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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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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匈牙利（2020）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面积 9.3 万平方

公里，与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接

壤，多瑙河及其支流蒂萨河纵贯全境。

气候

匈牙利东北部靠近内陆，属于大陆性

气候。西部地区受地中海和大西洋暖流影响

较大，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地中海亚热

带气候的交汇点。匈牙利全年平均气温为

10.8℃，夏季平均气温 21.7℃，冬季平均气

温为 -1.2℃。

人口

截至 2019 年 12 月，匈牙利人口总数为

976.90 万，约 70.45% 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

区，人口密度为 105 人 / 平方公里。匈牙利

人口数量排名前三的大区为：中匈牙利大区

（294 万）、大平原北大区（149 万）、大平

原南大区（129 万）。①

首都

首都布达佩斯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和科技中心，位于东一时区，比北京时间晚 7

小时。

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首都和 19 个州，设立 24 个

州级市、274 个市、2854 个乡。②

1.2 政治制度

宪法

1989 年 10 月，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对

宪法作了重大修改，确定匈牙利实行多党议会

民主制。2011年，青民盟推动国会通过宪法修

正案，新宪法于2012年 1月 1日起生效。③

总统

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武装部队的最高

统帅，由国会选举产生，每 5 年选举一次。

现任总统为阿戴尔 •亚诺什。

政府机构

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现任政府由

9 个部门组成，总理办公室作为独立部门协调

政府的工作，其余 8 个部门为内政部、人力

资源部、农业部、国防部、司法部、外交与

                                           

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②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③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http://h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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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匈牙利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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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议会官网 . https://www.parlament.hu.

②  匈牙利宪法法院官网 . http://hunconcourt.hu.

③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对外经济部、财政部、创新与技术部。现任

总理为欧尔班·维克多。

议会

国会是立法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实行一院制。2014 年起改为 199 个议席，每

4 年普选一次。本届国会于 2018 年 5 月选举

成立，由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

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基民党）、尤比克党、

匈牙利社会党、民主联盟、绿党、对话党 7

个党组成。其中，青民盟与基民党共占 133

席，匈牙利社会党等左翼党派占 29 席。①现

任国会主席为格维尔·拉斯洛（青民盟）。

政党

目前，匈牙利主要政党包括：青年民主主义

者联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匈牙利社会党、

尤比克党、民主联盟、绿党、对话党等。现任

执政党为青民盟。

1.3 司法体系

匈牙利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法

院分为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州法院和地方

法院四级，实行两审终审制。检察机构分为

最高检察院、地区检察院和州检察院三级。

匈牙利自 1990 年 1 月起设宪法法院，独立于

传统司法体系之外，旨在对立法、司法、行政

活动行使违宪监督与审查职能。②

1.4 外交关系

匈牙利是欧盟、北约、申根公约、联合

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重

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目前，匈牙利同 17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发展与美国、

欧盟、俄罗斯、中国及周边邻国关系列为五大

优先方向，重点推进与上述国家的务实合作。

目前，匈牙利的外交目标和任务是：保

障国民安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

高效应对全球化挑战；加强中欧地区合作，积

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加强匈牙利族人团

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匈牙利提出“向

东开放”战略，致力于成为亚欧贸易桥梁。③

匈中关系

1949 年 10 月 6 日，匈中两国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更加频繁，

双边关系驶入快车道。2015 年 6 月，两国签

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匈牙利

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该合作文件的欧洲国

家。2017 年 5 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

多访华，期间同习近平主席进行会见，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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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①

与美国关系

匈牙利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

员国，与美国在安全、执法、经济和能源等领

域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减少恐怖主义和核扩

散威胁，共同维系跨大西洋价值观。②2008 年

和 2009 年，两国分别签订《打击恐怖主义组

织信息交换协议》《刑事犯罪信息交换协议》

和《匈美刑事犯罪法律援助协议》。匈美两

国经贸合作紧密，美国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外

商投资来源国之一，众多美国企业在匈牙利

设厂或设立分支机构。

与俄罗斯关系

近年来，随着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匈

俄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俄

罗斯是匈牙利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匈牙利

向俄罗斯大量出口机电产品（手机、医学设

备、电子管、汽车、农业设备等）、加工业

产品（医药、包装材料、塑料和纸工业产品、

交通工具零配件等）。同时，匈牙利严重依

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2010年两国签署了《南

流天然气管道工程匈牙利项目及南流股份公

司的成立协议》③，2016 年两国就能源合作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匈

访问时曾表示，匈牙利是俄罗斯在欧洲重要

且可靠的伙伴。④

与欧盟关系

2004 年 5 月，匈牙利正式成为欧盟成员

国。2007 年 12 月，匈牙利正式加入申根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匈牙利曾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匈牙利致力于改善

欧盟就业情况，努力提升就业率，积极推动

扩大申根区范围，呼吁并主张赋予成员国更

大自治权。 

与周边国家关系

匈牙利与斯洛伐克、捷克和波兰关系紧

密，四国共同成立了“维谢格拉德合作组织”

（维谢格拉德是匈牙利北部的历史名城）。

该组织也被称为“维谢格拉德四国联盟”，

四国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在一系列问题上共

同协商，步调一致，增强在欧盟以及国际上

的话语权。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匈牙利，需了解当地社会人

文基本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投资合作。

                                           

①  中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

②  美国外交部 . https://www.state.gov.

③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https://www.fmprc.gov.cn.

④  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 匈俄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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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近年来，匈牙利经济呈良好发展态势，

工业生产、外贸、内需持续增长，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小幅下降，宏观经济各项指标表

现良好，积极增长势头明显。尤其是执行“向

东开放”战略以来，匈牙利不断强化与新兴

                                           

①  欧洲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表 1-1　匈牙利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马扎尔族（即匈牙利族），约

占 90%
官方语言 匈牙利语

货币 匈牙利福林 宗教 66.2% 居民信奉天主教

国庆日 8 月 20 日

教育
匈牙利国民素质较高，约 1/3 就业人员受过高

等教育。匈牙利实行义务教育制（6~18 岁）
医疗 匈牙利实行法定医疗保险

习俗

● 匈牙利人姓名排列顺序与中国相同，姓在前名在后。称呼匈牙利人时，只称姓不称名。
● 匈牙利亲人和朋友相见时一般行贴面礼，相互碰一下两侧面颊，异性、同性之间均可以。

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一般行握手礼，并坚持“女士优先”原则，比如进出屋要为女

士开门，电梯要让女士先上、聚会时为同行或熟识的女性拿、穿大衣等，但在进餐馆时男

士可以先入门，因为按传统要由男士付款结账。
● 匈牙利人招待客人时不强行劝酒，主人要等客人吃完才能放下刀叉；吃饭时咂嘴巴或喝汤

时发出声响被认为是不雅之举。如应邀到匈牙利人家中做客，可带上一瓶酒或一束鲜花作

为礼物。匈牙利人饮食习惯上以西餐为主，也喜欢中餐。
● 绝大多数人把圣诞节、复活节列为最重要、最喜欢的节日。忌讳数字“13”。交谈的时候，

恰当的话题为食物、葡萄酒和你所喜欢匈牙利的某些方面，不要谈论政治或者宗教。

国家经济体务实合作，成功吸引不少外来投

资，并促进了匈牙利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出

口，使得匈牙利经济步入稳步增长通道。但

由于近年来政府开支过高，对经济增长产生

一定负面影响。

根据欧洲统计局数据，①2019 年匈牙利

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460.6 亿欧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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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同比增长 4.6%。受 2020 年全球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匈牙利大多数行业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市场服务业仍

是匈牙利第一季度增长的驱动力。数据显示，

匈牙利 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2.2％，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

了0.4％。①2020 年 7 月，匈牙利财政部预测

2020 年 GDP 增长将下降 5个百分点。②

                                           

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http://www.ksh.hu.

②  匈牙利财政部长预计 2020 年 GDP 下降 5 个百分点 . https://hungarytoday.hu.

③  欧洲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对外贸易

匈牙利是出口驱动型国家，对外贸易依赖

程度较高，易受不利的外部环境冲击。根据欧

洲统计局数据，2019年匈牙利外贸进出口总额

与GDP的比值为161.3%，虽较2018年下降了2.1

个百分点，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2019 年，匈牙利货物、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为 2355.4 亿欧元，其中出口总额为

1200.5 亿欧元，进口总额为 1154.9 亿欧元，

贸易顺差 45.6 亿欧元。

表 1-2　匈牙利宏观经济数据③

经济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GDP（亿欧元） 1127.0 1161.3 1268.9 1359.3 1460.6

人均 GDP（欧元） 11450 11830 12960 13910 14950

实际 GDP 增率（%） 3.8 2.1 4.3 5.4 4.6

失业率（%） 6.8 5.1 4.2 3.7 3.4

通货膨胀率（%） 0.1 0.4 2.4 2.9 3.4

财政赤字率（%） -2.0 -1.8 -2.5 -2.1 -2.0

政府债务（亿欧元） 838.3 874.7 912.3 933.5 939.1

商品、服务出口总额（亿欧元） 987.2 1004.5 1091.4 1140.4 1200.5

商品、服务进口总额（亿欧元） 897.6 903.7 1004.8 1080.5 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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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②  世界银行 .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图 1-2　2015—2019 年匈牙利对外贸易依存度①

图 1-3　2015—2019 年匈牙利对外贸易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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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匈牙利前五大出口国为德国、

斯洛伐克、意大利、罗马尼亚、奥地利；前

五大进口国为德国、奥地利、中国、波兰、

荷兰。①

图 1-4　2019 年匈牙利主要出口国及出口额占比

图 1-5　2019 年匈牙利主要进口国及进口额占比
                                           

①  匈牙利进出口国别情况 .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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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1—9月，匈

牙利主要的出口产品是机电商品、运输设备、

化工产品，占匈牙利出口总额的 65.1%。①匈

牙利主要的进口商品是机电产品、运输设备、

化工产品，占匈牙利进口总额的 57.9%。②

2.2 发展规划

新塞切尼计划

2011 年 1 月，匈牙利政府推出面向 2020

年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新塞切尼计划”

（New Széchenyi Plan），致力于扩大就业、

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升匈牙利国际竞争

力。根据该计划，匈牙利政府重点鼓励医疗

健康、绿色经济、住房、商业环境、科技创新、

就业、交通等领域发展。③

经济发展和创新计划

匈牙利国家经济部（2018 年大选后更名

为财政部）于 2015 年 4 月发布“全国经济

发展和创新计划（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perational  Program, 

GINOP）”，该计划旨在刺激匈牙利欠发达地

区的经济发展，重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

促进研发创新力度、积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等。具体内容见表 1-3。

                                           

①  国别报告网 .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②  同①。

③  新塞切尼计划 . http://gazdasagfejlesztes.gov.hu.

④  欧盟经济发展与创新计划 .https://ec.europa.eu.

表 1-3　匈牙利“全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计划”主要内容④

序号 主要内容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地区产能，增加出口型中小企业数量，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2 支持非营利科研机构技术开发。

3 发展信息和通信产业，提高政府和企业公共管理水平。

4 加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能源效率。

5 根据劳动力市场地区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特别举措，提高就业水平。

6
针对老年人、弱势群体、来自贫困地区的残疾人和求职者，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

质量。

7 优先支持有特色、绿色环保的旅游项目。

8 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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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尼计划

2016年，匈牙利国家经济部（现财政部）

发布“伊里尼计划”（Irinyi Plan），即匈

牙利产业创新发展指引。该计划重点鼓励发展

汽车制造、专业设备制造、健康产业、旅游业、

食品加工、绿色经济、电子通信和国防军工等

产业，旨在为国家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创造动力，

使匈牙利在2020年成为欧盟工业化程度最高的

国家之一。①

2020 年，匈牙利政府还将继续推动“伊

里尼计划”的实施。在本年度内，政府将向

中小企业提供约 836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以

帮助企业加快研发，向国际市场提供更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②

匈牙利竞争力提高计划

2019年 2月，匈牙利财政部发布“匈牙利

竞争力提高计划”（Hungary  National  Re-

form Program），聚焦在科技创新、交通设施、

降低税费等方面以提升匈牙利竞争力。③

                                           

①  匈牙利政府网 .https://www.kormany.hu.

②  2020 年匈牙利政府将继续实施伊里尼计划 .https://hungarianinsider.com.

③  2020 年匈牙利国家改革计划 . https://ec.europa.eu.

④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2.3 地区情况

2012 年，匈牙利将国名从“匈牙利共和

国”修改成“匈牙利”，并将国家划分成 19

个州。依据欧盟法规，匈牙利全国原划分为 7

个大区，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原中匈牙

利大区被划分成佩斯州和首府布达佩斯，且

均为大区层级。故此，匈牙利现有8个大区，

分别为北匈牙利大区、中多瑙河外大区、西

多瑙河外大区、南多瑙河外大区、大平原北

大区、大平原南大区、佩斯州和布达佩斯。④

表 1-4　“匈牙利竞争力提高计划”主要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1 通过完善教育研究体系，推动 “创新和研发”（K+F）项目，培养高技术人才。

2
加强政府与企业间交流，大力扶持中小型企业。2019 年，政府为本国中小企业提供超过 500 万欧

元资金支持。

3 实现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创新。

4 保证能源供给充足。

5 推出减税政策，吸引外资投资匈牙利，打造欧洲研发中心，帮助企业进入匈牙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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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②  同①。

图 1-6　匈牙利大区分布①

表 1-5　匈牙利大区主要数据对比②

北匈牙利
大区

中多瑙河
外大区

西多瑙河
外大区

南多瑙河
外大区

大平原北
大区

大平原南
大区

佩斯州 布达佩斯

面积（平

方公里）
13,428 11,237 11,209 14,168 17,749 18,339 6393 525

人口 1,153,714 1,060,703 983,933 900,868 1,474,383 1,262,936 1,217,476 1,729,040

就业率

（%）
55.9 60.7 61.4 54.5 56.1 57.1 62.5 64.7

平均净收

入（匈牙

利福林）

211,179 249,713 248,293 221,676 202,152 213,343 241,943 328,203 

注册企业

数量
150,125 162,922 175,825 155,758 273,852 244,858 220,937 41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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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①

布达佩斯（Budapest）是匈牙利首都，

也是匈牙利主要的政治、商业、运输、经济

中心和全国最大的城市，面积为 525 平方公

里，人口数量为 172.9 万，整体发展领先于

全国平均水平。布达佩斯在计算机研发、信

息通信、化工、仪器设备、生物医药等领域

在匈牙利乃至中东欧地区有较强竞争力。另

外，布达佩斯经济开放程度高，匈牙利大部

分外商投资都流向布达佩斯，但也导致外国

资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佩斯州②

佩斯州（Pest）面积为 6393 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为121.7万。佩斯州在经济、文化、

商业及金融领域发展突出。佩斯州受益于以

布达佩斯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络，与全国各

地以及国际交通网络相连。全国有 30 条国家

                                           

①  欧盟地区发展监控平台 . 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③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④  同①。

⑤  同①。

路线横贯佩斯州，沿线建有工业园区、商业

中心等，有力地促进了该州社会经济与产业

发展。

北匈牙利大区

北匈牙利大区（Northern Hungary，NH）

由赫维什州、包尔绍德—奥马乌伊—曾普伦

州、诺格拉德州组成。2018 年，该区人口占匈

牙利总人口的 11.7％。③该大区的机械工业、

化工业、金属产业、农业等传统产业发达，

信息通信、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也有较强优

势。另外，该区内大学院校及科研中心资源

丰富，创新潜力巨大，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在此

设立分支机构，如博世、采埃孚、沃达丰和三

菱等，企业集群效应明显。该区外国直接投资

（FDI）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 年占匈牙利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5.8％。④

表 1-6　北匈牙利大区产业集群信息

北匈牙利信息技术集群 www.infoklaszter.hu

北匈牙利汽车产业集群 www.nohac.hu

匈牙利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产业集群 www.manoklaszter.hu

匈牙利太空产业集群 www.hunspace.org

中多瑙河外大区⑤

中多瑙河外大区（Central  Transdanu-

bia，CT）由费耶尔州、科马罗姆—艾斯特根

州、维斯普雷姆州组成。大区位于维也纳—

布达佩斯轴线，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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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③  欧盟地区发展监控平台 . https://ec.europa.eu.

④  同③。

⑤  欧洲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是匈牙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该大区 2020 年

二季度失业率为 3.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①该大区优势产业包括传统重工业、化

工业等，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在地区工业总

产值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最大份额。该

大区内注册企业数量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

9%。近年来，受益于外国投资者的创新活动

和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加，该地区创

新能力显著提高。

西多瑙河外大区③

西多瑙河外大区（West Transda-nubia，

WT）由杰尔—莫松—肖普朗州、沃什州、佐

洛州组成，是匈牙利境内 GDP 贡献第二高的

大区（但贡献率远低于首都布达佩斯）。④该

大区在全国范围内失业率最低，2020 年二季

度失业率为 3.4％，全国平均水平为 4.6%，

欧盟平均水平为 7.2%。⑤该大区与奥地利、斯

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 4 国接壤，

地理位置优越，拥有 2 条高速公路，且是东

西铁路枢纽，物流运输便利。

该大区绝大多数经济指标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优势产业包括汽车工业、电子行业、

机械工业等。区域经济增长以外资企业出口

导向型生产为主要驱动力，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潜力仅次于布达佩斯和中多瑙河外大区。

奥迪、欧宝等众多汽车制造商和汽配制造商

在此投资设厂。

表 1-7　中多瑙河外大区产业集群信息②

中多瑙河外大区木材家具产业集群 www.balaton-butor.hu

Pápai 肉类食品产业集群 www.papahus.hu

中多瑙河外大区信息产业集群 www.innoskart.eu

中多瑙河外大区创新产业集群 www.veszpremikamara.hu

奥伊考机电一体化和汽车产业集群 www.amjk.eu 

维尔泰什山—多瑙河地区汽车产业集群 www.vdj-klaszter.hu

Pharmagora 品质生活产业集群 www.pharmagoraklaszter.eu

科马罗姆—艾斯特根州建筑环境与创新产业集群 www.kemekklaszter.hu

Ökopolisz 产业集群 www.okopoliszklaszter.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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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盟地区发展监控平台 . 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③  欧洲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eurostat.

④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南多瑙河外大区①

南多瑙河外大区（Southern  Transdanu-

bia，ST）由托尔瑙州、绍莫吉州、巴兰尼亚

州组成。该大区人口相对稀少，且老龄化指

数不断增加，制造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

额相对较低，总体为欠发达地区。

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国总数

的 1.3％，且多为小型跨国企业在此投资设

厂。但该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具有一定优势。

同时，佩奇市拥有大量煤炭及铀资源，以及

包括佩奇大学在内的科研院校和研发基地。

表 1-8　南多瑙河外大区产业集群信息

信息管理创新产业集群 www.i2k.hu

南多瑙河外大区文化产业集群 www.kikk.hu

蓝色经济创新产业集群 www.kekgazdasagklaszter.hu

大平原北大区②

大平原北大区（North  Great  Plain，

NGP）由加兹—纳杰孔—索尔诺克州、豪伊

杜—比豪尔州、索博尔奇—索特马尔—贝拉

格州组成，是匈牙利东部边界的落后地区，

内部各地区存在较大经济差距。2017 年，该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118 亿欧元，按

购买力标准（PPS）计算的人均 GDP 为 12900 

PPS，是匈牙利人均 GDP 最低的地区。③该大

区 2020 年二季度失业率为 7.0%，是全国失业

率最高的大区。④

该大区地理位置优越，旅游产业优势较

为突出，制造业结构多元以及具有许多致力

于本地研发的跨国企业。2017 年，外国直接

投资在该地区的存量为全国总数的 6.3％。

表 1-9　 大平原北大区产业集群信息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www.itcluster.hu

制药产业集群 www.pharmapolis-hungary.eu/introduction

硅场区域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www.sziliciummez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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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南大区①

大平原南大区（South Great Plain，SGT）

由贝凯什州、琼格拉德州、巴奇—基什孔州

组成，传统产业（农业、食品业、工程）以

及高科技产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药、

汽车工业）发展均衡。该大区农业产值约占

全国农业总产值的 1/4。近年来，由于新型制

造工厂（奔驰）和诸多跨国公司的引入，汽

车工业在该地区总出口中所占份额迅速增加。

尽管该区域产业发展较好，但产学研合

作有限，创新驱动力不足，经济活动仍具有

明显的传统经济发展特点，商业化成果不够

显著。

                                           

①  欧盟地区发展监控平台 . https://ec.europa.eu.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匈牙利投资报告（2018 年中文版）》。

表 1-10　大平原南大区产业集群信息

3P 产业集群 www.3pklaszter.hu

Hírös 供应商集群 www.hirosklaszter.hu

AIPA 集群 www.aipa.hu

ArchEnerg 集群 www.archenerg.hu

匈牙利第一包装产业集群 www.omnipack.hu

友好生物技术集群 www.goodwillcluster.com

2.4 基础设施

匈牙利政府制定了《2014—2020 年基础

设施发展计划》，主要涉及铁路、高速公路

等领域。2015—2020 年，交通发展政策有 3

个突出特点：重视发展国内落后的通往欧盟

的基础设施；采纳欧盟交通标准；建立环保

的交通系统。

匈牙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政府的支持下

进行了大规模重建。高速公路公里数不断增

加，铁路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运输，匈牙利

国际机场位于布达佩斯市郊，拥有 2 个现代

化的航空集散站。

公路

近年来，匈牙利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建设。

匈牙利是全欧洲高速公路密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 ,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仅次于比利时和荷兰 ,

排名第 3。从布达佩斯出发，仅需几小时高速

公路车程，即可抵达欧洲的6个首都城市。②公

路运输在匈牙利交通运输中占据主导地位，主

要的高速公路有 M1—布达佩斯至海捷什哈洛姆

公路；M3—布达佩斯至尼赖吉哈佐公路；M5—

布达佩斯至罗斯克公路；M6—布达佩斯至佩奇

附近公路；M7—布达佩斯至来登涅公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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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政策文献中心 . http://pdc.ceu.hu.

②  同①。

图 1-7　匈牙利交通设施①

图 1-8　2015 年匈牙利高速公路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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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匈牙利投资报告（2018 年中文版）》。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③  同②。

④  同②。

⑤  同②。

铁路

匈牙利铁路发展历史悠久，早在 1846 年

就修建开通了第一条铁路。截至 2018 年，匈

牙利铁路系统总长 7712 公里 ,其中 1224 公里

(15.9%) 为双轨铁路 ,电气化铁路网总长 3083

公里 (40%)，①路网密度在欧盟成员国中居第

5位，仅次于卢森堡、捷克、比利时和德国。

匈牙利铁路货运量约占货运总量的 18.55%，

城际旅客运输量约占 22.38%。匈牙利国家铁

路公司负责全国铁路路网建设及维护，其子公

司铁路客运公司专门负责旅客运输。扎霍尼及

其周边区域是欧洲标准轨距铁路与独立国家联

合体（CIS）国家宽轨铁路的连接点，也是铁

路转运中心。中国与扎霍尼间有直接的铁路连

接，完成运输需大约 19~22 天的时间。②

空运

近年来，空中交通发展迅速，尤其是客

运方面。匈牙利有 43 个机场，其中国际机场

4 个。匈牙利最大的机场为布达佩斯李斯特·

费伦茨国际机场，绝大部分国际航班在此起

降。其他重要的国际机场包括德布伦机场（位

于匈牙利东北部）和赫维什—巴拉顿国际机

场（位于匈牙利西南部）。匈牙利前往大部

分欧洲国家航程都在 2 个小时以内，是连接

欧洲与东方市场之间的重要纽带。2017 年，

布达佩斯机场客运量增长 14.5%，货运量增长

13.4%，为数百万企业和乘客提供服务。布达

佩斯有超过 125 个飞往北美、中东、中国和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直航航班。③

水运

水运在匈牙利交通运输中起辅助作用，

只占运输周转量的 4%。匈牙利水运巷道主要

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上，其中多瑙河是匈牙利

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水运航道。主要河港有布

达佩斯、多瑙新城、久尔—贡裕、包姚和莫

哈奇。位于布达佩斯南部切佩尔岛上的切佩

尔港是匈牙利最大的进出口口岸，通过多瑙

河与海外连接。多瑙—莱茵大运河连接黑海

与欧洲西北部地区，为莱茵河和多瑙河这样

具备高运载能力的内陆河流与港口的衔接提

供了有利条件。④

电力和通信网络

匈牙利有高度发达的远程通信系统—GSM 

900/1800MHz 移动频率，提供 100% 的物理覆

盖和广泛的 4G 移动覆盖。由于电信市场全

面开放，因此匈牙利有较多外国网络服务供

应商和移动网络提供商运营。三大运营商为

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挪威电信

（Telenor）以及英国沃达丰（Vodafone），

都是西欧运营商全资或控股公司。为在欧盟

国家中保持竞争力，匈牙利宣布将大力发展

5G 覆盖范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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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济园区

匈政府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投资4.82

亿欧元，在全国 25 个城市建设和发展工业园

区。①目前，匈牙利境内共有 210 个设施齐全

的工业园区，总面积约 10000 公顷，入驻企

业 4200 家，雇佣超过 20 万人。目前，各园

区正逐步由经济开发转向高新技术和生态领

域。具体园区信息可登录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网站查询：https://hipa.hu。

                                           

①  德勤—中国银行 .《中东欧投资手册（2017）》。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③  欧盟委员会：协定和条约 . https://ec.europa.eu.

表 1-11　各大区工业园区分布及优势领域②

大区 园区数量 优势领域

北匈牙利大区 28 机械工业、化工、金属加工、农业、信息通信、纳米技术、食品加工等

中多瑙河外大区 28 车辆工程、电子电气设备制造、精密仪器制造、机械工业、化工等

西多瑙河外大区 16
车辆工程、电子电气设备制造、机械工业、能源产业、建材加工、农业、

食品加工等

南多瑙河外大区 20
车辆工程、食品加工、生物工程、健康医疗、环保产业、电子电气设

备制造等

大平原北大区 32
车辆工程、机械工业、农业、信息通信、电子电气设备制造、食品加工、

化工、健康医疗、机械工业等

大平原南大区 33
食品加工、车辆工程、化工、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机械工业、服务业、

纺织业、建材加工、能源产业等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2004年 5月 1日，匈牙利正式加入欧盟，

与欧盟实施共同的贸易政策和措施，欧盟与

第三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直接适用于匈牙

利，具体信息可查询欧盟网站：https://

ec.europa.eu。③

在投资方面，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

示，匈牙利目前共对外签署了 65 个双边投

资协议。具体信息可查询联合国贸发会议投

资 政 策 网 站：https://investmentpolicy.

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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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贸发会议 .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

表 1-12　欧盟签署 / 在谈的多双边协议（部分）①

缔约方 协议类型 效力状态 生效时间

欧盟—越南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20 年 6 月

欧盟—日本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已生效 2019 年 2 月

欧盟—新加坡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19 年

欧盟—加拿大 全面经贸协定 部分生效 2017 年

欧盟—南非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部分生效 2016 年 6 月

欧盟—韩国 自贸协定 已生效 2015 年 12 月

欧盟—澳大利亚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欧盟—中国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欧盟—新西兰 自贸协定 谈判中 —

表 1-13　匈牙利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部分）

缔约方 效力状态 签署时间 生效时间

匈牙利—弗得角 已签署（待生效） 2019 年 3 月 —

匈牙利—白俄罗斯 已生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9 月

匈牙利—伊朗 已签署（待生效） 2017 年 4 月 —

匈牙利—塔吉克斯坦 已生效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4 月

匈牙利—柬埔寨 已生效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8 月

匈牙利—古巴 已生效 1999 年 10 月 2003 年 11 月

匈牙利—加拿大 已生效 1991 年 10 月 1993 年 11 月

匈牙利—澳大利亚 已生效 1991 年 8 月 1992 年 5 月

匈牙利—中国 已生效 1991 年 5 月 1993 年 4 月

匈牙利—韩国 已生效 1988 年 12 月 198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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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匈牙利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全球营商环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匈牙利营商环境报告》。

②  同①。

③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境报告》，匈牙利营商环境便利度在 190 个

国家中排名第 52，相比 2019 年上升 1 位。①

各细项排名见表 2-1。

世界经济论坛③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

争力报告》中，匈牙利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41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 47，得分 65.1

（满分 100），相比 2018 年排名上升 1 位。

从各指标分数来看，产品市场、商业活力方

面较 2018 年排名下降较多，分别下降 9 位和

8 位，其他方面排名变化不大。各细项得分情

况见表 2-2。

表 2-1　2020 年匈牙利营商环境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名②

项目名称
排名

（共 190 个经济体）
得分

（满分 100）

整体营商环境 52 88.2

跨境贸易 1 100.0

执行合同 25 71.0

登记财产 29 80.1

获得信贷 37 75.0

纳税 56 80.6

办理破产 66 55.0

保护少数投资者 97 54.0

办理施工许可证 108 67.0

获得电力 125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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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②  标准普尔公司 . https://www.spglobal.com.

主权信用评价

2020 年 2 月 14 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

准普尔公司（Starnard ＆ Poor’s）（以下简

称“标普”）将匈牙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

“稳定”上调至“积极”。但同年 4月 29日，

标普认为匈牙利应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切

实举措，随即将评级展望下调回“稳定”。①

标准普尔预测 2021 年匈经济将恢复增长。但

由于预算赤字增加，匈牙利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从去年的 64.5％增加到近 70％。②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近年来，匈牙利积极制定投资优惠与激

励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匈牙利政府推进

税收改革，提升线上报税便利化程度；下调

加班上限，保障职工福利；并提供资金支持

行业企业发展。

税收

2019 年 5 月 30 日，匈牙利政府通过了

表 2-2　2018 年和 2019 年匈牙利全球竞争力指标排名情况

全球竞争力分项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行政效率 63 66

基础设施 27 28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54 51

宏观经济稳定性 43 43

（国民）健康 70 69

（国民）技能 49 49

产品市场 91 82

劳动力市场 80 83

金融系统 66 66

市场规模 48 48

商业活力 83 75

创新能力 41 39



  2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匈牙利（2020）

“13+1”经济保护行动计划，通过简化税收、

降低税率、税种合并等方式维持匈牙利经济

增长势头。①同年 7 月起，匈牙利社会贡献

税由 19.5% 降为 17.5%，此举为企业在 2019

年减少 1440 亿福林（约合 4.98 亿美元）、

2020 年减少 1560 亿 ~1600 亿福林（约合 5.4

亿 ~5.54亿美元）的税负。2020年 1月底起，

小型公司税由 13% 降为 12%，可为 4万个缴纳

该税种的企业节省 50亿福林（约合 1700 万美

元）。内阁还建议 2020 年底将广告税核心部

分降为 0，将酒店服务增值税由 18% 降为 5%。

私有企业可获得员工住宅建设补贴。同时，政

府计划降低税种数量，拟简化或取消营业税。

补贴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匈牙利政府拟

向企业提供1690亿福林（约合4.74亿欧元）

的补贴支持。该项补贴政策主要面向在匈投

资超 15 万欧元且无裁员计划的企业发放。同

时，为缓解大中型企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

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匈牙利政府将针对大

中型企业提供184亿福林（约合5200万欧元）

的财政补贴支持。具体信息可登录匈牙利投

资促进局网站查询：https://hipa.hu。

研发

2020 年，匈牙利财政预算将多投入 320

亿福林（约合 1.11 亿美元），共投入 1570

亿福林（约合 5.43 亿美元）用于鼓励研发。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匈牙利普遍欢迎外商直接投资，并为

其开展业务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法律保障。

外国投资通常被当地企业视为获取先进技

术、出口市场和营运资金的机会。匈牙利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税收制度也是鼓励外

国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HIPA)2018 年投资报告表明：高附加值投资

项目正逐步增多，力争由“匈牙利制造”向

“匈牙利创造”转变。②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 年世界投资

报告》，2019 年，匈牙利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量 52 亿美元，较 2018 年下降了

37％，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约为 980

亿美元，与 2017 年项目比增长了 4.46%。③

                                           

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投资匈牙利（2018 年中文版）》。

③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④  联合国贸发会议 .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表 2-3　2017—2019 年匈牙利 FDI 流量及年末存量④

单位：亿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 2017 2018 2019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35.02 83.65 52.05

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936.62 957.87 9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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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M 全球区位趋势报告 .《2019 年贸易法规和数字颠覆对经济前景产生影响》。

②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③  同②。

根据 IBM 发布的《2019 年全球区位趋势

报告》，①从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人口规模所

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估算来看，2018 年匈牙

利位列全球第 16 名，排名上升 2 位；从以外

国直接投资相对于人口规模所创造的就业机

会估算看，匈牙利排名第 5，侧面证明了其作

为中欧制造业和服务业“热点”的地位。

行业方面，2018 年匈牙利吸收外商投资

企业共 23147 家，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和车

辆维修、房地产和科技领域，②投资企业数量

分别占总数的 28.34%、20.31% 和 11.46%。其

他投资分布在金融保险、住宿餐饮、制造业、

运输业等行业。

图 2-1　2018 年匈牙利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③

表 2-4　2019 年匈牙利主要行业吸引外商投资存量情况

行业 投资存量 ( 亿欧元） 占比（%）

农林牧渔业 5.2 0.6

矿业与采石业 3.3 0.4

制造业 350.9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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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投资来源地方面，地区层面，匈牙利外

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地区，投资存量

约 708.7 亿欧元，约占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的 81.1%，其次是美洲和亚洲地区，投资存量

分别为 58.9 亿欧元和 55.7 亿欧元。国别方

面，对匈牙利投资主要来源国是德国，投资

存量占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 20.4%，其

次分别是荷兰、奥地利、卢森堡和瑞士。亚

洲地区对匈牙利投资排名前 3 位的国家分别

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

                                           

①  匈牙利国家银行 . https://www.mnb.hu.

行业 投资存量 ( 亿欧元） 占比（%）

水电气供应与污废水处理业 12.2 1.4

建筑业 10.0 1.1

批发零售业 92.1 10.5

物流仓储业 25.5 2.9

信息通信业 43.0 4.9

金融保险业 112.1 12.8

房地产业 67.6 7.7

表 2-5　2019 年匈牙利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国别 / 地区分布①

单位：亿欧元

地区 / 国家 投资额 占比

欧洲地区 708.7 81.2%

德国 178.0 20.4%

荷兰 153.5 17.6%

奥地利 93.2 10.7%

卢森堡 52.4 6.0%

瑞士 39.6 4.5%

美洲地区 58.9 6.8%

美国 50.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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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4 生产要素概况

用电

截至 2019 年，匈牙利居民用电年平均价

格为每千瓦时 0.12 美元，企业用电年平均价

格为每千瓦时 0.127 美元（包含所有相关费

用，如电费、配电费、税费等）。同期世界

平均价格水平为：居民用电年平均价格每千

瓦时 0.14 美元，企业用电年平均价格每千瓦

时 0.13 美元，其中企业用电量以百万千瓦时

年消耗量计。①2019年具体价格梯度见表2-6。

表 2-6　匈牙利 2019 年电力税后价格

用量 / 半年 价格（美元 / 千瓦时）

<20 千瓦时 0.16

20~500 兆千瓦时 0.14

500~2000 兆千瓦时 0.12

2000~20000 兆千瓦时 0.11

20000~70000 兆千瓦时 0.106

70000~150000 兆千瓦时 0.109

>150000 兆千瓦时 0.109

                                           

①  全球价格网 . https://www.globalpetrolprices.com.

②  匈牙利联合报 .http://www.lianhenews.com.

③  布达佩斯水务公司 .https://www.vizmuvek.hu.

用水

与邻国相比，匈牙利水价相对较低。水

资源是匈牙利控制最严格的公共资源之一，

98％的居民用水可直接饮用。②匈牙利部分城

市（地区）用水价格见表 2-7。

表 2-7　匈牙利部分城市用水价格③

单位：美元 /m3

城市
居民用水

价格
非居民用水

价格

布达佩斯 0.73 0.84

比奥托尔巴吉 1.41 1.67

布达凯希 0.73 0.84

布达厄尔什 0.71 0.73

杜瑙博格达尼 1.19 1.64

锡盖特圣米克洛什 1.18 1.84

用气

截至 2020 年 3 月，匈牙利居民用天然气

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 0.033 美元，企业用天

然气年平均价格为每千瓦时 0.047 美元（包

亚洲地区 55.7 6.4%

韩国 29.5 3.4%

日本 13.3 1.5%

新加坡 5.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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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含所有相关费用，如煤气费、税费等）。同

期世界平均价格水平为：居民用天然气年平

均价格每千瓦时 0.05 美元，企业用天然气年

平均价格每千瓦时 0.04 美元。其中居民用天

然气以 3 万千瓦时年消耗量计，企业用天然

气以百万千瓦时年消耗量计。

用地

根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匈牙利耕地价格为 4412.1 欧元 / 公顷，果

园价格为 5545.1 欧元 / 公顷，林地价格为

2086.5 欧元 / 公顷；城市房价约 2187.2 欧元

/ 平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匈牙

利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匈牙利土地注册相

关排名在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9位。

从提交申请到完成注册需完成 4 个步骤，耗

时约 18 天。具体程序情况见表 2-12。

用工

匈牙利劳动力素质较高，根据匈牙利中

央数据统计局（HCSO）2017 年数据显示，匈

牙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主要分布在工商管

理类（17%），工程、制造和建筑类（15%），

社会科学与法律类（14%）专业。

匈牙利最低工资标准依照经济发展形势

稳定上升，2020年最低工资161000福林/月。

从地域分布来看，布达佩斯和西部地区工资

水平高于落后的东部地区。从行业划分来看，

2019 年金融及保险行业月平均工资最高，为

665380 福林，较 2018 年增长 57146 福林，增

长幅度为 9.4%；餐饮和住宿行业月平均工资

最低，为 239585 福林，较 2018 年增长 27601

福林，增长幅度为 13.02%。

图 2-2　2017 年匈牙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学专业分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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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http://www.ksh.hu.

②  同①。

图 2-3　2010—2020 年匈牙利最低工资标准变化情况①

图 2-4　2018—2019 年匈牙利各行业劳动力月均工资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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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匈牙利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匈牙利投资促进主管部门是匈牙利外交

与对外经济部及其所属的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HIPA）。该部门所管理的数据库记录了匈

牙利最全面的投资地点信息。同时，HIPA 还

为投资者提供支持项目信息、协助落实项目

优惠政策，并为潜在的金融和战略投资者与

对应的政府投资项目搭建沟通平台。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地址    H-1055 Budapest, Honvéd u. 20

网址　　www.hipa.hu

邮箱　　info@hipa.hu

电话    +36-1-8726520

传真    +36-1-8726699

2.2 市场准入

禁止、限制和需要审批的行业

自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欧盟后，匈牙利

开始实施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货物和服务

                                           

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https://hipa.hu.

②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 . http://abouthungary.hu.

③  匈牙利中央银行 . https://www.mnb.hu.

④  匈牙利能源与公共设施管理局 . http://www.mekh.hu.

⑤  匈牙利竞争管理局 . https://www.gvh.hu.

可以自由进出口，只有少数行业或特定情况

的外商投资需要批准。匈牙利限制外商投资

的行业包括：

（1）匈牙利《贸易法令》规定，武器、

放射性物质、可循环垃圾、有害垃圾、濒危

动植物产品和生物、监视设备、军事工程防

御技术等进出口，须在匈牙利贸易许可办公

室办理许可证；②

（2）从事赌博业、电信和邮政、自来水

供给、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须获得政府

批准；

（3）外国商业银行在匈牙利投资之前必须

获得匈牙利央行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许可，并

只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分行两种形式；③

（4）电力和天然气设施行业须取得匈牙

利能源与公共设施管理局的批准和许可；④

（5）媒体行业须取得国家媒体和传播管

理局的批准。

投资并购审核⑤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匈牙利《关于

审查损害匈牙利安全利益的外国投资法案》

（2018 年第 LVII 号法案）生效，法案将少部

分行业纳入并购审查范围，包括武器枪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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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商投资审查法令（第 227/2020 号）.

产、情报服务工具生产、公共事业服务、电

子信息流。

2020 年 5 月 25 日，匈牙利政府发布政府

令，宣布扩大投资并购重要战略行业定义范

围。根据该政府令，2020 年底前，如外国投

资者在现行政府令规定的重要战略行业进行

投资并购，需向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ITM）

进行申报并接受审查。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

副国务秘书斯坎达表示，此次收紧外国投资

并购政策的目的是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

负面经济后果，保护匈牙利本国企业。

根据行政令，外国投资者指：（1）欧盟、

欧洲经济区及瑞士联邦以外国家的公民、注

册法人或实体；（2）在欧盟其他成员国、欧

洲经济区其他国家和瑞士联邦注册的法人或

实体，但其大股东为欧盟、欧洲经济区或瑞

士联邦以外国家的公民、注册法人或实体。

表 2-8　2020 年匈牙利“重要战略行业”一览表①

序号 行业 类目

1 化工

焦炭生产、石油加工

化学物质和产品生产

药品生产

2 车辆、摩托车贸易、维修 —

3 零售业（除车辆和摩托车） —

4 批发业（除车辆和摩托车） —

5 通信 电讯行业

6 关键工业部门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生产

电气设备生产

机械和机械设备生产

公路车辆生产

其他车辆生产

金属材料生产

金属加工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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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行业 类目

7 国防工业
武器弹药制造

军用战车制造

8 堤坝修建 水利建筑修建

9 能源
电气能源、天然气和蒸汽供应

空气调节系统

10 应急服务

国防

公共安全秩序

防火

11 金融中介（除保险、退休金储蓄） —

12
保险、再保险和养老基金（除强

制性社会保险）
—

13 其他金融活动 —

14 食品工业和农业

食品生产

饮品生产

烟草产品生产

种植业、养殖业、狩猎和相关服务

林业

渔业

15 政府设施 公共服务、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16 医疗健康

人身医疗健康

非医院护理疗养

社会关爱行业

17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

18 核工业 核燃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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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①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 . http://abouthungary.hu.

序号 行业 类目

19 建筑

楼房建设

其他建筑物建设

特殊专业建设

20 供水和污水服务
水生产、处理和供应

污水收集处理

21 废物管理
废物处理

污染整治

22 建筑原材料工业
采石、沙土和黏土开采

贵金属矿物产品生产

23 交通、运输、物流

陆路和管道运输

水路运输

航空运输

仓储、运输辅助经营活动

邮政、快递业

24 医疗器械生产 —

25 旅游业 酒店服务及餐饮业

表 2-9　匈牙利创新与技术部投资审查范围①

序号 审查方面 备注

1
所有权交易是否损害或危及匈牙利国家利益、公共安

全和公共秩序，将特别关注基本社会需求供应安全。

“所有权交易”可以是并购、增资、

企业合并或解体、可换股债券交易、

设立用益物权等

2
申请者是否直接或间接处于欧盟国家法律机构关于国

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审查程序中。
—

3 申请者是否有进行违法犯罪经营活动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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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匈牙利）. http://cn.cipaeu.com.

②  匈牙利增值税税率与税务合规 . https://www.avalara.com.

2.3 企业税收

匈牙利企业相关税收主要包括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职业贡献税（或称“职业培训

税”）、创新税、地方商业税、个人所得税、

财产转让税（如不动产、有价证券转让）以

及其他税费（如赠与税、创新税）等。此外，

为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从2010年起对能源、

金融、零售、电信等企业征收特别税，对特

殊行业和产品征收消费税、公共健康产品税、

环保产品税、能源税、文化税等。①

企业所得税

在匈牙利境内注册的企业和未在匈牙利

境内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匈牙利的企业，

应当就其全球收入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未

在匈牙利境内设立实际管理机构的非居民企

业，仅对其来源于匈牙利的收入纳税，包括

从特定交易中获得的资本利得。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匈牙利企业所得税取消分段税率，

实行 9% 的统一税率，成为欧盟国家中企业所

得税税率最低的国家。对于企业间在匈牙利

进行的股息、特许使用金和利息的支付，无

预提税。

增值税

匈牙利增值税基本税率是 27%，部分商品

或服务可享受 18%、5% 的税率，还有部分商

品或服务可免征增值税。②

表 2-10　匈牙利增值税税率

税率 课税对象

27%
除特定项目明确规定了适用低税率或可享受免税之外，所有的商品或劳务供应都适用增值

税标准税率。

18% 基础食品（如牛奶、奶制品以及谷物或面粉生产的产品等）；部分室外公共音乐节门票。

5%

人用药品和部分医疗用品；书籍、报纸、乐谱（纸质）；某些大型动物（猪、牛、羊、山羊）

的活体标本或屠宰切碎（至某种程度）的肉；新鲜牛奶（包括超高温瞬时灭菌乳和延长货

架期的巴氏杀菌奶）；现场食物供应和非酒精饮料；互联网接入；供人类食用的活鱼（观

赏鱼除外）；除鲨鱼外，可供人类食用的新鲜、冷却或冷冻鱼类（鱼皮、鱼类产品、鱼糜、

鱼肝，其他鱼内脏除外）；新鲜、冷却或冷冻鱼片或鱼肉，鲨鱼肉除外；国内猪肉，新鲜、

冷藏、冷冻的肉和食用内脏；特定新建居民楼；酒店服务。

免税
金融服务，如保险和证券交易 ；公共邮政服务；经批准的教育服务；财产租赁；土地出售

或租赁；人类医疗与牙科保健；民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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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匈牙利居民个人需对其全球收入所得缴

纳所得税，包括工作收入、营业收益、资本

利得、投资收益等，非匈牙利居民仅对其在

匈牙利取得的收入纳税。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15%。

不动产转让税①

在匈牙利，不动产及其相关权属的转让

需基于不动产市场价值征收转让税，纳税义

务人为受让人。如某企业在匈牙利对某不动

产拥有所有权，其他企业或个人获得了该企

业75%的股权时，该受让人也需缴纳转让税。

                                           

①  中国居民赴匈牙利投资税收指南 . http://www.chinatax.gov.cn.

②  匈牙利税收介绍 . http://cn.cipaeu.com；德勤—中国银行 .《中东欧投资手册（2017）》；中国居民赴匈牙利投

资税收指南 . http://www.chinatax.gov.cn.

不动产转让税税率为 4%（不动产市场价值为

10 亿福林或以下）和 2%（市场价值超过 10

亿福林），每宗不动产应付税额上限为 2 亿

福林。中介公司或金融租赁公司购买不动产

的，需缴纳 2%~3% 的转让税。

赠与税

动产、不动产和无形权利的赠与应缴纳

赠与税，赠与税税率一般为 18%。获得与住宅

物业相关权利（包括产权）的赠与税税率为

9%。近亲属之间的赠与免赠与税。

表 2-11　匈牙利其他税种及税率②

税种 税率 备注

职业贡献税 员工工资的 1.5%
或称“职业培训税”，税基是毛工资（按

照会计法规定 )。由雇主缴纳。

创新税
0.3%，小型和微型企业可豁免（税基与地

方营业税的税基相同）

或称“创新捐助”。征税目的是为支持

国家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

地方商业税

对于经常性商业活动：地方政府规定的最

高税率为 2%

对于临时性商业活动：最高税率为每天

5000 福林

（税基为企业的净销售收入）

地方市政府根据地方税法向其管辖领域

内进行经常性或临时性商业活动征收的

税种。

2.4 土地获得

匈牙利实行土地私有制，相关法律包括 《土地法》《农用地保护法》《耕地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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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登记法》《国家土地基金法》。根据匈

牙利法律，土地的买卖必须签订书面合同，

并到相关土地管理部门进行所有权变更。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资企业或外国人可在匈牙利注册公司

购买土地，购买的土地为永久产权。以个人

名义只能购买一处地产，而以公司名义购买

的则不受此限。

购买农业用地的规定

2014 年，匈牙利放开了对农业用地（包

括耕地和林地）的禁令，允许欧盟国家个人

购买农业用地，但如购买的农业用地规模达

到 1 公顷以上时，要求购买者必须是农业生

产者。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被认定为农业

生产者：（1）具有农业生产方面的专业资质，

且在匈牙利至少从事了 3 年以上的农业生产

                                          

①  匈牙利耕地对外禁售期结束 . http://intl.ce.cn.

②  中国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中国—欧盟农业技术中心）. http://www.fecc.agri.cn.

活动；（2）个人在匈牙利注册的农业企业中

至少拥有 25% 的股份。①购买农业用地的合同

必须公示，邻居、政府有否决权。

同时，法律法规还进一步规定，购买耕

地时，购买者必须拥有匈牙利定居身份，且

具有农业生产资质，并自行耕种，不得转租。

每个购买者最多可购买 300 公顷的耕地，并

实行耕地所有人定期申报制度，违反申报规

定的，土地将收归国有。②

土地购买程序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匈牙利营

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匈牙利购买土地必须

向土地登记部门申请土地信息认证文件，申

请登记时须一并提交经律师签字确认的土地

买卖合同，以及买卖双方的商业注册信息。

具体可见表 2-12。

表 2-12　土地注册程序情况

步骤 程序内容 耗时 费用

1 向土地登记部门申请土地信息认证文件。 ≤ 1 天 平均费用为 3600 福林（约 12 美元）

2 双方签署土地买卖合同，并经律师签字确认。 1 天 合同价格的 0.5%~3%

3

向土地登记部门提交买卖双方的商业注册

信息（商业注册信息可向司法机构或公证

机构申请获得）。

1 天 3000~7000 福林（约 10~23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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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外汇相关规定①

根据匈牙利《外汇自由化及相关法修订

法案》（Act  XCIII  of  2001），匈牙利自

2001 年起废除所有外汇管制，与欧盟法规一

致，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短期组合投资交易、

对冲、短期或长期信贷交易、金融证券交易、

债务委托和重组等行为不受限制且无需申报。

匈牙利法定货币为福林（HUF，Hungarian 

Forint），可自由兑换。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匈牙利汇率制度进行了数次改革，先

后经历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爬行区间盯住、

水平区间盯住、自由浮动等阶段，2008 年 2

月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近 3 年来，

美元兑换福林汇率变动较大，人民币与福林

不能直接兑换。

2.6 外资优惠政策

匈牙利政府重视招商引资，政府根据项

目企业投资规模、投资地区、创造就业岗位

数等进行评估后，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

劳动力培训等形式，对企业给予一定支持。

外商投资在匈牙利享受国民待遇，无专门针

对外资的优惠政策。②

                                          

①  匈牙利金融环境 . http://www.china-ofdi.org.

②  匈牙利政府补贴情况简介 . http://hu.mofcom.gov.cn.

步骤 程序内容 耗时 费用

4 向土地登记部门登记土地所有权。 15 天

土地转让税金：

1. 土地价值在 10 亿福林（约 332.2 万美元）

以下，税金为土地价值的 4%；

2. 超过 10 亿福林的部分按 2% 征收税金，

但不得超过 2 亿福林（约 66.5 万美元）。

土地登记费：

1. 普通程序：6600 福林（约 22 美元）；

2. 快速程序：16600 福林（约 55 美元）。

土地税由土地所有者支付，是否征收由土地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决定。土地税税率

可与土地面积或市场价值相关联，具体税率由当地政府决定（自行决定），但不可超

过每平方米 200 福林（约合 0.6 欧元）。

特别提示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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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政府VIP 现金补贴②

VIP 现金补贴旨在为制造业（绿地投资、

棕地投资或扩能投资）以及共享服务中心行

业吸引投资。

表 2-13　匈牙利国家外汇管理情况①

跨境资金流动限制 额度管理 国别间差别待遇

经常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

—

出口方面，某些产品的出口需要许可证

（主要是军民两用产品，如猎枪、弹药以

及某些可用于酷刑或其他不人道行为的

物品）。进口方面，采用负面清单管理。

爆炸品、弹药、军事装备等特殊产品需要

进口许可证。根据欧盟的规定，农业部门

的一些产品需要获得关税配额许可证。

—

资本和金融项
目外汇管理政

策

外商直接投资实行行业负面

清单制度，对交通运输、资

产管理等行业，以及涉及战

略安全的航空、国际水域经

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股权收

购进行管制。

—
对非居民购买房

地产进行限制。

个人外汇管理
政策

—

个人携带超过等值 1 万欧元及以上的现钞

从非欧盟成员国进入匈牙利或离开匈牙

利进入非欧盟成员国须向匈牙利相关机

构进行申报。

—

金融机构外汇
业务管理政策

向非居民发放银行信贷或商

业信贷须额外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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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匈牙利投资指南》

表 2-14 　政府 VIP 现金补贴规则

项目类型 补贴条件

资产类投资项目
最低投资限额：500 万欧元

创造就业数量：至少 50 个新就业岗位

创造就业岗位类投资项目
最低投资限额：1000 万欧元

创造就业数量：50~100 个新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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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补贴条件

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

最低投资限额：2000 万欧元

创造就业数量：无要求

其他要求：4 年内企业收入或工资支出增加 30% 以上

共享服务中心类项目
最低投资限额：无要求

创造就业数量：至少 50 个新就业岗位

欧盟基金补贴

2014—2020 年，欧盟计划向匈牙利提供

343.1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其中 60% 资金计

划直接用于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匈牙利政府

落实其制定的“经济发展与创新战略”“地

区与农村发展战略”和“匈牙利振兴中部战

略”。该基金旨在为匈牙利创造就业机会、

协调地区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基

                                          

①  匈牙利税收优惠与激励政策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础设施建设、促进创新研发。

该基金主要资助对象为中小企业、创业

企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单独或联合申请，

尤其是开展研发创新、技术发展和劳动密集

型企业，不适用于大型企业。基金最多补贴

投资额的 35%，约 32 万 ~320 万欧元。

发展税收津贴

发展税收津贴是以税收减免代替补贴，

指申请企业从提交申请的纳税年度开始，可

获得连续 13 年的税收优惠期，最长期限不超

过投资申请提交后的 16 年。在税收优惠期内

的每一纳税年度，企业应付所得税额的 80%

可减免，但税收减免总额不超过当地政府规

定的限额。①

1. 欧盟基金资助不能与匈牙利政府 VIP 现金补贴同时申请；

2. 欧盟出资的项目大部分是以公开招标形式，且重点面向中小型企业，每个招标

项目的投标条件、时间、补贴额度因项目而异。企业可向匈牙利经济发展中心提交投

标申请文件，网址为：http://gazdasagfejlesztes.gov.hu。

特别提示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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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过 1 亿欧元且符合匈牙利政府规

定的投资项目，须向匈牙利财政部提交申请，

由财政部签发申领发展税收津贴的许可。不

超过 1 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在匈牙利财政部

备案即可。匈牙利财政部负责发展税收津贴

资金的提供和发放。

表 2-15　匈牙利发展税收津贴适用条件

投资金额 补贴条件

超过 30 亿福林（约合 1130 万欧元）
相关投资支出符合政府规定条件

创造至少 50 个新就业岗位

在匈政牙利府规定地区投资超过 10

亿福林（约合 370 万欧元）

相关投资支出符合政府规定条件

创造至少 25 个新就业岗位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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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匈经贸关系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17+1”合作机制）框架下，中匈两国经

贸合作日益频繁，双边关系日益紧密。截至

2019 年 5 月，匈牙利继续保持中国在中东欧

地区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地位，是中国在中

东欧地区最大投资目的国。中国也是匈牙利

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①

                                          

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②  2019 年中国匈牙利经贸合作简况 . http://shangwutousu.mofcom.gov.cn.

③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1.1 中匈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 年，中匈贸易额

10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6.2%。其中中国对匈

出口 6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中国自匈

进口 37.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7%。中国对

匈贸易顺差 2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8%。②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 年，中国对匈牙

利出口主要产品有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

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

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车辆及

其零件、附件（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

图 3-1　2015—2019 年中匈双边贸易进出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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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②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③  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 .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

④  同①。

⑤  同②。

中国自匈牙利主要进口产品有电机、电气设

备及其零件、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

器具及其零件、光学、照相、电影、计量、

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

及设备、家具、寝具、褥垫、弹簧床垫、软

座垫及类似的填充制品等。①

1.2 中国对匈牙利投资概况

近年来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呈上升趋

势。2019 年，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达 1.23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对匈牙利直接

投资存量达 4.27 亿美元”，较 2012 年增长

了7.2倍。②目前，中国投资涉及化工、金融、

电信、基建、物流、汽车、新能源、中医药、

安防科技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将目

光投向匈牙利，匈牙利正成为中资企业在欧

洲投资、设立分支机构的热门目的地。

中资企业在匈牙利投资合作的现状发展

前景较好，匈塞铁路、万华宝思德、中欧商

贸物流园、丰原索尔诺克柠檬酸项目、华为

欧洲供应中心、比亚迪电动大巴、中车—伊

卡鲁斯双品牌新能源电动公交车等一批大型

项目在匈牙利落地。其中，万华集团成功收

购匈牙利宝思德化工公司是中国在中东欧地

区最大的投资项目。2018 年，万华宝思德公

司实现净利润 4.5 亿欧元，为当地提供了超

过 5000 个就业岗位，对匈牙利科教文卫和慈

善事业累计捐赠 500 多万欧元。③截至 2019

年 9 月，中国企业已为匈牙利创造了 15000

多个工作岗位。④

图 3-2　中国对匈牙利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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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 http://www.china-ceec.org.

②  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举行。

③  同①。

1.3 中匈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截至目前，“17+1”合作机制成员包括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波兰、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 17个国家，该机制旨

在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在互联互通、贸易投

资金融、文化教育卫生、创新科技能源等多方

面、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①2019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第八届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会晤发表了《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各方认识到

“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的重要性，并愿就两者对接开展深入合作。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是中国与中

东欧17国共同举办的经贸论坛，也是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9年 4月 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

席第九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并致辞。

中国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在贸易和

投资、金融合作、科技创新与能源合作等领域

达成共识，推动互联互通。②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

会议③

“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

议”是落实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各项合作纲要

的重要举措。对新时期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全

面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 6 月，第

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

在浙江宁波召开。各方就深化“一带一路”

和“16+1”（后 2019 年希腊加入，合作机制

升级为“17+1”）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

金融、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合作等重点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匈牙利政府间经济联委会

2016 年，中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共同主

持召开中国—匈牙利政府间经济联委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中匈经济联委会会议的定期机

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介绍，匈牙利有招商需求的项目涵盖农业和食品工

业、制造业、绿色工业、创新类产业、房地产开发等，HIPA 为以上行业有投资意向者

与项目提供者提供协商平台。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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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匈经济联委会第 19 次会议在布达佩斯召开。

②  中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 . http://treaty.mfa.gov.cn.

制沟通，中匈双方在改善贸易结构、扩大相

互投资、加深金融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

展。两国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匈牙

利“向东看”战略的对接，落实“16+1”合

作（后 2019 年希腊加入，合作机制升级为

“17+1”）框架下的具体合作项目，加深两

国间金融、投资合作，加快推进两国在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扩大贸易规模、两国

企业间合作和人员交流，促进产能合作、三

方合作，推动中匈经济发展。①

表 3-1　中匈签署的重要经贸协定②

签署时间 协定名称

19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

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中匈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

 议定书》

198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

 人民共和国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基本方向的协定》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海关互助与合作的协定》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经济合作协定》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

2016
《中国与匈牙利进出口食品安全备忘录》《匈牙利乳制品输华协定书》《匈牙利马匹输华协

定书》《匈塞铁路融资备忘录》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双边合作规划》《关

于共同编制中匈合作规划纲要备忘录》《中匈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中匈关于电子商务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匈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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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匈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匈牙利工商会

匈牙利工商会（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成立于1850年3月，

是匈牙利最大的商会。商会在匈牙利全国共

有 23 个分会及 11 个海外分会，拥有会员企

业 45000 家，涉及工业、商业和金融多个领

域。商会的职责和任务是营造公平合理市场

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匈对外贸

易，保障会员企业商业利益。

匈牙利工商会

地址    1054 Budapest, Szabadsagter 7.

电话    +36-1-4745141

传真    +36-1-4745105

邮箱    mkik@mkik.hu

网址    http://www.mkik.hu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Hungary） 成 立 于

2004年11月，是在匈牙利正式注册的非政府、

非营利性质的中资企业服务机构。商会在中国

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指导下，保护商会

会员的权益，帮助会员及时了解并研究中匈

之间投资与贸易的相关政策与法规；代表中

资企业与中匈双方相关政府机构保持沟通和交

流；鼓励、帮助和支持其他有投资意向的中国

企业与对口机构对接并开展互利合作。

商会正式会员近 40 家，均是在匈牙利和

中国实力较强且有发展愿景的中国企业。目

前会长单位为万华宝思德化学公司，副会长

单位是中国银行、中国中铁、华为、中兴、

中欧商贸物流园，常务理事单位是东方国药、

WINK公司、Goldenland公司、摩根斯达公司。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

地址
    Bank Center H-1054 Budapest，

　　　　Szabadsagter 7.

联系人  马颖　丁建生

电话
  　+36-3-6199088

　　　　+36-3-9128887

邮箱    info@aceh.hu

网址　　http://www.aceh.hu

匈中经济商会

匈中经济商会（Chinacham  Hungary）成

立于 2002年 11月，旨在拓展中匈双边贸易，

促进双边经济，推广双边文化，为商会会员

提供更多商业信息。匈中经济商会与匈牙利

政府、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保持定期联系。

该商会提供的服务包括：为公众和决策者提

供相关政治经济方面信息；为中小企业提供

咨询和经贸投资机会；协助会员拓展商务关

系网；组织研讨会和培训。目前，该商会的

会员包括 54 家企业、17 个个人，商会与匈牙

利工商会、投资促进局等 12 个商协会及机构

签订了合作协议，主席为拜德·埃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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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http://www.ccpit.org.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匈中经济商会

地址    1152 Budapest, Szentmihalyiut 171.

　　  　+36-1-4147365 (9: 00-13: 00)
电话　　+36-3-2869318 (9: 00-13: 00)
　　　　+36-1-4147288 (Also Fax)

邮箱    levelezes@chinacham.hu

网址　　http://www.chinacham.hu

中国—匈牙利双边企业家理事会①

2011 年 6 月，中国贸促会与匈企业家与

雇主协会共同成立中国—匈牙利双边企业家

理事会，旨在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中匈两国企

业界间合作，及时反映企业诉求，为两国企

业界搭建同政府部门沟通交流的平台。

其中，匈方理事会设在布达佩斯，会员

企业有 100 多家；中方理事会设在北京，会

员企业有 66 家。

2　对匈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根据匈牙利《民法典》，外国投资者在

匈牙利开展业务活动可以采取不同的企业组

织形式，但仅可以设立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商

业组织。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匈牙利不再

设立合资公司。②

设立实体类型

合伙。合伙指两方或者多方合伙人以营

利为目的经营共同业务。匈牙利可设立普通

合伙（Kkt）和有限合伙（Bt）两种合伙形

式。在普通合伙中，应至少有两名合伙人，

每名成员对合伙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无

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在有限合伙中，应至少

有两名合伙人，其中至少一名对债务负有无

限责任（即普通合伙人）。合伙的其他成员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即有限合

伙人）。

公司。设立公司是最普遍的经营模式，

具体包括有限责任公司（Kft），可上市交易

的股份有限公司（Nyrt）及私人持有的非上

市股份有限公司（Zrt）等形式。非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是指股份未进行上市的公司，或者

最初股份向公众销售，但是后来不再向普通

公众销售或已从监管市场消除交易的股份有

限公司。

外资公司代表处。根据《1997年第 CXXXII

号关于外资企业分公司及商业代表办公室的

法案》（修正案）（《CRO 法案》）以及法院

程序法规定，以下机构可在匈牙利设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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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处：（1）外国法人；（2）无法人资格的外

国组织；（3）国外注册的其他企业。根据

《CRO 法案》，代表处仅可在匈牙利开展

以下业务：（1）协助合同协商与谈判；（2）协

助起草合同；（3）信息收集；（4）广告宣传；

（5）业务推广促进。代表处作为无法人资格

的实体，仅能以设立人名义并代表设立人进

行活动。①

外资企业匈牙利分公司。分公司作为外

资企业的组织部门，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具

有法律行为能力。设立分公司必须向法院登

记处注册，注册后分公司方可开始从事合法

活动。

表 3-2　匈牙利部分实体类型

实体类型 说明

有限合伙（Bt）

有限合伙的设立至少需要两名成员。在有限合伙中有两种形式的成员：一是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的成员，其责任不受公司资产的限制；二是承担有限责任的成员，

该成员仅以其出资金额为限承担责任。匈牙利法律对有限合伙的最低注册资本无

要求，其优势为设立有限合伙可快速成立，拥有简单灵活的法律架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Kft）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配额持有人资本出资构成，出资可为现金或实物形式。

公司配额持有人仅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责。匈牙利法律对有限责任公司

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为 300 万福林（约 11000 美元）。如果公司每年平均雇员数

超过 200 人，那么必须成立至少 3 个成员的监事会，其他情况下，可自行选择是

否成立监事会。

非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 （Zrt）

最高机构为股东大会，由预先确定数目和面值的股份构成的注册资本形成，成员

（股东）的义务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只涉及股票面值或发行价值。非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不进入公开流通或进入公开流通的股份不再进行公开的销售，并从规

范市场上撤出。匈牙利法律对其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为 500 万福林（约 23000 美元），

其优点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是能够保证交易市场声誉的公司形式，由不同的股

权类型确定所有权。

上市公司 (Nyrt)

上市公司的最高机构为股东大会，管理决策由其董事会作出。根据匈牙利证券法

等相关特别规定的条件，股票部分或者全部公开进入流通，或进入非公开流通后

再进入规范市场进行公开销售。根据匈牙利法律规定，上市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

为 2000 万福林（约 92000 美元）。设立上市公司能够通过进入公开流通带来资金

注入。

外资公司匈牙利

代表处（Cro）

在匈牙利设立代表处有助于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大量投资前熟悉匈牙利的市场和业

务情况。通过这种投资类型，代表处可以代表母公司履行正常的联络职能。但是，

代表处不得独立开展任何核心的业务活动，也不能从事任何其他企业或商业活动。

代表处作为无法人资格的实体，仅能以设立人名义并代表设立人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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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设立流程

在匈牙利设立企业必须在当地政府、匈牙

利经济法院注册庭、税务机关、中央统计局、

社保局及工商会进行注册登记。根据世界银行

《2020年匈牙利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匈牙利

成立公司所需天数一般情况下为7天。①

1. 注册准备阶段

聘请律师：在注册过程中，公司必须由

律师代理，文件必须由匈牙利律师签字。费

用大概为 10 万 ~26 万福林，取决于注册公司

的复杂性。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匈牙利营商环境报告》。

图 3-3　匈牙利设立公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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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内容主要由

民法典进行规定，但成员可以在不与民法典

内容相冲突的情况下对其他内容进行规定。

一般而言，公司章程应包括：商业组织的公

司名称和注册办公室；商业组织成员；对于

自然人，表明其姓名、地址，对于法人，表

明其企业名称和注册办公室；商业组织的主

要业务活动或业务目的；出资额、出资方式

和出资期限；成员任命的首批管理人员的姓

名和地址（注册办公室）；民法典规定的其

他内容。

文件准备要求：见图 3-3。

最低注册资本要求：见图 3-3。

2. 开立银行账户

注册公司必须开立银行账户并存入其注

册资本，《民法典》第 3.162 节对此作出了

规定。此规定适用于在注册成立时支付少于

所需最低实收资本 50％的创始人。此外，

此类创始人还应承担其公司未偿付债务的

责任。①

3. 注册申请阶段

2008 年 7 月，匈牙利推出公司电子注册

系统，要求注册申请应自公司章程签订之日

起 30 天内提交匈牙利主管注册法院。在提交

登记申请时，注册法院通过在线系统向国家

税务局和统计局对公司进行登记，由税务部

门向企业发放税务编号。注册程序包括一般

注册程序，即注册法院会在收到申请后 15 个

工作日内就公司注册作出裁决，以及简易注

册程序，即注册法院在税务编号发出后一个

工作日内就公司注册作出裁决。但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税务管理部门没有在一个工作日

内将税号通知注册法院，则程序必须暂停。②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匈牙利营商环境报告》。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匈牙利投资报告（2018 年中文版）》。

③  同①。

4. 递交公司注册申请后应完成的事项

（1）15 天内向公司总部所在地税收机关

登记；

（2）如在递交公司注册申请书时还没有

申请欧盟税号，在税务机关登记时需索要欧

盟税号（在所有欧盟贸易相关的文件上，如

信函、订货单等都应标明欧盟税号）。

（3）外国公司派遣到匈牙利的工作人

员，如完成工作的时间预计超过 183 天，在

工作开始的次月 20 日前应向有关税务机关填

写和递交 04104 号申报单以完成申报义务。

（4）在递交申请后次月的 15 日前制定

完成会计制度。

（5）自登记日起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完

成财务报表和纳税申报单。③

所有向注册法院提交的申请都必须由律师以电子方式提交。因匈牙利有关法律较复

杂并且文件须用匈牙利文书写，建议中国企业委托当地律师和会计师办理相关手续。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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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绿地投资

匈牙利政府鼓励并支持外国投资者在匈

牙利开展绿地投资，匈牙利有超过200个园区

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绿地投资对接平台及项目机

会。①外资在匈牙利开展绿地投资的主要产业包

括：信息通信、电子设备、汽车制造、食品、

轻工等产业，奔驰、三星、华为、乐高、通用

电气等知名跨国企业在匈牙利进行了绿地

投资。②

                                          

①  普华永道 . https://www.pwc.com/hu.

②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表 3-3　绿地投资过程中有关土地收购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土地选择

在投资选址和收购土地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选择农业用地，以及建有公共

基础设施的地块，否则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有关部门或公共基础设施

所属部门沟通协调用地事宜。

政府部门的沟通

在投资选址和收购土地过程中，应与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保持密切沟

通，以确保收购土地以及后续项目推进过程合法合规。一般情况下，政府

对能够为地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土地所有权人的沟通
在收购土地过程中，还应考虑土地所有权人改变出售意向的风险，加强与

土地所有权人的沟通，以防其临时拒绝出售或提高出售价格等情况发生。

登记土地性质

在收购土地过程中，须同土地登记部门确认土地性质，如涉及农业用地的

情况，须同主管部门沟通调整，将土地性质变更为“投资用地”或“非农

业用地”，并获得土地登记部门出具的土地性质确认文件。

2.3 兼并收购

兼并收购是中国投资者在匈牙利进行投

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匈牙利《公司法》

《会计法》《资本市场法》和《证券交易法》

等规定，外资企业可以通过获取股份、持有

表决权股份或其他权益、收购公司资产、配

额（对于匈牙利有限责任公司（Kft））等方

式进行，其中通过股权收购以获得目标公司

控制权是最常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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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匈牙利并购相关法律法规

年份 法律法规

1952 《民事诉讼法》

1966 《关于禁止不正当交易行为和限制市场行为法案》

2001 《匈牙利资本市场法》

2004 《公共行政程序的通则》

2006 《匈牙利公司法》

2007 《匈牙利金融监管法》

2018 《关于审查损害匈牙利安全利益的外国投资法案》

前期筹备

聘请合适的顾问。在跨国并购交易中，

企业投资方式的不同所需遵循的法律、所需

注意问题均有所不同。在并购活动中除买卖

双方之外，一般双方的投行顾问、会计师事

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并购活动中分别承担了

不同的职责。企业应首先选择合适的投资银

行顾问协助投资者寻找合适标的、进行评估、

陪同或代表买方与卖方谈判、协调各方尽职

调查、审阅股份购买协议和融资条款。聘请

财务和税务顾问帮助投资者理解目标公司业

务、以往业绩和预测数据，对目标公司设计

合适的投资架构等。聘请经验丰富的法律顾

问进行协助，在投资兼并收购前进行法务尽

职调查并起草相关法律文件，统筹设计并购

方案、听取专家团队合规意见，提前规避潜

在风险。

充分做好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指企业

作为并购交易中的收购方在与目标公司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后，经协商一致，对目标公司

及一切与本次投资相关事项进行现场调查、

资料分析的一系列活动。详尽的尽职调查是

跨境公司并购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包

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的背景、销售方式、财

务情况、研究与发展计划等，具体的调查内

容取决于并购交易中收购方管理决策人员对

信息的需求、内部财务信息的可靠性等方面

因素。

为专业服务预留预算。尽管在匈投资活动

有规范的程序和健全的法律保障，也不能心存

侥幸，为节省专业服务费用而盲目开展并购，

否则会加大并购风险，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交易申报

并购交易中的各方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的，必须在并购前向匈牙利经济竞争监督局

（GVH）申报并取得批准：

（1）合并各方上一财年在匈年收入总和

超过 150 亿福林（约合 4131 万欧元）；

（2）合并各方上一财年在匈年收入超过

10 亿福林（约合 272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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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达到上述两项标准，并购交易也

未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明显影响，但合并各

方上一财年在匈年收入总和超过 50 亿福林

（约合 1380 万欧元）。

尽管匈牙利法律不再规定提前申报的时

限，但交易各方应给主管机构预留出足够的

审查时间，并购交易在主管机构做出批准前

不得生效。①

                                          

①  匈牙利并购审查流程 .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

为保护弱小投资者，提高收购透明度，匈牙利资本市场法加强对收购上市公司的监

管：（1）当直接或间接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 33% 时，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必须向

社会公开发售；（2）如果上市公司各股东持股份额未超过 10%，那么直接或间接收购份

额达到25%时，公司全部股份必须向社会公开发售；（3）股东在上市公司增持股份超过5%

时，必须向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备。另外，公司规章还可设立更严格的管理规定，如拥有

公司 2% 的股权必须报告。

特别提示

2.4 联合研发

中匈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

匈牙利与中国政府间于 1953 年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和技

术合作协定》，同意建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委

员会。2019 年 4 月，中国—匈牙利政府间科

技合作委员会第八届例会在北京举行。双方

总结委员会第 7届例会项目的执行情况，确认

对于金融机构的合并，或金融机构任何股东增持超过 20%、33% 或 50% 的，需要获

得匈牙利国家银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许可。

特别提示

申报主体

交易申报主体包括以下三类：

（1）企业合并的各方当事人；

（2）股权收购的买方；

（3）对被收购股权享有控制权的机构。

附条件批准

匈牙利经济竞争监督局（GVH）对并购交

易审核严格，有时会对并购交易提出附加条

件，如剥离特定业务、不得增加持股比例、

知识产权限制等，如交易各方未能按要求满

足 GVH 所提出的条件，GVH 将拒绝批准相关交

易，或变更、撤销已经做出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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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了 4 个双边政府间联合研发项目及 11

个例会人员交流项目计划，涉及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物理学、农业与食品技术等领

域。①中匈政府间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九届例会

拟于 2021 年在匈牙利召开，企业可申请立项

的交流合作项目将得到中匈两国科技主管部门

的共同资助，中方项目资助标准约10万元。②

《中匈联合资助中匈科研合作项目的

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5 月 13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中，中国科技部与匈牙利国家

研发与创新署共同签署《中匈联合资助中匈

科研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

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支持

两国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在双方商定的优

先领域开展联合研发以及成果产业化合作，

进一步推动在生物技术、环境技术、能源技

术等领域的科技研发合作，推动建立联合研

发中心、科技成果商业孵化中心等合作平台，

促进中匈科技合作可持续发展。③

2.5 境外经贸合作区④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⑤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是中国企业在欧

                                          

①  中国科技部 . http://www.most.gov.cn.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 . http://fec.mofcom.gov.cn.

⑤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 . http://www.cecz.org.

洲地区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

首个国家级商贸物流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园

区于 2014 年投建完成，园区总面积 0.75 平

方公里，核心区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按照“一区多园”的模式，在中欧商贸

物流合作园区通过中国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布

达佩斯）及切佩尔港物流园（布达佩斯）和

不来梅港物流园（德国不来梅港），逐步建

立起以物流配送中心和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

的商贸物流型园区雏形。中欧商贸物流合作

园区已经引入包括商贸、物流行业在内的 134

家中国及欧洲企业入驻，区内从业人数约 650

人。目前，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物流强度

能力达到每年 129.44 万吨 / 平方公里，每年

带动货物进出口贸易额 2.45 亿美元。

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自建立以来，通

过举办中国商品展销会、贸易洽谈订货会、

中国产品招商代理推介会、建立中国商品常

年展示厅等营销活动和为入区企业提供货物

进出口、报关商检、物流配送、仓储、金融

等“一站式”服务，为中国企业寻找商机和

扩大贸易额，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

降低国际化运作成本和风险成本，发挥了重

要载体和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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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

电话    +86-10-84467339( 北京 )

传真    +86-10-84466358( 北京 )

邮箱    info@cecz.org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①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位于匈牙利卡辛

茨巴茨卡市，其前身为匈牙利宝思德工业园。

随着万华集团实现了对宝思德公司的成功收

购之后，2014 年该工业园正式更名为“中匈

宝思德经贸合作区”。园区于 2016 年通过中

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被认定为国家级境

外经贸合作区 , 这也是中国化工行业唯一的

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区总体规划面

积 6.15 平方公里，地处匈牙利东北部传统重

工业区域，邻近斯洛伐克、乌克兰及罗马尼

亚等国，与匈牙利国家铁路网和公路网络直

                                          

①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 . http://www.cocz.org.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https://hipa.hu.

接对接，交通便利。截至 2018 年底，合作区

已引进化工、工业气体、能源、机械加工等

13 家行业企业，其中 7 家为中资控股企业。

合作区内企业共完成投资 20 亿欧元，2018 年

总产值约 17 亿欧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

3600 个。2018—2023 年，合作区计划继续投

资约 4 亿欧元，进一步完善区内产业结构。

合作区将充分发挥企业集聚作用，发展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体化产业链，成为中东

欧地区以化工、生物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加工

制造型园区，建设成为中国在境外合作的产

业园区典范。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

电话    +36-4-8511211

传真    +36-4-8511511

邮箱    bc@borsodchem.eu

3　投资目标行业

生物制药

匈牙利是东欧最重要的药品供应国，并

一直处于该地区制药业的前列。根据匈牙利

投资促进局数据显示，药品在制造业增加值

中所占比重为 6.3%，医药行业研发支出占制

造业研发支出的 35.8%。②

匈牙利拥有许多中小型生物技术企业，

以及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和众多快速发展的研

究机构。匈牙利全境拥有约 31 亿欧元的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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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https://hipa.hu.

行业直接投资。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制药公

司纷纷在匈牙利建立了以出口为导向、高附

加值的生产体系。目前，全球前十大药品和

生物技术公司中，有 8 家在匈牙利开展生产

或研发活动。未来，匈牙利还将加大对生物

医药领域的支持力度，发挥领先企业的带动

作用，以大带小协同发展，并推进国内外药

企合作，加强联合研发，重点发展癌症、大

脑失调、新陈代谢、感染性疾病以及炎症等

疾病的新药研制。因此，中国企业可加强对

匈牙利生物制药领域的关注，在研发、生产、

贸易等各个环节拓展机遇，加强投资合作。

表 3-5　生物制药领域领先企业

领先企业
吉瑞制药、爱吉斯、梯瓦、赛诺

菲、葛兰素史克、迈兰等

汽车工业

汽车工业对匈牙利总体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2010—2018 年，汽车行业产值年均增长

12%。2018 年，匈牙利共生产了 40 多万辆乘

用车，整个汽车工业产值达 268 亿欧元，占

匈牙利制造业产出的 27.9%，其产值占到全国

GDP 的 4.9%。①另外，匈牙利汽车工业，尤其

是发动机、零部件和车厢组装领域，严重依

赖外商投资。在全球排名前 20 名的汽车供应

商中，有 14 家在匈牙利设厂开展业务，并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如博世（德国）、普利司

通（日本）和韩泰轮胎（韩国），有 5 家原

始设备制造商在匈牙利进行生产活动，如奥

迪、宝马、奔驰、欧宝和铃木。同时，布达

佩斯科技经济大学、凯奇凯梅特学院、奥布

达大学、米什科尔茨大学等高等院校发挥专

业优势，联合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支持产业

发展。近年来，匈牙利不断推进新能源汽车、

自动驾驶、5G 网络等新概念、新技术的发展

和突破，推动传统和新兴汽车工业协同发展。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应

把握时机，开拓新兴市场，进一步与匈汽车

产业加强对接合作，共同推进技术突破、促

进产业升级发展。

表 3-6　汽车工业领域领先企业

领先企业

欧宝、铃木、丰田、奥迪、奔驰、

宝马、通用汽车、采埃孚、博格

瓦纳、马牌、日本电装、博世、

米其林、普利司通、韩泰、伟世

通等

电子产业

匈牙利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电子产品

生产国和世界电子工业主要生产基地。2018

年，电子产业产值为 216 亿美元，占匈牙利

制造业总产量的 20.9%，占匈牙利出口总额的

27.8%，以及占匈牙利国家 GDP 的 4%，主要产

品包括：手机、电视机、电脑、电工器材、小

家电、汽车电子配件等。由于靠近西欧市场和

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等巨大优势，许多世

界知名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均

在匈牙利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外资企

业在匈牙利电子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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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该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46 亿欧

元。① 近年来，中国电子设备研发生产发展迅

速，中国企业可借助匈牙利产业契机，抓住

产业机会，加强中匈间的电子产业投资与合

作，共同推进开拓欧洲市场。

表 3-7　电子产业领域领先企业

领先企业

三星电子、伟创力、华为、通用

电气、博世、飞利浦、美国国家

仪器、爱立信、西门子等

农业

得益于匈牙利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

壤，农业在推进匈牙利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

占据重要地位。匈牙利拥有近 530 万公顷的

农业用地，占全国总面积的 57%。包括森林在

内，总生产土地面积达到 720 万公顷。其主

要农作物包括小麦、玉米和大麦、葵花籽、

                                          

①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https://hipa.hu.

②  匈牙利农业是欧洲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 http://abouthungary.hu.

甜菜和各种蔬菜、水果。同时，畜牧业和乳

制品生产也是匈牙利农业经济中的重要产业。

农业和食品工业为匈牙利出口顺差发挥了重

要作用。2010—2018年间产值增长50%以上，

创造 7 万多个工作岗位。②另外，匈牙利政府

推进的“新赛切尼 2020 发展计划”（同时也

是环境和能效运营计划、区域及解决方案开

发运营计划和匈牙利渔业运营计划的重要环

节），将在 2014—2020 年为农业企业提供更

多融资机会。因此，匈牙利拥有优质的农业

产业基础，为中国农业企业和食品企业提供

了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

表 3-8　农业领域领先企业

领先企业

PannonBaromfiKft、Sága Foods 

Zrt、PannontejZrt、ZalabaromfiZ-

rt、Nestlé Purina Hungary Kft 等

表 3-9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咨询专家及联系方式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地 址：H-1055 Budapest, 

Honvéd u. 20.

产业领域 咨询专家 联系方式

生物制药领域
Marton Szabo

电话：+36-1-8726626

邮箱：marton.szabo@hipa.hu电子产业领域

汽车工业领域 Martina Almasi
电话：+36-1-8726529

邮箱：martina.almasi@hipa.hu

农业领域 Ilona Radvany
电话：+36-1-8726575

邮箱：ilona.radvany@hipa.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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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②  王卓 .《匈牙利市场风险探析》。

4　在匈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利用在匈的中国资源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建设的产业园区，具有基础设施完善、主导

产业明确、公共配套服务健全、集聚和辐射

效应明显等特点，能够为企业落地提供“一

站式”综合服务。

中国企业应善于利用中国在匈经贸合作

区的平台资源，形成聚集效应、规模效应，

延伸产业链，较大程度降低成本，有效开展

境外生产和经营活动。①

关注保险和担保机制

中国企业在对匈牙利开展投资前可关注

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

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以及中国

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风险担保，

为在匈牙利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提供保障。

关注劳工法律环境

中国企业投资前需全面了解匈牙利的

《劳动法典》和《工会法》等法律，熟悉当

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制度规章和运行模

式。匈牙利工会和谈判组织完善，影响力大。

中国企业需严格遵循匈牙利关于雇佣、解聘、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依法签订雇佣合同，

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缴纳退休保险、残

疾补贴保险、病假补贴保险、劳动基金和职

工福利保障基金，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技能

培训。②

关注当地生态环境

匈牙利生态环保的重点是土壤、大气和

水体等。中国企业应事先关注匈牙利环境保

护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并在规划设计过程中

选好解决方案。在匈牙利，环保是一个独立

的产业，市场上由专门的环保企业承担污水

和废气处理业务。中国企业在投资合作中，

也要做好环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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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典型案例

投资汽车领域

欧洲第一家比亚迪电动巴士工厂落户于匈牙利

案例简况

中国新能源品牌比亚迪在欧洲投资兴建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于 2017 年 4 月 4

日在匈牙利北部城市科马罗姆举行了开业仪式，庆祝工厂顺利建成投产，该厂投资总

额达 2000 万欧元，工厂面积为 6.6 万平方米。比亚迪科马罗姆工厂主要用于生产零排

放纯电动公交车和叉车，工厂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电池测试设施，年产能可达 400

台车辆，直接创造 300 个工作岗位。比亚迪现已成为欧洲成长最快的纯电动巴士供应

商，其产品遍布欧洲各个城市。

主要实践

优势互补，结伴打开新市场。匈牙利悠久的汽车制造行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产业

和技术人才，为比亚迪在匈生产及开拓欧洲市场提供了基础。

深耕本土，技术交流结新果。比亚迪是新能源汽车的领头羊之一，在科技和研发

上具有优势 ; 匈牙利有很多技术人才和市场开拓人才。两者结合让比亚迪匈牙利工厂

脱颖而出，成为本地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

案例 1

抓稳战略要地。因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拥有悠久的大巴生产制造历史和精湛的工

程技术，因此匈牙利是比亚迪在欧州建厂的首选。

核心技术优势突出。比亚迪是集技术研发于一体的中国汽车企业，一直致力于实现

零排放的城市公共交通，是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先锋。在匈牙利投资建厂的同时，也将其

领先技术带到欧洲。

与政府合作基础良好。比亚迪此次投资建厂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政

府机构的良好合作为比亚迪科马罗姆工厂的投建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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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中国政府部门帮助。此次收购初期，曾遭到政府、股东、媒体等的多方抵制，

随后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与匈牙利政府沟通协调下，匈牙利政府考虑到万

华集团收购宝思德公司对匈牙利经济复苏及创造就业起到促进作用，最终支持万华集团

收购宝思德公司。

注重“产融结合”。充足的资金是成功收购和整合的必要条件，万华集团正式依靠

以中国银行为主的强大银团融资，才能以西方完全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方式开展收购。

注重文化差异和企业社会责任。万华集团在整合过程中正视文化差异，以万华集

团的“快节奏”带动匈牙利工人的“慢节奏”，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正面媒体宣传，

扩大企业社会效应，为发展创造良好的共生环境。

启示

投资化工产业

万华集团收购匈牙利宝思德公司

案例简况

2011 年，万华集团投资 12.6 亿欧元完成对匈牙利宝思德公司的收购。宝思德公

司成立于 1949 年，是聚氨酯原料 MDI、TDI 和 PVC 塑料原料生产商，是世界 8 家聚氨

酯生产企业之一。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宝思德生产销售不畅，经营陷入困境。

随后，万华集团对其发起收购要约并完成收购。通过此次收购，万华集团一举成为能

与德国巴斯夫、拜耳等跨国公司并肩的世界第三大聚氨酯原料 MDI 制造商，实现了初

步全球战略制衡。

主要实践

加大谈判力度。从 2011 年投资 12.6 亿欧元收购 96% 的股份，到 2016 年收购剩

余股份，万华集团与宝思德公司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实现了对其的全资收购，累计

投资约 20 亿欧元。随后，万华集团以提名高管的方式有步骤的对其进行整合。

建立经贸合作区。在中匈两国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万华集团将宝思德公司所有的

工业园正式更名为“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并被认定为“中国国家级境外经济贸

易合作区”。

案例 2



  61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

华为在匈牙利设立欧洲供应中心

案例简况

华为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与信息通信产品技术供应商，也是继万华之后在匈牙利投

资的第二大中资企业。2005 年成立华为匈牙利代表处，2009 年在匈牙利设立华为供应

中心；2012 年，斥资 15 亿美元扩大投资，①2013 年华为在布达佩斯建立了欧洲物流

中心，对位于北非、中东地区及欧洲 55 个国家供货。②2015 年，华为再次扩大投资发

展匈牙利宽带网络，并扩大其在匈牙利的新区域创新中心。

主要实践

加强政府合作。华为与匈牙利政府于 2013 年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并赢得了

数项国家级公共采购项目，华为设备在运营匈牙利核心国家基础设施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获得了匈牙利政府的长期信赖。

加强“产学研”合作。华为、奥迪、戴姆勒等产业巨头配合匈牙利政府的“产学”双

重互动培训制度，与当地高校加强合作。③2014年，华为在匈牙利启动未来种子计划，

帮助匈牙利高校人才前往中国学习最新的 ICT 技术。2016 年，华为在杰尔大学设

立“华为学院和实验室”，并支持大学机械工程、信息学和电信工程等专业培

训。④2019 年，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BRF）上，华为与匈牙利塞格德

大学签署了信息技术研发协议。⑤

案例 3

投资电子产业

                                          

①  中国商务部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8）》。

②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https://hipa.hu.

③  同上。

④  匈牙利政府信息科学发展署 .《华为与塞舍尼伊斯特万大学在杰尔的 IT 培训合作》。

⑤  环球时报 .《华为，中兴通讯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匈牙利公司达成交易》。 

企业可以基于自身规模、资金情况、投资目的等因素考虑不同的投资方式。华为

选择绿地投资形式在匈牙利直接设厂，符合华为以匈牙利作为物流和设备供应中心向欧

洲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发展战略。同时，绿地投资能够避免欧盟的反倾销、技术壁垒、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风险。匈牙利政府也支持鼓励绿地投资并给予一定投资优惠政策。

加强与匈牙利政府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合作。华为始终立足于研发核心技术，

其设备在运营匈牙利核心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华为通过“种子

计划”加强对匈牙利高校专业人才的培养，受到了匈牙利政府官方支持。既承担了企业

的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又加强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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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融领域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开业

案例简况

中国银行是中国最先进入匈牙利的金融机构。2003 年 , 中国银行（匈牙利）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中国银行（中东欧）有限公司”）在布达佩斯正式开业，这也是中

国金融机构在中东欧地区设立的第一家商业银行。2014 年，为进一步扩大中行在中东

欧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正式成立，建立了覆盖整

个中东欧地区的业务中心，提供对私、对公及相关咨询服务，具体业务范围包括：开

设账户、存贷款、货币兑换、汇款与托收、融资与结算等。

主要实践

2012 年以前，中国银行在匈牙利主要从事对私业务，即传统的“存、汇、兑”金

融服务。2012 年以后，中国银行在匈牙利主营业务向对公业务倾斜。

2017 年，中国银行与匈牙利政府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同时与匈牙利央行

签署《银行间代理协议》及《人民币清算账户合作协议》，与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

匈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匈牙利进出口银行以及银联国际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案例 4

抓住“一带一路”新机遇。匈牙利政府是欧洲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

议合作协议的国家，中国银行作为在中东欧的第一家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和匈牙利政府开展了很好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中国银行和匈方签署一系列的战略

合作协议，加深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在匈牙利以及中东欧地区的推进。

加大业务开拓力度。中国银行通过一系列拓展行动，在匈牙利获得了广泛认可。目

前，匈牙利石油、电力、电信等大型企业都是中国银行客户，中国银行也是其首选的合

作银行之一。通过与这些大企业的合作，中国银行在当地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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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匈牙利金融市场概况

近年来，匈牙利金融市场和资本交易市

场都得到了充分开放，金融环境得以不断完

善。匈牙利金融市场由银行、保险公司、代

理销售公司、租赁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共同

组成。

1.1 银行体系

根据欧洲银行联盟数据，匈牙利银行业

由60家信贷机构组成，包括26家商业银行、

9 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5 家抵押银行、4 个

房屋互助协会 ( 提供住房贷款及储蓄服务 )、

3家专业银行以及 13 家信贷或储蓄合作社。①

表 4-1　匈牙利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匈牙利国家银行（MNB）

主要商业银行

匈牙利国民储蓄银行

（OTP）

K&H 商业信贷

银行
CIB 银行 MKB 银行

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 Bank）
布达佩斯银行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

主要保险公司

荷兰国际集团 (ING)
全球保险集团

（Aegon）
安盛集团（AXA）

德国安联集团

（Allianz）
Uniqa 保险公司

主要证券交易所

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

金融监管机构

匈牙利国家银行（MNB）

                                          

①  欧洲银行联盟（EBF）.https://www.ebf.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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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银行联盟（EBF）.https://www.ebf.eu.

②  国民储蓄银行官网 .https://www.otpbank.hu.

③  同①。

④  K&H 银行官网 .https://www.kh.hu.

⑤  MKB 银行官网 .https://www.mkb.hu.

⑥  CIB 银行官网 .https://www.cib.hu.

⑦  联合信贷银行官网 .https://www.unicreditbank.hu.

⑧  布达佩斯银行官网 .https://www.budapestbank.hu.

中央银行

匈牙利国家银行（MNB）是匈牙利的中央

银行，成立于 1924 年，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成员，主要职责为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保

证国内价格稳定，对金融系统进行间接调控，

协助、支持政府实现其经济政策，向政府与

欧盟提供统计数据。

商业银行

匈牙利主要银行机构约有 26 家，其中

10 家主要商业银行约占匈牙利 85% 的市场份

额，如国民储蓄银行（OTP）、CIB 银行、K&H

银行、MKB 银行、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 

Bank）、布达佩斯银行、雷菲森银行等。①

表 4-2　匈牙利主要商业银行

国民储蓄银行
（OTP）

OTP 银行为匈牙利最大的商业银行，占 25％的市场份额，拥有资产约 290 亿美

元。除传统银行业务外，OTP 银行还通过其下属单位为客户提供专业且广泛的

金融服务，如汽车租赁、基金投资等。②据欧洲银联数据显示，OTP 银行外资持

股比例为 72.29%，匈牙利政府持股比例仅为 0.08%。③

K ＆ H 银行

K&H 银行自 1987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匈牙利对私、对公银行业务的领先机构之

一，为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财务需求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并不断改善提升产品类别

与服务质量。该行由比利时联合银行（KCB）全资控股。④

MKB 银行

MKB 银行是匈牙利最古老的银行之一，于 1950 年开始运营，主要参与国际收支

交易，并执行与外贸有关的银行业务。1987 年银行体制改革，外资持股比例为

32.9%。⑤

CIB 银行

CIB 银行于 1979 年在布达佩斯成立，1995 年获得商业银行业务资质，CIB 银行

现有客户数量超 42 万，由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意大利第二大银行）全资

控股。⑥

联合信贷银行
（UniCredit Bank）

匈牙利联合信贷银行是联合信贷集团的重要组成成员，是知名泛欧商业银行机

构。该行由意大利联合信贷集团（UniCredit S.p.A.）全资控股。⑦

布达佩斯银行

布达佩斯银行（Budapest Bank）成立于 1987 年，是匈牙利排名前 3 的全内资银

行之一。作为匈牙利大型银行，布达佩斯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约 100 个分支机

构，为个人、商业组织和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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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

2003 年 2 月，中国银行（匈牙利）有限

公司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业，由中国银

行全资控股，是中国银行在中东欧地区设立

的第一家营业性金融机构。2014 年 12 月，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匈

牙利第一家分行双牌照的外资银行，进一步

扩大在中东欧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和市场影响

力。2015年，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获准担任人

民币清算行，成为中东欧首家人民币清算行。

2018年，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获得投资服务牌

照，并成功发行 20亿人民币熊猫债，实现结

构化票据在布达佩斯交易所上市；公司加强与

主权机构合作，推动了人民币业务发展，截至

2018 年底，资产总额达到 70.6 亿美元。①

中国银行（匈牙利）有限公司

地址
    Jozsef Nador tér 7. 1051 Budapest，

        Hungary

电话    +36-1-4299200

传真    +36-1-4299202

邮箱    service_hu@bank-of-china.com

1.2 证券市场

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最早创建于 1864 年

1 月 18 日，于 1990 年重建，是中东欧地区体

制转轨后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机构。该证券交

易所是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和欧洲证券交易所

联合会的成员，约有 40 家公司在一级市场和

二级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超过 80 家基金的

有价证券向投资者开放。2018 年，布达佩斯

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为 320 亿美元，平均每月

股票交易量为 11 亿美元。交易最多的股票为

OTP 银行、Gedeon、MOL、Magyar  Telekom 和

FHB 抵押银行。②2020 年 6 月 21 日，布达佩

斯交易所 BUX 指数为 36360.4 点。③

2017 年 5 月 13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前，上海黄金交易所和布达佩

斯证券交易所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并

筹备在匈牙利建立黄金交易平台。中匈双方

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是促进两国间金融合

作与交流的又一大举措。④

1.3 保险市场

匈牙利保险业几乎全部由外资控制。截

至 2018 年底，匈牙利保险市场共有 10 个小

型保险联盟、2 个大型保险联盟，以及 21 家

保险公司。⑤其主要保险公司包括荷兰国际集

团 (ING)、荷兰全球保险集团（Aegon）、安

盟保险（Groupama）、安盛集团（AXA）、安

联集团（Allianz）及 Uniqa 保险公司等。

                                          

①  中国银行官网 .https://www.boc.cn/hu.

②  美国外交部 . https://www.state.gov.

③  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指数 . https://www.marketwatch.com.

④  上海黄金交易所与匈牙利布达佩斯证交所签订合作备忘录 .http://www.shanghai.gov.cn.

⑤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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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监管机构

在 2000—2013 年期间，匈牙利金融监管

局（HFSA）是匈牙利金融监管部门。2013年，

匈牙利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调整，根据《匈

牙利国家银行 2013 年第 CXXXIX 号法案》将

匈牙利金融监管局（HFSA）的职责并入匈牙

利国家银行（MNB），由匈牙利国家银行（MNB）

担任匈牙利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对匈牙利资

本市场和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慎监管。①

根据《匈牙利国家银行法》，匈牙利国

                                          

①  匈牙利国家银行 .https://www.mnb.hu.

②  同①。

家银行（MNB）监管范围包括对金融市场与资

本市场内的相关机构、基金、保险公司和金

融交易场所（如相关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

和中央储蓄所等）的现场和非现场活动，并

通过采取必要措施和监管手段，识别、评估

并预警风险，规范各类金融活动，保护消费

者权益，稳定金融机构信心，确保金融市场

繁荣、稳定发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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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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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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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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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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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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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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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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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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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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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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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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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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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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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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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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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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银行贷款利率 .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

②  同①。

③  2020 年匈牙利资本市场 . https://ceelegalmatters.com.

2.2 在匈牙利融资

贷款融资

匈牙利资本市场中约 75% 的融资来自银

行。近几年匈牙利经济逐步恢复，政府债务

规模有所下降，融资成本大幅降低，市场流

动性增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

境。2011 年，第 CXXII 号法案要求银行和信

贷机构建立和维护中央信贷信息系统（KHR），

为金融机构贷款时信用评估提供共享数据，

减少贷款可能涉及的风险。从 2003 年开始，

匈牙利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其银行贷款利

率开始逐年稳步下降。2018 年的最低值为

1.47%，2020 年 4 月小幅度回升至 1.85%。①

图 4-2　2003—2020 年匈牙利银行贷款利率②

股权融资③

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为企业在匈牙利融

资提供了重要平台，企业可向交易所提交上

市申请。如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上

市交易规则要求，交易所将在收到申请后 30

日内发布批准上市的决定。如申请材料需更

正或补充，相应审核时间将根据评估审核的

时间予以延长。交易所批复上市的决定将明

确股票的上市日期和首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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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达佩斯交易所一般交易规则 . https://bse.hu.

②  匈牙利国家银行 . https://www.mnb.hu.

债券融资

为促进匈牙利债务资本市场多样化，

提高货币政策的落地转化效率，进一步推动

公司债券市场流动与繁荣，匈牙利国家银行

（MNB）于 2019 年启动“债券融资增长计划

（BGS）”，向在匈牙利公司实体提供多样化

资金融资渠道，并增强金融稳定性。BGS 实质

是公司债券的一种，目前启动资金为 3000 亿

福林，用以购买信用等级良好的非金融公司

的债券，首次公开募股所涉行业主要包括金

融、能源、制药和电信等。②

表 4-3　企业申请上市所需提供书面材料①

序号 所需材料

1 申请人（及发行人）名称

2 申请人（及发行人）总部注册地

3 申请人（及发行人）联系方式，包括：地址、电话、传真、邮箱等

4 拟上市股票的说明、特征、面值、股票代码等信息

5 申请人已在或拟在其他市场发行股票的相关说明

6 代表存款人发行股票的申请，并且存托凭证应包含申请人拟报价股票的分类类别

7 申请确定首个交易日期

8 主管机构批复在申请上市过程中允许使用的语言

9 主管机构需要的其他资料

表 4-4　企业上市日期与首个交易日确定规则

序号 规则内容

1
首个交易日与上市日期之间间隔最长不得超过 90 天。根据上市交易规则，首个交易日可

以和上市日期为同一天。

2
如果申请材料仅满足上市要求，但未能满足交易要求，则交易所可先确定申请发行的上

市日期。待申请人满足交易要求时，交易所再决定并公布其首个交易日。

3
如申请人在 90 天内仍无法满足交易要求，交易所将决定拒绝该股票上市并发布公告，将

其从上市名单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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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匈牙利国家银行 . https://www.mn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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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债券融资增长计划”的产品说明①

总盘金额 3000 亿福林（占 GDP 的 0.7%）

起购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

债权发行人 国内非金融机构

债券币种 匈牙利福林

偿还期限 最短 3 年，最长 10 年

债券信用等级 至少为 B+

每只债券匈牙利国家银行占股比例 不得超过 70%

匈牙利国家银行对每家企业的最大风险敞口 200 亿福林

最低发行量 10 亿福林

对认购导致的过剩资金流动的冲销 通过优惠存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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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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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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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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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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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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美元债 3 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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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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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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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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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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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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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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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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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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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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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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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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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非发展基金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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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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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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匈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匈牙利劳动雇佣相关法律主要包括 2012

年修订的《劳动法典》和 2003 年开始实施的

《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

劳动法对劳工关系的内容、劳资双方权利、

义务、福利和报酬、就业保护、雇佣与解聘

等作了具体规定，规范主体包括雇主、雇员、

劳资委员会和工会等。

雇佣

合同。企业与雇员之间需通过签订书面

雇佣合同确立雇佣关系。雇佣合同必须依据

《劳动法典》规定以书面形式签署，并包括

以下内容：雇员基本工资、工作内容和工作

场所；工资以现金支付，不允许用实物或服

务支付，货币种类可以是外币。就业合同签

订时，雇主须向雇员告知以下内容：工作日

程、工资组成、支付工资日、工作开始日期、

带薪假期的计算和分配、终止就业合同的通

知时限、陈述集体合同是否适用于雇员。①

工会。②工会的设立旨在最大限度保护和

促进雇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匈牙利有关法律

法规，只要有 10 名员工发起并选举出工会管

理层即可合法组建工会组织，但须在有管辖

权的法院进行登记。工会有权要求雇主提供

与雇员权益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并可代表员

工与雇主进行协商和谈判，只有工会有权代

表员工就谈判事项签署协议。工会代表还可

利用工作时间发起工会运动。

集体协议。③集体协议是指企业职工一方

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

平等协商达成的书面协议，实际上是一种特

殊的劳动合同。在匈牙利，工会选举中获得

50% 以上选票的人员即视为集体协议谈判代

表。若企业中有多个工会，谈判权由多个代

表共同行使。若工会代表要求雇主就劳动和

薪资内容进行谈判，雇主不可拒绝启动该谈

判程序。雇主和工会代表每年应就劳动报酬

进行谈判，除另有规定外，集体协议双方可

在合同到期前 3个月前提出终止通知。

解聘

经双方同意，雇主和雇员可通过书面形

式解除定期或非定期雇佣合同，试用期内的

雇佣合同一经解除马上生效。雇主解除定期

雇佣合同需支付剩余期限工资，最多不超过

一年工资。雇主告知员工解聘的时间将随员

工年资而有所不同，最低须在 30~90 天前通

                                          

①  王贵国、李鋈麟、梁美芬 .《一带一路沿线国法律精要：希腊、匈牙利、挪威卷》。

②  匈牙利劳动法 . https://iclg.com.

③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中国银行（匈牙利）.《匈牙利投资手册（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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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员工解聘事宜。①如解聘的员工是工会组织

管理层成员时，雇主提出的解聘通知需由上

级工会组织同意方可生效。②

工时

员工正常工时是每天 8 小时或每周 40 小

时，每天加班后工时不得超过 12 小时。企业

应向员工支付加班费，在工作日加班，需向

员工支付工资的 50%；在节假日和休息日加

班，需支付当天全部工资及额外一天假期。

假期

员工定期假期天数不得少于 20 天，假期

随员工年龄增加而增加（注意不是工龄）。

35 岁以上员工的休假天数为 25 天，45 岁以

上为 30 天，年龄小于 18 岁的员工可多享受 5

天假期，有孩子的员工根据孩子数量最多可

获得额外 7天假期，产假最长为 24 周。

病假

如果雇佣期超过 2 年，病假工资一般为

员工正常工资的 60%；如果雇佣期少于 2 年，

病假工资则为 50%。一般来说，病假期间工

资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最低工资（最多每天

7400 福林，约合 23 欧元）的 2倍。

社会保障金

社会保障金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三部分。根据匈牙利投资促进局报

告，雇主为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占支付雇

员工资额的 23.5%（社保税为 22%、职业基金

税为 1.5%)，雇员缴纳工资额的 18.5%（养老

金为 10%、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为 8.5%），

由雇主在工资中代扣。养老保险需在缴足 20

年后，才可全额享受养老金。③

                                          

①  2012 年 1 号法令：匈牙利劳动法令。

②  匈牙利劳动法 . https://iclg.com.

③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表 5-4　2019 年匈牙利居民社会保障金缴纳构成

纳税主体 税种 税基 税率

雇主

社保税 薪资总额 22%

职业基金税 薪资总额 1.5%

总计 23.5%

员工

养老金 薪资总额 10%

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 薪资总额 8.5%

总计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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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 1 号法令：匈牙利劳动法令。

②  走进华为欧洲本土化真相：产品线覆盖七成匈牙利人口 . http://www.eepw.com.cn；路透社 .《匈牙利将华为视

为战略 IT 合作伙伴》。

③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 .《国别投资经营便利化状况报告（2017）》；环球印象 .《中国企业投资

罗马尼亚如何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

表 5-5　中国居民在匈牙利劳动纠纷案件申诉、咨询或救援①

项目 内容 备注

主管机构 匈牙利内政部 网址：https://www.kormany.hu

提出方式
以英文讲明案由及申诉事项，再将书面文件送至中国驻匈牙利使领馆，使领馆将

转送匈方办理。

应备文件 当事人护照复印件及联系方式

处理流程 匈牙利内政部和相关单位共同商议解决，并予以书面回复。

处理时长 约 3~4 周

是否提供翻译 不提供翻译服务

华为在匈牙利本土化的启示。华为欧洲供应中心位于布达佩斯市郊，成立于 2009

年，是除深圳外最大的物流中心，发挥着对泛欧市场的中枢作用。该中心为当地创造

2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资额5.8亿美元，对当地GDP间接贡献达11亿美元。同时，

华为积极融入匈牙利当地文化，雇佣本地员（员工本地化超过 80%），严格遵守当地

劳工法律法规，支持并邀请工会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并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

给企业在匈牙利发展带来积极效果，也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可。

案例 1②

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发展需注意以下几点：

1. 全面了解匈牙利《劳动法典》和《工会法》，熟悉当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

制度规章和运行模式。

2. 严格遵守并执行关于雇佣、解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并购或新设

企业时，要把工会作为重要谈判对象，与之商谈雇佣与解聘事宜并签署协议。

3. 中国企业要认真了解当地工会的组织发展情况，掌握工会活动特点，积极加入

当地雇主协会尤其是本行业的雇主协会，了解业内工资待遇水平和处理工会问题的常

启示③



  9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匈牙利（2020）

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

匈牙利的会计准则依据匈牙利《会计法》

制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根据欧洲委员会

（EC）第 1606/2002 号法规，匈牙利要求上

市企业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准备其财务报

表。相关主管部门是匈牙利财政部。

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必须由注册为审计

师的会计师或在匈牙利财政部注册的会计师

出具。根据资本化程度或股东数量，布达佩

斯证券交易所的发行人必须编制和发布季度

或半年度盈利报告。提交财务报表（除合并

财务报表以外）的最后期限是本会计年度的

资产负债表日后的第 5 个月的最后一天，会

计原始凭证、财务报表、总账簿和其他分析

记录的文件保留时限为 8年。

审计员和审计机构。②匈牙利的审计专业

机构是匈牙利审计师公会（IFAC 成员），官

规办法，在特定行业只有雇主协会才能与行业工会谈判。在日常经营中，企业要与工

会加强沟通，了解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为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中国企业

应邀请工会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激发并保护员工的积极性，凝

聚员工的智慧和创造力。

4. 企业要有融入当地社区的意识，把自己当作社区一份子，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

都要积极履行，同时关心社区成员、参加社区活动，自觉自愿为社区付出，从而营造

一个良好经营环境。

匈牙利相关法律以限制外国人在匈牙利工作，保证本国公民优先就业为原则。对

外国公民颁发的工作许可证有严格数量限制，并且对获得工作许可证在匈牙利工作的外

国公民的工作地点有严格规定。

匈牙利劳动救济机构为匈牙利公共就业服务中心（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及其地方分支机构，电话：+36-1-3039300，传真：+36-1-2104255，网址：www.

munka.hu。

特别提示①

                                          

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②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基础设施助推“一带一路”》。



  99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网：http://www.mkvk.hu。平均年度净销售

收入连续两年超过 3 亿福林，或连续 2 年内

平均员工人数均超过 50 人的企业必须设有审

计员。

                                          

①  匈牙利税务和海关总署 . http://en.nav.gov.hu；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税收征管论坛成员国（地区）税制》。

在匈中资企业可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优化企业财务管控体系：

优化预算管理体系。筛选、整合、简化集团公司要求填报的预算报表，提出在预算

管理方面的完善建议，同时学习和借鉴好的做法，逐步深化对运营体系的了解和衔接。

调整完善会计核算及报表体系。针对中匈两国会计政策存在的差异，结合境外运

营的实际情况和要求，形成双方认可的会计政策，梳理投资和债务置换账务关系，为新

公司建立财务报告体系。

特别提示

报税①

企业所得税申报。上年度企业所得税额

超过 500 万福林的企业，在下一个纳税年度

可分12次预付税款，其他公司按季预付税款。

企业必须在本纳税年度之后最迟 5 月 31 日前

完成下一年度报税，预付税款。如果企业财

年与日历年不同，年度纳税申报则需要在下

一财务年的第 5个月最后一天前完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税收

缴纳期限从5月 31日推迟到9月 30日。

特别提示

个人所得税申报。按年度缴纳者，个人

所得税年度申报期限为税务年度结束后第 2

年的 5 月 20 日前，满足特定条件的可延长至

11 月 20 日。按月缴纳者，须于每月 12 日前

向税务局缴纳上月税款，个体经营者可根据

经营规模每月或每季度缴纳。

增值税申报。在匈牙利进行增值税税务

登记时，需提交两份纸质申请表（仅限匈牙

利语）、企业资质文件、企业代表资质文件。

如果证明文件非匈牙利语、英语、法语书写，

需对文件进行翻译。登记流程一般在文件提

交后 2~4 周时间内完成。

匈牙利报税手续十分繁杂，针对不同性质的公司有不同的报税手续，建议中国企

业和个人设立企业后，聘请当地注册会计师代为办理报税手续。报税时需要提交以下材

料：报税表、工资表、利润及相关发票等。

特别提示



  10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匈牙利（2020）

最低税额。适用于遭受损失或利润较低

的纳税人。最低税额通常以总收入的 2% 计。

税前利润和税基均低于最低收入 2% 的纳税人

可以选择缴纳最低税额或提交一份声明，证

明其税基经合理计算，并提供一定的信息以

支持其声明。如果纳税人选择提交一份声明，

税务机关将使用风险分析程序处理其申报。

如果分析表明，存在较大的违法成本核算或

收入漏报的风险，当局可能会启动审计程序。

双重课税减免。中匈已签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与匈牙利共和国政府关于避免双

重缴税、打击偷税漏税的协议》，根据协议

的基本规定，协议一方公民在另一协议国内，

应享受与协议国公民相同的纳税待遇。协议

还对两国之间的协调、相关信息的交换、避

免双重缴税的具体措施作出了规定。

企业在匈牙利经营，税务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深入研究匈牙利税制体系，合理制定赴匈牙利税务规划；

2. 谨慎选择对匈牙利投资税收架构，做好纳税筹划；

3. 紧密跟踪匈牙利政府税务立法新规，做好税务改革的应对准备；

4. 做好员工薪酬体系设计，掌握征税范围，按时如实报税；

5. 高度重视，积极配合税务审计，严防偷税漏税；

6. 如果纳税人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可采用合理手段，寻求专业机构帮助，合

法维护自身利益。

特别提示

2.3 知识产权保护

匈牙利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主

要有《版权法》《实用新型保护法》《海关对

工业产权侵权行为的管理措施》等，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包括匈牙利知识产权局（Hungar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HIPO）

和国家打击假冒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Against Counterfeiting）。

专利

企业或个人应向匈牙利知识产权局提交

专利申请，匈牙利专利保护有效期为自专利

申请提出之日起 20 年。企业申请专利材料包

括专利申请函、专利陈述、解释发明图解、

发明者委托书（如果不是发明者本人申请）、

参展证明（如该项发明专利曾参加过展览）、

行政管理费等。HIPO审核时间大约为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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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根据匈牙利保护实用新型的相关法律规

定，权利人可向匈牙利知识产权局申请获得

实用新型保护，或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

框架内的国际申请获得有效的实用新型保护，

匈牙利对实用新型保护期限为 10 年。企业在

申请时，需提交申请书（仅匈牙利语）、缴

纳申请费，由 HIPO 进行实质性审查，但不涉

及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申请费用为 4250 福

林（申请人与发明人为同一人）或 17000 福

林（申请人与发明人非同一人）。在匈牙利

提出的实用新型申请，如符合欧洲专利申请

的要求，可以在欧盟 12 个月的优先范围内转

化为欧洲专利申请。②

申请人可通过 HIPO 的线上系统提交

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申请。该

系统仅支持匈牙利语。

特别提示

外观设计

申请人申请外观设计需填写匈牙利知识

产权局的设计应用程序。根据《海牙协定》

提出的关于工业设计国际交存的国际申请，

外国申请人必须由一名获授权的专利代理人

或在该国居住的律师代理。本国申请人不必

有代表，但如有必要，专利律师可以帮助准

表 5-6　匈牙利专利申请费用①

单位：福林

申请人与发明人一致 申请人与发明人不一致

费用 9350 37400

额外专利申请服务费用 / 每项

11~20 项 475 1900

21~30 项 950 3800

31 项以上 1400 5600

当发现某项专利有可能被侵权时，建议做法之一是获取一份专利代理人出具专利侵权

分析报告，以帮助开展风险应对。同时，专利权人还要对维权工作范围进行评估，例如权

利要求是否能够涵盖竞争对手的产品，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现有技术。

特别提示

                                          

①  匈牙利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hipo.gov.hu.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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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申请。

商标

匈牙利商标保护期限为 10 年，如需继续

使用，可在商标到期前 12 个月内或到期后 6

个月内续费延长 10 年。外国人在匈牙利申请

商标注册时必须委托匈牙利常住居民（建议

委托专利代理商）进行申请，所需材料包括

申请人情况、商标样式和货物名单等。申请

人应自商标申请之日起 2 个月内支付申请费

用，货物清单须自申请之日起 4 个月内提供

且使用匈牙利文。知识产权局在正式收到商

标申请后，将公开商标申请相关内容，供公

众评议。审查通过后，注册的商标将在官方

定期刊物上发布。①

地理标志

申请人可根据《尼斯协议》中的产品分

类向匈牙利知识产权局申请地理标志进行保

护，受保护的权利人受到侵犯时可在法院提

起诉讼。地理标志的保护自注册之日起生效，

具有追溯效力，并自提交之日起无限期有效。

地理标志申请费用应在提交申请后 2 个月内

提交，申请费用为 10.7 万福林。②

                                          

①  匈牙利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hipo.gov.hu.

②  同①。

③  恶意申请商标 . https://www.internationallawoffice.com.

JAZZY PUB 商标因恶意注册在匈牙利被撤销。2015 年，JAZZY PUB 商标在匈牙利

获得注册，用于第 43 类下的相关服务中。然而，JAZZY 商标早在 2009 年就已在该国获

得了注册，用于第 38 类和 41 类下的商品和服务上。因此，在先注册商标的所有者要

求撤销 JAZZY PUB 商标的注册，称该在后注册商标的所有者在 2013 年 2 月以前一直是

其商标的被许可方，而且是在 2013 年 2 月以后才递交的商标申请。匈牙利知识产权局

（HIPO）最终宣布 JAZZY PUB 商标无效。HIPO 指出，当 JAZZY PUB 商标申请者递交与

JAZZY 商标几乎相同的商标申请时，其就应意识到该在先商标的存在，因此这构成了商

标的虚假和恶意注册行为。

案例 2

匈牙利严格禁止恶意注册商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恶意竞争也是匈当局拒绝保护

商标的一项绝对理由。此外，即使先使用商标的所有权人撤销对恶意注册商标的起诉

申请，当局或法院也可以选择继续追诉，因为该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秩序。因此，

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经营时应合法合规注册商标标识，避免因违法违规遭受处罚。③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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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数据保护

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数据保护

适用欧盟居民数据和隐私的法规——《一般

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欧 盟 法 规 编 号：(EU) 

2016/679［2］）。该条例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通过，于 2018 年 5月 25日实施，由于是条

例（Regulation），而非指令（Directive），

直接对欧盟各成员国产生强制约束力。

GDPR 通过统一的法规保护居民对其个人

数据的合法权利，并优化对相关国际业务的

监管，对所有在欧盟设立的企业以及处理欧

盟居民个人信息的企业（无论该企业处于世

界何处）具有约束力。

根据该条例，接触或处理个人数据的企

业必须采用适当的技术和措施来保护个人数

据和隐私。例如，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假名

或完全匿名进行存储，并默认使用最高级别

的隐私设置，以保证数据不被第三方获得；

除非数据的处理和传输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

的，否则不得处理任何个人数据。相关企业

必须征得用户的明确同意，才可存储、处理

或传输数据，同时用户有权随时撤销所做出

的同意。

数据存储本地化

匈牙利没有强制性的数据存储本地化政

策。外国 IT 提供商不需要交出源代码或提供

加密访问。匈牙利在向商用之外转移个人数

据方面遵循欧盟的规定。储存个人资料受相

关资料保护法律法规管辖，并由资料保护专

员负责监管。①

                                          

①  美国外交部 . https://www.state.gov.

中国移动在欧 GDPR 合规启示。中国移动为更好地对欧提供服务，做好《一般数

据保护法案》（GDPR）合规，防范大数据应用服务过程中数据滥用和个人隐私安全风

险，不断完善其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从安全策略、安全管理、安全运营、安全技术、

合规评测、服务支撑等六大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各个处理环节施行

严格规定：（1）对客户信息内容进行界定、分类、分级；（2）明确信息安全管理责

任部门和职责；（3）对客户敏感信息操作进行严格管理，实现操作与授权分离；（4）设

立客户信息安全检查制度；（5）不断提高客户信息系统技术管控水平；（6）严控第

三方信息安全风险。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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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贸易管制

匈牙利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为外交与对外

经济部。匈牙利贸易政策和法规与欧盟基本

一致，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商

品贸易、服务及跨境和关境材料估价的政府

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面对数据安全与数据隐私的问题，特别是电商、银行、医疗、

教育、通信等领域，这些行业企业直接面对具体消费者，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等

问题的处理更加敏感。随着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的出台，全球大数据

保护时代来临，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更应进一步强化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保护。

启示

中国企业获得《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认证的经验。

1. 2018 年 9 月，华为 EMUI10 关键特性获得了 ePrivacySeal 证书（一家德国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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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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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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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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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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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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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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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采用差分隐私算法，在获得同样隐私保护强度的情况下，得到更有效的分析结论。

案例 4

1. 企业需审查其个人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对企业涉及的所有个人信息生命周

期全流程的分析和具体合规进行摸查，评估自身现有的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框架是否

需要修改和调整，如需修改，可创新隐私算法以遵守 GDPR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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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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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部门”，对 GDPR 进行整体应对。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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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贸易法令）（Government  Decree 

No.110/2004 （IX.28））、《外汇自由化及

相关法修订法案》《欧盟海关立法执行法案》

（Act CXXVI of 2003）和《匈牙利海关和金

融保护法案》（Act XIX of 2004）等。①

贸易管制

自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欧盟后，匈牙利

开始实施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货物和服务

可以自由进出口，但匈牙利《贸易法令》规

定，对武器、放射性物质、可循环垃圾、有

害垃圾、濒危动植物产品和派生物、监视设

备、军事工程防御技术等进出口，必须在匈

牙利贸易许可办公室办理许可证。对于涉及

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公共安全，以及人类、

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和有

关外汇专门手续等方面，匈牙利政府可不受

欧盟内部市场和进口规定限制，采取相应的

措施。此外，匈牙利政府有关部门对药品（含

精神药物）、化学品、废品、核产品的进出

口也作了明确规定。

海关管理

匈牙利海关主管部门为国家税务与海关

总局。作为欧盟成员，匈牙利执行欧盟海关

法规，包括欧盟关税标准法令、海关统计制

度、欧盟关税税率和海关免税法令等。在欧

盟任何一国清关后，货物进入匈牙利不必再

缴纳关税。

货物原产地

一般情况下，非欧盟货物利用货物原产

地证明可以优惠关税进入匈牙利（相关出口

国应与欧盟签署政府间贸易协议），同样欧

盟货物也可以利用欧盟货物产地证明以优惠

税率出口到其他国家。在匈牙利投资设厂，

增加值达到规定比例或经匈牙利政府特别认

定，即可获得匈牙利（欧盟）原产地证明。

贸易救济政策

匈牙利执行欧盟的贸易救济政策，对于

非欧盟国家的不公平贸易问题及发起救济措

施等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处理和实施。②

反倾销政策。③欧委会负责对倾销案件

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相

关措施。欧委会可应欧洲企业请求发起调

查程序，也可自主发起调查。案件调查信息

可在欧盟官方公报查询：https://eur-lex.

europa.eu/homepage.html。

                                          

①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hu.mofcom.gov.cn.

②  欧盟委员会 .https://ec.europa.eu.

③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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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政策。②欧委会负责对补贴案件

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采取相

关措施。当欧盟内相关产业认为，从非欧盟

国家进口的商品因存在出口国补贴情形，并

且对欧盟相同产业的生产销售构成损害时，

可向欧委会申请发起反补贴调查。向欧委会

申请发起反补贴调查时，需证明以下内容：

（1）原产于非欧盟国家的补贴商品正向欧盟

出口；（2）进口补贴商品对欧盟相同产业带

来损害。案件调查信息可在欧盟官方公报查

询：https://eur-lex.europa.eu/homepage.

html。

表 5-7　反倾销调查内容与措施

调查内容

1. 相关国家（地区）生产商确有倾销行为；

2. 欧盟相关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

3. 损害结果与倾销行为有因果关系；

4. 采取反倾销措施不损害欧盟利益。

调查时间 15 个月

反倾销措施

1. 征收反倾销税；

2. 征收固定关税或特别关税；

3. 限定最低进口价格。

措施期限 一般为 5 年（终期复审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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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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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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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来计算市场扭曲倾销幅度。①

特别提示

                                          

①  欧盟委员会 . https://ec.europa.eu.

②  同①。

表 5-8　反补贴调查内容与措施

补贴种类

1. 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如赠款、贷款、注资或贷款担保）；

2. 国家税收的减免；

3. 除基础设施以外，政府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支持；

4. 政府采购相关商品；

5. 企业根据政府指示，对相关产业提供上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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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

反不正当竞争①

国内层面，匈牙利《关于禁止不正当市

场行为的第 86 号法》明确规定禁止不正当市

场行为，包括禁止不正当竞争、禁止欺骗消

费者、禁止限制经济竞争的协议、禁止滥用

市场优势。相关主管部门为匈牙利竞争监督

局（HCA）。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与各欧盟

成员国内竞争事务机构通过“欧盟竞争网络”

相互合作。②

因违反竞争法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实体可

以向法院提起独立诉讼和后续诉讼。匈牙利

没有专门针对私人反托拉斯诉讼的特定费用

规定，索赔人一般可按争议标的物价值的 6％

（一审程序最高限额为 150 万福林）支付程

序费。

对于基于违反竞争法的损害赔偿要

求，时效期限为自损害发生之日起的

5 年。

特别提示③

反商业贿赂④

向匈牙利或外国公职人员行贿。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犯罪行为界定如下：向匈牙利

                                          

①  1966 年不公平禁止和限制市场行为法案。

②  竞争事务监管机构加强全球合作 . https://www.kwm.com.

③  匈牙利竞争限制 . https://globalcompliancenews.com.

④  《2019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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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损害，欧委会应在 45 天之内发起反补贴调查。

调查内容

1. 相关进口商品从补贴中受益，该进口商品既包括调查申请中提及的商品，

也包括欧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商品；

2. 欧盟相关产业遭受“实质性损害”；

3. 损害结果与补贴行为有因果关系；

4. 采取反补贴措施不损害欧盟利益。

反倾销措施

1. 征收反补贴税；

2. 固定商品的单位价格；

3. 限定最低进口价格（如出口商承诺被调查商品价格不低于最低进口价格，

则欧委会将不予征收反补贴税）。

措施期限 一般为 5 年（中期 / 日落复审的情形除外）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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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外公职人员或第三方承诺给予或给予非

法好处，以影响该有关官员正当行使其职权

的行为。

向匈牙利公司或外国公司高管和雇员行

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犯罪行为界定如下：

向公司高管或雇员，或其他对该公司的高管

或雇员有控制影响作用的第三方承诺给予或

给予好处，以妨碍该人士正确履行他 / 她的

职责和义务。

匈牙利或外国公职人员受贿。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犯罪行为界定如下：利用其职权

索取非法好处，或接受这些好处，或接受对

方给予贿赂的承诺。

匈牙利公司或外国公司高管和雇员受

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犯罪行为界定如下：

利用其职权索取非法好处，或接受这些好处，

或接受对方给予贿赂的承诺，或协同收受好

处的一方并按其指示为第三方牟利。

表 5-9　匈牙利贿赂行为的惩罚措施

向匈牙利公司或外国公司
高管和雇员行贿

匈牙利公司或外国公司
高管和雇员受贿

匈牙利或外国公职人员
受贿

惩
罚
措
施

针对

个人

根据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

处以 1~5 年监禁

针对

个人

根据犯罪的性质和严重性处

以 1~10 年监禁

针对

个人

根据犯罪的性

质和严重性处

以 1~10 年监禁针对

公司 

1. 勒令停业；

2. 1~3 年的运营限制，包括

禁止参与公共合同或国

家补贴；

3. 处以贿赂金额或非法所

得 3 倍的罚款；

4. 没收非法所得。

针对

公司

1. 勒令停业；

2. 1~3 年的运营限制，包括

禁止参与公共合同或国家

补贴；

3. 处以贿赂金额或非法所得

最高 3 倍的罚款；

4. 没收非法所得。

 

2.7 环境保护

匈牙利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是匈牙利水资

源和环保局（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Water）。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匈牙

利设立国家废弃物管理局，进行废弃物管理

和相关收费。《环境保护法案》规定，对土地、

水资源可能造成明显影响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必须根据“环境管理和认证体系”向环保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颁发环境使用许可证后，

方可从事相关活动，法案规定了环境影响评

估程序。

匈牙利环保法律近年发生较大变化。

其中最主要是为了执行欧盟法令 Council 

Directive 96/61/EC, 将环保许可与一体化防

治环境污染的管理合并通过IPPC（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程序

统一管理。此外，《匈牙利刑法典》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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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污染损害的刑事责任。目前环保相关的主要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案》《关于环境

污染费法案》等。

表 5-10　涉及匈牙利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①

序号 对象 概述 涉及到的法律规范

1 土地开发
由于纳入了欧盟的土地开发制度，匈牙利采用

了欧盟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

1. 土地开发和管理法；

2. 地方政府城镇分区联盟法案。

2 垃圾处理

《垃圾管理法》规定了其范围内的所有废物生

产者、所有者和处理者必须保存记录和提供数

据的义务。相关法令对履行义务的方法、内容

和期限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1. 废物管理法；

2. 废 物 数 据 登 记 与 提 交 义 务

法令。

3 化学物品

在匈牙利法律中，化学品受 2000 年关于化学品

安全的第 25 号法令的管制，并由个别部门的条

例加以补充。《REACH 规例》对化学品的注

册、评估、授权和限制作出了重大修订，并直

接适用于欧盟成员国，而《REACH 规例》则

对化学物质的分类、标签和包装订立了新规则。

1. 化学安全法；

2. 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

可法规；

3. 欧盟分类标签包装法规。

4 水资源
通过修订《水管理法》，在改善饮用水质量、

废水处理等领域形成了国家方案的法律基础。

1. 水资源管理法；

2. 保护地表水质量的法令；

3. 保护地下水法令。

5 大气和空气

《清洁空气保护条例》的政府法令规定了保护

清洁空气的框架。由于跨境影响，保护空气质

量需要与包括欧盟以及非欧盟国家在内的国际

组织加强合作。

6 核能

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1979 年通过《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以促进各缔约国和平发展和利用核能

为目的，并加强各国对核材料使用、储存和运

输的保护，防止核材料的非法获取和使用可能

造成的危险。

执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的法令。

                                          

①  匈牙利环境规则 . https://www.eubusi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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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卫生与安全

加入欧盟后，匈牙利食品产业遵守欧盟

有关食品安全的法规。欧盟公布了《欧盟食

品安全白皮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详

细阐述，提出了对食品安全进行“从农田到

餐桌”全过程监管的理念，之后成立了欧洲

食品安全局，负责食品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

技术研究，为欧盟食品安全管理的决策提供

技术支持。同时，欧盟出台了关于食品安全

基本原则和管理程序的《食品基本法》。欧

盟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逐步强化对食品安

全的监管，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满足一系列

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在技术上保证食品安全，

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欧盟食品安

全监管的主要方式，包括食品兽医办公室

（FVO）定期对成员国或者第三国的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进行检查、边境口岸抽查检验及市

场监督抽查。

2.9 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在匈牙利规划自身发展战略的

同时，应注重与当地同行业企业和谐相处，

特别是要与中国同行保持有序竞争态势，形

成合力。①

加强环境合规充分做好评估与预防工作。维雷索尔·卡夫特淀粉厂的污染和气体

泄漏，导致大量工业有机物质进入匈牙利的 Mátra 水电站，造成当地许多工人感到不

适。维雷索尔·卡夫特淀粉厂因此被禁止使用水库。当局责成该公司进行技术改造，

以防止对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案例 5

在匈牙利，环保领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市场上有专业环保企业开展污水和废气

处理业务。匈牙利生态环保的重点领域是土壤、大气和水资源。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

中可能产生废气、废水和其他环保影响，应事先进行科学评估，并在规划设计过程中

选好解决方案。而中国企业在投资合作中，也要事先做好环保预算，根据规划方案选

择专业的环保企业解决相关问题。

启示

                                          

①  中国企业投资匈牙利如何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 . http://www.zcqtz.com.



  111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图 5-1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要关注业务发展所带来的资

源、环境、劳工、安全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

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误解与抵触。同时，中

国企业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回馈当地社会，

如向孤儿院捐献财物，赞助一些当地的体育

赛事等。此外，中国企业不应做有违当地法

律和社会公德的事情，应对民族形象、企业

声誉与品牌建设负责，对中匈两国的长期友

好关系负责。

加强舆论宣传

为提高中国企业在当地社会的公众形象，

企业要以平等、信任、尊重、真诚的态度面对

媒体，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企业

在重大并购、涉及社会敏感问题时，特别是遭

遇不公正的舆论压力时，应注重宣传引导，通

过媒体与大众交流。中国企业应该建立正常的

信息披露制度，并在网站上予以发布。中国企

业还可聘用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熟悉的匈牙利

员工做公关经理，负责与政府部门和媒体沟通

联络，宣传公司形象。

传播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中　匈两

国交往日益密切，不少匈牙利民众和企业对

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

企业在匈牙利投资时宜将中国文化同“入乡

随俗”有机结合起来，在投资合作、融入社

区的过程中，主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以便

匈牙利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理念

和目的。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合适的方式

与当地员工甚至社区共同庆祝，增进彼此了

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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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匈牙利具有成熟的法律体系，以欧洲大

陆法系（德国—法国和罗马法系）为基础，

法律制度相对完善。作为欧盟国家，匈牙利

与欧盟的法律制度及仲裁程序相协调，法律

体系具有公正性、开放性。

3.1 诉讼

诉讼体系

匈牙利设有四级法院体系，分别为县镇

法院、地区法院、地区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县镇法院是匈牙利基层法院，约有 100 个，

全国约 70% 的案件在该级法院审理；地区法

院约有 20 个，主要负责审理县镇法院上诉案

件，以及标的额在 34000 欧元以上的经济案

件、知识产权等特殊案件的一审；地区上诉

法院共有 5 个，一些重大法律案件可向该级

法院提出。

中资企业加大在匈社会责任承担。

1. 宝思德化学一直支持当地政府、学校和社区的各项文化活动，如音乐节、艺术

节、博物馆、幼儿园和小学、赞助老年人基金等，协助在米什科尔茨大学设立孔子学

院，积极培养优秀中匈双语人才，设立实验室、奖学金。

2. 华为公司与布达佩斯科技与经济大学、考文纽斯大学、佩奇大学等合作，积极

培养优秀人才，同时向布达佩斯公共服务大学捐赠了价值 600 万福林的先进电信设备。

3.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出资为匈牙利政府拍摄国家形象宣传片，还出资设立了李

斯特音乐学院迄今奖励额度高的商业机构奖学金并支持中匈双语学校建设。

案例 6

中资企业海外形象是国际社会认知中国的重要途径。企业通过支持当地社区、经

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树立良好的海外形象，这既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

需要，也是新时代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需要。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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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仲裁

2017 年，匈牙利以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

示范法为蓝本对其国内仲裁立法进行革新，

对匈牙利仲裁机构和仲裁程序等进行修订，

新仲裁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行。新仲

裁法主要变化包括允许临时措施、仲裁裁决

撤销进行重新仲裁时当事人应重新选定仲裁

员、仲裁庭组成后30天成立案件管理会议等。

匈牙利工商会仲裁院（Arbitration Court 

attached to 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是匈牙利最主要的商事仲裁

机构。在 2017 年仲裁法改革中，能源仲裁院

和金融仲裁院被合并至匈牙利工商会仲裁院，

重组后的仲裁院负责受理金融、能源及其他

普通民商事纠纷。

仲裁院决策机构由 7 名成员组成，主席

和另外两名成员由匈牙利工商联合会任命，

其他成员由匈牙利能源与公共事业管理办公

室、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匈牙利银行协会

及匈牙利律师协会任命。仲裁院每年受理案

件 200 多件，其中国际案件约占 15%。仲裁院

争议解决条款样本如下：①

                                          

①  匈牙利工商会 . https://mkik.hu.

"In  the  event  of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contract,  so  especially  with  its  breach,  termination,  validity  or 

interpretation,  the  parties  exclude  the  state  court  procedure  and  agree 

to  submit  the  matter  to  the  exclusive  and  final  decision  of  the  Permanent 

Arbitration  Court  attached  to  the  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urt  Budapest).  The  Arbitration  Court  proceed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Rules of Proceedings (supplemente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b-Rules of Expedited Proceedings). The number of arbitrators shall be 

[one/three] and the language to be used in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shall be […] 

(e.g. Hungarian, German, English). The parties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newal of the proceedings as regulated in Section IX of Act no. LX of 2017 

on Arbitration. In order to settle the legal dispute the […] substantive law 

shall apply, excluding it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rules."

新仲裁法主要变化有：

（1）根据 2006 年联合国示范法的修订，

新的仲裁法详细规定了仲裁庭的临时措施；

（2）新仲裁法允许介入者（即对仲裁结

果享有法律利害关系的外部当事人）加入仲

裁程序，并支持仲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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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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者享有申请取证的权利；

（3）在新仲裁法项下，如果非仲裁协议

当事人的外部第三人提出请求，或仲裁协议

当事人针对外部第三人提出请求，且该请求

无法与仲裁程序所审理的请求相分割，则允

许该第三人以外部当事人身份加入仲裁程序；

（4）借鉴了民事诉讼程序，由于不能归

咎于申请人的原因导致仲裁庭没有采纳原审事

实或证据的，可以申请对仲裁案件进行再审；

（5）规定了仲裁裁决撤销后，如果重新

仲裁，当事人应重新选定仲裁员；

（6）建立初步案件管理会议，该会议需

要在仲裁庭组成后的 30 天内成立；

（7）新仲裁法允许临时仲裁。

3.3 调解

自 2012 年起，匈牙利法院增设调解法

庭，解决民商事争议。随着匈牙利调解机制

的发展和成熟，调解已成为一种及时有效的

争议解决途径，并被大众所接受。自 2018 年

起，争议各方经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任何一

方可向法院申请执行。

在调解过程中，所调解的内容可不以当

事人所申请的内容为限，除非当事人达成一

致明确要求以申请的内容为限。争议各方在

诉讼过程中也可申请调解，一旦达成调解协

议，诉讼程序随即终止。①

自 2018 年起，在行政诉讼程序中，

法庭可在各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现

行适用调解程序，但法律规定争议内容

不适用调解的除外。

特别提示

                                          

①  匈牙利调解法庭简介 . https://birosag.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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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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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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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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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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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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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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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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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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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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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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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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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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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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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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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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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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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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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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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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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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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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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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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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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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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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

1.1 签证类别①

短期签证

匈牙利属于申根国家。第三国公民计划

前往匈牙利进行短期访问，需到主要目的申

根国家使领馆申请申根签证。如无主要目的

国，则须到首次入境的申根国家或逗留时间

最长的申根国家使 / 领馆申请申根签证。短

期签证类别包括旅游、商务、会议、留学、

医疗、探亲等，签证有效期一般在 6 个月以

内，总停留时间不超过 90 天。

                                          

①  匈牙利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cn.

②  匈牙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 https://sanghaj.mfa.gov.hu.

签证仅为初步入境许可，持有申根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进入匈牙利或者其他申根

国家。边检人员可能要求旅行者出具进入匈牙利及 / 或其他申根国家并停留的相关文件

证明。

特别提示

长期签证

在长期入境居留方面，申根国家没有统

一规定，由各国自行决定。在匈牙利，申请

人如需停留90天以上，需申请长期居留许可。

按照长期居留目的不同，居留许可一般包

括以工作为目的、家庭团聚为目的和学习

为目的。

表 6-1　匈牙利长期居留签证类型②

签证类别 适用范围

工作目的
1. 在雇佣关系下开展工作并获得报酬的第三国公民；

2. 除以企业主身份从事实际工作外，还以该身份从事其他工作的第三国公民。

家庭团聚目的

1. 持有居留证、移民证、定居证、临时永久居留证、永久居留证、欧盟永久居留证

的第三国公民的家庭成员；

2. 具有难民身份的第三国公民的家庭成员，或已获得辅助保护身份的第三国公民的

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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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球签证申请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cn/Hungary/China.

1.2 签证办理

签证申请程序

短期签证。申请人须在计划出行日期前

3 个月内向匈牙利签证中心递交签证申请（持

有效期至少为 6 个月以上多次入境签证的申

请人可在签证到期前递交申请），如一次申

请中的同行者超过 5 人，则需通过电子邮件

提前预约。签证中心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上午 8 点到下午 4 点。申请人应携带签证申

请材料，在签证中心窗口以现金形式支付签

证费。签证中心负责将签证申请统一提交所

在领区大使馆办理，申请人可在以下网址查

询申请进度并根据结果前往签证中心取回护

照：https://www.vfsglobal.cn/Hungary/

China。

签证类别 适用范围

3. 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父母（该未成年人具有难民或辅助保护地位）或该未成年

人的合法监护人；

4. 具有难民身份的人的担保人、担保人配偶或收养父母；

5. 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自谋生计的担保人或其配偶。

学习目的

1. 已被匈牙利公共教育机构录取的第三国公民；

2. 经认可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匈牙利办课录取的第三国公民；

3. 能够证明自身具备学习所需语言能力的第三国公民。

续  表

图 6-1　匈牙利签证申请程序①

自 2019 年 8 月 16 日起，威孚签证中心

（VFS  Global）为匈牙利使 / 领事馆在华外

包服务供应商，负责代办匈牙利申根签证申

请业务。威孚签证中心在 14 个城市设有办公

地点，申请人可就近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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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签证。申请人需首先向匈牙利移民

局进行居留许可申请，获批后匈牙利驻华领

事馆将为申请人办理入境签证，也称 D 类签

证。该签证将用于申请人抵匈牙利后在移民

局领取长期居留卡。中国公民可向常驻地的

领事馆递交签证申请，6 岁以上的申请人需要

本人亲自前往领事处采集指纹。该签证仅一

次有效且停留期限为 30 天，申请人需在入境

后 30 天内前往移民局领取居留卡。

申请材料

短期签证。短期签证基本申请材料包括

护照、照片、申请表、旅行医疗保险和签证

费，但根据申请签证类型的不同，申请人需

提交的申请材料有所不同，具体可查询签证

中心网站（详见表 6-3）。

表 6-2　匈牙利签证中心地址①

城市 签证中心地址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9 号光华路 SOHO 二期 C 座 B1 层东 101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258 号鑫远白天鹅酒店 2 层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 19 号成都茂业天地 A 座 32 层 3202/3203 室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60 号福晟财富中心 15 层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3 楼 388 室联合签证申请中心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77 号黄龙万科中心 B 座 904 室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150 号中信广场 5 楼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路 12 号低碳中心 A 座 1501D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3 号金融城 8 号楼 4 层 409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 1188 号 19 楼 AEF 室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北门西区 25F-11 室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61 号财富中心 A 座 4 层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18 号招银大厦 13 楼 1302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与科技六路交汇处摩尔中心 A 座 1103

                                          

①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 . https://peking.mfa.gov.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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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签证。长期签证基本申请材料可在

如下网址查询：https://konzuliszolgalat.

kormany。③主要包括：（1）居留许可申请表；

（2）有效护照；（3）1 张与护照照片尺寸

一致的彩色照片（6 个月内近照）；（4）

停留目的证明文件；（5）返程或继续旅行许

                                          

①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 . https://peking.mfa.gov.hu.

②  安盛保险申根保险 .https://cps.ssish.com/axa.

③  匈牙利政府信息网 . https://konzuliszolgalat.kormany.hu.

表 6-3　短期签证基本申请材料①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要求

1 护照

1. 护照应为过去 10 年之内签发；

2. 在申请人计划离开申根区之日，护照剩余有效期应为 3 个月以上；

3. 应包含至少 2 张空白页。

2 照片 最近 6 个月以内拍摄的护照格式照片

3 签证申请表 填写完整并由申请人签字

4 旅游医疗保险

1. 保险金额至少应为 30 万元人民币；②

2. 保险范围应包含紧急医疗处理，因医疗原因或死亡所致的遣返归国产

生的所有费用；

3. 保险有效区域应覆盖所有申根国家并在申请人计划停留或过境的整个

时期内有效。

5 签证申请费用 以人民币支付

表 6-4　匈牙利申请签证具体材料清单查询网址

序号 签证类别 材料清单查询网址

1 申根旅游签证

https://www.vfsglobal.cn/Hungary/China

2 商务考察或职业培训签证

3 会议签证

4 从事科技工作签证（申根）

5 学习签证

6 医疗签证

7 探亲访友签证

8 文化和体育活动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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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的正当理由；（6）住宿证明文件；（7）证

明在匈牙利生活的文件；（8）健康保险。

1.3 申请签证注意事项

签证审理时间

签证受理时间从匈牙利驻华使领馆收到

申请之日算起约 15 天，针对特殊情况，受理

时间可能延长至 30 天或 60 天。建议申请者

在出行前至少提前 2 周递交材料。如使领馆

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审查时，可能要求申

请人补充相关材料。

签证费用

短期签证（C类签证）费用为 620 元人民

币，6~12 岁儿童为 310 元，6 岁以下免缴签

证费。长期签证（D 类签证）费用为 465 元。

该收费标准自 2020 年 5 月 1 日开始执行，一

旦申请在签证中心提交，所有的费用都概不

退还。①

拒签申诉

如果签证申请被拒绝（或者签证被撤

销），申请人有权对受理结果提出申诉。申

请人须在收到拒签结果之日起 8 日内提交申

诉（如果签证被撤销，申请人须在收到该结

果之日起 3 日内提交申诉），并由签证申请

人本人或者拥有申请人授权书的代理人递交

至签证处。申诉应以书面形式，语言应为匈

牙利语或任意其他欧盟官方语言（如英语），

申诉费用为 235 元人民币，须在提交申诉时

支付。匈牙利外交部将在 15 日内对申诉作出

决定。

表 6-5　2020 年匈牙利签证中心关闭时间②

日期 假期—2020

1 月 1 日 元旦

1 月 24—30 日 春节

3 月 15 日 匈牙利国庆

4 月 4—6 日 清明节

4 月 10—13 日 复活节

5 月 1—5 日 国际劳动节

6 月 1 日 匈牙利节日

6 月 25—27 日 端午节

8 月 20—21 日 圣史蒂芬节

10 月 1—8 日 中国国庆节

10 月 23 日 匈牙利国庆

11 月 1 日 万圣节

12 月 24—26 日 圣诞节

12 月 31 日—1 月 1 日 元旦

                                          

①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 . https://peking.mfa.gov.hu.

②  匈牙利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cn/Hunga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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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住宿用房

以布达佩斯为例，除部分历史建筑以外，

大多数办公室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有完整

的现代化设施。布达佩斯租金在中欧地区比

较便宜，房租依地点有所差异。尽管布达佩

斯的写字楼数量快速增长，但空置率较低，

租房市场活跃。①

布达佩斯的住宿房屋资源丰富，现代化设

施完备。不同区域租金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

第一区、第二区、第五区和第十二区房租较高。

租房时可先挑选合适的区域，再寻找房源。

2.2 租金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 月，首

都布达佩斯平均租金比去年同期高10％。7月，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范围房地产租赁费

用平均价格下降了 10％，其中布达佩斯平均租

金约为15万福林/月（约合433欧元 /月）。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REAL  ESTATE  HUNGARY”是匈牙利最

大的房产搜索网站，信息涵盖整个匈牙利

境内各地区、各类型、各种价位的房地产，

设有英语、德语和匈牙利语 3 个不同语言的

版本。除介绍租房信息外，还配有详细的

买方信息、房产中介信息。网址：http://

realestatehungary.hu，其他购房网站包括

Ingatlan、Alberlet 等。住宿用房和办公用

房都可以在上述网站找到房源。

图 6-2　匈牙利主要租房中介

2.4 租房注意事项

签订书面租赁合同。部分人为避免缴纳

税款，仅订立口头合同，拒绝签订书面合同。

匈牙利国家公证人协会（MOKK）在线调查显

示，约1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有公证人在场，

则双方仅需完成口头协议即可。此种做法不

利于房东和房客保护自身利益。签订书面合

同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且只有书面形式

的房屋租赁合同才受到法律保护。

注意公共费用缴纳情况。匈牙利国家公

证人协会（MOKK）建议在签订合同时联系律

师或公证人，确认房产除租金以外的公共费

用缴纳情况，如物业费、税费、水电费等，

如果租客或房东未支付或拖欠公共费用，另

                                          

①  布达佩斯购买办公房产 . https://www.budap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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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可申请执行赔偿。

押金。房东通常要求房客提前交纳押金，

用于支付退租时家具的损坏或未缴纳的水电

费等情况。双方一定要以书面形式约定押金

金额及用途，房东不得以其他任何原因（例

如，作为延迟付款的“补偿”）扣留租客押金。

3　医疗

3.1 医疗体系概览

近 10 年来，匈牙利进行大规模的现代

化医疗改革，但其公共医疗服务仍然面临很

多挑战，例如由于公立医院医生工资不高，

许多医生选择在私立医院工作，导致公共医

疗服务人员数量有限，影响服务质量。匈牙

利的公共医疗服务主要由国家健康保险基金

（Health  Insurance  Fund）资助，该基金由

公共捐款和国家资金共同构成。

3.2 医疗设施

匈牙利医疗服务主要有 3 个层次，即全

科医师与家庭保健医生、综合性门诊和专科

门诊、医院。家庭医生是负责多个家庭健康

的医生，目的是缓解大型医院就诊的拥挤状

况。居民在取得医保卡后，需在社区所在地

选择一位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有小孩的家

庭同时要为孩子选择一位儿科医生。医院共

分为 4 个级别：国家医院、地区医院、教会

医院和私人医院，各级医院的检查费、手术

费等在法律上都有统一规定，医疗保险覆盖

范围有所差别。

患病时，病人应首先向家庭医生寻求基

本医疗服务，如家庭医生无法给予诊疗，会

将病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病人如寻求牙医、

分娩等专业医疗，可前往综合性门诊和专科

门诊。以牙科为例，匈牙利的牙科治疗专业

水平高且治疗费用较西欧国家便宜，大多人

会选择牙科诊所进行治疗。

表 6-6　匈牙利顶尖诊所和医院①

医院名称 简介

JvorszkydnKrhzat 医院

一家坐落于瓦茨市的社区医院，共有 847 张病床、12 个部门和 18 个医疗专

科。每年接纳 2 万多名住院病人和 15 万名门诊病人，是该地区唯一提供急

性护理的医疗机构。该医院获得 ISO 认证，是匈牙利福利部示范医院。

                                          

①  匈牙利医疗旅游 . https://cn.health-tour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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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医疗保险

匈牙利实行法定医疗保险，医疗保险金

由税务部门进行征收，后划拨至医疗保险管

理部门。参保人主要分三类：（1）正常缴纳

保险税的居民；（2）除缴纳保险税外，购买

商业保险的高收入人群；（3）不缴纳保险税，

由国家补贴的困难人群。

表 6-7　匈牙利医疗保险金构成

雇主缴纳比例 个人缴纳比例

职工工资总额的 19.5% 毛收入的 4%

                                          

①  钟承、闫国庆 .《匈牙利投资经商有问有答》，2018 年。

医院名称 简介

布达健康中心
位于布达佩斯的布达健康中心是匈牙利领先的医疗机构，治疗脊柱疾病优

势突出。同时提供公共及私立医疗服务供患者选择。

埃斯特惕卡国际医疗中心

成立于 2005 年，位于布达佩斯核心位置，是国际领先的 ISO 认证医疗中心，

提供美容和整形外科、皮肤科、美塑疗法等其他相关治疗服务，该中心是

以色列 Proportzia 高级医疗中心附属机构。

FirstMed 中心
FirstMed 中心是美国国际诊所附属私立保健机构，提供家庭医疗、妇科、产

前和整形外科护理等服务。

备注：

1. 匈牙利医院清单（A magyar kórházakonline felületeinek és közösségi médiahálózatának listája）：http://

korhazakaneten.hu

2. 匈牙利医院地图：http://korhazakaneten.hu/#lista

续  表

中资企业人员办理匈牙利社会医疗保险卡，须在国家医疗保险公司办理，按

规定缴纳保险费后，则可以享受在匈牙利的相关免费医疗待遇。

特别提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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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药

匈牙利制药业发达，药房集中度高，

药价全国统一。匈牙利 24 小时药店匈语为

“ÜgyeletesGyógyszertár/Patika”。病人可

持处方自行到药店买药，持有医保卡可享受

一定优惠。

3.4 就医与买药

就医

表 6-8　匈牙利公共医疗服务体系

序号 服务项目 简介

1 预防性护理
疾病预防和早期检测。预防传染病、筛查、环境和就业卫生保健，家庭和

妇女保护也属于该体系的一部分。

2 初级护理
由全科医生、牙医、健康访员和校医构成的医疗服务体系，提供基本医疗

服务，提出就诊建议。

3 门诊护理
为无需住院护理的病人提供一次性或者临时治疗。初级护理体系中的全科

医生可将病人送至门诊护理。

4 住院护理 患者住院或在其他机构接受持续治疗（如诊所、疗养院）。

1. 下班时间，匈牙利不设值班医生。非工作时间需要就诊的患者将由全科医

生送至门诊或者住院部。

2. 匈牙利救护车服务：在紧急情况下，无论何种国籍、是否参保，任何人都

可以打电话叫救护车服务。在匈牙利全境，统一拨打 112，电话将自动接通相应

区域的救护车单位 / 医疗机构。

特别提示

表 6-9　布达佩斯药店的联系方式

药店名称 联系方式

Aranyhorgony Pharmacy
地址：Pozsonyi út 19，District 4

电话：+36-1-3793008

Csillag Pharmacy
地址：Rákóczi út 39，District 7

电话：+36-1-314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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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设银行账户

申请账户。在匈牙利开设个人账户或公

司账户流程相似。大多数银行要求提供：有

效的居留许可 / 工作签证；地址卡（或某种

租赁证明），有时还需提供用于确认开户人

姓名和地址的水电费单据、就业证明 / 收入

证明等。部分银行允许外籍人士只使用护照

开户。根据所选银行不同，开户费、发卡费

和其他服务费存在差异。选择银行时应考虑

匈牙利各地的分行数量、ATM 数量及利益相关

的其他问题。大多数银行开户都要求开户人

到场，但如果开户人不在该国，部分大型银

行可在线申请开户。OTP 银行允许外籍人士在

国外开户，开户人可通过电子邮件向银行发

送申请，并根据指导在线开户。匈牙利的大

型银行主要有：OTP 银行、K&H 银行、MKB 银

行和 CIB 银行。①

账户类型。活期账户和储蓄账户是银行

账户里最常见的类型，申请人可为不同币种

分别开设账户。例如，活期账户以福林为主，

用于日常支出和在 ATM 上取款。另一个账户

可用于外汇支出，方便跨境流转。

账 户 管 理 费。匈牙利银行对存款账户

征收管理费。以普通账号为例，月管理费为

1400 福林左右。如卡内有 15 万福林余额，

每月登录网银 2 次可减免 600 福林的月管理

费。普通活期的存款利率比较低，为 1%~2%

左右的年利息。现金ATM取款手续费也较高，

为取款金额的 0.9%~1.2%，汇款转账手续费

0.3%~0.5%。

                                          

①  匈牙利开设银行账户 . https://www.lawyershungary.com.

在匈牙利的日常生活中，信用卡使用相当普遍。在匈牙利可以使用的信用卡：

AMEX, Diners Club、Cirrus EnRoute、Euro/Mastercard、JCB、VISA 等。

中国国内银行发行的 VISA、MASTER 等外币信用卡可在有刷卡设备的商户使

用，中国银联发行的银联卡也可在 OTP 银行的 ATM 机上和签约商户中使用。

特别提示

2020 年 7 月，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措

施，要求从 2021 年 1 月起，所有拥有在线收

银机的企业必须允许客户电子支付。目前尚

有 6万个企业无法提供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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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出行

5.1 购车须知

购买新车。新车可以去品牌车行购买。

通常订购新车需要 3 个月左右，很少有现车

可以购买，偶尔有样品车可以直接提走。购

车有27%的增值税，价格牌上会有两个价格：

净价和含税价。车行所标注的标配车价格，

其配置只是保证基本功能和安全性的配置，

为最基本配置价格。如需添加功能则要另加

费用。

购买二手车。购买二手车可以去二手车

市场。购车时需签订正式购买合同，完成正

规车辆原产地和技术性能检测以确保不是非法

黑车且没有性能问题，并签订责任保险协议。

牌照申请。支付全款后，经销商会帮忙

申请牌照。这部分的费用需要购买者承担。

办理牌照必须提供正式地址卡和驾照。在匈

牙利，正式地址卡在永居卡拿到后方可申请

办理，一般要 2~3 个月。因此，订购汽车期

间需加紧办理地址卡。在正式地址卡还未审

批成功，而预定的汽车已经到货的情况下，

可以与经销商签订临时买车合同。待正式地

址卡申报成功，过户前再签订正式合同。

车税和车险。购买新车，除缴纳车款外，

还需根据车辆排气量缴纳购置税和牌照注册

税，购买强制性责任保险，而是否购买全保

则根据需要决定。只有购买强制险才能上牌 , 

强制险费用依车型价格不同，每年一般为 10

万福林左右。车行通常代理保险相关手续，

购买保险也可以在车行保险柜台办理，或者

自行去保险公司签订。取车时可领取车辆行

驶证，车原产证则将邮寄至车主的居住地。

根据合同条款，车行通常还会提供 24 小时紧

急服务卡。

停车证。停车证需到地址卡所在区域的

停车管理部门办理。停车证需贴在前风挡的

右下方直观可视处，否则无效。停车证一般

第一年是免费的，从第二年开始收费，每年

约 2000 福林。持本区域的停车证只能在本区

域内的指定车位免费停车。在其他非免费区

域停车只有夜间、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

免费。

5.2 租车须知

在匈牙利，可凭中国驾照和国际驾照翻

平时上路行驶需携带驾驶执照、车辆行驶证、强制险缴费证明。车原产证无需携

带，但出事故索赔时需向保险公司出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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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认证件租车。①布达佩斯各个地区都有

大型的汽车租赁公司。除布达佩斯，在巴拉

顿湖也可租车。能够租用的汽车一般是“欧

宝”或“福特”等品牌。国际驾照翻译认证

件与国际驾照是不同的，两者都是驾照的辅

助翻译认证文件，在使用时都要配合驾照原

件同时使用。支付方式最好是外币或信用卡。

部分公司允许在维也纳还车。②

5.3 驾车须知

国际驾照。在匈牙利使用国际驾照需按

要求进行公证。驾照公证后可在匈牙利使用 6

个月，到期后仍需考取当地驾照。

驾照考试。匈牙利驾照考试包括报名、

体检、口语及实际驾驶考试等步骤，学习和

考试语言为匈牙利语，理论课学习和考试允许

请翻译。部分驾校提供英语教学的理论课和实

践课。匈牙利驾照可在欧盟其他国家使用。

交通规则。（1）驾驶员座位在左侧，车

辆靠右行驶。（2）匈牙利实行高速公路票制

度，驾驶者上路行驶前需要购买高速公路票，

逃票将面临高额罚款。（3）匈牙利严禁醉酒

驾驶。（4）速度限制：普通道路限速 90 公里

/ 小时，市区限速 50 公里 / 小时，主干道限

速 110 公里 / 小时，高速道路限速 130 公里 /

小时。（5）前、后排座位上的人都要系好安全

带。（6）1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坐在后排。

出行提醒。在匈牙利，针对驾车者的劫财

时有发生，因此不要理睬陌生人，不要轻易离

开车辆，更不要在车厢内放置箱包等财物。

                                          

①  中国驾照在哪些国家可以使用 . https://www.icauto.com.cn.

②  钟承、闫国庆 .《匈牙利投资经商有问有答》，2018 年。

③  同②。

1. 匈牙利牌照机动车可自由进出其他申根国家。

2. 从布达佩斯出发去往所有邻国，车程都为 2 小时左右。

3. 匈牙利紧急联系电话：警察：107；急救：104；火警：105；修车：188；查号：

198。

特别提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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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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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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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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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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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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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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匈牙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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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内阁办公室

地址：1357 Budapest, Pf. 1.

电话：+36-1-8961747

网址：https://kormany.hu

2 总理府

地址：1357 Budapest, Pf. 6.

电话 :  +36-1-7956978

网址：https://kormany.hu

3 内政部

地址：1051 Budapest, József Attila utca 2-4.

电话：+36-1-4411000

网址：https://kormany.hu

4 人力资源部

地址：1054 Budapest, Akadémia u. 3.

电话：+36-1-7951200

网址：https://kormany.hu

5 农业部

地址：1055 Budapest, Kossuth Lajos tér 11. 

电话：+36-1-7952000

网址：https://kormany.hu

6 国防部

地址：1055 Budapest, Balaton utca 7-11.

电话：+36-1-2365111 

网址：https://kormany.hu

7 司法部

地址：1055 Budapest, Kossuth Lajos tér 2-4.

电话：+36-1-7955163

网址：https://kormany.hu

8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

地址：1027 Budapest, Bemrakpart 47.

电话：+36-1-4581000

网址：https://kormany.hu

9 财政部

地址：1051 Budapest, Józsefnádortér 4.

电话：+36-1-7955010

网址：https://kormany.hu

10 创新与技术部

地址：1077 Budapest, Kéthly Anna tér 1.

电话：+36-1-7959500

网址：https://kormany.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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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1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地址：1024 Budapest, Keleti Károlyutca 5~7.

电话：+36-1-3456000

网址：http://www.ksh.hu

12 匈牙利投资促进局

地址：H-1055 Budapest, Honvéd u. 20.

电话：+36-1-8726520

网址：http://www.hipa.hu

13 匈牙利税务和海关总署

地址：1054 Budapest, Széchenyi u. 2

电话：+ 36-1-4285100

网址：https://en.nav.gov.hu

14 匈牙利竞争管理局

地址：211 Budapest 62, H-1391

电话：+36-1-4728900

网址：http://www.gvh.hu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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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匈牙利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附录三

中国驻匈牙利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地址：1068 Budapest,Városligetifasor 20-22

电话：+36-1-413-3362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hu

2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1068 Budapest，Benczúr u.18.

电话：+36-1-413-3362

网址：http://hu.mofcom.gov.cn

3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领事侨务处

地址：1068 Budapest, Benczúr utca 18.

电话：+36-1-413-3381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hu

4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驻欧洲代

表处

地址：Ermellekiutca 11,1026 Budapest

电话：+36-1-212-2416

网址：http://www.fdi.gov.cn/EU

5 匈牙利中资企业商会

地址：H-1054 Budapest，Szabadsagter 7.

电话：+36-3-6199088

网址 : www.aceh.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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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匈牙利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匈牙利工商会

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地址：1054 Budapest，Szabadság térr 7

电话：+36-1-4745141

网址：www.mkik.hu/en

2

匈牙利布达佩斯工商会

Budapest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CCI)

地址：1016 Budapest，Krisztina krt. 99

电话：+36-1-4882000

网址：www.bkik.hu/en

3
匈牙利企业家与雇主协会（总部）

Vállalkozók és Munkáltatók Országos Szövetsége

地址：VOSZ 1054 Budapest, Hold u. 21.

电话：+36-1-4142181

网址：www.vosz.hu

4
匈中经济商会

Hungarian-Chinese Chamber of Economy

地址：1152 Budapest, Szentmihalyiut 171.

电话：+36-1-4147365

网址：www.chinacham.hu



  139

附录五　匈牙利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附录五

匈牙利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
地址：Jozsef Nador tér 7. 1051Budapest 

电话：+36-1-4299200

2 大成律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Andrássy út 11，1061Budapest 

电话：+36-1-4885200

3 盈科律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Montevideo u. 10，1037Budapest

电话：+36-1-8878288

4 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地址：Dorottya utca 6，1051 Budapest

电话：+36-1-3023330

5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Dózsa György út 84c，1068 Budapest

电话：+36-1-4286800

6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31 Váci út, 1134Budapest 

电话：+36-1-8877100

7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Váci út 20，1132 Budapest

电话：+36-1-4518100

8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布达佩斯办公室

地址：Bajcsy-Zsilinszky út 78，Eiffel Palace，

　　　1055 Budapest

电话：+36-1-461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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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匈牙利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1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

2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中铁匈牙利公司

4 中远海运集运中欧有限公司匈牙利分公司

5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欧洲办公室

6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东欧有限公司

7 山东万华集团

8 比亚迪

9 华为匈牙利公司

10 中兴通讯匈牙利公司

11 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

12 威克集团

13 金色家园有限公司

14 摩根斯达集团

15 百灵集团

16 豪迈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17 美瑞斯公司

18 丰原索尔诺克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9 四川波鸿集团威斯卡特匈牙利工厂

20 格林斯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1 开拓贸易有限公司

22 山西（匈牙利）新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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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中国贸促会驻匈牙利代表处简介

附录七

匈牙利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简介 基本信息

1

匈牙利国际渔

具及狩猎工具

展览会

作为匈牙利规模最大的专业渔具展

览，匈牙利国际渔具及狩猎工具展引

领欧洲钓具行业的发展方向，每年都

有一些尖端新颖的产品在该展览会上

进行发布和体验，众多的制造商和贸

易公司汇聚于此，和欧洲当地的零售

和分销商洽谈合作贸易。

2019 年展会吸引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270 余家企业参展，吸引 60000 多名

专业人士参观，渔具企业比上届同期

增加了 30%。

展会时间：2021 年 2 月 11—14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gary

展览官网：https://fehova.hu/en

主办单位：匈牙利国家展览公司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品范围：渔具、狩猎工具等

2

匈牙利建筑建

材展览会

该展是匈牙利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

的建材展览会，为企业迅速打开匈牙

利建材市场提供了便捷途径。

2019 年展会总面积达 22500 平方米，

来自中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俄

罗斯、美国、西班牙、巴西等 20 个

国家的 600 家企业参展，吸引了共

50000 名观众前来参观与采购。

展会时间：2020 年 10 月 7—11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gary

展览馆网：https://construma.hu

主办单位：匈牙利国家展览公司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品范围：建筑原材料、室内装饰、附属

建筑

3

匈牙利布达佩

斯农业机械展

览会

该展是匈牙利最大规模、最权威的农

业展览会，受到当地政府及国际农业

机械生产协会的大力支持，是中国农

业及农业机械、畜牧饲料企业进军匈

牙利最佳贸易平台。

2019 年展会总面积达 34000 平方米，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

国、墨西哥、新西兰、加拿大、巴

西、印度、西班牙等国的 360 家企业

参展，吸引了共 25000 名观众前来参

观与采购。

展会时间：2021 年 1 月 27—30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gary

展览官网：https://agromashexpo.hu/en

主办单位：匈牙利国家展览公司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品范围：农业机械、园林机械、农业灌

溉、畜牧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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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名称 简介 基本信息

4

匈牙利布达佩

斯牙科展览会

该展是中东欧地区专业口腔医学展

会，是展示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平台，

参展企业可向专业媒体介绍其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

2019 年展会总面积达 20000 平方米，

来自中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新

加坡、迪拜、美国、澳大利亚、西班

牙等国的 385 家企业参展，吸引了共

16000 名观众前来参观与采购。

展会时间：2020 年 10 月 8—10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

gary

展览官网：https://dentalworld.hu

主办单位：Dental Press Hungary Ltd.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品范围：口腔内科、口腔外壳、打磨车

针 / 磨头类、材料、正畸、修复科、技工

器材、卫生用品、其他综合类

5

匈牙利橡胶工

业展览会

该展吸引着全球各地的贸易商前来参

展，为参展商迅速打开匈牙利橡胶工

业市场提供了便捷途径。

2019 年展会总面积达 16000 平方米，

来自中国、荷兰、俄罗斯、挪威、意

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

亚等国的 355 家企业参展，吸引了共

13900 名观众前来参观与采购。

展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23—24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gary

展览官网：https://www.rubber-expo.com/

Europe

主办单位：TechnoBiz Communications Co., 

Ltd.

展会周期：一年一届

展品范围：橡胶制品

6

匈牙利布达佩

斯船艇展览会

该展是匈牙利知名的船艇展会，每年

吸引国际船艇制造企业参展。展会为

制造商和贸易商提供了对接平台，也

为相关企业打开匈牙利市场提供了便

捷途径。

展会时间：2021 年 2 月 25—28 日

展馆名称：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展览中

心（Hungexpo）

展馆地址：1101 Budapest Albertirsaiút 10. 

(Expo tér 1.) 1441 Budapest, Pf. 44. Hungary

展览官网：https://boatshow.hu/en

展会周期：一年两届

展品范围：小型和大型船舶各类船只、皮

划艇独木舟之旅，划船船类服务、乘船游

览、训练船、教育类船只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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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案例索引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匈牙利投资
1.欧洲第一家比亚迪电动巴士工厂落户于匈牙利………………………………59

2.万华集团收购匈牙利宝思德公司………………………………………………60

3.华为在匈牙利设立欧洲供应中心………………………………………………61

4.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开业………………………………………………………62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1.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69

2.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70

3.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71

4.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72

5.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73

6.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74

7.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74

8.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75

9.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79

10.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80

11.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84

12.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85

13.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86

14.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87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1.华为在匈牙利本土化的启示……………………………………………………97

2.JAZZY  PUB 商标因恶意注册在匈牙利被撤销………………………………102

3. 中国移动在欧 GDPR 合规启示…………………………………………………103

4.中国企业获得《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认证的经验…………………104

5. 加强环境合规充分做好评估与预防工作……………………………………110

6. 中资企业加大在匈社会责任承担……………………………………………112

7. 商标侵权纠纷案………………………………………………………………119

8.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119

9.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119

10.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120

11.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120

12. 敦促履约案……………………………………………………………………120

附录八

案例索引



  14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匈牙利（2020）

鸣　谢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

促进部统筹编制，匈牙利卷由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组织编写，中国

商务出版社进行排版审校。虽然我们力求完善，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

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卷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匈牙利议

会、匈牙利财政部、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以及联

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公开信息，得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处、部分专业机构的大力支

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匈牙利-封面
	匈牙利+12.18+最终下厂
	匈牙利-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