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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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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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共和国（The Czech Republic，Česká 

republika，以下简称捷克）地处欧洲中部，

东面毗邻斯洛伐克，南面接壤奥地利，北面

邻接波兰，西面与德国相邻，面积为 78866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 77276 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为1590平方公里。由波希米亚、摩拉

维亚和西里西亚3个部分组成。①

布拉格位于东一区，比北京时间晚 7 小

时；每年 3 月到 10 月实行夏令时，比北京时

间晚 6小时。

气候

捷克地处北温带，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

候。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夏季平均气温约

为 18.5℃，冬季平均气温约为 -3℃，年均降

水量 683 毫米。②

人口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捷克人口约

为 1070 万。人口平均年龄 42.6 岁。0~14 岁

人口占 16%，15~64 岁人口占 64%，65 岁以

上人口占 20%。男性人口占 49%，女性人口占

51%。从人口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首都布拉

格（占总人口的 12%）以及中波西米亚州（占

总人口的 13%）、南摩拉维亚州（占总人口的

11%）和摩拉维亚—西西里亚州（占总人口的

11%）3 个州。③从人口民族构成来看，其中约

90% 以上为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占 2.9%，德

意志族占 1%，此外还有少量波兰族和罗姆族

（吉普赛人）。官方语言为捷克语。主要宗

教为罗马天主教。④

首都

首都布拉格（Prague）位于中波希米亚

州、伏尔塔瓦河流域，面积 496 平方公里，

是捷克最大的城市。布拉格地处欧洲大陆中

心，是沟通东欧、西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主要

节点，介于柏林与维也纳中间，在交通上拥

有重要地位，与周边国家联系密切，被称为

“欧洲的心脏”。布拉格是著名旅游城市，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截至 2020 年底，布拉

格人口为 133.5 万。

行政区划

捷克全国共 14 个州级行政区，其中包括

首都布拉格市与 13 个州，下属 114 个市，原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同①。

③  捷克统计局 . https://www.czso.cz.

④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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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捷克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捷克（2021）

76 个县作为地区和统计单位依然存在，但主

要行政职能已转移。13 个州分别为：中波希

米亚州（Středočeský kraj）、南波希米亚州

（Jihočeský  kraj）、比尔森州（Plzeňský 

kraj）、 卡 罗 维 发 利 州（Karlovarský 

kraj）、乌斯季州（Ústecký  kraj）、利贝

雷茨州（Liberecký kraj）、赫拉德茨—克拉

洛韦州（Hradec Králové kraj）、帕尔杜比采

州（Pardubický kraj）、维索基纳州（Vysočina 

kraj）、 南 摩 拉 维 亚 州（Jihomoravský 

kraj）、奥洛穆茨州（Olomoucky kraj）、兹

林州（Zlínský kraj）、摩拉维亚—西西里亚

州（Moravskoslezský kraj）。

1.2 政治制度

政体

捷克属共和国体制，实行多党议会民主

制。行政权属于政府内阁，立法权属议会，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总统为国家元首，2013

年 1 月举行了首次总统直选。

宪法

1960 年 7 月，国民议会通过宪法，改

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68 年 10 月，国民议会通过宪法法律，规定

捷克斯洛伐克是由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两个

平等民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1989 年 11 月，

联邦议会取消宪法中关于捷共在社会中领导

作用的条款。

1990年 4月，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国名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并修改了国徽。1992 年 11 月，联邦议会通过

了“联邦解体法”，同年通过了新宪法，改

国名为“捷克共和国”，修改了国徽，确定

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平等、自由、法制的原

则。新宪法于 1993 年 1 月 1 日生效。

国家元首

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

帅，任期 5 年，可连任一届。2013 年 1 月，

总统首次由全民直选产生。现任总统是米洛

什·泽曼（MilošZeman），于2013年3月就任，

2018 年 1 月在新一届总统选举中成功获得连

任，任期至 2023 年 3 月。

议会

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实行参、众两院

制。参议院共有议席81个，任期6年，每两年

改选 1/3席次，最近一次 1/3换届选举为 2020

年 10 月。参议院主要政党有市长与独立者联

盟运动（Starostové a nezávislí）、公民民

主党（Občanská demokratická strana）、基督教

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Křesťanská 

a demokratická unie-Československá strana 

lidová）、捷克社会民主党（Česká strana 

sociálně demokratická）、ANO2011 运动党、

自由民主党—参议员 21（Klub pro liberální 

demokracii-SENÁTOR  21）①等。现任主席是

米洛什·维斯特奇尔（Miloš Vystrčil）。

                                           

①  捷克参议院 . https://www.senat.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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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共有议席 200 个，任期 4 年，

采取多数票法（101 票）进行决策。本届众

议院于 2017 年 10 月选举产生，主要政党有

ANO2011 运动党、公民民主党、捷克海盗党

（České pirátské strany）、自由和直接民

主运动（Svoboda a přímá demokracie）、捷

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Komunistická  strana 

Čech a Moravy）和社会民主党等，另有 3个

右翼小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

民党、TOP09 党、市长与独立者联盟运动进入

议会。现任主席是拉德克·冯德拉切克（Radek 

Vondráček）。①

政府

政府是捷克最高行政机构，由总理、副

总理和部长组成。总理由总统任命，总统根

据总理提议任命和罢免政府其他成员。下设

内政部、财政部、工业贸易部、外交部、国

防部、司法部、环境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交通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青年和体育

部、地方发展部、文化部 14 个部。

捷克现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正式就

职，2019 年 4 月小幅改组。主要成员有：

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

第一副总理兼内务部长扬·哈马切克（Jan 

Hamáček）、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莱娜·习莱

罗娃（Alena  Schillerová）、副总理兼工贸

部长卡雷尔·哈弗利切克（Karel Havlíček）

等。现政府由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领导。

政党

捷克全国目前共有定期开展活动的政

党、运动、联盟等政治组织 30 余个。现任执

政党是 ANO2011 运动党与捷克社会民主党。

ANO2011 运动党是 2011 年由捷克亿万富豪、

食品制造业巨头巴比什创建，主张增加就业、

支持企业经营及降低增值税，党主席安德烈·

巴比什（Andrej BABIS）。该党人士出任了 9

个部长职务。捷克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

党”）最早成立于 1878 年，1989 年开始独立

活动，约有党员 1.9 万人，党主席为扬·哈

马切克（Jan  HAMAČEK）。该党人士出任了 4

个部长职务。

除执政两党外，捷克主要有 7 个政党，

包括：公民民主党、捷克海盗党、自由与直

接民主运动、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基督

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TOP09 党

和市长与独立者联盟运动。

1.3 司法体系

捷克宪法②确立了司法机构，并将法院定

义为宪法制衡框架内的独立机构。宪法第四

章界定了司法权在捷克的作用，指出法院的

主要职能是以立法规定的方式保护权力，并

赋予它们确定罪行和对刑事犯罪进行处罚的

唯一责任。法院是独立的，由司法部进行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捷克官网 . https://www.czech.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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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捷克设宪法法院（Ústavní soud České 

republiky）、最高法院（nejvyšší soudy）、

高等法院（vrchní soud）、州级法院（krajské 

soudy）和市县级法院（okresní  soudy），

此外设立最高检察院，院长均由总统任命。

各市（县）均设法院、检察院、公证机关和

经济仲裁机关。

法院体系

捷克宪法法院独立于一般法院结构之

外，其地位和权力直接载入宪法，是负责合

宪性，保护源自捷克共和国宪法秩序的基本

人权和自由，并保证行使国家权力的宪法性

质的司法机构。设置法官 15 名，由总统提名

并经参院同意后任命，任期 10 年。宪法法院

院长帕维尔·里赫茨基（Pavel  Rychetský）

于 2003 年就任，任期 10 年，于 2013 年获

连任。

捷克法院分为 4 级：最高法院、高等法

院、州级法院和市（县）级法院。捷克最高

法院包括 2 个，最高行政法院与最高普通法

院。最高行政法院①是专司行政司法的司法

机构。最高行政法院院长迈克尔·马扎内克

（Michal  Mazanec）于 2018 年就任。最高普

通法院是布尔诺最高法院，是受理司法案件

的最高司法机构。院长帕维尔·沙马尔（Pavel 

Šámal）于 2015 年就任，无任期年限。

捷克高等法院②共两个，分别为布拉格高

等法院和奥洛穆茨高等法院。在各州、市设

立了若干地区法院，负责受理司法案件，捷

克实行四级二审制。90% 以上的一审案件由基

层法院受理，只有 10% 的一审案件由州级法

院受理。各类型法院及其职能见表 1-1。

                                           

①  捷克最高行政法院官网 . http://www.nssoud.cz.

②  捷克最高法院官网 . https://www.nsoud.cz.

③  捷克司法部 . https://www.portal.justice.cz.

表 1-1　捷克各类法院与职能③

法院类型 职能

宪法法院

废除与宪法相抵触的成文法或个别规定；废除与宪法秩序或法规相抵触的其他法律法规或

个别规定；受理各类宪法投诉；受理管辖权争议；认证代表或参与员参加选举，解除参议

院公职资格或职务冲突问题；执行国际法庭裁决的具有约束力的必要措施；确定解散政党

或相关的其他决定是否符合宪法或其他法律。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是行政司法的二审和终审法院，职权包括：在其管辖范围内，针对地区法院

行政司法最终裁决的上诉作出裁决，确保地区法院与行政机构决策的合法性和统一性；决

定选举事项、解散政党和政治运动、暂停或恢复其活动；就地区法院关于取消一般性措施

或其部分违法行为的决定提出的翻案申诉以及地方公投事项中的翻案申诉作出裁决；有权

裁决公共行政机构之间某些积极或消极的管辖权冲突；是审理法官、检察官和法警案件的

纪律法庭。



  7

第一篇　捷克概况

检察院体系

根据《检察院法》（第283/1993号法案）

及其实施细则（第 23/1994 号法令），捷克

检察院①分为 4 级，设立布尔诺最高检察院 1

个（Nejvyšší  Státní  Zastupitelství，

NSZ），布拉格、奥洛穆茨高级检察官办公

室 2 个（Vrchní Státní Zastupitelství，

VSZ），8 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Krajskými 

Státními  Zastupitelstvími，KSZ）和 86 个

区检察院（Okresními  Státními  Zastupite-

lstvími，OSZ）。检察院依法执行控制和管

理活动，总检察长具有受理刑事诉讼上诉和

翻案的权力，并可通过行政行动来维护公共

利益。最高检察院院长帕维尔·泽曼（Pavel 

Zeman）于 2011 年就任，无任期年限。

1.4 外交关系

捷克是北约、欧盟成员国，并加入了联

合国、欧安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

银行等国际组织，现已与 195 个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捷克奉行“经济靠欧盟、安全靠美

国”的对外政策，积极参与欧盟共同外交和

安全政策及北约行动，将“经济外交”和“人

权外交”作为外交目标的重点。捷克与斯洛

伐克保持紧密关系，重视与德国、奥地利的

睦邻合作，积极倡导次区域合作，努力加强

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斯

洛伐克）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

与中国关系

捷克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①  捷克检察院官网 . https://verejnazaloba.cz.

法院类型 职能

最高普通法院是三审法院，是处理民事和刑事诉讼中法院管辖范围内事项的最高司法机构，

宪法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管辖的事项除外。其主要职能包括：对二审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

受理刑事部门提出的违法行为的投诉；决定地方法院的地方管辖权；统一判例法；收集和

审查法官的资产、收入负债等相关信息等。

高等法院

具有上诉及原讼司法管辖权，可以审理上诉及初审案件。上诉法庭审理的刑事及民事上诉

案件源自区域法院等原讼法庭。布拉格高等法院管辖波西米亚。奥洛穆茨高等法院管辖摩

拉维亚和西里西亚。

市 / 县级地

方法院

一审的案件大多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如杀人案；民事案件极少由州级法院一审，只有少数

商业诽谤、新闻侵权等影响较大的民事案件才由州级法院一审。设有专门行政分庭，是行

政司法的一审法院。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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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949 年 10 月，中国同原捷克斯洛伐

克建交。1957 年 3 月，双方签订了中捷友好

条约。1993 年 1 月 1 日，中国承认捷克共和

国为独立国家并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019 年 4 月，捷克总理巴比什赴克罗地亚出

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见。2019 年

4 月，捷克总统泽曼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同习近平主席

举行双边会见。2019 年 11 月，捷克众议院主

席冯德拉切克率团赴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

与欧盟关系

捷克于 2004 年 5 月成为欧盟成员。欧盟

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捷

克的经济发展开辟广阔市场。捷克支持欧盟

的共同经济、外交防务、减排、移民等政策，

积极推动欧盟深化和扩大，在重大国际问题

上与欧盟协调一致。反对欧盟难民配额计划，

支持欧盟恢复边境管控。①2019 年 11 月，16

个欧盟成员国于布拉格举行“凝聚力之友”

峰会，在 2019 年 6 月新达成的《欧盟战略议

程》基础之上达成了《布拉格宣言》，进一

步强调了欧盟加强凝聚力的必要性，在社会

包容的基础上，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强欧盟各

国经济的融合。②

与美国关系

捷克重视与美国关系，认为捷克与美国

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近年来同美国关系

密切，积极参加北约行动。捷克未与美国签

订自贸协定。捷克是欧盟成员国，目前欧盟

尚未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美国是捷克重要

的贸易伙伴之一，双方在气候变化、防止核

扩散等领域坚持共同立场，在人文和科技交

流方面也有不少合作项目。2019 年美国与捷

克签订的《科技合作扩展与修订协议》正式

生效。③2019 年 3 月，捷克总理巴比什访问

美国。同年 5 月，捷克同美国共同举办首届

“布拉格网络安全会议”，并于 2020 年成

功举办了第二届。

与德国关系

捷克与德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

领域的联系源远流长。捷克独立后，德国成

为捷克最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国。捷克是

德国在中东欧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捷

克加入北约和欧盟后，两国又成了同盟国的

关系。近年来，捷德政治关系迅速发展，高

层互访增多，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关

系和加强合作的条约。2015 年开始，捷克启

动了捷德战略对话。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捷克投资前，需了解当地社

会人文基本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投资合作。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2019 年捷克外交报告 . https://www.mzv.cz.

③  2019 年捷克外交报告 . https://www.mzv.cz.



  9

第一篇　捷克概况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捷克自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之后，宏观

经济环境总体良好。2019 年，捷克国内生产

总值（GDP）为 25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

经济总量居全球第 46 位。2020 年，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捷克 GDP 下滑至 2278 亿

美元。根据经合组织预测，疫情后捷克的 GDP

能较快恢复到 2017 年的水平，对未来经济增

长的预期较为乐观。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表 1-2　捷克社会人文基本信息①

民族

约 90% 以上为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占

2.9%，德意志族占 1%，此外还有少量

波兰族和罗姆族（吉普赛人）

官方语言 捷克语

货币 捷克克朗 宗教
罗马天主教（39.2%）和新教（4.6%），

少数奉行东正教、犹太教。

时区 东一区 道路通行 右行

教育 九年制基础义务教育 医疗 医疗体系主要由公立医院构成

节假日

元旦（1 月 1 日）、复活节（每年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及星期一）、反法西

斯胜利纪念日（5 月 8 日）、康斯坦丁和麦托杰耶传教士纪念日（7 月 5 日）、扬·胡斯纪念日（7

月 6 日）、国庆日（10 月 28 日）、争取自由和民主纪念日（11 月 17 日）、圣诞节（12 月 25 日）。

习俗

● 社交礼仪：在对外交往中，讲究礼仪、穿着，正式场合穿西装。在公共场合讲究秩序，注意

保持安静，尊重个人隐私。重视红白喜事，特别重视庆祝 50 岁生日。向外宾一般赠送水晶

玻璃制品，赠送鲜花的枝数位单数，白色象征纯洁，红色象征热情，国花是玫瑰花。
● 饮食习惯：捷克人喜欢肉类食品、葡萄酒和啤酒。捷克人的饮食以猪肉为主，传统民族菜是

烤猪肘、酸菜和馒头片。捷克餐口味偏咸，饭菜较油腻。捷克人喜欢喝啤酒，人均年啤酒消

费量 160 升，居世界前茅。
● 日常禁忌：捷克人多数忌讳“13”这一数字，不喜欢别人了解个人隐私。不喜欢柳树和柳树

制品。普遍忌讳红三角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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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7—2022 年捷克主要经济数据

指标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宏观经济数据①

GDP（亿美元） 2186 2489 2525 2455 2027 2094

GDP 增速（%） 5.2 3.2 3.0 -5.8 1.5 3.3

人均 GDP（美元） 20641 23422 23664 22944 — —

通货膨胀率（%） 2.5 2.1 2.8 3.2 2.5 2.0

失业率 2.9 2.2 2.0 2.6 3.6 3.6

财政收支②

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 40.4 41.5 41.6 40.7 41.1 41.0

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38.9 40.6 41.3 48.4 45.9 44.6

公共债务预算占 GDP 比重（%） 34.2 32.1 30.3 38.1 42.5 45.1

国际收支③

商品和服务出口（亿美元） 1733.5 1916.4 1865.4 1749.4 1678 1758

商品和服务进口（亿美元） 1570.8 1767.3 1714.3 1579.7 1558 1643

经常帐户余额（亿美元） 29.6 12.6 9.0 8.8 — —

国际储备资产（亿美元） 493.9 22.2 47.8 20.4 — —

汇率④

年末汇率（美元 / 克朗） 0.04 0.05 0.04 0.04 0.04 0.04

年末汇率（人民币 / 克朗） 0.3 0.3 0.3 0.3 0.3 0.3

注：* 为经合组织（OECD）预测数字。

                                           

①  捷克统计局 . https://apl.czso.cz。预测数据除外。

②  同①。

③  捷克央行 . https://www.cnb.cz.

④  同③。

对外贸易

近年来，捷克对外贸易呈现稳步增长态

势。2019年，捷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428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1714 亿美元，出

口总额为1865亿美元，贸易顺差151亿美元。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捷克贸易总额下

滑至3329亿美元。据经合组织预测，2022年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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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贸易总额将反弹到疫情前水平。

2020 年，捷克前 10 大出口目的国依次

为：德国、斯洛伐克、波兰、法国、奥地利、

荷兰、英国、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德

国是捷克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出口额为 628亿

美元。

                                           

①  捷克央行 . https://www.cnb.cz。标 * 的预测数字来自经合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0）》。

②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https://www.comtrade.un.org.

图 1-2　2017—2022 年捷克货物和服务贸易额①

图 1-3　2020 年捷克主要出口目的国及出口额②

2020 年，捷克前 10 大进口来源国依次

为：德国、中国、波兰、斯洛伐克、意大利、

荷兰、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美国。德国是

捷克进口主要来源国，进口总额为39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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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0 年捷克主要进口来源国及进口额①

                                           

①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https://www.comtrade.un.org.

②  同①。

2020 年，捷克前三大类出口商品分别是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及机械器具，电机、

设备及部件，车辆，出口额分别为 387 亿美

元、373 亿美元、365 亿美元，分别占捷克出

口总额的 20.1%、19.4%、19.0%。

2020 年，捷克前三大类进口商品分别是

电机、设备及其部件，核反应堆、锅炉、机

械及机械器具、车辆，进口额分别为 374 亿

美元、319 亿美元、157 亿美元，分别占捷克

进口总额的 21.9%、18.7%、9.2%。

图 1-5　2020 年捷克主要出口商品占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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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0 年捷克主要进口商品占比①

                                           

①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https://www.comtrade.un.org.

②  世界银行 . WDI. https://data.worldbank.org.

③  世界银行 . https;//www.worldbank.org.

对外贸易在捷克国民经济中具有较为重

要的地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年来

捷克对外贸易依存度约在 140% 至 160% 之间

波动。其中，出口依存度约在 70% 至 80%

之间波动，进口依存度约在 65% 至 75% 之间

波动。

图 1-7　2011—2020 年捷克外贸依存度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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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划

2017 年 4 月，捷克政府批准了《捷克

2030 战略框架》，①其依据是 2010 年《捷克

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捷克 2030 战略框

架》是确定捷克未来十年发展方向的文件，

旨在提高捷克所有地区人口的生活质量，帮

助捷克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文件中提出了六项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可行政

策，确立了六大关键领域，包括：人与社会、

经济模式、生态系统、直辖市和州、全球发

展、全球治理。②

2018 年，捷克政府提出规划，在未来 4

年内政府将重点围绕六大核心战略寻求本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养老金改革、建立

数字捷克、在欧洲发声、出台战略投资计划、

实施国家改革、加强国家安全等。③

2020 年 1 月，捷克政府批准了《2030 年

国家经济战略要点文件》，提出捷克经济战

略将侧重 8 个重点领域，包括工业、建筑和

原材料，交通运输，能源，教育和劳动力市

场，商业和贸易，研发、创新和数字化，地区、

农村和农业，以及医疗保健等。该战略的主

要目标是，到 2030 年使捷克成为世界最具竞

争力的 20 个经济体之一，具体经济发展目标

包括：推动国内各部门发展、支持中小企业、

推动劳动分工向国际价值链更高层次转移以

及提高引进外资质量等。《文件》称捷克经济

应致力于降低原材料及能源消耗、支持创业

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低碳技术、自动化、

数字化和高质量的弹性基础设施等。

2020 年 7 月，捷克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

（NERV）开始与工业和贸易部合作制定《国

家经济战略（2030）》和《国家复苏计划》，

并提交给欧委会作为《国家改革计划》的

附件。

2021 年 7 月，捷克政府批准了捷克贸工

部的《国家氢能战略》，目标是与其他欧盟成

员国共同在2050年实现整个欧盟的气候中和。

国家投资规划

捷克于 2020 年制定了《国家投资计划

（2020—2050）》，计划包括 2万多个项目，

总金额近 8 万亿克朗（约合 3443 亿美元）。

其中交通领域的项目占 75%，主要针对高速公

路、铁路网络、一级公路和水路项目。此外

还包括医疗、能源、气候和网络安全等优先

项目。2019—2030 年，最大的一笔项目资金

约为 2.7 万亿克朗（约合 1162 亿美元），将

投资于运输领域。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制订投

资计划来协调国家、地区和市政当局的战略

活动，使这些项目符合捷克总体战略。

地方发展部新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共委员

会和国家专门知识委员会负责捷克的国家投

资计划。

                                           

①  《捷克 2030 战略框架》. https://www.cr2030.cz.

②  捷克政府官网 . https;//www.vlada.cz.

③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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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规划

捷克政府于 2018 年批准了跨部门战略

文件《数字捷克》，涵盖三大支柱（部分战

略），包括捷克在欧盟数字议程中的互动，

数字公共行政，以及捷克社会和经济为数字

化所做的准备和互动。2020 年，捷克政府批

准《2020—2021年数字捷克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支出 24.7 亿克朗（约合 1 亿美元）。该

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政府数字化服务，使

公民足不出户即能办理大多数事务。数字捷

克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100 亿克朗（约合 4

亿美元）。捷克希望该项目的部分费用由欧

盟基金负担。该项目包含 908 个意向，覆盖

17 个主要目标和 125 个子目标，旨在帮助捷

克在数字革命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该计划是

《数字捷克》战略的一部分。

2019 年，捷克政府批准的《国家人工智

能（AI）战略》①致力将捷克打造为欧洲 AI

应用领域的样板国家。该战略的重点包括网

络安全、保护工业和制造业，特别是保证使

用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自动武器等方面

的安全。该战略的短期目标将于2021年达成，

包括创建一个总部位于布拉格的 AI 欧洲卓越

中心。工贸部部长哈弗利切克表示，捷克致力

于跻身欧洲先进技术国家的行列，不仅表现在

工业领域，同时也将成为建立全球网络安全的

重要参与者，以应对数据盗窃等全球性挑战。

                                           

①  捷克贸工部 .《国家人工智能（AI）战略》. https://www.mpo.cz.

②  捷克贸工部 . https://www.mpo.cz.

③  同②。

④  欧盟委员会官网 . https://ati.ec.europa.eu.

表 1-4　捷克主要规划

制定时间 规划名称 规划内容

2012
《2012—2020 年 捷 克 出 口 发 展 战

略》②

大力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支持企业积极

开拓欧盟以外的市场，将巴西、中国、印度、伊拉克、

塞尔维亚、乌克兰、美国等国家列为重点出口市场。

2016 《捷克工业 4.0 倡议》④

由捷克工贸部协调和制定。该倡议针对当前捷克工业

发展趋势及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具体的建议措施，

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强大的多元化学科基础，以提升

捷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力。在该倡议框架下

指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将文件流转、教育、劳动力、

电子政务、安全、工业、创业和竞争力作为“4.0 社

会行动计划”的支柱。倡议的实施重点是构建数据和

数字通信基础设施。

2017 《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规划》③

将提取约 140 亿克朗（约合 5.8 亿美元）的欧盟基金。

《规划》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使捷克各城镇的互联网至

少达到 30 兆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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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时间 规划名称 规划内容

2018 《数字捷克》①

确立三大战略支柱：捷克在欧盟数字议程中的互动，

数字公共行政（实现电子政务），以及捷克社会和经

济为数字化所做的准备和互动。

2019 《2019—2030 年国家创新战略》②

致力于将捷克打造成欧洲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该

战略包括九大支柱，涉及研发、数字化、知识产权、

智慧投资与营销等方面，同时拟提高捷克在研发领域

的投入，计划在 2025 年达到 2.5%，2030 年提高到 3%。

2020 《国家投资计划（2020—2050）》③

计划包括 2 万多个项目，总金额近 8 万亿克朗。以对

交通领域投资为主，也包括国家发展的若干优先项

目，确保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一致。

2021 《国家氢能战略》④ 

该基于四大支柱：低碳氢生产、低碳氢利用、氢运输

和储存、氢技术。根据欧洲氢能战略，该战略分为 4

个阶段：2021 年、2025 年、2030 年和 2050 年。

续	 	 表

                                           

①  捷克贸工部 . https://www.mpo.cz.

②  欧盟委员会官网 . https://ec.europa.eu.

③  The Czech National Investment Plan for 2020-2050: Plans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cnus.net)，2020 年 2 月

12 日新闻。

④  同①。

⑤  捷克统计局 . 各州 2020 年统计年鉴 . https://www.czso.cz.

2.3 地区情况

州和直辖市

根据捷克 2020 年统计年鉴显示，捷克行

政区划分为 13 个州和 1 个直辖市。从发展情

况来看，布拉格、中波希米亚州、南摩拉维

亚州以及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 4 个区域发

展较好。这 4 个区域人口较为集中，劳动力

市场活跃，经济较为发达。⑤

中波希米亚州。也称“中捷克州”。位

于捷克中部，面积为 1.09 万平方公里，人口

数量为 139 万，是捷克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的州，首府布拉格，但布拉格并不在州的管

辖范围。2020 年，中捷克州 GDP 总量仅次于

首都布拉格，达到 6668.6 亿克朗，家庭净可

支配收入达 3918.9 亿克朗，仅次于首都布拉

格，就业总人数和企业注册情况均居捷克第

二位，失业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该州

具有全国最大的农作物种植面积，达 47 万公

顷。工业销售额远超其他区域，居于全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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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第三产业就业占就业总数 3/5。中捷克州

拥有环绕首都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布拉

格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地，拥有捷克最密集、

最拥挤的交通网络，位于径向排列的主要铁

路和公路运输网络节点，并有捷克境内唯一

的国内和国际运输水路。农业和工业生产发

达，主要农作物包括水果、蔬菜、花卉种植、

小麦、大麦、甜菜。工业包括汽车、工程、

化学和食品部门。拥有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

国家文化古迹，是较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南摩拉维亚州。位于捷克西南部，首府

布尔诺。面积为 7177 平方公里，以北部喀斯

特地貌洞穴闻名，人口数量为 119 万。2020

年，南摩拉维亚州 GDP 总量为 6018 亿克朗，

家庭净可支配收入达 3117 亿克朗，居全国第

三。就业总人数和企业注册情况均居捷克第

三位，但 2020 年登记的失业人数较多。截至

2020 年 5 月，该州具有全国第二大的农作物

种植面积，达 32 万公顷。因为良好的自然条

件，南部重点发展农业，主要集中在谷物、

油菜籽、青玉米和青贮饲料的种植，并大力

发展葡萄栽培、水果和蔬菜种植。其葡萄种

植面积占捷克葡萄种植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其北部的布尔诺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在经济

中占有重要地位，占该地区 GDP 总增加值的

26.1%。此外，该地区建筑业和旅游业较为发

达，农业仅占 2.6%，建筑业占 7.0%，新兴服

务业占 64.3%。该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运输

系统的干线是 D1、D2 高速公路和 D46、D52

二级高速公路。

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位于捷克东北

部，是最边缘的地区之一，首府为俄斯特拉

发。该州面积为 5430 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为

120 万。2020 年，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 GDP

总量为 5166 亿克朗，家庭净可支配收入达

2874 亿克朗，居全国第四。农业用地占本州

一半以上的土地，还有 35% 以上的土地被林

地覆盖。该地区有丰富的矿藏原材料，包括：

煤、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如石灰石、花岗

岩、大理石、板岩、石膏、碎石、沙子和砖

粘土。该州以发展工业和建筑业为主，自 19

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是中欧最重要的工业

区之一，大力发展信息和通信、电力、天然

气、采矿和采石、金融和保险等部门。

帕尔杜比采州。位于捷克中北部，首府

为帕尔杜比采。主要产业部门为机械制造业、

纺织及化工工业。近年来，该州大力发展交

通基础设施、电信和旅游业，取得良好成效。

维索基纳州。位于捷克南部，首府为伊

赫拉瓦。分为 5 个行政区。农业在该地区具

有重要地位。该州以发展大规模农业为主，

并注重农、畜牧业的结合。马铃薯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 1/3 以上，牛繁殖数量全国第一，

肉类产量全国第二。商业活动程度较低，经

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程和金属加

工业相对发达，包括木工、食品和能源等。

该州领土也是中欧城市化轴线（柏林—布拉

格—维也纳 / 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的

一部分。公路和铁路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特别是 D1 高速公路，因此吸引了许多外国投

资者。

奥洛穆茨州。位于捷克东部，首府为奥

洛穆茨。有 13 个行政区域。经济集中于传统

农业，春季大麦、冬小麦和甜菜的平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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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捷克首位，工业以机械设备、光学和电气

设备、金属制品的制造为主。

兹林州。位于捷克东部，首府为兹林。

人口密度较高，拥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个国家级自然遗迹。兹林州是捷克工业化程

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约 50% 的工人受雇于

制造业和建筑业。传统领域包括塑料、橡胶、

工程、航空航天、金属加工、化学、电气、

木工和家具行业。该州重视技术教育，并建

立了以技术为导向的中等职业学校网络。兹

林州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区，具有丰富的

自然文化、历史资源，是教堂旅游重要场所。

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位于捷克东北

部，首府为赫拉德茨·克拉洛韦。边界占全

国边界线的 1/3，是捷克的饮用水库。2019

年农业面积占全州总面积的 58%，耕地占

39%，森林覆盖面积占 31%，大山连绵。州内

的皇家省地区是一个农业工业区，旅游业高

度发达。工业集中在大城市，集约农业集中

在两极地区。经济发展以制造业为主导，如

汽车、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以及纺织业。

利贝雷茨州。位于捷克北部，首府为利

贝雷茨。该州包括捷克里帕（CeskáLípa）、

贾布洛内克·纳德·尼苏（Jablonec  nad 

Nisou）、利贝雷茨、塞米利（Semily）等地

区。林地面积较大（占总面积 44.6%），拥有

8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州出产玻璃、铸造

砂、装饰和建筑石材、黑煤以及低含量铀矿

石。工业占据重要位置，传统产业有玻璃和

珠宝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汽车、橡胶和塑

料制品的生产。其次是旅游产业，该州具有

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大量历史古迹和

文化设施。

南波希米亚州。也称“南捷克州”。位

于捷克东南部，首府为布杰约维采。1/3 的面

积被森林覆盖，是捷克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

传统的池塘养殖农业和林业较为发达，工业

不发达。农业作物以谷物、油料和饲料为主，

池塘养殖具有悠久传统，鱼类产量占捷克总

产量一半。拥有大量森林资源，主要原料包

括沙子和砾石、砖黏土、玻璃砂、石灰石、

硅藻土和石墨。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布杰约

维采集聚区，拥有一个核电厂。

卡罗维发利州。位于捷克西部，首府为

卡罗维发利。由谢布、卡罗维发利和索科洛

夫 3 个地区组成。其中，卡罗维发利地区面

积最大，以温泉著称，集中了世界著名的水

疗中心，是利口酒和玻璃制造商（瓷器）的

集中地。索科洛夫地区拥有较多的褐煤储量

以及陶土资源。旅游业是卡罗维发利州最重

要的产业之一。

比尔森州。位于捷克西南部，分为 7 个

地区，首府为比尔森。具有自然条件的多样

性。该州黑煤、耐火黏土和陶瓷黏土以及建

筑石材储量较高。农业用地覆盖全州的 49.3%

（耕地占 66.7%）。特色是林业，森林面积占

总面积的 40.4%，盛产针叶木。该州拥有最大

的捷克啤酒出口商，以及最大的烈酒生产商。

重要工业是机械工程，主要合作对象是斯柯

达（Skoda），其他工业包括：常规能源和核

能设备、石油化学、冶炼和锻造产品、重型

机床、轧机设备、甘蔗加工设备、液压和硫

化压力机、齿轮箱、铁路运输装置、无轨电

车、电力驱动装置、涡轮机等。由于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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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优势，该地区对外国投资者有很强吸引

力，有较多日本公司在此投资经营。旅游方

面，比尔森州拥有较多文化古迹，其中包括

多种形式的城堡。

乌斯季州。位于捷克西北部，首府为拉

贝河畔乌斯季。农业用地占该州51%的土地，

其中森林覆盖了近 31%，水域覆盖了 2%。矿

藏丰富，尤其是褐煤、玻璃矿、铸造砂和建

筑石材，露天开采非常发达。乌斯季州划分

为 7 个区（德钦、霍穆托夫、利托梅日采、

朗尼、莫斯特、特普利采和拉贝姆），各区

发展差异很大，霍穆托夫、莫斯特、特普利

采和部分拉贝姆地区主要从事能源、煤炭开

采、工程、化学和玻璃工业，利托梅日采和

朗尼地区主要从事啤酒花和蔬菜生产。莫斯

特地区是著名的葡萄种植区，德钦地区发展

重工业和农业。该州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

国际公路 E55、D8 高速公路、德国高速公路

A17 均通过该州。拥有捷克最重要的水路易北

河，直通汉堡港口。

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捷克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有：布拉格、

布尔诺、奥斯特拉发和皮尔森市等。

布 拉 格。布拉格是捷克首都，被中波

希米亚州环抱，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重

要的国际铁路枢纽。布拉格是捷克最大的劳

动力市场，并为外国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捷克最低的失业率。2020

年，布拉格服务经济、服务部门总价值增值

（GVA）占 84.8%，有少量工业和建筑业（GVA

为 14.9%）。旅游是布拉格经济的重要领域，

国外游客占其接待游客的 85%。根据 2020 年

布拉格年鉴公布的数据，布拉格的旅游业占

GDP总增加值的3.7%，对就业贡献率是7.7%。①

工业以机械制造为主，产品主要包括运

输机械（汽车、机车和车辆）、机床、电机、

矿山机械、建筑机械、农机等。公共交通运

行良好，地铁运营网络长 65 公里，电车线网

络 143 公里，主要公共交通方式为地铁、电

车和公共汽车。伏尔塔瓦河上有客运航船。

附近有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布尔诺。布尔诺（Brno）是捷克第二大

城市，是摩拉维亚地区的中心城市，南摩拉

维亚州首府，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机械制造

工业在全国仅次于布拉格，以生产电机、化

工设备、机床、滚珠轴承、拖拉机为主，此

外还有计算机、精密仪器等。毛纺织、印刷

业等也较重要。每年在此举办享有盛名的布

尔诺国际机械工业博览会。

奥斯特拉发。奥斯特拉发（Ostrava）位

于摩拉维亚北部的上西里西亚，是捷克的重

工业中心，有“钢都”之称。城区附近有 3

座规模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维特科维泽冶

炼工厂、特日奈茨钢铁厂以及自动化程度很

高的新冶炼厂。此外还有矿山机械、火车车

厢以及汽车制造等其他工业。

皮 尔 森 市。皮尔森（Plzen）有“啤酒

之乡”的美称，是西捷克州的中心都市，以

汽车工业及啤酒制造业闻名，捷克三大名

酒之一的啤酒发源于此，东欧知名汽车品牌

“SKODA”制造厂也设在此地。

                                           

①  捷克统计局 .《布拉格统计年鉴（2020）》. https://www.czs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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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贸协定

多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捷克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2004 年，捷克加入欧盟，欧盟与其他区域

签订的国际贸易协议直接适用于捷克。截至

2021 年 1 月，欧盟共签订了 46 个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

表 1-5　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①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1 阿尔巴尼亚 18 法罗群岛 35 英国

2 阿尔及利亚 19 格鲁吉亚 36 太平洋国家

3 安道尔 20 加纳 37
太平洋国家—萨摩亚

加入

4 亚美尼亚 21 冰岛 38
太平洋国家—所罗门

群岛加入

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22 以色列 39 巴勒斯坦

6 喀麦隆 23 日本 40 南共体

7 加拿大 24 约旦 41 圣马力诺

8 加勒比国家 25 韩国 42 塞尔维亚

9 中美洲 26 黎巴嫩 43 新加坡

10 智利 27 墨西哥 44 南非

11 哥伦比亚和秘鲁 28 摩尔多瓦共和国 45 瑞士—列支敦士登

12
哥伦比亚和秘鲁—厄

瓜多尔加入
29 黑山 46 叙利亚

13 科特迪瓦 30 摩洛哥 47 突尼斯

14 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 31 北马其顿 48 土耳其

15
东非和南部非洲国

家—科摩罗加入
32 挪威 49 乌克兰

16 埃及 33 欧盟—海外国家和地区

17 越南 34 欧洲经济区（EEA）

                                           

①  世界贸易组织 . https://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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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

截至 2021 年 1 月，捷克与 74 个国家和

地区签定了双边投资协定，为促进双边投资

提供了便利。2005 年 12 月，中国与捷克签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关于促

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2.5 经济园区

捷克是工业基础设施最密集的欧洲国家

之一，其工业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

1998 年开始，捷克工贸部、捷克投资局和地

方政府合作制定了促进工业园区发展规划，

建立国家支持的工业区。自 1998 年以来，在

工业园区发展计划和商业房地产支持计划下，

国家资金共支持建设了 109 个工业区。①

2020 年 6 月 23 日，捷克发布《面向未来

工业区的智能园区支持计划》，侧重于改善

现有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包括采取减少负面

气候影响的措施，棕地再利用，建设小型商

业园区；建设创新型商业园区，提升商业

环境的吸引力，吸引高附加值投资和中小企

业等。

园区概况

捷克各地利用当地稳固的产业基础、优

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以参与园区管

理的方式设立相关经济园区，吸引企业入驻，

形成了较强的产业聚集优势。园区的国家补

贴额超过 100 亿克朗（约 5 亿美元），园区

入驻率达 70%，共有 606 家企业入驻，投资

总额达 2100 亿克朗（约 122 亿美元），解决

就业约 10.3 万人。克拉德诺工业园（Kladno 

Industrial  Park）是其最早建立、目前最

成熟的一个工业园。目前，捷克政府重点推

广的 6 大国家战略工业园区主要有：霍洛索

夫 战 略 工 业 区（Strategická  průmyslová 

zóna  Holešov）、俄斯特拉发—莫斯诺夫

（Ostrava-Mošnov）工业园、三角（Triangle）

工业园、莫斯特—约瑟夫（Most-Joseph）工

业园、科林—奥夫卡里（Kolín-Ovčáry）工

业园、诺肖维采（Nošovice）工业园。2013

年，捷克工贸部批准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

州的纳德巴伯鲁（Nad  Barborou）工业区列

入战略性工业区项目。2016 年，捷克政府批

准了位于奥洛穆茨州的普列罗夫—博乔日战

略工业区（Přerov-Bochoř）的建设。

园区优惠政策

工业园区投资者除能享受《投资鼓励法》

优惠政策和欧盟结构基金各项援助计划外，

2015 年 5 月起，企业入驻特别工业园区还可

免除 5 年不动产税并享受每个新增就业岗位

30 万克朗的补助。同时，企业还可获得工业

园区及其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

措施，如基础设施配套、交通设施便利、全

程跟踪式投资服务、土地优惠及特殊就业补贴

等。另外，政府还对建立科技园区提供总金额

50%的补贴，以及 50%的建设经费。

                                           

①  捷克工贸部 . https;//www.mp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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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园区介绍

霍洛索夫战略工业区。捷克最大的开发

区之一，位于捷克东部兹林州，与南摩拉维

亚州、奥洛穆茨州和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

邻接，有着极为便利的高速公路与铁路网络，

是辐射整个中欧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该工

业区由捷克工贸部以及捷克国家投资局共同

设立，总体规划面积 360 公顷，主要吸引制

造（除原材料初级加工之外）、技术与研发、

战略服务领域的公司。

进步科技园（Progress Technology Park）

是霍洛索夫工业区的一部分。在科技园区内，

有生产大厅、实验室、办公室和培训场所以

及服务设施。园区与大学技术创新中心合作，

帮助企业制定业务计划、寻求财务资源、保

护知识产权、对接研发和生产能力等，配套

了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凭借完善的基础设

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低的工资成本及

由欧盟结构基金与捷克政府提供的多重优惠

政策吸引来自全国与全世界的优秀企业。①

霍洛索夫战略工业区

地址
　　Industry Servis ZK,Holešovská 1691, 

　　　　769 01 Holešov, Czech Republic

电话　　+420-5-73396741

克拉德诺工业园。位于布拉格东 15 公里

的克拉德诺市，是捷克最早建立的工业园之

一。该园区交通便利，距高速公路 13 公里，

距布拉格机场 18 公里，拥有较便利的铁路交

通。当地基础设施完善，失业率低，目前享

受政府外资优惠政策较少。克拉德诺工业园

区分成老工业园区和新工业园区两部分。老

园区占地 500 公顷，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

始建设，主要的投资者是美资电力和热能公

司（ECK  Generating），投资额达到 11 亿

克朗。此外，还有美国的 NRG  Energy 和 E1 

Paso  Energy 两家公司也在园区投资电力项

目，目前老园区是以电力和热能生产为主的

工业园区。新工业园区建于 1998 年，占地约

80 公顷，主要利用财政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和

新厂房，以发展轻工和制造业为主。目前吸

引投资约30亿克朗，提供就业岗位1700个。

主要外资企业有日本 Showa 铝业公司（生产

汽车空调）、荷兰 Transito  Properties 公

司（主要生产断路器、通信和微机电缆）、

比利时 Barco Manufacturing 公司（生产电子

零部件）、丹麦Lego玩具公司、法国Sagem（生

产移动通信和电子设备）公司等。②

三角（Triangle）工业园。归属乌斯季

州，处于霍穆托夫、莫斯特和鲁尼 3 个地区

的边界。该工业园是捷克 6 个战略工业园之

一。总可用面积 364 公顷，目前有 62.62 公

顷的土地可用于实施大中型企业的投资计划，

适合从事制造业、战略服务业、科技研发等。

交通便利，从首都布拉格西北方向沿 R7 高速

                                           

①  霍洛索夫战略工业区 . https://www.zonaholesov.cz.

②  中国商务部 . http://cz.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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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驱车 65 公里即可到达。靠近军用机场、

D7 高速公路和 I/27 道路。该工业园被授予

2014 年捷克“最佳工业园”称号。①

                                           

①  三角工业区官网 . https://www.industrialzonetriangle.com.

乌斯季州 (Ústecký) 
三角工业园区管委会

地址
　　Velka Hradebni3118/48，Ústí nad 

　　　　Labem, Czech Republic

电话　　+420-7-7840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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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克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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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捷克营商环境指数为 76.3，营

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41

位，比2019年下降6位。各细项排名分别为：

开办企业（134）、办理施工许可证（157）、

获得电力（11）、登记财产（32）、获得信贷

（48）、保护少数投资者（61）、纳税（53）、

跨境贸易（1）、执行合同（103）、办理破产

（16）。①其中，跨境贸易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位居世界第一位。总体营商环境较好。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 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显示，2020 年捷克综合得分为

58.2。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40 个国家和地

区中，捷克排第 33 位。各细项得分分别为：

融资能力（60.4）、工业发展（41.9）、发

展前景（40.2）、激励公司创新能力（57.3）。

综合竞争力水平优异。②

主权信用评级

截至 2021 年 2 月，国际评级机构对捷克

主权信用评级分别为：标普为 AA-，展望为稳

定；穆迪为 Aa3，展望为稳定；惠誉为 AA-，

展望为稳定。

捷克总体营商环境良好，特别是跨境贸

易便利度全球领先，综合实力尤其是融资和

创新激励方面的竞争力水平优异，信用评级

稳定，是从事贸易和投资较为理想的目的地。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支持企业创新

2014—2020 年，捷克政府从欧盟各项基

金获得 219 亿欧元，其中企业创新竞争力运

营项目（Operational Programme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for  Competitiveness，

OPEIC）获配 43 亿欧元经费。目前捷克政府

正积极运用此项经费与资源。捷克政府第 759

号决议批准了《捷克共和国 2021 年以后的

国家研究、发展和创新政策》，准备继续在

2021—2027 年的计划制定期间从欧盟基金中

筹集资金，用于扩大与欧盟研发组织进行的

合作，从捷克以及海外引进研发专家，促进

军民融合，促进企业的数字转型，为人工智

能的发展与应用提供综合支持，创建一个以

专利为重点的工业产权保护支持概念框架，

促进研发成果在环境领域的应用等。③

                                           

①  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2020）》.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全球经济力报告（特别版）—各国在复苏道路上的表现》. https://www.weforum.org.

③  捷克研发与创新委员会 . https://www.vyzkum.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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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报税时间

捷克实施了多项改革，将报税和纳税时

间从 2006 年的 866 小时缩短至 2011 年的 230

小时。从 2000 年初，捷克开始改变地区和中

央税务机关的组织结构，引入了强制性税务

认证考试，采用严格的税务审计准则，并开

发了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同时，税务机关建

立了集中税务管理登记册，并升级系统，为

向网上报税过渡作准备。2004 年，捷克开始

使用电子税务文件。2011 年，捷克扩大了在

线提供的纳税人服务清单，并成立了专门的

税务局，启动了纳税人—税务代理反馈机制，

以改善客户服务，大大减少了申报和缴纳税

款的时间。

提供融资担保

捷克工贸部发布了 2015—2023 年第二阶

段担保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保证。员

工人数在 50 名（含）以下的小企业，可得到

70% 贷款的担保，金额可达到 400 万克朗。该

计划第一阶段共提供了 2540 项担保，总值 66

亿克朗，协助企业获得超过90亿克朗的贷款。

优化投资补助

捷克现行投资鼓励补贴覆盖范围包括：

生产制造业、研发中心和商务支持服务中心

（包括共享服务中心、软件开发中心、高科

技维修中心、数据中心和呼叫中心）三大类。

捷克新的《投资奖励法案》自 2019 年 9 月起

生效，其中生产制造业申请者必须满足高附

加值条件才能获得补贴。《法案》进一步聚焦

研发中心和商务支持服务中心的投资激励，以

鼓励外资投资高附加值和创造更多高素质工作

岗位的项目。

1.3 基础设施

捷克位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是欧洲过境

走廊的天然枢纽。捷克与周边国家公路连接

密切，但公路密度较低，高速公路较少，铁

路设施落后，电气化铁路较少。捷克的机场

和港口众多。

公路

根据捷克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捷克公路通车总里程为 5.58 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 1252 公里，其他公路 5.45 万公

里。另有欧洲公路网 2628 公里。2019 年，捷

克公路客运量为 3.56 亿人次，货运量为 5041

万吨。①

铁路

捷克的铁路与欧洲各国联通，乘火车可抵

达欧洲各主要城市。2019 年，铁路总里程计

9396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3235公里。2019年，

捷克铁路客运量为1.94亿人次，铁路客运总里

程为1.36亿公里，货运量为9852.6万吨。

另外，捷克城市电力牵引公共交通运营线

路总长 802.1 公里，其中含无轨电车道 385.4

公里，有轨电车道351.7公里，地铁65.1公里。

                                           

①  捷克统计局 . https://www.czs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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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捷克目前共有 91 个民用机场，其中 6 个

是国际机场，分别位于布拉格、布尔诺、俄

斯特拉发、布杰约维采、卡罗维发利和帕尔

杜比采。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国际机场

是捷克最大的机场。2019 年，捷克航空运输

客运量为 692.2 万人，①货运量为 4333 吨，

运输总周转量为 2933 万吨公里。

中国与捷克已开通 5 条直航线路，分别

是：由四川航空运营的成都—布拉格航线，

东方航空运营的上海—布拉格、西安—布拉

格航线，海南航空运营的北京—布拉格，石家

庄—俄斯特拉发（货运）航线。2020 年 2月，

捷克政府因新冠肺炎疫情暂停中捷直航。

水运

捷克是中欧内陆国家，有几十个小型内

河港口和码头，主要分布在拉贝河（德国境

内为易北河）、伏尔塔瓦河和贝龙卡河沿岸，

主要通航城市是杰钦、乌斯季、梅尔尼克、

布拉格、洛沃西采和科林等，进出口货物可

通过拉贝河—易北河航道到达鹿特丹等欧洲

港口。通航水运航道总长 720.2 公里（含运

河和湖泊），其中运河航段 38.6 公里。2019

年，捷克水运货运量为 173.3 万吨。

电力

根据欧盟要求，捷克开放了电力市场，

政府仅仅管控供电系统垄断性质的活动。捷

克是中欧电力系统（成员国还有波兰，匈牙

利和斯洛伐克）的成员国，同时也是输电协

调联盟（UCTE）的成员国。捷克电力资源供

应充足，是欧洲第二大电力出口国，主要出

口到德国、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国。ČEPS②

是捷克唯一的输电系统运营商，持有能源监

管局授予的独家许可证。ČEPS 的支柱传输系

统承载220KV高压电源和400KV特高压电源，

使用 50Hz 频率。2019 年捷克电力生产总量为

870 亿千瓦时，出口量是 241 亿千瓦时。捷克

正在减少对高污染劣质褐煤的使用。

通信

捷克邮政局（Česká  Pošta）为国有企

业，截至 2018 年底，在全国共有服务网点

3822 家，标准信件的交货时间在 +1 天内的已

达到 92.93%。捷克邮政局在 50 克以内函件市

场享有专营权。在捷克境内，50 克以内函件

由捷克邮政局隔天送达；超过 50 克函件，除

捷克邮政局外，还有数十家捷克和国际邮政

服务商可供选择。

捷克已实现通信基础设施现代化，目前国

内电信行业也已全面开放。捷克电信市场是中

东欧地区最发达、最自由的市场之一。高速互

联网接入用户数量正在迅猛增长，且接入价

格在持续下降。各家公司也正逐步准备将物

联网实施到各服务网络中。根据 Akamai 公司

发布的 2017 年第一季度的互联网连通性报告

显示，捷克的平均网速排名在英国、德国、

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之上。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ČEPS 公司 . https://www.cep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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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产要素概况

水价

捷克水电供应充足，水电成本较低，工

业用价格低于居民生活用价格。工业用水的

税后平均价格为 83 克朗 / 立方米（约合 3.4

美元 /立方米）。

捷克水资源由各地方政府管理，2020年第

一季各主要城市每立方公尺价格见表2-1。

表 2-1　捷克主要城市水价①

城市 每立方公尺水价 /( 克朗 )

布拉格 94.09

利韦雷茨 103.39

普赞 98.81

卡洛维瓦里 84.50

布尔诺 84.30

奥斯特拉瓦 84.34

电价

2020 年下半年，捷克家庭用电量在

2500~5000 千瓦时之间的，电价平均为每千瓦

时（kWh）4.57 克朗。较上半年相比价格下跌

了约 0.13 克朗。但 2020 年下半年的价格仍

明显高于 2010—2019 年捷克家庭的年平均价

格（每千瓦时 3~3.8 克朗）。捷克是中欧和

东欧电价最昂贵的国家之一，但仍低于欧盟

的平均家庭电价。②2020 年 1 月，捷克的商

业电价为 2.38 克朗每千瓦时。

天然气

捷克输气系统的唯一运营商为NET4GAS，

拥有超过 3800 公里的管道。捷克天然气市场

已完全放开，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天

然气用户都可自由选择供应商。在天然气储

量方面，捷克是欧盟内天然气供应最有保障

的国家之一。2020 年 1 月，捷克年消耗量为

1000000 千瓦时的最高水平时，商业天然气价

格为每千瓦时 0.84 克朗，家庭天然气价格为

每千瓦时 1.299 克朗。

油价

捷克油品主要依靠进口，受国际原油

价格影响较大。不同地区及不同公司的油品

价格略微不同。一般而言，高速公路旁油价

较高，偏远地区油价较低，大品牌公司（如

Shell、MOL 等）油价较高。

表 2-2　2021 年 5月捷克主要燃油平均价格③

燃料 克朗（每升） 美元（每升）

汽油 32.01 1.532

柴油 29.85 1.429

液化石油气 13.77 0.659

取暖油 17.07 0.817

                                           

①  Pravdaovode 基金会 . https://pravdaovode.cz.

②  Statista 公司 . https;//www.statista.com.

③  GlobalPetrolPrices. https://www.globalpetrolpr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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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格

捷克劳动力成本在欧盟国家处于中等偏

低水平。根据欧盟统计局 2020 年公布的数

据，捷克劳动力平均工资为14.1欧元/小时，

比欧盟的平均 28.6 欧元 / 小时低了 50.7%，

在欧盟成员国中排名第 20 位。根据捷克统

计局数字显示，2019 年上半年捷克全国平均

月工资总额上升至 34105 捷克克朗（约 1328

欧元），同比上涨 7.2%。在过去 5 年中，平

均年工资增长率在 3% 至 5% 之间，预计在这

一水平上将保持相对稳定。捷克共和国的工

资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工资最低的区域集

中在卡罗维发利、乌斯季和摩拉维亚—西里

西亚地区。布拉格将全国平均工资提高了约

15%~20%。

表 2-3　2019 年捷克不同地区每工时的劳动力成本①

单位：克朗

总的劳
动成本

其中

直接成本
员工
福利

平均社会成本 /
费用 平均

人事
费用

平均税
收和补

贴工作小
时工资

工资补
偿

总数
法定社
保缴款

其他

总数 338.31 216.93 26.82 243.75 3.58 83.48 4.72 3.37 -0.59

布拉格 392.71 251.40 29.38 280.79 5.26 95.92 6.15 4.93 -0.33

中波希米亚州 350.44 224.83 28.03 252.86 3.34 86.51 5.25 3.02 -0.54

南波希米亚州 302.29 194.30 24.76 219.06 2.64 74.89 3.73 2.61 -0.64

皮尔森州 328.28 211.24 26.53 237.78 2.76 81.55 3.83 2.87 -0.51

卡洛维瓦里州 290.89 187.33 23.82 211.14 2.42 71.81 3.32 2.25 -0.05

乌斯蒂纳德拉

贝姆州
314.78 201.46 25.59 227.06 3.17 78.50 4.33 2.78 -1.06

利韦雷茨州 315.90 201.08 26.73 227.81 2.88 78.87 4.34 2.84 -0.84

赫拉德克·克

雷洛夫州
304.67 196.01 25.05 221.06 2.99 75.41 3.44 2.80 -1.03

帕杜比斯州 298.71 191.36 24.89 216.25 2.62 74.24 3.49 2.67 -0.56

维索基纳州 306.57 196.40 25.72 222.12 2.76 76.15 3.62 2.51 -0.58

                                           

①  捷克统计局 . https://vdb.czs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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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2.1 竞争优势

捷克是欧盟成员国，主张自由贸易政策，

对外资持欢迎态度。从投资环境角度看，捷

克的投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支持

捷克鼓励外资进入其市场，对外商投资

和国内企业投资采取同等的鼓励政策，没有

对于投资规模和所有制的限制。捷政府非常

重视引资工作，工贸部下设捷克投资局，长

期以来致力于向国外潜在投资者大力宣传，

捷克积极促进来捷投资，为外商开始或扩大

在捷投资提供协助。

劳动力素质高

捷克整体教育水平较高，在科学和工程

学科方面具有传统优势，技术熟练劳动力储

备充足。技术性劳动力工资水平在西方劳动

力市场中相对较低，这对制造业和研发型企

业尤其有利。根据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的数字，在 2018—2019 学年，近 30 万名

毕业生就读于全国 60 所大学。1/3 以上的

捷克大学生学习经济和金融。超过 72% 的

捷克人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英语或德语），

管理岗位上的外语掌握人数比例高达 90%。

总的劳
动成本

其中

直接成本
员工
福利

平均社会成本 /
费用 平均

人事
费用

平均税
收和补

贴工作小
时工资

工资补
偿

总数
法定社
保缴款

其他

南莫拉维安州 318.59 205.80 25.42 231.22 2.67 78.93 3.83 2.48 -0.54

奥洛穆克州 296.62 190.92 24.84 215.76 2.34 73.64 3.39 2.48 -0.99

兹林州 299.53 192.08 25.01 217.09 2.45 74.48 3.59 2.36 -0.43

莫拉维安—西

西里亚州
306.54 195.46 25.14 220.60 3.06 76.25 4.83 2.84 -1.0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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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产业完善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捷克信息产业

投入占 GDP 比重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通

信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升级扩展也使其投资环

境质量进一步提高。

位置优越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是连接东西欧市场

的桥梁，属外向型经济国家，毗邻的德国、

奥地利、斯洛伐克等国是其重要贸易伙伴。

2004 年捷克加入欧盟，有助于大部分在捷克

投资设厂的外国投资者扩展欧洲市场。

基础设施完善

密布的交通道路网络不仅服务于捷克全

国，而且将捷克与邻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紧密

地连接起来。正是因为其交通网络的密度，

使得捷克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

最先进国家之列。自成为欧盟单一市场的成

员国以来，捷克作为中转枢纽的重要性不断

增加，该市场目前覆盖欧洲 28 个国家，共有

超过 5 亿客户。拥有直达德国、波兰和斯洛

伐克的高速公路，拥有全欧洲最密集的铁路

网之一，拥有直飞多数欧洲城市的航班；6 条

直达亚洲的航线（北京、上海、成都、西安、

石家庄和首尔）以及3条直达北美的航线（蒙

特利尔、多伦多和纽约）。

工业历史悠久

捷克工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二战”

时期原捷克斯洛伐克曾为世界重要工业中心，

此后，捷克在很多领域失去了领先地位，但

在汽车、机械设备、化工、环保、能源等行

业仍保持了雄厚的工业基础。

投资受到保障

通过对在捷投资的一些公司进行调查，

结合国际一些信用评估机构对捷克投资环境

的评价，总体上捷克政治环境和宏观经济环

境稳定，投资风险较小。此外，捷克是多边

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成员，MIGA 是一个

国际投资保护组织，隶属于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捷克签署了一系列支持和保

护外国投资的双边条约，还缔结了避免双重

征税的协定。

2.2 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0 年

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9 年捷克吸收外

国直接投资流量为 75.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截至 2019 年底，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

量为 1706.82 亿美元，较上一年略有下降。

2019 年，在捷克投资的外资主要来自新

西兰、卢森堡、德国和澳大利亚，行业则集

中分布在金融保险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

贸易以及房地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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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克吸收外资政策

3.1 主管部门

工业和贸易部

捷克主管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

工业和贸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Czech Republic），同财政部、

劳动与社会事务部和环境部等部门合作制订

吸引外资政策，并负责投资项目鼓励方案审

批。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工业、能源和内外贸

易政策和法规；制定和实施外经贸国别政策；

负责多边和双边经济贸易谈判；负责与世界

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合作；管理技术标

准、计量和国家测试、电子通信和邮政服务。

该部还直接管理国家投资局、外贸发展局、

商检局、国家技术标准、计量和测试局、国

家能源检查局等机构。

国家投资局

捷克国家投资局（CzechInvest）全称为：

捷克投资与工商业发展促进署，是捷克工业

图 2-1　2019 年捷克外国直接投资国家分布①

                                           

①  捷克国家银行 . https://apl.cnb.cz.

②  同①。

图 2-2　2019 年捷克外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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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贸易部下属的政府机构，成立于 1992 年，

总部位于布拉格。国家投资局致力于通过服

务和发展项目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国内企业，

是唯一获得授权可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交投资

激励计划申请书并代为草拟投资激励计划批

准书的机构。国家投资局还为潜在的投资者

提供关于捷克的商业环境、投资环境、投资

机遇等的最新数据和信息，目前在海外共设

有 8家代表处，中国代表处设在上海。

捷克国家银行

主要负责吸引外国投资和统计监测捷克

的对外投资，对证券、资本和外汇市场进行

监管。

经济竞争保护局

负责对工贸部批准的投资鼓励政策是否

符合公平竞争原则进行审查和监督，对政府

采购进行监督。

3.2 市场准入

捷克对外资原则上并无法定投资限制，

仅部分行业禁止进入，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

可享受同等待遇。

禁止的行业

在捷克，涉及化学武器和危险化学物质

的行业是外资禁止进入的行业。

限制的行业

包括军用产品工业、核燃料（铀）开采

工业、对环境危害严重的行业（如高耗能、

高污染的焦炼和化工生产项目）、资源开采

行业。对这些行业投资须经过有关政府职能

部门严格审批，同时接受政府严格监管。

鼓励的行业

捷克经济发展重点是加速经济结构优化

和调整，鼓励经济创新与发展。捷克政府确

立了重点支持的投资领域和优先发展行业，

并鼓励内外资进入这些产业。重点支持领域

主要包括制造业、技术中心和商业支持服务

中心。捷克对外国投资方式没有明确的限制，

但外国投资不得违反捷克法律，如反垄断、

公平竞争、环保等法律，且不得危害捷克国

家利益。

3.3 土地获得

捷克与土地买卖相关的规定有4个：《土

地及其他农用地所有权修改条款》《国有资产

转移条款》《国有农业和森林用地所有权转移

条款》和《捷克土地基金条例》。

根据捷克法律，国家、地方政府和其他

机构，公司和个人均可拥有土地。外国企业

和居民也可获得捷克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

者有义务根据土地用途使用土地并依法进行

管理。土地所有者须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如

在建筑用地上修建建筑物，须办理建筑审批

手续。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如需贷款，银行通

常要求提供永久居留权或公司注册证明。

外国自然人方面，允许欧盟各成员国公

民以个人名义购买捷克不动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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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我国（非欧盟国家）

国民可购买捷克农林地及房地产。

3.4 企业税收

捷克现行税制于 1993 年 1 月出台，共分

为直接税、间接税和其他税 3 个基本税种。

自 2004 年捷克加入欧盟以来，不断根据欧洲

立法协调税制。捷克主要根据经合组织示范

税收协定，与欧盟和非欧盟国家建立了广泛

的双重征税条约网。个人和企业承担的直接

税主要包括：根据《捷克所得税法》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根据《捷克房地

产税法》与《道路税法》征收的财产税；根

据《捷克房地产购置税法》征收的转让税。

间接税包括：根据《捷克增值税法》征收的

增值税；根据《捷克消费税法》征收的消费

税；根据《捷克海关税法》征收的关税；根

据《能源税》专项法律征收的生态税。①

个人所得税

收入范围为 0~46000 欧元的征收 15% 的

单一税率个人所得税，超过 46000 欧元的部

分则征收 23% 的个人所得税。总雇佣收入的

计算应加入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雇主支付

部分），应缴税金应按增加后的税基计算；

就业和 / 或业务收入超过平均工资的 48 倍

（2016 年为 129.63 万克朗），适用于 7% 的

合并税率。

所有捷克纳税居民的全球所得对捷克政

府都有纳税义务，非捷克纳税居民在捷克的

收入对捷克政府有纳税义务。个人在捷克有

永久住所即为捷克纳税居民。个人任何日历

年在捷克居住等于或超过 183 天，亦为捷克

纳税居民。退休金、学前儿童、儿童抵税和

首个子女税收抵免、减免等政策详见捷克国

家财政部网址：www.mfcr.cz。

企业所得税

自 2010 年起捷克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

为 19%，5% 的特别税率适用于某些特定纳税

义务人（如：集体投资基金以及 C 类养老基

金）；非居民纳税人缴纳预扣所得税（按类型）

分别为 35%、15%、0。双重征税协定可能会降

低预扣税率。

为吸引投资并促进高附加值活动的开

展，捷克制定了一系列投资及奖励计划，包

括对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给予针对研发成本

的特殊抵扣项目，并在运营成本环节和特殊

抵扣环节抵扣两次，研发抵扣可高达 110%。

其他还包括税收损失（Tax  Losses）和教育

扣减等。

增值税

捷克根据欧盟相关法律指令征收增值

税。增值税课征对象为：（1）捷克境内的商

品与服务交易；（2）进口到捷克的商品或捷

克自其他欧盟国家购得的货物。企业一般可

申请退回增值税。某些服务（医疗、教育、

财务服务、保险服务及不动产的长期出租）

                                           

①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www.czechinve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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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即免征增值税，无须申退。

捷克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增值税标准税率

为 21%，基本食品、特定医药产品、报纸、特

殊医疗设备、供暖、社会住房的增值税税率

降至 15%，基本婴幼儿营养食品、特定药品、

书籍、磨坊产品和其他适合无麸质饮食的产

品增值税税率降至 10%。

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欧盟各国

加快了增值税合规的进度。根据第 235/2004

号法案，捷克对《增值税法案》进行了修订，

发布了对外国企业的增值税新规，特别是远

距离销售货物方面对非捷克企业的增值税新

规，要求非捷克企业在 3 种情况下注册捷克

增值税税号：（1）公司成立于捷克境外，并

将商品储存在捷克并销售给买家；（2）从其

他欧盟国家/地区向捷克买家远程销售商品，

且当年或上一年销售额超过114万克朗；（3）公

司在捷克成立，每年生产超过 100 万克朗的

应纳税用品。

捷克增值税申报有两种情况：月报（标

准）和季报。月度申报截止时间为次月25日，

卖家需要在该截止日期之前把应缴增值税汇

入捷克税务机关的银行账户。选择季报的企

业条件如下：上一年营业额低于 1000 万克朗

的企业在注册 3年后可选择按季度申报。

消费税

针对在捷克境内生产或进口特定产品

（包括碳氢化合燃料、润滑剂、烈酒、蒸馏酒、

啤酒、葡萄酒、烟草产品）的实体征收消费

税。除烟草以从量及从价合并计算外，其他

均从量计征，且只征税一次。

房地产税

捷克房产税根据土地占用面积计算。税

率为建筑物每平方米 2~10 克朗。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税率会有所增加。农用地的房地产税占

被征收价值的 0.75%。特殊税率适用于森林、

湖泊、池塘。对于其他类型的土地，税收则以

该地区为基础。建筑用地税率为每平方米 2克

朗，商业用地税率为每平方米 5克朗，其他情

况为每平方米 0.2克朗。房地产税可抵扣企业

所得税。除非双方同意由买方支付，否则房地

产购置税应由房地产出售人支付。税率为房地

产售价或参考价（两者中较高者）的 4%。

能源税

捷克对电力供应、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以

及固体燃料的供应者或是能源分配或传送系

统营运商征收能源税，且只对在捷克境内交

付上述能源的供应商征收能源税。电力能源

税税率为 28.3 克朗 /MWh，天然气及其他气体

的能源税税率根据气体的种类、使用目的和

生产日期从 30.6 克朗 /MWh 至 264.8 克朗 /

MWh 不等，固态燃料的能源税税率为 8.5 克朗

/ 十亿焦耳。能源税免税范围相对较大（如冶

金或矿物过程中使用的能源），申请豁免需

得到海关批准。

道路税

捷克对其境内注册并从事商业运营的

车辆及其拖车征收道路税，客运车辆税率依

照引擎大小决定，每年在 1200 克朗（引擎

800c.c）到 4200 克朗（引擎 3000c.c）之间。

卡车每年至少课征 1800 克朗道路税，超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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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吨的卡车每年课征 50400 克朗道路税。12

公吨以下，拥有电动引擎、混合（Hybrid）

引擎、天然气引擎、压缩天然气（CNG）引擎

或 E85 引擎的货车免征道路税。

继承与赠与税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继承或赠予须缴

纳所得税。除近亲之间，涉及礼品的赠送均

须缴纳所得税。

3.5 外资优惠规定

在捷克境内投资的投资者可享受投资激

励。捷克和外国法人实体和自然人从事经营

活动的，均可申请投资激励。投资激励的领

受人必须是注册办公地点在捷克境内的法人

实体。

按欧盟政策框架实施的优惠政策

在捷克投资的非欧盟投资者也可享受来

自欧盟层面的优惠政策，即欧盟《企业经营

与创新计划》，目的是增强欧盟和捷克经济

竞争力、提高捷克工业及服务业的创新效率。

国家补贴

捷克对外商投资和国内企业投资采取同

等的鼓励政策，主要集中在鼓励企业技术升

级和鼓励扩大就业等方面，具体包括制造业、

技术中心和商务支持服务中心三大投资领域。

但总补贴金额不得超过企业投资成本的 25%，

且布拉格地区不适用投资鼓励措施。

资助额度

捷克根据企业规模给与不同数量的金融

支持，覆盖大型企业 25% 的合格成本、中型

企业的 35% 的合格成本、小企业的 45% 的合

格成本，其中，固定资产包括新机器、建筑

和土地。合格成本中至少一半以上应是新机

器的成本，合格成本也可以是两年的新就业

员工的工资成本。

投资激励形式

免除企业所得税 10 年；为创造就业提供

现金奖励，每个新增工作岗位最高可达 30 万

克朗；为培训和再教育提供 50% 的培训成本

补贴；为购买固定资产提供 10% 的合格成本

的补贴等。

行业优惠政策

根据捷克第 72/2000 号法案《投资激励

及相关法律的修订案》（简称《投资激励法

案》），捷克加强了对制造业、商务支持服

务中心、技术中心及战略投资者的支持。

制造业领域优惠政策。满足相关条件的

投资者可申请：企业所得税减免、创造就业

补贴、培训与再就业培训补贴、包含基础设

施的优惠用地，并可享受政府低价转让土地

所有权等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的生产型企业如想获得政府补

贴，3年内最低投资额需达到5000万克朗（合

227 万美元），经济发达和失业率较低的地区

需达到 1 亿克朗（约合 454 万美元），且其

中 50% 以上的投资额用于购买新机械设备，

完成投资后还需持续经营 5 年以上，同时需



  3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捷克（2021）

创造至少 20 个就业岗位。如果申请战略投资

项目以获得更高补贴，投资额需达到 5 亿克

朗（约合 2270 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500

个。对于设立研发中心的，可享受投资补贴

的标准略低，投资额至少 1000 万克朗（约合

45 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 20 个。在研发领

域被认定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项目，需满

足投资额不低于2亿克朗（约合908万美元）

和创造至少 100 个就业岗位的条件。符合上

述要求的外商投资项目，捷克政府提供的最

高补贴比例曾一度达到投资额的 45%。根据欧

盟统一规定，享受捷克政府补贴比例，不超

过投资额的 25%。

技术中心及商务支持服务中心优惠政

策。满足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可申请享受减免

企业所得税、创造就业补贴、培训与再就业

培训补贴政策，优惠总和不得超过国家补贴

额上限。

针对战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对于制

造业领域符合相关条件的战略投资，国家额

外给予相当于投资成本 10% 的现金补贴，但

最高补贴额不得超过 15 亿克朗；对于技术中

心领域符合相关条件的战略投资，国家额外

给予可适用投资成本 12.5% 的现金补贴，但

最高补贴额不得超过 5亿克朗。

地区鼓励政策

《区域发展战略》是捷克政府针对捷克区

域政策的基本国家政策性文件，是一个整合

了行业和地域发展的中期政策，旨在应对日

益扩大的地域性差距。在州一级，每个州负

责其区域内的发展并执行本区域的《区域发

展方案》。在市一级，各市负责其区域内的

经济社会问题，根据空间规划制定自己的发

展战略，与州级合作，参与执行《区域发展

方案》。目前，市级集中支持制造业、技术

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发展的目标行业是纳

米技术和材料、汽车业、航空航天业、能源

与环境、生命科学、高科技机械工程、信息

和通信技术、商业支持服务业、电子与电气

工程和数据中心等。从地理角度看，捷克政

府给予波希米亚西北部地区、摩拉维亚南北

部地区的投资优惠和奖励是最多的。

首先，捷克政府鼓励投资者在经济落后

或者失业率较高的地区投资，对除布拉格地

区以外的地区投资，如符合相关规定，均给

予税收减免。其次，对高失业率地区投资可

享受就业及培训补贴。再次，制造业可享受

投资优惠政策的最低投资额，在失业率高于

平均失业率 50% 以上的区域的最低投资额可

降至5000万克朗，其他地区可降至1亿克朗。

最后，部分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

还可享受其他补贴等各项优惠措施。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捷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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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捷经贸合作

1.1 中捷双边贸易

2016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捷克，中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捷

双方增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拓展人

文交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联合国

                                          

①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https://comtrade.un.org.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中捷双边货

物贸易额持续增长，2020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188.7 亿美元。中国成为捷克第二大贸易伙

伴，捷克则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

贸易伙伴。中国对捷克处于较大的贸易顺差

地位。

从商品类别看，2020 年，中国自捷克进

口的主要商品是电气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机

械和机械设备、车辆以及光学器械等。其中，

电气机械设备及零部件进口额为 14.6 亿美

元，机械和机械设备及部件为 12.3 亿美元，

车辆 6.7 亿美元，光学器械 4.5 亿美元，分

别占中国自捷克进口总额的 28.5%、23.9%、

13.0% 和 8.8%。

2020 年，中国对捷克出口的主要商品是

电气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机械及机械设备及

零部件、车辆和纺织品等。其中，电气机械

设备及零部件出口额为 72.2 亿美元、机械及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额为 37.2 亿美元、车

辆为 3.4 亿美元，纺织品为 3.2 亿美元，分

别占中国对捷克出口总额的 52.6%、27.1%、

2.5% 和 2.3%。

图 3-1　2016—2020 年中捷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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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https://comtrade.un.org.

②  同①。

图 3-2　2020 年中国自捷克进口主要商品占比

及金额（按金额）①

图 3-3　2020 年中国对捷克出口主要商品占比

及金额（按金额）②

1.2 中国对捷克投资概况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对捷直接投资从无

到有，之后呈现波动性上升的情况。捷克始

终主张发展自由贸易，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

后，捷克一直采取积极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

鼓励双边投资。随后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导致了中国对捷直接投资减少。随

着近年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投资

量又有回涨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对捷克直

接投资流量变化较大，2016 年开始增长，在

2018 年达到了顶峰，为 1.1 亿美元；直接投

资存量方面，基本稳定在 2亿美元以上。

投资总量。自 2013 年以来，中捷两国关

系快速发展，带动双向投资迅猛增长。据《对

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捷克（2020

年版）》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对捷克直

接投资流量为 6035 万美元，对捷克直接投资

存量为 28812 万美元。中对捷投资主要分布

在金融业等领域，目前捷克是我国服务业对

外投资存量比重前十大目的国之一。

投资趋势特点。中国对捷克投资呈现以

下特点：

（1）绿地投资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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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科技领域投资稳步增长；

（3）金融行业投资成为新热点；

（4）传统行业投资焕发活力。

行业分布。中国企业对捷克直接投资主

要集中在电器、汽车等制造业以及金融、信

息技术、交通运输服务等第三产业。中国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信集

团等是在捷重要中方金融机构。

图 3-4　2013—2019 年中国对捷克直接投资情况①

                                          

①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 https://hzs.mofcom.gov.cn.

1.3 中捷经贸合作机制

中捷经贸协定

中捷双边投资保护协定。2005年 12月，

中捷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

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替代 1991 年 12 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政府促进和

保护投资协定》。

中捷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87 年 6 月，

中捷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捷克

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协定》。2009 年 9 月，两国重

新签订上述协定。

中欧投资协定。捷克作为欧盟成员国，

适用于欧盟的对外投资协议。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中欧投资协定对标国际高水平

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型开放，内容涵盖市

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

争端解决等 4 个方面内容，是一项全面、平

衡和高水平的协定，将为中欧企业带来更多

的投资机会，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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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捷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捷克工业联合会

捷克工业联合会②（Svaz  průmyslu  a 

dopravy České republiky，又称“捷克工业

和交通协会”）成立于 1990 年 5 月，是捷克

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游说组织，也是代表捷

克企业家利益的工商业联盟，属于非政府机

构。该协会下属 29 个专（行）业协会会员，

133 家直属会员，总计 11000 家会员单位，并

代表捷克企业参与欧洲商会、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工商咨询委员会等国际组织。

捷克工业联合会 
Svaz průmyslu a dopravy České republiky

地址　　Freyova 948/11，190 00 Prague 9

电话　　+420-2-25279111

传真　　+420-2-25279100

邮箱　　spcr@spcr.cz

网址　　https://www.spcr.cz

捷克工业联合会的主要使命是为捷克各

类行业与规模的企业蓬勃发展且保持竞争力

                                          

①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cz.mofcom.gov.cn.

②  捷克工业联合会 . https://www.spcr.cz.

表 3-1　中捷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备忘录）①

签署时间 协定（备忘录）名称

2004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捷克共和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

2005 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2005 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捷克共和国农业部关于农业及食品加工工业合作的协议》

2005 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和捷克共和国农业部关于林业合作的协议》

2005 年 12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捷克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合作谅解备忘录》

2009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16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捷克共和国工业和贸易部关于工业园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6 年 3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捷克共和国地方发展部关于加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备

忘录》

2017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捷克共和国工业和贸易部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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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条件，维护捷企业利益，为企业的经营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对政府经济政

策的制定提出建议，在国内与国际上为雇主

发声。另外，该联合会还起到协调劳资双方

以及雇主与政府间矛盾的作用。

捷克经济商会

捷克经济商会①（Hospodářská  komora 

České  republiky），根据捷克 301/1992 号

法令成立，成员包括绝大部分捷克共和国的

企业，包括大型及中小型企业、个体户、职

业协会、自主组成的手工业协会等。该商会

目前是捷克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协会，

有超过 16000 个会员，60 个区域商会以及

127 个分支机构。

捷克经济商会 
Hospodářská komora České republiky

地址
　　Florentinum, Na Florenci 2116/15, 

　　　　110 00 Praha 1

电话　　+420-2-66721300

邮箱　　office@komora.cz   

网址　　https://www.komora.cz

该商会的主要任务和服务重点是改善企

业的经营环境并支持国内外贸易。所有在捷

克的企业家和机构都能享受该商会提供的针

对贸易、工业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全面服务。

捷克经济商会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捷克本地企

业，还包括外国企业。捷克经济商会是欧洲

经济商会协会（EUROCHAMBERS）和欧洲中小

企业联会（UEAPME）的成员，与其他商会、捷

克驻外各使馆以及外国驻捷各使馆均有密切

合作。

该商会提供的主要服务有：企业联系工作

和贸易代表团、组织研讨会、发布各种商机。

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商会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中 国 商 会（Česko-

slovensko-čínská  komora）是非盈利组织，

目标是推动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三国的产

业交流与科研合作，举办活动、提供多种商

业服务，并为三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双边和多

边合作提供多种沟通、协调和磋商渠道。商

会在支持企业家和公司的经济活动的同时，

也积极推动和促进文化、艺术教育和出版方

面的交流合作。该商会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的合作历史悠久，关系良好。

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商会
 Česko-slovensko-čínská komora

地址
　　Myslivecká 64/18, 779 00 Olomouc,

　　　　Česká republika

网址　　http://czcn.eu

捷克中资企业协会

捷克中资企业协会共有会员单位 24 家，

业务涵盖金融服务、通信、海运物流、航空、

科技、贸易、跨境电商、能源、文化等领域，

是促进中捷经贸往来、深化双边合作的重要

                                          

①  捷克经济商会 . https://www.komora.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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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2020 年，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

行当选协会会长单位，中远海运集运（中欧）

有限公司、捷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银

行布拉格分行、中国电信欧洲公司捷克代表

处当选副会长单位。

中捷经贸论坛

2015 年 7 月，中国贸促会与捷克经济商

会共同举办中捷经贸论坛。中国代表团由近

60 家企业的约 90 名企业家组成，行业涵盖电

子电力、能源矿产、金融投资、交通运输、

机械制造、建筑工程、轻工纺织及房地产等

众多领域。约 150 名中捷企业家及工商界人

士参加了此次活动。2021 年 3 月，捷克中资

企业协会主办了以“捷克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的新机遇”为主题的中捷经贸论坛，来自中

国和捷克的 70 多名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出席

了线上经贸论坛。

1.5 境外经贸合作区

“‘一带一路’捷克站”①是中国浙江省

在捷克合作建设的综合项目，是浙江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旨在发挥捷克区

位和产业优势，建设具有服务中心、贸易中

转、物流中枢功能，涵盖物流、商贸、加工

制造、综合服务等区块的开放综合体。2018

年，欧洲华捷发展有限公司（中国浙江）与

LOGISTIS  QUELFOR 公司在布拉格签署合作协

议，正式启动物流园的建设。该物流园位于

中捷克州，邻近捷克首都布拉格，紧靠布拉

格国际机场和高速公路，由国际知名物流地

产商 Panattoni 公司开发建设，附近集聚亚

马逊、递四方等多家知名电商及物流企业，

区位、交通和产业集群等优势明显。项目依

照“一场多园”模式依次建成货运场、物流

园、商贸园（浙江丝路中心）、工业园、综合

服务园五大功能区。目前货运场、物流园已投

入运营，浙江丝路中心已部分建成投用。项目

近期可用物流仓约 2.5万平方米，远期规划仓

储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提供干线运输、保税

仓储、报关清关、分拨配送等跨境电商产业

链综合服务，打造浙江乃至全国对欧跨境电

商产品集散、欧洲进口产品汇集的仓储物流

中心。“‘一带一路’捷克站”已被评为浙

江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浙江省级海外仓。

                                          

①  “一带一路”捷克站官网 . https://www.eurohj.cn.

2　对捷克投资形式

捷克允许外国法人实体在与捷克公司在

同等条件下从事贸易投资活动，包括收购房

地产在内。外国法人实体可以单独或联合创

立公司，也可参股现有捷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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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设立实体

捷克法律实体是在捷克设有注册办事处

的实体。捷克对外国投资方式没有明确的限

制，但外国投资不得违反捷克法律，如反垄

断、公平竞争、环保等法律，且不得危害捷

克国家利益。①在捷设立商业公司的主要法律

依据包括《商业企业法》（第 90/2012 号法

案）、《民法》（第 89/2012 号法案）和《公共

注册法》（第 304/2013 号法案）。

实体形式

捷克《商业企业法》规定的公司形式主

要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普通商业合

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合作社等。此外，《商

业企业法》还允许设立欧洲公司（Societas 

Europea，SE）和欧洲经济利益集团（EEIG）。

捷克《民法典》还承认其他形式的法律实体，

例如信托和协会，它们也可以开展商业活动。

外国企业可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公司、合伙公司、分支机构等方式，进入

捷克市场。②

有限责任公司（s.r.o）。有限责任公司

是法人实体，工商登记时需提供股东名单，

每位股东的股本以及监事会（非必需）的人

员名单。同股同权，股东应持有共同股份证

书证明其持有的股份，该证明不得进行交易。

有限责任公司的财报不需要审计，除非连续

两年满足以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净收

入超过 8000 万克朗每年；总资产超过 4000

万克朗；平均雇员数量超过 50 人。至少需要

一名股东，股东可为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没

有捷克公民身份或住址等方面的要求，是投

资者最常选择的实体形式。股东对公司的债

务或其他股东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唯一必要

的责任是付清认缴股本。有限责任公司的最

低注册资本为 1 克朗，总费用约为 100000 克

朗③（包括法律费用）。提交必要文件与信息

之后 1 个月内即可建立公司，如对成立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任何修改，需要在 24小时之内

在线完成，并缴纳 500克朗的最低费用。

股份公司（a.s.）。股份公司是法人实体，

可由一名或多名自然人或法人组建，股东对

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注册资本最少为 200

万克朗或 80000 欧元，组织机构可以是董事

会、监事会，也可以是执行主任和管理层。

股份公司的年度报表无须审计，除非连续两

年符合下列任何一个条件：净收入超过 8000

万克朗每年；总资产超过 4000 万克朗；平均

雇员数量超过 50 人。每年必须公开财报。在

捷设立一家股份公司的费用约为 150000 克朗

（包括法律费用）。

合伙公司。合伙公司分为无限合伙公司

（general  commercial  partnership） 和 有

                                          

①  该部分根据捷克相关法律依据进行整理。

②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www.czechinvest.org.

③  该处和下述 3 段中设立公司所需费用参照了在捷克设立房地产公司的相关费用，详见 DLA Piper（跨国法律公

司），https://www.dlapiperreal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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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公司（k.s.）。无限合伙公司（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组成，这

些自然人或法人实体对合伙公司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的姓名和地址或注册

的办公地点必须进行工商登记。审计条件与

有限责任公司相同。捷克认同合伙公司的法

人资格，对无限合伙公司没有最低注册资

本的要求，有限合伙公司根据合伙合同规

定有限合伙人的最低出资额。在捷设立无

限合伙公司的费用约 75000 克朗（包括法

律费用）。

在有限合伙公司中，至少应有一个合伙

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公司的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必须向工商登记提供合伙人的

姓名和地址或者是注册地点，有限合伙的声

明等。审计条件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同。在捷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费用大约为 90000 克朗

（包括法律费用）。

合作社。（družsfvo）合作社最少应有 3

名成员，可以是法人实体或个人。成员对合

作社的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合作社可以

要求其成员缴纳会费以弥补损失。审计条件

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同。

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须在区域贸易许可办公室处获得贸易许可，

并在捷克商业登记处注册。创始人必须指定

代表创始公司行事的分支机构的董事，须保

存单独的账簿。在捷克，分支机构可用的资

本须缴纳 1% 的资本税，但在欧盟各国设有分

公司或代表处的外国公司可免除资本税。审

计条件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同。

实体注册

在捷克设立商业公司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成立公司，第二阶段是进行商业登

记成为法人，商业登记处设在商业法院。登

记之后公司才有权在捷克开展业务活动。在

捷克申请设立责任有限公司的流程主要包括：

公司设立章程、获得贸易许可、登记资本、

商业登记、税捐、社保及健保登记等，①其基

本流程详见表 3-2。

                                          

①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www.czechinvest.org.

②  统一登记表（JRF）在线提交网址：https://www.rzp.cz.

表 3-2　申请设立责任有限公司的流程

基本流程 相关机构 所需材料 所需时间

1. 申报经营范围

和申领营业执

照

工 商 管 理 局

（živnostenský 

úřad）

公司章程、营业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经营

范围清单、公司法人无犯罪记录证明、职业资格

证明和信誉证明、申请表、② 1000 克朗手续费等。

原则 5 天内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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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流程 相关机构 所需材料 所需时间

2. 开立注册资本

金专用账户
捷克银行

开立账号时须向银行提供股东协议文件，银行将

出具关于每个股东出资金额证明，供法院注册之

用。股份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为 200 万克朗（公

开募股公司最低 2000 万克朗）。有限责任公司最

低注册资本金为 1 克朗，以非现金方式出资的必

须一次缴清，且事先必须由法院认定的注册估价

师进行估价（一般需要 1~2 个月）。

1~2 月

3. 登记注册 商业法院

商业登记专用申请表、①经过公证的由发起人签名

的公司成立文件、营业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

营业执照、银行注册资金到账证明、股东出资证

明、公司法人代表无犯罪记录证明、诚信证明和

签字样本等。

原则 5 天内可完成

4. 税务登记 所在地税务局

企业获准注册后 30 日内应向所在地税务局申请公

司所得税登记。完成税务登记后，企业将收到一

个税务注册号码（DIČ）。当企业注册信息发生

变化时，应在 15 日内向税务局报告，并在 8 日内

向社会保障局和健康保险公司报告。

5. 税 捐、 社 保 及

健保登记

税 捐 机 关、

社 保 局、 健

保公司

完成商业登记 30 天内申请税捐登记；雇用第 1 名

员工 8 天内申请社会保险及健康保险。详细信息

和登记表格可登录捷克社会保障局（ČSSZ）网站

（www.cssz.cz）查询或下载。

6. 健康保险登记
选 定 健 康 保

险公司

企业必须在雇用第一个雇员后 8 日内在选定健康

保险公司办理雇主和雇员的健康保险登记，雇主

必须按期一次性向保险公司缴纳员工健康保险

费，保费为员工毛工资的 13.5%，其中雇主负担

9%，员工本人负担 4.5%。员工最低保费计算基数

为 8000 克朗（法定最低月工资）。有关登记表格

可在捷克健康保险总公司网站（www.vzp.cz）

下载。

7. 劳动用工登记 当地劳动局

企业获准注册后，应尽快在当地劳动局办理劳动

用工登记，报告已签订劳动合同雇员人数。关于

捷克《劳动法》的具体规定和雇主及雇员的权利

义务，请在捷克劳动与社会事务部网站（www.

mpsv.cz）查询。

                                          

①  法院注册智能表格下载和在线提交网址：https://or.justice.cz.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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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

外资并购

除传统投资方式外，捷克境内外投资者

（包括自然人在内）可通过股份收购或通过

资本市场并购或收购上市公司。

并购相关规定

捷克资本市场为开放型，在资本市场外

资并购或收购上市公司要遵守国家证券监督

委员会和布拉格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信息披露

制度和程序。在股票主板市场上市流通的公

司，外资收购方必须通过市场买入股票，直

至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在购入股票过程中，

当收购方拥有股票数量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

票的5%以及 5%的倍数（即10%、15%等）时，

必须向交易所通报。收购方完成收购成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后，必须召开公司股东大会，

公告公司股东变动情况，并将会议情况通报

交易所。

如被收购公司股份没有上市流通，收购

方则可直接与公司管理层或拥有多数股票的

大股东商谈，以协议转让方式获得公司多数

股权，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价格

由双方商定，可不向社会公开，但是股权转

让完成后，新股东必须向工商登记部门通报

股权转让情况。

外资并购可咨询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

务所。四大会计事务所和部分英、美顶尖律

师事务所均在捷克有分支或代表机构。近年

来，中国企业在捷克大型并购项目进展均比

较顺利。

相关法律法规

为响应欧盟委员会 2017 年 9 月的投资审

查指令，捷克政府起草了外国投资审查法。

2021 年 1 月捷克通过了《外国投资审查法

案》，该法案赋予政府审查非欧盟投资者的

绿地投资和收购的权力，法案于 2021 年 5 月

1 日生效。

该法案允许捷克工贸部对大部分经济

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但指定了四

个必须进行投资审查的高风险部门：关键基

础设施、用于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系统、军事装备和敏感两用物品。除

这些关键行业之外，非欧盟投资者没有义务

报告收购或绿地投资，但捷克工贸部可以根

据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在五年内的任何时候

追溯审查投资。当非欧盟买家试图进行购买

并获得一家捷克公司至少 10% 的投票权时，

将触发收购审查。但是，如果发现外国投资

者未采用其他手段对捷克公司施加潜在的恶

意控制，例如通过任命员工担任关键职位，

则可以降低审查门槛。此外，如果投资者被

非欧盟企业或个人“间接控制”，该法律赋

予监管机构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将投资

者指定为非欧盟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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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承包

相关规定

捷克《公共采购法》不排斥外国公司直

接参加投标。但实践中，参与捷克工程建设

投标的外国企业必须先在捷克设立公司，在

工商登记部门注册并取得相关营业执照，然

后缴纳通常为项目建设总额 1% 的竞标保证

金，方可参加公开投标。自然人不能直接承

揽工程承包项目。

捷克法律规定，外国承包商只要符合法

律规定的条件，均可在捷克注册包括建筑公

司在内的各类公司，取得相关的执照，并享

有与捷克本国承包企业相同的待遇。外国公

司承揽军工工程、对环境有可能造成污染的

工程项目、某些特殊资源开采项目等，则需

获得特许。

捷克法律规定，600 万克朗以上的公共建

筑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小额公共合同

可通过内部或小范围议标方式实行。私人建筑

工程项目可自主决定是否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相关建议

（1）参与基础设施等项目竞标时，积极

考虑与当地公司合作联合竞标。

（2）遵守工程项目的环境要求，重视工

程质量及施工安全，做好承包工程的标准与

国内标准之间的换算。欧洲承包工程大多采

用国际计量标准，有些甚至采用德国或英制

标准，与国内标准及单位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华信集团收购捷克 J&T 金融集团。中国华信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民营

石油公司。2014 年，华信与捷克 J&T 金融集团在北京签订协议，通过收购加定增形式

收购 J&T 金融集团 50% 股权。J&T 金融集团下属的 J&T 银行原来是捷克斯洛伐克央行，

后被私有化，是斯洛伐克第一大财团，捷克第二大财团。J&T 金融集团以银行和金融

服务为主营，涉及能源、文化等多个产业，旗下银行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俄罗

斯等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通过收购捷克 J&T 金融集团，华信成为首家控股欧洲银行

的中国民营企业。

案例 1

对于捷克J&T金融集团来说，华信的收购及时解决了其经营困难，解决了外部注资问

题。收购J&T金融集团除了为华信拓展国际能源经济合作提供较低资金成本之外，使华信

利用较低资金成本拓展国际能源经济合作之外，更为其提供了收购欧洲其他金融机构无须

审批的便利，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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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弄清捷克在劳工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规定，重视保障劳动者权益。

（4）做好金融风险（特别是汇率风险）

的防范。承包工程大多施工周期长，采用分

期支付方式，而捷克又是非欧元区国家，其

本地货币与一些主要货币的汇率存在一定的

波动性。

（5）正确选择施工材料的供应来源。

中国蓝星北化机与捷克 TKB 公司共同完成工程总承包项目。捷克 Spolchemie 公

司年产 10 万吨烧碱工程总项目是由蓝星北化机和捷克 TKB 公司共同完成。其中，蓝星

北化机完成了从工程设计到国内设备、材料的采购以及现场施工管理在内的全部工作。

此项目全部采用蓝星北化机 NBZ-2.7 Ⅱ型高电流密度自然循环复极式膜极距电解槽，

并于 2017 年 4 月成功开车运行，电流密度在 5kA/m2（电流 13.5kA）运行条件下，单

元槽电压保持在 2.95V。

蓝星北化机已为我国、欧美及东南亚用户升级、改造超过了年产 1000 万吨烧碱能

力的膜极距电解槽，使老旧装置达到先进性能水平。捷克项目是蓝星北化机在欧洲成功

开车运行的工程项目，其电解槽性能、质量达世界先进水平。该项目节能降耗的显著优

势使其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示范项目。

案例 2

2.4 联合研发

相关规定

捷克支持本国企业和研究组织与外国合

作伙伴之间在应用研究方面开展国际合作。

捷克政府 2018 年 5 月 16 日第 307 号决议批

准了“DELTA 2：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创新

支持计划”（以下简称“DELTA 计划”）。① 

DELTA 计划重点关注捷克企业和研究组织及其

外国合作伙伴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方面的

国际合作。该计划的总支出为16.56亿克朗。

在总支出中，国家预算支出（TACR 部门）为

12.25 亿克朗。捷克技术局 2021 年发布了第

三次提案征集，预计分配 3 亿克朗的项目支

持资金，对每个项目支持不设定最高限额。

工作建议

（1）与捷克合作的外国合作组织包括德

加创新研究中心、巴西研究与工业创新局、

巴西全国工业培训服务局、中国浙江省科技

厅、韩国技术振兴院、韩国能源技术评估与

规划研究所、魁北克航空航天研究与创新联

                                          

①  捷克技术局 . https://www.tac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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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中国江苏省科技厅、越南科技部等。企

业可通过寻求潜在项目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开

展联合研发。

（2）捷克的申请人可以是研究机构，也

可以是企业。但是只有企业能作为捷克方面

的主要申请人。

（3）DELTA 计划支持的重点领域包括工

程与技术、医药和健康科学、自然科学、农

业科学等，企业可追踪其每年投资的重点领

域开展项目研发合作。

中国北车与捷克布拉格科技大学联合研发。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北车（捷克）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北车前期为践行“走出去”战略，支持在海外设立的首个

联合研发中心——北车—捷克布拉格科技大学联合研发中心运行而设立的全资海外科

技公司。自2013年6月成立以来，大连电牵公司作为其管理主体，派出人员常驻捷克，

与布拉格科技大学的顶尖科研力量一道 , 对轨道交通及相关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吸纳采用以及核心技术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15 年，中国中车

旗下北车（捷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捷克政府评为科技研发类优秀外资公司第三名。

案例 3

中国北车在与捷克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中的卓越表现，证明其作为服务我国轨道交

通装备“走出去”战略实施、践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核心技术研发资源全球布局的重要

战略举措已经被捷克政府充分认可，也为中国公司未来对捷开展联合研发项目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

启示

3　投资目标行业

捷克工业历史悠久，在机械、电子、化

工和制药、冶金、环保、能源等行业有着雄

厚基础，许多工业产品，如汽车、纺织机械、

机床、电站设备、光学仪器、环保设备、生

物制药等领域在全世界享有盛誉。①多年来捷

克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比重均在 30% 以上。

                                          

①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cz.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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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汽车工业

行业优势

产业规模庞大。捷克汽车行业有 100 多

年历史，是捷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汽车工

业产值在工业生产和出口中占比均为 21%，以

3.1% 的就业人口创造了 7.5% 的 GDP 产值。捷

克汽车行业的直接就业总人数超过 15 万人，

有近 40 万人在与汽车生产相关的行业中工

作。2019 年，捷克是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

客车制造商。

国际竞争力强。据捷克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的数据，2019 年捷克汽车及零配件销售额

达到 11240 亿克朗（约合 490 亿美元），创

历史记录，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额为9.42

亿克朗（约合4107万美元），同比增长2.4%。

出口的主要市场是德国，占比超过 30%。

产业链完整。捷克有数百家汽车零部件

制造供应商，世界汽车零部件厂商 50 强有一

半在捷克投资。越来越多的知名汽车厂家将

设计、创新和技术研发中心设在捷克，从而

形成密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使捷克成为世

界上汽车制造、设计与研发集中程度最高的

国家之一。为提高汽车行业整体竞争力，捷

克投资局专门设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数据库

（www.automotive.czechinvest.org）。

代表性企业

捷克本土知名汽车厂家为斯柯达汽车和

太脱拉卡车。多家知名企业在捷设代工工厂，

包括 TPCA（丰田—标致—雪铁龙）、现代、

依维柯客车等。目前捷最大的三家小汽车整

车生产企业为：斯柯达汽车公司、韩国现代

汽车厂和丰田标致雪铁龙汽车厂。斯柯达汽

车公司是捷克的工业龙头和百强企业之首，

也是捷克最大的出口企业。该公司在捷建有

三个生产基地，其技术开发部是大众集团第

三大研发中心，可独立开发全新车型。2019

年，在中国销量为 28.2 万辆，斯柯达公司一

直将中国视为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最

重要的海外市场。

表 3-3　2019 年捷克三大汽车厂商经营状况①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雇员数量
年产量

（万辆）

斯柯达 1895 28000 90.8

现代 2006 3400 31

丰田标致

雪铁龙
2002 3000 21

3.2 机械制造业

行业优势

产品体系完善。机械制造业是捷克最重

要的制造行业之一。机器设备制造在捷克有

着悠久历史与传统，涵盖了电力设备、化工

设备、食品机械、建筑机械、农林机械、机床、

                                          

①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automotive.czechinve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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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机械、冶金机械、橡胶塑料加工机械、

纺织机械、印刷机械、皮革加工机械、玻璃

及烟草机械、军工机械等。经过 10 多年重组

改造和外资大规模进入，捷克机械制造业产

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

国际竞争力强，优势产品众多。捷克机

床、电站设备、锅炉、矿山机械、食品机械、

环保设备、纺织机械及军工产品等在国际上

有较强竞争力。捷克机床生产已有 150 年历

史，拥有 TOS、SKODA 等国际知名机床品牌。

近年来，捷克机床和成型机行业生产能力、

技术含量不断增强，已成为欧洲第七、世界

第十四大机床生产国。捷克机械制造业的行

业收入在制造业的占比超过 10%，从业人数

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 12.5%，产品的

80%~90% 销往国外。在机械制造领域，斯柯达

交通设备公司（ŠKODA TRANSPORTATION a.s.）

生产的电力机车、地铁车组和城市有轨电车，

维特科维采重机公司（VÍTKOVICE  Machinery 

Group) 和比尔森钢铁公司（PILSEN  STEEL）

生产的大型曲轴和涡轮机转子等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颇受青睐，市场份额稳步增长，也是

捷克机械工业优势产品。

代表性企业

斯柯达机床公司（SKODA  MACHINE  TOOL 

a.s.）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重型车床制造企业

之一，主要生产 HCW 系列重型卧式镗铣床、

转台和 FCW 系列轻型镗铣床，其 HCW 系列产

品市场份额居全球之首。产品主要出口到

德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印度等

国家。

3.3 电气电子工业

行业优势

行业规模较大。捷克电气电子工业历史

悠久，是捷克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产业之一，

销售额仅次于交通运输制造业和冶金业，居

第三位，该行业产值占捷克制造业总产值的

14%。全国电气电子企业超 1.7 万家，雇用员

工总数逾 18 万人。电气电子工业主要包括强

电流电气技术、计算机、无线电、电视和通

信设备，仪器和自动化设备这四大行业，其

中强电流电气技术行业产值占捷克整个电气

电子工业产值的 44%。

国际竞争力强。电气电子工业是捷克制

造业第一大出口行业，出口产品主要有强电

流设备、计算机设备和电子配件等，出口地

包括德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

进口则主要来自德国、中国、荷兰和日本，

产品包括影音设备、电子元件和计算设备等。

对外资具有较强吸引力。该行业吸引外

资总量仅次于汽车工业，富士康、松下、宏

基、西门子等许多国际知名企业均在捷克建

立工厂和代表处。尤其是近年来捷克计算机

产业迅速发展，主要是为世界知名品牌贴牌

生产，产品几乎全部销往跨国公司设在欧洲

的分拨中心。

代表性企业

中 国 台 湾 富 士 康（FOXCONN）、 大 众

（FIC）和华硕（ASUS）3 家计算机企业每年

在捷克生产计算机 400 多万台，使捷克成为

欧洲最大的电脑生产国之一。其中富士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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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有限公司（FOXCONN  CZ  s.r.o.）在捷克巴

尔杜比采和库特纳霍拉有两个生产工厂，已

成为捷克第三大工业企业和第二大出口商。

3.4 制药和生物技术

行业优势

发展历史悠久、发展迅速。捷克对现代

生物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捷克科学家杨·

伊万杰利斯塔·浦肯野创立了胚胎学；格雷

戈尔·孟德尔对豌豆植物的遗传性进行研究，

被称为遗传学之父。捷克生物技术在过去十

年中发展迅速，其应用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包括医疗保健、农业和工业。2005 年，捷克政

府通过法令，将分子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列入

长期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捷克也是欧洲被授

权培育生产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五个国家之一。

高素质人才充足。捷克拥有完善的生物

技术研究机构网络。截至 2007 年底，全国共

有 308 个生物技术研究实体，其中 47% 在布

拉格，22% 在南摩拉维亚地区。大部分研究设

施属捷克科学院、大学和卫生部。2021 年 1

月捷克教青体部的统计数据表明，①2020 年

捷克高等学校在校生超过 30 万人，其中 41%

的学生正在攻读硕士以上学位，从事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以及医疗科学专业学习的学生

总数占总在校人数的 40% 以上。

基础设施完善。捷克政府将新药物治疗

和诊断方法的开发列为最优先发展的领域之

一，并在过去十年中拨出超过 25 亿欧元的公

共资金，以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并在布拉格、

布尔诺、奥洛穆茨和比尔森建设了最先进的

研究设施。

发展前景

捷克在生物技术领域经验丰富，早在

2000 年大学就开设了以基础生物技术研究为

导向的课程。捷克大约有 57000 大学生就读

生命科学专业，每年大约有 7400 名该专业毕

业生。捷克生产的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化

疗辅助药物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近几年，捷

克研发的治疗癌症的生物技术值得关注。

代表性企业

捷克质子治疗中心（Proton  Therapy 

Center）位于首都布拉格，是全国著名的肿

瘤治疗和医疗培训机构，拥有 4 个质子治疗

室，采用笔形束高精准扫描技术，能有效治

疗前列腺癌、儿童癌症、头颈部肿瘤、肺癌、

胰腺癌及乳腺癌等多种癌症。质子治疗具有

精准度高、副作用小等特点。该中心在治疗

儿童癌症和前列腺癌等方面处于欧洲领先水

平，已成功治疗了来自世界 25 个国家的 2000

余名患者。目前，该中心希望能在中国寻找

合作伙伴，共同建立治疗中心。中心网址：

www.proton-cancer-treatment.com。

EXBIO Praha 和 BioVendor 是捷克两家比

较重要的生物技术公司。由两家开发的、最

先投入市场的可溶性 HLA-G  ELISA 检测剂

试剂盒，将人工受精成功率从 29% 提升到

                                          

①  捷克教青体部 . https://www.msmt.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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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0%。

Contipro 集团参与了纳米生物制药技术

的研发，在医药方面，主要涉及组织工程、

伤口愈合、基因疗法和靶向药物分布等。

3.5 飞机制造业

行业优势

飞机制造业在捷克拥有较长历史，是传

统优势产业。除传统的喷气教练机、轻型战

斗机之外，捷克主要生产民用、运动和小型

私人飞机，并拥有世界顶级的涡轮螺旋桨中

心，是欧洲仅次于德国的超轻型飞机生产国。

捷克每年约生产 550 架轻型飞机、运动飞机

和 1400 个螺旋桨，80% 以上的产品出口。近

年来，快速发展的超轻型飞机与传统喷气教

练机、轻型战斗机、运动飞机、滑翔机，以

及飞机零配件、雷达设备和机场空管系统，

已成为捷克飞机制造业的主流产品。

代表性企业

中捷克州是捷克飞机制造业最集中的地

区，目前有 7 家飞机制造企业，其中 AERO 

Vodochody 和 Evektor-Aerotechnik 两家公司

的规模最大。AERO  Vodochody 公司主要为美

国西科斯基飞机公司生产 S-76C 黑鹰直升机

部件，并为意大利阿莱尼亚航空公司、巴西

航空工业公司和波音公司等生产支线客机零

部件。

3.6 信息与通信技术

行业优势

捷克是欧洲信息通信技术（以下简称

ICT）产业投资的最佳目的地之一。捷克的

ICT 产业激励政策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加上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高度发达的光纤网络，使之

成为中东欧地区ICT领域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发展前景

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被认为是捷克的

信息技术枢纽，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研发设

施和机构、先进的 ICT 基础设施等满足了各

公司的需要。俄斯特拉发的地位近年来也不

断攀升，因IT4Innovations等计划的推行，

该市的国际知名度与日俱增。为了保持捷

克的竞争力，捷克政府在 2014—2020 计

划期内向 ICT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

ICT 已经成为捷克政府指定的优先发展行

业之一。

代表性企业

世界顶尖 ICT 公司高附加值项目大量流

入捷克。在捷克实现成功投资的企业有微软、

Skype、DHL、Monster  Technologies、SAP、

Tieto、Redhat、 惠 普、SolarWinds、IBM 等。

此外，捷克本土也涌现了AVG Technologies、

AVAST  Software、Bohemia  Interactive、

Y-SOFT 等全球知名的公司。①

                                          

①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www.czechinve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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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捷克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做好信息搜集

企业赴捷克投资前，应根据投资目标开

展前期调研与信息搜集工作，全面了解客户

及相关方的信用状况，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

分析，以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建议企业向

捷克国家投资局咨询。该机构可为外国企业

赴捷克投资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与政策支持，

是中国企业赴捷投资初期的可靠信息来源。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根据捷克相关规定，行业从业人员的薪

资协议由该行业的雇主代表与工会代表谈判

确定，一旦达成协议，企业应履行协议义务。

工会在捷克不仅维护劳动者权益，也参与公

司经营管理，因此，中国企业在捷开展业务、

设立公司，应加强与工会的沟通交流，妥善

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获取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捷克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狭小，进入门坎

较高，尤其对中国承包工程公司引入中国劳

务进入捷克的管制十分严格，开展此类业务

的中国企业应做好相应的市场调研和预案。

个人或企业人员赴捷前，应遵照规定办理签

证和工作许可证，以获得入境及工作许可。

在捷克，提供专业服务需持有特殊许可才能够开展业务，捷克《贸易许可法》第

三节中详细列出了医生、专家证人、审计员、税务顾问等专业服务提供者均要符合特定

的法律规定。

特别提示

4.2 典型案例

长虹家电依托捷克生产基地加速国际化进程

案例情况

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欧洲”）成立于 2005 年，位于捷克宁布

尔克市，投资金额为 3000 多万美元，占地 11 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捷克建成

的规模最大的制造型企业，也是中国家电企业在欧洲自主投资的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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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地主要生产平板电视及高清 CRT 电视产品。凭借信息化管理战略和本地化经营理

念，长虹欧洲深深扎根捷克市场，其生产的平板电视成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法国、

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市场，打造“CHANGHONG”自有品牌，企业国际化步伐全面提速。

主要实践

长虹捷克生产基地以彩电组装起步，逐步建立起集生产、研发、售后服务为一体

的大型消费电子生产基地。长虹家电制造基地作为中国企业投资捷克的第一个大型工

业项目，受到捷克各方面的重视。捷克政府为长虹欧洲提供优惠政策，以实现双方切

实有效的合作，达到双赢的目的。

长虹选择在捷克设厂，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新起点。欧洲是世界三大彩电消费市

场之一，更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平板电视消费市场。但对中国彩电而言却存在着配额、

价格、规格等壁垒。长虹希望通过欧洲，进一步辐射中东、北非和美洲等市场，从而

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长虹欧洲家电生产基地的建成，也意味着长虹真正实现

“走出去”战略，长虹海外本土化战略自此在欧洲取得实质性进展。此举解决了长虹

在欧洲家电市场遭遇的关税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同时有助于改变中国家电业在欧洲的

格局。

从长虹家电投资捷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捷克投资建立全产业链生产基地的过程

中，长虹充分利用了捷克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优惠的投资政策。

以“欧洲的心脏”——捷克为重要的据点，实现了本土化战略，成功地解决了海外市场

对中国彩电较高的关税壁垒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问题，辐射了整个欧洲市场，提升了

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去规划和优化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加速了企业

的国际化进程。

启示

华为布拉格子公司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成为捷克本地知名品牌①

案例概况

华为公司于 2005 年正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注册子公司，从事 IT、电信网络设备

供应和服务，同时建立了辐射周边国家的培训中心、区域服务中心，覆盖全国主要城

市和地区的服务和营销网络，向客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咨询与服务，目前已进入捷

克全国百强企业名单。

案例 5

                                          

①  央广网 . http://m.cnr.c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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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践

自进入捷克以来，华为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在捷克固网和移动通信网络市场取得

较大突破，在捷克电信通信设备供应市场已占到 70% 以上市场份额。同时，华为智能

手机成为捷克当地市场主流品牌，并且作为捷克举办的 2015 冰球世界杯主要合作伙

伴，进一步提升了在捷克当地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地位。华为同时还致力于协助捷克当

地企业和地方政府提升通信网络性能、提高办公效率，例如，为布拉格公共交通公司

打造了 Metro Wi-Fi 解决方案，被认为是“布拉格性能最好的交通网络”。捷克三大

电信运营商的 LTE 网络都由华为承建，成为当地主流电信运营商的战略合作伙伴。据

了解，到 2021 年华为将累计创造约 4000 个就业岗位，与捷克在国家宽带、智慧城市、

平安城市等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华为通过在海外设立子公司，为捷克提供优质的 IT 产品与服务，成功融入本地市

场，成为当地知名品牌，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地位。通过与当地企业和政府的战略合作，

华为融入捷克多个发展前沿领域，是中国企业成功拓展海外市场并实现本土化的典型

案例。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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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克金融市场概况

捷克金融市场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

银行业为主体，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机

构、投资公司、养老金公司等多种机构并存

的综合性金融市场。捷克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在欧盟国家中名列前茅。捷克银行整体财务

特征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许多指标均优于

国际平均水平，例如资本充足率、贷存比、

盈利能力和不良贷款比例等。

表 4-1　捷克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捷克国家银行（CNB）

主要本土商业银行

捷克储蓄银行（Česká spořitelna） 捷克商业银行（Komercní Banka）

捷克斯洛伐克商业银行（ČSOB） 捷克出口银行（Česká ExportníBanka）

主要外资银行

奥合银行（Raiffeisen Bank） 裕信银行（UniCredit Bank）

花旗银行（CITI Bank） 汇丰银行（HSBC）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布拉格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

中国交通银行布拉格分行

主要保险公司

官方保险机构：捷克出口担保和保险公司（EGAP）

商业保险机构：VZP、Slavia、Maxima、Victoria 和 Volkbank

证券交易所与交易系统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RM-SYSTM 证券交易系统

金融监管机构

捷克国家银行（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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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银行体系

截至 2020 年底，捷克共有 49 家拥有银

行牌照的实体。其中 37 个实体（12 个银行和

25 个分支机构）由外资控股。捷克本土控股

12 家银行，其中两家是国有银行。①2019 年

7 月数据显示，捷克银行资本充足率高（平均

总资本比率为 20.2%），资产质量良好（居民

和非居民客户的不良贷款平均份额为2.7%）。

中央银行

捷克国家银行（The Czech National Bank，

CNB）。是捷克的中央银行，总部位于布拉格，

也是捷克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其主要职能

是制定货币政策，发行货币，管理货币流通、

支付系统和银行间结算。它还对银行业、

资本市场、保险业、养老基金、信用社和电

子货币机构进行监督，并对外汇进行监管。

本土银行

捷克储蓄银行（Česká Spořitelna）。②

成立于 1825 年，是捷克第一家储蓄银行。目

前是捷最大的商业银行，拥有超过 450 万客

户。捷克储蓄银行是捷克资本市场领先的证

券交易商之一。它还是 Erste 集团③成员，为

8 个欧盟成员国的 1700 多万客户提供服务。

2021 年初银行总资产约为 1.7 万亿克朗，雇

用员工 9803 名，拥有 429 家分支机构。

捷克商业银行（Komercní Banka，KB）。④

捷克、中欧和东欧的知名银行，提供各种零

售、投资和企业银行产品和服务。此外，还

提供其他专业服务，包括养老基金、节能建

筑、保理、保险和消费贷款。2019 年总资

产约为 1.1 万亿克朗，雇员 7210 人，网点

343 个。

捷克斯洛伐克商业银行（Cesko  Slov-

enska  Obchodni  Banka，ČSOB）。⑤ 成立于

1964年，提供对外贸易融资和自由货币业务。

1999 年成为比利时 KBC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KBC 集团是比利时和中东欧地区领先的金融集

团之一。2020 年底资产约为 1.8 万亿克朗，

雇员 8349 人，共有 212 家分支机构。

捷克出口银行（Česká Exportní Banka，

ČEB）。⑥成立于 1995 年的专业银行机构，是

捷克出口和经济外交的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供与出口有关的金融服务，可以为

所有类型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出口融资。主要

致力于支持向高风险地区（根据经合组织分

类）的出口。

                                          

①  捷克银行业协会 . https://cbaonline.cz.

②  捷克储蓄银行 . https://www.csas.cz.

③  Erste 集团（Erste Group）成立于 1819 年，是奥地利第一家储蓄银行，1997 年上市，将零售业务扩展到中欧和

东欧。现已成为欧盟东部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

④  捷克商业银行 . https://www.kb.cz.

⑤  捷克斯洛伐克商业银行 . https://www.csob.cz.

⑥  捷克出口银行 . https://www.ceb.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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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

捷克的外资银行主要包括：奥合银

行、裕信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捷

克 联 合 信 贷 银 行（UniCredit  Bank  Czech 

Republic）、荷兰银行、德国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通银行、ING 银行等。

表 4-2　捷克主要外资银行联系方式①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1 奥合银行

奥合银行 1993 年在捷克开展业务，目前是捷

克第五大银行，管理资产 1900 亿克朗，拥有

190 家本地营业网点和 17 家企业客户服务中

心，雇用员工近 3000 名。主要为捷进出口商

提供支付交易（跟单信用证）、生产融资以

及进口融资等服务。

地址：Hvězdova 1716/2b,140 78 Praha 4

电话：+420-2-34405222

网址：www.rb.cz

银行代码：5500

2 裕信银行

裕信银行于 2007 年开始在捷克开展业务。主

要开展项目融资，结构化和银团融资，公司

融资和出口融资业务。该银行擅长收购融资，

并且在商业房地产融资方面排名第一。

地址：Želetavská 1525/1, 140 95 Praha 4

电话：+420-9-55911111

传真：+420-2-21112132

网址：www.unicreditbank.cz

银行代码：2700

3 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自 1999 年开始在捷克开展业务，目

前在布拉格、布尔诺、斯特拉瓦、特普利采

等地开设了营业点。主要开展零售银行业务。

地址：Bucharova 2641/14, 158 02 Praha 5

电话：+420-2-33061111

传真：+420-2-33061617

网址：www.citibank.cz

银行代码：2600

4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 1997 年开始在捷克开展业务，现已

成为一家成熟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为企业和

机构客户提供一系列批发银行服务，服务范

围包括企业银行、促进国际贸易的金融服务、

库务服务、现金管理等。

地址：Florentinum, Na Florenci 2116/15, 

　　　110 00 Praha 1

电话：+420-2-25024555

传真：+420-2-25024550

网址：www.hsbc.cz

银行代码：8150

                                          

①  捷克国家银行 . https://apl.cnb.cz.

②  中国银行布拉格分行 . https://www.bankofchina.com.

中资银行

目前，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

交通银行已在捷克设立了分支机构。

中国银行布拉格分行。②成立于2015年。

此前中国银行就已在捷克开展业务，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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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捷克的多家公司提供并购贷款服务。中国

银行布拉格分行主要参与捷克基础建设和科

技研发项目，承销人民币债券，并为两国中

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防范服务。

中国银行布拉格分行

地址　　Na Florenci 2116/15,110 00 Praha 1

电话　　+420-2-25986666

传真　　+420-2-25986699

网址　　https://www.bankofchina.com

银行代码　8250

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①成立于 2017

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推动当地

企业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在基础设施升级、

可再生能源开发、工业园区建设、制造业、物

流和研发等领域提供项目投融资支持，并提供

存款、结算、账户监管等本地化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

地址　　Na Strži 1702/65,140 00 Prague 4

电话　　+420-2-37762888

传真　　+420-2-37762899

网址　　https://www.icbc-cz.com

银行代码　8265

中 国 交 通 银 行 布 拉 格 分 行。②成立于

2019 年，是交通银行在中东欧地区设立的首

家分行。持有商业银行全牌照，在环保、能

源、物流、新材料、食品加工、生物医药、

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工业制造和先进服务业

等行业和领域，为客户提供各类银行服务，

主要包括：各类存款、贷款、国际结算、贸

易融资、外汇兑换、衍生工具买卖、跨境人

民币等服务，同时提供即期、远期和掉期等

外汇买卖服务 , 并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提供利

率、汇率、商品等市场风险的风险管理解决

方案。

中国交通银行布拉格分行

　　　　7th floor, RUSTONKA R2, Rohanske 
地址　　nabrezi 693/10, Prague 8, 186 00, 
　　　　Czech Republic

电话　　+420-2-77279511

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捷克出口银行

签署了《促进中捷企业双向投资银行间合作

协议》。根据该协议，两行拟合作对中捷两

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捷投资及贸易往来

提供融资支持及政策建议。

1.2 证券市场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Prague  Stock  Ex-

                                          

①  中国工商银行布拉格分行 . https://www.icbc-cz.com.

②  中国交通银行布拉格分行 . https://www.bank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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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PSE）成立于 1992 年，是捷克国内

唯一的证券交易所，规模最大，历史悠久。

1993 年 4 月开始进行有价证券交易。PSE 是

一家独立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是 CEESEG 股

份公司，拥有 92.74% 的股权。PSE 实行会员

制，只允许会员入场交易，其他投资者参与

证券交易必须通过证券交易所会员进行。目

前，该交易所共有约 20 个会员。捷克中央银

行和财政部也有权入市交易。布拉格证券交

易所采用 PX50 交易指数，公布 19 种行业指

数，如金融类、电力类、化工类等。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地址
　　Rybná 14，110 05 Praha 1，Czech 

　　　　Republic

电话　　+420-2-21832821

网址　　https://www.pse.cz

RM-SYSTM交易系统

捷克另一个公开证券交易系统是 RM-

SYSTM，它是一个独立场外证券交易机构，通

过 RM-SYSTM 交易系统，投资者不仅可买卖捷

克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还可交易未上市公

司和外国公司股票和债券。

RM-SYSTM 交易系统

地址
　　Millennium Plaza, V Celnici 10 117 

　　　　21 Praha 1

电话　　+224-3-46569570

网址　　https://www.rmsystem.cz

1.3 保险市场

捷克国内保险公司根据央行颁发的许可

证开展业务，根据业务性质分为非人寿保险

公司、混合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除捷克

以外的欧盟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均通过设立在

捷克领土内的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或者在没

有分支机构情况下开展临时业务，但必须通

知捷克央行，且不得超出其注册国已注册的

经营范围。来自非欧盟国家的保险和再保险

公司需经捷克央行批准。从事人寿保险业务

的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为9千万克朗；

从事非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最低注册

资本金为 6.5 千万至 2 亿克朗。注册资本金

只能是现金，且必须在向捷克央行提交申请

前全额支付。

截至 2020 年 12 月，捷克共有保险公司

45 个，其中，国有控股的保险公司 1 个，

捷克公司控股的保险公司 14 个，外国资本

控股的保险公司 13 个，外国保险公司的分

支机构 17 个。①捷克主要的商业保险公司

有 Pojišťovna  VZP、MAXIMA、ERGO、Axa 

Assitance、SLAVIA 保 险 公 司、Uniqa 等。

捷克有 7 家公共医疗保险公司，最大的是

全民医疗保险公司（Všeobecná  zdravotní 

pojišťovna，VZP）。另外，捷克出口担保和

保险公司（EGAP）是官方保险机构，主要侧

重于一般商业保险不予承保的政治和商业风

险，为捷克出口企业提供融资。

                                          

①  捷克财政部 . https://www.mfc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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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捷克财政部 . https://www.mfcr.cz.

②  捷克金融仲裁员办公室 . https://finarbitr.cz.

③  捷克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 . https://www.uoou.cz.

④  捷克金融分析办公室 . https://www.financnianalytickyurad.cz.

全民医疗保险公司VZP

捷克公共健康保险体系的领导者，根据

捷克第 551/1991  Coll 号法令建立，是目前

捷克最大的公共健康保险公司，在全国有 190

个分支机构，拥有近 600 万客户。

全民医疗保险公司 VZP

地址
　　Orlická 2020/4, 130 00 Praha 3-

　　　　Vinohrady, Czech Republic 

网址　　https://www.vzp.cz

电话　　+420-9-52222222

邮箱　　info@vzp.cz

Pojišťovna VZP（PVZP）

PVZP 是 VZP 的子公司，是为外国人而特

设的医保公司，提供商业性的全面医疗保险，

其最基本的医疗保险项目与 VZP 相当。主要

服务于长、短期居留的外国人。

Pojišťovna VZP

地址
　　KeŠtvanici656/3, Karlín, 186 00 

　　　　Praha 8, Česká republika 

网址　　www.pvzp.cz

电话　　+420-2-33006201

传真　　+420-2-33006300

邮箱　　sekretariat@pvzp.cz

1.4 金融监管机构

捷克国家银行

根据《中央银行法》《资本市场监管法》

及相关法律，捷克国家银行是捷克金融市场

与金融服务的主要监管机构，监管银行业

（银行、信贷机构）、资本市场（投资公司

和投资基金）、保险业、养老基金、信用合

作社、支付系统机构和货币兑换处，保证金

融市场安全和平稳发展。捷克国家银行在最

低资本金标准、资本充足率、多数敞口限额

和银行牌照管理方面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

采纳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并运用这些原则

实行公开披露制度，提高监管能力。详见本

篇 1.1。

捷克国家银行

地址
　　Ústředí ČNBNa Příkopě 864/28

　　　　115 03 Praha 1 

电话　　+420-2-24411111

网址　　https://www.cnb.cz

除了捷克国家银行主要实行监管职能之

外，捷克财政部①（Ministry of Finance）、

金融仲裁员办公室②（Office of the Financial 

Arbitrator）、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③（Office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和金融分析

办公室④（Financial  Analytical  Office）



  6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捷克（2021）

出台的指导方针和决策等也会影响金融服务

和金融企业。此外，欧洲银行管理局（EBA）、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及欧洲保险

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在欧盟国家的

金融监管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些欧盟机

构对捷克金融监管框架具有巨大影响。

1.5 外汇相关规定 

结算规定

捷克法定货币为克朗，可与美元、欧元、

英镑等货币自由兑换。目前，人民币与克朗

不可直接结算。

外汇管理规定

捷克财政部和捷克国家银行是捷克的外

汇管理部门。其中，财政部负责各部委和其

他行政机关、市政当局、预算机构、国家基

金等的外汇监管，余下由捷克国家银行负责

监管。捷克财政部和捷克国家银行可采取相

应措施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主要法规

有《外汇业务法（2013）》和《捷克国家银

行法（2003）》。

外汇管理政策①包括：

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对于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的外汇资金使用、

划转均无限制。

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直接投

资方面，航空公司需由欧盟国家或其公民拥

有并有效控制，通过欧盟签订国际协议除外。

在一般情况下，外商不得投资彩票业等相关

项目；只有国内银行才能在境内发行抵押贷

款债券。

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方面，居民进行境

外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受到一定限制。一是

养老金公司进行资产投资时，认购非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市场交易的转型基金份

额不得超过 5%。二是养老金公司购买未经

监管市场和捷克国家银行认定的多边市场的

基金股票、养老金型股票或其他证券时，最

高持有 5%。三是若这些资产超过捷克法律

规定的准备金比例，需由保险公司购买欧盟

发行的其他证券。四是若这些资产占准备

金的 10% 以上，由保险公司购买的证券不

可在受监管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市场上

交易。

信贷业务方面，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贷款

有以下限制：一是境内私人养老基金一般不

能对外发放贷款，除非借款人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的政府或央行；二是境内保险

公司向来自欧盟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若贷款

资金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的 10%，需由欧

盟国家的央行、银行等机构提供担保；三是

若贷款资金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的 5%，

境内保险公司对与其签有保险合同的境外借

款人发放贷款受到限制。

房地产方面，养老基金公司在境外投资

房地产金额超过其总资产 10% 时，将受到管

制。养老金公司不得在其所参与的基金、养

                                          

①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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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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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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金基金中投资房地产。保险公司不得投资

欧盟以外的房地产。

汇率制度

2017 年 4 月，捷克取消欧元兑克朗汇

率不得低于 27 克朗 / 欧元的规定，汇率制

度由稳定转向浮动制。捷克国家银行在对银

行间外汇市场货币流动进行监测的基础上确

定官方汇率，每天公布 32 种货币对克朗的

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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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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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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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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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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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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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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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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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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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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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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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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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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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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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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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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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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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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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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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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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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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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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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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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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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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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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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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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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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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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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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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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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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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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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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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捷融资

捷克完全遵守欧盟关于自由贸易和资本

自由流动的主要原则。因此，外国投资者可

以通过股本出资或公司间贷款进行融资，捷

克对于外国公司通过支付股息或偿还公司间

贷款而从其投资中汇回利润方面，几乎没有

任何限制或行政要求。该国的法律法规还允

许投资者通过各种类型的本地和跨境机构进

行流动性管理，平衡现金池，有效地管理集

团内部资金。

银行融资

捷克银行业安全性强、流动性好，平均

贷款 / 存款率为 70%，资本充足且资产质量

高，可以为外国企业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

各类融资产品，包括：普通的原始融资（投

资贷款，营运资金融资，透支），贸易、出

口和基于资产的金融（买方信贷，保理，福

费廷，结构性贸易金融，房地产融资，租赁），

结构化金融（俱乐部和银团贷款，收购和杠

杆融资，项目融资）等。此外，捷克具有高

效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债

务融资和股票市场进行融资。企业还可以申

请使用欧盟基金等。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 年捷克存款利

率为 0.39%，贷款利率为 3.69%。根据捷克国

家银行披露的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捷克

商业银行给与非金融类公司在不同贷款金额

下的 1~5 年期贷款利率见表 4-3，家庭贷款在

不同贷款金额下的 1~5 年期利率见表 4-4。

表 4-3　2020 年第一季度捷克商业银行贷款

平均利率—非金融类公司贷款①

单位：%

750 万
克朗以下

750~3000 万
克朗

3000 万
克朗以上

1 年及以下 4.65 3.5 3.08

1~5 年 4.17 3.59 3.38

5 年以上 4.34 3.15 3.39

表 4-4　2020 年第一季度捷克商业银行贷款

平均利率—家庭贷款
单位：%

购房贷款 消费贷款 其他贷款

1 年及以下 3 9.74 4.88

1~5 年 2.64 7.55 3.61

5~10 年 2.44 8.21 4.59

10 年以上 2.77 8.21 4.59

上市融资

企业可以选择在布拉格证券交易所②进行

上市融资。在捷克上市主要分为筹备、评估

和配售 3 个阶段，一般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

况下需要 6个月时间，具体程序包括：

（1）筹备阶段。拟定上市企业应为股份

制公司，执行国际会计准则和综合预算规划，

提供企业前期市场准备情况与市场吸引力分

析报告。在具体操作层面，可寻求管理顾问、

                                          

①  捷克国家银行 . https://www.cnb.cz.

②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pse.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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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pse.cz.

②  欧盟结构和投资基金 . https://ec.europa.eu.

律师和投资银行支持，并根据公司的具体情

况制订股票发行方法。

（2）评估阶段。选择投资银行，并起

草股票发行概念与发行策略文件；执行尽职

调查（包括对公司的经济、法律、税收和财

务状况的评估，以及对其市场、竞争对手和

发展前景的分析）；起草上市招股说明书，

制订宣传策略和开展宣传活动，以吸引投资

者。其中，尽职调查与起草上市招股说明书

是重点工作。准备好后向布拉格证券交易所

递交申请书及招股说明书。上市交易委员会

（Listing  Exchange  Committee）将在收到

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策。

（3）配售阶段。邀请个人、机构投资者

对股票进行配售评估、投资者培训、询价圈

购与路演等。在首次公开发行之后，布拉格

证券交易所会继续为发行人提供信息与宣讲

机会等。

发行债券①

在捷克，可由拟发行人向布拉格证券

交易所申请发行债券的市场准入，并提交

申请书及发债说明书等文件。债券发行整体

计划获批后，各部分债券发行安排无须再

执行单独的准入程序。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在提交申请后 10 个工

作日内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市场。

欧盟赠款（European Grants）②

欧盟经济和社会凝聚政策（ESC）是欧洲

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旨在促进经济活动可持

续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促进欧盟内各国环

境的保护和改善，促进跨国、跨区域合作等。

因此，通过社区计划和结构性资金两个渠道，

欧盟赠款为欧盟各国的企业提供资金。

社区计划（Community  Programmes）直

接由欧盟预算资助，2014—2020年预算期间，

欧盟支持捷克中小企业实施以下赠款计划：

研发和创新、环境、商业、文化、健康等。

结构性基金主要用于减少欧盟成员

之间经济差异的负面影响，捷克国内实施

的结构性基金主要包括欧盟区域发展基金

（ERDF）、欧洲社会基金（ESF）、欧盟团

结基金（EUSF）、欧洲农业指导和担保基金

（EAGGF—指南部分）、渔业指导金融工

具（FIG）、欧洲全球化调整基金（EGF）。

捷克采用上述结构基金实施部分全国运营方

案、跨境合作项目以及开展国际和区域间合

作项目，由捷克地方发展部负责从欧盟基金

中提取和分配财政资源。这些项目大部分采

用“追溯投资”原则，即企业必须提前从其

他机构（银行、政府项目、商业天使或风险

资本基金）获得项目所需财务资源，实际成

本和费用在项目完成并结项时，由结构基金

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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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融资

2004 年捷克批准采用 PPP（PPP Policy）

模式融资，PPP 项目主要受以下法律规制：第

139/2006 号《特许经营法》、第 137/2006 号

《公共采购法》。

捷克 PPP 模式主要适用于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行政建筑或住宅开发、国防、公用事

业、教育或医疗服务项目。然而，由于缺乏

持续的政治支持，到目前为止，捷克尚未实

施大规模的 PPP 项目。PPP 项目可在市政层面

和国家层面上实施。捷政府青睐于利用欧盟

基金，而市政层面对 PPP 模式的需求较强，

截至目前已有多个成功案例。2021 年 6 月捷

克第一个采用 PPP 模式建设的公路项目 -D4

高速公路 Pribram 至 Pisek 路段开工建设。

该路段长 32 公里，计划 2024 年底前建成，

总投资 178 亿克朗（约合 8.3 亿美元），

2018 年法国万喜集团和 Meridiam 投资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中标该项目。

外国投资者可通过由其完全控股的当地

法人实体（SPV）或分支机构参与 PPP 项目的

招标。在捷克，通常以债务和股权相结合的

形式为 PPP 项目融资，也可通过夹层融资或

债券发行。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当地银行、国

际银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多边融资机构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国际

金融公司等）。

在捷实行 PPP 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有 3

个：捷克实施 PPP 项目的实践经验不充分；

政治风险（政府更迭）；施工风险，主要是

许可证问题导致的延期。中国投资者如果进

入捷克开展 PPP 合作，可优先与当地合作伙

伴展开合作、创建合资企业或收购当地施工

公司。①

政策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捷克出口银行签署了

《促进中捷企业双向投资银行间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两行拟合作对中捷两国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及中捷投资及贸易往来提供融资支

持及政策建议。

2017 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东欧金

融机构共同发起“中国—中东欧银联体”，

共有包括捷克出口银行在内的 14 家成员行。

各成员行按照“自主经营、独立决策、风险

自担”的原则，开展项目融资、同业授信、

规划咨询、培训交流、高层对话、政策沟通、

信息共享等领域合作，并配合开展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机制项下其他相关工作。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将在 5 年内向银联体成员行提

供总额度为 20 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

款，用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其他银联体成

员行和未来观察员行开展同业合作，共同支

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企业参与中东欧国家在

基础设施、电力、电信、园区、农业、高新

科技等领域项目投资建设。

                                          

①  中国工程建设网 . https://chinace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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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来源信息渠道

捷克国家投资局①提供捷克政府公共援助

的相关信息，详细划分了商业，创新、人力

资源和就业，研发3个领域，提供有关资金、

贷款和担保以及税收优惠的信息。捷克共和

国商会代表地方和区域商会，提供部分税收

减免或激励措施的信息。商业信息网站②由工

贸部下设的 CzechTrade 运营，提供商业及融

资类的信息。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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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①  捷克国家投资局 . https://www.czechinvest.org.

②  捷克商业信息网站 . https://www.businessinfo.cz.

③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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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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733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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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

部门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

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

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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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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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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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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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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5）。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8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捷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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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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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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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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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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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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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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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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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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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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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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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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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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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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 http://www.china-ce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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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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69-89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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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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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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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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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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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中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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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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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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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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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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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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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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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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捷克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捷克劳工法规非常齐全，共 44 项，①主

要包括《劳动法》（第 262/2006 号）《劳动

监察法》（第 251/2005 号）《收入所得税法》

（第 246/2017SB 号法案）《反歧视法》（第

198/2009 号）《工作安全与健康法》（第 309/ 

2006号）《带薪休假法》（第245/2000号）《集

体谈判法》（第2/1991号）《最低工资法》（第

567/2006 号）等，对雇佣签约、工作时间、

休假、合同终止、工作环境保障、最低工资

等方面的内容作出详细规定。捷克的劳工主

管部门为劳动和社会事务部（https://www.

mpsv.cz）。

劳动合同类型②

就业合同。捷克《劳动法》规定，如雇

佣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同意实行试用期，

那么在合同签订后，试用期最多不得超过 3

个月，管理职位试用期可长达 6 个月。根据

期限长短，劳动合同可分为定期合同和无限

期合同。定期合同最长可签订 3 年，且只可

以更新两次（特殊情况除外）。

雇主也可以委托职业介绍所处理劳动合

同。职业介绍所提供人力资源合同，雇主不

需与雇员直接签订劳工合同。该种方式略贵，

但为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更多弹性。

就 业 协 议。包括两种：工作绩效协议

（DPP）和雇佣协议（DPČ）。工作绩效协议

类似包工协议，每年最多工作 300 小时，不

含假期，且自行缴纳医疗保险。凭该协议，

无法获得员工卡、蓝卡或工作许可证。根据

雇佣协议，一年内每周最多工作 20 小时，无

权请假，解雇后不会获得遣散费。

工作时间

根据捷克第 262/2006 号《劳动法》第

79（1）条，③就业合同要求每周基本工作时

间为 40 小时；从事采矿工作、三班制工作或

连续不间断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

37.5 小时；从事两班制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

最多不超过 38.75 小时；在所有劳动法律关

系中，18 岁以下从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最多

不超过 40 小时（每日最多 8小时）。

在实际操作上，雇主倾向于推行弹性工

时表，让员工有更选择来安排他们自己的工

作时间，作为重要的鼓励因素。弹性工时一

般为弹性工作日、工作周或最多 26 周的自行

调配时期。

雇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要求加班。

加班不得连续超过 26 周，在此期间内的加班

总时长每周平均不得超过 8 小时（全年不得

                                          

①  捷克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 https://ppropo.mpsv.cz.

②  捷克劳动局 . http://www.pracevceskerepublice.cz.

③  捷克劳工局 . https://ppropo.mps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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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0 小时）。只有经过劳资双方共同协

议才能延长至最多可连续 52 周加班；若超过

此限，雇主须经过员工同意才能进一步要求

加班。平时及法定假日加班费分别按平均薪

资的 1.25~2 倍核算。

休假制度

就业合同中每个日历年的带薪假期至少

4 周。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雇主有义务让轮

班制的员工从每班结束到下一班开始前，在

接下来的 24 小时内至少连续休息 12 小时。

18 岁以上员工的休息时间可减少到 24 小时内

最少连续休息8小时。连续作业（non-stop）

的工作或工作时间安排不平均的操作工作或

超时工作，其休息时间可依前次休息不足的

部分延长。

雇主安排工作表时，应考虑到让员工一

周有最少 35 小时不受打扰的休息时间（18 岁

以下员工每周至少休息 48 小时）。18 岁以上

员工的休息时间可减少到每周休息至少 24 小

时。然而，其下次休息时必须补回前次被缩

减的休息时间。

最低工资

2018 年捷克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12200

克朗（约合 561 美元），2018 年捷克全行业

的月平均工资约为 1467 美元。2018 年 1 月 1

日起，最低健康保险费用提升到 1647 克朗。

对于蓝卡持有人，月工资不得低于劳动和

社会事务部宣布的捷克年平均工资总额的

1.5 倍。

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可因如下因素终止：①（1）双方

同意（劳动合同可结束于双方同意的日期）；

（2）聘雇合约到期（适用于固定期限合同）；

（3）试用期间内终止；（4）合约终止通知；

（5）立即终止。与外国人达成的雇佣关系可

以通过工作到期或居留许可到期终止。

如果采取通知的方式终止合同，通知期

应为 2 个月（除非另行约定）。雇员发出通

知时可以不陈述理由，但如果由雇主发出通

知，则必须详述《劳动法》中列举出的某项

原因，如：雇主被清算或终止营业；雇主迁

址；雇主组织结构发生变动后，该员工被裁

员；员工健康条件不足以完成工作；员工严

重违反义务；员工未能满足工作表现的先决

条件或其工作表现不佳。如果是由于前 3 个

原因终止合同，雇主应支付员工最多 3 个月

的遣散费。如果是由于员工职业疾病或是工

作事故导致的健康问题，遣散费用为该员工

月薪的 12 倍。

如果雇主由于前 3 个原因在 30 个日历天

内与特定数量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则属于

大规模裁员，应向劳动局（Labor  Office）

和工会进行通报。

如果采用试用期内终止的方式解除劳动

合同，双方均无需说明原因。

外地人在捷克工作规定

欧盟、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

及其家庭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捷克劳动力市场，

并可以从事常规工作门户网站上发布的任何

                                          

①  捷克《劳动法》. https://www.mps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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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可以在捷克劳动局数据库中选择职

位空缺，并不需持有任何特殊工作许可证。

此外，欧盟公民可以使用欧洲就业服务局

（EURES）的职位空缺数据库申请捷克的工作。

根据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有超

过 45 万的外国劳工在捷克合法就业，其中，

多数来自斯洛伐克、乌克兰、越南、波兰及

俄罗斯。此外，也有少量来自西欧、北美等

发达国家的外籍就业者，一般都拥有较高技

能和职业资格，主要从事管理、IT 技术等

工作。

非欧盟国家公民如要在捷克境内工作，需

申请居留许可及工作许可。外籍员工必须依捷

克劳工法按时依规定缴付社保费及健保费。

社会保险

捷克社会保险金、疾病保险金和失业保

险金是强制性缴纳。退休人员、休产假者、

失业者、军人和社会救济人员的医疗保险金

由政府负担。在捷克经营或就业的外国人在

捷克停留超过一定时间也必须缴纳上述 3 种

保险金，缴纳的比例见表 5-4。

                                          

①  捷克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 https://ppropo.mpsv.cz.

表 5-4　捷克主要保险金缴纳比例①

缴费者 缴纳基数 养老金 疾病保险金 失业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 合计

雇主 雇员工资 21.5% 2.3% 1.2% 9.0% 34.0%

雇员 工资 6.5% 0.0% 0.0% 4.5% 11.0%

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会计制度

捷克《会计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赋予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

选择权，既可以按照捷克标准编制又可以按

IAS 编制，而此前捷克企业若按照 IAS 编制合

并报表同时还要按照捷克会计标准编制；

（2）引入“公允价值会计”，概念和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

（3）允许会计档案的电子文本形式和电

子数据的传输；

（4）加大了对违反会计标准的惩罚力度。

税务  

捷克税务体系已基本同欧盟发达国家税

务体系接轨，相关法律健全，透明统一，税

负较低。捷克实行属地税制与属人税制相结

合的税收制度。捷克税收管理法规定，税收

应用于国家预算、地方预算以及国家基金。

捷克的税务调整较为频繁。

税务管理机构。捷克财政部负责税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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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宏观指导，负责制定税收宏观管理方针

及发展方向，以及进行国际税务交流与合作。

财政部针对税务板块分设 7 个部门，分别为

所得税部、消费税部、财务分析部、税收政

策合作及战略管理部、财产道路税及估值部、

税法部和行政业务部。

纳税流程。捷克的纳税期通常按日历年

计算，也允许按财年计算，但必须事先向主

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并征得同意。企业和个

人纳税人必须在法定报税最后期限之前向当

地主管税务局提交年度报税表，缴清当期应

缴税款。如未按期报税或报税不实，税务机

关将进行罚款处理（最低 500 克朗，最高 30

万克朗）。年度报税的最后期限一般为次年 3

月 31 日。捷克对各税种单独征税，不实行合

并报税。各类纳税申报表以及填表说明下载

地址见表 5-5，注意填表时采用捷克当年最新

版的表格。部分表格既有下载 PDF 格式，又

有在线互动表格形式可供选择。

表 5-5　各类纳税表格以及申报表下载地址①

类别 申报表及填表说明下载网址

个人所得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personal-income-tax

公司所得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corporate-income-tax

增值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value-added-tax

房地产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real-estate-tax

房地产转让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real-estate-transfer-tax

赠与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gift-tax

道路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road-tax

遗产税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en/tax-forms/forms-and-information/inheritance-tax

                                          

①  捷克金融管理局（Finanční správa）. https://www.financnisprava.cz.

②  捷克财政部 . https://www.mfcr.cz.

纳税期限。纳税申报表应报送当日起或

税款应缴纳日起 3 年内，税务机关可能会对

纳税人的某税务事项开展评估工作。在特定

情况下，纳税评估期限可能会延长一年（如，

过去 12 个月内进行了补充申报），此外，从

开始税务审计之日起，3 年的时效期限又重新

开始计算。

税务稽查。在税务审计或稽查开始前，

税务机关必须通知纳税人本次审计范围及目

的，该步骤也被视为审计或稽查工作的开始。

税务审计过程中，税务机关人员有权利审阅

企业全部发票、合同及其他会计凭证。

逃税惩罚。②捷克财政部主要事项之一就

是改善税收征管，重点是有效解决增值税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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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问题。增值税领域同样受到欧盟法律的严

格监管。欧盟增值税逃税率很高，轮番欺诈

是其中最主要的逃税行为，目前将采取反向

收费的方法来防止轮番欺诈。2018 年欧盟经

济财政理事会就一揽子全面反向收费的提议

达成共识。

增值税申报时有误报或补报，外国公司

可能会受到处罚。逾期提交或未注册增值税

将根据可能的收入损失来计算罚款，最高罚

款为 30 万克朗。少报、不申报将导致附加税

负 20% 的罚款。此外，逾期缴纳增值税，需

要按照国家银行设定的回购利率 +14% 收取利

息，利息只收取 5年。

亚马逊采取临时性措施提醒卖家进行波兰、捷克的税务合规。2021 年初，继英、

德、法、意、西之后，捷克和波兰被亚马逊平台群发通知，要求进行增值税合规。由

于波兰和捷克暂时没有独立销售站点，卖家都是通过德国站点购买产品。亚马逊“中

欧计划”（SCC）中设有波兰和捷克仓储，中欧计划即同意将德国 FBA 的库存储存于亚

马逊捷克 FBA 仓，加入该计划可以任意使用德国、波兰和捷克的亚马逊仓库，且存放

在捷克、波兰仓库的产品比存放在德国仓库的产品发到德国的客户物流配送费用要优

惠 0.45 英镑。根据欧洲税法的规定，只要在欧洲当地有仓储，就必须注册当地的增值

税（VAT）账号。如在创建亚马逊物流（Fulfillment by Amazon，FBA）计划的时候不

能马上创建成功，卖家会接收到上传波兰 / 捷克税号的提醒。亚马逊引导卖家主动合

规，合规化经营平台才是长远之计。

案例 1

捷克的远程销售门槛是 114 万捷克克朗，如果超过该远程销售门槛就必须要申请

捷克 VAT，如果企业从事的是远程销售，申请捷克 VAT 的好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亚马逊

中欧计划（CSS）。另一方面，欧洲税务合规是必然趋势，捷克税务制度的调整较为频

繁，虽然捷克没有明确一定要税务代理，但是建议寻找合规的税务代理来代为处理捷克

的注册申报事务，当捷克税务局发现卖家的账号存在税务问题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联系税

务代理进行协调。除此以外，一旦卖家进入了增值税申报期，税务代理会提前告知卖

家，提醒准备好相关申报材料，有效地避免了因为申报延误或者漏申报所引起的税务

问题。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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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知识产权保护

主管部门

捷克工业产权局（Úřad  průmyslového 

vlastnictví）①是工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管

理部门，负责专利权、商标权以及所有涉及

技术创造和工业产权等的保护。此外，文化

部、内务部、司法部、农业部等均设有负责

国内市场工业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处理侵权行

为的部门。

法律体系

捷克通过立法保护各种类型的知识产

权，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半导体芯片版

图布局等。主要包括以下法律法规：《版权

法》《专利法》《工业产权标准法》《商标法》

《工业产权执行法》《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

志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发明及其

合理化建议法》《生物发明法》《动植物新品

种保护法》《实用新型保护法》《工业设计保

护法》《半导体测量法》《集成电路设计保

护法》《网络犯罪公约补充协定：关于通过

计算机系统实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性行为

的犯罪化》《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

约》等。

捷克“知识产权贸易条约”涉及的所有

项目均受保护，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动保护，

如著作权；二是注册保护，如商标、设计等。

捷克国内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有权向工业产

权局申请专利或其他工业知识产权保护，境

外法人或自然人须通过境内商标或专利注册

代理人向工业产权局申请商标或专利注册。

相关条约

捷克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和欧洲专利组织

（EPO）的成员国，履行在工业产权保护方面

的成员国义务，并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及区

域关于工业产权保护问题的相关事务。签订

了《伯尼尔公约》《巴黎公约》《世界版权公

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欧洲专

利公约》《尼斯协定》等知识产权保护多边

协议。

处罚规定

捷克法律规定，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规定

的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在版权方面，2006

年修订的《捷克民事诉讼法》使调查申请和

执行更准确、方便，使盗版的确认及挽回权

利人损失变得更加容易。

专利

捷克的专利授予对象是具有新颖性、涉

及创造性步骤且易于转化为工业应用的发明。

新的产品和技术、化学物质、制药、工业用

途的微生物、生物技术及其产品都可以申请

专利；然而，发现、科学理论、计算机程序、

植物或动物品种以及适用于人体和动物的医

                                          

①  捷克工业产权局 . https://upv.go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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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等均不得申请专利。①

捷克工业产权局负责专利审查流程。申

请人须向工业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申请中

必须包含对发明的描述和专利权利要求书，

必要时也可添加相关描述性的图样。提交申

请表后，工业产权局会对其进行预先审查，

以避免不能取得专利、缺乏整体性或者包含

不能公开信息的情况。经过审核，工业产权

局会在优先权日 18 个月后于公报中公开申请

表和相关信息。随后，申请者需提出实质性

审查申请，工业产权局将会依此对专利展开

审查。只有通过本次审查并符合所有专利要

件的发明，才会被授予专利。

发明专利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 20 年，在

此期间专利权人对专利具有独占权，有权禁

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专利权人可以通过许

可协议授权他人使用，也可以出卖转让其专

利。专利侵权可诉求法院处理。

                                          

①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网络版）. https://www.chinaipmagazine.com.

图 5-1　捷克专利申请流程

捷克共和国在工业和制造业上有着悠久

历史，专利保护是促进其创新的重要因素，

一直备受重视。近年来，捷克政府致力于加

强国际合作，简化专利申请流程，强化专利

保护，并取得如下成果。

（1）在欧洲申请的专利在捷克也具有法

律效力，由欧洲专利局授予的专利与捷克国

内的专利具有相同的效力，但该专利权人须

在法定期间向捷克工业产权局提交一份专利

说明书的捷克语译文，否则该专利在捷克将

被视为自始无效。此外，专利权人还需支付

一定的费用，来维持这一专利。

（2）捷克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的专利审

查高速路（PPH）试点项目，这一项目可以促

进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加速专利审查程序。

捷克工业产权局同美国、芬兰和日本相关方

签订协议并开展这一项目。协议生效日期分

别为 2012 年 10 月 1 日、2013 年 11 月 1 日以

及 2015 年 4 月 1 日。

（3）捷克工业产权局同外国相关机构签

订的双边协议，为进一步发展重质量、高效

率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产权保护体系，捷

克工业产权局与以下国家达成了双边协议：

克罗地亚（2011年10月26日）、奥地利（2011

年 10 月 26 日）、斯洛伐克（2011 年 10 月

26 日）、匈牙利（2011 年 12 月 14 日）、波

兰（2011 年 12 月 14 日）、芬兰（2012 年 5

月 31 日）以及西班牙（2012 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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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统一专利制度在捷克成为越来越

热门的话题。统一专利可降低创意保护成本，

提升获得专利概率，对欧洲小型企业作用尤

为突出。

商标

2004 年捷克颁布了《商标法》（第

441/2003 号法案），并在 2019 年进行了第一

次重大修正（第 286/2018 号法案），作为捷

克境内现行的商标法律。该法使捷克与欧洲

的商标指令和法规相协调，并使捷克商标系

统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系统保持一致。根据该

法，不仅可以申请捷克商标，还可以在捷克

境内根据《马德里协定》、WIPO 相关规定以

及欧盟知识产权局等相关协议，注册国际商

标。外国人除非在捷克开办公司或拥有永久

住所，否则必须通过捷克律师协会或捷克专

利代理人商会正式会员提交商标注册申请。

商标注册申请必须以捷克文提交。

审查程序。捷克工业产权局负责商标审

查程序，以检查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否包含法

定要件或不适于注册为商标的因素。工业产

权局所运行的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商标审查

和搜索系统，使用系统随机产生的数据为判

定标准。

保护期限。一旦注册成功，商标所有人

就取得了商标专有使用权。注册商标的保护

期是 10 年，所有人申请并缴纳了续展费后，

可进行商标续展，续展期同样为 10 年，续展

次数没有限制。

保护类型。在捷克，以下商标受到保护：

（1）国内商标：在工业产权局注册的

商标；

（2）国际商标：根据《商标国际注册马

德里协议》及其《议定书》在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的国际局所设登记处注册的商标；

（3）欧盟商标：根据《欧盟理事会共同

体商标条例》，在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所设

登记处注册的商标；

（4）驰名商标：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第 16 条相关规定，在捷克境内的驰名商标。

图 5-2　捷克商标申请流程

商标转让。根据新《民法典》规定的原

则，在捷克工业产权局的公共登记簿上进行

商标转让登记即生效。任何一方都可以在登

记簿中申请转让，并且必须提交转让文书或

其摘要或其他证明商标所有人变更的文件作

为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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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在捷克，著作权和邻接权主要受《著作

权法》（第 121/2000 号法案）及其《修正案》

（第 50/2019 号法案）保护。①著作权的对象

是凝结了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以一定可感知

方式（包括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学、艺

术、科学作品。因此，作品的主题、当日新

闻以及其他缺乏创造性劳动的事实都不享有

著作权法的保护。

作品一旦完成就享有著作权，不以是否

正式注册为前提。著作权标记与作品是否享

有著作权无法律关联，仅起到信息告知的作

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著作权保护中也

发挥着作用。

从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捷克政府将文

学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从50年提高到70年，

同时还加强了捷克海关和商检部没收假冒产

品的权力。

捷克《民法典》经过 2020 年的修订，对

单方调查的申请和执行更加准确、清晰、方

便。经过本次修订，使盗版的确认以及权利

人损失的挽回更加容易。2019 年捷克对《版

权法》进行修订（第 50/2019 号法案），进

一步加强对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

侵权行为②

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捷克法律并不要

求当事人事先进行协商或仲裁，而是推荐先

进行庭外和解。布拉格市法院（属于捷克司

法体系中的中级法院）为专辖工业产权案件

的一审法院；由一位审判长和两位审判员组

成专门合议庭审理。上诉由布拉格高级法院

的 3 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工业产权确

权诉讼可以在侵权诉讼中提起，也可以另行

提起。

民事程序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191/2020 号法案）执行，该法指定了民事诉

讼的基本程序，为权利人和正当利益方提供

公平合理的保护。民事诉讼的救济主要包括

禁令和损害赔偿。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时，

法院可以采取临时措施（禁令、保全等）以

防止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及其后果扩大。依

据《民事诉讼法》第 75 条 b，原告可以交纳

5 万克朗的担保金申请法院办理临时禁令；在

商事案件中（如专利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需交纳 10 万克朗，如果原告最终胜诉，这笔

担保金可计入损失获得赔偿。

实践中，工业产权案件的原告举证困难，

损害赔偿额可根据一般情况下的工业产权许

可费用计算，如果是恶意侵权，法院可判决

双倍许可费的赔偿额。在布拉格市法院的知

识产权侵权民事诉讼一审一般持续 1~2 年，

平均诉讼费用大约 3500 欧元。在布拉格高级

法院二审一般在 1~1.5 年，极少情况下，二

审终结后可向捷克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通常

被驳回。

此外，捷克的各工业产权法中包含与欧

盟相关法律规定与规范相结合的法律救济措

施，全面保障工业产权的实施。因此，可以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https://wipolex.wipo.int.

②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 http://freereport.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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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法律获得保护的除了权利人，还包括根

据特定法律条例被授权使用权利的人，特别

是被许可人、被原属国正式认可的从事权利

保护的有权代表工业产权人的专业组织。原

则上，被许可人只能经权利人同意实施权利，

但当权利人未能开始侵权或危及权利的诉讼，

或自收到被许可人侵权或危及权利的通知一

个月内未要求启动权利保护救济的，被授权

人可就第三人以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利益为目

的，制造、持有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侵权行

为，以及参与制作、加工、保管、运输商品

或给予服务等帮助侵权的行为主张权利救济。

捷克刑事诉讼依据《刑事诉讼法》、《刑

法典》和相关法律，处罚、处理假冒商标或

产品原产地名称，处理侵犯专利权、工业品

外观设计、实用新型、集成电路、地理标志、

著作权等案件。以商标为例，捷克刑事救济

方法包括有期徒刑和 / 或罚金、没收财产。

另外《刑法典》规定了滥用有关商业信息的

救济方法，禁止未经授权使用通过雇佣或供

职获取未公开信息且该信息披露实质上影响

了商事关系或决策的行为。

1994 年捷克商务调查局协助国家警察总

署，提供知识产权侵权举报处理和案件移交

等政府服务。此外还与各个有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职能的部门合作，如工业产权局、财政

部、海关总署、工商总署、文化部、农业食

品监察局等。

捷克获取知识产权法律机构相关情况的组织信息：

（1）捷克专利律师协会

地址：602 00 Brno，Gorkého12

网址：www.patzastupci.cz

电话：+420-5-41248246

传真：+420-5-41219469

邮箱：kpz@patentovizastupci.cz

（2）捷克律师协会

地址：Kleinův palác Nám. Svobody 84/15 602 00 Brno

网址：https://www.cak.cz

电话：+420-5-13030111

传真：+420-2-24932989

邮箱：brno@cak.cz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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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联手出击，世界最大的网络盗版组织之一遭重创。2020 年 8 月，美国联合全

球 18 个国家的相应机构摧毁了一个主要从事电影盗版和非法数字内容托管工作的侵犯

版权的犯罪网络——Sparks 组织。位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 60 台服务器被关停，主要

嫌疑人被逮捕。

Sparks 组织先获取未发布内容的DVD和蓝光光盘，再破坏光盘上的版权保护机制，

最后复制并将内容公开上传到网络服务器上。从 2016 年 9 月起开展的调查发现，该盗

版组织已成功复制和传播数百部尚未正式发布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几乎包括美国大型

电影制作公司的每一部电影，导致电影制作公司损失数千万美元。

捷克、丹麦、法国、德国、拉脱维亚、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韩国、

西班牙、瑞典、瑞士、加拿大、英国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及时关停了 Sparks 在本

土的服务器。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和欧洲检察官组织（Eurojust）负责协调上述

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参与行动，促进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交流信息，制定联合战略。

案例 2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捷克注重数据和隐私保护，相关法律体

系较为完善，主管部门为捷克个人数据保护

办公室。①捷克现行的数据保护法为欧盟成员

共同遵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及捷克《个人数据处理法》（第 110/2019 号

法案）、捷克《民法典》等。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自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在所有欧盟成员国正式生效。该条

例强化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明确了公民

获取、修改、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该条例

的适用范围极为广泛，任何收集、传输、保

留或处理涉及欧盟所有成员国内的个人信息

的机构组织，不论是否设在欧盟境内，均受

该条例的约束。

捷克《个人数据处理法》

2019 年 3 月，捷克颁布了新版《个人数

据处理法》，作为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的补充。该法规定了个人数据处理中的

权利和义务，满足个人的隐私保护权。该法

规定：应以公平、合法及透明的方式处理个

人数据；仅在特定、合法、明确规定的目的

                                          

①  捷克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 . https://www.uoou.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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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收集个人数据；仅在为实现指定目的

所需的范围内处理个人数据；个人数据仅在

严格必要的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保存；保护

个人数据，防止未经授权的非法处理、滥用、

破坏、丢失或损坏。

不合规处罚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数据处理

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两个等级的处罚标准。

（1）第一等级针对程度较轻的违规数据

处理行为，如数据控制者与处理者没有尽到

相应数据保护义务、没有对数据保护认证组

织履行义务、没有对监管部门履行义务，最

高可处以 1000 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额

2% 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2）第二等级针对严重违法的数据处理

行为，如数字经济企业违反数据处理的基本

原则与条件、侵犯数据主体的权利、不符合

条件将个人数据传输给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最高可处以 2000 万欧元或上一财年全球营业

额 4% 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捷克法律规定，自然人、法人或是经营

某项商务的自然人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披

露个人数据的禁令，则可处以最高达 100 万

克朗的罚款；如果通过新闻、电影、广播、

电视、公共计算机网络或是其他类似方式

造成的违法后果，最多处以 500 万克朗的

罚款。

T-mobile（捷克）雇员收集并意图出售客户个人信息受到惩罚。2016 年 6 月捷

克发生一起数据泄露事件，T-Mobile 的一名员工在 T-Mobile（捷克）窃取了超过 150

万的客户记录，其中包含客户参与促销活动时候的登记信息（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等

私人信息），并尝试出售给第三方买家。捷克警方迅速介入调查，并在媒体上对其违

规行为进行了披露。T-mobile 在事件发生后解雇了该员工。

案例 3

T-mobile（捷克）雇员收集并出售客户的个人信息，违反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以及捷克《个人数据处理法》相关规定，险些对当地居民隐私权产生不利影响，也

损害了其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形象。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严格

的数据管理法规，违反该条例的个人或企业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国企业因向海外尤其是欧盟国家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收集、处理信息时，应遵

守欧盟以及各地的数据保护法规，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实现长远发展。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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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贸易管制

贸易主管部门

捷克贸易主管部门为捷克工业和贸易

部。其主要职能包括：在该部的职权范围内

协调立法的制定和欧洲法律的实施；协调捷

克与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确保双边和多边

经贸协定的谈判，包括商品协定；与欧盟、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

国际组织和一体化集团开展经贸合作；管理

和开展与对外经济关系应用许可制度有关的

活动，评估倾销和两用产品的进口，并采取

措施防止这些产品的进口；监督贸易和能源

检查的进行、贵金属的标记和测试以及武器

和弹药的测试。

该部还直接管理贸易检验局、国家技术

标准、计量和测试局、国家能源监察局、捷

克武器和弹药测试办公室、放射性废物储存

库管理、捷克商业和投资支持机构、捷克贸

易促进局、工贸部服务业管理局等。①

贸易法规体系

作为欧盟成员国，捷克与其他欧盟成

员国之间的贸易遵循欧盟内部统一大市场原

则；与欧盟以外第三国的贸易适用欧盟对第

三国共同贸易政策的所有措施和原则，包括

《共同体海关法典》《共同海关税则》、各类

非关税措施，以及与非欧盟成员国缔结的双

边协议体系。捷克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贸易

政策主要包括：共同出口政策（欧委会规定

〈EEC〉第 2603/69 号）、关于出口信贷保险

的规定（欧委会指令第 98/29/EC 号）、有关

欧盟农产品出口的规定（欧委会规定〈EEC〉

第 3911/92 号）、关于对进口实施共同规则

的规定（欧委会规定〈EC〉第 3285/94 号）、

关于从某一非欧盟国家进口的规定（欧委会

规定〈EC〉第 519/94 号）、欧盟关于进口的

数量限制程序（欧委会规定〈EC〉第 520/94

号）、欧盟反倾销措施（欧委会规定〈EC〉

第 384/96 号）、欧盟反补贴措施（欧委会规

定〈EC〉第 2026/97 号）、欧盟反贸易壁垒

措施（欧委会规定〈EC〉第 3286/94 号）等。

关税措施

在进口方面，捷克进口关税税率在 0~17%

之间，某些商品，如笔记本电脑、手机、数

码相机和游戏机主机免征关税。特定商品可

能征收附加税，根据原制造国计征，如中国

制造的自行车须征收额外48.5%的反倾销税。

关税设起征点，进口商品货值（FOB）不超过

150 欧元，免征关税；进口商品货值（FOB）

不超过 22 欧元，免征增值税。

在出口方面，仅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限

制，主要涉及短缺物资，敏感技术，关系国

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人类和动植物健康等方

面的产品。捷克限制对中国出口武器和部分

高技术产品，如高精密机床等。

捷克采用欧盟共同体海关税制，适用于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和与欧洲共同体签订最惠

国协议的国家。税率表中包括共同海关税制

                                          

①  捷克工贸部 . https://www.mpo.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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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协议税率，其中部分产品（主要是食

品）在税率表中采用自主关税，不受最惠国

待遇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约束。

每年 10 月底欧盟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下一

年度共同体关税税则。有关关税税率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欧委会海关总司 TARIC（https://

ec.europa.eu）。输入商品海关编码即会显

示有关该商品的关税税率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例如关税配额、数量限制、关税中止、反倾

销税、反补贴税、农业税、监管条件等。①

非关税措施

捷克适用欧盟非关税措施，包括反倾销

及反补贴、保障措施、数量限制、进出口禁

令等。进出口许可证、配额、非关税措施、

进口负面清单适用欧盟相关规定，其中进口

负面清单、非关税措施适用欧盟有关共同贸

易和农业政策相关规定，进口配额主要针对

白俄罗斯和朝鲜的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制品，

以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部分钢铁产品和

农产品。

反倾销及反补贴。欧洲议会及部长理事

会 2017 年 10 月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修正草

案，2017年底正式生效。修正草案要点包括：

不再以“非市场经济国家清单”作为反倾销

或反补贴调查过程中有关税率计算的指导原

则，而改为以新建立若干“标准”参考指标

的方式，判定出口国特定产业部门是否存在

市场扭曲情形，以及将各国劳工及环保是否

合乎国际劳工组织及多边环境公约纳入考

虑，并强调在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下，

考虑各国是否存在政府政策导致产能过剩

情形。

进出口禁令。欧盟对以下产品贸易实行

进出口禁令：

（1）某些可用于实施酷刑、死刑或其他

残忍的、非人道的虐待或惩罚的工具；

（2）侵犯某些知识产权的商品；

（3）伊拉克文物进出口；

（4）向利比里亚出售、无偿转交或提供

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援助，从利比里亚进

口未加工的钻石、木材和木制品；

（5）某些种类野生动物的皮毛和其他制

品的进口；

（6）濒危动植物贸易（CITES）；

（7）自乌克兰进口无矿物油含量标准确

认证书的葵花籽油；

（8）自 2008 年 12 月 31 日起，欧盟禁止

猫皮、狗皮及其制品的进出口和市场交易。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捷克在欧盟框架下严格执行欧盟对食

品、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各种工业产品的检验

检疫管理法规和标准。这些法规不仅适用于

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商品，还包括从第三国进

口或向第三国出口的商品。

进口商品质量管理。根据欧盟关于产品

质量管理规则，非欧盟国家的产品必须经过

欧盟授权检验机构检验并确认其质量符合欧

盟标准，才能在欧盟市场销售。捷克产品技

                                          

①  捷克海关 . https://www.celnisprava.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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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和认证制度已同欧盟接轨，产品质量

认证主要涉及机械设备技术标准规则、通用

电压电子设备技术标准及统一评价规则、燃

气用具技术标准规则、电磁兼容设备技术标

准规则、玩具标准规则、武器弹药技术标准

和评价程序规则、烟花制品技术标准和评价

规则、非自动称重设备技术标准规则、其他

规定设备技术标准规则，以及化工产品标准

规则等。

出口质量管理。在商品出口方面，只有

外国进口商要求捷克出口商出具有关商品检

验证书时，才办理出口商检手续。

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动植物检疫工作

由捷克农业部①下属国家动物检疫局和国家植

物检疫局负责。根据捷克有关规定，为保障

国内食品安全和控制动物疫情，凡进口或过

境运输活畜、鲜冻肉及其他肉食品等，进口

商应向农业部申请动物检疫许可证，填写产

地国、目的国、种类和数量等。植物或植物

产品在进口或者过境时，需出示产品原产国

检疫机构签发的检疫证书，并接受边境口岸

植物检疫人员的检查。此外，国家植物检疫

局还公布禁止入境或过境的植物、植物产品

及有害生物目录。

2.6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

捷克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捷克环境部，②

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国家自然水资源的环境保

护、水土质量保持、空气质量保护、自然景

观保护、国家自然地质资源保护、国家农业

用地资源保护、地理环境保护、矿物资源与

地下水保护，以及废物处理。另外，捷克环

境部还负责国家地质勘查、环评，以及国家

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制定。捷克环境部还管

理捷克环境检查局、捷克自然和景观保护局

和环境信息局。

法律法规

捷克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制定了一

系列环保法规，内容广泛，涉及空气、水、

土壤、河流、自然环境以及废物处理等各个

领域，主要有：《矿产资源法》《空气保护法》

《水法》《土壤保护法》《废弃物处理法》《自

然保护法》和《林地保护法》等。捷克还是

一系列国际环保公约的签署国，如《保护臭

氧层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

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和《防止沙漠化公约》等。

此外，捷克还签署了一些地区性环保公

约，如《易北河保护国际委员会条约》《多

瑙河保护和持续利用合作公约》《奥德河保护

国际委员会条约》《边境河流与国际湖泊保护

和利用公约》和《斯德哥尔摩有机物污染公

约》等。

2021 年 1 月，捷克政府批准《2030 年

国家环境政策》，首要目标是减少有害物质

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及更有效地利用水资

                                          

①  捷克农业部 . http://www.eagri.cz.

②  捷克环境部 . https://www.mzp.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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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该政策制定了未来十年将达成的 10 项战

略目标和 32 项具体任务，以及 2050 年远景

目标。

环保要求

捷克将环保措施作为非常重要的市场管

理措施。主要包括：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前必

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对有害气体排放实行

配额管理、严格产品有害物质含量标准、规

定商品包装的种类、强制对某些废旧商品及

其包装实行回收，如将禁止使用一次性饮

料包装，用经济手段促进商品包装简化和回

收等。

环评规定

2002 年，捷克颁布新的《环境影响评估

法》（第 100/2001 号法案），规定了环评实

施对象、实施范围、负责机构、申请流程及

期限、所需材料等。环评流程包括：项目申

报；信息披露与公开（10 天）；征求公众意

见（20~35 天）；事实调查（35~45 天）；做

出结论。有些项目还需根据需要提交环评文

件、组织专家组审核、举行听证会等，所需

时间更长。环保部对环评不收取费用。实践

中，还时常有环保组织对颁发的环评证书提

出异议并诉诸法院，有的案件审判时间长达

数年。

违规处罚

根据 2008 年欧盟环保规定，捷克相应颁

布了《污染综合防控法》。该法要求发电厂

（50MW 以上）、金属及采矿加工、化工、废

料处理、造纸等行业均须通过环保部申请综

合批准证书，评估内容涵盖排放、噪音、废

物、适用机械、化学物质等方面。除此之外，

如有可能造成水污染或空气污染的，应根据

《水保护法》和《空气保护法》单独申报。

如无相应批准证书开工的，个人将被处以

800~20000 欧元罚款；法人单位将被处以最高

40 万欧元罚款。

2.7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及反洗钱

反不正当竞争

1991 年， 捷 克 国 家 委 员 会 根 据 第

173/1991 号法案设立了捷克竞争保护局

（UOHS）支持和保护竞争创造条件，并监督

公共采购和国家援助。1991 年捷克颁布《竞

争法》，在经历 1992 年和 1993 年的两次修

订后于2001年 7月1日被《保护竞争法》（第

143/2001 号法案）取代，其后该法进行了 14

次修改。①《保护竞争法》规定了产品和服务

市场的竞争保护，反对通过滥用企业主导地

位、垄断或行使公共当局权力导致的淘汰、

限制、其他歪曲或危害行为。②

                                          

①  捷克竞争保护局 . https://www.uohs.cz.

②  捷克《保护竞争法》. https://www.uoh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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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业贿赂

捷克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主要包括《捷克共

和国刑法》《公司刑事责任法》《利益冲突法》

《执行 OECD 国家反贿赂公约的规定》和《欧

盟刑事互助公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

其中，捷克《刑法》第三章第 160~162

条规定了受贿、索贿和斡旋受贿等内容。根

据刑法规定，受贿将被判处 2 年以下有期徒

刑，索贿将被判处 6 个月至 3 年有期徒刑，

如犯罪主体是政府官员，受贿或索贿将被判

处 1~5 年有期徒刑，如获取了重大利益，将

被判处 2~8 年有期徒刑。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20 年度全

球清廉指数》，①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

捷克得分为 54 分，排名第 49 位，较 2019 年

下滑了 5位。

反洗钱

欧盟的反洗钱五号令（AMLD5）特别规定

欧盟国家应阻止利用数字货币的洗钱和其他

非法活动。这些法规在 2018 年开始实施，并

构成本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司法框架。捷克最

高审计署拥有反腐调查权，并在《反腐败战

略（2013—2014）》中明确提出反腐，特别

是涉及国有企业审计、欧盟资料运用审计、

政府采购项目审计等的腐败问题。捷克涉及

反洗钱的部门为央行和捷克财政部金融分析

中心。捷克央行也审查涉及反洗钱和其他合

规措施。

                                          

①  透明国际 . http://www.transparency.org.

捷克竞争保护局对沃达丰（捷克）和 O2（捷克）开出天价罚单。2016 年 12 月

22 日，捷克竞争保护局（UOHS）作出一审判解决，对沃达丰捷克公司和 O2 捷克公司

就实施网络互联合同中的反竞争协议开出罚单，总金额达到 9908.5 万克朗。早在 2001

年 3 月 22 日，沃达丰捷克公司和 O2 捷克公司就实施了网络互联协议，即双方可以相

互直接连接彼此的网络，同时组织其他运营商在任何时候通过第三实体网络来互联两

者的网络，从而实现垄断的目的。UOHS 认为，这种协议属于是关于市场分配的垂直协

议，有可能限制公共电信网路运营市场上的竞争，违反了相关竞争保护法案。因此，

UOHS 要求禁止此类协议实施，并对沃达丰开出 4957.9 万克朗（约合人民币 1347.1 万

元）罚单，对 O2 开出 4950.6 万克朗（约合人民币 1345.1 万元）罚单。

案例 4

企业在实行扩张、合作和联合的时候，要关注捷克当地政府对于产品和服务市场的

与竞争保护相关的立法与规定，避免垄断等市场扭曲行为带来的负面后果。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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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与捷克财政部

金融分析中心签署了《关于反洗钱和反恐融

资金融情报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

录的签署标志着中捷两国在反洗钱与反恐融

资金融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两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将基于互惠原则，在涉

嫌洗钱和恐怖融资及其他相关犯罪的金融情

报收集、利用和分析方面进行合作。

2.8 社会责任

捷克企业社会责任（CSR）概念是捷克劳

动与社会事务部从欧盟引入的，主要涵盖经

济、社会和环境 3 个方面。主要表现在企业

要关注并妥善解决业务发展带来的资源、环

境、劳工、安全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避免

劳资冲突、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发生。在创

造就业、慈善公益、缴纳税收、绿色环保等

方面作出贡献。在特殊情况下，应发扬人道

主义精神，捐助受灾受难群众。2019 年捷克

政府批准了《2019—2023 年支持捷克共和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提案并对

其进行了修正，该计划包含了商业实体和公

共行政部门自愿实施特定社会责任（CSR）项

目的内容，并将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创造有利

环境。①

                                          

①  捷克工贸部 . https://www.mpo.cz.

捷克首次举行外国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评选和表彰活动。2019 年捷克首次对在捷

克经营的外国投资者就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选和表彰，斯柯达获得“负责任的外国投

资者”奖项。斯柯达汽车自 1895 年成立以来一直支持其周边环境的发展。这家公司的

创始人瓦茨拉夫克莱门特（Václav Klement）持续为贫困学生、孤儿院和 Boleslav 救济

院提供支持。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一部分，斯柯达汽车每年在慈善和社会项目上

投资数千万克朗。此外，它利用基金会实施各种赠款项目，在姆拉达博莱斯拉夫成立

斯柯达汽车大学，与当地公司合作，在工厂开设庇护工场，员工参与慈善活动和募捐

等。本次评选提交的各项目由捷克政府办公室、工贸部、捷克投资局、捷克中小型企

业和商人协会、捷克工业和运输联合会等机构共同进行评估。

案例 5

捷克鼓励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非盈利机构进行合作，并对周边环境的发展提供支

持，重视外资企业对于环境、地区和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企业承担必要社会责任，可

以增加企业品牌价值，获取竞争优势，改善对外关系，增进企业文化，获得高素质员工，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获得更多的创新机会等。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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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捷克商事纠纷一般通过诉讼或仲裁两种

途径。因仲裁具有一裁终局和专业性，商务

合同中双方更偏向选择仲裁解决纠纷。根据

捷克《仲裁法》和《国际私法》，当事人可

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选择异地或国际仲

裁，一般合同中也可约定适用捷克法律或其

他国家法律。实践中，如在捷克仲裁机构仲

裁，一般适用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和捷克

法律。

在投资保护和投资争端解决方面，捷克

同 8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

定，捷克还是《解决国家和他国公民之间投

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约》）和《关

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

约公约》）的签字国。

3.1 诉讼                          

捷国法院和公证机关根据捷克《民事诉

讼法》①（第 99/1963 号法案及其修正案）规

定的诉讼程序，其中外国人的诉讼行为能力，

依其本国法判断，只要依捷克法外国人有诉

讼资格的，即视为有能力。有互惠的情况下，

外国原告免交预付税金和诉讼费，并有权无

偿任命维护其权利的代理人。

诉讼程序

法院根据被告的申请，决定发生财产纠

纷的外国原告提供诉讼费用的担保，如外国

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供时，法院就终止诉

讼程序，并通知被告。但在下列情况下，不

应提供担保：

（1）虽然对方明知申诉人不是捷克公民

或者申诉人已丧失捷克国籍而应诉，或者诉

讼程序开始以后才提出申请诉讼担保的；

（2）对同一类案件，原告的国家对捷克

国公民不要求提供诉讼担保的；

（3）原告在捷克的不动产足够保证对方

当事人要求的；

（4）请求支付义务的诉讼；

（5）被申请人免除预付税金和诉讼费用的。

外国法院或有关机关的文书，只要在发

文地承认为公文，经规定的认证，在捷克境

内就具有公文的证据效力。

捷克外资企业在投资经营过程中最常遇

到的法律规定包括：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贸易许可法》《商法》《破产合并法》《外

国人法》《劳动法》以及环保和行业法规。此

外，收购境外企业还涉及《反垄断法》和《国

家安全法》等。

3.2 仲裁

在捷克，仲裁被视为诉讼程序的一种替

代性程序。该制度被广泛用于商业纠纷和消

费者纠纷。仲裁程序主要用来解决部分行业
                                          

①  捷克《民事诉讼法》. https://portal.go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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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复杂交易纷争，例如：建筑业、能源业

以及银行业。涉外商事纠纷也同样适用仲裁

程序解决纷争。目前，捷克仲裁业务正在快

速发展，2012 年捷克《仲裁法》对仲裁制度

进行了重大修正。①

仲裁协议

捷克《仲裁法》并未详细地定义仲裁协

议的内容，而是笼统地规定当事人双方须就

财产性纠纷进行仲裁。仲裁协议既可以是事

先签订的具体仲裁协议，也可以是事后就争

议事项达成的仲裁协议。捷克《仲裁法》要

求当事人之间必须就争议事项达成书面仲裁

协议。主合同中已附仲裁协议的一般条款及

内容，当事人同意签订相关合同之后，该仲

裁协议条款则同样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继承人同样具

有约束力，双方另有规定的除外。

仲裁员选择

在捷克，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捷克

公民及外国公民都可以成为仲裁员。双方当

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自由选择几名仲裁员。

与此同时，仲裁协议应当明确仲裁员的身份

或者选择仲裁员数量以及任命仲裁员的程序。

仲裁庭成员必须由单数的仲裁员组成。双方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设立选任仲裁员条

款，那么事后各方当事人都有权指定一名仲

裁员。当事人指定的仲裁员应当选举一名首

席仲裁员负责组织仲裁活动。仲裁员须通过

书面形式接受参与仲裁程序。一旦接受仲裁

员任务之后，仲裁员则有义务根据捷克《仲

裁法》及其他相关法规履行既定职责。仲裁

员须履行保密义务，对在仲裁过程中了解到

所有相关信息严格保密，如：仲裁文件、声

明及证人证言等。

审理程序及仲裁裁决

捷克《仲裁法》规定当事人向仲裁机构

提交仲裁申请时，仲裁程序即开始正式启动。

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提交仲裁申请的法律效力

与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法律效力相同。在常

设仲裁机构的仲裁程序中，当事人须向仲裁

机构提交仲裁申请；在临时仲裁程序中，当

事人须向仲裁庭首席仲裁员提交仲裁申请。

不过，该法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仲裁庭提

交仲裁申请的形式、内容及期限。

一般而言，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

中自主决定仲裁程序的内容，该仲裁协议内

容对仲裁庭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未设定

的仲裁程序内容则由指定的首席仲裁员决定。

如果仲裁协议中未载明仲裁程序条款，那么

仲裁庭或首席仲裁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相应仲裁程序。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所在地即为仲裁程

序开展地。仲裁协议中并未明确设定仲裁所

在地，则仲裁程序开展地由仲裁庭决定。仲

裁庭决定上述问题时须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

的合法利益。当事人选择在常设仲裁机构中

进行仲裁并适用捷克国际仲裁规则，他们一

                                          

①  人民法院报 . http://rmfyb.chinacou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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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都会选择布拉格的捷克仲裁委员会来举行

仲裁听证会。

捷克《仲裁法》还专门设立部分条款保

护当事人参与仲裁的程序利益。该法第 21 条

明确规定：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参

与仲裁程序或者未及时在仲裁过程中采取必

要的防御措施，当事人仍有机会弥补上述未

尽事项。

在相关人员自愿的前提下，仲裁庭可以

听取证人的证言、专家证人的意见以及当事

人的陈述。仲裁庭还可以在对方自愿情况下

获得其他证据。捷克《仲裁法》第 20 条第 1

条明确规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在特定情况

下，须协助仲裁庭调查相关证据。

涉外仲裁

如仲裁案件存在涉外因素，仲裁庭首先

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择确定本案适用法。

如当事人未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具体适用法，

仲裁庭应当根据冲突法规则确定本案具体的

适用法。在国内仲裁的涉外案件中，仲裁庭

应根据案情确定具体适用的实体法。在双方

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仲裁庭还可以根据公

序良俗或其他商业惯例来裁决案件。

消费者纠纷的特别程序

在捷克，消费者纠纷可以提交给仲裁机

构仲裁。但是，由于此类纠纷涉及消费者权

益的保护问题，捷克《仲裁法》及其他法规

对消费者纠纷仲裁设立了部分特别程序。

近年来，选择通过仲裁解决的消费者纠

纷数量有显著上升趋势。其中，绝大多数消

费者纠纷选择了临时仲裁机构来仲裁，并且

双方所达成的仲裁协议通常都是由具有强势

地位的一方申请人（大型企业）强加给消费

者的。强势一方的申请人通常都愿意选择临

时仲裁机构，而不是选择常设仲裁机构。

捷克常设仲裁机构与临时仲裁机构之间

的区别，在于常设仲裁机构是根据立法设立

的专门仲裁机构，常设仲裁机构有权且有责

任发布自己的仲裁规则。其中，常设仲裁机

构须在特定的商业公报中刊登其发布的仲裁

规则。相反，临时仲裁机构并不是根据立法

设立的专门仲裁机构。

捷克《仲裁法》在消费者纠纷仲裁程序

上引入了不少新的规定。其主要目的就是保

障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

的利益。实践中，仲裁条款通常被缩小且附

录在主合同的背面，消费者也往往没有机会

充分了解上述仲裁协议的内容，更无机会就

相关仲裁条款或事项与另一方进行协商。因

此，该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纠纷仲裁协议必

须作为独立于消费协议或其他商业合同之外

的专门协议，否则该仲裁协议无效。这主要

是对消费者纠纷仲裁过往弊病的回应。

另外，该法对处理消费者纠纷案件的仲

裁员设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首先，新法要

求处理此类案件的仲裁员须满足一定的学位

要求。其次，新法还规定仅有司法部登记在

册的仲裁员才可以专门处理消费者纠纷案件。

最后，处理消费者纠纷案件的仲裁员不得援

引衡平原则裁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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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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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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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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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

2008 年 5 月 21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关于民商事调解方面的第 2008/52/EC 号指令

计划在捷克实施。2012 年捷克颁布了《调解

法》，①规定了调解的实施和注册调解员的相

关事项。根据该法规，所有非刑事案件都推

荐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但前提是争议各方必

须是私人身份以保证法律就权利义务方面保

持中立立场。司法行政部门将注册调解人分

为两类：律师调解人和非律师调解人。想要

在司法行政部门成功注册的调解人，需要拥

                                          

①  《捷克调解法》. https://www.cak.cz，2021 年 8 月 31 日。

有法律能力，没有犯罪记录，拥有至少一个

硕士学位。冲突各方共同达成调解协议，并

由调解员签字确认。

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调解最理想的结

果是签署调解协议，尽管《调解法》指定了

协议的要点，但并未提及其可执行性。然而，

该法备忘录明确指出，如未经法院批准或随

后就履行索赔达成的协议，调解协议不可直

接执行。此类协议可以采用公证契约或同意

可执行性的执行记录的形式确保执行。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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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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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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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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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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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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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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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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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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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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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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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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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https://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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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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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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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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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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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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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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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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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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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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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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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境与居留

1.1 签证

签证类别①

捷克的签证分为 90 天以内的短期签证、

90 天以上的长期签证和长期居留签证。短期

签证包括旅游签证、商务或短期职业培训签

证、探亲访友签证、文化体育签证、季节性

工作签证、ADS 团签证等。长期签证包括学习

签证、雇佣签证、商务签证、家庭团聚签证、

邀请签证、文化签证、公司内部员工调动卡

签证、投资签证、科研签证。长期居留包括：

学习签证、家庭团聚签证、申请公司内部员

工调动卡签证、科研签证、投资签证、申请

欧盟成员国公司内部员工调动签证、就业签

证、蓝卡等。居留签证适用于 1 年内在捷克

居留超过 6 个月的公民。前往捷克的公民可

根据赴捷时间、目的选择办理相应签证。

申根签证（短期签证）由捷克或其他申

根国家使馆签发，持有者可在捷克境内或其

他申根区内根据签证时间短期停留。申根签

证持有者可进入捷克境内，除非捷克被排除

在申根区之外。根据“90/180 规定”，在

180 天内，外国人可在捷克或其他申根国境内

最多停留 90 天。90 天期满后，需离开捷克或

其他申根国。

除申请表、护照、机票、照片、保险等

一般材料外，申请各类签证所需材料详见表

6-1。

表 6-1　捷克签证类别及相关办理信息

签证类别 签证费用 特殊材料②

短期签证

（最多 90

天）

旅游签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未成年人（18 岁以下 )：学生证 + 学校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家

庭关系或监护关系公证书（由外交部认证）；当未成年人单独

旅行或者跟随单方家长或监护人旅行时，由不同行的另一方家

长或者监护人出具的出行同意书的公证书，并由外交部认证；

在中国境外办理时由境外相关政府机构办理该公证。中国公民：

户口簿所有页的复印件（无需翻译）；住宿证明；申请人偿付

能力证明；在职人员：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

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或者中文件附上英文翻译）；准假

证明；退休人员：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未就业成年人：

已婚者：配偶的在职和收入证明 + 婚姻系公证书（由外交部认

证）；如果单身 / 离异 / 丧偶：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①  捷克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mzv.cz.

②  VFS Global 签证服务平台 . https://visa.vfs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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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签证费用 特殊材料②

商务或短期职

业培训目的申

根签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最近 3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

明（如果公司支付旅行及生活费用，需提供公司的偿付能力证

明；如果申请人自担费用，需提供申请人个人偿付能力证明）；

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雇主证明信原件；活动或培训主办方的邀请

函原件；工作许可（如适用），以下情况需要工作许可：在职

工作培训；在成员国境内为任职公司工作。

探亲访友申根

签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官方）邀请函（6 个月内有效）由目的地申根国政府出具的

官方邀请函或者由担保人签字的邀请信；担保人财务担保原件；

与担保人的关系证明；申请人偿还能力证明；在职人员：盖章

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退休人员：养

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未就业成人：同上。

文 化 / 体 育 目

的申根签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活动的所在国主办方的邀请函原件；中国文化或体育机构的证

明信原件。

季节性工作目

的申根签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符合 Section 96 (1) of the Employment Act 的一份雇佣许可，或

提供申请雇佣许可的参考编号，此编号需已在捷克劳工局地方

分局备案；住所证明文件；雇主证明信；类似于犯罪记录登记

册中的一份副本的证明（例如无犯罪记录）；提供满足与预防

传染病措施相关要求的证明（例如健康检查证明书）。

ADS 团 申 根 签

证

80 欧元；

6~12 岁儿童：

40 欧元

未成年人（18 岁以下）：同上；户口簿原件（无需翻译）及户

口簿所有页的复印件（只针对中国公民）；申请人偿付能力证

明：最近 3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在职人员：盖

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退休人员：

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未就业成人：同上。

长期签证

（停留 91

至180天）

学习目的、

商务目的、

文化目的、

家庭团聚目的、

邀请目的

5000 克朗

住宿证明；录取通知书；资金证明；无犯罪证明，在原籍国（本

国）和近 3 年中在任何一个连续居住 6 个月以上国家的犯罪记

录史。（15 岁以下未成年人无须提供）

长期居留

（1 年 内

停留超过

6 个月）

学习目的 5000 克朗

住宿证明；如申请人是未成年人，则需提供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同意书；资金证明。其他情况下，需提供表明申请人在捷克停

留期间的花费由当地邀请方承担的文件；无犯罪证明；无严重

疾病的健康报告。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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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签证费用 特殊材料②

“家庭团聚”

目的
5000 克朗

亲属关系证明，如申请人是未成年人，需提供这一方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的同意书；资金证明；如申请人为欧盟其他成员国蓝

卡持有者的家庭成员之一，则需提供由该欧盟成员国签发的证

明他 / 她为篮卡持有者家庭成员的文件或居留许可；无犯罪证

明；无严重疾病的健康报告。

申请公司内部

员工调动卡
5000 克朗

调动证明信；证明调动前后的两个公司实体的相关性文件；专

业资格的文件；若职位属于受管制职业，需提供符合其相关规

定的文件；对于公司内部实习生岗位的调动，申请人须提供大

学文凭；雇佣实习生的情况下，需提供一份专业培训协议；类

似于犯罪记录登记册中的一份副本的证明（例如无犯罪记录）；

证明满足与预防传染病措施相关要求的证明（例如健康检查证

明书）；捷克境内住宿证明。

科研目的 5000 克朗

研究机构出具的纸质承诺，将承担申请人在捷克共和国的费

用，直至居留许可到期。无犯罪证明。如有合理原因怀疑申请

人患有严重疾病，则需提供证明无严重疾病的健康报告。

投资目的申根

（长期居留）

签证

5000 克朗

证明申请人是商业公司管理层 / 管理团队成员之一 / 代理人 /

合作伙伴，并且申请人或所在公司有渠道在捷克境内进行重大

投资项目的相关文件。投资方（投资个人 / 投资公司 / 投资公

司的控制实体）在过去 2 个自然年或财政年的财务报表或类似

财务文件。实施重大投资的资金来源证明。表明该投资个人 /

投资公司 / 投资公司的控制实体在其所在国家正常运营，并无

类似停止经营或倒闭决定的法定证明。证明被投资的其他资产

的来源和所有权的文件（例如：购买合同）和对这些资产的专

业评估。证明申请人无债务负担的文件。若申请人以公司合作

伙伴 / 代理人 / 管理层 / 管理团队成员之一身份申请投资目的

长期居留签证，需递交：（1）证明公司无债务负担的文件；

（2）证明申请人在捷克境内的活动行为将会对其公司带来实

质影响的文件；（3）证明申请人在公司持有的股份大于政府条

例中的最低标准（提供商业登记摘要信息）。其他材料：在登

记册、名单或记录上显示的登记证明；类似于犯罪记录登记册

中的一份副本的证明；提供证明满足与预防传染病措施相关要

求的证明；商业计划。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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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签证费用 特殊材料②

申请欧盟成员

国公司内部员

工调动卡

5000 克朗

捷克境内住宿证明；其他欧盟成员国签发的员工调动居留许可；

调动证明信；证明调动前后的两个公司实体的相关性文件；根

据特殊立法要求，需提供证明其具备专业资格的文件，若职位

属于受管制职业，需提供符合其相关规定的文件；提供类似于

犯罪记录登记册中的一份副本的证明；提供证明满足与预防传

染病措施相关要求的证明；捷克境内住宿证明。

“就业”目的

（就业卡）
5000 克朗

住宿证明；就业协议；该工作的职业证明；无犯罪证明；如有

特殊要求，则需提供健康证明。

蓝卡 5000 克朗

在捷克境内的住宿证明；就业协议（该职业需高水平技术，时

间至少为 1 年，每周工作时长依照法律规定；协议还需包含，

按照劳工与社会事务部规定，此类工作月收入或年收入至少是

平均收入水平的 1.5 倍）；此类工作的高水平技能证明（学历

证明）；如果属于管制类工作，则需提供符合此类工作的文件

（注：内务部将对 EU 蓝卡做出规定）；如在申请捷克蓝卡之前，

申请人已经居住在捷克，且持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蓝卡，则需

要提供家庭月收入；在得到签证之前，申请人需提供旅行医疗

保险和支付收据，保险时间从入境捷克开始直到获得公共健康

保险为止。

注：签证费用为 2021 年 8 月标准，免签证费情况由捷克驻华大使馆决定。

续	 	 表

签证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申请捷克签证：

通过捷克驻华使领馆申请。捷克在北京

设有驻华大使馆，在上海、成都、香港设有

总领事馆，申请人可在居住地所在的领区申

请签证。具体的使领馆的信息见表 6-2。

表 6-2　捷克驻华使领馆联系方式及领区①

序号 使领馆 联系方式 领区

1
捷克驻华大

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日坛路 2 号

电话：+86-10-85329500

邮箱：beijing@embassy.mzv.cz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内蒙古、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海

南省、西藏、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新疆

                                          

①  捷克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mz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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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使领馆 联系方式 领区

2
捷克驻上海

总领事馆

地址：中国上海市娄山关路 83 号新虹桥中心

　　　大厦 808 室

电话：+86-21-62369925

邮箱：shanghai at embassy.mzv.cz

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

3
捷克驻成都

总领事馆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99 号

电话：+86-28-81476890

邮箱：chengdu@embassy.mzv.cz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

4
捷克驻香港

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港口路 23 号大鹰中心 1204-5

电话：+852-28022212

邮箱：hongkong@embassy.mzv.cz

香港

续	 	 表

通 过 签 证 中 心 申 请。短期签证可通过

签证信息系统（VIS）办理签证。目前 VFS.

GLOBAL 签证服务平台已经在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等 15 个城市设立了捷克签证中

心，具体城市及地址可登陆捷克驻中国大使

馆 官 方 网 站 查 询（https：//www.mzv.cz/

beijing/zh）。

签证办理流程

首先选择签证类型，办理签证所需一

般材料和不同类型签证所需特殊材料详见表

6-1。申请人员按照捷克驻华使领馆要求准

备好相关材料后，可依照图 6-1 流程办理

签证。

图 6-1　在捷克签证中心办理签证流程	

签证办理时间

申根签证（短期）申请不应早于出发前

3 个月。多数情况下，审核时间为 5 个工作

日。个别情况下，审核时间可长达 30 天。极

少数情况下，审核时间为 60 天。由于不能保

证出签时间，建议申请人至少在出行前 15 天

提交申请。持有多次往返申根签证（短期）

者，可在现有的签证时间到期之前提出申请，

前提是已有的签证有效期至少已过了6个月。

欧盟公民家属签证申请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出

结果。如果被拒签，申请人提出上诉，上诉

审核时间为 30 天。

签证注意事项

（1）短期签证（申根签证 /C 类）持有者

可以在任意180天内在申根区最多停留90天。

如停留时间超过 90 天，需申请长期签证（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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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签证）。如需前往多个申根国，申请人必

须在出访主要目的国的使领馆提交签证申请，

即预计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家。

（2）居留签证申请需要本人递交（不能

邮寄），只有在申请人没有行动能力的情况

下，方可委托法律认可的人员递交。

1.2 居留证

捷克内政部庇护和移民政策司（OAMP）

专司居留问题。①根据《外国人居留法》和《劳

动法》规定，捷克的国境是申根地区的内部

边境，欧盟、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或瑞

士的公民原则上可以在任何地方穿越捷克国

境，无论其国籍如何，都可以不受边境管制，

且可以在没有任何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仅凭

旅行证件或身份证在捷克临时逗留。如果上

述公民打算在捷克逗留 3 个月以上，可以申

请临时居留证或永久居留证。长期居留和永

久居留受《外国人居留法》《行政程序法》和

其他相关法律的约束。

长期居留许可。如果持 90 天以上签证在

捷停留超过 90 天，并且打算停留超过 1 年，

且停留目的相同（蓝卡、员工卡、家庭团聚、

科学家例外），则可以申请长期居留许可，

并有权在本地工作。在特定情况下（学习、

科研、家庭团聚、另一欧盟成员国居民、投

资），可以向捷克大使馆提交不带停留 90 天

以上签证前置条件的长期居留许可申请。

申请长期居留许可时，除申请表外，

根据停留目的需提交所有必要文件的原件

或经过官方认证的副本。必须提交旅行证

件、登记文件和停留目的证明原件。所有提

交的文件必须是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或正

式翻译成捷克语。此外，外国公共文件必须

提供等级更高的验证（Apostille、Super 

Legalization）。长期居留许可申请人的旅

行证件上将获得长期居留签证贴纸证明（“过

桥贴纸”）。当前长期居留许可或长期居留

签证到期前 120 天之前申请许可并延长长期

居留许可的有效期，最迟不晚于签证或居留

许可的最后一天。

员工卡。是捷克长期居留许可的一种，

采用生物识别技术，具有双重属性，允许外

国人在捷克逗留和工作。以就业为目的在捷

逗留超过 3 个月的外国人可以申请员工卡，

并有权在捷克境内居住，并在发放员工卡的

工作岗位工作。员工卡通常是在雇佣关系期

间，捷克劳工局作出允许其从事某项职业或

专业工作的决定时颁发的，最长为 2 年，且

可以重复发行。员工卡适合所有类型的就业，

无论该就业所需的专业能力程度如何。员工

卡取代了 90 天以上的就业签证、长期就业居

留许可和绿卡（除蓝卡外）。员工卡不适用

于欧盟/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公民、瑞士公民、

持有或已申请签发欧盟 / 欧洲经济区和瑞士

公民的家庭成员居留卡的其他国家公民中的

家庭成员。

蓝卡。其是捷克长期居留许可的一种，

签发给高素质、高学历的工作人员。蓝卡赋

                                          

①  捷克内政部 . https://www.mvc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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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外国人居留权和工作权，且不需要特别工

作许可。高学历指受大学教育或持续至少 3

年的高等职业教育。蓝卡职位空缺可在劳动

和社会事务部网站的数据库查询。

内调员工卡。其是捷克一种新型的长期

居留许可，担任经理、专家或受雇实习生的

持卡外国人员（停留超过 3 个月）有权在捷

克境内居住并以经理、专家、实习生身份从

非欧盟成员国调任工作。内调员工卡有生物

识别元素。经理和专家的有效期最长为3年，

实习生最长为 1 年。该卡有效期可以在转入

欧盟成员国领土期限重复延长。该卡不适用

于欧盟/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和瑞士公民等。

永久居留。捷克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允

许外国人在捷克居留满 5 年以上者（原为 10

年），申请永久居留。申请人需备妥护照、

照片、停留捷克理由证明文件（如结婚证书、

出生证明等等）及无犯罪、财力、在捷居所

及捷克语能力证明等（皆需捷文版）向居住

地捷克内政部地方办事处①申请。除嫁或娶捷

克配偶外，获永久居留权年满 5年亦可申请成

为捷克公民（需经捷文考试及放弃本国国籍

等）。

工作许可。工作许可分为常规工作许可

和工作绿卡两种。担任公司股东、商业合伙

人或法人代表职务，或者外国企业根据与捷

克企业或自然人协议派到捷克短期工作人员

均需办理工作许可。从事多个工作的，必须

为每个工作单独申请工作许可。从事贸易或

投资活动的外籍人不属于办理工作许可范围。

自2014年6月24日起，捷克实行新的《外

国人居留法》，取消了面向一般工作的外国人

工作绿卡和工作签证，以员工卡代替。此外，

捷克政府拟进一步简化工作签证办理程序。

赴捷克投资的外资公司，在捷克雇员超过 250

人的，其来自非欧盟地区的高技术雇员可通

过简易程序办理工作签证，所需时间将从原来

的 4~6 个月缩短至 1~2 个月。

关于外国人的可申请就业的岗位，可

在捷克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下的网站数据库

http://portal.mpsv.cz 查询。

1.3 注意事项

捷克自 2011 年起 1 月 1 日起调整外国

人居留业务，原由外事警察局（Cizinecka 

Policie）负责的外国人长期居留等业务移

交内政部庇护和移民司（Department  fo 

Asylumand Migration Policy）办理。

报告义务。来自欧盟以外的外国国民，

进入申根区时需持有有效的旅行证件、有效

签证 / 居留许可、住宿证明、工作证明、资

金证明等。进入时加盖出入境章。外国国民

有义务在进入捷克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根

据其在捷居住地向内政部庇护和移民局报告

其在捷克的居住地（该义务不适用于已向住

宿提供者报告的外国国民以及 15 岁以下的

人、外国大使馆和国际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外交部家庭成员等）。

                                          

①  捷克内政部网站 . http：//www.mvc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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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来捷办理长期或永久居留许可，也

可以在捷内政部办公室同时履行报告义务，

并进行生物特征数据收集。在履行报告义务

时，外国国民应提交有效的旅行证件和完整

的登记表（可在工作场所获得）。在履行报

告义务时，警方有权进一步要求其提交旅行

健康保险文件。

外国国民也有义务报告姓氏、个人身份、

旅行证件数据的变更以及为在捷居留而签发

的文件（即居留许可）中的数据变更。如果

在大使馆申请居留许可，将获得 90 天以上的

签证，以便在 3 个工作日内获得抵达捷克的

居留许可并至捷克内政部履行报告义务并收

集签发居留所需的生物特征数据。如果没有

在规定时间至内政部办公室办理，申请程序

将停止，并须离开捷克领土。

身份证明。外国国民有义务使用有效的

旅行证件或居留证（生物识别卡）证明其身

份。但在捷克境外旅行时，生物识别卡不能

代替旅行证件，须同时拥有有效旅行证件和

有效生物识别居留许可。外国国民有义务随

时出示其在居留期间的旅行健康保险文件。

                                          

①  https://www.cushmanwakefield.com.

②  同①。

③  中东欧房地产论坛 . https://www.property-forum.eu（2020 年 9 月）。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根据 Cushman  &  Wakefield（C&W）咨询

公司和中东欧房地产论坛发布的最新数据，

近年来捷克主要城市办公室租金价位不断上

涨。2020 年，布拉格、布尔诺、俄斯特拉发

三市的办公室月租金价位分别为每平方米 23

欧元、15.5 欧元、11.75 欧元。2020 年疫情

影响下，捷克政府批准了一项支持方案，即

“COVID 租金”，①如果房东提供 30% 的折扣

租金，房客支付剩余的 20%，国家对租金的补

偿最高可达 50%。

表 6-3　主要城市办公室租金②

单位：欧元 / 平方米 / 月

城市名称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③

布拉格 19.5 19.5 19.5 20.5 21.5 22.5 22

布尔诺 12.5 12.5 13 16.5 15 15.5 15.5

俄斯特拉发 11.5 11.5 11.5 14.5 13.5 11.75 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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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城市中，不同位置的办公室租金

差异较大。捷克首都布拉格 1 区、4 区、5

区、8 区是房屋集中的区域。根据 Cushman  & 

Wakefield（C&W）第四季度布拉格办公室季

报，2019 年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室月租金价

位为 22.2~25.3 欧元 / 平方米，而城市外围

租金仅 10.8~14.4 欧元 / 平方米。2020 年中

心区域月租金下滑到 22 欧元 / 平方米，外围

租金最低为 12 欧元 /平方米。

表 6-4　2020 年布拉格各区域办公室租金①

单位：欧元 / 平方米 / 月

位置 平均租金 位置 平均租金

布拉格 1 区 22 布拉格 6 区 16.0

布拉格 2 区 18.5 布拉格 7 区 15.0

布拉格 3 区 17.0 布拉格 8 区 16.3

布拉格 4 区 17.5 布拉格 9 区 13.3

布拉格 5 区 16.3 布拉格 10 区 12.0

                                          

①  C&W：PRAGUE_Marketbeat_Office_2020_Q4https://cw-gbl-gws-prod.azureedge.net.

②  捷克统计局 . https://www.czso.cz.

2.2 租用住宿用房

捷克各地区公寓楼售价及租金差别较大，

但整体水平偏低。根据捷克统计局披露的最新

数据，2019 年首都布拉格住宿公寓的平均月租

金为 13 美元 /平方米；较为便宜的皮尔森、

利贝雷茨等地公寓月租金仅为 7美元 / 平方

米。其租金在欧洲主要城市中处于较低水平。

表6-5　2019年捷克各地区公寓楼售价及租金②

地区
售价（美元 /

平方米）
月租金（美元 /

平方米）

布拉格 2397 13

南摩拉维亚 1450 10

地区
售价（美元 /

平方米）
月租金（美元 /

平方米）

皮尔森 977 7

利贝雷茨 772 7

兹林 838 8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捷克租房市场成熟，在捷克租房可通过

租房中介机构了解相关信息。在赴捷克之前

也可以通过一些中介平台查找并提前预定

房源。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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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租房注意事项

房东在当地报纸以及商业和房地产列表

网站上刊登广告，不要支付预订费或支付任

何声称为房东工作的人索要的费用。在签订

租赁合约时，要约定房东可以提供的电力、

水、气、装修及违约成本等。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因房屋的用途、房

屋品质、所处地段以及市场需求等多项要素

的不同，房屋租金存在巨大差异。

捷克租房广告上的房源描述通常会有一

些数字，如“2+1，3+1”，第一个数字“2”

代表了房子内共有几个房间，“1”代表厨房。

因为捷克人对厨房相当重视，独立标示说明

厨房空间很大并且是一个独立房间。如果标

注的是“2+KK”，“KK”虽然也代表厨房，

但其是一个简易厨房，没有独立空间并可能

占用了某房间的部分空间，设施也不会非常

齐全。“2+KK”或是“2+1”的公寓格局在布

拉格最受欢迎，租金也高于“1+KK”“1+1”

套房格局。

捷克租房时，只有少数房东会将家具一

起租出，绝大多数房东是租空屋，所有家具

需自行购买。

捷 克 租 房 广 告 常 用 房 间 名 包 括：

kuchyňský kout 厨房、koupelna 浴室、záchod

厕所、ložnice 卧室、obývací  pokoj 客厅、

dětský pokoj 儿童房。

外国人可下载英文版《捷克安居手册》①

获得住房、租房更详细的信息。也可参考布

拉格提供的《移民信息手册》。②

                                          

①  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cizinci.cz.

②  手册下载地址：https://metropolevsech.eu.

表 6-6　捷克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网址

Airbnb 捷克 提供旅馆、客房、公寓和度假屋等的出租信息 www.cs.airbnb.com

espolubydleni 提供捷克短期、长期出租的公寓信息 https://www.espolubydleni.cz

Expact.cz
提供布拉格和捷克公寓租售；房屋租售；土地出租

出售；商业物业租售等信息
https://www.expats.cz

Sreality.cz
提供捷克公寓租售；房屋租售；土地出租出售；商

业物业租售等信息
https://www.sreality.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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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体系概览

医疗体系

捷克医疗体系主要由公立医院构成，居

民就医主要由医疗保险制度保证，须缴纳医

疗保险，同时缴纳超过保险涵盖的治疗和住

院费。据捷克统计局卫生账户 2020 年统计数

据，①2019 年捷克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约占

GDP 的 8.31%，年人均医疗健康支出约 44775

克朗，捷克人均寿命为 79.2 岁。

医疗设施

捷克的医疗保健质量达到欧洲的通用标

准，医院和诊所的人员配备齐全，医疗专业

人员训练有素，医疗保险范围包括牙科护理，

所有公民都可以免费使用。捷克的医疗服务

对于移民者也同样适用。

3.2 医疗保险

捷克有公共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

种医疗保险机制，但主要由强制性的公共医

疗保险覆盖。未参加公共医疗保险的外国国

民，根据私人保险、国际社会保障协议可获

取医疗服务。②

国家医疗保险

除了捷克公民以外，下列几类外国人

可以享受公共医保：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

人；没有永久居留证，但是在捷克有总部或

注册地址的公司被雇用的外国人（仅限于正

职工作、月薪高于 3000 克朗的完成工作协议

（DPČ）或持有月薪高于 10001 克朗的执行工

作协议（DDP））；持有欧盟家属临时居留证

的人员（仅限于特定情况）；给予国际保护

的人员；其他外国人群体等。

捷克有 7 家公共医疗保险公司，保险公

司会下发一张医保卡，须随时携带，体检或

看病时出示。除了个人数据以外，这张卡上

还有保险公司的捷克语和英语热线电话。公

共医疗保险公司可报销各类医疗服务，内科、

产科、牙科检查，部分药物，部分与妊娠和

分娩有关的医疗服务，部分健康装置，重大

健康问题时去医院的车费等。

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医疗保险费由国

家负担，如：拿退休金的人员；休产假或育

儿假的人员；在劳动局登记为待就业的人员；

难民或寻求国际庇护的人员。

商业医疗保险

不属于可享受公共医保范围的人员，

                                          

①  捷克统计局 . https://www.czso.cz.

②  捷克劳工局 . https://www.cizinci.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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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购买商业保险。综合商业保险只覆盖

特定的、与保险公司签了合同的医院和医

生。提供商业保险的公司有很多，最出名

的 是 Pojišťovna  VZP、Maxima、ERGO、Axa 

Assitance、Slavia、Uniqa。合同医生最多

的是 Pojišťovna VZP。

商业保险公司会发放一张医保卡。也可

使用有效医保合同和收据代替医保卡。以此

证明在捷克获得了有效医疗保险。这些资料

必须随时携带，需要提供医疗服务时或应警

察要求检查时出示。商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取

决于保险费。报销范围与公共保险相似的商

业保险虽然也可购买，但保险费较高。购买

商业保险的时候记得仔细看保险合同，弄清

楚一切条件。不同的保险公司，保险费和条

件可能不同。在医保卡上或合同上有保险公

司的电话，有困难或问题时可拨打。一般提

供多种语言服务。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突然生病或受伤时，医院里的急

诊科在办公时间之外也保证提供医疗服务。

如果病人病情严重且需要紧急治疗，但是无

法自己到达医院，可拨打112救援服务热线。

捷克出版了《Patient Advisor 2019》①帮助

患者更好地了解医疗保健领域，获取医疗

服务。

买药。治疗感冒类的药物无须处方可直

接购买，其他药物需要医生处方。急诊科药

方有效期只有 2 天，抗生素药方是 3 天，其

他药方有效期是一周。

                                          

①  英文版手册指南下载地址：https://www.mzcr.cz.

表 6-7　布拉格主要急诊 / 夜间药房名称与联系方式

序号 药房名称 联系方式

1

Na Františku 医院和急诊药房

 （Na Františku Hospital emergency pharmacy ）

24 小时药房

位于市中心，位于医院内主楼底层

地址：Na Františku 847/8, 11000 Prague 1

电话：+420-2-22801397

2

U Svaté Ludmily 急诊药房

（U Svaté Ludmily’s Emergency pharmacy）

24 小时药房

坐落在市中心，靠近 Náměstí Míru

地址：Belgická 37, Prague 2

电话：+420-2-22513396, +420-2-22519731

3

托马耶医院急诊药房

（Thomayer Hospital Emergency Pharmacy）

24 小时药房

需要支付 50 克朗的紧急附加费，可以在晚上 6:30

后使用

地址：Vídeňská 800, Prague 4

电话：+420-2-6108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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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保险

欧盟成员国、瑞士、挪威、冰岛及列支

敦士登等国家公民的医疗保险。如在捷克进

行医疗，需要持有欧洲医疗保险卡（EHIC）。

此保险卡证明持卡人有保险且由保险公司承

担其医疗支出。但是一个欧盟国家的公民在

另一个欧盟国家看病时，只能享有符合病情

和居留时间的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非欧盟国家公民的医疗保险。假如不持

有欧盟永久居留，则需要购买商业保险。如果

没有商业保险，所有的医疗服务费自行承担。

4　开设银行账户

4.1 开设个人账户

捷克法律对外国自然人和法律实体开设

银行帐户没有限制，但不同银行所要求提交

的材料可能不同，处理材料的时限也可能不

同，详情可向相关银行咨询。

序号 药房名称 联系方式

4

莫托尔大学医院急诊药房

（Emergency pharmacy of the University Hospital 

in Motol）

24 小时药房

莫托尔大学医院是捷克最大医院之一

地址：V úvalu 84, Prague 5

电话：+420-2-24435736

5

BENU 药房

（BENU Pharmacy）

24 小时药房

位于布拉格 7 综合诊所底层，可直接从街道进入，

同时提供兽医医疗。周日及公众假期营业时间为：

19:00—6:30。

地址：Fr. Křížka 22, Prague 7

电话：+420-7-31638010

6

Na Bulovce 医院药房

（ Na Bulovce institutional pharmacy ）

急诊营业时间：晚上 8:00 到早上 7:00

位于 Na Bulovce 医院正门附近

地址：Budínová 67/2, Prague 8

电话：+420-2-66082017

7
EUC Lékárna Praha-Plaňanská

急诊营业时间：晚上 6:00 到早上 7:00

地址：Plaňanská 573/1, Prague 10

电话：+420-2-81019258（日常）

　　　+420-7-24210499（急诊）

8
EUC Lékárna Šustova

急诊营业时间：晚上 6:00 到早上 7:00

地址：Šustova 1930/2, Prague 11

电话：+420-2-71913307（日常）

　　　+420-2-96506128（急诊）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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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设公司账户

银行为企业客户提供的服务通常包括贸

易融资、贷款和信贷、设备贷款和商业地产

等。一般而言，提供开设公司账户服务的银

行需要申请人提前预约。当申请人预约服务

时，银行会告知申请人需要携带的具体文件。

外国企业在捷克开设公司账户基本流程如下：

（1）选择银行。许多国际银行在捷克设

有分行，申请人可选择有优惠套餐或提供商

户服务的银行。

（2）出具公司文件。在开立公司银行账

户时，银行会要求提供公司的一些文件，例

如公司章程，或者董事的签名样本。

（3）提供身份证明文件。需要提供公司

董事或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支付费用。在不同的银行开立银行

账户以及选择不同的附加服务和套餐时，需

要支付相应的不同的费用。

5　购车驾车

5.1 购车

购车合同

捷克规定，如果购车合同是在卖方场地

签署，买方不具有法律上的撤回权。但如果

合同依赖于信用协议，一旦信用协议被取消，

购车合同也会被取消。此外，在以下情况下，

买方可以在一周内解除合同：

（1）信贷提供者和汽车销售商为同一人；

（2）信贷提供者与购车者合作，共同制

订并签订了信贷协议；

（3）信贷提供者和汽车销售商与购车者

合作，签订了除信贷协议外的合同。

表 6-8　捷克主要购车中介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方式

1 Sauto.cz
捷克规模较大的综合广告网站，提供各种车

型出售信息

网址：https://www.sauto.cz

电话：+4202-34694430

2 AAA auto
二手车专营机构，在捷克有 22 个分支机构，

提供车辆买卖、交换、融资、检验方面的服务

网址：https://www.aaaauto.cz

电话：+420-2-84022076

3
EBM system

有限合伙公司

用于买卖新车和二手车的广告系统。提供各

类车型价格信息、买卖、租赁方面的服务

网址：https://www.tipcars.eu

电话：+420-7-33349649



  14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捷克（2021）

车险

购车后必须购买保险。买方可要求卖方

协助办理短期保险和牌照。捷克车险分为强

制责任与综合保险。强制责任险强制所有注

册车辆投保。综合意外保险可以涵盖意外损

坏、汽车被盗、车内财产被盗、故意破坏和

自然损坏等多种险别造成的损失，车主可以

自行选择投保。

第三方汽车保险（POV）属于强制性保

险，买方可通过保险经纪人或保险公司办理。

办理汽车保险后才可申请汽车牌照、进行车

辆登记，申请牌照、进行登记时须出示汽车

保险证明。

捷克汽车保险通常会覆盖捷克以外的

区域，即为“国际汽车保险卡”（俗称“绿

卡”），证明司机拥有在欧洲经济区和其他

一些有承保协议的地区有效的保险。

捷克较大的汽车保险公司包括：安联保

险公司、捷克保险有限公司以及承担车险业

务的捷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

安联保险公司①

网址　　https://www.allianz.cz

地址　　Ke Štvanici 3，Praha 8

电话　　+420-2-41170000

捷克保险公司

网址　　https://www.czechinsure.com

地址　　Nad Rokoskou 9a 182 00 Prague 8

电话　　+420-7-74553596

邮箱　　info@czechinsure.com

捷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

网址　　https://www.csob.cz

地址　　Radlická 333/150 150 57 Prague 5

电话　　+420-4-95800137

邮箱　　info@czechinsure.com

序号 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方式

4 Webfarm 有限公司

在线销售来自二手车店以及捷克和摩拉维亚

汽车展厅的新车和仓库车，提供各种车型的

报价、买卖等服务

网址：https://www.cars.cz

电话：+420-7-77112256

5 AliaWeb 有限公司 专售二手车
网址：https://yauto.cz

邮箱：info@aliaweb.cz

续	 	 表

                                          

①  安联车险网上保险预约与咨询 . https://allianzczinenglish.youcanbook.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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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驾车

驾照

有效驾照认定。所有驾驶人员必须随身携

带驾照、身份证，以及有关车辆安全性的文件

（技术证书和绿色保险卡）。目前捷克认可的

驾照有捷克本国签发的驾照、欧盟国家签发的

驾照以及其他签署过《维也纳公约》和《日内

瓦公约》的国家签发的国际驾照，外交人员不

在该限定范围内。持中国驾照及其翻译件在捷

克租车自驾属于违法行为。捷克为持有捷克驾

照的人颁发国际驾照（IDP），可以在除捷克境

外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使用，费用为50克朗。

图6-2　外国人在捷克合法使用驾照的判定流程

欧盟其它国家与捷克达成了一项协议，

允许国民简单地将其本国驾照换成捷克驾

照，任何持有欧盟国家驾照的人都可以继续

使用其现有驾照。但是，未达成协议的非欧

盟国家 / 地区的汽车驾驶者必须在政府认可

的驾校学习①一定小时的课程，然后才能进

行理论和实践测试，以评估其驾驶能力。此

外，还需要医生出具的标准证明，证明申请

人的健康状况足以开车。捷克语不流利的

申请者考试时可以申请翻译的帮助。提交

所有文件并支付管理费后，大约需要 20 天

能获得驾照。

表 6-9　获得捷克驾照或将外国驾照换成捷克

驾照的流程

序号 步骤

1

前往布拉格的司机登记处（Drivers Reg-

ister，靠近 Vysehrad 地铁站）。在捷克任

何其他城市，可以前往市政厅。

2

找到值机柜台，打印驾照申请表（Žádost 

o vydání řidičského průkazu）。可以提前

在线预约。②

3

● 出示以下材料：驾照申请表，有效身份

证件或护照，外国驾照或通过捷克驾驶

考试的确认函；长期或永久居留文件，

表明已获得居留权至少 1 年。
● 费用：如果想在 20 天内获得捷克驾驶

执照，缴纳 200 捷克克朗，5 个工作日

内获得则缴纳 700 克朗。

                                          

①  捷克认可驾校列表 . https://www.autoskolaking.cz.

②  布拉格司机与车辆注册在线预约网站 . https://www.prah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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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换证。根据捷克交通部规定，①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

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驾驶人可以在线

查看驾驶证有效日期，②并可前往任何市政

厅③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

证：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

证；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

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并在现场拍摄照片。

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档载客汽车的，

应当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

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机动车驾驶人

在核发地市政厅车辆管理所管辖区以外居住

的，可以向居住地的市政厅车辆管理所申请

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机动车

驾驶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并申报

身体情况。

如果司机想在 5 个工作日内签发驾照，

换证费用为 700 克朗。按期换证是免费的。

法定办理期限为 20 天内。驾照通常在 14 天

内准备好。

加油服务

捷克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约 35~38 克

朗 / 升。柴油一般比汽油便宜 10%~15%。捷克

油站以自助加油为主。自助式加油的流程为：

直接拔下油枪加油，机器会同步显示已加油

量及价格，加油结束后进入加油站内小店告

知工作人员机器号码并付费即可。

捷克驾车规则

捷克车辆靠右行驶，与中国大陆相同；

作为欧盟国家，捷克要求车辆即使在白天也

必须打开近光灯；所有乘客均必须使用安全

带；12 岁以下的儿童不可乘坐前排；36 千克

或150厘米以下儿童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在捷克开车遇红灯时禁止右转，遇黄灯请等

待。高速公路上只能在左侧超车。

限速

在城镇和乡村的建筑区和居民区，限速

为 50 公里 / 小时（30 英里 / 小时）。在通过

人行横道时，行人享有优先通行权，机动车

必须让行。但有轨电车除外，即行人和其他

机动车必须让有轨电车优先通行。城镇外道

路的限速为 90 公里 / 小时。居民区外的高速

公路限速为 130 公里 / 小时，城镇和村庄道

路的限速为 80 公里 /小时。

捷克的超速罚款金额视情节严重程度而

定。在市区内超速 40 公里以上或在郊区超

速 50 公里以上，罚款 5000~10000 克朗；在

市区内超速 20 公里以上、40 公里以下或在

郊区超速 30 公里以上、50 公里以下，罚款

2500~5000 克朗；在市区内超速 20 公里以下

或在郊区超速 30 公里以下，罚款 1500~2500

克朗。

                                          

①  捷克交通部 . https://www.mdcr.cz.

②  捷克交通部 . https://obcan.portal.gov.cz.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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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重量达 3.5 吨的汽车需要支付一定的费

用才能在公路上行驶。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必须具有证明驾驶人员已经支付相应费用的

凭证，即纳税票证。

通行证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电子高速公路票开

始在捷克生效，取代了之前粘贴在汽车挡风

玻璃上的纸质公路票。可以在国家官方网站

eDalnice.cz 上购买（该网站提供 5 种语言版

本），或者从以前的供应商，例如 EuroOil

加油站或捷克邮政分局购买，也可以在主要位

于边境地区的自助服务亭中购买公路票。有效

期为 10 天的汽车纳税票证：310 克郎（合 11

欧元、13 美元、85 人民币元）。有效期为 1

个月的汽车纳税票证：440克郎（合 16欧元、

18 美元、120 人民币元）。有效期为 14 个月

的汽车纳税票证（12 月 1 日至第三年 1 月 31

日）：1500 克郎（合 55 欧元、63 美元、405

人民币元）。重量超过 3.5 吨的车辆必须安

装有一种特殊设备，以和收费站进行通信并

支付在捷克公路上行驶所需的费用。①

交通事故

如果发生的交通事故符合以下任一条

件，驾驶人员必须报告：有人受伤或死亡，

有第三方遭受损失，事故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所遭受的损失额度超过 10 万克朗（合 3700

欧元、4200 美元、27000 人民币元）。如果

不符合以上任何条件，且事故双方就谁为事

故责任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则无须通知警察。

不过，仍建议填写“欧洲交通事故记录单”。

驾车须知

捷克交通部规定，每年 11 月 1 日至次年

4月 30日，标有雪花标识路段，须使用冬胎。

车胎厚度不能小于 4 厘米，违规者将被处以

2000 克朗内罚金。

停车须知

部分城市采用颜色标记的停车区域。布

拉格有四色停车区。②

蓝色区域供持有长期停车许可的居民使

用。紫色区域供持有长期停车许可的居民使

用，临时访客在虚拟停车时钟网络应用程序

（mpla.cz/praha）或停车票机缴费后最多停

放 24 小时。橙色区域供访客进行短时间停放

（最多 3 小时）并使用虚拟停车时钟网络应

用程序（mpla.cz/praha）或停车票机缴费。

绿色区域是 P+R（停车和骑行）、B+R（自行

车和骑行）和K+R（亲吻和骑行）的停放区域。

一些地铁站和火车站也有停放点，用于转乘

公共交通。K+R 区最多停留 5分钟。

                                          

①  捷克旅游局 . https://www.visitczechrepublic.com.

②  布拉格旅游手册 . https://www.prague.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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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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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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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个驻外代表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口机构、国际组织建

立了 300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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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总理府 www.vlada.cz

2 交通部 www.mdcr.cz

3 财政部 www.mfcr.cz

4 文化部 www.mkcr.cz

5 国防部 www.army.cz

6 司法部 www.portal.justice.cz

7 教育、青年和体育部 www.msmt.cz

8 地方发展部 www.mmr.cz

9 内务部 www.mvcr.cz

10 外交部 www.mzv.cz

11 工业和贸易部 www.mpo.cz

12 劳动及社会事务部 www.mpsv.cz

13 环境部 www.mzp.cz

14 卫生部 www.mzcr.cz

15 农业部 www.eagri.cz

16 海关总署 www.celnisprava.cz

17 国家统计局 www.czso.cz

18 中央银行 www.cnb.cz

19 参议院 www.senat.cz

20 众议院 www.psp.cz

21 投资局 www.czechinvest.cz

22 贸易局 www.czechtradeoffices.cz

23 工业与交通协会 www.spcr.cz

24 经济商会 www.domora.cz

25 工业产权局 https://upv.gov.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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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捷克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

地址：Pelléova 18, 160 00 Praha 6 -Bubeneč, Czech Republic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cz

电话：+420-2-33028800

2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经济商

务处

地址：Pelléova 18, 160 00 Praha 6 -Bubeneč, Czech Republic

网址：http://cz.mofcom.gov.cn

电话：+420-2-33028871

3 捷克中资企业协会
地址：Rosmarin Business, Center, Dělnická 12, PSČ 170 00, Praha 7

电话：+420-6-02487558

4 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商会
地址：Myslivecká 64/18, 779 00 Olomouc Czech Republic

网址：http://czcn.eu/zh

5 捷克华商联合会

地址：Libusska 319/126 Praha 4

网址：http://www.ccoa.cz

电话：+420-6-0237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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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捷克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附录四

捷克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捷克经济商会

地址：Florentinum, Na Florenci 2116/15, 110 00 Praha 1

电话： +420-2-66721300 

网址：http://www.komoracz.eu

邮箱：office@komora.cz

2 捷克共和国工业联合会

地址：Freyova 948/11 190 00 Prague 9

电话：+420-2-25279111

传真：+420-2-25279100

网址：www.spcr.cz

邮箱：spcr@spcr.cz

3 捷克贸易和旅游联盟

地址：SVAZ OBCHODU A CESTOVNÍHO RUCHU ČR Těšnov 

　　　1163/5 110 00 Praha 1

电话：+420-2-24805158

网址：http://www.czcbc.org

邮箱：sekretariat@socr.cz

4 捷克布拉格首都商会

地址：HOSPODÁŘSKÁ KOMORA HLAVNÍHO MĚSTA PRAHY 

　　　Náměstí Franze Kafky 17/7 Praha 1, 110 00

电话：+420-2-24818197

网址：https://www.hkp.cz

邮箱：hkp@hkp.cz

5 捷克布尔诺地区商会

地址：Okresní hospodářská komora v Příbrami Tyršova 

　　　106-Zámeček 261 01 Příbram I

电话：+420-3-18627784

网址：https://www.ohkpb.cz

邮箱：ohkpb@ohkpb.cz

6
摩拉维亚地区区域经济

商会

地址：Krajská hospodářská komora Moravskoslezského kraje 

　　　Výstavní 2224/8 709 00 Ostrava-Mariánské Hory

电话：+420-5-54614521

网址：https://www.khkmsk.cz

邮箱：info@khkmsk.cz

7  捷中友好合作协会
地址：Nekázanka 858/5 110 00 Prague 1 Czech Republic

邮箱：info@czechchina.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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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8 玻璃、陶瓷工业协会   

地址：Dělnická 213/12, 170 00 Praha 7

电话：+420-2-71745888

网址：https://askpcr.cz

邮箱：info@askpcr.cz

9 税收顾问商会  

地址：Komora daňových poradců ČR Kozí 4 602 00 Brno 6

电话：+420-5-42422311

网址：https://www.kdpcr.cz

邮箱：kdp@kdpcr.cz

10 会计师公会       

地址：Vinohradská 2022/125 130 00 Praha 3

电话：+420-6-03225418

　　　+420-7-39120542

网址：www.svaz-ucetnich.cz 

邮箱：info@svaz-ucetnich.cz

11 审计师公会      

地址：Opletalova 55, 110 00 PRAGUE 1

电话：+420-2-24212670

　　　+420-2-21602118

网址：https://www.kacr.cz

邮箱：kacr@kacr.cz

12 捷克管理协会   

地址：Wenceslas Square 21 113 60 Prague 1

电话：+420-2-24109301

网址：https://www.cma.cz

邮箱：cma@cma.cz

13 汽车工业协会   

地址：Budějovická 1550/15a, 140 00 Praha 4, Česká republika

电话：+420-2-33324006

网址：https://autosap.cz

邮箱：autosap@autosap.cz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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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捷克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附录五

捷克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类型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律师事务所

ECOVIS ježek https://www.ecovislegal.cz

2 Baker & McKenzie LLP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

3 PRK Partners www.prkpartners.com

4 Iva Jónová http://www.jonova.cz

5 Anděl & Svobodová www.akandelsvobodova.cz

6 Prchal a Partner https://prchalapartner.cz

7 Talášek asyn www.talar.cz

8

会计师事务所

Agentura Páže www.agenturapaze.webnode.cz

9 FORTIS 2022 www.ucetnictvi-fortis.cz

10 NB účetnictví sro www.nbucetnictvi.cz

11 ÚČETNÍ FIRMA www.ucetnifirma.com

12 Říha-Říhová sro www.sweb.cz/rihovaali

13 Karviná-Fryštát www.partexreal.cz

14 Jana Pospíšilová www.jupus.wz.cz

15 Mazars www.mazars.cz

16 Fiskus CZ www.fiskus.cz

17 专利事务所 Kania Sedlák Smola Brno www.kaniasedlaksmola.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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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捷克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长虹欧洲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Jankovcova 1114/23, 170 00, Praha 7,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2-42408845

邮箱：mail@changhong.com 

2 捷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Jihlavská 1558/21, 14000 Praha 4, Europe

电话：+420-2-55701808

3 中兴捷克有限公司

地址：Hvězdova 1716/2b, CITY TOWER, 11.floor 140 78 Praha 4

电话： +420-2-46007130

邮箱：audit@zte.com.cn

4 捷克运城制版有限公司
地址：Tř. 5. května 218, 289 11 Pečky

电话：+420-3-21671685

5
中远海运集运（中欧）有限

公司

地址：Rosmarin Business Center, Dělnická 12, PSČ 170 00, Praha 7

电话：+420-2-66793525

邮箱：jiri.koula@china-shipping.cz

6 诺雅克电气欧洲公司

地址：Sezemická 2757/2 193 00 Prague

电话：+420-2-26203120

邮箱：Europe@noark-electric.com

7 布祖卢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Buzulucká 108 267 62 Kom-árov

电话：+420-3-11575111

邮箱：info@buzuluk.cz

8 陕西鼓风机捷克公司

地址：Křenová 65 602 00 Brno, Česká republika

电话：+420-5-43531701

邮箱：ekolsro@ekolbrno.cz

9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Plazy 128 Mladá Boleslav（生产厂）

　　　Lipovka 130 Kvasiny（组装厂）

电话：+420-3-26211850

邮箱：yappcz@y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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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捷克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0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布拉格营

业部

地址：Florentinum| NaFlorenci 2116/15, Prague 1

电话：+420-2-22588800

1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布拉

格办事处

地址：Růžová 948/14,110 00 Praha 1-Nové Město,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2-20940688

邮箱：prague@hnair.com

12 中信欧洲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Nekázanka 858/5, Nové Město, 110 00 Praha 1

电话：+420-2-20199711

邮箱：info@citiceurope.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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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捷克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
号

展会名称
下一届举办的

时间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1

捷克布尔诺国际

机械工业博览会

（MSV）

2021 年 11 月 8 日—

12 日，布尔诺

MSV 是通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的、

中东欧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工业类展会。自

从 1959 年第一次举办以来，已经成为欧

洲最著名的展览会之一。展会一年一届。

展会期间展出的 3D 测量技术、自动化产

品、机床、新能源飞机和汽车及各种专业

机械设备，展现了国际领先的技术和创新

理念。

2

国 际 服 装、 面 料

和鞋类展（STYL 

& KABO）

2021 年 8 月 21 日

至 23 日，布拉格

该展会是中欧地区该领域唯一的 B2B 展览

会。它不仅是捷克国内在该领域最重要的

展会，而且对周边的斯洛伐克、奥地利、

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市场具有重要的辐射

和带动作用。该展会每年举办两次，分别

为 2 月的秋 / 冬系列展和 8 月的春 / 夏系

列展。近年来，该展会吸引了愈来愈多来

自中国、印度及土耳其的公司参展。

3

捷 克 矿 物、 化

石、 宝 石 和 天 然

材料国际展销会

（ M I N E R A L S 

BRNO）

2021 年 7 月 10 日

至 11 日，布尔诺

MINERALS BRNO 销 售 展 是 捷 克 规 模

最大的矿物学活动之一。它每年举办两

次——分别在 5 月和 11 月，有 250 多家

参展商和近万名参观者参加。超过四分之

一的参展商来自国外。展会专注于矿物、

宝石、半宝石、珍珠和珠宝的现场直接销

售，是捷克同类活动中最大的活动之一。

4

国际印刷包装展

览 会（Embax and 

Print Expo）

2022 年，布尔诺

捷克布尔诺国际包装印刷展览会（Embax 

Print）是捷克唯一的印刷包装展览会。展

会两年一届，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一个有

着悠久传统的贸易展，它为捷克和外国知

名包装和印刷公司的专家和代表提供了专

业平台，极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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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展会名称
下一届举办的

时间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5
国际电子电工展

览会（AMPER）

2021 年 5 月 18 日

至 21 日，布尔诺

AMPER 是捷克共和国地区最大规模、最

具影响力的电子电工展览会。由捷克著名

展览公司 Terinvest 主办，囊括了工业电

子、广播电视、通信、计算机、家用电子、

电工、照明等七大主题板块。始办于 1992

年。

6
捷 克 GO 国 际 旅

游博览会

2021 年 2 月，布拉

格

GO 国际旅游博览会是捷克旅游业最大的

展会，重点面向中欧地区。第 31 届将于

2021 年举行。

7

国 际 眼 科 光 学、

验光和眼科展览

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19 日，布尔诺

OPTA 是中欧地区最重要的眼科光学、验

光和眼科专业展示。展会不仅是最新眼镜

架、眼镜和隐形眼镜或技术设备的展示平

台，还举办专业讲座和研讨会。

8

捷克布拉格国际

房 地 产 展（FOR 

HABITAT）

2021 年 4 月 15 日—

18 日，布拉格

该展是专注于房屋建设、改造、室内装

饰、泳池、花园建设的著名展会。参展企

业多为捷克及国外生产商及进口商。

9
捷克布尔诺国际

建材展（IBF）

2021 年 2 月 00 日—

2021 年 2 月 00 日，

布尔诺

IBF 被欧洲建筑行业联合会评价为中欧及

东欧地区唯一一个 69% 的参观商为行业

专业人士的著名国际展会。在欧洲地区，

IBF 是建筑行业的五大展会之一，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 1000 多家参展企业，其中

包括此行业的国内及国外的头部企业。

10

捷克布鲁诺国际

医疗设备展览会

（ M e d i c a l  F a i r 

Brno）

2021 年 10 月 5 日—

8 日，布尔诺

是中欧地区医疗领域最大的展览会之一。

世界各地的医疗器械、药品批发商、采购

商、卫生部门、医疗专业等顶尖业内人员

云集展会，洽谈贸易，MFB 是集科技、

商贸和信息于一体的大型国际盛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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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捷克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中国商务部 www.mofcom.org

2 捷克统计局 https://www.czso.cz

3 捷克工贸部 https://www.mpo.cz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www.oecd.org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www.unctad.org

6 世界贸易组织 www.WTO.org

7 世界银行 www.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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