再保险公司，其中保险公司按业务类型可

进一步细分为 4 家寿险、6 家非寿险和 6 家综

合保险公司。保险市场主要险种有人寿保险、

财产保险、机动车全险、机动车责任险及其

他非人寿保险等。

2020 年第一季度，塞尔维亚保险市场总

保费收入达到269亿第纳尔，同比增长8.5%。

                                          

①    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https://www.belex.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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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险种看，2020 年第一季度的保费收入结构

与去年基本相同，其中，机动车责任险、人

寿保险、财产保险占市场总保费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 26.7%、23.2% 和 20.3%。①

塞尔维亚保险市场中外资占比较高，在

全国 20 家保险及再保险公司中，15 家为外资

所有。根据塞尔维亚国家银行的全国保费收

入统计，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末，外资公司

在寿险领域市场份额占比高达 89.7%，在非寿

险领域占比 63.4%。②

按市场份额排名，行业领先的保险公司

主要有DUNVA、GENERALI、DDOR和 WIENER等。

图 4-1　2020 年第一季度塞尔维亚保险市场
保费收入结构

                                          

①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2020 年第一季度保险行业季报 .https://www.nbs.rs.

②    同①。

表 4-3　塞尔维亚主要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联系方式

DUNVA（Dunav 

Osiguranje. a.d.o.）

DUNVA 保险公司在塞

尔维亚保险市场处于领

先地位，保费总额和非

寿险保费总额均位列市

场第一，市场份额约为

27%。在全国拥有 29 个

主要分支机构和约 600

个销售点。

养老保障保险、长期人

寿保险、车险、财产保

险、旅游保险、事故险、

运输险、责任险、农业

保险等。

网址：https://www.dunav.com/en

电话：+381-16-68258600

邮箱：info@dunav.com

地址：Makenzijeva 65, Belgrad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GENERALI

（Generali Osigu-

ranje Srbija）

GENERALI 保险公司是

塞尔维亚第二大保险公

司。2019 年 Generali 保

费总额为231亿第纳尔，

总市场份额为 21.5%。

人寿保险、财产保险、

车险、旅游保险、健康

保险、农业和动物保障

保险、事故保险、银行

保险等。

网址：https://www.generali.rs

电话：+381-11-2220555

邮箱：kontakt@generali.rs

地址：Belgrade, New Belgrade 

　　　(CENTRALA), 11070

　　　Vladimira Popović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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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主要产品 联系方式

DDOR

（DDOR Novi 

Sad）

DDOR 保险公司在塞尔

维亚保险市场的保费总

额排名第 3。公司下设

23 个主要分支机构，服

务网络遍及塞尔维亚 8

个地区。

人寿保险、员工保险、

责任险等。

网址：https://www.ddor.rs/en

电话：+381-21-4802222

邮箱：ddor@ddor.co.rs

地址：DDOR Novi Sad a.d.o.

　　　Blvd Mihajla Pupina 8, 

　　　21101 Novi Sad

WIENER

（Wiener Stad-

tische Osiguranje 

ado Belgrade）

WIENER 保险公司隶属

于中东欧领先的保险公

司维也纳保险集团，在

塞尔维亚人寿保险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拥

有 40 多个分支机构、运

营部门和销售网点，遍

布塞尔维亚 37 个城镇。

人寿保险、财产保险、

车险、补充个人健康保

险、旅游保险、事故险

和责任险等。

网址：https://wiener.co.rs/en

电话：+381-11-2209800

邮箱：office@wiener.co.rs

地址：Wiener Städtische osigu

　　　ranje a.d.o. Beograd

　　　Trešnjinog cveta br.1

　　　11070 Beograd, Srbija

1.4 金融监管机构

作为金融监管机构，塞尔维亚证券交易

委员会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在稳定和维持金

融市场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塞尔维亚证券交易委员会①

依据《资本市场法》，塞尔维亚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市场，

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者的合法权益。其

主要职能包括：依法制定市场监管办法和实

施细则等；颁发许可；监管各类市场交易活动，

对交易者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规范和管理

公开市场信息披露；依法进行市场整顿，对

证券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指控

等。该机构网址：http://www.sec.gov.rs。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②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保险、

融资租赁等金融市场的监管，其下设银行监

管部、保险监督部、外汇管理局和反洗钱局

等部门，有权决定颁发或撤销下列金融机构营

                                          

①    塞尔维亚证券交易委员会 .http://www.sec.gov.rs.

②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https://www.nbs.rs.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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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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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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许可证：（1）银行营业许可证；（2）保险

公司营业许可证；（3）融资租赁业务经营牌

照；（4）自愿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经营许

可证；（5）支付机构支付业务许可证；（6）电

子货币机构电子货币发行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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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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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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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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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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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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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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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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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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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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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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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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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2020 年第二季度《Trends in Lending Report》.https://www.nbs.rs.

②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2020 年 8 月《Inflation Report》.https://www.nbs.rs.

③  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塞尔维亚（2019 版）》。

2.2 在塞尔维亚融资

银行贷款

在塞尔维亚，银行贷款是企业主要的资

金来源。近年来，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实行量

化宽松货币政策，企业贷款利率总体呈波动

下降趋势。在 2014 年政府营运资金贷款利率

补贴计划的助推下，企业贷款利率显著降低。

2020 年第二季度末，塞尔维亚本币企业贷款

的平均利率降至历史新低（3.4%），接近欧

元货款利率。其中，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为

3.2%，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分别为

3.2%、3.5% 和 3.8%。①

图 4-3　2011—2020 年第纳尔存贷款利率②

在融资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

享受同等待遇。企业融资时需提交的材料包

括：在塞尔维亚依法注册的公司证明、企业

资质和信誉证明、近 5 年来的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不动产及投资的性质和规模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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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上市

企业还可以选择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

（BELEX）上市融资。截至 2019 年 7 月初，

共有 767 家企业在 BELEX 上市，总市值 5375

亿第纳尔，约合 45.6 亿欧元。

在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上市大概需要

6~9 个月，主要包括发行方准备阶段，公开募

股准备阶段及公开发售和上市阶段。

BELEX 的主要上市板块包括高级市场

（Prime Listing）、普通市场（Standard Lis-

ting）和 SMart 市场（SMart  Listing）。企

业可参考不同板块的基本上市要求，结合实

际业务规模、发展程度和资本需求，合理选

择细分上市板块。

                                                                                    

①  塞尔维亚创新基金 .http://www.inovacionifond.rs.

表 4-4　BELEX 各板块上市基本条件

高级市场 普通市场 SMart 市场

持续经营时间 至少 3 年以上
3 年（特殊情况可少

于 3 年）
3 年或 3 年以下

审计报告中的

审计意见

● 无保留意见（审计机构认为审定后财务报表合法合规，在所有重大方面真

实、公允）或
● 保留意见（审计机构认为财务报表整体公允，但是存在信息错报问题）

最低资产要求 300 万欧元 200 万欧元 100 万欧元

其他要求 发行方公司网站应为双语（塞尔维亚语及英语）

注：如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则不符合上市条件。

塞尔维亚创新基金①

塞尔维亚创新基金（The Innovation Fund, 

IF）是由塞尔维亚政府设立的鼓励创新及企

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该基金自 2011 年开始运

营，下设小额拨款计划、配套拨款计划、合

作拨款计划、创新辅助计划等多项计划，旨

在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企业的研发及科

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产品、流程或服

务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

自基金成立以来，已有 1900 多个创新项

目提出申请，其中 695 个项目获批，资金规

模约 2010 万欧元。欧盟也为基金提供了重要

的资金支持，累计拨款约 1580 万欧元。

塞尔维亚创新基金

网址        http://www.inovacionifond.rs

地址
        11000 II Room B4,  Veljka Dugosevica 

                54, Belgrade, Serbia Google

电话        +381-11-655 5696

邮箱　　office@inovacionifon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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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投资基金官网 .https://www.eif.org.

②  同①。

③  西巴尔干地区企业发展与创新基金（WBEDIF）.http://www.wbedif.eu.

欧洲投资基金①

欧洲投资基金（European  Investment 

Fund，EIF）EIF 成立于 1994 年，是欧盟所属

机构之一，总部设于卢森堡。该基金致力于

帮助欧洲的中小企业获得更丰富的融资支持，

以满足其在创业投资、担保贷款等方面的融

资需求。

基金主要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增信、小额信贷基金等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通过增强金融机构的借贷能力，改善

中小企业的借贷条件。EIF 不会直接为个人或

公司提供资金或担保，最终的资金批准完全

取决于上述金融机构。②

在塞尔维亚，企业可以通过欧洲投资基

金提供的“欧盟为塞尔维亚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计划”获得更优惠的银行贷款资源。2018

年，欧洲投资基金通过直接担保的方式支持

5 家塞尔维亚商业银行（Raiffeisen 银行、

UniCredit 银行、Banca Intesa、ProCredit 银

行和 Komercijalna 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优

惠贷款，约1250家塞尔维亚中小企业以更优惠

的条件（如降低贷款利率和抵押要求；延长贷

款期限等）获得当地银行的贷款支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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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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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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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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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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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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www.ifc.org

电话        +1-202-47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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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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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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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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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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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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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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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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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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塞尔维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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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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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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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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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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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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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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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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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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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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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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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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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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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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非发展基金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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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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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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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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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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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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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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塞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塞尔维亚《劳动法》（2014 年修订）是

塞尔维亚劳工雇佣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对劳

动合同、雇员薪资、工时与假期等作了详细

规定。塞尔维亚劳动用工管理部门是塞尔

维亚劳动、就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事务部

（https://www.minrzs.gov.rs)。

劳动合同①

雇佣合同规范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

关系，合同一式三份，一份交给雇员，两份

由雇主保留。雇佣合同内容包括：雇主名称

和地址；雇员姓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

从事工作及地点；工作时间、薪资待遇等。

雇主和雇员均有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但需提前 15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雇

员试用期最多可以持续 6 个月，在约定试用

期满之前，雇主或雇员均可以随时终止雇佣

合同，但需提前 5个工作日通知对方。

薪资

工资包含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近

几年，塞尔维亚最低工资呈上升趋势。根据

2020 年 1 月最新数据，塞尔维亚最低工资标

准为 307.67 欧元 /月。②

                                          

①    塞尔维亚《劳动法》。

②    Trading Economics.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

图 5-1　2016—2020 年塞尔维亚最低工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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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与假期

工作时长。全职雇员工作时间为每周 40

个小时，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12 小时，每

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从事兼职类工作的雇员不得被分配加

班工作。

年假。在每个日历年度中，雇员享有 20

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

病假。雇员有义务在丧失工作能力之日

起 3 天之内，向雇主提交一份医生出具的证

明；如果患严重疾病，该证明由雇员直系亲

属或同住人代替提交；如果该雇员独居，则

必须在病假终止之日起 3 天内提交证明。如

雇员在雇佣期间发生工伤或患职业病，雇主

有义务对雇员进行补偿。

产假。受雇妇女有权在预产期 28 天前

（但不得早于预产期 45 天）开始休产假，产

假可持续至婴儿出生当日后 3 个月。妇女休

产假以及育儿假的上限为 365 天。在多胎分

娩的情况下，受雇妇女产假可延长，但不得

超过 2 年。如果母亲因离开孩子、去世或其

他正当理由（如服刑、重病等）无法使用该

权利，则孩子的父亲可以使用该休假权利。

中国企业要时刻关注塞尔维亚当地劳工问题，除薪资待遇外，还包括工作环境和

加班时间等。当地员工若遇到不公平的薪资待遇或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可能会向

当地监管部门投诉，这会影响企业运营及其在当地的声誉。

特别提示

社会保险①

塞尔维亚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和伤残保

险、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各险种以雇员工

资额为基数，分别按不同比例缴纳。除失业

                                          

①    根据普华永道《塞尔维亚营商投资指南》和塞尔维亚工商会《投资激励政策》整理。

保险由雇员自行承担外，其他由雇员和雇主

分别承担。各险种具体缴纳比例见表 5-4。

表 5-4　塞尔维亚社会保险种类及缴纳比例

保险种类
缴纳比例

（占工资额的比重）
备注

养老和伤残保险 26% 雇主承担 12%，雇员承担 14%

医疗保险 10.3% 雇主和雇员分别承担 5.15%

失业保险 0.75% 雇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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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

工会组织在塞尔维亚比较发达，全国有

超过 25000 家注册工会。如果用人单位的员

工超过 50 名，则员工有权组织工会，参与决

定员工的社会和经济权利。

外国人在塞尔维亚工作规定

外国人在塞尔维亚工作，需要向塞尔维

亚内务部外国人管理局申办居留许可。居留

许可的有效期为 1 年，每年需申办一次。凭

居留许可再向塞尔维亚国家就业局申办工作

许可证，有效期也是 1年。

工作许可证

根据《外国人就业法》，外国人在塞尔

维亚工作可申请两种类型的许可证：工作许

可证和个人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由雇主

申请；个人工作许可证由雇员申请，通常发

放给持有永久居留许可证的外国人。

外籍员工配额管理①

根据塞尔维亚《外国人就业法》，外籍

员工就业适用配额制度，政府可以根据移民

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发放

给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数量。

                                          

①    塞尔维亚《外国人就业法》。

塞尔维亚建筑业违规用工问题时有发生。近年来，贝尔格莱德建筑工程项目大规

模完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在塞建筑行业，因违规用工、监管不善而导致不良后

果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出现侵犯雇员合法权益或危害其人身安全等现象。以 2018 年为

例，塞尔维亚共有 53 名工人遭遇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其中 15 人在同一个建筑工地；

一些工人被非法雇佣，没有保险也没有接受适当的培训，导致了一系列劳工抗议活动。

案例 1

劳动用工合规是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境外日常经营的重要合规要求。中国

企业赴塞投资，应注意遵守当地劳工雇佣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和员工培训，对员工开展合规风险培训，树立员工的合规意识，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

理规范，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另一方面要注重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依法缴纳雇员保险，

遵守当地工作时间、休假、解雇等规定，设置内部投诉、调查机制，与当地员工建立

畅通的沟通协调渠道，避免劳资纠纷及劳工抗议罢工等情况发生。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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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会计制度

相关法律法规。塞尔维亚于 2013 年通过

了《会计法》和《审计法》，取代了之前的《会

计审计法》，并于 2018 年对《会计法》进行

了修订。根据法律规定，企业准备财务报告

时，可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和《中小型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for  SMEs）或采用塞尔维亚财政部制定的相

关准则。①

企业分类标准及适用财务报告准则。塞

尔维亚《会计法》按企业规模（员工数量、

营业收入和营业资产等指标）将企业分为微

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四类。

                                          

①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s-Serbia.https://www.ifac.org.

②    普华永道《塞尔维亚营商投资指南》PwC Doing Business in Serbia.

表 5-5　塞尔维亚《会计法》按企业规模分类标准

企业规模

分类标准

年度平均
员工数量

年度
营业收入

年度平均
营业资产

微型 10 人 等价 70 万欧元 等价 35 万欧元

小型 50 人 等价 880 万欧元 等价 440 万欧元

中型 250 人 等价 3500 万欧元 等价 1750 万欧元

大型
至少两项指标高于上述中型企业标准，则属于大型企业。银行、保险公司、

证券交易所、证券经纪公司属于大型企业。

注：企业规模的界定依据为至少两项指标满足上述分类标准。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微型企业应遵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塞尔维亚财政部制

定的《财务报告准则》；小型企业应遵从《中

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型企业可选

择遵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中小企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型企业需遵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②

财务报告。塞尔维亚财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对于外国公司在塞尔维亚的子公

司，如其母公司的财年设置与塞尔维亚财年

有差异，经塞尔维亚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如

该子公司为金融机构）批准，可与其母公司

的财年设置保持一致。所有在塞尔维亚设立

的公司均应在每个财年结束时，对资产和负

债进行盘点，并提交财务报告，完整的财务

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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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

（2）损益表；

（3）其他综合收益表；

（4）权益变动表；

（5）现金流量表；

（6）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中需包含公司的基本信

息，如经营时间、规模、外国股东、员工人

数等。拥有一家（含）以上子公司的企业须

准备合并财务报表，若其合并资产及收入（不

包括公司内部的交易和结余）数据指标均符

合小型企业标准，则只需提交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和报表附注。

税务申报

塞尔维亚的税收体系以所得税和增值税

为核心，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等。根据规定，税额核定、税款

征收及返还等行为的执行期限为 10 年，但对

税务违法行为可终身追溯。塞尔维亚的纳税

年度与日历年度一致。

企业所得税申报。企业所得税申报采用

自我评估机制。公司按月预缴所得税，在当

年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180 天内提交汇算清缴

申报表及所有相关资料（如折旧和抵免表单

等），并缴纳或申请退还相应税款。纳税人

通过电子申报的方式在线进行企业所得税的

申报。

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申报分为月度和季

度两种申报方式。月度申报适用于过去 12 个

月总销售额超过 5000 万第纳尔的纳税人，其

他纳税人适用季度申报方式，但也可以选择

月度申报，若选择按月申报，则至少 12 个月

内不得变更申报方式。

纳税人应在纳税期结束之日 15 日内提交

月度申报表，20 日内提交季度申报表，并按

申报表上的税额缴纳。

即使当期无需缴纳增值税，纳税人也应

通过电子申报的方式按照上述要求进行纳税

申报。如果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是负

数，则纳税人有权申请退税。税务机关应当

在申报期后 45 日内，退还多缴的税款。纳税

人也可以将多缴的税款结转到下一个纳税期

进行抵扣。

个人所得税申报。在塞尔维亚，个人所得

税可由雇主代扣代缴或雇员自行缴纳。（1）由

雇主从向雇员支付的报酬中代扣代缴。（2）由

雇员个人依据工资收入类型提交纳税申报表，

申报时限为取得该收入的 30 天内，税款在申

报时缴纳。此外，补充年度所得税申报以及

一次性取得经营所得申报的税款由税务机关

核定征收。雇主或雇员应于每年 5 月 15 日前

提交补充年度所得税申报表。①

税务审计

税务机关有权决定是否对纳税人进行税

务审计。税务审计可在纳税人的经营场所、

税务机关场所或任何其他地点进行。

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审计之前，允许纳税

人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对纳税申报表最多进行

                                          

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居民赴塞尔维亚投资税收指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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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修改并重新提交，在这种情况下，原申

报表中的错误不构成税务违规。税额由纳税

人自行评估，或根据税务机关出具的决议进

行评估。此外，纳税人有权就税务机关出具

的行政处理决议进行申诉。申诉截至日期一

般为收到处理决议后的 15 天之内，但行政处

理决议会同时执行。

税务稽查

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的会计记录、纳

税申报表及相关文件进行税务稽查，以核实

纳税人是否存在偷税漏税情况。

税务机关一般每 3~5 年开展一次不定期

税务稽查，稽查不设定具体期限，可覆盖所

有税种。

根据塞尔维亚《税收征管法》第 136 条，

税务稽查人员一旦发现偷逃税款、提交虚假

纳税申报文件、妨碍征收管理、非法交易以

及其他与逃税或帮助逃税相关的非法行为，

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报告，主管税务机关

在收到报告 24 小时内将报告连同证据转至税

务执法人员侦办。

关联交易

根据塞尔维亚《企业所得税法》，关联

方指有特殊关系的实体，即各方可以对其交

易条件或者经济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关联方

之间的交易应遵循独立交易原则。纳税人必

须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单独披露关联方交

易，于关联交易年度次年的 6 月 30 日前向税

务机关提交转让定价报告和其他要求的特定

资料，并需要编制以塞尔维亚语起草的所得

税申报表以及年度转让定价文件。

2.3 知识产权保护

塞尔维亚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部门是知

识产权局（http://www.zis.gov.rs）。相关

法律主要包括：《商标法》《专利法》《版

权法》等。塞尔维亚也加入了多项关于知识

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及协定，包括《伯尔尼

公约》《巴黎公约》《欧洲专利公约》《马

德里协定》《尼斯协定》等。

商标权①

塞尔维亚新《商标法》于 2020 年 2 月生

效，该法对商标获取及保护作了详细规定。

商标从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为 10 个月，保

护期为 10 年（自申请日起），且可以续展，

每次续展有效期 10 年。

塞尔维亚是马德里联盟成员国，可通

过商标国际注册的形式，在马德里联盟成员

国间进行商标的注册（中国也是该联盟成员

国）。因此，中国投资者可按照《马德里协定》

的要求，在中国境内进行塞尔维亚商标的申

请。申请人可通过两条途径办理：（1）委托

商标代理机构办理（符合条件的机构名单在

国家商标局公布）。（2）在国家商标局国际

注册处自行办理。

                                          

①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http://ip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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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

塞尔维亚专利有以下三类：（1）发明专

利，保护期限为 20 年；（2）小专利，保护期

限为 10 年；（3）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为

5 年（自申请日起自动保护），可申请延期，

但最长保护期不得超过 25 年。

　　

国家商标局收到齐备的申请材料后，会登记申请日期，编订申请序号，并通知申

请人缴费。申请人应尽快缴费，只有在收到足额汇款后，国家商标局才会正式受理该申

请。如果申请人在 2 个月内未缴费，该申请将会被作废。

特别提示

图 5-2　塞尔维亚专利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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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①

《版权法》对文学、科学、艺术等作品

创作者的权利进行保护。在塞尔维亚，版权

受保护的期限为作品问世之后 50 年（中国是

创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亡后 50 年）。创作者

的作品从创建之日起即受到保护，没有版权

注册申请程序。由于中塞两国均为《伯尔尼

公约》成员国，中国公民的作品在塞尔维亚

无需履行特定手续即可受到保护。

侵权行为

任何未经授权使用注册商标或使用正在

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均会被视为侵权行为。

被侵权者可以要求侵权者终止侵权，并要求

其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对于未经授权使用专利的行为，专利持

有人有权对侵权者提起诉讼，要求侵权者停

止使用专利，并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在对侵权行为作出最终判决之前，法院可以

发布临时措施，例如，要求侵权者将侵权产

品退出市场，以及禁止其进一步实施侵权行

为等。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塞尔维亚《个人信息保护法》于 2008 年

颁布，并于 2018 年 11 月修订。

该法律规定，无论国籍、种族、性别，

每个人均享有个人数据被保护的权利。②企业

应确保个人同意获取和处理其个人信息，建

立并完善处理个人信息的程序；在必要情况

下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方案，以确保个人信息

数据安全；违反数据保护法的行为将被处以

5 万 ~100 万第纳尔的罚款。修订后的法案还

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个人数

据保护作了规定。

新修订的法案为改善塞尔维亚个人数据

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力求实现本国的

个人数据保护框架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GDPR）协调一致。

2.5 贸易管制

相关法律

塞尔维亚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法律主要

有《对外贸易经营法》《贸易法》《海关法》

等。③所有在塞尔维亚依法注册的实体均享有

同等的外贸经营权。

进口管理

塞尔维亚基本实现了自由进口贸易。除

个别商品外，塞尔维亚对商品进口无限制，

并取消了进口配额。《贸易法》（2011年修订）

规定，所有进口商品必须报关，由进口商提

供产品的名称、类型、成分以及数量信息，

相关信息可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描述，

并附上 LOGO、商标、条形码。《贸易法》同

                                          

①    塞尔维亚知识产权局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erbia. http://www.zis.gov.rs.

②    根据塞尔维亚《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Law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整理。

③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和通讯部 .https://mtt.gov.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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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规定，零售商应留存进口产品的海关单据，

例如发票和报关单。缺乏此类单据表明货物

有假冒嫌疑，将导致其不能对外销售。

出口限制

根据《海关法》规定，塞尔维亚主要有

8500 余种产品需缴纳出口关税。除保障国内

市场需要的少量农产品有一定出口配额限制

外，其他商品均可自由出口。①

进出口检验检疫

塞尔维亚对进口各类动植物产品、农产

品、畜产品等要求检疫，有关进口商品检疫

的规定有法规 20 个、条例 80 个、标准 8500

余项。

对进口动植物产品的检疫，包括核查其

特征及进口商的信息，由塞尔维亚贸易、旅

游和通讯部下属检疫机构负责。进口商应向

塞尔维亚农业部下属部门申办动植物进出口

检验检疫证明和进出口许可证。涉及农产品

及其加工食品、畜产品以及烟酒产品的进出

口商应向塞尔维亚商品质量检验局申请质量

鉴定。

2.6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及反腐
败、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反不正当竞争

2009 年，塞尔维亚参照欧盟《竞争法》

制定并颁布了现行的《竞争保护法》。该法

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等。不遵守竞争规则的公司将

被处以罚款，罚款金额最高为公司在被调查

前一年在塞尔维亚年度营业额的 10%。

本法适用的主体主要包括：

（1）国内外公司。

（2）国家机关、地方政府。

（3）自然人、协会（工会、机构、合作

社等）。

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主要包括：

（1）直接或间接设定买卖价格或其他贸

易条件。

（2）控制产品的开发技术。

（3）通过不当手段使经营者处于不利于

市场地位。

（4）通过不当手段分享供应商来源。

（5）强制签署限制性协议等。

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

塞尔维亚目前没有关于反商业贿赂及反

腐败的专项法律，与此有关的主要立法是《刑

法典》。《刑法典》禁止企业主动向官员赠送

礼物或给予好处，从而使官员利用其职权干

预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也禁止官员

向企业索取利益。

如违反法律规定，自然人将被处以 6 个

月到 12 年的监禁，法人可能被处以 10 万第

纳尔到 5亿第纳尔的罚金。

                                          

①    塞尔维亚海关 .Customs Administrations of Serbia. https://www.car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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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塞尔维亚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的监管机

构主要包括塞尔维亚反洗钱管理局、塞尔维

亚国家银行及塞尔维亚证券委员会。针对反

洗钱及反恐怖融资，塞尔维亚制定《防止洗

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该法律规定，在塞

尔维亚境外进行的洗钱活动也是违法行为，

根据经济犯罪的程度，涉案法人将被处以 100

万到 300 万第纳尔不等的罚款。①

在 2019 年召开的第三十届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FATF）工作会议上，塞尔维亚被移

除“灰名单”。会议认为塞尔维亚在改进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2.7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

塞尔维亚环境保护部（Ministry of En-

viron mental  Protection）负责制定环境保

护相关法规、核发项目环评许可等工作。

相关规定

塞尔维亚《环境保护法》（2004）规定，

企业应依法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并对其正在改变或可能改变环境状态和条件

的各项活动负责。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资金中

应包含环保支出。若造成环境污染，企业应

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或消除环境损

害及进一步的风险，恢复对环境的破坏。如

果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能通过适当的措施予

塞尔维亚零售业巨头因垄断经营和贿赂官员被捕。2012 年，塞尔维亚零售业巨头

米罗斯拉夫·米斯科维奇因涉嫌垄断经营及商业贿赂案件，被当地警方逮捕。米斯科

维奇在前南时期担任过财长、副总理，20 世纪 90 年代初，其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和动荡

的时局，成立自己的公司并贿赂部分政府官员。当地媒体称，米斯科维奇垄断经营，

谋取巨额利润，并利用其财富腐蚀政界人士。

案例 2

塞尔维亚禁止企业行贿，在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方面态度明确，即使对商业巨头

也不手软，严厉打击其违法行为。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投资经营，应严格遵守有关规

定，不能以不正当手段开展业务或干预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

启示

                                          

①    塞尔维亚反洗钱管理 .Administr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http://www.apml.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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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复，企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①

环保评估

在塞尔维亚，对生产经营中可能产生的

废气、废水和其他工业排放物等，企业应事

先通过有关审批流程，包括：按照当地的环

保排放标准进行科学的评估，对可能出现的

环保问题提前做好应对方案，然后交由专门

的机构进行环保评估，并取得环保部门的支

持和批准。

塞尔维亚当地的有关机构和合作方会协

助完成审批流程，所需费用和时间因投资和

承包项目的大小及条款而决定，特定项目可

能会有优惠减免。一般来讲，流程所需的时

间约 30 天，费用约 3万第纳尔。

此外，企业必须每年依法登记排放物质

的种类和数量，并向地方环保局递交《环境

影响报告》。

                                          

①    塞尔维亚环境保护部 .https://www.ekologija.gov.rs.

河钢塞钢开展系列环保改造工作。2019 年，中国河北钢铁集团塞尔维亚公司（以

下简称“河钢塞钢”）开展了一系列能源和环境保护综合改造工程，以推进节能减排、

绿色制造和智能化发展。改造工程总投资约 1.2 亿美元，具体包括拆除工厂内大部分

老旧建筑及设备，移植河钢集团 21 项专有技术，引进吸收中国及全球先进的新工艺和

新技术等。改造后的河钢塞钢在节能环保、绿色制造上全面升级，达到欧洲领先水平。

案例 3

企业在塞投资应遵守当地环保有关规定，如投资涉及排污和垃圾处理方面的项目，

需要采取特别环保措施，以避免因环境污染问题给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河钢塞钢

在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和技术，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作出贡献，也在节能环

保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可参考借鉴的宝贵经验。

启示

2.8 卫生与安全

在塞尔维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企业要

严格遵守当地与卫生和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餐饮业、保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与卫

生、安全领域密切相关的行业，投资者尤其

要深入了解行业内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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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塞尔维亚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是卫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https://www.

zdravlje.gov.rs），其主要职能是起草和卫

生相关的法案、法令和行政法规，以改善公

民的健康状况。

建筑安全主管部门是隶属于经济部的质

量和产品安全部门（Ministry  of  Economy-

Sector for Quality and Product Safety）

（https://tehnis.privreda.gov.rs），其主

要职能包括：协调和制定技术法规，促进技

术的标准化发展，批准项目的实施，联合其

他机构签署工业产品合格评估验收报告等。

食品安全

塞尔维亚《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经

营者应按照生产和卫生规范标准，建立食品

生产、加工和流通各个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

雇佣专职人员负责食品安全体系的运行和维

护，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且不能

误导消费者选择产品。在食品生产或流通环

节，直接接触食品的生产人员必须具有食品卫

生和个人卫生基本知识，并且须穿着工作服。

建筑安全

在工程施工前，企业必须取得塞尔维亚

当地监管部门的批准，比如向消防部门等提

出安全检查和施工申请。企业还须持塞尔维

亚商会建筑行业协会的推荐信和该会颁发的

“施工企业名录登记证明”申办设计和施工

许可，且设计和施工单位必须是在塞尔维亚

境内注册登记的公司。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企业还要聘

请具有被认可的学历和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

的设计人员、工程和技术人员。工程监理工

作须雇佣由塞尔维亚《规划与建设法》规定

的合格人员执行。此外，建筑设计标准应符

合塞尔维亚以及欧盟的基本要求。①

2.9 社会责任

为了与社会及环境共存，实现可持续增

长，企业应就其活动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

在塞尔维亚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

会责任，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和信赖，一定

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并在国际社会树立负

责任的企业形象，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商处 .http://y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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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中国电建向塞提供捐赠，承担社会责任。2020 年 4 月，中国电建塞尔维亚绕城项

目部代表总公司向贝尔格莱德市政府捐款 20000 欧元，捐赠口罩 2000 个。中国电建克

服了国内公司防疫物资有限、人员出入境受限、多条国际物流航线停航等诸多困难，

将防疫物资及时送达贝尔格莱德，体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与项目东道国守

望相助、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

案例 4

中资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和

人民。遇到危机时刻或自然灾害时，可第一时间捐款捐物，积极参与救助和抗灾减灾

工作。此外，企业还应多开展有益于当地社会民生的公益活动，树立可信赖、负责任

的企业良好形象，为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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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中国企业到塞尔维亚开展商业活动，应

遵守当地的法律规定，严格执行所签订的合

同。除诉讼外，在塞尔维亚解决争议还可通

过仲裁、调解等行政性争议解决方式。

3.1 诉讼

诉前防范

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对未来履行合同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提前设置救济措施，

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出现争议的解决方案。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发生争议，中国

企业应根据争议的性质和规模等及时向律师

事务所、经贸仲裁机构等寻求帮助。

诉讼体系

发生商业纠纷的企业可以通过塞尔维亚

法院提起诉讼。基层法院是初审法院，负责

管理一个或多个市镇的案件。高等法院负责

管理一个或多个基层法院的案件，在少数案

件中作为基层法院的二审法院。上诉法院是

基层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二审法院。

商业法院裁决商业事务，商业上诉法院

是这些案件的二审法院。最高法院有权决定

特别司法补救措施，裁决管辖权冲突。

诉讼建议

如果发生诉讼，建议诉讼人先进行情况

评估，调查对方偿付能力。诉讼人可以向法

官提出扣押债务人资产的要求，其主要目的

是保全债权人享有的抵押权，限制债务人动

用其财产。

由于塞尔维亚法治建设尚不完善，某些

诉讼可能需要几年才能收到最终判决。通常，

企业在投资时如与塞方合作伙伴产生纠纷，

应以磋商解决作为首选方案，将诉讼法律途

径作为最终手段。此外，企业可在合同中明

确仲裁条款，以降低相关商业风险。

3.2 仲裁与调解

仲裁

在塞尔维亚，由于诉讼进展普遍缓慢，

仲裁的成本更低、解决速度更快，在实际经

贸纠纷解决过程中，仲裁是常用的争议解决

方式，比诉讼更具优势。2006 年，塞尔维亚

修订《仲裁法》，对《民事诉讼法》及《法

律冲突法》中关于仲裁的内容进行整合和

完善。

仲裁机构。塞尔维亚共有两个主要的仲

裁机构。一是 2016 年由对外贸易仲裁法院和

常设仲裁法院合并而成的塞尔维亚工商会常

设 仲 裁 机 构（https://pks.rs/o-nama）；

二是 2013 年成立的贝尔格莱德仲裁中心

（http://www.arbitrationassociation.

org）。

仲裁协议。通常情况下，仲裁双方在签

署合同时即对仲裁相关事项作出约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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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内容及规则可由双方协商。仲裁协议必

须为书面形式。

裁决书。仲裁机构出具的可执行的裁决

书需满足以下要求：（1）书面签发；（2）由全

部办案仲裁员签署；（3）注明签发日期和

地点。

无效仲裁。塞尔维亚参照《纽约公约》

第五条内容，将涉及以下情况的裁决视为无

效仲裁：（1）违反塞尔维亚的法律或公共政

策；（2）超出仲裁协议约定范围；（3）仲裁

执行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4）涉及虚假证

词或伪造文件等情况。

调解

塞尔维亚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缔约国，

如发生国际纠纷，可以通过签署和解协议的

方式解决（对方无需为该公约缔约国）。该

和解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口头协议无效。

通过《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调解的纠

纷需满足以下条件：

（1）国际纠纷。该公约仅适用国际争议

纠纷，不适用国内纠纷。

（2）第三方调解员。调解必须有第三方

调解员介入，双方当事人不得自行达成和解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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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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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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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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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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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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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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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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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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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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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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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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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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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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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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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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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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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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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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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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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及居留证

1.1 签证①

塞尔维亚签证分为短期签证（Visa  C）

和长期签证（Visa  D），长期签证可用于申

请居留证。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前往塞

尔维亚可免签停留不超过 30 天。如需停留更

长时间，可提前到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申请

办理签证。

                                          

①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 .http://www.beijing.mfa.gov.rs.

②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表 6-1　塞尔维亚签证类别

签证类别 停留时间 适用情况

短期签证

（Visa C）

在首次入境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

超过 90 天

旅游、商务和其他旅行，可一次、两次或多

次入境

长期签证

（Visa D）
90~180 天 就业、亲属团聚和配偶探亲

免签②

中国公民持外交护照、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为 6 个月内累计

停留不超过 90 天。

自 2017 年 1 月 15 日起，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赴塞尔维亚旅游、经商或探亲，

每次入境后可免签停留不超过 30 天。

自 2014 年 11 月 8 日起，凡持有效美国、英国、申根及欧盟成员国签证或居留证的中

国公民，在此签证或居留证有效期内，可免签入境塞尔维亚或在塞中转，停留期为 6

个月内累计不超过 90 天。

签证办理流程

申请人可自塞尔维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官网下载并填写申请表，将申请表与其他材

料一并提交至大使馆或驻上海总领事馆。使

（领）馆收到申请人的材料后，通过塞尔维

亚有关部门调查申请人在塞情况，如公司地

址、经营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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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塞尔维亚驻中国大使馆 .http://www.beijing.mfa.gov.rs.

签证获批时间需 3 周左右。申请人因故

不能到使（领）馆领取护照的，可与使（领）

馆联系。使馆将通过敦豪速递（DHL）将护照

寄给申人，申请人承担邮寄费用。

表 6-2　塞尔维亚驻华使领馆联系方式

机构 联系方式

塞尔维亚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六街 1 号

电话：+86-10-6532-3516/1693/5413/1562

邮箱：embserbia@embserbia.cn

网址：http://www.beijing.mfa.gov.rs

塞尔维亚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古北新区荣华东道 60 弄 1 号里昂花园 401 室

电话：+86-21-6208-1388

邮箱：consulate@srbshanghai.org

网址：http://www.shanghai.mfa.gov.rs

表 6-3　塞尔维亚签证申请材料①

短期签证（Visa C） 长期签证（Visa D）

1. 有效护照（护照必须自签证签发之日起至少 90

天有效）。

2. 邀请函：
● 私人访问—由塞尔维亚有关当局认证的邀请函。

● 商务访问—塞尔维亚公司出具的邀请函。

● 游客旅行—由旅行社签发的旅行费用付款

证明。

3. 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PDF 版）。

4. 照片 1 张（3.5cm×4.5cm）。

5. 往返机票或行程单（自驾旅行需提供驾驶人的

驾驶执照和旅行保险的副本）。

6. 资金证明。

7. 健康保险。

8. 签证费。

1. 有效护照（护照必须自签证签发之日起至少 90

天有效）。

2. 邀请函。

3. 照片 1 张（3.5cm×4.5cm）。

4. 资金证明。

5. 健康保险证明。

6. 签证费。

除上述材料以外，根据访塞目的不同，D 类签证

需附加以下材料：

A. 就业：塞尔维亚法律实体的注册证书或工作

合同等。

B. 亲属团聚：与塞尔维亚公民或永久居留外国

公民的亲属关系证明等。

C. 配偶探亲：6 个月内签发的婚姻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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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居留证②

塞尔维亚的居留证分为临时居留证和永久居留证。

签证有效期的延长申请应向塞尔维亚内务部（the Ministry  of  Interior）主管外

国人事务的机构提出。签证有效期最多延长 90 天。

资金证明：证明有充足的资金以支付在塞尔维亚停留期间的费用，最低标准为每

天 50 欧元。签证申请人通过提供银行对账单、旅行支票、信用卡或担保信来证明。未

成年人与父母其中的一方出行，需提交经过公证的父母中另一方出具的委托书。未成年

人与第三人出行，需提交经过公证的父母双方或监护人出具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①

                                          

①    塞尔维亚外交部 .http://mfa.gov.rs.

②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③    中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④    塞尔维亚内政部 .http://www.mup.ra.

表 6-4　塞尔维亚居留证类别

居留证类别 居留时间 适用条件

临时居留证 90 天以上、1 年以下 因工作、学习、家庭团聚等申请入境塞尔维亚。

永久居留证 永久有效

1. 在塞尔维亚连续居住超过 5 年，期间累计离开塞尔维

亚不超过 10 个月且单次离开塞尔维亚不超过 6 个月。

2. 与塞尔维亚公民或与已取得塞尔维亚永久居留的外国

公民结婚 3 年以上。

3. 父母一方为塞尔维亚公民或已取得塞尔维亚永久居留

的外国公民的子女。

表 6-5　塞尔维亚居留证申请材料③④

临时居留证 永久居留证

1. 居留申请。

2. 由塞尔维亚企业商业登记局出具的拟在塞注

1. 申请表。

2. 护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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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尔维亚内政部 .http://www.mup.ra.

临时居留证 永久居留证

　册企业声明或已注册企业情况。

3. 塞商业银行出具的企业账户交易记录。

4. 个人资金证明（银行对账单、存折、信用记录

等）。

5. 护照（有效期超过申请居留期限 3 个月以上）。

6. 有效签注（塞尔维亚共和国驻华使馆发放的签

证有效期超过申请居留期限 3 个月以上）。

7. 照片 2 张（4cm×3cm）。

8. 健康保险证明。

9. 塞尔维亚警察机构出具的白卡。

10. 用工协议（拟在塞就业人员提供）。

3. 健康保险证明：欧洲健康保险卡 / 外国人健康

保险单 / 可支付治疗费用的资金证明 / 雇主或

其他自然人提供的担保/塞尔维亚健康保险卡。

4. 照片 2 张（4cm×3cm）。

5. 收入证明：工资单 / 劳动合同 / 养老保险金证

明 / 在塞银行账户资金证明 / 雇主或其他个人

提供的担保）。

6. 亲属关系证明：婚姻证明 / 出生证明。

7. 申请费用缴款证明等。

根据塞尔维亚法律，居留证延期须向塞尔维亚内务部外国人管理处申请，违法停

留将被诉诸法律。

外国公民和塞尔维亚公民的近亲家庭成员，可将临时居留期限延长至 3 年，或者

直至满足颁发永久居留证的条件为止。居留证的有效期为 1 年，每年需申办一次，如

需延长，必须在当前居留证过期前 30 天内提交申请。①

申请费用为 300 第纳尔，有效期 6 个月以内的居留证费用为 10730 第纳尔，1 年

以内的费用为 16060 第纳尔，居留证延期签注费 400 第纳尔。

特别提示

续    表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企业在塞尔维亚设立公司实体或代表

处，并在塞尔维亚商业注册署登记注册后，

可租用办公用房。

2019 年，塞尔维亚商用房租金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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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持平。贝尔格莱德 CBD 区 A 级办公楼

年租金为 180~204 欧元 / 平方米，B 级办公

楼年租金为 108~144 欧元 / 平方米。物业费

3~4.4 欧元 /平方米。①

与周边中东欧国家首都相比，贝尔格莱

德商用房年租金更具价格优势：②

（1）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约180欧元 /

平方米。

（2）匈牙利布达佩斯：约 200 欧元 / 平

方米。

（3）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约230欧元 /

平方米。

  （4）波兰华沙：约 260欧元 /平方米。

2.2 租用住宿用房

根据 1992 年颁布的《住房法》，房东和

租户有义务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合同内容需

包括：租赁双方信息、日期和地点、租赁期

限、合同终止条款、共同义务、住房维修相

关条件、租金、付款方式等。未规定租期的

合同为不定期合同。

租户可通过报纸、网络等或房地产中介

机构获取房屋出租信息。地产中介机构会为

租户提供房屋租赁服务。在正式合同签署前，

中介机构不收取预付佣金。合同签署后，中

介机构收取佣金。佣金通常为 1个月的房屋月

租金。房东有义务向租户提供必要文件，如房

屋所有权文件或租赁合同以及房东身份证。

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居室月租金

250~500欧元，三居室月租金500~1000欧元。

离市中心较远的一居室月租金170~300欧元，

三居室月租金 300~600 欧元。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塞尔维亚主要房屋中介机构见表 6-6。

                                          

①    法国巴黎银行 .https://www.realestate.bnpparibas.com.

②    塞尔维亚开发署 .《投资塞尔维亚给予中国企业的投资机遇》（opportunities for Investors from China）。

表 6-6　塞尔维亚主要房屋中介机构

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网址

Jones Lang LaSalle 商业租赁 http://www.jllproperty.rs/en-rs

Colliers International 住宅租赁 / 商业租赁 https://www2.colliers.com/en-RS

Cushman&Wakefield 住宅租赁 / 仓库租赁 / 商业租赁 https://cw-cbs.rs/en

Srbija-Nekretnine 住宅租赁 / 商业租赁 / 土地租赁 https://www.srbija-nekretnine.org/en/land

Srbija Space 住宅租赁 / 仓库租赁 / 商业租赁 https://www.srbijaspace.com

Indomio 住宅租赁 / 商业租赁 / 土地租赁 https://www.indomio.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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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租房注意事项

审核出租人资质。租赁合同签署前，租

户需审核房东资质，明确房屋出租人是否有

房屋的所有权。

明确责任划分。对于很多非法律规定的

合同条款，租户要与房东或中介机构协商，

并在合同中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

出示移民或就业文件。年满 18 岁的租户

在租房时需出示移民或相关就业文件。

签署合同并在警察局登记。租户与房东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需向当地警察局报告

居留地点。

支付押金。租赁双方通常会约定押金数

额。押金通常是 1 个月的房屋月租金。合同

终止后，押金将被退还，或抵扣剩余租金。

租户对房屋造成一定损坏的，押金用于抵扣

维修费用。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设施

塞尔维亚医疗设施主要包括综合医院、

卫生中心、私人诊所、专科诊所，如牙科诊

所、眼科诊所等。如有需要，可拨打 194 联

系紧急救护车，该服务全天 24 小时可用。在

较大城市中，还设有针对各种紧急情况的医

疗机构，这些机构 24 小时开放。

综合医院

塞尔维亚规模较大的综合医院有：Aurora

医 院（General Hospital“Aurora”）、Bel 

Medic 医 院（General Hospital“Bel Medic”）

和 Euromedik 医院（General Hospital “Eur-

omedik”）。综合医院可以提供广泛的医疗

服务，常见的内外科疾病由专业医疗团队进

行诊断及治疗，必要时也可在综合医院进行

手术。综合医院也提供常规体检、食品卫生

与饮食控制等医疗服务。

卫生中心

塞尔维亚的卫生中心可提供一般医疗服

务，包括儿科、妇产科、牙科、家庭护理、

预防保健等。卫生中心还开展公共卫生监督、

结核病控制计划、物理和职业治疗、产妇保

健、儿童保健、牙科保健和紧急医疗救助。

私人诊所

除定点医疗机构外，塞尔维亚还有私人

诊所。私人诊所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卫生条件

较好、预约时间较短（提前两天预约）、周

末开放等方面，但价格相对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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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诊所

牙科治疗需预付款，如拔牙基本费用约

25 欧元，补牙费用约 20 欧元。牙科治疗一般

不在医保范围内。如果购买了涵盖牙科服务

的私人健康保险，需提前确认可使用该保险

的医疗机构。

                                          

①    塞尔维亚健康保险基金 .http://eng.rfzo.rs.

表 6-7　塞尔维亚主要综合医院联系方式

名称 联系方式

General Hospital “Aurora”
电话：+381-11-7151777

地址：Višegradska 26, 11000 Belgrade

General Hospital“Bel Medic”
电话：+381-11-3091000

地址：Viktora Igoa 1/Koste Jovanovica 87, 11000 Belgrade

General Hospital “Euromedik”
电话：+381-11-3650660

地址：Visegradska 20, 11000 Belgrade

3.2 就医与买药

门诊

医院、诊所遍布塞尔维亚的主要城镇。

患者可通过急诊或医生转诊到医院治疗。以

塞尔维亚临床中心医院为例，ISIS 系统安排

门诊检查，也可通过电话 +38-11-3663449 预

约。门诊开放时间为每个工作日7点至19点，

由全科医生出诊。该院的急诊中心 24 小时开

放，全年无休。门诊不售药，患者可持医生

开具的处方到药店购药。

药店

药店遍布塞尔维亚城市的大街小巷，仅

贝尔格莱德就有 278 家药店。当地药品销售

价格适中，可满足基本需求。药店分为国营

药店和私营药店。国营药店的药品供应短缺，

私营药店只提供基本药物。患者一般持医生

开具的处方到药店购药。药店售货人员均具

备一定的专业医学知识，大多为医学院专科、

本科毕业生。

 

3.3 医疗保险①

长期居留者

在塞就业的外国人如缴纳了医疗保险，

可享受与塞尔维亚国民相同的健康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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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旅行保险与国际医疗保险对比

考量因素 旅行保险 国际医疗保险

期限 6~12 个月 时间较灵活，可根据个人需求定制

费用 相对便宜 较为昂贵

保险范围
覆盖医疗服务有限（主要针对短期旅行

行李遗失和航班取消等问题）
医疗服务更为全面

4　开设银行账户

4.1 开设个人账户

在塞尔维亚开设个人银行账户流程简

单，须本人亲自办理。不同银行所需材料略

有不同。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塞尔维亚开设

个人银行账户所需材料包括：(1) 护照或居留

证；(2) 证明开户人居住地址的材料，如近 3

个月的水电费账单。②

4.2 开设公司账户③④

在塞尔维亚开设公司银行账户所需材料

主要包括公司注册资料、个人身份证明、经

公证的各项资料等。每家银行对于开立账户

需提供的材料要求各有不同，建议企业在开

设银行账户前与所选银行确认。⑤以意大利联

合商业银行（Banca  Intesa）塞尔维亚分行

                                          

①    移居贝尔格莱德 .http://movetobelgrade.com.

②    https://serbiawealth.info.

③    世界银行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④    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https://www.bancaintesa.rs.

⑤    塞尔维亚电子政务平台 .https://euprava.gov.ra.

持当地医疗卡可到定点医疗机构免费就医。

医疗卡每年发放一次。在塞尔维亚留学、长

期经商的外国人须办理医疗保险。

短期居留者①

与塞尔维亚签订国际健康保险协定国家

的公民，根据在其本国签发的健康保险证书

可以在塞尔维亚获得紧急医疗服务，回国后

由保险公司赔偿相关费用。中国与塞尔维亚

尚未签订该协定。在塞尔维亚短期居留期间，

可通过购买旅行保险或国际医疗保险获得相

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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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未在塞尔维亚境内注册的企业在塞开

设公司银行账户所需材料：

（1）开户申请表（原件1份、副本1份）。

（2）开户及账户管理协议（原件 2 份、

副本 2份）。

（3）授权签字人的签名卡（原件 2 份、

副本 2份）。

（4）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或经国际

公证人及国外主管当局公证的副本）。

（5）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资料。

（6）股东的个人资料。

（7）股份数量和价值。

（8）公司全名及地址。

（9）公司的注册号和税号。

如果上述材料的原文为外文，需提供经

认证的翻译件。需注意，经认证的翻译件须

在翻译完成之日起 3个月之内提交至银行。

在塞尔维亚境内注册的企业在塞开设公

司银行账户所需材料：

（1）开户申请表（原件1份、副本1份）。

（2）开户及账户管理协议（原件 2 份、

副本 2份）。

（3）授权签字人的签名卡（原件 2 份、

副本 2份）。

（4）3 个月内关于在塞尔维亚商业登记

局登记的决定（可选，银行系统与工商注册

系统已信息共享）。

（5）公司成立决定（原件1份，副本1份）。

（6）公司章程（原件1份，副本1份）。

（7）存款保险声明（原件 2份）。

（8）税务机关签发的税号证明书的复印件。

（9）财务负责人的签名证明原件或合法

的复印件。

（10）财务负责人的护照或身份证的复印件。

如果授权其他人员代表公司开设公司银

行账户，还需提供授权书原件或合法的复印

件，以及被授权人的护照或身份证复印件。

开设公司账户所需时间约 1 天，所需费

用约 5900 第纳尔。

5　交通

5.1 购车

外国人在塞尔维亚购车不受限制。购车

后需完成车辆注册并办理第三方责任险。车

辆每年注册一次。塞尔维亚的车牌按区域发

放，由区域代码和 3~4 位数字及 2 位字母组

成，例如 BG123-AA，BG 代表贝尔格莱德。由

于当地购车价格略高于周边国家，许多购车

人在周边国家购车后在塞尔维亚注册，或在

塞尔维亚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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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②    塞尔维亚内政部 .http://www.mup.rs.

5.2 自带车辆入境

计划在塞尔维亚停留 3 个月以上的外国

人可携带车辆入境塞尔维亚，该车辆已使用

年限不得超过 6 年，且车主持有该车辆的时

间应超过 6个月。

携带车辆入境需在清关后 30 天内注册。

注册时需向运输部提供以下资料：车辆所有

权证明；在来源国的注册文件原件及翻译件、

塞尔维亚的居留证明、当前有效签证、技

术检查文书、报关证明、外国车辆登记表

翻译件。

更多自带车辆相关信息可查询塞尔维亚

内政部网站（https://www.mup.rs）。

5.3 驾车须知①

驾照②

在塞尔维亚停留不超过 3个月，可以使用

国际驾照或中国驾照驾车，但须附上中国驾照

的翻译件或公证件。

停留超过 3 个月的，可将中国驾照转

换为塞尔维亚驾照。塞尔维亚驾照有效期

为 3 年。中国驾照的有效期小于 3 年的，

按照中国驾照的日期为有效期。转换驾照

需支付颁发驾驶证费用 8110 第纳尔以及共

和国行政费 225 第纳尔。转换驾照需提供

以下材料：

（1）有资质的专业翻译人员翻译并盖章

的中国驾照。

（2）身份证或护照。

（3）照片 2张（3.5cm×4.5cm）。

（4）付款证明。

交规

故障。发生故障或事故，车主必须离开

车辆，并身穿反光背心。未穿反光背心的，

车主会被处以 3000 第纳尔罚款。

驾车。在塞尔维亚驾车是靠右行驶，全

天都必须打开近光灯。未开车灯的，会被处

以 3000 第纳尔罚款。塞尔维亚部分交通信号

灯、标识和标线与中国不同。

驾车时务必了解并遵守当地交规。在没

有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红灯亮时，车辆不

能右转。在信号灯、交通标识和标线不明确

的路段，机动车应礼让行人。驾驶员驾驶车

辆时必须携带驾照，乘车人必须系安全带。

泊车。泊车时，车辆必须停靠在停车场

或者路侧划有停车位标线的区域内，并按规

定自觉缴纳停车费，未按规定停车的，将会

被拖车并处以 6000~20000 第纳尔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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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公共交通方式①

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公共交通方式主要包

括飞机、火车和公交。另外，乘出租车也是

常见的出行方式。

飞机

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是

塞尔维亚最大的国际机场，位于贝尔格莱德

市西郊 12 公里处。往返机场可选择租车、搭

乘出租车、乘 72 路公共汽车到市区 Zeleni 

Venac 公交站，或乘 A1 巴士到市区 SLAVIJA

广场。机场设有出租车路线估价器，可供游

客查询机场至目的地价格。从尼古拉·特斯

拉国际机场可直达欧洲各国的主要城市。中

国旅客赴塞一般需经维也纳、莫斯科、巴黎

等其他国际城市中转。

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Belgrade 

Nikola Tesla Airport）

地址：Aerodrom 59, 11180 Beograd

电话 : +381-11-2094444 

火车

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的铁路枢纽，从

贝尔格莱德火车站乘车可以抵达塞尔维亚主

要城市，也可到达其他东南欧国家主要城市，

如索非亚、萨格勒布、布达佩斯等。目前，

塞铁路运营质量较差 , 配套设施较为落后，

运营时速较慢，绝大多数火车运营时速在 100

公里 /小时以下。

火车总站地址：Pionirska  bb,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3602899

公交

贝尔格莱德有纵贯城际国际的公交巴士

交通网络，连接了东南欧地区和其他 17 个欧

洲国家。在塞尔维亚出行优先使用谷歌地图

导航。贝尔格莱德市内交通主要靠公交和出

租车，查询公交线路可下载 Moovit 应用导航

程序。需要注意的是，乘坐公交应在街头报

亭提前购票，或购买交通卡充值，也可上车

后向司机购票，但上车后购票的票价约为提

前购票票价的两倍。上车后请自行买票或刷

卡，并保管好票根以备流动检票员查验。

汽车总站地址：Železnička  4,  11000 

                                          

①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一旦迷路或车辆出现故障，应第一时间与救援服务取得联系或者报警，道路救援电

话是 1987，必要时可向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寻求帮助。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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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在塞尔维亚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Beograd

去往东南欧地区国家：+381-11-2636299

去往其他欧洲国家：+381-11-6658759

出租车

在塞尔维亚乘坐出租车需提前预约，推

荐拨打电话 19801 或 19803，或下载 Yandex 

Taxi应用程序进行预约。出租车按里程计费。

切勿乘坐没有出租车标志或不正规出租车，

特别是不要乘坐车顶为白底黑字的出租车。

下车时，建议索取并保留好出租车票。①

6　通信服务②

电信

在塞尔维亚短暂停留可开通国际漫游，

也可在机场或市区报亭购买当地短期电话卡。

短期电话卡价格约为 7 天 300 第纳尔（包含

3GB 流量和 1000 分钟通话）。长期停留的，

可到当地电信运营商门店办理相关服务。塞

尔维亚境内网吧很少，咖啡馆、商场等公共

场所均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服务。

邮局

塞尔维亚的邮政服务系统较为完善，共

有约 1500 个邮局。除传统邮递服务外，邮局

还提供代收各种行政费用和税费等服务。

7　教育

托儿所和幼儿园

在塞尔维亚，年满 10 个月的孩子即可入

读托儿所。幼儿园（3~6 岁）分为公立幼儿园

和私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园又分为当地私立

幼儿园和国际私立幼儿园。公立幼儿园、当

地私立幼儿园、国际私立幼儿园的托管费分

别为50欧元/月、300欧元/月、700欧元/月。

针对塞尔维亚的多子女家庭，每个家庭

从第 3 个小孩开始，10 个月至 6 岁的幼儿园

费用全免。

小学 /初中 /高中

塞尔维亚的小学和初中连续 8 年，属于

义务教育。毕业后可以选择上 3 年的职业学

校或 4年的普通高中。

大学

塞尔维亚主要大学有贝尔格莱德大学、

诺维萨德大学、尼什大学、克拉古耶瓦茨大

学和普里什蒂纳大学。塞尔维亚于 2003 年加

入了博洛尼亚进程，整体教育与欧洲接轨，

基本原则为全日制学生每学年应获得 60 个欧

洲互换学分（ECTS）。本科阶段修学年限为

3~4年（180~240 ECTS），硕士研究生阶段1~2

年（60~120  ECTS），博士研究生阶段 3~4 年

（180~240  ECTS）。开始新阶段学习前必须

获得前一阶段的文凭，专科学历在塞尔维亚

                                          

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http://rs.chineseembassy.org.

②    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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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http://rs.chineseembassy.org.

每年 9 月会开设塞语初级班，学费约为 3 个

月 500 欧元。有条件的可以上私立机构培训

班，但价格偏贵。需要注意的是，塞语课堂

教学与考试完全分开，课堂教学不会过多涉

及语言等级考试内容。对外塞语等级考试参

照欧洲语言框架体系设 A1-C2 共 6 个等级，

C2 为母语级水平，A1 为入门级水平，每年 1

月、6 月、9 月都会安排相关考试，考试费用

100 欧元 / 次。原则上塞语授课本科入学需达

到 A2，研究生塞语授课需达到 B2。

尚未获得广泛认可。目前塞尔维亚大学的学

费基本维持在 2000~3000 欧元 / 年，部分特

殊专业会达到 8000 欧元 /年。①

语言学习

塞尔维亚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语。年轻

人的英语普及率较高，中老年人英语水平有

限。对于长期在塞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

有必要学习一些塞尔维亚语。

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对外塞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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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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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维亚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塞尔维亚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fa.gov.rs

2
塞尔维亚内务部

Ministry of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up.gov.rs

3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和电信部

Ministry of Trade, Tourism and Telecommunic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tt.gov.rs

4

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Transport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gis.gov.rs

5
塞尔维亚财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fin.gov.rs

6
塞尔维亚经济部

Ministry of Economy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privreda.gov.rs

7

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资源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Water Manage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inpolj.gov.rs

8
塞尔维亚环境保护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ekologija.gov.rs

9
塞尔维亚能源和矿产部

Ministry of Mining and Energy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re.gov.rs

10
塞尔维亚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pravde.gov.rs

11

塞尔维亚公共管理和地方自治部

Minist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duls.gov.rs

12
塞尔维亚国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od.go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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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塞尔维亚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3

欧洲一体化部

Minist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ei.gov.rs

14

塞尔维亚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pn.gov.rs

15
塞尔维亚卫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zdravlje.gov.rs

16

塞尔维亚劳动、就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事务部

Ministry of Labour, Employment, Veteran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inrzs.gov.rs

17
塞尔维亚青年和体育部

Ministry of Youth and Sport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mos.gov.rs

18
塞尔维亚文化和传媒部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www.kultura.gov.rs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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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塞尔维亚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

使馆
Užička 25,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3695057

网址：http://rs.china-embassy.org

邮箱：chinaemb_yu@mfa.gov.cn

2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

使馆经济商务处

Dr. Jovana Danića 1,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2651630

网址：http://yu.mofcom.gov.cn

邮箱：yu@mofcom.gov.cn

3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

使馆文化处
Užička 25,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2067937

　　　+381-11-3692684

邮箱 : belgrade@culturalink.gov.cn

4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

使馆教育组
Aradska 4,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3807583

邮箱 : jiaoyuzu@edusectioninserbia.org

5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

使馆领事部

Augusta Cesarca 2V, 11000 

Beograd

电话：+381-11-3693163

　　　+381-63-590818

　　　（24 小时领事保护热线）

邮箱 : consulate_yug@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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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塞尔维亚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附录四

塞尔维亚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塞尔维亚华人华侨商业总会
地址：贝尔格莱德市 70 号中国商城

电话 / 传真：+381-11-3185788

2 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
地址：贝尔格莱德市 Jurija Gagarina 91 A3 办公室Ⅱ楼

电话：+381-69-698777

3 塞尔维亚温州商会
地址：贝尔格莱德市 70 号中国商城

电话：+381-63-26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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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在塞主要中资企业联系方式

序号 企业（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1 中国银行塞尔维亚分行 Bulevar Zorana Đinđića 2a, 11070 Beograd +381-11-6351000

2
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

司

Hesteel Serbia  Iron & Steel d.o.o. Radinac, 

11300 Smederevo, Serbia
+381-26-4624730

3
塞尔维亚紫金波尔铜业有

限公司
Djordja Vajferta 29, 19210 Bor, Serbia +381-30-458485

4 中兴通讯塞尔维亚分公司
2/F Omladinskih Brigada 90b, Airport City, 

11070 Belgrade, Serbia
+381-11- 2258783

5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驻塞尔维亚代表处
Neznanog Junaka 8, Belgrade, Serbia +381-11-3066202

6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塞

尔维亚分公司

No.4 Pere Velimirovica Street,11000 Belgrade, 

Serbia
+381-11-4081884



  137

附录六    塞尔维亚大型展览会简介

附录六

塞尔维亚大型展览会简介

1. 塞尔维亚国际建材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建材业

举办城市：贝尔格莱德

展馆名称：贝尔格莱德博览会会展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4 月 21 日—24 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建材展览会（SEEBBE）始于 1975 年，是塞尔维亚最大规模、最

权威的建材展览会，已成为东南欧地区最重要的建材行业展览会，也是中国建材及建筑工程行

业进入塞尔维亚及东南欧市场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上届展会总面积20,641平方米，参展企业602家，分别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挪威，波兰，

意大利，瑞典，瑞士等，参展人数达 3万人。

展品范围：

建材及设备、玻璃及各类配件、石材及设备、照明器材、空调制冷、水处理环保设备、清

洁及维护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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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塞尔维亚国际农业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农业

举办城市：诺维萨德

展馆名称：诺维萨德展览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21 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国际农业展创办于 1934年，是企业进入中东欧、乃至中东、非洲的农业、园林、

食品市场最为快速有效的途径，该展览已通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

2019 年第 86 届展会展出面积达 5.85 万平米，吸引了来自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波兰等

61 个国家的 1518 家参展商。共有来自非洲、中东、东欧等各国约 14 万名观众到会参观。

展品范围：

农业机械、园艺机械、肥料兽药、种子苗木、动物养殖、农业航空设备、土壤治理产品及

设备、包装仓储设备、食品饮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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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塞尔维亚国际工业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工业

举办城市：贝尔格莱德

展馆名称：贝尔格莱德博览会会展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5 月 18 日—21 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国际工业展于 1937 年首次举办，并在 1957 年得到了国际博览会联盟的认证。该

展览会是塞尔维亚和东南欧最重要的经济技术类展览会，对该国和该地区工业发展有重要

影响。

2019 年第 63 届展会展出面积达 1.85 万平米，参展企业 684 家，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

比利时、中国、德国等 309 家外国参展商，参展人数达 1.7 万人。

展品范围：

工业材料、电气设备、科学技术教育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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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塞尔维亚印刷及造纸工业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工业

举办城市：贝尔格莱德

展馆名称：贝尔格莱德博览会会展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9 月 22 日—25 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印刷及造纸工业展（Graphima）自 1979 年开始举办，是塞尔维亚最

权威的印刷及造纸工业展览会。该展览会覆盖所有的纸、纸板、包装印刷行业，展示最新的设

备、机器、产品和服务，提供行业信息和解决方案。

2019 年第 41 届展会展出面积达 3,1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65 家，参展人数达 7千人。

展品范围：

原材料、耗材和薄膜、非印刷薄膜、颜料、墨、印刷薄膜及其他包装品，包装加工机械、

印刷机械、机械部件，包装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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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塞尔维亚大型展览会简介

5. 塞尔维亚纺织服装面料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纺织服装业

举办城市：贝尔格莱德

展馆名称：贝尔格莱德博览会会展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3 月 4 日—6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纺织服装面料展览会（Balkan  Textile）是塞尔维亚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纺

织面料展览会。该展览会是高品质的纺织行业商业平台，为专业人士提供信息交流和分享的

机会。

上届展会总面积 12000平方米，参展企业 268家，分别来自中国、中国香港、日本、德国、

美国、波兰、意大利、英国、迪拜、印度等，参展人数近 1万人。

展品范围：

纤维、单丝及原材料、各种面料和辅料、纺织机械及配件等。



  14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塞尔维亚（2020）

6. 塞尔维亚国际旅游展览会

举办周期：每年一届

行　　业：旅游业

举办城市：贝尔格莱德

展馆名称：贝尔格莱德博览会会展中心

下届举办日期：2021 年 2 月 18 日—21 日

展会介绍：

塞尔维亚国际旅游展览会是塞尔维亚和东南欧最大的旅游展会，旨在提供高质量和多样化

的活动，为参展商提供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帮助其建立合作关系。

上届展会总面积 30753 平方米，参展企业 900 家，包括来自 50 多个多家的 250 家外国参

展企业，参展人数达 6.5 万人。

展品范围：

旅游产品、旅游项目、旅游产业发展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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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塞尔维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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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卷由普华永道咨询 ( 深圳 )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编写初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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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塞尔维亚

开发署、塞尔维亚工商会,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 , 得到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经

济商务处、普华永道塞尔维亚等专业机构的大力支持 ,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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