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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是一个面积小，发展快速的国家，地处欧洲东南部，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接壤。

高速公路网络（10号和11号走廊）及河道网络（可航行的河流和通道总长将近1,395公里），尤其是贯通全国并经过其首都贝

尔格莱德的多瑙河，将塞尔维亚与其他重要国家相连，如土耳其、希腊、奥地利、德国、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另外，塞尔维

亚地理位置有利，气候温和。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位于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历史悠久，是欧洲最古老城市之一，也是该地区的最大城市，人口超过160
万。除了贝尔格莱德之外，塞尔维亚其他重要城市有诺维萨德（Novi Sad）、尼什（Nis）、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苏博蒂察

（Subotica）、沙巴茨（Sabac）、查查克（Cacak）、克鲁舍瓦茨（Krusevac）、克拉列沃（Kraljevo）、乌日策（Uzice）。

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北边，是塞尔维亚著名的农业生产区域。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盛产水果，尤其是李子、覆盆子、

杏子等，该地区也以工业生产而闻名。塞尔维亚矿产资源主要在东部，包括矿物质、天然气、煤、铁、铜、金、银、镁等。

当前，塞尔维亚是一个走上往欧盟发展道路的民主主义国家。2012年3月，欧洲理事会向塞尔维亚授予了候选国的地位，并决

定于2013年6月开始入盟谈判（谈判于2014年1月正式启动）。塞尔维亚和欧盟之间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于2013年9月生效，而

欧盟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谈判进程于2015年启动。

1、塞尔维亚：国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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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名称： 塞尔维亚共和国

国家结构形式： 民主共和国

政治制度： 总统制

面积： 88,361平方公里

人口： 698万1 (不含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官方语言： 塞尔维亚语

主要宗教： 东正教

其他的宗教： 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新教

货币： 塞尔维亚第纳尔(中间汇率大约1欧元=118第纳尔)

国际组织：
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国难民署和世贸组织 
（观察员身份）等50多个组织的成员

国内生产总值 (2019) 2： 525.3亿欧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8) 3： 6,880欧元

时区： 欧洲中部时间(GMT + 01:00)

互联网域： .rs

首都： 贝尔格莱德，人口超过168万

信用评级：

BB+ / 升 (标准普尔，2019年12月)

BB+ / 稳 (惠誉国际， 2019年12月)

Ba3 / 升 (穆迪，2019年3月)

  1.   https://www.stat.gov.rs/sr-Latn/oblasti/stanovnistvo/procene-stanovnistva
  2.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gdp-growth
  3.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gdp-growth

https://www.stat.gov.rs/sr-Latn/oblasti/stanovnistvo/procene-stanovnistva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gdp-growth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gdp-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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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与进口

塞尔维亚出口量位列世界第73位。

2018年塞尔维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4.4%，其中制造业、贸易、房地产与农业增长尤为显著。

2019年11月塞尔维亚进出口总额达到451.22亿美元4。

塞尔维亚主要出口产品有电器零件、汽车、铁、钢、绝缘电线、机械、轮胎、冷冻水果、坚果、蔬菜和有色金属。主要进口产

品有汽车配件、原油、石油天然气、精炼石油及包装的药剂。塞尔维亚主要出口对象是德国、波黑、黑山、罗马尼亚、俄罗斯

和马其顿5。塞尔维亚主要进口对象是德国、意大利、中国、俄罗斯和匈牙利。

塞尔维亚贸易逆差从去年11月的5.741
亿美元微升至2019年11月的5.745亿美

元。出口增长5.6%，至17.398亿美元，

而进口增幅放缓，增长4.2%，至23.143
亿美元。考虑到2019年1月至11月期

间，塞尔维亚贸易赤字从58.88亿美元

扩大至60.521亿美元，进口和出口分别

增长1.9%和1.6%。

塞尔维亚出口额从2019年10月的17.786
亿美元降低到11月的17.398亿美元。塞

尔维亚2001年至2018年平均出口额为

8.3699亿美元，2018年3月达到17.957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2002年1月达到

1.16亿美元的历史新低6。

塞尔维亚进口额从2019年10月的23.671
亿美元降低到11月的23.143亿美元。塞

尔维亚2001年至2019年平均进口额为

14.2581亿美元，2008年7月达到25.07

大产类进出口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2001年8月达到

2.92亿美元的历史新低7。

财政政策措施 
2014年9月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了新的财

政整顿措施和结构性变化，其中包括税

务管理制度和公共收入制度改革、公共

企业改革、公共行政改革和规模优化。

2014年至2017年期间内，塞尔维亚对

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行了成功的改革

（财政整顿）。通过修正《劳动法》、

《破产法》、《私有化法》、《检察监

督法》、《电子文书法》，监管制度得

到了改善。

此外，通过使用电子许可证以及加入欧

盟的谈判，促进营商环境清晰，有利于加

速增长，对房地产和建筑领域实施了重

大改革。

2018年，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发展，减轻

公民和公司的行政负担等方面做出了重

大努力，例如取消了在公务信函中使用印

章的义务。

自2019年起，塞尔维亚政府为建立有利

于创意和数字产业的财政体制设定了明

确的路线，并在税收、公司法等领域采取

了多种措施。

201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

行董事会对塞尔维亚批准新的12亿欧元

的三年备用信贷安排协议。该方案被视

为预防措施，基于三个主要支柱：

 • 恢复公共财政健康；

 • 增加金融部门的稳定性与应变能力；

 • 通过实施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为创造就

业和回复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4.  https://www.stat.gov.rs/aktuelni-pokazatelji/
  5.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exports
  6.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exports
  7.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im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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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  
塞尔维亚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适用大陆法系。

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而政府与其部长

有权利在特定领域通过法令和其他附则。

所有法律首先必须符合塞尔维亚共和国宪

法，然后再符合已核准的国际协定以及所

有其他法律。所有法律（法案和附则）在塞

尔维亚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发布之后生效。

普通管辖与特种管辖的国家法院除外，争

议可以通过替代争议解决方式解决，即仲

裁。在合同中提出仲裁条款的前提下，法律

实体可以选择以仲裁解决争议。塞尔维亚

商会的外贸仲裁法院作为机构仲裁法院，

处于贝尔格莱德。法庭的裁决是最终的裁

决，具有约束力。此外，各方可以自由选择

程序规则以及适用的实体法，因此特别有

利于涉外因素的争议。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塞尔维亚经济正在全面扩张，2015年外商

直接投资水平达到18亿欧元。欧盟国家作

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占塞尔维亚外商直

接投资总额的80%。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针

对以下行业：制造业、贸易、房地产和物

流、金融调解。

自2000年以来，塞尔维亚吸引了超过270
亿欧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成为中欧和东

欧最重要的投资地点之一。领先的外国

投资者有世界级公司与银行，如菲亚特、

挪威电信、史达得、微软、可口可乐、德尔

海兹集团、米其林、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博世、西门子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等等。

2019年投资在实际GDP中所占的比例达

到约24%，预计中期内将继续增长。从中

期来看，投资将有助于经济再平衡8。

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塞尔维亚成为

2014年和2015年前五大转型经济东道国以及2015年和2016年东南欧的表

现最好的国家。2016年塞尔维亚吸引了约2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

2017年塞尔维亚吸引了28.7亿外国直接投资，2018年吸引了41亿外国直

接投资。

 8.  https://www.nbs.rs/internet/english/18/18_3/presentation_invest.pdf
 9.  https://santandertrade.com/en/portal/establish-overseas/serbia/investing

除了欧盟的投资之外，塞尔维亚的基础设

施、电力、食品、电信与汽车行业受到中国

投资者的关注。2014年塞尔维亚政府宣

布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已公

布其在塞尔维亚投资的计划。2016年由

CNEEC与Scarborough国际集团组成的

联合体企业签署了2.3亿欧元的塞尔维亚

电厂建设合同。201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

生产商美达集团在塞尔维亚工厂已建成，

该项目投资总额将达到6,000万欧元。

此外，在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下，中国建设企业目前在塞尔维亚实施多

个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中国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11号走廊高速公路3.02
亿欧元的段落工程；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承建11号走廊高速公路2.08亿欧

元的段落工程；中国铁路国际与中国交建

共同承建的匈塞铁路3.5亿美元的段落工

程已于2017年11月开工。此外，中国建设

企业还有很大机会承建另几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2017年1月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对中国免

签的中东欧国家，同时塞尔维亚也是积极

推动“17+1”合作机制的国家之一。塞尔

维亚是推动与中国交流合作的领先国家，

并积极吸引中国投资者来塞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9 2016 2017 2018

FDI流入量（亿美元） 23.5 28.71 41.26

FDI存量 （亿美元） 303.69 375.73 398.33

绿地投资项目 89 114 160

FDI存量 （GDP中所占的比例） 80.4% n/a n/a

大产类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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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bs.rs/internet/english/18/18_3/presentation_invest.pdf
https://santandertrade.com/en/portal/establish-overseas/serbia/in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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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最重要的资本投资项目是于

2014年启动并于2016年开工的合作的项

目，由塞尔维亚政府与阿联酋私营投资开

发公司鹰山公司（Eagle Hills）参与。该投

资项目包括办公空间与豪华房地产、五星

级酒店与商场的建设，项目估计价值达

35亿欧元。

在新权益资本激增的推动下，FDI流入量

增长了44%，达到41亿美元，使塞尔维亚

成为转型经济体中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

接受国10。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的201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由于其商业

环境的改善，2018年流入塞尔维亚的FDI
增至41亿美元（2017年塞尔维亚FDI为28
亿美元）。大部分投资来自欧盟国家。2018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为398亿美元（占

GDP的78.6%）。2017年，塞尔维亚第一次

进入外国投资数量前15名的国家名单（118
个投资项目，比2016年增长157%）11。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报告，塞尔维亚经商

容易度指数从2014年排名第68，提升到

2017年排名第43，显示出经商条件改善，

特别是在有利于营商的法规方面。2017
年前9个月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为16亿欧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6%。 

汽车工业是塞尔维亚当前最重要的工业，

占塞尔维亚出口额的10%、约占外商直接

投资价值的14%，为4万多名工人提供工

作岗位。

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2019年11月增

加0.819亿欧元。塞尔维亚1997年至

2019年平均外国直接投资为2.3627亿欧

元，2006年11月达到33.226亿欧元的历

史新高，而2012年1月达到-4.766亿欧元

的历史新低。

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

在过去的十年里，服务业对国际投资者最

具吸引力。银行业和保险业以50亿欧元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居首位。制造业以

48亿欧元位列第二，其次是汽车批发、零

售和修理及房地产业务。塞尔维亚的制

造业生产量在2019年11月比上年同月增

长4.20%12。

塞尔维亚重点行业

汽车工业–塞尔维亚汽车工业不仅是塞

尔维亚传统的经济部门，而且由于高素质

的劳动力和其地理位置，该部门具有光明

的前景。塞尔维亚汽车工业为几乎所有的

欧洲主要汽车制造商和一些亚洲汽车制

造商提供部件。行业内最重要的业务有车

辆底盘系统部件制造、电气系统部件制

造、发动机部件生产（阀、制动盘、凸轮

轴等）。

下列是汽车工业主要投资者：

 • FIAT 菲亚特 （意大利） 

 • Magneti Marelli玛涅蒂马瑞利（意

大利）

 • Sigit（意大利）

 • Johnson Controls 江森自控有限公司

（美国）

 • Michelin 米其林轮胎（法国）

 • Le Bleir（法国）

 • YURA 裕罗电器装配（韩国）

 • Robert Bosch 博世（德国）

 • Leoni 莱尼（德国）

共享服务业–塞尔维亚有成为共享服务业

与商业流程外包行业的顶级市场的良好

前景。塞尔维亚劳动力可靠、有技术并会

多国语言。另一方面，其在中东欧的中心

地理位置，与西欧各国位于同一时区，使

塞尔维亚成为良好的投资选择。

诸如TeleSign、First Data、NCR 
Corporation和Iron Mountain等全球企

业已经认识到了塞尔维亚市场的潜力。

电子行业–塞尔维亚电子行业包括超过

1,700家创新型企业。本行业的年劳务成

本最低，同时也拥有经验丰富、训练有素

员工。塞尔维亚的技术专业教育情况良

好，33%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于工科大学和

学院。由于上述原因，塞尔维亚的电子行

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2001年以来，由于总额约为1.68亿欧元

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流入，本行业出现了

稳步复苏。

已经到位的关键投资项目有奥地利

ATB Gruppe、斯洛文尼亚家电制造商

Gorenje、西门子和松下在塞尔维亚中部

建成的1,300万欧元的工厂。 

本行业与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食品行业

以及汽车工业同样受塞尔维亚政府的积

极支持，成为优先发展的行业。因此，投

资者能够持续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激励，

而今后应该继续适用同样措施。

按项目数量各行业的FDI排名外商直接投资 

汽车工业 15.9%

食品、饮料与农业 11.6%

纺织品与服装 9.1%

建筑业 5.6%

电子与电气工业 5.6%

机械与设备 5.2%

金融行业 4.1%

10.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overview_en.pdf, 第29页
11.  https://santandertrade.com/en/portal/establish-overseas/serbia/investing
12.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manufacturing-production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9_overview_en.pdf
https://santandertrade.com/en/portal/establish-overseas/serbia/investing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erbia/manufacturing-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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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是电子行业主要外国投资者：

 • Siemens LoherElectro  西门子

 • Gorenje

 • Panasonic 松下

 • EATON 伊顿

 • Photon Optronics

 • Sagemcom 萨基姆

 • WEG 万高

 • 华为

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依靠其发达的工科

教育环境、低劳动力成本、出色的技术

水平、高英语水平以及发达的电信信息

与通信基础设施，塞尔维亚致力于取代

一些传统ICT市场，使ICT行业成为塞尔

维亚经济的支柱行业。

塞尔维亚的软件出口量位居世界第40
位。2013年塞尔维亚软件服务出口额大

约2.3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同

年，软件开发子行业创收4,590万欧元。

下列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主要投资者：

 • 微软

 • IBM

 • 惠普

 • Nordeus

 • 西门子

 • 施耐德电气

 • Asseco

 • 思科

 • 甲骨文公司

食品行业–塞尔维亚有理想的农业生产

条件（欧洲最清洁土壤之一、多样的气

候、超过6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传统

的高质量和健康食品生产）。作为一种

生产优质食品的重要指标，塞尔维亚法

律禁止生产和进口任何转基因食品和种

子（GMO）。

2016年塞尔维亚农业食品出口额达到

11亿欧元，略高于上年。塞尔维亚是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中最大的食

物出口国和唯一的食物净出口国。塞尔

维亚农业产品出售于食品店与全球连锁

超市，如：乐购、利德、Spar、家乐

福、Idea、麦德龙等。

新鲜、冷冻水果和蔬菜是塞尔维亚重要的

出口产品。2015年塞尔维亚的覆盆子生

产量占全世界生产量的21%。2017年前8
个月塞尔维亚水果与蔬菜出口额比上年

同期增长22%。

 
食品业最大投资者：

 • Molson Coors摩森康胜

 • 嘉士伯

 • 雀巢

 • Rauch

 • 可口可乐希腊公司

 • 奥特奇

 • 施特劳斯集团

 • 百事公司

 • Al Dahra

纺织业–塞尔维亚的纺织品与服装行业历

史悠久，与外国合作伙伴具有长期的传

统合作关系。由于其投资项目数量众多与

大量岗位提供，纺织业在行业吸引力排名

中名列前茅。

在过去的10年里，塞尔维亚时尚产业从国

内的制造业发展成为在全球市场上经营

业务的设计主导型行业。全球制造商正在

广泛地利用其处于塞尔维亚的生产设备

作为生产高品质服装的辅助生产基地。

塞尔维亚纺织业主要与欧盟成员国（意大

利、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

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进行贸易。2014年
纺织业出口总额在过去几十年中首次超过

10亿欧元。

下列是纺织行业主要外国投资者：

 • 贝纳通

 • Jeanci

 • Texbaltic

 • Comprom plus

 • Pompea

 • 健乐士

 • Falke

 • Fulgar 

 • Calzedonia

 • Golden Lady

 • Ilary

木材与家具产业–该行业最有光明前途的

子行业之一是大型家具制造业。大型家

具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包括：优质当地原

材料、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其他欧洲

国家相比相当低的能源价格以及以便运

输的战略性的地理位置。除此之外，于

欧盟和俄罗斯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

良好的信誉和卓越的品质帮助此子行业

产生超过1亿欧元的贸易顺差。 

下列是木材与家具产业主要外国投资者：

 • Jysk 居适家

 • Tarkett 得嘉

 • Pontex 邦泰

 • 宜家家居

 • Emmezeta

金属加工工业–该行业是塞尔维亚历史

最悠久的工业核心行业之一，可追溯到

1853年。

 
由于金属加工业相当多元化，因此该行

业的企业规模与结构各不相同。大型企

业主导着价值链第一环节，形成显著的

规模经济（初级金属生产、初级金属加

工），而金属制品加工和制造的子行业

由更专业化与以客户为中心的中小企业

从事。二次加工中，如铸造、压铸、加

工和涂覆，中小企业占90%的份额。

该行业的最重要投资项目是中国钢铁生

产商河钢集团的投资项目。河钢集团收

购了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炼铁厂，接管

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4,600万欧元的投

资项目将提高塞尔维亚钢铁生产子行业

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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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介绍包括塞尔维亚主要税种：CIT 
(企业所得税)、VAT(增值税)和PIT(个人

所得税)。

2018年年底，多项税法修正案批准通

过，其主要目的是减轻工资方面的财政

负担并推动创新。预计此类趋势在未来

几年仍将持续。

2.1 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CIT法）的规

定，塞尔维亚居民企业需就其全球所得

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CIT）。

居民法律实体是指在塞尔维亚注册成立

或管理控制地在塞尔维亚的法人实体。

此外，非居民法律实体的塞尔维亚常设

机构也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确定于会计利润基础上，

而会计利润应根据国际会计准则(IA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中小企业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当地审计与会

计法规确定并为征税进行进一步调整。

材料与卖出货物成本以加权平均成本法

或先进先出法计算并列入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及附表中作为支出 。

主要税收调整

无凭证的支出不准予税前扣除，除此之

外，当纳税人同时作为同一实体的债权

人与债务人，即同时存在应收款项与应

付款项时，个别应收款项减值准备金不

能税前扣除（但仅限于纳税人对该实体

债务的金额，超出应付款项的应收款项

余额可进行纳税调整）、关联实体之间

的违约利息以及非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

费用均不准予税前扣除。

营销成本给予全额税收抵扣，而业务招

待费支出纳税调整减少额最高可达年收

入0.5%。

 

2、 税法

企业所得税 (CIT): 15%

增值税 (VAT):  10% / 20%

个人所得税 (PIT): 10%

就2018年12月31日之前收购的固定资

产（或者2018年内开始的纳税期结束之

前收购的固定资产）适用以下折旧方法

（至2028年12月31日或2028年内结束

的纳税期）：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

时，固定资产分五类–归于第一类的固

定资产（不动产）以直线法及收购价值

2.5%的折旧率计算折旧。

其他类别的固定资产采取递减法，折旧

率为：10%、15%、20%和30%。

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无形资产应

该以直线法，即以某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

命为基础或者根据某项无形资产使用权

的合同期限确定的折旧率计算折旧。

2019年12月1日之后收购的资产（或者

2019年内开始的纳税期），适用以下折

旧方法：

五类固定资产均以直线法，即以资产的

购买价值为基础，对每项资产单独计算

折旧。如果会计折旧额低于税法折旧

额，只能抵扣会计折旧额。

以公允价值入账的投资性房地产，以收

购价值2.5%的折旧率计算折旧。

无形资产折旧额按会计折旧额抵扣。

纳税人，即特许权人，在特许合同中，

从非货币性资产无偿转让中获得的，由

私人合伙人在特许经营权下进行而实现

的收入，在入账的纳税期内不计入税

基，但前提是特许权的估计价值至少为

五千万欧元。

私人合伙人根据特许经营合同向特许权

人转让不动产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在入账

的纳税期内不计入税基，但前提是特许

权的估计价值至少为五千万欧元。

国际会计准则(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中

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首次应用所

产生的对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以及相

关的符合会计法规的对企业所得税纳税

申报表及附表中某些项目进行的调整，

从进行相应调整的纳税期开始，作为收

入/支出给予确认/扣除。该收入和支出

在五个纳税期内以相等的金额在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及附表中确认/扣除。

塞尔维亚转让定价规则遵循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转让定价指南以

及某些当地特征，并且由于转让定价文

档必须与每年的年度纳税申报单同时提

交，因此其编制是强制性的。

《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所引入的最重

要规定之一是关于塞尔维亚税收立法中

国别报告义务的新规定。

（仅）被视为相关法人国际集团的最终

母公司的居民纳税人有义务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交有关相关法人国际集团的受控

交易的年度报告，其中包含该实体有义

务准备财务报表的营业年度的数据（集

团成员所在的税收管辖区的信息、各管

辖区的收入总和、雇员人数等）。年度

报告的编制义务自2020年起生效，年度

报告应在报告期结束后12个月内提交。

纳税申报程序与期限

纳税年度为日历年度。纳税人可选与日

历年度不同的纳税年度，但需经有关机

关批准。此种纳税年度必须是12个历月

的时期，并且应持续至少5年。

其中包括应纳税额的纳税申报单，须提

交在纳税申报年度结束后的180天内。

纳税人必须就提交申报表的纳税期计算

其年度纳税义务。只有如果纳税人未提

交纳税申报表或者纳税申报表有错误，

则税务当局能对纳税义务进行评估。月

度预缴的税额计算基于上一纳税年度应

纳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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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提税

企业所得税法覆盖对非居民法律实体从

塞尔维亚居民企业所获取的收入征税。

因此，该法规定就非居民实体塞尔维亚常

设机构征税，以及均应就其股息、特许权

使用费、利息所得征收预提税和就其来自

动产与非动产租赁所得征收预提税。

自2018年4月1日起，只有市场调查服

务、会计与审计服务及其他法律与商务

咨询服务（尤其是管理费用）所产生费

用应当征收预提税，服务的提供或使用

地点不限。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必须就向

非居民实体所支付的股息、特许权使用

费、利息和租金，包括所支付的服务

费，计算并缴纳20%的预提税。

阿尔巴尼亚 爱沙尼亚 科威特                       罗马尼亚

亚美尼亚 芬兰 拉托维亚 俄罗斯 
奥地利 法国 利比亚 圣马力诺

阿塞拜疆 北马其顿 立陶宛                  斯洛伐克

白俄罗斯 格鲁吉亚 卢森堡               斯洛文尼亚

比利时 德国 马耳他                          西班牙

波黑 希腊                    摩尔多瓦                      斯里兰卡

保加利亚 匈牙利                    黑山 瑞典

加拿大 印度                         荷兰 瑞士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朝鲜 突尼斯

克罗地亚 伊朗                          挪威 土耳其

塞浦路斯 爱尔兰                      巴基斯坦 乌克兰

捷克 意大利                          波兰 阿联酋

丹麦 以色列 卡塔尔 英国

埃及 哈萨克斯坦                韩国 越南

安道尔 多明尼加共和国 澳门                 圣卢西亚

安圭拉岛 福克兰群岛 马尔代夫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安提瓜和巴布达 斐济 马绍尔群岛 萨摩亚

阿鲁巴岛 吉布拉尔特 毛里求斯                     塞舌尔

巴哈马 格林纳达 摩纳哥                         所罗门群岛

巴林 关岛                 蒙特塞拉特                    汤加

巴巴多斯 根西岛                   瑙鲁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伯利兹 圭亚那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百慕大 香港 纽埃 图瓦卢

英属维尔京群岛 人岛                         诺曼底群岛 美属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 泽西岛                    帕劳 瓦努阿图

圣诞岛 利比里亚                        巴拿马

库克群岛 列支敦士登               圣基茨和尼维斯

“税务优惠的司法权区”名单

另外，非居民纳税人按20%缴纳资本利得

税。非居民卖方应委托财务代理，并在销

售交易日之后的30天内提交资本利得纳

税申报表。应纳税额应按税务机关作出

的税务评估计算。

若塞尔维亚与收入收受者所在国已签订了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则20%的预提税税率

可降低。

为了利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提供的优

惠税率，作为收入收受者的外国实体应

当作为协定签署国的居民纳税人（并提

供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和收入受益人。

以所在国格式开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也能用于此目的，但须提供经认证的塞

尔维亚语译文。

非居民企业所在地若位于可享有税务优

惠区域，按其收入的25%缴纳预提税。

该税率适用于上述法律实体在塞尔维亚

产生的下列收入：特许权使用费、利

息、不动产与动产租赁收入、以及各种

服务产生的收入（服务提供或使用地点

不局限于塞尔维亚境内）。财政部发布

的规则手册提供了一份“税务优惠的司

法权区”名单，其中50个国家在列。

多边公约

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于2018年10月1
日在塞尔维亚生效。

现行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截至2020年1月1日，塞尔维亚与下列60
个国家签订有效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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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值税

应税交易与免税交易

在塞尔维亚境内提供的货物与服务以

及货物进口须缴纳20%标准税率的增值

税。某些特殊货物，如食品、药品、压

块木材、木屑棒等，以及住宅处置权的

转让（住宅楼及其内的单元）等其他服

务，可按10%的优惠税率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纳税人因其所提供货物或服务，

已收取或应当收取的相应款额（如金钱、

财产或服务）作为增值税税基。增值税税

基还包含： 

1）消费税、关税与其他进口税项、增

值税除外的其他公共收入； 

2）供应商向货物或服务接收者收取的

所有辅助费用。

增值税税基不含货物或服务供应时所给

予的折扣和其他价格优惠。

另一方面，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部分

交易可免税，部分交易可享受增值税零

税率。

下列交易可享受增值税零税率（有权抵

扣进项增值税额）： 

 • 货物出口；

 • 进入自由贸易区的货物、与其直接相

关的运输和其他服务、自由贸易区内

的货物或服务交易； 

 • 海关仓库内的货物交易；

 • 货物出口、过境或临时进口运输以及

其他直接相关服务；

 • 经海关程序临时进口后再次出口的货

物，以及经进口加工程序，并申请递

延机制的货物。

下列交易可免增值税（无权抵扣进项增值

税额）：

 • 银行、金融与保险服务；

 • 土地供应（农业土地、森林、建设

用地–含或不含建筑物），以及土地

出租；

 • 楼房供应，除新建楼处置权首次转让

外，若转让双方（两位增值税纳税主

体）商定购买方能够全面以进项税抵

扣销项税，则此交易应计算增值税；

 • 股份、证券、邮政证券转让；

 • 医疗与教育服务；

 • 增值税纳税人无权抵扣进项税的货物

或服务供应等。

提供货物与服务的地点、增值税代表与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提供商品地点

提供商品地点按以下分类：

 • 货物发货时所在地点； 

 • 供应商安装或装配货物地点；

 • 货物进行交付时所在地点（无运输完

成交付）； 

 • 购买电力、天然气、冷/暖气为其再次

销售的中间商常设机构所在地；

 • 购买水力、电力、天然气与暖气的最

终消费者收货地点。

提供服务地点

为确保符合欧盟相关法律规定，从2017
年4月1日起，提供服务地点取决于其服

务对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

即， 企业对企业交易中，提供服务地点

是接收服务方所在地或其常设机构所在

地。企业对消费者交易中，提供服务地

点是服务供应商所在地或其常设机构所

在地。

另，增值税法规定下列例外情况：

 • 房地产相关服务，包括房地产交易中

介服务–应税服务发生地应为房产所

在地；

 • 旅客运输服务–应税服务发生地应为运

输发生地；

 • 货物（消费者为接收服务方）运输服

务–应税服务发生地应为运输发生地；

 • 特定服务，如运输相关辅助服务、动

产估值服务等–应税服务发生地应为提

供服务的实际所在地；

 • 运输工具短期租赁-应税服务发生地为

接收服务方使用运输工具提供应税服务

的地点。

 • 消费者租赁运输工具-应税服务发生地

应为接收服务方所在地或其常设机构

所在地；

 • 其他（向消费者提供特定服务）–应税

服务发生地应为接收服务方所在地或

其常设机构所在地。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增值税义务从货物或服务供应日期，或

者预付款（或部分预付款）支付/接收日

期起算，以先发生者为准。开票日期也

能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但仅

适用于版权、专利、许可证等。关于进

口，增值税义务发生于关税纳税义务发

生时点。

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要求

纳税人将采购的货物（包括用于进行商业

活动的设备或楼房）或购买的服务用于提

供应税货物和服务，或提供零税率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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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服务，则可行使进项税抵扣权。若在

塞尔维亚境内某种货物或服务供应有权

用于进项税抵扣，则在国外提供此类货

物或服务也可用于进项税抵扣。

增值税纳税人持有另一个纳税人开出的

注明增值税额的发票，或者货物进口单

据和相关进口增值税纳税证据，则可行

使进项税抵扣权。本规定不适用于以下

情况：

 • 废料或与废料相关服务的供应；

 • 房地产供应–楼房、经济上可拆分的楼

房内单元（若已商定本供应将计算增

值税）；

 • 建筑货物或服务，以及向再次转售的

中间商供应电力、天然气、冷/暖气。

增值税纳税人能以进项税额抵消其销项

税额。本权利可以在获得使用进项税权

利当年年末之后的五年内行使。

但是，增值税纳税人对下列事项无权行

使增值税抵扣：

 • 客运车辆，包括停车设备、备件、燃

料、以及租赁、维护、修理服务等；

 • 增值税纳税人雇员的餐费和通勤费用，

除了纳税人征收食物和饮料相应款额的

情况下。

增值税代表

在塞尔维亚境内提供应税商品或服务的

未设立常设机构的外国企业，有义务指定

一家财务代理注册缴纳增值税（无论在

塞尔维亚境内提供应税商品或服务的价

值）。本规定不适用于对以下对象提供货

物和服务的外国实体：

 • 增值税纳税人–此情况适用增值税反向

征收机制；

 • 塞尔维亚共和国成立的法律实体与机

构–此情况适用增值税反向征收机制；

 • 提供巴士客运服务 - 增值税税基按单

趟运输平均费用计算。

有关建筑物资供应以及电能、天然气交

易的增值税细则

一般规则规定货物与服务供应者作为税

收债务人。 

但某些情况下，货物和服务的接收者作为

税收债务人（即适用反向征收机制）。 除
其他外，此例外适用于以下情况：

1）工程建筑物或经济上可拆分的建筑

物单元，若供应商与接收者双方已同意

本次交易应计算增值税；

2）建筑货物或服务供应，以及

3）通过传输、运输和分销网络向再次

转售的中间商供应电能和天然气，（也

适用于此类产品的进口）。

在上述情况下，以货物或服务接收者作

为增值税债务人，因此，接收者应当计

算销项税，而提供服务的纳税人无此项

义务。

注意：若上述货物或服务需要纳税，则

货物或服务接收者可将计算出的增值税

应纳税额用作进项税。

纳税申报程序与期限

若前12个月内自然人或法人的营业额超

过800万第纳尔（约6.5万欧元）的强制性

登记门槛，则应当进行增值税登记。前12
个月内总营业额超5,000万第纳尔（约45
万欧元）的纳税人需要提交月度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额。其他情况则以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

本日历年度内首次进行应税行为的增值

税纳税人在当年和下一年度以日历月为纳

税期限。   

纳税人须于纳税申报期结束后的15日内

向主管机关提交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纳

税人有义务提交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

论纳税期内是否产生应税供应。

自2018年7月1日起，规定增值税纳税人

有义务向主管机关递交增值税细目以及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增值税细目中应当包

含纳税申报期内实现交易的交易明细。

2.3 个人所得税

受雇所得征税方式

受雇所得包括劳务报酬以及实务福利和

现金福利所得。工资与其他受雇所得报酬

（福利）按10%的统一税率缴纳工资税。

受雇和工资税以预提方式申报和缴纳。

个税每月起征点为16,300第纳尔（约

135欧元），起征点金额每年均有调

整，目前适用的金额将自2020年01月
01日起生效。雇主对税基（毛工资减去

免征额）扣缴工资税。

社会保险福利占总收入/薪资总额的

36.55%，其中19.9%由雇主从毛工资中代

扣代缴，剩余16.65%由雇主在毛工资之

外自己承担。社保缴费率如下： 

 • 养老和伤残保险–14%由雇员承担，由

雇主代扣代缴，11.5%由雇主承担；

 • 医疗保险5.15%–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

承担；以及

 • 失业保险0.75%–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

承担。

社会保险福利的最低缴纳基数为塞尔维

亚在当年9月之前的12个月内平均工资

的35%，最高基数为平均工资的5倍。

一些特定支付项目免征个人所得税，封

顶线为法律规定免征额，其中包括：

 • 通勤费报销（如有适当凭证）、每日

出差津贴和疾病的补助，

 • 由雇主代缴的自愿性私人养老保险费

在特定情况下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超过

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累计收入（不含社

会福利在内），则需缴纳补充年度所得

税。工资收入超过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

的部分按10%纳税，超过六倍以上的部

分按15%纳税。应注意所有预提税均为

最终税，即不可在纳税人补充年度所得

税中抵扣。  
 
非现金福利征税方式

非现金福利视为受雇所得征税。

 
非现金福利包括优惠券、货币证书、股

票、产品或服务、优惠贷款、工作餐、休假

补贴和公司配车等。员工福利以支付时间

的市场公允价值计量。优惠券和货币证书

以票面价值计量，而股票与其他证卷以供

应时的市场价值计量。配车福利的税基

为每个使用月份汽车市值的1%。

自2019年起，有以下适用于福利的一般

征税规则的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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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则对雇员免

费或以折扣价从雇主以及与雇主有关

的实体获得的雇主以及与雇主有关实

体的证券、股票期权以及股份，免征

薪金税。此例外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 如果员工在获得完全所有权之日起2
年届满之前转让了此类证券，则证券

将在出售时征税

 – 如果雇主或者与雇主有关的实体赎回

此类证券，则证券将在赎回时征税

 – 如果从员工获得完全所有权之日起2
年届满之前终止雇佣关系（除非在某

些情况下，例如退休和残疾），则证券

将在劳动合同终止终止之日征税。

 • 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规定，以下

项目免征薪金税：

 – 雇主为员工的娱乐活动在工作场所创

造和维护条件的费用（建造和/或购买

娱乐设备）

 – 向员工报销集体娱乐活动的费用

 – 报销组织员工参加的体育赛事和活动

的费用，以改善其健康状况和/或建立

员工和/或员工与雇主之间的更好的亲

缘关系。

为了能够适用该减免，雇主的公司章程

细则中必须规定雇员的集体娱乐活动，

并且所有雇员都应有权参加相同类型、

质量和数量的娱乐活动。特殊请款下，

如果员工能够提供适当的医疗材料，则

可以向一定数量的员工提供娱乐活动。

根据雇主决议进行的，为员工设立的，

并且大量员工有权参加并参加的体育活

动，免征薪金税。

塞尔维亚居民纳税人

塞尔维亚居民是在塞尔维亚拥有居所（具

有塞尔维亚身份证）、惯常居所或重大利

益的个人。另外，在相关税收年度开始或

结束的任何12个月内累计在塞尔维亚居

住时间超过183天的个人也被视为塞尔维

亚居民。

外籍人员有关征税规定

与居民法律实体/分公司/办事处签订劳

动合同的外国雇员按与当地雇员同样的

方式征税(参见受雇所得征税和补充年度

所得税有关规定)。

外籍人员所得来源非塞尔维亚，则适用不

同所得申报及缴税机制（自我评估制）。

塞尔维亚非居民纳税人

非塞尔维亚居民纳税人仅就来源于该国

的所得缴税。除非另有规定，非居民纳

税人适用一般居民个人所得税规则。然

而，若该纳税人本国与塞尔维亚签有税

收协定，并该协定条款对纳税人更有

利，则应适用对纳税人更有利条款。

在相应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12个月内

在塞尔维亚境内停留时间少于90天的非

居民纳税人的收入，如果该收入来自未在

塞尔维亚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或其他活动

的非居民委托人，则在塞尔维亚免征税。

纳税申报程序与期限

税项与社会保险福利由支付人进行支付

时代扣(适用于当地支付的收入)。

以规定的格式（PPDG-2R表）提交年度

个人所得税申报表，最后期限为次年5
月15日。 居民以及非居民个人如果年收

入超过规定的非应税金额，则必须提交

年度申报表。

2.4 税收优惠

免税期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大额投资享受特别税

收优惠，需先满足以下条件：

 • 投资用于注册经营范围的固定资产（进

行中的投资在投入使用前不视为固定资

产），投资金额超过10亿第纳尔（约800
万欧元），以及

 • 新增100雇员，并在投资期间内签订无

限期劳动合同。

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时，税收减免期

从首次产生应税收入开始，可在10年内

享受税务优惠。

通过初始资本投资和/或增资的实物投资

也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的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需要注意购买已在塞

尔维亚使用的设备不视为投资。此外，

为了申请获得优惠政策，固定资产必须

投入使用，且完成支付。根据投资额按

比例予以企业所得税抵免–按新资产价值

与总资产的比例减少应纳税额（总资产

包括新收购的资产）。该比例需每年分

开计算。就该项优惠政策而言， 曾经在

与纳税人直接或间接有关企业有过工作

经历的人员不视为新雇员。

此外，如果资产或雇员人数减少（而不

被替换），则纳税人将无权享有此项优

惠政策，并有义务支付相当于前一期间

内所取得的税收优惠的金额，加上当地

通货膨胀。

研发费用扣除

自2019年，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新的

税收优惠政策–与在塞尔维亚从事的研

发活动相关的支出以双倍金额用于税额

扣除。

研究被定义为为了获得新的科学或技术

知识和理解而进行的原创的有计划的科

学研究。开发是指在商业化生产之前，

将研究结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计划或设

计，以生产新的或经过实质改进的材

料、设备、产品、工艺或服务。

以上所述不适用于以开采和开发采掘业

中的石油、天然气或矿产资源为目的的研

究费用。

“专利盒”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对基于对知识产权使用（也

适用于相关权利和专利）而获得收入的

纳税人，即版税收入者，实行税收优惠，

前提是知识产权必须在塞尔维亚注册。

该税收优惠适用于自2019年1月1日起注

册的知识产权。

如果纳税人适用且选择该税收优惠，知

识产权所有者根据注册的知识产权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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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价而实现的合格收入（知识产权转

让的所有权代价除外），可以按此类收入

的80%从税基中扣除（也适用于专利收

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确定合格收入

的规则。

纳税人有义务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及附表中具体注明相关的收入，并应税务

部门的要求准备并按照财政部长规定的

方式和形式提交相关的文件。

税收激励–投资于初创企业的税收抵免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不被视为从事创新业务活动的纳税

人，基于其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即新成立

的从事创新业务活动的公司，适用于2019
年1月1日之后的投资。

在纳税人不是新成立的从事创新业务企

业的情况下，单投资从事创新业务的新成

立公司的股本，有权获得该投资额的30%
的税收抵免。

纳税人在以下情况能使用该税收抵免：

 • 投资之前独立或与所有关联实体在受资

的新成立的进行创新业务活动公司共同

拥有不超过25%股份，即投票权。

 • 仅基于用于增加新成立的从事创新业务

活动公司资本的全额实收的货币投资。

 • 在纳税人自投资之日起连续三年内未减

少投资金额的条件下—税收抵免在

满足上述条件之后的下一个纳税年度

内首次使用。

一个纳税人根据对新成立的从事创新业

务活动的公司的投资可以使用的税收抵

免的最高金额为1亿第纳尔（约85万欧

元），而纳税人在一个纳税期内（投资数

量不限）能使用的税收抵免的最高金额为

5,000万第纳尔（约42.5万欧元）。如果关

联实体有权使用此税收抵免，则适用一般

规则的例外情况。

未使用的税收抵免额度可结转，但结转年

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为了被视为新成立的从事创新业务活动的

公司，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

 • 公司成立不到3年；

 • 其主要业务属于创新业务（据管制创新

活动的法律所定义）；

 • 其年度收入不超过5亿第纳尔（根据投

资时的信息）；

 • 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分配股利，并且从投

资之日起三年内不会分配股利；

 • 其业务活动的中心在塞尔维亚；

 • 公司不是通过合并/分拆成立的；

 • 从公司成立后的下一个纳税期开始，直

到满足税收抵免条件，每个纳税期内研

发支出至少占总支出的15%或者有80%
的高素质雇员或者公司作为与创新活动

直接相关的注册知识产权或专利的所

有者或使用者。

税务亏损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营业亏损可以在5年内

继续结转从应税所得中抵扣。

资本利得（房地产的销售、股份、投资组、

知识产权所产生的利得）应征收企业所

得税。资本亏损可在5年内继续结转用于

抵消资本利得。营业亏损不可用于抵消资

本利得，反之亦然。

就业激励措施

下列所述的就业激励措施由个人所得税

法与社会保险福利法规定。

聘用新员工（且自2014年3月31日增加雇

员人数）的雇主有权申请在2019年12月
31日前支付给新员工的薪金税和社会保

险福利的退回。2014年3月31日之后开始

经营业务的雇主也可享受此激励措施。

符合该项激励措施的新员工应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

 • 雇主与该人员签订了符合劳动法规定的

无限期劳动合同；

 • 雇主于强制性社会保险中央登记处对该

人员办理了强制性社会保险注册登记；

 • 雇用前该人员在国家失业局连续注册

至少6个月（实习生雇用前连续注册至

少3个月）。

可退回的税金和社会保险福利的额度规

定如下：

 • 雇主雇佣1到9名新员工，可退回已纳税

金和社会保险福利的65% ；

 • 雇主新增10到99名新员工，可退回已纳

税金和社会保险福利的70%； 

 • 雇主新增100以上名新员工，可退回已

纳税金和社会保险福利的75% 。

除上述内容之外，雇用残疾人的雇主于3
年内可减免薪金税及社会保险福利（雇

主自己承担部分）。

自2020年01月01日起，对合格的新员工

和新成立的从事创新业务活动的公司实

行了新的激励措施。

对合格的新员工采取以下激励措施：

 • 在2020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支付的工资税的70%;

 • 在2021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支付的工资税的65%;

 • 在2022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支付的工资税的60%;

雇主按以下方式免于支付雇员和雇主应

支付的养老和伤残保险费的义务：

 • 2020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支

付的工资-社保费的100%；

 • 在2021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支付的工资-社保费的95%；

 • 在2022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支付的工资-社保费的85%；

新成立的公司可以免缴创始人的工资税

和社保费。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6个月内，创始人

免工资税和社保费最高月度免税额为

150,000第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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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商业激励政策

塞尔维亚的主要商业激励措施如下：

3.1 财政激励政策

为吸引外资，塞尔维亚政府为投资塞尔

维亚的公司提供特别的财政补贴。《关

于吸引直接投资的条件与方法的法令》

中对此项财政激励措施有如下规定。

政府拨款拟用于以下领域的绿地投资项

目与褐地投资项目中：

 • 制造业

 • 国际贸易服务业

 • 酒店服务。

下列行业/业务不符合激励措施的条件:

 • 运输/物流业务、能源行业业务和软件

开发业务；

 • 酒店业、博彩业；

 • 贸易/零售业；

 • 涉及合成纤维、煤钢、烟草制品、武器

弹药、造船（某些海洋商船制造）等生

产项目。

政府为创造新工作岗位的企业提供非偿

还性资助–新岗位必须在申请激励措施之

日起3年内创造（可延长至5年）。

投资者可以选择以下补贴标准：

 • 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支出成本；

 • 新增就业岗位2年总工资成本的20%-
40%（每个新增岗位的最高资助资金为

3,000-7,000欧元）。

投资无形资产的成本补贴最高可达大型

企业总成本的50%，中小型企业总成本

的100%。

如果投资者决定使用补助抵消工资成

本，则可以额外获取投资固定资产支出

成本金额的10%-30%补贴。

此外，如果申请激励措施的项目属于劳动

密集型项目（新增工作岗位不得少于200
个），可根据其新增岗位数量，额外给予2
年总工资成本的10%-20%的补贴。

以下是制造业投资项目获得政府资助的

最低要求： 

至少新增10个就业岗位，且合格投资

成本/投资额超过10万欧元；

至少新增20个就业岗位，且合格投

资成本超过20万欧元；

至少新增30个就业岗位，且合格

投资成本超过30万欧元；

至少新增40个就业岗位，且合格

投资成本超过40万欧元；

至少新增50个就业岗位，且合格

投资成本超过50万欧元。

第四组地区

第三组地区

第二组地区

第一组地区

关于国际贸易服务业，最低要求至少新增

15个就业岗位，且合格投资成本超过15
万欧元。

关于农业和渔业，最低要求至少新增25
个就业岗位，且合格投资成本超过200万
欧元。

投资者最高获取的资助资金如下：

 • 如果以国家援助法规为标准，受益人可

归类为大型企业，可获得高达合格投资

成本50%的资助。小型及中型企业可分

别获得高达70%及60%的资助；

 • 投资金额达到5,000万欧元至1亿欧元

的项目可获得达到合格投资成本25%
的资助；

 • 投资金额超过1亿欧元的项目可获得达

到合格投资成本17%的资助。

“战略性” 投资项目包括下列投资：

 • 对塞尔维亚经济发展与竞争力具有重

大影响的投资项目；

 • 开始投资的3年内投资额超过200万欧

元或者5年内创造100个就业岗位-适用

于受灾地区和第三、第四组地区（投资

额超过500万欧元或者创造5,000个就

业岗位-适用于第一和第二组地区）；

 • “推动旨在增强地区竞争力的一个或

多个市政/地区共同发展战略” 的投资

项目，及

 • 在双边协议或跨境合作协议的基础上

进行的投资。

仅在重大投资项目的情况下，才可以与政

府主管部门进行直接谈判。否则，投资者

可通过回复公布的可用资助资金的公告

获取资助资金。

此外，作为外国投资者投资权益的设备

进口（乘用车和博彩机器设备除外）可

以免除关税和其他进口税。

受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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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由区

塞尔维亚自由区是指位于塞关境以内进

行围网隔离的特殊区域，自由区内发生的

商业活动可享受优惠关税、税负减免或简

化行政程序等优惠待遇。

塞尔维亚目前建立了15个自由区：贝

尔格莱德市（Belgrade）、皮罗特市

（Pirot）、苏博蒂察（Subotica）、兹雷尼

亚宁（Zrenjanin）、克拉古耶瓦茨（FAS 
Kragujevac）、沙巴茨（Sabac）、诺维萨

德（Novi Sad）、乌日策市（Uzice）、斯
梅代雷沃（Smederevo）、斯维拉伊纳茨

（Svilajnac）、克鲁舍瓦茨（Krusevac）、
阿帕廷（Apatin）、普里博伊（Priboj）、弗
拉涅（Vranje）和舒马迪亚（Sumadija）。

活跃的自由贸易区在2018年创造了约50
亿欧元的营业额。塞尔维亚自由区有200
多家跨国公司，雇用超过35,000名员

工，2018年对自由区的投资额达30亿欧

元。自由区的货物出口逐年增长，占塞尔

维亚总出口的14%13。

自由区财政鼓励措施主要包括：

 • 进入自由区的商品以及与该商品相关

的运输等服务免征增值税；

 • 自由区内的货物或服务供应免征增值税；

 • 向自由区用户供给的电能和/或管道气

免征增值税；

 • 自由区用户为商业活动及自由区基础

建设而进行的货物进口（如原材料、

设备、建筑材料等）免征关税和其他

进口关税；

 • 自由区内可免征某些市政/地区收费和

税收（当地政府激励）。

3.3 自由贸易协议

塞尔维亚是大型制造中心，产品免税出

口包括欧盟、俄罗斯、白俄罗斯、哈斯克

斯坦、土耳其、东南欧洲、中欧洲自由贸

易协定成员国和美国在内的近8亿人口的

市场。

2019年10月，塞尔维亚、俄罗斯、白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

坦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签署

了塞尔维亚与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
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在六个成员国议

会批准后生效。

此外，从上述市场进口某些商品可免征

关税。

欧盟-根据《稳定与联盟协议》，塞尔维亚

向欧盟市场的出口免征关税。 塞尔维亚

对某些食品的出口采取数量上的年配额

限制。根据《稳定与联系协议》中《过渡

性贸易协定》规定，塞尔维亚向欧盟国家

进口工业和某些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

俄罗斯-2000年8月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由此塞尔维亚的制造业

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该协定规定，

于塞尔维亚生产的货物，即在塞尔维亚

增值部分不少于其总价值51％的货物，被

视为原产于塞尔维亚的产品，可免关税出

口至俄罗斯。出口至俄罗斯的货物，需有

FORM CT2证书作为货物来源证明，出口

过程中只收取海关保护备案费用，收费标

准为货物总价值的1%。

货物清单（不包括自由贸易协定中在列货

物）每年修订一次。

美国-自2015年7月29日，根据普遍优惠

制（GSP），塞尔维亚出口商能够免税出

口货物至美国，该制度于2020年底持续

有效。

普惠制规定约5,000种商品和产品，主

要是工农业产品可免除出口关税。 以下

商品不可享受免关税优惠：大部分纺织

品、鞋类和服装（包括皮革服装）、手

表、旅游配件、工作手套、钢铁产品、

玻璃和电子产品。

可享受普惠制待遇的出口货物必须原产于

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增值部分至少占其

总价值的35%，且符合直接从塞尔维亚出

口的规定。

CEFTA-中欧自由贸易区协定（CEFTA）
是东南欧以下国家之间所缔结的贸易协

定：阿尔巴尼亚、波黑、马其顿共和

国、摩尔多瓦、黑山、塞尔维亚和联合

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

特派团）。 该协议自2007年7月起生

效，这也意味着塞尔维亚企业可向2,200
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免关税出口。

土耳其-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模

式与塞欧（塞尔维亚与欧盟）贸易模式

相同。原产于塞尔维亚的工业产品出口

至土耳其可免征关税。进口至塞尔维亚

的工业产品一般免征关税，其他大量货

物种类也逐渐取消了关税。

农业、纺织品与其他冶金产品仍需缴纳关

税，但其中许多产品可享受最惠国待遇。

EFTA-除了少数产品，包括鱼类和其他

海产品之外，从塞尔维亚出口到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瑞士、挪

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的工业产品均

免关税。自2014年，原产于EFTA成员国

的工业品进口已取消关税。

塞尔维亚与EFTA各个成员国之间单独缔

结农产品贸易协定，规定了在某些特定

产品方面双方相互协调。

白俄罗斯-塞尔维亚与白俄罗斯签署的自

贸协定中规定两国贸易取消关税与其他

税项，除下列产品：糖、含酒精饮料、

香烟、二手车、公共汽车和轮胎。

哈斯克斯坦-塞尔维亚共和国与哈萨克斯

坦自由贸易协定于2011年1月生效。

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双方均不对原产于

一国并拟出口到另一国市场的产品征收

关税与海关费用。 根据两国法规，协定

附录中列有例外产品，双方均可向所列

产品（按国家海关指定的关税税率）征

收关税、费用等。

13.  https://ras.gov.rs/podrska-investitorima/zasto-srbija/slobodne-zone

https://ras.gov.rs/podrska-investitorima/zasto-srbija/slobodn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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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有关法规

4.1外国投资

投资法是塞尔维亚管理外国投资最重要

的法律之一。《投资法》设立在塞直接投

资总体框架，推动建设更具吸引力、竞争

力，商业价值的法律、政治与经济环境，

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赛投资。

该项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享有国民同

等待遇，即投资塞尔维亚的任何法人或

个人享有与当地企业相同的全面法律保

障、保护。

该项法律规定外国投资项目分为两类： 
“重大投资项目”与“地方重大投资项目”。

“重大投资项目”包括签订双边投资协议

的项目以及跨多个市/区的投资项目。此类

投资项目无需公开申请国家援助分配。

“地方重大投资项目”包括所有其他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非“重大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归类基于下列六个标准：新增

就业岗位数量、投资性质与金额、对塞

尔维亚总体贸易差额产生影响（或者对

特定行业或目标市场产生影响）、投资

持续时间、创造价值和投资者的信誉。

法律还界定了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的

概念。外国投资者是指在塞尔维亚投入

资本进行某种商业活动的在赛境外注册

所在地或永久居留的外国实体。外国投

资者可以是公司或个人。

据上述条例，投资法还规定投资者所可

享受不同类型的激励措施，其中包括符

合相关法律的国家援助、税收优惠或减

免或豁免、对外国投资者投资设备的关

税豁免、强制性社会保险福利的优惠措

施等。

如果在塞尔维亚已经清缴规定的应纳税

款和其他负债，则资本和利润撤回不受

限制。

外国投资者有权自由转移有关于外国投

资项目的所有金融与其他资产，尤其是：

 • 通过公司经营活动所实现的利润，

 • 与股份和股票出售有关的现金资产， 

 • 公司财产征收补偿， 

 • 清算盈余，如清算后公司剩余财产等。

投资特定领域需同时受其他法律约束，

例如投资保险公司、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博彩、自由区投资等。

4.2 企业注册成立

外国法人与自然人可按照企业法与投资

法规定成立企业。企业是指为了创造利

润从事商业活动的法律实体。

在塞尔维亚设立企业的形式包括以下4种：

 • 合伙公司、

 • 有限合伙公司、

 • 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公司。

公司营业期限可以注册为无限期或有限

期。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一般视为无

限期注册。

除公司主要业务外，公司亦可执行任何

其他不受法律禁止的业务活动，无论公

司章程中是否包含上述业务。

根据特殊法律规定，特定业务的注册或

执行需要获取相关机关的事先批准、同

意或其他有关文件。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成立文件，如果公司

由一个人独资成立，公司章程以公司决

议形式确立；如果公司由两人或多人合

资成立，则公司章程以公司组织大纲的

形式确立。

公司需通过完成注册程序，即通过在工商

注册局输入公司信息，获得其法律地位。

此外，外国企业可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

分公司是企业的独立组织部分，企业可

通过其分公司进行业务活动。分公司不

被视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即在注册分公

司时，国内或国外总公司应承诺承担分

公司业务活动产生的所有义务。外国法

人实体的分公司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的单独纳税主体。

办事处是企业的独立组织部分。办事处

只涉及创始人初期拓展和筹备业务的。

办事处不被视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外

国公司对第三方负责办事处所产生的责

任。办事处通常不作为增值税和企业所

得税的单独纳税主体。

自2018年12月31日起，工商注册局设

立了受益所有人中央登记，作为注册实

体受益所有人的独特的、集中的、公开

的电子数据库。塞尔维亚的所有法人实

体（包括合作企业和基金会）都有义务

登记其受益所有者的数信息，并保留确

定其受益所有者的文件。塞尔维亚上市

公司免除此义务。

在产生注册义务的事件发生后（实体成

立或股权结构发生变化）15天内须提供

有关受益所有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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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所有人定义为：

 • 间接或直接拥有注册实体的25％或以

上的股份、股票、投票权或其他权利

的自然人，从而参与注册实体管理或

持有注册实体资本25％以上的股份。

 • 对业务活动和决策有直接或间接主导

影响的自然人。

 • 向注册实体间接提供了或正在提供资

金，因此对管理层在融资和商业活动

方面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人。

 • 作为创始人、信托人、受托人、受益

人（如果确定）的自然人，以及在管

理信托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或其他符

合外国法律的人。

 • 注册为合作企业、协会、基金会和机

构代表人的自然人，如果注册代表未

披露他人为受益所有人。

如果无法按上述方式确定作为受益所有

人的自然人，则注册实体的注册代表或

管理委员会的注册代表作为该实体的受

益所有人。

4.3 会计与审计

会计法适用于所有法人、设会计记录的

企业家、塞尔维亚公司在海外的子公

司、外国法人在塞尔维亚的分公司与办

事处（除非另有规定）及金融机构。

为确定企业需相应遵从的会计与审计法

定要求，所有实体（企业）按照规定分

为微型、小型、中型与大型企业。

自2020年01月01日起，微型企业及其

他法律实体，无论其规模大小，允许选

择遵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财政

部制定的财务报告准则》。此情况下，

企业有义务至少连续5年适用其所选择

的准则。

微型企业是平均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下、

年度营业收入70万欧元及以下、年度平

均资产总额35万欧元及以下–其中至少

要满足两个标准的企业）。

小型企业应遵从《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中型企业（平均从业人员

250人及以下，年度营业收入3,500万欧

元及以下，年度平均资产总额1,750万欧

元及以下）有权选择遵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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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实体标准中有两

项超过规定限额）以及所有金融机构有

义务遵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完整的财务报告包含资产负债表、损益

表、其他综合收益表、权益变动表、现

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出于统计目的，法人有义务于当年三月

底前提交上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统

计报告。法人有义务于当年6月30日之

前向工商注册局上交完整的财务报告、

批准财务报表的决议与利润分配/损失保

险的决议，且于7月31日之前上交合并

财务报表。

根据审计法规定，大型与中型企业有义

务对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此外，按照

资本市场法规定，公营企业（不论规模

大小），以及任何年度营业收入超过

440万欧元（以等值第纳尔）的法人或

企业家同样承担审计义务。上述实体有

义务将财务报表连同审计报告一并提交

给工商注册局。

4.4. 劳动法规

塞尔维亚劳动法规定雇主与雇员的权

利、义务与责任。随着2014年劳动法的

最新修改，劳动力市场更具竞争力，更

符合欧盟法规。

劳动合同分为定期的（不超过2年）和

无限期的劳动合同。有20名以上员工的

雇主有义务雇用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具

体取决于员工总数。雇主可以通过以法

律规定的最低限额向特种基金付款，免

除雇用残疾人的义务。

4.5 外国人在塞尔维亚就业的规定

雇用非塞尔维亚公民并颁发工作许可证

的有关条件和程序由外国公民就业法规

定。此外，本法制定为了行使劳动关系

中的权利以及失业的有关权利所需满足

的要求。

有关外国公民就业的要求不适用于自首

次入境的6个月内在塞尔维亚停留期限

不应超过90日，且其所从事的活动不需

办理工作许可证的外国公民。此规定针

对当地法律实体的所有者、创始人、代

表或董事会成员(若该外国公民未与该单

位建立雇佣关系)，以及为了参与商业交

流会、商务会议和在塞尔维亚从事设立

外国雇主公司有关活动，而在塞尔维亚

居留的外国人。

根据塞尔维亚欧盟一体化进程，法律规

定一旦塞尔维亚成为欧盟成员国，欧

盟，欧洲经济区或瑞士联邦国民，以及

由这些国家的外国雇主在塞尔维亚借调

工作的人将享受特别待遇。上述人员将

不用遵守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外国人在塞

尔维亚的就业要求。

工作许可证有两个基本类别：

1）个人工作许可证-提供给在塞尔维亚

自由进入工作市场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申请由外国人提交；

2）工作许可证-提供给被借调往塞尔维

亚或在塞尔维亚为雇主或作为企业家从

事专业工作的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有三种不同类型：

 • 被雇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申请由雇

主提交；

 • 特殊就业情况的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

证申请由雇主提交；

 • 自雇工作许可证-由外国人提交工作许

可证申请。

在任何情况下，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与

相应的居留许可证有效期相同。除非法

律或国际协议另有规定，特殊就业情况

的工作许可证最长不超过一年。外派员

工的工作许可证可延期到国际派遣项目

中规定的期限，但如果公司所在国与塞

尔维亚未签订国际协议，在其在塞尔维

亚从事公共服务业务以及获取管制塞尔

维亚实体商业活动的主管部门以及劳动

部批准的前提下，能延期两年。公司内

调任员工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一般为一

年，特殊情况下可以经劳动部批准延期

两年。实习生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一般

为一年，但是可以不经劳动部批准延期

一年。

特殊情况下，可以限制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的数量。此限制不涉及申请个人工作

许可证或者公司内调任员工的工作许可

证的外国人和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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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如何能帮助您的企业？

德勤是其全球网络中各独立公司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共同合作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税务、审

计、咨询、财务咨询、风险管理等相关服务的品牌。

德勤塞尔维亚是德勤东亚德里亚地区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马其顿、黑山和塞族共和国。

我们300多名专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一些大型国内公司和许多迅速发展的中小企业提供

服务。我们的跨境团队在四个专业领域—审计、税务、咨询与财务咨询，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优质的服务。德勤的地区策略增强了我们的客户服务能力，并提高了为满足不同行业客户

需求建立专业团队的能力。

与全球其他德勤成员公司一样, 德勤塞尔维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专业服务。 

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联系我们税务部的专业人士：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tax.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audi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audit.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consulting.html?icid=top_consulting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financial-advisory.html?icid=top_financial-advisory
https://www2.deloitte.com/rs/en/services/risk-advisory.html?icid=top_risk-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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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的专业人士：

中文业务请联系我们中国服务部的成员：

Srdjan Petrovic
合伙人

电话：+ 381 11 3812 222 / + 381 65 2877 490
电子邮件：spetrovic@deloittece.com

Olivera Pilipovic 奥丽

中国服务部协调员

电话：+ 381 11 3812 263 / + 381 65 2246 812
电子邮件：opilipovic@deloittece.com

Dejan Mrakovic
合伙人

电话：+ 381 11 3812 172 / + 381 62 201 200
电子邮件：dmrakovic@deloittece.com

Marijana Pavlica
总监

电话：+ 381 11 3812 149 / + 381 65 3789 290
电子邮件：mpavlica@deloittece.com

Filip Kovacevic
总监

电话：+ 381 11 3812 164 / + 381 63 300 590
电子邮件：fkovacevic@deloittece.com

mailto:spetrovic@deloittece.com
mailto:opilipovic@deloittece.com
mailto:dmrakovic@deloittece.com
mailto:mpavlica@deloittece.com
mailto:fkovacevic@deloitte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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