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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东欧

在过去的20年里，中欧经历了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经济转型， 自我
们1999年在该地区首次设立办事处以来，德勤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
一地区的动态变化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德勤一直 参与对客户的
帮助，包括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以及 这种新竞争环境中的
中小型高增长公司。

目前，德勤中欧跨越18个国家，拥有38多家办事处，6 000多 名专业
工作人员 - 但我们仍然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开展 业务。中欧
组织成立于1997年。这时候，经过整合国家惯例，我们组建了德勤中
欧，因为我们认识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我们需要在整个地域中
能够分享我们的知识、专业技能和人力资源。

我们的整合，使我们能够进行区域管理和本地交付，增加我们 服务
的价值，以最高效率执行服务。在德勤中欧，我们致力 于为我们的客
户寻找解决方案：为他们创造价值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使命一如既
往非常简单：帮助我们的客户与员工出类拔 萃。我们的愿景是成为
卓越的标准。

中国服务部

中国服务部（CSG），作为一股凝聚力量，向世界各地的中 国公司及在
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推销、促进和交付德勤专业 服务。作为利用中
国经验、跨越文化差距、确保卓越客户服 务的一个平台，全球中国服
务小组与中国公司协作，补充多 成员公司、多行业、多功能和多学科
的方法。

我们如何增加价值

为接触中国的业内专家和主要决策者提供便利;

作为一个渠道，为您的企业沟通有关中国的时效性法规和 更新;

促使成为中国的“开门人”，呈现主题的高姿态，提供跨地 区和跨部
门的本地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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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外贸简介

失业率: 12,5%

通货膨胀: 2.2%

FDI存量: 41.8%

工业增长: 3.4%

预算余额: -4%

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在2016年

为总贸易的67.5％。2016年，

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占从欧盟

国家进口总额的77.9％占总

进口的63.2％。2016年阿尔巴

尼亚出口总额为243,492万阿

尔巴尼亚列克。2016年进口

金额为578976万阿尔巴尼亚

列克。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最大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5): 310亿

GDP增长率: 2.8%

人均 GDP (PPP, 欧元): 10736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136.5

28 748 平方公里

2 886 026

阿尔巴尼亚语

地拉那

列克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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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施

工资

181 公里 高速公路

447 公里 铁路

43 公里 可运行水道

该国在地中海北岸有一条海岸线，西部连接亚得里亚海，西南部连接爱奥尼亚海，阿尔巴尼亚海。阿尔巴尼亚距离意大利不到72公里（45

英里），穿过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

目前没有从阿尔巴尼亚飞往中国的直航。

塞萨洛尼基，斯科普里，普里什蒂纳，波德戈里察（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毛工资 165 100 400 100

个人所得税 （累进率） 0 0 52 13

员工贡献 18.48 11.2 44.8 11.2

净工资 146.52 88.8 303.2 75.8

税务体制

企业所得税

公司年营业额超过58,790欧元需缴纳15％的企业

所得税。 公司年营业额在36,743欧元和58,790

欧元之间需缴纳5％税率的简化所得税。公司年

营业额低于36,743欧元免缴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20%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私人和公共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以及

保险费免征增值税。 出口为零税率。

地方商业税 不同的地方用于不同的地方商业税

资本收益税 15% 

双重征税协定 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已经签订双重征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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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股份公司（SH.A）。这种

类型的阿尔巴尼亚公司可以有

一个股东，董事会或董事和监

事会，必须保留一个本地地址

（注册办事处）。 优惠不得

低于2,000,000瑞郎（约14,000

欧元）。

有限责任公司（Sh.P.K）是在

阿尔巴尼亚开业的最简单的方

式。基本资本的最低存款是

100.000阿尔巴尼亚列克（约

730欧元）。 正式登记只需耗

时一天在国家注册中心进行电

子注册，一人可以选择一个单

一股东和董事。

外国公司可在阿尔巴尼亚开设

分公司。外国公司必须意识

到，一个分公司不被视为阿尔

巴尼亚的法律实体，但可以母

公司名义开展活动，并须支付

地方税和国家税。作为特殊性 

的阿尔巴尼亚法律，必须在国

家注册中心注册分公司。

阿尔巴尼亚实施了一个自由外

国投资制度，目的是增加外国

直接投资。“外国投资法”允

许对外国公司100％的外资所有

权，并概述对外国投资者的具

体保护。此外，阿尔巴尼亚税

收政策不区分国内和国外 投资

法律实体

移民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要是希望在阿尔巴尼亚旅游或工作，需要获得签证和相关工作许可证。据具体情况，可以申请不同的许可证。 护照离有申根或美国签证的人则

不适用。

SH.A Sh.P.K 分级机构 所有权

华为，江西铜业，海龙石油服务，瑞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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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地区拥有第二大石油储藏，也是欧洲最大的陆上石油储藏。阿尔巴尼亚的原油产量在2013年超过120万

吨。迄今为止，政府已经授权各种国际公司开发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除了已经发布了几个烃类碳氢化合物勘探协议。

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农产品有烟草，无花果，橄榄，小麦，玉米，马铃薯，蔬菜，水果，甜菜，葡萄，肉类，蜂蜜，乳制品，传统医药

和芳香植物。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农产品是烟草，无花果，橄榄，小麦，玉米，马铃薯，蔬菜，水果，甜菜，葡萄，肉，蜂蜜，乳制

品，传统医药和芳香植物。

阿尔巴尼亚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旅游业。2011年，阿尔巴尼亚被Lonely Planet推荐为顶级旅行目的地。2014年，阿尔巴

尼亚被“纽约时报”提名为第四大全球旅游目的地。2016年游客人数增长了20％

采矿业传统上是阿尔巴尼亚经济的支柱。 阿尔巴尼亚拥有丰富的采矿历史，丰富的自然保护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正在成为

区域和欧洲矿物生产的领导者。矿物勘探，开采和加工是阿尔巴尼亚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在阿尔巴尼亚，铬铁矿，铜，铁

镍和煤四种主要矿物中，铜位于第二位。

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生产国（90％）之一。 阿尔巴尼亚计划将其产量增加到100％。 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包

括Skavica，高达350兆瓦，Devolli 400兆瓦，Vjosa高达400兆瓦，Kalivaci和Ashta 48兆瓦水电站，Valbona和Tropojë，40兆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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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

贸易

失业率: 7%

通货膨胀: 0.1%

FDI存量: 86%

工业增长: 3.8%

预算余额: -0.90%

在2016年，所有出口商品的总

价值达46104.9百万BGN，与上

年相比，出口增长2.6％，而

所有进口商品的总价值累计

达51005.8百万BGN，下降1.1

％。2016年，出口商品总值达

46,104.9百万BGN，同比去年

增长2.6％。而进口商品总值

达51,005.8百万BGN，同比去

年下降1.1％。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442亿

GDP增长率： 3.4%

人均GDP：6162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0.51

110 994 平方公里

9 830 485

保加利亚语

素菲亚

列弗 (B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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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意大利德国

12.5%

9.2%

8.6%
8.1%

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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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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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土耳其罗马尼亚意大利俄罗斯德国

12.9%
12%

7.6%

6.8%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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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090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85 欧元

空缺率

20 %

空缺率:

12% - 14%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20 欧元

主要产量:

10.50% - 11.50%

主要产量:

8%-9%

每间可用客房的总营业

利润 （GOPPAR）:

42 欧元

平均租金:

3.9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0 - 14 欧元

/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保加
利亚房地产投
资金额达到了
两亿欧元。

610 公里 高速公路

4 023 公里 铁路

470 公里 主要河流是多瑙河，还包括Maritsa和Iskar

保加利亚可以进入黑海，具有国际意义的主要港口 - 瓦尔纳和布尔加斯

索非亚（SOF）和中国各个机场之间的航班/直飞航班来往于索菲亚（SOF）和中国各个城市的机场之间，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机

场。航班由不同的航空公司运营，如法国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等。

3G信号运营商有Vivacom，Telenor和Mobilnet和4G覆盖提供由Max Telekom，LTE Telenor和Mobiltel

斯科普里，布加勒斯特，塞萨罗尼基 （4-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280 119.06 570 119.06

社会缴纳税 45 19.06 91 19.06

毛工资 235 100 479 100

个人所得税 20 100 41 10

员工贡献 31 13.34 64 13.34

净工资 184 76.66 374 76.66

两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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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可以以公开和封闭的形式建立。

它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在任何证券交易所

上市。合并股份公司所需的最低资本为

50,000卢比（约25,564欧元）。公司合并

时，必须支付25％的股本资本（现金或实

物）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最低资本为BGN2（约

EUR1,02）。它可能以独资形式建立或有多个

股东。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注册为独资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投资可以现金或实物形式进

行。股东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初始资本投入。

这是公司最常选择的法律实体形式。

保加利亚的分公司没有单独的法人资格，

不能独立于其母公司。母公司必须有权根

据其国家法律开展业务活动。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奖励和资助

在某些情况下允许高达100％的所有权。

企业所得税 10% 

增值税 20%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酒店住宿服务的增值税税率降低9%/酒店住宿服

务业适用9%的低增值税率。增值税豁免适用于特

定情况下的转让或租赁土地，个人住宅租赁，金

融和保险服务，赌博，与健康，教育， 宗教，

文化等）

双重征税协定
自2003年起，中国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双重征税
条约”。该条约不适用于香港和澳门。

金融交易税
适用于不动产和汽车转让的转让税。个人和法律

实体以0.1％至3％的税率缴纳税款。

资本收益税 10% 个人所得税 

利息

折扣率5％
*根据保加利亚与其他国家缔结的税务条约的规
定，预扣税率可能有所不同。

银行帐户的利息收入支付对象：
- 保加利亚居民：8％
- 保加利亚非居民个人：10％

由市政府发行的债券或其他债务证券的利息收入
对所有纳税非居民个人不征税。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投资者可以受益于国家援助计划。投资者必须向保加利亚投资局申请特殊证书（A类或B类，或优先项目）。

培训自助 为获得A类和B类投资者专业资格的职业培训提供高达25％的资金支持

发展税收津贴
在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的公司的公司税减少到零（最多五年），前提是失业率在上一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0

％，并且80％的员工居住在该地区。巨额储蓄也必须再投资于公司的发展。

研发税收激励 研发费用核销的可能性（公司税法）

AD OOD 分支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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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移民

保加利亚采用欧盟共同签证政策。 除香港和澳门公民外，中国公民需要保加利亚入境签证（申根，旅游或商务）

汽车行业: 截至2016年，保加利亚约有100家大型企业进军汽车工业，为全球汽车行业的几乎任何品牌生产零部件。大多数公

司都是一级，二级和三级供应商，一家生产商至今已有装配厂 - 保加利亚工业总收入占保加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3.5％，雇用

人数超过33,000人。保加利亚的所有地区都有汽车企业 - 中南部地区生产力最活跃：汽车组装，动力系统，电子和电子元件，

电气布线，发动机和发动机部件，内部和座椅，锁定系统，空调系统（A / C），闪电和信号系统，电池和电动汽车部件研发能

力：电子软件，电气系统设计，机械系统设计，传感器和指示器设计，配套系统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运输系统，等。保加利亚汽

车公司生产奥迪，奔驰，大众，雷诺，福特，拉达，菲亚特，保时捷，西雅图，斯柯达，沃尔沃，日产，迷你，通用汽车等零件。

外包和业务流程: 保加利亚是为跨国公司和当地公司提供先进IT服务的所在地。Bulgaria可以为一家需要外包的公司提供的

一切支持，尤其是IT行业 - 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优异的工程教育的系统，以及数量丰富的跨国公司。

保加利亚的旅游业旅游业是该国经济的重要贡献力量。保加利亚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是许多文明的发源地 - 苏塞克斯

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人。 旅游景点和历史文物都散布在一个相对较小且容易到达的

地区。保加利亚以其海滨和冬季度假胜地而闻名。

农业是保加利亚经济的核心领域之一。保加利亚大约50％的领土是农业用地（2014年）。根据OP农村发展计划，29亿欧元的欧

盟资金可用于保加利亚。这种支持可用于 支持小农场，提高竞争力和通过支持有机生产解决环境问题。

矿业和矿产- 截至2010年，保加利亚排名世界第19大煤炭生产国，第9大铋生产国，第19大铜生产国和第26大锌生产国。在欧

洲，该国黄金产量排名第四，煤炭产量排名第六。

估计人口: 五千到一万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Huawei, ZTE

2015年第一所私立中文学校在索非亚开设，从

一年级到12年级，共有60名学生。索非亚孔子

学院的主要活动涉及中文教学，拓展中国文化

知识，以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

关系。

根据大学教育交流计划的存在 - 最近的一个

介绍是保加利亚中国科学研究计划和学生交流

中心，它连接了UNWE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第三

大大学。

保加利亚中国人最典型和最明显的职业是中国

餐馆的管理。大部分中国人住在首都索菲亚，

特别是在Nadezhda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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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贸易

失业率: 5.2%

通货膨胀: 0.6%

FDI存量: 62%

工业增长: 7%

预算余额: -1.9%

捷克共和国的出口额达到

1,531.2亿欧元，是世界第30大

经济体。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

作为最大的制成品，主要以材

料作为次级和杂项制品。捷克

在经济性复杂指数中排名世界

第七。 捷克共和国的出口额

达到1,531.2亿欧元，是世界第

30大经济体。出口机械和运输

设备作为最大的制成品，主要

以材料作为次级和杂项制品。

捷克在经济性复杂指数中排名

世界第七。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195 733 000 百万 

GDP增长率： 3.4%

人均GDP：25 000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27

78 866 平方公里

10 553 948

捷克语

布拉格 

捷克克朗 
(C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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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英国波兰斯洛伐克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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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9% 5.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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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290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115 欧元

空缺率:

4.5 %

空缺率:

11.7 %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92 欧元

主要产量:

6%

主要产量:

4.85%

每间可用客房的总营业

利润 GOPPAR 

72 欧元

平均租金:

4.15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5 欧元/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房地
产投资金额到
达到了36亿欧
元。

1 228 公里 高速公路

9 470 公里 铁路

河流运输有303公里的可通航河流，相对来说不太重要它的主要用途是在布拉格北部的伏尔塔瓦河和拉贝河上的货物的内部运动

捷克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

从布拉格到北京，上海和成都的直航由海南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和四川航空运营

80% 3G/4G 覆盖率， 三大运营商提供服务

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545 134 1399 134

社会缴纳税 138 34 355 34

毛工资 407 100 1044 100

个人所得税 82 20 209 20

员工贡献 45 11 115 11

净工资 280 69 720 69

3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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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最低资本为2,000,000克朗或8万欧

元（若公司以欧元核算）。注册资本由股

东的投资构成，并分为相应面值，或分为

一定数量股份，而不说明面值。股份可以

以实物（纸）形式或书本输入形式作为已

登记股份发行，或者以书面输入形式或以

固定形式发行。

在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数量不限。根据

商业登记册中的条目，在公司债权人要求

解决公司债务时，股东对公司的债务共同且

平均承担，并以其在初始投资中所占份额为

限。

分支机构在捷克商业登记处注册，但从法

律角度来看，它不被视为捷克实体。它没

有与其母公司（创始人）分开的法律地

位，分公司的创始人对分公司的负责。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奖励和资助

企业所得税 19% 

VAT 21%

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与捷克共和国之间的“双边税收协定”，自
2011年5月4日起生效

金融交易税

预提税税率是15％，除非根据双重征税协定

（DTT）减免。如果条件满足，预提税可以在欧

盟（加上欧洲经济区，瑞士）内豁免; ”税务天

堂“的适用税率为35%。

分公司汇出税
标准税率为15％的个人所得税或19％的企业所得

税。 如果满足条件，可以享受税收]豁免。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在捷克共和国，对于大多数来自欧盟基金（现金补助）或税收激励（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投资者，已经批准

了政府国家援助计划。此外，还有一个战略投资计划（制造业领域的18,500,000欧元和500个新工作岗位，技

术中心的75万欧元和100个新工作岗位）。在进口特定投资的情况下，政府可根据国家援助的通知规则提供单

独的国家援助。

培训自助
在捷克共和国，大多数欧盟资金用于雇员的培训和再培训，侧重于一般和具体培训。 提供的资助是合格培训

费用的25-85％。

发展税收津贴
在税收激励计划中，投资额达到一定数目的公司，其符合条件成本的25-45％的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 提供

10年的税收减免。

研发税收激励 符合条件的研发成本（主要是工资，间接费用，材料，旅行等）可以按100-110％从企业所得税中扣除。

a.s. s.r.o. 分支机
构

公司从事商业活动需要贸易许可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公司的某些活动需要特殊证书/许可，而不是通常的贸易许可证。 颁发这种证书更加

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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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移民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和专家需要申请申根签证和相关工作许可证。

捷克汽车工业是中东欧地区最发达的汽车市场之一。 基于其悠久的传统和技术知识，捷克汽车行业已成功地转型为欧洲先

进的汽车基地，与此同时保持在质量/价格方面的吸引力。 捷克乘用车产量为107.5辆/一千人，捷克在人均产量方面保持了

其在世界汽车领导者中的高地位。

机械工程在捷克的历史悠久。 捷克高级技术知识已经在几个世纪以来和世界各地共享，结果是今天世界级水平的机械工程

师，他们为该行业最大的资产。 该国最集中的机械工程公司使捷克成为工程枢纽。 该行业提供完整的设备和机械（包括涡

轮机，运输和空调设备，农业与食品加工和建筑机械和机床），与此同时也工程而设计家用品。

捷克对纳米技术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这一点在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所，大学和私人实体中表现出来，该专家致力于这一领

域。 他们大多数使用独特的技术;，取得了显着的研究成果而享用优秀的研究人员。 然而，其中一些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来

在商业领域实现带来研究结果。 他们将欢迎与强大和有名誉的公司和机构以联合研发项目或合资企业的形式开展合作。

航空航天工业在捷克有悠久的传统。 该国生产精密的产品已有90多年，该产品包括商用飞机和军用喷气机。 航空航天遗

产包含从许多飞机试验结果所获得的广泛知识。 因此，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航空文化，其中几代设计师已经能够获得和发

展先进的技术技能。

食品加工业遍布捷克全境。 粮食生产的基本投入来自农产品，林业和水管理的产品，以及进口产品。 在捷克食品行业为最

重要的行业之一，啤酒生产依然处于领先地位。 捷克每年出口200多万升啤酒。 捷克最大的啤酒生产商是

估计人口： 五千多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Huawei, ZTE, Wanhua, Bank of China, FoxConn, Hisense,Yapp, TP-Link ,Coscon 

捷克共和国在1997年在查尔斯大学进行了长

期的汉学研究;随着在2007年在Palacky大学

孔子学院的成立，开设了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

作的中文课程。

中国餐馆在捷克共和国的主要城市很常见 随着对捷克社会对中医药利益的日益重视，北

京同仁堂于2016年在布拉格开设了诊所，从

2015年起，捷克 - 中国传统医疗中心在赫拉

德茨克拉洛夫医院就诊。

1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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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贸易

失业率: 8.4%

通货膨胀: 1.3%

FDI存量: 56%

工业增长: 3.9%

预算余额: -1.29%

2016年12月，商品整体出

口总额累计达54.2亿欧

元，同比去年增长6.2％，

进口总额增长6.8％。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1775亿

GDP增长率： 3.4%

人均GDP：31 410

18 933 平方公里

5 426 252

斯洛伐克语

伯拉第斯拉瓦

欧元 (欧元)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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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法国克罗地亚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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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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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920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90 欧元

空缺率:

4.81 %

空缺率:

6.78%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62 欧元

主要产量:

7.75%

主要产量:

7%

平均租金:

2-6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2-16 欧元

/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房
地产投资金额
达到了八亿欧
元。

464 公里 于245 公里 快速道路

3 600公里 铁路

400 公里

是一个内陆国家，多瑙河提供合适的水道

没有，但维也纳机场Schwechat和布拉迪斯拉发之间的距离只有50公里，它有很多国际航班，包括飞往中国的直航。

3G/4G 覆盖率为99%.

维也纳，布尔诺，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588,11 135 1244 135

毛工资 435 100 920 100

个人所得税 83 19 175 19

净工资 365.36 84 706 77

八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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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

目前为5000欧元。有限责任公

司可以由一个股东和50个股东

之间建立。自然人可以是最多

3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创始

人或唯一股东。 具有一个股

东的LLC可能不是另一个LLC的

唯一创始人或唯一股东。 这

一限制也适用于外国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25000欧元，在若干具有一定价

值的股份之间划分。斯洛伐克法

律承认私有和公开的JSC。 JSC

可以由一个股东创建，只要这个

的股东是法人实体。股东总数一

般不受限制。 具有可变注册资

本的股份公司也称为a.s.

作为伙伴关系的普通合伙企业是为

了互利共赢的商业目的而建立的，

并且必须由至少两个当事方 - 自

然人和/或法律实体 外国或地方建

立。没有注册资本要求（虽然有可

能有投资），所有合作伙伴均可

代表公司

有限合伙公司是一个实体，

其中一个或多个成员承担其

对注册在商业登记册（有限

合伙人）的注册资本的未缴

纳的款额，一个或多个成员

对其所有财产（普通合伙

人）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

公司与普通合伙人的混合。

有限合伙人有义务按照组织

章程大纲规定的数额提供资

本，最低为250欧元。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奖励和资助

企业所得税 22% 

增值税 20%

双重征税 中国和斯洛伐克签订了“双重征税条约”

个人所得税

2013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19％，每月税基最高为2 918.526欧元

•每月税基超过2918.526欧元的部分税率为25％

地方商业税

地方税包括由市政府管理的一些付款（房地产

税，狗税，住宿税等）。最重要的税是房地产

税。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斯洛伐克政府提供VIP补贴，但它是个人的，它取决于投资者必须提供的几个因素。提供的就业量是最重要的

一个，其次是在该地区的总投资。几天前经济部提出了六家制造公司进行国家投资援助。总的来说，刺激计

划达到了965万欧元，并与各自公司合作，这意味着总共将投资2860万欧元用于斯洛伐克企业，将创造近400

个新的就业机会。

研发税收激励 在详细和特殊条件下有R＆D税收扣除

a.s. s.r.o. k.s. 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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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汽车行业在斯洛伐克有着悠久的传统。所有三个成熟的汽车生产商 - 大众汽车，标致，雪铁龙和起亚定期在全球公司层面

取得最高分，导致斯洛伐克制造工厂不断扩张。捷豹路虎已经开始在尼特拉建立世界一流的制造工厂，进一步加强了斯洛伐

克在汽车行业的地位。在过去7年中，捷豹路虎在斯洛伐克的这个投资项目是欧洲最大的商业案例。

关于斯洛伐克汽车工业的一些数据：

大众斯洛伐克，起亚汽车斯洛伐克和PSA集团斯洛伐克在2016年生产了104万辆汽车

250.000 - 汽车工业雇用的人

44％ - 汽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

260亿欧元 - 汽车工业产生的工业出口量

电子工业斯洛伐克在电子工业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它已成为斯洛伐克工业仅次于汽车产业的第二大支柱，和第二强的雇主和

出口商。斯洛伐克电子工业的一些数据：

43.000 - 汽车工业雇用人数

SSC和ICT斯洛伐克的最共享服务中心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中心（SSC和ICT）集中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或第二大城市科希策。尽

管如此，新的中心如BanskáBystrica，Nitra，Prešov， Trenčín，Trnava或čilina正在逐渐发展，并为在SSC和ICT行业开

展业务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估计人口为: 五百到一千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延锋，Boge Elastmetall，联想，华为，中兴，Mesnac

布拉迪斯拉发有中国大使馆，但目前还没有中国社区。随着中国投资的增长，住斯洛伐克的华人人数将会继续增长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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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贸易

失业率: 6.8%

通货膨胀: -0.10%

FDI存量: 78%

工业增长: 7.5%

预算余额: -1.90%

匈牙利出口额达到990.2亿
欧元，成为世界第37大出
口国。在过去五年中，匈牙
利的出口以年率计的增长
率为7.3％，占匈牙利出口
总额的9.7％，其次是匈牙
利汽车零部件，占4.89％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1942亿

GDP增长率： 2.9%

人均GDP：19760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309.9

93 030 平方公里

9 830 485

匈牙利语

布达佩斯

福林 (H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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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290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101 欧元

空缺率:

8.1 %

空缺率:

9.5 %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77 欧元

主要产量:

8.5%

主要产量:

6.75%

每间可用客房的总营业

利润 GOPPAR 

63 欧元

平均租金:

3.8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4.2 欧元/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房
地产投资金额
达到了17亿欧
元。

1,680 公里 高速公路

7,452 公里 铁路

1,373 公里可航行

匈牙利是一个内陆国家，但靠近黑海，地中海和北海。

自2015年起，北京和布达佩斯之间开通直航，由中国国家航空公司运营。

99% 3G/4G 覆盖率，信号为欧洲最快之一

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布拉格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506 123,5 1037 123,5

职业培训贡献 6 1.5 13 1.5

社会缴纳税 90 22 185 27

毛工资 410 100 840 100

个人所得税 62 15 126 15

员工贡献 75 18.5 155 18.5

净工资 273 66.5 559 66.5

1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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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有闭合形式（Zrt。）或开

放形式（Nyrt。）两种形式。 

对于Zrt， 最低资本要求是5

百万福林（约16,700欧元）， 

Nyrt的最低资本要求为两千万

福林（约66,700欧元）。 在

基金会捐款时，不得少于股本

的30％。

初始出资不得少于三百万福林

（9,700欧元）。可以由一个

或多个所有者形成。不允许他

人公开成为所有者。捐款可以

是现金或实物。成员对公司的

责任只限于提供其初始捐款，

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他文

件。公司选择的最常见的法律

实体。

匈牙利的分支机构作为没有法

人资格的实体; 因此，外国企

业根据匈牙利法律承担责任。

分公司只能从事符合匈牙利和

总部所在国法律的活动。

除指定的“战略”控股外，允

许最多100％的外国所有权。投

资金融机构和保险的外国投资

者必须正式通知政府，但不需

要事先授权。外国金融机构可

以经营分支机构和进行跨境金

融服务 在匈牙利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对向外国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或分支汇款税不征收预扣税。

企业所得税 9％（目前欧洲最低的CIT）。

增值税 27%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较低的增值税适用于基本食品，互联网和餐饮服

务，药品和某些医疗设备.VAT豁免适用于金融服

务，销售或租赁某些不动产。

地方商业税 根据地理位置变化，一般为2％。

创新贡献 收集创新贡献（0.3％）以产生研发资金。

金融交易税

现金提取0.6％包含交易税，使用信用卡/借记

卡付款的年度费用为3欧元，PayPass支付的2欧

元年费，还有所有情况下的转移金额的0.3％费

用，上限为20欧元。

资本收益税 15% 个人所得税

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签订了双重免税条约，从1995
年开始生效。

Rt. Kft. 分支机
构

所有权

奖励和资助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根据投资的目的和地点，匈牙利政府提供一个VIP补贴机会，用于超过5,100或2,000万欧元的投资，创造一定

数量的新工作岗位（50/100）。超过3千万欧元的技术投资或超过三亿欧元的研发投资仙姑，创造就业机会只

需要有25个。相关VIP补贴条件投资者和匈牙利政府直接进行谈判而协商。

培训自助

匈牙利政府还为创造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VIP补贴机会。补贴可用于创造至少50个新工作岗位的投资者，人均

补贴金额不能超过3,000欧元。这项补贴用于培训最大援助强度为50％。在培训残疾人或弱势工人的情况下，

援助强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发展税收津贴 实现投资的公司可以获得发展税免税，这样就可以豁免在竞争投资年份和随后12年期间应缴的公司税的80％。

研发税收激励
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成本可能从企业所得税基础中减少。符合200％超额扣除，要符合具体要求，直接研发成

本必须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实验开发的直接成本。

移民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和专家需要申请申根签证和相关工作许可证。

您知道吗? 匈牙利葡萄酒产量等于新西兰的大小。南部提供波尔多风格的红佳酿，而北部以其微妙的白葡萄酒和甜美的托卡伊贵腐酒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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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目前，汽车行业是匈牙利增长最快的行业，由712家在这一领域拥有业务的公司持续发展。匈牙利代表了中心和东欧国家的区域

分销中心，受益于战略地理位置和物流发展，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这里移动了制造能力，并在匈牙利设立了研发中心，包括奥

迪，博世，克诺尔公司，蒂森克虏伯，阿文公司，电装，大陆集团，伟世通，WET，Draxlmaier，Edag，Temic Telefunken和ZF 。

匈牙利是CE最重要的电子供应商，雇用超过112000人。电子工业占匈牙利制造业总量的22％;同时，匈牙利负责该地区电子产

品总产量的26％。除了几家着名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之外，欧洲前十大电子制造服务供应商中有六家位于匈牙利（捷普，伟创

力，富士康，Sanmina，Zollner和Videoton）。一些公司，如National Instruments和Jabil，也进行研发活动。. 

匈牙利的制药和医疗技术行业在中东欧最具代表性，雇用超过15,000个人。匈牙利的经济受到制药业的高度影响，因为该行

业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主要公司在匈牙利 是Richter，Teva，Boehringer 

Ingelheim，Novartis，GSK，Pfizer，Roche.

匈牙利的ICT市场包括电信，IT服务，外包服务以及软件和软件产品。匈牙利在ICT研发市场中脱颖而出，这是该地区最重要的

市场之一。 ICT相关研发占总研发支出的四分之一以上。匈牙利已成为软件开发的区域孵化器，包括过程控制软件，游戏程序

和地理信息技术，专注于导航系统。

农业和食品工业主要由少于10名员工的微型企业组成（高达85％的行业公司）;47％的食品工业以外国资本为代表。在外国直接

投资中所占份额最高的产品是：肉类和肉制品，茶叶，咖啡和软饮料。食品和饮料工业占出口总额的7.6％（大约在2014年），主

要注入欧盟国家（90％以上）。主要外国投资者包括Bonduelle，Bunge，Givaudan，Globus，Mars，Nestlé，POPZ和联合利华。

估计人口： 三万五千

自2004年以来，有一个中匈双语学，校提供双

语小学和中学教育，让学生沉浸在两种文化，

在欧洲，是唯一个类似在学校。当地唐人街充

满了中国餐馆和家庭企业，满足中国社区的需

求

中国文化中心和定期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交流

和对话。

所有主要大学和中学已经提供中文课程，在布

达佩斯的街道上见到中文老师也不罕见！

1

2

4

3

5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中国银行，华为，中兴，万华，岩峰，中国铁路，波鸿集团

您知道吗? 匈牙利医生Albert Szent-Györgyi发现维生素C，使他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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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贸易

失业率: 17.7%

通货膨胀: 1.4%

FDI存量: 5.4%

工业增长: 3.9%

预算余额: -4.8%

塞尔维亚的外贸总额为308.1930

亿欧元，2016年增长8.4％。 塞

尔维亚主要出口行业 - 汽车工

业在2016年继续增长。塞尔维亚

可以作为一个制造中心，免税出

口到包括欧洲联盟，俄罗斯，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

东南欧洲在内的近8亿人口的市

场 ，欧洲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和

美国。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908亿

GDP增长率： 2.9%

人均GDP：19760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124.37

88 361 平方公里

7 076 372

塞尔威亚语

贝尔格莱德

第纳尔 (RSD)

0

3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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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俄罗斯罗马尼亚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

德国意大利

14.7%

13.2%

8.4%

5.7%
5.3%

0%

3%

6%

9%

12%

15%

匈牙利俄罗斯中国, 中华意大利德国

12.9%

10.4%

8.3%

7.8%

4.6%

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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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施

工资

706.86 公里 高速公路

4 092 公里 铁路

1 032 公里 可运行的水道

塞尔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家

目前没有。但是，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计划在2017年上半年开始运营贝尔格莱德往北京的直航。

3G 覆盖率为62.24% （面积）,  82.45% （人口）; 4G覆盖率为 27.6%　（面积），　66.9%　（人口）

维也纳，布达佩斯，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塞萨洛尼基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294 117.9  606 117.9

社会缴纳税 44 17.6 92 17.6

毛工资 250 100 514 100

个人所得税 25 10 42 10

员工贡献 50 20 102 20

净工资 175 70 370 70

您知道吗?  塞尔维亚最大的贸易逆差是与中国的贸易，由于为了网络工作站和笔记本电脑而进口的手机量。

您知道吗? 塞尔维亚可以作为一个制造中心，免税出口往近八亿人口的市场，包括欧盟，俄罗斯，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东南欧和欧洲由贸易协定成以及及美国 。

您知道吗? 塞尔维亚在欧盟扩大国家中拥有最高的铁路网络密度，无论是按其总面积还是居民人数。欧盟

扩大国家中塞尔维亚是为一个报告的铁路网密度（相对于其居民人数）高于欧盟28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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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人和自然人可以根据“公司法”

和“投资法”设立股份公司。除非特别法

律另有规定，否则设立股份公司的最低资

本金为3,000,000瑞士法郎（约合24,000欧

元）。 股东的供款可能是金钱或非金钱，

以RSD表示。

外国法人和自然人可根据“公司法”和“投

资法”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

基本资本至少为100 RSD（少于1欧元），除

非特别法律规定 执行某些活动的公司的基本

资本的金额。有限责任公司的捐款可能是金

钱或非金钱，以RSD表示。

分公司是公司的一个独立的组织行业，通

过它执行其业务活动。它不被视为一个单

独的法律实体，即在注册分公司时，国内

或国外总公司承担分公司业务活动可能产

生的所有义务。 外国法律实体的分支机构

在增值税和CIT方面被视为单独的纳税人。

对外国法人或自然人的所有权没有限制。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移民

 

企业所得税 15%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普通费率 - 20％; 特价 - 10％。 融资和保险

服务; 医疗保健和教育服务;

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有一份双重征税条约。

资产增值税 15%

红利

非居民从股息，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租赁动

产和不动产及服务产生的收入需缴纳20％的预

扣税。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塞尔维亚不提供根据个别政府决定的现金补助。然而，为了吸引外国投资，给在塞尔维亚投资的公司提供了

特别的财政补贴。根据关于吸引直接投资的条件和方法的法令，提供了下述财务表述。 无形资产投资的合格

成本确定为大型企业合格成本的50％，中小型企业合格成本的100％。如果投资者决定使用所授予的资金来支

付符合资格的工资成本，则可以获得固定资产合格成本额的10％至30％。此外，如果为劳动密集型项目（至

少创造了200个新工作岗位）提供激励，则新创造的新工作的合格2年总工资成本的额外的10％至20％可以被

授予，这取决于新的空缺。

发展税减免
CIT法规定对大型投资提供特别税收减免，但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固定资产投
资额，新员工雇佣，纳税义务。

分支机
构A.D. D.O.O.

塞尔维亚的访客必须从塞尔维亚的一个外交使团获得签证，除非他们来自其中一个免签证国家

您知道吗? 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免签证制度在2017年1月15日生效，使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的欧洲国家。

奖励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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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塞尔维亚汽车工业不仅是一个传统的经济行业，而且由于高素质的劳动力及其地理位置，该行业具有明亮的视角。在行业中，

最重要的活动是：制造车辆底盘系统部件和电气系统部件， 汽车行业的一些最大的投资者是：菲亚特，Magneti Marelli，

约翰逊电气，米其林，YURA，博世，大陆和李尔。

塞尔维亚电子行业包括1,700多家创新公司。该行业的年劳动力成本最低，同时拥有经验丰富和技术娴熟的工人。塞尔维亚的

技术教育特别强大，大约有33％的大学毕业生来自技术学校。自2001年起，该行业出现了稳定复苏，主要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

持续流入，总额约为1.68亿欧元。一些关键投资已经到位，包括奥地利ATB Gruppe，斯洛文尼亚家电公司Gorenje，西门子和

松下在塞尔维亚中部的1300万欧元的设施。该行业与ICT，食品和汽车工业一起被塞尔维亚政府积极支持作为优先行业之一。

这允许投资者在过去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激励交易，这是一个应该在未来继续的做法。在电子行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有：西门

子LoherElectro，Gorenje，松下，EATON，光子光电，Sagemcom和WEG。

塞尔维亚拥有特别强大的工程教育背景，富有吸引力的劳动力成本，杰出的技能，高流利的英语水平和发达的电信和ICT基础设

施，目的是成为更传统的ICT市场的替代方案，ICT行业成为塞尔维亚的支柱之一 经济。塞尔维亚在最大的软件出口商名单中排

名第40位。2013年，塞尔维亚出口了大约2.3亿欧元的软件服务，与上年相比增长了30％。同年，软件开发子行业获得欧元 4590

万。ICT行业的一些主要投资者是：微软，IBM，Nordeus，西门子，施耐德电气和Asseco。

塞尔维亚有农业生产的理想自然条件（欧洲最清洁的土壤，多样的气候，600多万公顷的农业土地，质量和健康的粮食生产的传

统）。作为其生产优质食品努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塞尔维亚法律禁止生产和进口任何转基因食品和种子（GMO）。2015年塞尔维亚

水果出口达到5.26亿欧元。同一年塞尔维亚占全世界覆盆子产量的21％以上。约79,000吨产量和出口收入达2.44亿欧元，塞尔维

亚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覆盆子出口国。约80-85％的覆盆子产量用于出口，主要是大批冷冻。这对于正在思考的投资者构成巨大

的潜力开始生产具有各种不同浆果的最终产品，如：涂抹酱，果酱，浇头，冰淇淋工业配料，酸奶生产的水果等。2015年，塞尔维

亚以苹果的价值衡量，第一个出口到俄罗斯联邦，苹果出口每年价值超过9000万欧元。2014年，塞尔维亚出口了233.7万欧元的农

产品，成为记录贸易顺差的少数行业之一。塞尔维亚农产品可以在杂货店和全球超市连锁店

如：Tesco，Lidl，Spar，Carrefour，Idea，Metro等。食品行业最大的投资者有：Salford，Agrokor，Nestle，Rauch，Grand，Meggle

和Pepsico。

估计人口:  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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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中国银行，华为，中兴，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河北钢铁集团

在90年代初期，有近5万中国人来到塞尔维亚，在全国建立了中国贸易中心。有许多中国餐馆甚至食品店由中国国民经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

进入塞尔维亚市场，中文语言越来越受欢迎 在塞尔维亚的学生中。汉语语言首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中国讲师教语言课程。除了大学，在孔

子学院的帮助下，中文现在在几所高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

塞尔维亚有一个伟大的视野，成为共享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顶级市场。劳动力是可靠，技术和多语言。另一

方面，该国在中东欧的心脏地位使它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 与大多数西欧国家拥有相同的时区。许多全球

性公司如TeleSign，FirstData，NCR公司和Iron Mountain已经认识到塞尔维亚市场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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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贸易

失业率: 17.7%

通货膨胀: -0.4%

FDI存量: 39%

工业增长: 3.9%

预算余额: -0.7%

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为34.61

亿欧元，其中：罗马尼亚直接投资企

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者权益为35.95亿

欧元。 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

主要用于贸易（10亿欧元）和金融中介

和保险（9.26亿欧元）。 重要的外国

直接投资流量（7.45亿欧元）也流入

制造业，其主要行业利于外国直接投

资，包括运输工具（5.32亿欧元），石

油加工，化工，橡胶和塑料制品及机

械设备（183欧元 百万元）和计算机，

电子，光学和电气产品（1.33亿欧元）

的制造。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1610亿

GDP增长率： 4.6%

人均GDP：8 097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4.4

238 391 平方公里

 22 241 718 

罗马尼亚语

布加勒斯特

列伊 (RON)

0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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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施

工资

103 671 公里 高速公路

11 385 公里 铁路

1 731 可运行水道

黑海

布加勒斯特和北京之间目前没有直航。

3G/4G 信号覆盖率在首都和大城市很高，其他地方较好

萨格勒布、布拉格、布达佩斯、索非亚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398 123.5 854 123.5

社会缴纳税 75 23.45 163 23.45

毛工资 322 100 696 100

个人所得税 43 16 93 16

员工贡献 53 16.5 115 16.5

净工资 226 70.1 488 70.1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房地产投资金额达到了八亿欧元。
八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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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最低要求为你RON 90.000（约

欧元20.000）。 最低股东人数为

2名，而最高人数没有限制。成立

时，现金出资是规定的，而基金的

30％认购股本也必须由股东支付。

如果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则

该股份公司可以关闭或开立。

股本的最低要求是RON 200（约44

欧元）。有限责任公司可能只有一

个股东，最多50个股东。成立时也

必进行现金捐助。股份转让可以在

相关商业登记处，通过两阶段登记

过程的执行。

I在罗马尼亚，一个分支机构代表

一个没有个人和独立法人资格的实

体，因为一个分支机构在经济上

和法律上依赖母公司。分公司的

业务活动必须服从于母公司的业

务活动。

SA或SRL的股东可以是国家或外国

公司，对所拥有的配额没有限制。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企业所得税 16%

增值税 19%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某一些产品和服务享有减少的增值税，比如具体

的药品，食品，电影院票等

股息 5% 

版税 16%

资本收益税 16% 

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和罗马尼亚之间已经签订双重征税协议
定，1991年起生效。

利息 16% 

SA SRL 分支机
构

奖励和资助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国家补助金（资本支出） - 每个地区，项目类型和申请人类型不同 - A）最多高达50％的可维持费用，预

算从20万欧元到3750万欧元（国家援助计划 - 有限年度资金145,000,000欧元 ）; B）最高可达成本的70％

，预算从40,000欧元到10,000,000欧元（拟议国家援助计划）。欧盟基金 - 每个地区，项目类型和申请人类

型不同 - A）最高可达50％的可维持成本，预算从20万欧元到200万欧元（竞争力计划）; B）最高可达成本

的70％，预算从40,000欧元到1,000,000欧元（竞争力计划和区域计划）。根据具体国家援助强度/地区（10

％-50％），报销雇主薪金缴款成本.

培训自助

欧盟基金（竞争力项目） - 培养具有增长潜力的私营公司（来自245家公司的37,900名员工 - 74家大型和

171家中小型企业）接受培训员工的资金，分配额为10800万欧元（最多为2,849欧元/ 员工不超过培训成本的

50％），直到2020年。

发展税收津贴 再投资于某些资产（技术设备，软件，台式机，笔记本电脑等）的利润是免税的。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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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和专家都需要申请申根签证和相关的许可证。

在罗马尼亚，农业行业是经济的基本分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和影响。罗马尼亚有广泛高潜力的土壤类型，约60％

的耕地具有良好和中等的生育力。罗马尼亚总农业面积占林业总面积的61.7％，耕地占总农业用地的63.9％。均居民耕地面积

约为0.42公顷。大多农业土地属于私营者，为所有农业用地的96％。

罗马尼亚是东欧第五大车辆生产国，位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之后，在欧盟排名第11位。其产量包括在

Pitesti的Dacia工厂（由法国雷诺拥有）和Craiova工厂（由美国福特拥有）生产的汽车，以及汽车配件，几家生产商遍布全国

各地。 该行业直接雇用超过13万人。

罗马尼亚是规模最大的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这反映在过去一年投资活动的大量增长。在危机之后，由于国家计划

Primacasa贷款，该行业已经在罗马尼亚政府的协助下大幅恢复。该计划允许当地人以仅提前5％的投入而获得银行信贷购买

他们的第一个家。

最大的雇主是零售行业，雇用近罗马尼亚人的12％。 零售业主要集中在相对较少的连锁商店。 近年来，大型商店如法国的

大型超市Cora和法国Carrefour的兴起，导致该行业的工人数量减少，零售工作迁移到郊区。

估计人口： 2 017

1

2

4

3

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华为，中兴，中国烟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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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贸易

从过去十年开始，波兰的对外

贸易额增长了近十倍。 于2015

年，出口额达到180亿欧元。最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是德国，英

国，捷克共和国，法国和意大

利。 波兰出口包括汽车零件

和配件，车辆，机器，家用电器

和家具。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312 679平方公里

38 454 576

波兰语

华沙

兹罗提 (PLN)

0%

5%

10%

15%

20%

25%

30%

意大利法国捷克共和国英国德国

27.1%

6.7% 6.6%

5.5%
4.8%

0%

5%

10%

15%

20%

25%

荷兰意大利俄罗斯中国, 中华德国

22.9%

11.6%

7.3%

5.4%
3.8%

GDP (PPP, 欧元, 2016): 9785亿

GDP增长率： 2.8%

人均GDP： 19 800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4.30

失业率: 8.3%

通货膨胀: -0.6%

FDI存量: 38%

工业增长: 3.2%

预算余额: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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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 816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63 欧元

空缺率:

4,6%， 在华沙为 6,7%

空缺率:

11,6%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59,13 欧元

主要产量:

7%

主要产量:

6-6,5%

每间可用客房的总营业

利润 GOPPAR 

48,6 欧元

平均租金:

2,5-5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华沙室内22-24 欧元/平

方米/月，其他地方平均

为 11-15,5 欧元/平方

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于2016年，房
地产投资金额
达到了41亿欧
元。

1,630  公里 高速公路

19,240 公里 铁路

3,655 公里运航的水道

波罗的海

北京和华沙之间已经有直航

3G/4G 在首都和大城市，互联网覆盖率为90%， 城外该覆盖率为70%左右，在小村才为40%

柏林、德累斯顿、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维尔纽斯、利沃夫、明斯克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562 121 1203 121

社会缴纳税 96 21 209 21

毛工资 466 100 994 100

个人所得税 26 6 70 7

员工贡献 100 21 209 21

净工资 340 73 706 71

4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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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为最少50，000 

PLN（相当于12，000 欧元），

需缴纳所得税和增值税，公司

对其负债有无限责任， 直至公

司全部资产。

有限责任公司是波兰最普遍

的投资形式，它可以有一个或

多个股东创建，不过不可以

纳人另一单一股东的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可以不对公司债务

承担责任，但他们有责任投入

最少50，000PLN（相当于约12

，000o欧元）的资本金。公司

对债务所承担的责任只局限于

公司财产。公司也是所得税和

增值税的纳税人。

分公司并不 是完全从境外企

业分开，并不具有： a) 法

人实体，b）法律权利，c)司

法权利，不能起诉他人或被

起 诉。分公司由被指派的人

员代表，具有所以如上所述

权利。.

外国企业一般没有被特别限制

进入波兰市场。但是波兰法律

会限制外国企业对一些特殊战

略行业的拥有权，限制外资并

购房地产，特别是农业用地。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企业所得税 19%

增值税 23%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某一些食品的增值税减少到5%或8%了。

资本收益税
19% 个人所得税， 
20％（非居民）

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和波兰之间已经签订双重征税协议

地方商业税 有不同的彼方税，比如交通税、森林税等

S.A. z.o.o. 分支机
构

所有权

奖励和资助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政府津贴表现在财政部于投资方签署的协议。政府津贴主要有以下一些优先行业：汽车制造业，航空，生物

工程，商品加工，新型服务，研发。政府津贴也可以补贴在其它制造行业：投资最少1，75亿欧元，提供最少

200个就业机会，或者投资最少1，2亿欧元和500个就业机会。政府津贴的金额取决于新就业机会的数量，雇

员平均投资开支和地点。

培训自助 有不同的培训补助金。

发展税收津贴
如果投资方决定投资经济特区，而在该特区内产生的收入则可以抵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人，个人所得

税 - 自然人 -取决于行业的运行形式）

研发税收激励
与研发相关的营业费用，除了可以作为一般的税款抵扣科目，还可以额外抵扣。基于不同的费用和营业规

模，抵扣额从30%-50%不等。

移民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或专家需要申根签证和相关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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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波兰的汽车制造业在欧洲具有领导地位。因此吸引了很多国际先锋汽车生产商将他们的生产厂家设置在波兰， 包括小型家

用轿车和商务用车，以及巴士和运输卡车。建立了强大的网络，包括超过900家下线供货商和合作者。目前在波的投资者包括：

菲亚特，大众，通用，天合，佛吉亚，丰田，曼恩，科德宝，Ronal， Mando

高质量，高科技，高素质的技术人员以及优越地理位置是波兰成为电子服务行业的重要角色。据“国际商务观察（BMI）预

测，2015年至2018年，波兰电子市场将持续稳定年增长2，2%。目前重要的在波外资企业：戴尔，通用，捷普，Kimball， 伟创

力

波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工业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目前波兰提供丰富的高科技航空出口产品。目前运作的工厂制造不同用途

的飞机（农用，培训，民用），直升机，滑翔机，生产线(铝，复合材料，GRFP）和配件。一共有超过200家航空相关企业，3万多专

业人员在波兰从事该行业。波兰还自豪的宣称在航空，航天良好发展。

波兰是欧洲家电制造业的先锋之一。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目前有许多国际大公司在波设立工厂：博世，伊莱克斯，因代西特，

通用，三星，惠而普

波兰食品加工业拥有几个世纪的传统，是波兰经济最重要，增长最快的行业。波兰是欧盟第四大的农用可耕地国家，是欧洲

第六大消费者市场。食品出口成为波兰加入欧盟后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国家波兰中央银行的数据，波兰商品行业是外资企

业的投资目标。很多国际公司如：达能，亨氏，联合利华，亿滋，雀巢都在波建有他们分支机构。

估计人口： 四千八百

第一个进入波兰的中资是以合资的形式创建的”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基于上海，天津，格丁尼亚，成立于1951年

中国餐厅之后慢慢进入华沙，像：上海,富园，然后进入其他波兰城市。

中国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波兰设立公司，21世纪初的几年中，中土

投资明宏，中国基地批发中心（距离华沙25公里，占地40公顷，有6个交

易大厅，4个仓库），华为加入波兰。华为目前在波兰有超过500 雇员。

1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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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

贸易

失业率: 6.8%

通货膨胀: -0.10%

FDI存量: 78%

工业增长: 7.5%

预算余额: -1.90%

您知道吗？ 97％的25至64岁的立陶宛人

除了立陶宛人口语之外再会说至少一种语

言。维尔纽斯是5个最经济实惠的欧盟城

市之一。克莱佩达州无冰港，每年处理多达

6500万吨货物，波罗的海国家最大的港口。

立陶宛是欧洲的领导者，属于全球排名前

三位的4G覆盖率。根据世界银行的“2017年

营商环境报告”，立陶宛在世界方便创业排

行上为第21位。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385.6亿

GDP增长率： 2.9%

人均GDP：19760

65 300 平方公里

2 921 300

立陶宛语

维尔纽斯

欧元 (EUR)

0%

3%

6%

9%

12%

15%

爱沙尼亚德国波兰拉脱维亚俄罗斯

13.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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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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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华意大利拉脱维亚德国波兰俄罗斯

14.4%

10.8% 10.7%

7%

5.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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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223 欧元/平方米

空缺率:

Vilnius - 3%

Kaunas - 11%

Klaipėda - 13%

空缺率:

Vilnius - 4,8%, Kaunas 
- 3,7%, Klaipėda - 

11,9%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26-132 欧元

主要产量:

8.38%

主要产量:

Vilnius - 7,4%, Kaunas 
- 8,4%, Klaipėda -8,3% 

平均租金:

2,1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5  欧元/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工资

房地产市场简介

1 748,84 公里 高速公路

1 998  公里铁路， 铁路货运服务直接到俄罗斯，白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德国，乌克兰和亚洲（含中国）

1,373 公里可运行水道

立陶宛可以进入波罗的海

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目前还没有直航。

3G/4G 覆盖率为95%， 提供由 Telia, Tele2, Bite. 

里加，塔林，华沙，明斯克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506 123,5 1037 123,5

职业培训贡献 6 1.5 13 1.5

社会缴纳税 90 22 185 27

毛工资 410 100 840 100

个人所得税 62 15 126 15

员工贡献 75 18.5 155 18.5

净工资 273 66.5 559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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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是一个私人法律实体，有限的民

事责任。一个公共有限责任公司是

一个商业实体，其中不同的股票可

以由股东买入和拥有。每个股东都

按比例拥有公司股票，由他们的股

票（所有权证明） 证明。股东人

数不限。公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

可以分派并公开交易。AB的最低资

本要求为40,000欧元。公司的注册

办事处必须在立陶宛共和国。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必须按照就业 合

同受雇。

UAB是一个私人法律实体，有限的

民事责任。私人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个商业实体，其中不同的股票可以

由股东买入和拥有。每个股东都按

比例拥有公司股票，由他们的股票

（所有权证明） 证明。股东人数

有限（不能超过250名股东）。禁

止公开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交

易。UAB的最低资本要求为2,500欧

元。公司的注册办事处必须在立陶

宛共和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必须

按照就业合同受雇。

在立陶宛的分公司作为法律实体的

结构分工;因此，在立陶宛开设分

公司的公司对其分公司承担的责任

和反对责任。以分公司名义行事的

至少一个人应该居住在立陶宛共和

国（这个要求是不适用于在欧盟和

欧洲经济区国家注册的实体的分支

机构）。

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拥有独立于其

国籍或公民身份的在立陶宛注册成

立的公司的股份。除了投资于国家

安全和国防活动之外，允许外国人

所有权。外国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分

支机构并在立陶宛进行跨境金融服

务。外国金融机构只有获得立陶宛

共和国特别机构的许可或许可才能

提供金融服务。投资经济行业对

国家安全或具体国家具有重要的战

略重要性战略或在对国家安全具有

战略重要性的设施的保护区的领土

内，只有在根据法律规定的特别规

则和秩序评估潜在投资者遵守立陶

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利益之后才允

许。OWN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企业所得税 15％（在某些情况下适用5％和0％的CIT）

增值税 21%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较低的增值税适用于书籍，医疗援助工具，药

品，供暖能源等.VAT豁免适用于金融，保健服

务，销售或租赁某些不动产等。

利息
10％。对与立陶宛缔结税收协定的国家的欧洲经
济区公司和公司的利息没有预扣税

版税
向非居民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需缴纳10％的
预扣税，除非税率根据税务协定减少或根据欧盟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指令

资本收益税 15% 个人所得税

双重征税协定
立陶宛和中国已经签订收入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
止财政侵权协议

AB UAB 分支机
构

奖励和资助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立陶宛实体或向立陶宛电影制片人提供资金以制作全部或部分电影的外国实体的常设机构可有权（1）将其应

税收入减少提供给电影制片人的资金的75％ ;和（2）按照提供给电影制片人的资金数额减少高达75％的企业

所得税，条件是满足某些条件。

培训自助
投资立陶宛经济特区并满足某些要求的实体有权在最初6个税期（年）中获得完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在接下

来的10个税期（年）中获得50％的企业所得税。此外， 立陶宛经济特区没有房地产税。

进行投资项目的实体可以通过购买长期资产将其应税利润减少最高达2009年至2018年之间发生的费用的50％

，满足某些要求。超过50％限额的，可以结转，以减少 按照一般规定扣除该等长期资产的折旧（摊销）费

用。

研发税收激励 除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摊销）费用外，科学研究和实验开发（R＆D）费用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扣除三次。

移民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和专家都需要申请申根签证和相关的许可证。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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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金融业

维尔纽斯作为2016年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的共同服务和外包在CEE的赢家，现在巩固了其作为共享服务中心和BPO的区域领导

者的地位。此外，考纳斯也获得了其类别， 年度新兴城市“.Barclays，西联汇，SEB，Swedbank，Intermedix，Ahlstrom，丹

斯克银行，Citco，Skandia，Callcredit信息集团。自2005年以来，共享服务行业增长了三倍。2015年，商业服务中心的数量已

经达到60家。该行业目前拥有12,800名熟练专业人员，并有潜力在明年内增加两千人。

在全球排名第四，作为制造业投资的“高增长地点”，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主要国际制造和工程公司，如

Schmitz，Cargobull，Mars，Peikko，Cowi和PhillipMorris，在立陶宛制造的国家正在从强度增长到我们不仅在规模上，而

且在专业知识，特别是在我们的重点领域的机械工程和电子。我们有成功的记录，为石油和天然气，机器人，航空和汽车行业

服务。我们结合深技术专长，质量承诺和便捷的物流定位，以便进入斯堪的纳维亚，独联体和西欧，使立陶宛成为制造业的理

想之地。

凭借世界领先的宽带速度以及中东欧地区最先进的ICT基础设施，立陶宛正在巩固其作为小型软件和游戏开发初创公司以及

更大规模ICT运营的区域卓越中心的地位。此外，精明的人才库，商业友好的环境和技术卓越的记录，我们为所有公司提供完

美的成本竞争力的目的地寻找优质的ICT能力和服务。我们的ICT行业是动态和流动的，快速适应和吸收新的想法和实践。我

们也不缺乏创造力和创新。你只需要看游戏开发行业作为证明：在2014年，吸引了国家的技术精明的人才和商业友好的环

境，GameInsight和查理奥斯卡是第一家在立陶宛建立工作室的游戏公司。他们产生的嗡嗡声，在六个月内已经有8个进一步

的游戏公司游戏开发项目正在筹备中。

立陶宛的生命科学行业在过去二十年中飞速发展，现在被视为中欧和东欧最先进的行业之一。自2010年以来，生物技术和制

药研究与生产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4％，更多其产出的70％以上出口，该行业的覆盖面是真正的全球化。Moog，Sicor/Teva集

团，Biotechfarma和ThermoFisher等公司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库，将立陶宛生命科学牢牢地放在地图上。

立陶宛生物技术行业的成功始于我们完善的教育体系。涵盖16个学术机构和15个研发中心，拥有近23,300名研究人员和专家，

我们有能力帮助您蓬勃发展的人才。

由于立陶宛的中国人口很少，中国文化仍然是新的和罕见的。然而，我们的大学提供亚洲文化研究，包括中国语言以及庆祝中国文化的各种文化活

动。立陶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通过宗教中心强烈表达。 在我们更大的城市定期举办各种展示中国文化和活动的展览。

1

2

4

3

您知道吗？北约和五角大楼都是使用在立

陶宛生产的激光设备。在此专业方面，立

陶宛为领先国家。还有，立陶宛GDP19%是来

自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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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

贸易

失业率: 14.8%

通货膨胀: 0.2% 

FDI存量: 54%

工业增长: 6.80%

预算余额: -1.70%

在2016年1月至8月期间，出
口额为86亿美元，进口142
亿美元。 石油，电子能源，
混合或非混合产品的其他
药物，皮革制品。

面积

主要出口合作伙伴 主要进口合作伙伴

人口

官方语言

首都

货币

GDP (PPP, 欧元, 2016):  330亿

GDP增长率： 3.1%

人均GDP： 10 426

当地货币欧元汇率:  7.55

56 594 平方公里

4 284 889

克罗地亚语

萨格勒布

库纳 (HRK)

0%

3%

6%

9%

12%

15%

奥地利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

德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

13.4%

12.3%

11.2%

9.7%

6.5%

0%

5%

10%

15%

20%

匈牙利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

15.5%

13.2%

10.7%

9.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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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酒店 工业 办公楼

首都均价

1433 欧元/平方米

平均每日房价: 

71 欧元

空缺率:

5%

空缺率:

10%

每间可用客房的收入: 

19 欧元

主要产量:

10%

主要产量:

8,5%

每间可用客房的总营业

利润 GOPPAR 

50,88 欧元

平均租金:

4,75 欧元/平方米/月

平均租金:

12  欧元/平方米/月

基本设施

房地产市场简介

1.313 公里 高速公路

2.604  公里 铁路

787,1 公里可运行水道

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

目前没有，但计划2017年开始将会有萨格勒布 - 北京直航。

3G/4G 覆盖率为 98%

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 （3-5小时车程）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欧元 % 欧元 %

总工资成本 487 117,19 1234 117,19

失业保险 7 1.7 18 1.7

社会缴纳税 62 15 158 15

在工受伤保险 2 0.5 5 0.5

毛工资 413 100 1053 100

个人所得税 （累进率） 0 0 263 25

社会缴纳税 62 15 158 15

净工资 351 85 632 60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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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罗地亚

Dioničkodruštvo（dd）代表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公司）.Dd可以并

入：（i）同时 - 公司的创始人获

得所有股份，（ii）成功 - 公司的

创始人收购部分股份及收购其余股

份（潜在客户）的要约发行给第三

方D.d.的最低资本要求是20万克朗

（约26666欧元）。公司注册时间不

得少于股本的25％。 可在任何证券

交易所上市。 

在克罗地亚，Društvo s 

ograničenom odgovornošču 

(d.o.o.) 代表有限责任公司。最低

股本出资不得低于20,000克朗（欧

元2,666）D.o.o。可由一个或多个

所有者股东组成。可以现金，种类

或权利进行捐赠。成员对公司的责

任仅限于提供其初始捐款以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其他捐款 。在公司

注册时，公司贡献不得低于股本的

10,000卢比（约合1,333欧元）。是

公司选择的最常见的法律实体

外国公司不得在克罗地亚境内永久

性地开展活动，不设立分支机构;克

罗地亚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没有法人

资格的实体; 因此，外国企业应根

据克罗地亚法律承担责任。在克罗

地亚设立外国分支机构：（i）需要

互惠条件，或（ii）其总部必须在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家

允许高达100％的外国所有

权。可以通过成立当地公

司，设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跨

境（临时）提供服务在克罗

地亚开展活动。在金融（和

银行）机构投资的外国人（

和国内投资者）必须正式通

知相关的克罗地亚机构（克

罗地亚国家银行，克罗地亚

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并满

足特定的许可条件。外国金

融机构可以在克罗地亚经营

分支机构和跨境金融服务，

如果他们满足所需条件（例

如租赁，保理等服务必须满

足特殊条件）

税务体制

法律实体

企业所得税 18％，或年收入低于300万克朗的企业为12％

增值税 标准率25％，较低税率13％和5％

免增值税服务，
降低增值税

较低的增值税适用于基本食品，药品和某些医疗

设备，专业，科学，艺术，文化和教育书籍，电

影票和音乐会，报纸，科学期刊，餐饮服务，儿

童汽车座椅，电力，市政废物收集，和棺材，幼

苗，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和动物食品（不包

括宠物食品）.VAT豁免适用于金融服务，销售或

租赁某些不动产。

资产增值税
12％个人所得税。适用个人所得税城市税的最高
者（0％ 18％，取决于城市）。 在2016年1月1
日之前实现的资本出售被视为不纳税。

双重征税协定
自2002年1月1日起生效， 中国和克罗地亚之间
有一项双边税条约。

红利

15％除了派发预扣税的股息和利润份额为12％
。20％用于支付给在被视为避税地或金融中心的
国家具有有效管理或控制运营地点或地点的人
的所有服务

DD DOO 分支机
构

奖励和资助

基于单个政府的决定的现金
拨款

没有基于个别政府决定的现金补助，但是有克罗地亚（ASI）的战略投资项目法案。投资额大于2.5欧元，创

造一定数量的新工作（50/100）。 更快投资实施; 需要较少的程序和许可证; 投资过程的每个步骤指定; 投

资过程的每个步骤的确切最后期限。战略投资项目的评估和选择标准; 评估和实施战略投资项目的主管机构;

培训自助

通过“克罗地亚投资促进法”，为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培训费用提供奖励。合格培训费用包括：讲师费用; 咨

询服务费用; 培训参与者的成本和与培训相关的其他间接成本。这项补贴用于最大援助强度为50％的培训成

本。在培训残疾人或弱势工人的情况下，可进一步提高援助强度。

发展税减免 通过“克罗地亚投资促进法”，如果投资超过300万欧元，并且创造了最少15个新工作岗位，则100％减少10

年期间利得税的应税基础。

移民

来自第三国家的游客和专家都需要申请申根签证和相关的许可证。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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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业

当地华人社区

旅游业是克罗地亚经济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旅游潜力主要基于缩小的亚得里亚海海岸，为所有类型的旅游业提供机会 -航

海，家庭，高端，美食，健康。巨大的自然财富与世纪文化遗产是亚得里亚海地区以及在国内的旅游潜力的特点。高度发达和

现代基础设施的公路和空中运输位置克罗地亚是一个理想的地缘战略位置，很容易从欧洲市场主要来源市场是中欧和西欧，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自俄罗斯和远东。鉴于旅游业是克罗地亚投资周期最前沿的行业之一，克罗地亚政府已按照经济发展计划

制定了不同的模式，重新激活大量未使用的政府设施被用于旅游目的。直接激励措施和克罗地亚政府对旅游行业投资的全面

支持以及克罗地亚是欧洲少数几个国家之一，2012年该国报告游客人数和隔夜停留人数增加是一个很好的框架进一步投资，

并将克罗地亚列为名列前茅，成为地中海具有吸引力和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目的地。自2005年以来，共享服务行业增长了三

倍。2015年，商业服务中心的数量已经达到60家。该行业目前拥有12,800名熟练专业人员，并有潜力在明年内增加两千人。

克罗地亚的制药业有悠久的传统。由于其专业知识和有经验的劳动力，未来行业和相关行业的成功发展是有保证的。此外，制

药业是克罗地亚经济的行业之一投资研究和开发是广泛的。创新的抗生素阿奇霉素的发现使克罗地亚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十个

国家之一，可以吹嘘一种全新药物的发展。在克罗地亚，除了Pliva，该地区最大的药物制造商，非常成功的公司如Belupo和

Jadran Galenski Laboratorij在欧洲和美国市场有良好的合作。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新开的工厂PharmaS，其核心业务是生产

和销售仿制药。克罗地亚药品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对整个行业的生产量产生重大影响。在克罗地亚在制药行业经营的

重要外国公司是葛兰素史克，Hospira，加拉帕戈斯研究中心，Teva，ACG Lukaps，Farmal。

克罗地亚是一个非常适合想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扩大业务的投资者。克罗地亚市场潜力只有440万，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

小，但克罗地亚消费者和公司已经证明，有能力非常迅速地吸收新技术。在这方面，克罗地亚可以作为软件开发领域新技术开

发和应用的理想测试市场。该地区的生产率最高，也高于欧盟27国（欧盟统计局）的平均生产率，克罗地亚为投资者提供创

新，创造性，知识，灵活和高度积极的劳动力。2013年7月1日之前，欧盟成员国将为投资者提供进入市场近5亿人。已认识到克

罗地亚质量优势的公司包括西门子，爱立信，IBM，SAP，微软，ENVOX。。他们产生的嗡嗡声，在六个月内已经有8个进一步的游

戏公司游戏开发项目正在筹备中。

克罗地亚汽车工业的发展是基于相关行业的长期传统，如金属生产，焊接，塑料制造和工程。处理汽车零件生产的罗马尼亚

公司有高精度制造的传统，零容忍故障和主要的竞争优势是其产品的优良品质。汽车行业的四分之三的附加值实现在生产组

件的安装和相关的活动相关的车辆和相关过程。在克罗地亚市场是成功地融入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商（PSA，GM，菲亚特，宝

马，奥迪，福特，雷诺，丰田，沃尔沃等）备件供应系统的公司。克罗地亚还拥有电动汽车XD（DOK-ING和Concept One - 

Rimac Automobili）的生产。在克罗地亚加入汽车行业的好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靠近市场和汽

车生产设施的西欧和中欧国家。

与克罗地亚制造业的其他行业相比，食品工业（食品和饮料）实现了最高的总收入，雇用了最多的人。这个行业是萨格勒布市

和萨格勒布市，克罗地亚西北部最发达的地区，奥西耶克 - 巴拉尼亚县。食品工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许多国际公司在

克罗地亚成功经营，如Meggle，Axereal，可口可乐，Lactalis等。该行业最赚钱的企业是牛奶和奶酪的生产和加工，啤酒生

产，茶叶和咖啡的加工以及软饮料的生产。克罗地亚食品工业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糖果业。食品工业的重要出口产品是食品添

加剂，饼干和糯米饼，填充巧克力，罐装鱼，速溶汤，橄榄油，啤酒和其他酒精饮料

估计人口： 五百多

1993年3月。中国和中国政府于2004年10月签署

了第一份文化和教育合作协议。萨格勒布大学

开展了免费汉学研究。

2012年5月，北京外语外语学院开始进行克罗地

亚语言学习，萨格勒布大学开始与孔子学院合

作。多年来，中国和克罗地亚保持了良好的经贸

关系。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克罗地亚一直是

中国在东南欧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统

计，2013年贸易总额为10亿4.95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8.8％。今年中国出口克罗地亚商品总值十

亿和三亿九千万美元，比上年增长6.9％，而克

罗地亚进口商品总价值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0.8％。

2013年3月，中国和克罗地亚签署了2013 

-2016年教育合作计划，预计每年交换克罗地

亚和中国学生，中方获得多个奖学金。截至

2013年底，两国共签署了6项文化合作政府间

行政计划。两国文化机构举行了成功的文化

交流，在中国和克罗地亚人民之间在文化领

域开展了密切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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