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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

“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

“一带一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

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

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

资促进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个驻外代表

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企

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培

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合

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投

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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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同①。

③  波黑统计局 . https://bhas.gov.ba.

④  波黑政府 . http://www.vijeceministara.gov.ba.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①

地理位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Bosna  i  Hercegovina， 以 下

简称波黑）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

西部，大部分地区位于迪纳拉高原和萨瓦河

流域。南、西、北三面与克罗地亚毗连，东

与塞尔维亚、黑山为邻。南部有一条长 20 公

里的出海口直通亚得里亚海。国土总面积为

5.12 万平方公里。全国地形以山地为主，境

内河流、湖泊众多。

气候

波黑北部为温和的大陆性气候，1月平均

气温为 -0.2℃，7 月平均气温为 22.7℃；南

部为地中海式气候，1 月平均气温为 6.3℃，

7 月平均气温为 27.4℃；全国年平均气温为

11.2℃。②该国北部和中部区域的年均降雨量

在 1500 毫米至 2500 毫米之间，南部区域降

水较少，在 600 毫米至 800 毫米之间。

人口

截至 2021 年 7 月，波黑人口约为 326.1

万，③主要民族为波什尼亚克族，主要宗教为

伊斯兰教。波黑是欧洲城镇化程度最低的国

家之一，约有 6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从事农业活动的有 36.3 万户人家，占居住户

总数的 31.44%。④

首都

萨拉热窝（Sarajevo）是波黑的首都和

经济、文化中心。位于波黑三角形国土的几

何中心处，萨拉热窝河谷之中，被狄那里克

山脉环绕。萨拉热窝面积约为142平方公里。

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导致人口流动频繁，萨

拉热窝的人口始终无法进行正确地统计。目

前，依据联合国、波黑统计局等多方机构的

估算，截至 2021 年，萨拉热窝人口约为 27

万人。

萨拉热窝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

季温暖，四季分明。萨拉热窝的年平均气温

是 15℃。全年最冷的月份是 1 月，平均气

温 -0.9℃；最热的月份是 7 月，平均气温

18.9℃。萨拉热窝所属时区为东一区，比北

京时间晚 7小时。

行政区划

波黑由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

和布尔奇科特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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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 1-1　波黑地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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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联邦下设 10 个州，分别为乌纳—

萨纳州、波萨维纳州、图兹拉—波德里涅

州、泽尼察—多博伊州、波斯尼亚—波德里

涅州、中波斯尼亚州、黑塞哥维那—内雷

特瓦州、西黑塞哥维那州、萨拉热窝州、

西波斯尼亚州。

塞族共和国下设 8 个市（巴尼亚卢卡、

东萨拉热窝、别利纳、多博伊、普利耶多尔、

兹沃尔尼克、特雷比涅、格拉迪什卡）和 56

个区。

1999 年，设立布尔奇科特区，由国家直

接领导，该区属于第三个准政治实体。

1.2 政治制度

宪法①

波黑现行宪法为 1995 年 11 月根据《代

顿和平协议》制定。新宪法主要规定：（1）波

黑正式名称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波什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

族 3 个民族为主体民族；（3）波黑由波黑联

邦和塞族共和国 2 个实体组成；②（4）波黑

设 3 人主席团，由 3 个主体民族代表各 1 人

组成，主席团成员分别由 2 个实体直接选举

产生。

元首③

波黑主席团④行使国家元首职责，主席团

由波什尼亚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3 族各

选出 1 名代表组成，任期 4 年。主席团主席

为轮值制，3 族代表每 8 个月轮换一次。本届

主席团于 2018 年 10月组成。主席团成员有：

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塞族）、

热利科·科姆希奇（Željko KOMŠIĆ，克族）

和舍菲克·扎费罗维奇（Šefik DŽAFEROVIĆ，

波族）。

议会⑤

波黑议会由代表院和民族院组成，每届

任期 4 年。本届议会代表院于 2018 年 12 月

成立，民族院于 2019 年 2 月成立。

代表院由 3 个民族的 42 名代表组成，其

中 28 名来自波黑联邦，14 名来自塞族共和

国。议员的名额根据大选中参选各政党的具

体得票数分配产生。各党具体人数见表 1-1。

代表院议员按比例制产生，设主席 1 人，副

主席 2 人，分属 3 族。主席一职由本院主席

团 3 名成员轮流担任，每 8 个月轮换一次。

本届主席团成员为巴基尔·伊泽特贝戈维奇

（Bakir  IZETBEGOVIĆ，波族）、德拉甘·乔

维奇（Dragan ČOVIĆ，克族）和尼科拉·什

皮里奇（Nikola Špirić，塞族）。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1999 年，设立布尔奇科特区。

③  同①。

④  此处的主席团是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国家元首机构，而“议会”条目下的主席团，则特指由三个族群选出来

的成员所组成的团体，是最高立法机构的代表，与国家元首并非同一概念。

⑤  同①。



  5

第一篇　波黑概况

表 1-1　代表院各政党人数

政党名称 人数

民主行动党 9 人

波黑党 8 人

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 7 人

波黑社会民主党 5 人

克族民主共同体 3 人

塞族民主党 3 人

克族联盟 2 人

波黑爱国党 1 人

民主人民联盟 1 人

波黑民主人民共同体 1 人

劳动致富人民党 1 人

民主进步党 1 人

民族院设 15 个席位，由波黑联邦的 10

名代表（波族、克族各 5 名）和塞族共和国

的 5 名代表组成。民族院议员由波黑联邦议

会民族院和塞族共和国人民议会根据主体

民族人口比例和大选结果推选产生。主席、

副主席的轮值方式与代表院相同。本届主

席团成员为博尔娅娜·克里什托（Borjana 

KRIŠTO，克族）、戴尼斯·兹维兹迪奇（Denis 

ZVIZDIĆ，波族）和内博伊沙·拉德马诺维奇

（Nebojša RADMANOVIĆ，塞族）。

政府①

波黑政府称部长会议，由部长会议主

席、9 名部长及 10 名副部长组成，每届任期

4 年。部长会议主席由主席团任命，经议会代

表院批准。部长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本届

为2019年12月成立的部长会议，主席为佐兰·

特盖尔蒂亚（Zoran TEGELTIJA，塞族）。

9 名部长分别为副主席兼外交部长比塞

拉·图尔科维奇（Bisera  TURKOVIĆ，女，

波族），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弗耶科斯拉夫·

贝万达（Vjekoslav  BEVANDA，克族），外贸

和经济关系部长斯塔沙·科沙拉茨（Staša 

KOŠARAC，塞族），民政部长安基察·古代列

维奇（Ankica  GUDELJEVIĆ，女，克族），

交通通讯部长沃因·米特洛维奇（Vojin 

MITOLOVIĆ，塞族），安全部长法赫鲁丁·拉

东契奇（Fahrudin  RADONČIĆ，波族），司

法部长约西普·格鲁贝沙（Josip  GRUBEŠA，

克族），国防部长西费特·波季奇（Sifet 

POĐIĆ，波族），人权和难民部长米洛什·卢

契奇（Miloš LUČIĆ，塞族）。

政党②

1990 年的《政党法》规定，30 名以上具

有波黑选举权的公民可以申请登记成立政党。

波黑主要政党有波黑民主行动党（SDA）、波

黑社会民主党（SDP）、塞族共和国独立社

会民主人士联盟（SNSD）、波黑塞族民主党

（SDS）、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HDZ）、克

族民共体 1990（HDZ1990）、争取波黑更美好

未来联盟（SBB）等。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葛新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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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司法体系①

根据宪法，波黑司法体系分为宪法法院

和国家法院两部分。

宪法法院是裁决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

之间以及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内部各机构

间纠纷的唯一法律授权机构，拥有终审决定

权。宪法法院由 9 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 5

年，其中 4 人由波黑联邦代表院选出，2 人由

塞族共和国议会选出，其余 3 人由欧洲人权

法院院长推选，但不能是波黑或波黑邻国的

公民。本届宪法法院院长兹拉特科·科内热

维奇（Zlatko KNEŽEVIĆ）。

国家法院是波黑另一个司法机构，与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要受联合

国安理会颁布的规约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法官通过的规则手册规范不同，波黑国

家法院根据波黑除宪法外的其他法律作出判

决，例如波黑刑法和波黑刑事诉讼法。国家

法院任职人员中，除了国际法官和检察官在

波黑法院和波黑检察院正式就职，其他主要

岗位均由波黑公民兼任。现任国家法院院长

为兰科·代贝韦茨（Ranko  DEBEVEC），国家

检察院检察长为戈尔达娜·塔迪奇（Gordana 

TADIĆ）。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分设波黑联

邦最高法院和塞族共和国最高法院。

在波黑，司法权和监督权由波黑联邦和

塞族共和国各自行使。法院以宪法和法律为

依据，独立自主地进行审判。最高法官的任

期为 6 年，但本人辞职、退休、长期不能履

行职务或因犯罪被判刑的情况除外。法官不

能担任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职务。法官和陪审

法官享有豁免权。检察机关是独立的国家机

关，负责缉捕刑事和其他案件的犯罪分子并

维护国家法律制度。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自己

的职权。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本职

工作不适宜的活动，检察官任期不限。法官

和检察官由国民议会任命。

1.4 外交关系

根据《波黑宪法》，波黑主席团领导、

组织并实施波黑的外交政策。波黑外交政策

奉行开放、平等的准则，以保护和促进本国

宪法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相互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遵循和平共处和平等互利的

原则。②波黑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包括：在国

际公认疆界内，保护波黑独立性、主权和领

土完整；始终如一地全面实施“全面和平协

定”；波黑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参

与多边活动，尤其是联合国、欧洲委员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

加强波黑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旨在促进波黑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截至 2021 年 8 月，波黑与世界上 176 个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web；葛新生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36-138.

②  波黑主席团官网 . http://www.predsjednistvobi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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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关系

外交关系方面，中国与波黑一直保持良

好的关系。1992 年 5 月 22 日，在“是否同意

波黑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事项上，

中国投了赞成票。1995 年 4 月 3 日，两国政

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见表 1-2）。

波黑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视中国为真诚伙伴。

近年来先后派部长会议主席、主席团轮值主

席等高级别领导人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

领导人会晤。2020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同波黑主

席团轮值主席扎费罗维奇、波黑部长会议副

主席兼外长图尔科维奇就中国同波黑建交 25

周年互致贺电。

经贸方面，2020 年中国同波黑双边贸易

额逆势上涨，达1.93亿美元，同比增长0.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同波黑就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相互支持。中国政府、企业、地方

和民间机构向波黑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两

国医疗专家开展视频交流，中方向波黑出口

和援助了大批新冠疫苗。

表 1-2　中国同波黑签署的重要双边协定及文件

签署时间 协定名称

1995 年 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同 / 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

2017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长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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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那部长会议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

的协定》

与美国关系①

波黑与美国经贸关系密切，波黑视美国

为最重要的国际伙伴国家之一。此外，双方

特别重视在政治、国防、反恐和预防犯罪领

域开展合作。

经贸关系领域，美国是波黑重要的贸易

伙伴，并长期对波黑提供援助。2020 年，美

国向波黑出口了 2160 万美元的商品，从波黑

进口的商品总额超过 9800 万美元。

                                           

①  波黑驻美大使馆 . http://www.bhembassy.org；美国国务院网 . https://www.state.gov.

提供援助方面，自 1992 年以来，美国对

波黑提供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援助；2020 年对

波黑的援助总额约为5000万美元，包括双边、

区域和 COVID 补充资金。有超过 50 家美国公

司和子公司在波黑发展业务。

政治国防领域，1992 年 4 月 8 日，美国

承认波黑独立。1993年6月18日，两国建交。

1995 年，在美国的介入与干预下，前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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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在美国的俄亥

俄州代顿市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结束

了 1992—1995 年的波黑战争。美国继续指挥

部署于萨拉热窝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简称北约）相关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对波黑提供了大约 20 亿美元的援助，包

括国家重建、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和国

防部门现代化。

与欧盟关系①

加入欧盟是波黑外交的优先战略事项。

2003 年 6月，波黑与其他几个西巴尔干国家一

道成为欧盟潜在候选国。自此，波黑与欧盟先

后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包括《签证便利化

和再入境协议》（2008）、《贸易及相关问题临

时协定》（2008）、《稳定与联系协定》（2015）。

2016年2月，波黑申请加入欧盟。2019年5月，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波黑的申请，确定了波黑加

入欧盟的 14 个关键事项。2019 年 12 月，欧

盟理事会通过了上述申请意见和关键事项。鉴

于波黑国家的特殊性，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

策、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御政策为波黑提供了安

全保障，欧盟部队现驻扎在波黑的维和士兵总

计有 600人。

欧盟成员国是波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2020 年欧盟对波黑的直接投资为 2.28 亿欧

元，波黑与欧盟的货物贸易额为 9.6 欧元。

欧盟也是波斯尼亚最大的援助提供者。波黑

在加入欧盟前（2007—2020 年）获得欧盟的

援助资金达 11.9 亿欧元。自 1999 年以来从

欧洲投资银行获得了 24 亿欧元的贷款。自

2009 年以来，西巴尔干投资框架援助提供了

2.84 亿欧元。2020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通

过了 7000 万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帮助包括

波黑在内的西巴尔干合作伙伴获得 COVID-19

疫苗。

欧盟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波黑改善国

家营商环境：加强民主、法治、正义和基本

权利，改革公共行政，培养竞争力并支持企

业发展，努力使环境更清洁、食品安全更有

保障。

与北约关系②

在安全保障上，波黑以加入北约为目标。

2006 年，波黑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

划”。2010 年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

2019 年 12 月，波黑向北约递交了首份改革计

划报告，详细列举了波黑为与北约建立联盟

伙伴关系进行的改革。2021 年 2 月，波黑部

长理事会批准成立与北约合作委员会，该委

员会将作为该国协调与北约伙伴关系的主要

国家级机构。为促进合作，波黑在北约总部

设有外交使团，并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设

有联络处。北约在萨拉热窝保留了一个军事

总部，主要任务是协助波黑当局进行与“和

平伙伴关系计划”相关的改革和承诺以及与

北约更密切地合作，同时为欧洲联盟部队提

供后勤和其他支持。

                                           

①  欧盟官网 . https://ec.europa.eu.

②  波黑驻美大使馆 . http://www.bhembass.org；http://www.predsjednistvobih.ba；美国国务院 . https://www.state.

gov；北约官网 . https://www.nat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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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国家关系

与塞尔维亚关系。波黑于 2000 年 12 月

15 日与塞尔维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都起源

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在民

族语言上属于南斯拉夫民族，两国的大多数

人口都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塞尔维亚是波黑最大的投资国之一。

波黑在贝尔格莱德设有大使馆。塞尔维亚在

萨拉热窝设有大使馆，在巴尼亚卢卡、莫斯

塔尔、特雷比涅和德尔瓦尔设有总领事馆。

两国都是欧洲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和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的

正式成员。塞尔维亚是欧盟成员国的正式

候选国，波斯尼亚是被欧盟承认的潜在候

选国。

与克罗地亚关系。波黑于 1992 年 7 月

21 日与克罗地亚建立外交关系。两个国家的

人口和面积大致相当。克罗地亚的人均 GDP

约为波黑的两倍（2020 年数据）。克罗地亚

语也是波黑的官方语言之一，与波斯尼亚语

和塞尔维亚语一起，3 种语言可以互相交流。

波黑的克罗地亚人约占该国人口的 16%，10

个联邦州中有 4个州以克罗地亚人为主。

波黑在萨格勒布设有大使馆，而克罗地

亚在萨拉热窝设有大使馆，在萨拉热窝、巴

尼亚卢卡、莫斯塔尔、图兹拉、利夫诺和维

特斯设有六个领事馆。两国共有 932 公里长

的边界，是仅次于芬兰与俄罗斯边界的第二

长的欧盟外部陆地边界。

与土耳其关系。两国于 1992 年 8 月 29

日建立外交关系。波黑在安卡拉和伊兹密尔

有两个大使馆，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领事馆，

而土耳其在萨拉热窝有一个大使馆，在莫斯

塔尔有一个领事馆。由于可追溯到 15 世纪的

历史和文化联系，两国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

外交关系。土耳其有大量波斯尼亚人，波黑

有少量的土耳其人社区。

1.5 社会人文①

中国企业赴波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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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波黑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主要民族：穆斯林族（波什尼亚克

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三大

民族。此外还有，黑山族、阿尔巴尼

亚族、斯拉夫马其顿族、斯洛文尼亚

族、乌克兰族等少数民族

官方语言

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

穆斯林族（波什尼亚克族）使用波斯尼亚

语，塞尔维亚族使用塞尔维亚语，克罗地

亚族使用克罗地亚语

货币 可兑换马克，或称波黑马克 宗教

穆斯林族（波什尼亚克族）信仰伊斯兰教，

塞尔维亚族信仰东正教，克罗地亚族信仰

天主教，犹太少数民族信仰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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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东一区 道路通行 靠右驾驶

教育
波黑教育体制趋向欧盟教育体制标

准，九年制义务教育
医疗

波黑实行医疗保险制度，雇主和雇员都需

依法交纳医疗保险费用

节假日

● 穆斯林族（波什尼亚克族）信仰伊斯兰教，主要节日有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
● 克罗地亚族信仰天主教，主要节日有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瞻礼、圣母无染原罪瞻礼、

主显节、圣伯多禄及圣保禄节、圣母升天节、圣约瑟节。
● 塞尔维亚族信仰东正教，主要节日有主进圣城日、耶稣升天日、主降生节、三位一体节、主

显圣容节、主进堂节、圣母升天节（圣母安息日）、圣母进堂节、圣母领报节、圣母诞生节、

举容圣架节。犹太教的主要节日是赎罪日。
● 除宗教节日外，波黑全国共同的重要节日有新年、波黑独立日（3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

波黑武装力量日（12 月 1 日）。

习俗

● 问候礼仪：社交场合与客人见面时，常以握手为礼，较为熟悉的朋友、亲人间还经常相互拥

抱、亲吻。
● 着装礼仪：三族有着各自的传统服装和饮食习惯。由于波黑民族众多，要尊重各族的风俗习

惯。在波黑参观清真寺、教堂等宗教场所时，要注意不要着装暴露，特别是在清真寺，女性

游客需戴纱巾。
● 家庭礼仪：去波黑人家里做客，可送花、葡萄酒或巧克力等伴手礼，送花一定是单数，但不

能是 13 支。
● 饮食习惯：喝咖啡是波黑人的一大传统嗜好。人们往往利用喝咖啡聊天、交友、商谈业务等。

波黑极具特色的大众传统风味小吃，一是“切瓦比”（一种牛羊肉丸拌洋葱夹面囊饼）；二

是布雷克馅饼。到波黑的外国人如未品尝过这两种大众风味小吃，则被视为未到过波黑。波

黑人还喜爱甜食，以核桃仁加蜂蜜及奶油为主要原料的各类甜度较大的甜点为波黑传统特色。

春夏两季周末或节假日，波黑家庭或朋友喜欢在河边、湖边烧烤聚餐。
● 忌讳：忌讳谈论战争。波黑人对战争持不同态度，宁可不谈有关战争的话题，以示尊重。

续	 	 表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根据波黑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2020 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波黑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 173 亿欧元，同比下降 4.2%，增

速比 2019 年下降 6.9 个百分点。2020 年人均

GDP 为 5197 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1 年波黑 GDP 将增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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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6—2020 年波黑主要宏观经济指标①

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名义 GDP（十亿欧元） 15.9 16.0 17.1 18.0 17.3

人均 GDP（欧元） 4992 4578 4891 5168 5197

实际 GDP 增长率（%） 3.4 3.1 3.6 2.7 -4.2

工业生产增长率（%） 4.5 3.1 1.6 -5.5 -6.2

平均净工资（欧元） 432 435 449 471 483

年通货膨胀率（%） -0.5 1.3 1.4 0.6 1.0

失业率（%） 25.4 20.5 18.4 15.7 15.9

外汇储备（百万欧元） 5026 5398 5942 6440 7090

进口（亿美元） 91.42 104.74 116.30 111.59 98.67

出口（亿美元） 53.28 63.68 71.82 65.78 61.49

FDI 净流入（百万欧元） 334 436 487 357 320

FDI 对 GDP 贡献率 — 2.7 2.8 2.0 —

居民银行存款（百万欧元） 5804 5763 6210 6770 7036

                                           

①  波黑外资促进局 . http://fipa.gov.ba.

②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 https://trendeconomy.com.

③  海关出口编码第 84 章 . Nuclear reactors, boilers, machinery and mechanical appliances; parts thereof 为同一类商品。

对外贸易②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显示，近年来波黑进

出口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进出口额均在

2018 年达到顶峰（进口 116.30 亿美元；出口

71.82 亿美元）。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波黑对外贸易总额为 160.16 亿美元，同

比下降 9.70％，其中出口额为 61.4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6.52％，进口额为 98.67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1.57％，贸易逆差为 37.17 亿美元，

逆差额同比下降 18.84％。

从贸易商品结构看，波黑出口商品主要

为家具及家居用品和预制建筑，电机设备及

其零部件，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及机械器

具，③钢铁制品，木材及木制品等，2020 年

上述 5 类商品出口额分别约为 5.99 亿美元、

4.75 美元、4.49 亿美元、4.22 亿美元、4.17

亿美元，占波黑 2020 年出口总额比重分别为

9.74%、7.72%、7.30%、6.86%、6.78%。（ 见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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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5—2020 年波黑进出口数据

波黑主要进口商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

及其蒸馏产品，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和机械

设备，电机和设备及其零部件，铁路或有轨电

车以外的车辆及其零部件和附件，钢铁及其制

品等，2020年上述5类商品进口额分别为9.54

亿美元、8.02 亿美元、6.70 亿美元、6.20 亿

美元、6.12 亿美元，分别占波黑 2020 年进口

总额 9.67%、8.13%、6.79%、6.28%、6.20%。

图 1-3　2020 年波黑主要出口商品类别及占比 图 1-4　2020 年波黑主要进口商品类别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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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国家结构看，2020 年，德国是

波黑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出口领域，2020

年波黑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依次为德国、克

罗地亚、塞尔维亚、意大利和奥地利，向

以上 5 个国家的出口共计 36.42 亿美元，

占波黑出口总额的 59.1%（见图 1-5）。其

中，出口德国 9.52 亿美元，占波黑总出口

额 15.48%，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出口额

分别为 7.95 亿美元和 7.15 亿美元，占比

分别为 12.93% 和 11.63%。

图 1-5　2020 年波黑前五大出口目的国及
贸易占比

在进口领域，2020 年波黑前五大进口

来源国依次为德国、意大利、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和中国，波黑从以上 5 个国家进口

额共计 51.32 亿美元，占波黑进口总额的

52.05%。其中自德国进口商品总额达 12.1 亿

美元，占波黑总进口额的 12.26%，自意大利

和塞尔维亚进口额分别为 11.3 亿美元和 11.1

亿美元，各自占波黑进口总额的 11.45% 和

11.25%。

图 1-6　2020 年波黑前五大进口来源国及
贸易占比

2.2 发展规划

波黑发展战略

2010 年波黑政府制定了《波黑发展战

略》，根据该战略，2010—2020 年波黑经济

发展的目标为：（1）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

障财政预算；（2）大力吸引外资，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增加生产性投资，扩大出口，解

决就业困境；（3）积极发展旅游业，同外国

建立各类旅游合作；（4）节约行政开支，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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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银根；（5）修订行业法规，与欧盟的法规匹

配一致。

经济社会改革计划

2019 年 10 月，波黑联邦政府和塞族共和

国政府分别通过了新的改革工作议程文件《社

会经济共同改革（2019—2022 年）》，作为

“2015—2018 年改革议程”的延续，用于指

导两个实体 2019 年至 2022 年的改革工作。

该文件包括四个章节，分别涉及可持续和加

快经济增长、公共企业改革、卫生系统改革，

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源市场改革。

2020 年 1 月， 波 黑 部 长 会 议 通 过 了

2020—2022 年波黑经济社会改革计划。该计

划包含 17 项优先改革举措，涉及电力、天然

气市场发展、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交通基建、农林、水利等领域以及旅游等方

面的法律框架，优先目标之一是通过同欧盟

和国际金融组织开展合作，加快波黑加入欧

盟进程。

绿色发展政策

总体来说，波黑的绿色发展政策和行动

较为复杂，由于波黑一直将完成欧盟制定的

脱碳目标作为该国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因

此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强制性的绿色发展政策。

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间很难取得一致性，

所以在执行阶段绿色发展政策的落实并未完

全到位。

国家层面的绿色发展政策主要为“环境

战略和行动计划 2030+”。

环 境 战 略 和 行 动 计 划 2030+（ESAP 

2030+）。“ESAP  2030+”是由瑞典驻波黑大

使馆出资，委托给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

所（SEI）开发的行动计划，旨在制定波黑到

2032 年的环境政策目标和关键行动。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完善波黑的环境框

架以保持波黑与欧盟法律和程序的一致性，

让波黑可以更顺利地加入欧盟。该项目对波

黑联邦、塞族共和国和布尔奇科区均具有行

政效力。

具体而言，在 2022 年 4 月之前形成一个

具体的行动纲领，要求在相关的政策措施实

施中大力吸收国内和国际融资，以改善波黑

的环境状况。其主要内容涉及以下七个欧盟

环境政策领域：水、废物、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保护、空气质量、气候和能源、化学安全

和噪音、资源管理和环境管理。①

波黑在地方层面主要计划如下：

西巴尔干地区绿色议程。波黑于 2020 年

11 月签署了“关于西巴尔干地区绿色议程”

的宣言，包括对二氧化碳排放者加大征税力

度、开发市场模式以扩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范

围、逐步削减煤炭补贴，最终到 2050 年关闭

该国境内所有煤矿和火力发电厂。

但波黑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大多与宣

言的内容和要求相反，例如建成了更多的热

电厂，而不是转向可再生能源。

                                           

①  ESAP 官网 . https://esap.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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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区情况

波黑联邦分为 10 个州，分别是乌纳—

萨纳州（Unsko-sanskikanton）、波萨维纳州

（Posavskikanton）、图兹拉州（Tuzlans-

kikanton）、泽尼察—多博伊州（Zeničko-

dobojskikanton）、波斯尼亚—波德里涅州

（Bosansko-podrinjskikanton）、中波斯尼

亚州（Srednjobosanskikanton）、黑塞哥维

那—涅雷特瓦州（Hercegovačko-neretvans-

kikanton）、西黑塞哥维纳州（Zapadno-

hercegovačkikanton）、萨拉热窝州（Kanton-

Sarajevo）和西波斯尼亚州（Livanjskikanton）。

其中乌纳—萨纳、图兹拉、泽尼察—多博伊、

波斯尼亚—波德里涅、萨拉热窝等五洲为穆

斯林州，波萨维纳、西黑塞哥维纳、西波斯

尼亚为克罗地亚族州，中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涅雷特瓦两州为“混合”州，用来平

衡各族群间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波黑在描述其经济、贸

易发展状况时，也会用地理上的次区域概念。

波斯尼亚地区比较重要的地区有博桑斯卡·

克拉吉纳（Bosanska  Krajina）。在黑塞哥

维那，比较重要的是西黑塞哥维那州。

博 桑 斯 卡· 克 拉 吉 纳（Bosanska 

Krajina）

该次区域包括Bosanska Krajina、Cazinska 

krajina、Potkozarje、Lijevče 等地，位于

波黑西部，被众多河流包围，北部有 Sava

河、西北部有 Glina 河、东部和东南部分别

有 Vrbanja 河和 Vrbas 河。

该地曾经是波黑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经

济开始发展归功于巴尼亚卢卡城市研究所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和中期专门为该地区制定的

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促进了该地区农业和

工业生产的繁荣。现有大型企业包括波黑最

大的食品制造商 Agrokomerc、大型化学企业

Saniteks、电子工业企业 Rudi Cajevec。

博桑斯卡·克拉吉纳也是波黑铁路服

务的枢纽，拥有波黑一半以上的铁路网。

向波斯尼亚北部和西部城镇 Banja  Luka、

Prijedor、Bosanski Novi和Bihać提供服务。

铁路网络还连接到萨格勒布（每天两次）和

贝尔格莱德。

西黑塞哥维那州（West Herzegoniva 

Canton）

西黑塞哥维那州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西南部的黑塞哥维那地区。北边是

Čvrsnica 山，西面和南面是克罗地亚，东

面是黑塞哥维那—内雷特瓦州。该州的面积

为 1363 平方公里（526 平方英里）。该州

有 3 条河流：利什蒂察河、特雷比扎特河和

里奇纳河。它的最高峰是 Čvrsnica 山上的

Pločno，海拔 2228 米。该地主要为地中海式

气候类型。

西黑塞哥维那州位于黑塞哥维那的中心

位置，交通便利。高速公路畅通，被称为“东

南欧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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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贸协定

波黑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波黑为

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通过了

多部法律。①2018 年 2月，波黑就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与乌克兰和巴西最后阶段的谈判已经结

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路线图已被采用。目

前，波黑与世界贸易组织所有国家的谈判都已

顺利完成，俄罗斯是唯一尚未签署协议的国

家。②

                                           

①  WTO 官网 . https://www.wto.org.

②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③  中欧中小企业合作服务平台 . http://www.china-ceec-sme.com.

表 1-5　波黑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一览表

协定名称 签订时间

中欧自由贸易协议 CEFTA 2006

波黑和欧盟关于稳定与联系协议包括《临时性贸易协议》 2008

波黑和欧洲贸易联盟自由贸易协议 2014

波黑和伊朗自由贸易协议 —

波黑和土耳其自由贸易协议 2019

波黑享有欧盟给予的优惠贸易安排。通

过执行区域及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原产于波

黑的商品可以免关税、免配额自由进入中东

欧、欧盟、土耳其以及伊朗等国家的市场。

除欧盟外，土耳其、伊朗、澳大利亚、

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挪威、俄罗斯、瑞

士及美国等给予波黑产品进口优惠税率。③

2.5 经济园区

在波黑，经济园区有外贸区、自由港、

自由经济区等多种形式。并且在该国，外贸

区、自由经济区、园区通常为相同概念，可

以互换使用。

波黑自由贸易区法（Law on Free Trade 

Zones  of  BiH）允许建立自由贸易区（FTZ）

为波黑关税区的一部分。目前波黑有 4 个自

由贸易区：Vogošća、Visoko、Herzegovina-

Mostar 和 Holc  Lukavac，近 100 家公司在这

4个园区运营（见表 1-6）。

园区内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木材、汽车、

能源、仓储、工业生产、货物精炼、冷库储

藏、货物租赁、装卸和转运、金融和其他服

务行业，主要投资国为奥地利、德国等国。

区内公司免征增值税和进出口关税，使用者

不纳税和免缴行业会费，但与工资和薪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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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除外。投资者可以在自由区内自由投资、

转移利润和再转移资本。详见《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海关政策法》（官方公报第 57/04、

                                           

①  波黑外商投资促进局 . http://www.fipa.gov.

②  同①。

③  国际自贸区组织官网 . https://www.worldfzo.org.

51/06 和 93/08 号）。①

波黑自由贸易区分布见图 1-7。

表 1-6　波黑自由贸易区概况②

自由贸易区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m2） 备注

Vogošća
萨拉热窝州沃

戈舍察市
106600

园区内全部都是私营企业。该混合区（生产、储存）

建立在萨拉热窝大众汽车工业区的基础上。目前有 30

余家从事不同活动的公司（汽车业、木材业、能源业、

农业和食品业等）。

Holc Lukavac 卢卡瓦市 75000

该自由区专属于一家奥地利公司 Holz。他们为自己的

产品建立了一个自由区，以加快向海外客户交付产品。

自由区内没有其他企业。开发区用途：生产木材工业。

Herzegovina

莫斯塔尔，前

“索科”工厂

所在地

435663

该区的用途主要有工业生产、货物再供应、储藏室和

服务、货物租赁、装载、卸载和转运、金融和其他服

务业。

Visoko 维索科市 170701
该区为私营、国有（混合）开发区。目前有 12 家公司。

开发区用途：工业、生产和其他商业活动。

图 1-7　波黑自由贸易（经济）区分布图③





第二篇　 波黑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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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 . https://www.worldbank.org.

1　波黑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波黑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

中排第 90 位，比 2019 年下降 1 位。各类分

项排名为开办企业（184）、办理施工许可证

（173）、获得电力（74）、登记财产（96）、

获得信贷（67）、保护少数投资者（88）、

纳税（141）、跨境贸易（27）、执行合同

（93）、办理破产（37）。①总体来看，波黑

营商环境一般，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

证方面效率较低，且同去年相比排名进一步

下降；但跨境贸易领域相对便利（见表2-1）。

表 2-1　2019 年和 2020 年波黑营商环境各项
指标排名

指标 2020 年排名 2019 年排名

营商环境便利度 90 ↓ 89

开办企业 184 ↓ 183

办理施工许可证 173 ↓ 167

获得电力 74 ↑ 130

登记财产 96 ↑ 99

获得信贷 67 ↓ 60

保护少数投资者 88 ↓ 72

纳税 141 ↓ 139

跨境贸易 27 ↑ 37

执行合同 93 ↓ 75

办理破产 37 → 37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

球竞争力报告》，2019 年，波黑综合得分

为 54.7，全球排第 92 位，与 2018 年相比

下降 1 位。各类分项排名为：法律和行政架

构（114）、基础设施（84）、信息通信技

术采用（80）、宏观经济环境（64）、健康

（73）、教育和技能培训（82）、商品市场

效率（108）、劳动力市场效率（107）、金

融市场发展（80）、市场规模（101）、企业

活力（117）和创新（117）。总体看，波黑

全球竞争力水平较差。在法律和行政架构、

劳动力市场效率、市场规模、企业活力和创

新等领域排名较差，亟须改善。但在基础设

施、信息通信技术、宏观经济等领域与 2018

年相比有所进步（见表 2-2）。

表2-2　2018年和 2019年波黑全球竞争力各项
指标排名

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综合排名 92 ↓ 89

机构 111 ↑ 114

法律和行政架构 114

基础设施 84 ↑ 89

信息通信技术采用 80 ↑ 86

宏观经济环境 64 ↑ 73

健康 73 ↓ 52

教育和技能培训 82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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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商品市场效率 108 ↓ 106

劳动力市场效率 107 ↑ 112

金融市场发展 80 ↑ 83

市场规模 101 ↓ 99

企业活力 117 ↓ 106

创新 117 ↓ 11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价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波黑 2020 年创新指数排名全

球第 74 位，比 2019 年的第 76 位下降 2 位。

各类分项排名为人力资本与研究（50）、市

场成熟度（51）、知识与技术产出（61）、

制度（80）、基础设施（84）、创意产出（96）、

以及商业成熟度（102）。①总体看，波黑创

新能力一般，商业成熟度较差。

欧盟委员会评价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0 年波黑报

告》，波黑经济治理质量整体一般，主要表现

在：政府组建延迟，各实体与国家层面合作不

足，改善商业环境的进展因市场准入和退出程

序、法治和监管机构等方面重大缺陷而受阻；

金融部门运作稳定，贷款增加；失业率下降，

劳动力大量外流；改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

措施不足；灰色经济规模仍然很大，约占 GDP

的 25%~35%；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过多。②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提高行政效率

为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波黑政府

从 2013 年底开始实施简化公司注册手续，降

低注册费用等多种举措，其中包括在线注册

所需审批时间由 23 天减少至 3 天，11 种手续

减少至 5 种，费用由 1500 马克减少至 350 马

克等。该项举措旨在提高有关机构工作效率，

降低企业注册成本，改善波黑营商环境。

向中小微企业提供利率补贴③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波黑联邦政府于

2021 年 7 月出台专门政策，为微型、中小型

企业以及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企业主提供高

达 4.5% 的利率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企业

主将按季度获得补贴。此举有助于降低国内

中小微企业贷款成本，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

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

1.3 基础设施

航空

波黑现有 4 个国际机场，分别是萨拉

热 窝 国 际 机 场（Salaj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也称为布特米尔机场）、莫斯塔尔

机场（Mostar Airport）、巴尼亚卢卡国际机

场（Banja Luka International Airport，又

名马霍夫勒贾尼机场，Mahovljani Airport）

和图兹拉国际机场（Tuzla  International 

续	 	 表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https://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

②  欧盟委员会《2020 年波黑报告》. https://ec.europa.eu.

③  根据东南欧地区指南网站 seenews 信息整理 . https://seenews.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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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此外，波黑还有 20个小型机场。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波黑机场乘客

人数同比下降 72.7%；全年起降 9771 架次，

同比下降 53.2%；航空邮件运输量下降 55%，

货物运输量小幅上涨 8%。

波黑有两大航空公司。一是波斯尼亚航

空（FlyBosnia），该公司提供定期航班服务，

自 2019 年 1 月起开始运营，以萨拉热窝为中

心，飞往伦敦、罗马、利雅得、吉达、卡西姆、

科威特。①二是私营客、货运包机航空公司

伊卡尔航空（Icar  Air），自 2000 年开始

运营，经营萨拉热窝和安科纳之间的定期货

运业务。

萨拉热窝机场的主要国际航线飞往维也

纳、慕尼黑、苏黎世、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

卢布尔雅那、伊斯坦布尔等城市。中国至波

黑没有直飞航线，目前前往萨拉热窝可乘坐

汉莎航空由北京首都机场经法兰克福转机到

达；或者乘坐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公司

航班从上海出发，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到达。

水运

波黑西南部在亚得里亚海上有长 21.2 公

里的内雷特瓦河出海口。波黑内陆河流众多，

符合水运条件的主要河流有萨瓦河和德里纳

河。萨瓦河在波黑境内总长 333 公里，属多

瑙河支流，是欧洲水路网的一部分，其两个

港口分别位于布尔奇科特区和萨玛茨市。

铁路

由于缺乏水路，波黑铁路的重要性更加

突出。波黑铁路总长 1031 公里，与邻国克罗

地亚、塞尔维亚的铁路相接，其中约 608.50

公里位于波黑联邦境内。②双轨铁路长度为 94

公里，电气化铁路长度为 777 公里。波黑铁

路设施老旧，最高时速仅 70~90 公里 / 时，

两个实体铁路网亟待升级改造。

波黑主要有两家铁路运营商：波黑联邦

铁路公司（萨拉热窝）和塞族共和国铁路公

司（多博伊）。同时，波黑国家层面成立了

公共铁路公司（BHŽJK），位于多博伊，旨在

促进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之间的制度化合

作，以便实体间和国际交通能够顺利、安全

和规律地进行。③

公路

波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波黑现有

公路总长为 8733 公里，其中干线公路长度为

4039 公里，高速公路长度为 198 公里，其他

道路长度为 4496 公里。④其中，波黑联邦境

内的全部属于欧洲 5C 公路，⑤塞族共和国境

内则无欧洲 5C 公路路段。世界经济论坛 2019

                                           

①  根据 FlyBosnia 官网整理 . https://flybosnia.ba.

②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 https://unfccc.int.

③  波黑公共铁路公司 . https://www.bhzjk.ba.

④  波黑统计局 . https://bhas.gov.ba.

⑤  亦称欧洲 E73 公路（E73），南北路走向，起点为匈牙利布达佩斯，穿过克罗地亚东部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直达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奥普曾。



  23

第二篇　波黑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

年6月发布的全球公路网建设质量报告显示，

在全球列入统计的 137 个国家中，波黑排第

109 名，被列为第三等级。

电力

波黑国内电力消费主要为传统的火

电。根据波黑联邦统计局数据，2020 年波

黑电力生产总值为 16304GWh，其中水电

4616GWh，约占 28.31%；火电 11518GWh，约

占 70.65%；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为 293GWh，

约占 1.80%。当年进口电力 3266GWh，出口电

力 7305GWh。①

网络通信

波黑互联网于 2002 年完全开放，可提供

各类服务。波黑的互联网国家域名标识为：

BA。2019 年 5 月，波黑移动通信正式启动 4G

网络服务。波黑电话通信国际区号为：387。

目前占据波黑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移动通

信运营商分别有波黑电信（萨拉热窝）、塞

族共和国电信（巴尼亚卢卡）和 HT 莫斯塔尔

电信（莫斯塔尔），使用的是全球移动通信

系统（GSM）技术，也引进了通用分组无线业

务（GPRS）和电子数据采集设备（EDGE）技术。

截至 2020 年底，3 家运营商所占的市场份额

分别是：波黑电信 43.51%、塞族共和国电信

36.08%、HT 莫斯塔尔 20.38%。

波黑通信监管局（RAK）数据显示，2020

年波黑固话用户数量与 2019 年相比有所下

降，覆盖率为 20.02%；手机用户为 350.9 万，

与 2019 年相比有所下降；2020 年互联网用户

数为 333.6 万，同比增加 18%。②

波黑旨在通过融入欧洲一体化实现 LTE

网络全覆盖。2021 年 7 月，西巴尔干各国取

消电信资讯漫游。固网宽带不发达，对移动

设备升级的投资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宽带连接；

DSL 和电缆是固定线路连接的主要平台，而光

纤宽带的市场份额很小；在固定电话基础设

施不足的农村地区，运营商支持宽带。目前

波黑 5G 市场暂不成熟。③

1.4 生产要素

水价

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关于可再生饮用水

源的数据，波黑是人均饮用水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人均消费量 10592 立方米 / 年。在自

来水收费上，波黑对饮用水和污水分别收费，

不同用户主体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在巴尔

干地区，波黑水价相对较低廉。

波黑联邦以萨拉热窝州为例，具体水价

见表 2-3。

                                           

①  波黑统计局 . https://bhas.gov.ba.

②  波黑通信监管局 . https://docs.rak.ba.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 . https://www.c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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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波黑联邦萨拉热窝州不同主体类别水价结构①

 单位：波黑马克 /m³（可变部分）

波黑马克 / 月（固定部分）

收费项
家庭

企业 其他用户
≤ 5m³ >5m³ ≤ 30m³ >30m³

可变

部分

饮用水

供应
0.70 0.84 1.17 1.17 2.18

污水排放 0.30 0.36 0.50 0.50 0.94

增值税 0.17 0.20 0.28 0.28 0.53

用水保护税 0.01 0.01 0.01

防水保护税 0.04 0.04
大 中 小

0.20 0.10 0.04

共计 0.05 0.05 0.21 0.11 0.05

固定部分 2.00 4.00
≤ 40mm 50~100mm ≥ 150mm

4.00 20.00 40.00

增值税 0.34 0.68 0.68 3.40 6.80

塞族共和国以东萨拉热窝为例，具体水价见表 2-4。

表 2-4　塞族共和国东萨拉热窝供水及污水处理价格②

单位：波黑马克 /m³

水费 排污 受影响供水补偿 污染补偿 维护

家庭用户 0.82 0.38 0.01 0.04 2.00

法人 1.36 0.56 0.01 0.04 5.00

企业 1.36 0.56 0.01 0.04 2.00

                                           

①  萨拉热窝州供水与卫生公司 2019 年服务价格 . http://www.viksa.ba.

②  2021 年 10 月 20 日查询东萨拉热窝水价一览 . https://vikis.info.

电价

波黑电价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波黑电价

最低的地区为塞族共和国，电价仅为 0.1 波

黑马克 /kWh。与 2020 年上半年相比，2020

年下半年家庭用户不含增值税的平均电价上

涨了 3.8%（见表 2-5）。非家庭用户根据其

年用电量不同采用阶梯电价（见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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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20 年下半年波黑家庭用户电价①

单位：波黑马克 /100kWh

年用电量 不含税的价格 不含增值税价格 含税及增值税价格

<1000kWh 34.24 34.73 40.63

1000<2500kWh 16.34 16.83 19.69

2500<5000kWh 14.59 15.07 17.63

5000<15000kWh 13.51 14.03 16.41

≥ 15000kWh 12.43 12.99 15.20

表 2-6　2018 年波黑非家庭用户电价②

单位：波黑马克 /100kWh

年用电量间隔 不含税的价格 不含增值税价格 含税及增值税价

<20MWh 21.23 21.72 25.42

20<500MWh 17.25 17.74 20.76

500<2000MWh 13.73 14.28 16.71

2000<20000MWh 13.30 13.72 16.05

20000<70000MWh 10.85 11.40 13.34

70000 ≤ 150000MWh 9.02 9.77 11.43

>150000MWh 14.71 15.08 17.65

                                           

①  波黑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 http://www.derk.ba.

②  同①。

③  SM3：一般为 20℃ 1 个标准大气压的气体体积。

④  萨拉热窝然气公司 . https://www.sarajevogas.ba.

天然气价格

波黑联邦境内无天然气储备，长期依赖

俄罗斯进口。由于波黑天然气市场基本被俄

罗斯垄断，天然气价格较高。萨拉热窝燃气

公司燃气价见表 2-7。

表 2-7　萨拉热窝燃气公司燃气价格（KM/SM3③）（萨拉热窝州）④

客户类别
购气价格 配气价格 燃气销售价格 燃气发票价格 = 销售价格 +17% 增值税

① ② ③ = ① + ② ④ = ③ + ③ ×17%

1 大型经济体 0.49 0.25 0.74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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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类别
购气价格 配气价格 燃气销售价格 燃气发票价格 = 销售价格 +17% 增值税

① ② ③ = ① + ② ④ = ③ + ③ ×17%

2 小型经济体 0.49 0.26 0.75 0.87

3 特殊客户 0.49 0.04 0.53 0.61

4 家庭 0.49 0.08 0.57 0.66

5 供暖公司 0.49 0.08 0.57 0.66

续	 	 表

土地价格

波黑投资促进局（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of  Bosnia  and  Herze-

govina）资料显示，波黑不同类型的土地价

格不同，其中农业用地价格 2~25 欧元 / 平方

米，建筑用地 25~700 欧元 / 平方米。不同城

市土地均价见表 2-8。

表 2-8　2021 年波黑土地价格①

城市
均价

（KM ② / ㎡）
在售土地数
量（处）

布尔奇科特区 54 263

巴尼亚卢卡 73 1127

萨拉热窝 143 1436

比哈奇 83 255

奥拉谢 16 17

图兹拉 77 311

泽尼察 40 128

                                           

①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www.fipa.gov.ba.

②  KM：波黑马克简写。

③  塞族共和国税务管理局 . https://poreskaupravars.org.

④  根据《萨拉热窝时报》信息整理 . https://www.sarajevotimes.com.

城市
均价

（KM/ ㎡）
在售土地数
量（处）

戈拉日代 18 35

特拉夫尼克 43 97

莫斯塔尔 118 236

斯洛基布里耶格 72 25

托米斯拉夫格勒 58 5

劳动力成本

根据波黑《劳动法》，该国法定平均最

低月工资为 280 波黑马克，雇员的周工作时

间平均为 40 小时（周一至周五），季节性强

的工作，周工作时间可达 60 小时。额外加班

时间每周可达 10 小时，加班时间薪水另付，

一般为原小时工资的 120%~150%。自 2021 年

6 月起，塞族共和国实施最低 540 波黑马克的

月工资。③2020 年 6 月起，波黑联邦规定最

低小时工资为 2.31 波黑马克。④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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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波黑全境平均月薪为 1421 波黑

马克，税后平均月薪为 981 波黑马克。除个

人缴纳部分社会福利金外，雇主也要为雇员

缴纳各类保险、税费等费用。

建筑成本

2021 年波黑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其

中钢筋价格较 2020 年上涨 74%，8×8cm 的

钢筋网由 80 波黑马克上涨至 160 波黑马克。

水泥价格上涨 5%~12%，瓷砖和外墙砖上涨

10%。而用作绝缘材料的泡沫聚苯乙烯上涨近

50%，1 块 10cm 厚的泡沫聚苯乙烯市场价约

11 波黑马克。木材价格也上涨了 40%~50%。①

波黑主要建材价格见表 2-9。

表 2-9　2021 年波黑主要建材价格②

商品名称 单位
价格

（波黑马克）

水泥 吨 214~220

水泥混凝土外加剂 升 1.60~1.90

工业盐 吨 290~330

外墙砖、耐火粘土 块 2.20~4.20

普通油漆 升 10.40~14.93

普通涂料 升 6.20~17.33

瓷砖 块 2.85~2.99

普通石板 平方米 11~13

泡沫聚苯乙烯粘合剂 公斤 0.284

                                           

①  根据波黑当地外网信息整理 . https://www.bljesak.info.

②  根据波黑建材网站信息整理 . https://pennyshop.ba; https://www.olx.ba.

2　波黑吸收外资概况

波黑政府为吸引外资做了很大努力，但

司法体系不健全，劳工法律相对复杂，阻碍

了大部分外商投资。根据宪法，波黑分为两

个“实体”，即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并

有直属国家的布尔奇科特区。多层次的法律

和监管框架导致法律规定存在重复和矛盾，

也不利于吸引外资。

2.1 竞争优势

资源优势

波黑国土面积为 52280 平方公里，自然

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耕地以及丰富的森林

资源和水资源。耕地面积中用于种植作物和

饲养牲畜的农业用地多达 200 万公顷。森林

和林地面积高达 270 万公顷，占该国陆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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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53%。水资源丰富，地下水充足，其中

约 76% 经萨瓦河流入黑海，24% 由内雷特瓦河

流入亚得亚里海。矿产资源主要有镁、铁矿、

铅、铜、铬、碳、煤、铝矾土、锰、锌、食盐、

黏土。

金融业发展稳定

2010 年起，波黑全境统一使用国际会计

准则，消除了两个实体与布尔奇科特区之间

的标准差异。波黑可兑换波黑马克（BAM，单

位：KM）是该地区最稳定的货币之一，通货

膨胀率低，与欧元实行固定兑换率（1 欧元

=1.95583 波黑马克）。

劳动力优势

虽然波黑劳动力特别是高端人才有外流

趋势，但劳动力整体较充裕。截至 2021 年

第一季度，波黑就业人数（15 至 74 岁）为

83.9 万人；全国失业率为 19.1%，青年（15

至 24 岁）失业率为 20.3%。这些富余的劳动

力对于企业来说是优势资源。

2.2 基本情况

规模概况

1995 年波黑签署《代顿和平协议》，着

力重振国内经济，波黑吸引外资逐年增加，

2007 年由于波黑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

策，外资流入达到第一个顶峰。但受国际金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2009 年以来波黑

吸引外资呈大幅下降态势，此后一直处于波

动中。2018 年波黑吸引外资达 4.87 亿欧元，

创过去十年历史新高。2020 年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波黑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至

3.2 亿欧元（见图 2-1），外汇储备约 700 万

欧元。①

                                           

①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www.fipa.gov.ba.

图 2-1　近十年波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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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来源国看，截至 2019 年底，投

资额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为奥地利（27.23

亿波黑马克）、克罗地亚（24.34 亿波黑马

克）、塞尔维亚（19.98 亿波黑马克）。近

几年，来自俄罗斯和中东的投资有所增加，

但欧洲仍是波黑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

从投资行业看，波黑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排名前四的部门分别是制造业（占比 35%）、

银行业（25%）、电信业（12%）和经贸行业

（12%）（见图 2-2）。从投资活动情况来

看，外资主要集中在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生

产（2.02 亿波黑马克）、金融服务（1.54 亿

波黑马克）和批发贸易领域（0.92 亿波黑马

克）。除上述投资活动外，2020 年外国投

资额显著增加的领域（超过 2000 万波黑马

克）包括：电力、天然气、蒸汽和空调的生

产供应（7580 万波黑马克）、金属矿石的开

采（3920 万波黑马克）、化学品和化工产品

（2790 万波黑马克）、服装生产（2330 万波

黑马克）、建筑产业（2270 万波黑马克）。①

图 2-2　外商直接投资波黑行业分布

                                           

①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www.fipa.gov.ba.

3　波黑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3.1 主管部门

波黑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

波黑贸易投资主管部门是对外贸易和经

济关系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主管波黑外贸

政策和关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该部门下设

外国投资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司，负责处理

外资相关事务。

波黑外经贸部 1998 年 3 月制定了《外

国直接投资法》，并于 1998 年 9 月 22 日修

订后正式生效。该部法律是波黑外国投资的

基本法律。波黑两个实体（塞族共和国和波

黑联邦）以该法为基础，分别颁布了《波

黑联邦外国投资法》和《塞族共和国外国

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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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Foreign  Inves-

tment  Promotion  Agenc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FIPA），由波黑部长会议授权

设立，负责促进和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工作。

主要职责包括：吸引和增加波黑的外商投资，

鼓励当前在该国的投资者进一步投资和扩大

业务；加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

提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波黑对外资的吸引力。

外国投资促进局通过以下方式向潜在投

资者和已在该国投资的投资者提供帮助：与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鼓励外商投资；与

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与

地方、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改善投资环境。

向潜在投资者提供有关商业和投资环境的信

息、分析和建议，包括：有关外国直接投资

的立法、投资激励措施、该国的经济和商业

发展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投资促进局

提供的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外国投资者理事会

为支持和鼓励外商投资，改善波黑两实

体的整体营商环境，在该领域完成各级机构

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塞族共和国政府、波黑联

邦政府分别设立塞族共和国外国投资者理事会

（Foreign Investors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of Srpska）、波黑联邦外国投资者理事

会（Foreign  Investors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作为咨询机构。

理事会的职责包括：（1）分析外商投资

的营商环境，并就消除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

限制因素提出建议；（2）修改法律或其他章

程；（3）鼓励外国投资并促进投资便利化；

（4）促进国家机构和地方各级机构之间更全面

地合作与信息交流，改善营商环境；（5）在政

府机构和外国投资者间建立合作，寻找促进

投资的解决方案。

波黑联邦理事会由波黑政府根据联邦各

部委、波黑联邦商会和外国投资者提议任命

的至少 16 名成员组成。理事会成员将根据需

要举行会议，至少每 6 个月举行一次会议，

以协调、分析和解决当前问题，并讨论其职

权范围内的其他问题。对理事会的技术和行

政支持将由联邦贸易部提供，理事会成员的

工作不应获得报酬。①

3.2 市场准入

根据《波黑外商直接投资法》的规定，

外商投资行业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外国投资

者有权以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形式和条件投资

于波黑任何的经济部门。但有两个例外：

（1）特定的战略部门，如国防工业领域

（包括生产和销售武器、弹药、军用爆炸物、

军事装备）、电力传输领域对外国投资不

开放；

                                           

①  波黑联邦外商投资法修订案（波黑联邦官方公报第 61/01、50/03 和 77/15 号）. http://www.fipa.go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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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事媒体领域的企业外资持股比例

限制为 49%。

如果需要投资上述限制投资的部门，外

国投资者必须事先获得地方实体（波黑联邦、

塞族共和国）主管机构的批准。实体政府如

认为有正当理由，可在符合相关领域条例的

前提下，决定上述有关商业公司的外资份额

不受限制。自批准请求提交之日起 30 天内，

各实体的主管机构将决定通知申请人。未在

上述期限内作出决定的，视为批准外商直接

投资；若需在 30 天期限之后作出决定，主管

机构将提前书面通知申请人。对于外商直接

投资的批准不设有效期。

根据 2015 年 3 月通过的《波黑外商直接

投资法》修正案，从事媒体活动的外国投资

者可以拥有 49% 以上的股权，如出版报纸、

杂志和其他期刊，制作和发行电视节目，私

人拥有广播电视节目和其他形式的日报或定

期出版物。但在公共电视和广播服务领域新

法仍然限制外国投资者拥有超过49%的股权。

在实践中，部分行业由政府垄断（如机

场运营）主导，或以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为特

征（如电信和发电行业），外国投资者难以

参与。①

3.3 外资安全审查

波黑暂未建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3.4 土地使用

土地管理制度

波黑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产权转让

的法律框架由波黑国家法律和波黑两个政治

实体的法律共同构成。所有权关系法和产权

关系法的法律基本框架已经由国家正式颁布。

在波黑的两个实体内部，联邦的州一级政府

和塞族共和国的市一级政府负责用地规划、

土地管理、产权交易管理、产权登记。目前，

波黑两个实体关于国家土地和私人土地的管

理法规基本相同。

外国人获得土地

波黑不允许外国人购买房地产，但允许

在波黑注册的外国企业购买本国土地。根据

《波黑外商直接投资法》规定，前往波黑直

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

均要以波黑国内法人实体的地位进行注册登

记。因此，根据国民待遇同等原则，外国投

资企业在波黑的经营活动与波黑国内的企业

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可享有包括使用土地产权

和房屋所有权在内的同等国民待遇。②

获得土地所有权

外资企业签订购买土地合同不会自动获

得波黑房地产的所有权，购买房地产后还需

在土地登记处进行登记。在签订销售合同并

由公证人对缔约方的签名进行认证后，土地

                                           

①  美国经济和商业事务局《2021 年投资环境声明》. https://www.state.gov.

②  联合国投资政策中心 .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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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所有者需在土地登记簿中登记并将土地

登记摘录以及更改土地登记记录的请求提交

给法院的土地登记办公室，特别是塞族共和

国的地方法院和波黑的市法院。登记完成后，

买方才可成为土地的所有者。

提交请求所需的如地块编号、土地登记

簿文件夹、地籍市政府名称等数据可在土地

登记处查询获取。

产权证和地契区别

波黑产权证（Vlasnički  List）由土地

登记处签发，地契（Posjedovni  List）由地

籍部门签发。地契不能证明该不动产的所有

权或任何其他权利，无法在主管法院土地登

记进行相关登记。

土地登记簿登记流程

在土地登记簿及 KPU（寄存合同簿）登记

时，必须附上以下材料：

（1）注册申请；

（2）申请所依据的证明文件，即在登记

所有权变更时获得必要的物权的基础；

（3）已支付法庭费用的证明；

（4）税务机关签发的关于在登记建筑物

时评估房地产转让税的决定，另需附上建筑

和使用许可证。

提交申请时，只有在所有权或正在转让

的其他物权的持有人（已登记在土地登记簿

上）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录入土地登记簿。

因此，无论作为合同的一部分还是随后以法

律规定的形式提交，所有权或物权持有人同

意书必须用作证明文件。

购置或销售流程

购买房地产之前，首先购买方需要确定

土地登记状态，即确定转让所有权的财产和

财产所有者是否已在土地登记簿中进行了登

记。其次，买方有必要联系土地登记处，了

解地籍地块的编号，并获取一份土地登记条

目，其中包含在土地登记处登记的特定财产

的所有信息。在土地登记条目中，可以看出

何人拥有房地产，房地产是否有一个或多个

所有者，是否有抵押或其他一些产权负担。

在支付费用后，土地登记处会向所有权

转移的各方提供特定不动产状况记录，即获

得土地登记条目。土地登记条目是买方获得

不动产所有权或土地登记簿中登记的其他权

利的唯一证明。

购买（或销售）房地产时应检查核对土

地登记条目。在购买和销售过程中，共同所

有者所有权比例可能较大，在该种情况下，

共同所有者应同时在场。例如，有两个业主

都同意出售，在签署销售合同时双方必须同

时在场，并提供纸质同意书或经公证的房地

产销售授权书。

土地登记条目的内容

波黑土地登记条目内容见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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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波黑土地登记条目明细①

表单内容 材料明细

A 表：房地产登记的的所有

物清单
地籍编号、名称、面积、层数、建筑等。

B 表：房地产所有权证明
所有者在自由管理或处置土地登记机构、共同所有权部分受到的限制也可

列入该清单。

C 表：提单
从中可以看出不动产是否受到第三方权利的影响，如抵押权、优先购买权、

租赁权、赎回权、特许权，以及是否有强制执行或查封。

                                           

①  Prnjavorac 律师事务所 . https://advokat-prnjavorac.com.

②  塞族共和国税务管理局 . https://poreskaupravars.org.

3.5 企业税收

波黑全境共 3个税务管辖区：波黑联邦、

塞族共和国和布尔奇科特区。主要税种包括

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房产税、

财产税、遗产与赠予税几种。

所得税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两种。

企业所得税。波黑全境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10%。征税对象为所有波黑企业，缴税依

据为企业在开展业务活动时（通常在一个营

业年度内）获得的净收入。

个人所得税。同企业所得税一样，波黑

全境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10%。征税对象为个

人，适用于不同的收入来源，如劳动力、养

老金、利息和股息。在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

邦当地纳税人可根据个人收入情况享受所得

税减免。根据塞族共和国 2021 年 7 月生效的

《所得税法修正法》，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

从每年6000波黑马克增加到8400波黑马克，

相当于每月 700 波黑马克；以直系亲属为基

础的扣除额从每年 900 波黑马克增加到 1800

波黑马克，相当于每月 150 波黑马克。②

增值税

波黑全境增值税税率为 17%，是增值税税

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增值税基于纳税人经营

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增值额征收。

消费税

各种商品征收消费税的税率不同，总体

为 5%~25%。根据《波黑消费税法》，需缴纳

消费税的产品包括：石油产品，烟草制品，

不含酒精的饮料，酒精和酒精饮料，啤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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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咖啡。税务管理局每年都会就卷烟

特定和最低消费税以及烟草消费税金额作出

特别决定。不同商品消费税标准及税率见表

2-11。

表 2-11　消费税收费标准及税率

商品种类 收费标准（BAM）/ 税率

石油产品（每升） 0.30 波黑马克（汽车汽油 0.40 波黑马克，无铅汽车汽油 0.35 波黑马克）

不含酒精的饮料（每升） 0.10 波黑马克

葡萄酒和啤酒（每升） 啤酒 0.20 波黑马克，葡萄酒 0.25 波黑马克

酒精和酒精饮料（每升） 15 波黑马克

生咖啡（每公斤） 1.50 波黑马克（烘焙及研磨的咖啡 3.00 波黑马克，咖啡提取物 3.50 波黑马克）

烟草制品 税基的 42% 加上烟草特殊消费税

关税

波黑关税税率范围为 0~15%，每年根据情

况调整税率。具体可查看波黑间接税管理局，

网址：http://www.uino.gov.ba/en/Carina。

房地产税

在塞族共和国，直接负责生产活动的房

地产企业（包括生产设施和原材料、中间产

品和最终产品的储存设施的企业）需缴纳房

地产税，税率为房地产预计市场价值的0.1%，

其他房地产的税率为房地产预计市场价值的

0.2%。布尔奇科特区房地产税税率不能低于

0.05% 或高于 1.0%。波黑联邦的房地产转让

税率为 5%。

财产税

在波黑联邦，财产税一般按年度缴纳，

税率各州自定，在 3%到 8% 之间浮动，平均

税率约为 5%。塞族共和国的税率为 3%。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予税各州标准不同。波黑联

邦图兹拉州等地规定遗产税税率为 2%，赠与

税税率为 3%。①波斯尼亚—波德里涅州、②波

萨维纳州、③中波斯尼亚州④等规定遗产和赠

与税税率为 5%。

                                           

①  波黑联邦税务管理局 . http://www.pufbih.ba.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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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优惠政策

国家层面优惠政策

为鼓励外商投资，波黑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1）作为股本一部分的进口设备免征关

税（不包括乘用车、老虎机和赌博机）。但

外国投资者需向海关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

并附以下相关文件：合同及可证明所进口设

备用于投资的相关文件，主管部门颁发的投

资注册证明书，设备税号、数量、单价及总

价，投资设备折旧年限不超 10 年的证明以及

进口设备相关的环保标准证书。海关将于 15

日内批复同意设备免税进口。

（2）波黑政府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保障基

金，该基金可用于鼓励生产项目投资、技术

研发投资以及针对特殊行业出台的专门鼓励

政策，如农业及食品加工、环保、再生资源、

旅游等行业。每个项目申请基金额的上限为

15 万欧元。评估项目申请基金的主要条件包

括投资额、新增就业岗位、是否投资于不发

达地区、是否符合环保标准、出口占总销售

额的百分比等。

（3）金融环境对外国投资者较为宽松友

好。波黑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以投资为目的，

有权在波黑境内以波黑本国货币或任何可自

由兑换的货币，在任何商业银行开设账户；

对于在波黑的投资收益，外国投资者有权将

其自由兑换成其他外币；外国投资者有权将

其在波黑的投资收益自由转移到境外，包括

但不限于：以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利润

形式取得的投资所得；投资部分或全部清偿

后，或处置投资财产或所有权后所收到的资

金及相关补偿。

区域鼓励政策

波黑两实体针对外商投资在区域层面也

制定了不同的优惠政策，具体见表 2-12。

表 2-12　波黑两实体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

塞族共和国

（1）如果纳税者投资机械设备用于自己的生产活动，将享受一定的纳税优惠。如果投资者

的收益是来自塞族共和国以外的州，那么所缴纳给该州的税可记入缴纳塞族共和国税

收的一部分，即不再双重征税。

（2）外国投资企业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3）免除人道主义组织及其基本活动相关的所得税收入。

（4）为了刺激就业，在一年中雇用 30 名及以上长期雇员的纳税人有权享有对雇员收入所缴

纳所得税额减免的优惠政策。

（5）生产投资激励机制。投资设备、设施和房地产的纳税人享有减税权。

（6）如果将贷款用于投资设备、设施和房地产，还可免除信贷利息的预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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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联邦

（1）如果纳税人收入的 30% 是来自出口收入，当年可免缴所得税。

（2）雇用残疾人将时间超过一年或特殊需要人员的劳动力占 50% 以上的公司，免征当年的

企业所得税。

（3）纳税者如果连续 5 年投资营业额达到 2000 万波黑马克以上可从投资的第一年开始 5 年

内免缴企业所得税，但第一年投资额必须达到 400 万波黑马克。

（4）对新成立的公司给予减免年利润税的优惠政策。第一年的经营利润税 100％全免，第二

年免税 70％，第三年免税 30％。外商持有股份超过 20％的企业，前五年免交经营利

润税。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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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库 . http://tjs.customs.gov.cn.

②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dzs.customs.gov.cn.

1　中国波黑经贸合作

中国与波黑经贸合作蕴含巨大潜力，特

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合作领

域不断拓宽，双边贸易额大幅提升。据中国

海关数据，2003 年中国与波黑之间的进出口

额仅为 635 万美元，2020 年增长至 1.93 亿美

元。目前中国在波黑的投资和工程承包合作

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潜力巨大，以基础

设施为主的各类项目不断增多。

1.1 中国波黑双边贸易

近年来，中国与波黑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总额总体呈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

布的数据，2020 年，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0.4%，其中中国向波

黑出口额为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中

国自波黑进口额为 0.73 亿美元，同比减少

5.5%（见图 3-1）。2021 年前三季度，双边

贸易额达 2.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12%，其

中中国出口波黑贸易总额为 1.06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0.4%，自波黑进口总额达 1.0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02.7%。①

图 3-1　2015—2020 年中波贸易进出口总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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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构成看，2020 年，核反应堆、

锅炉、机械及机械器具①（18%），机电产品

（17%）和钢铁制品（12%）是中国出口波黑

的主要商品，出口额分别为 2124 万亿美元、

2018 万美元和 1376 万美元（见图 3-2）。②

2020 年，中国主要从波黑进口木材及木

材制品（32%），非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制品

（20%），铁路、电车以外的车辆（14%），

进口额分别为 2287 万美元、1423 万美元和

1014 万美元（见图 3-3）。

                                           

①  3 种商品属于一类商品。

②  贸易数据网 .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③  同②。

1.2 中国对波黑投资概况

据中国商务部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波黑

直接投资流量为 858 万美元，同比下降 30%

（见图 3-4），对波黑直接投资存量为 228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6.8%（见图 3-5）。

1.3 中国波黑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和波黑建交以来，积极组建政府间

与非政府间合作组织加强经贸合作，共同促

进两国经贸往来，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提供

了有力保障。

图 3-2　中国出口波黑主要商品类别及占比 图 3-3　中国自波黑进口主要商品类别及占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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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5—2020 年中国对波黑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数据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

2012 年 4月，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①领

导人会晤在波兰举行，标志着中国—中东欧

国家合作正式启动。合作机制启动以来呈现

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良好发展态势。

具体表现为：主体上，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

参与的模式；渠道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

从官方到民间、涵盖诸多领域的多元沟通交流

方式；内容上，覆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

                                           

①  中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黑

山、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②  新华网 . http://www.xinhuanet.com.

③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波黑（2020 年版）》。

设、金融、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②

中波（黑）经贸协定（备忘录）

中国与波黑两国先后在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方面以及投资、税收、农业、动

物卫生及动物检疫、旅游、卫生及医学科学、

食品出口等具体领域签署了经贸协定或备忘

录（见表 3-1）。

表 3-1　中国与波黑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或备忘录一览表③

签订日期 协定（备忘录）名称

2000 年 5 月 1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济贸易合作协定》

2001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贸促会与波黑对外贸易商会合作协议》

2008 年 9 月 12 日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与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关于投资促进合作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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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日期 协定（备忘录）名称

2017 年 5 月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谅解备忘录》

2017 年 1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外贸和经济关系部农业合作协

定农业合作协定》

2018 年 6 月 12 日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与波黑对外贸易商会合作备忘录》

2018 年 7 月 《中国和波黑关于动物卫生及动物检疫的合作协定》

2018 年 12 月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和波黑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20 年 4 月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波黑民政部卫生和医学科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续	 	 表

1.4 中国波黑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莫斯塔尔经贸博览会

莫斯塔尔国际经贸博览会创办于 1998

年，是波黑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综合性

贸易展览会，每年 4 月举行，展出内容包括

农业机械和技术、农产品和食品、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五金工具、能源、电力、轻工、

食品等，在中东欧具有重要影响力。2019 年

4 月，第 22 届莫斯塔尔经贸博览会在波黑莫

斯塔尔市举行，中国担任主宾国，李克强总

理向博览会致贺信。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多

迪克，议会代表院轮值主席克里什托等出席

开幕式，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率团与会。

波黑—中国商会

波黑—中国商会是根据波黑有关社团的

法律，由旅波中国人自愿组成的群众民间组

织（社团），力求在贸易、旅游业和服务业

领域，为中国和波黑的个人和官方合作提供

服务。

波黑—中国商会

网址　　http://bh-cn-coc.org

邮箱　　info@bh-cn-coc.org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自 2019 年起已举办两届。波黑对外贸

易商会积极组织波黑企业参展。在参展商中，

最多的是葡萄酒和药材以及酒精和非酒精饮

料的生产商。①2021 年 6 月 8—11 日第二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期间，在浙江宁波参展的波黑机构和企业

                                           

①  根据国际在线网站信息整理 . http://croatian.cr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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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诺维皇家酒庄、契特卢克酒庄、克雷谢

沃市旅游局、PTD 石英矿山公司、玛丽亚化妆

品公司、维兹奈特木材公司和萨拉热窝啤酒

公司。①

                                           

①  根据国际在线网站信息整理 . http://news.cri.cn.

②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fipa.gov.ba；希利咨询公司官网 . https://www.healyconsultants.com.

2　对波黑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在波黑开展业务的方式多种多样，外资

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当地企业、成立新公司或

设立分公司进入波黑市场，其中最常见的是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波黑《商业实体登记法》，允许投

资人成立的实体形式包括公司、分公司、合

伙企业和代表处四类，4 种形式具体内容见表

3-2。

表 3-2　波黑各经营实体规定②

实体类别 基本内容 备注

有限责任公司

（d.o.o./Ltd）

出资人：一人或多人

最多 50 名成员，如 50 人以上

（不超过 100 人），且至少一

年内人数保持不变，则变更为

封闭式股份公司。

出资额：最低 2000 波黑马克

股东和责任：责任仅限于出资额

设立初年成本：11900 欧元

后续年度成本：2300 欧元

股份公司

（d.d./a.d./JSC）

出资人：至少 1 人作为股东，可以是个人或法人团体

股份公司可以发行普通股和优

先股，一股的价值不得低于

10 波黑马克。

出资额：封闭式股份公司最低 20000 波黑马克；开放

式股份公司最低 50000 波黑马克

股东和责任：责任仅限于出资额

设立初年成本：13900 欧元

后续年度成本：2300 欧元



  43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波黑投资

实体类别 基本内容 备注

有限合伙企业

（k.d./LP）

合伙人：两人或两人以上

可以转化为具有股本的有限合

伙企业。

出资额：无最低资本

股东和责任：至少有 1 名合伙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

私有财产），至少 1 名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

分支机构 / 分公司

（poslovnica）

可以正常从事商业活动，其经营范围由母公司规定。

必须任命至少 1 名波黑籍居民（不限民族）作为公司

在该国的代表

设立初年成本：14900 欧元

后续年度成本：2300 欧元

代表处

（predstavništvo）

外国母公司可在波黑设立代表处以进行市场调查和促

销活动。无须缴纳公司税。代表处不具有法人资格，

不得签订合同、进出口货物、购买房产
外国航空运输公司的代表处可

以根据与波黑签署的双边协议

和国际公约，销售运输单证。设立初年成本：14550 欧元

后续年度成本：2300 欧元

续	 	 表

实际操作中，经营实体设立的完整程序可

能需要 30~45 天，甚至更长。如果公司聘请当

地律师跟进流程可缩短用时。塞族共和国建立

了一站式商业登记服务点，大大减少了注册企

业所需的时间，使政府报告的公司注册时间平

均缩短到 7~14 天。在成本方面，行政费用约

500欧元，律师和公证费一般为500~1000欧元。

实体登记流程见表 3-3。①

表 3-3　波黑经营实体登记流程（以萨拉热窝州为例）

序号 流程 相关内容 用时 费用（波黑马克 KM）

1
规定成立行为并

由公证人公证

萨拉热窝法院开始接受未经公证的公司注

册成立的行为。
1~5 天

● 300（股本金额不超过 5

万）；
● 350（股本金额 5 万 ~10

万）；
● 350~2000（股本超过 10

万， 每 增 加 10 万 增 收

50 波黑马克，达到 2000

波黑马克后不再增收）

                                           

①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fipa.gov.ba；世界银行 .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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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程 相关内容 用时 费用（波黑马克 KM）

2

从 商 业 银 行 获

得 资 本 已 全 额

支付的证明；向

州 法 院 预 算 账

户支付登记费

创始人应将资本金额存入当地银行临时账

户，然后在公司开立交易账户后转入该账

户。

1 天 无

3

获得税务机关关

于创始人没有税

务债务的声明

该要求自 2017 年 10 月起已废止，但通常

公司仍会完成该步骤。
1 天 15

4
在有管辖权的法

院进行登记注册

需要提交以下文件（需要法院翻译员翻译

文件）：

（1）法院登记申请表（可在法院获得）；

（2）身份证、护照或证明创始人身份的

相关登记册中的信息；

（3）经授权可代表登记主体的人的身份

证或护照；

（4）设立合同；

（5）经理确认接受该职位的声明；

（6）基本资本支付证明；

（7）关于任命被授权代表人的决定（除

非在基金会契约中没有说明）；

（8）经授权代表公司者的正式签名；

（9）如果创始人是法人，则证明外国公

司在其本国注册；如果创始人是自然

人，则需提供护照复印件；

（10）支付法庭费用的证明。

新公司注册成功后，法院经官方公报发布

通知。

10 天
35（注册费）+5（提交费）

+150（出版费）

5 定制公司印章

为制作印章，必须将公司注册的法院决

定交付法院登记处。在获得法院关于开

始经营活动的决定后，新公司需要加盖

公司印章。

1 天 30~50

6
取得营业场所证

明书
各市收费价格不同。 10 天 2~1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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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程 相关内容 用时 费用（波黑马克 KM）

7
申请公司税号并

登记主要业务

向主管税务机关同时申报统计号和身份证

号时，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号申请表①（其中要求提供会

计师或将从事会计活动的公司的信

息）；

（2）法院决议（登记）的复印件；

（3）经营场所租赁合同；

（4）主管市政当局关于预期业务的决议

（该决议必须确认某些业务可以在

某地开展）；

（5）公司董事身份证复印件；

（6）提供会计服务协议书复印件。

5 天 无
有关法院和税务部门通过相互正式函件办

理税务登记，法人在完成法院登记后必须

提交所需材料：

（1）法院登记册复印件；

（2）盖有公司印章的两份申请表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另外，公司将根据其将开展的业务活动提

交分类申请，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1）填写完成的表格 PPL-1 的两份复印

件；②

（2）登记机关出具的证明复印件；

（3）董事及股东的居民身份证号码。

8
在商业银行开立

公司账户

由于反洗钱要求，在商业银行开户必须由

公司授权代表亲自办理。
1 天 600

9 增值税登记

每年增值税商品和服务供应超过（或将超

过）50000 波黑马克的公司必须进行增值

税登记，需向增值税登记处提交登记申

请，并附以下材料：

（1）法院登记册复印件；

（2）实体税务总局的登记证明复印件；

（3）统计局通知书复印件；

（4）董事身份证复印件；

30 天

10（增值税登记申请的税

费）+10（发布关于在增

值税登记册上登记的决定

的税费）+20（开具增值

税登记证的税费）

续	 	 表

                                           

①  身份证号申请及法人税务登记表 . http://www.pufbih.ba.

②  法律实体分类登记表 . http://www.pufbi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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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流程 相关内容 用时 费用（波黑马克 KM）

（5）开户行签名储蓄卡复印件；

（6）关于公司进（出）口货物的声明；

（7）预估营业额可行性声明和关于在已

订立的商务合同中实现该估计额的

证据；

（8）公司所在地的营业场所租赁合同复

印件或在土地登记处登记的所有权

证明；

（9）责任会计师的个人身份证号码。

10

将业务活动开始

时间通知州检验

局

公司应在不迟于开始工作前 5 天提交开始

经营活动的通知。应提交以下材料：

（1）关于在登记处登记的法院决议；

（2）公司符合开展贸易活动的所有法律

要求的声明；

（3）关于开工日期的通知。

1 天 无

11
获取并登记财务

设备

涉及财政化的公司需执行该流程。需提交

申请并附以下材料：

（1）税务登记证；

（2）所有者或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身份证号，增值税号（如果是增值

税纳税人）；

（4）租赁场地所有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5）与该银行账户相关联的公司银行账

号和银行名称。

平均

18 天
700

12

让雇员参加健康

保险机构的健康

保险和养恤金保

险

最迟在工作开始前一天，需向税务局登记

完每一名雇员。应提交下列材料：

（1）关于在登记处登记的法院决议；

（2）身份证明和统计编号证明；

（3）JS3100 表格。①

1 天 无

13

制 定 并 公 布 工

资、工作组织、

纪律和其他员工

规章制度

适用于雇用 30 名以上雇员的雇主。 1 天 无

续	 	 表

                                           

①  JS3100 保险参加 / 变更 / 退订表 . http://www.pufbi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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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

主管部门

竞争委员会（Konkurencijsko vijeće BiH）①

是波黑企业兼并主管机构。该委员会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1 日，主要职能为保障市场合理

竞争，确保《竞争法》有效实施。

相关法规

在国家层面，波黑兼并收购领域现行法

                                           

①  波黑竞争委员会 . http://bihkonk.gov.ba.

②  波黑并购法律实务 . https://iclg.com.

律为 2005 年生效的《竞争法》（2009 年修

订）。同时，波黑联邦、塞族共和国均出台

了股份公司并购和公司营利税等法律条文。

并购程序

波黑兼并收购程序见图 3-5。

图 3-5　波黑兼并收购流程图

一些特定企业的合并需要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如，银行业股权收购须得到

两个实体的银行监管机构批准，保险业股权收购须在两个实体的保险监管机构备案，租

赁行业须经两个实体的银行机构批准，媒体行业须波黑通信管理局批准，投资基金公司

则须两个实体的监管委员会批准。

特别提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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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承包

相关法律①

波黑工程承包领域主要法律为《义务

法》，该法是建筑工程合同拟定的主要法律

依据。根据《义务法》，工程承包合同中需

列入的必要条款包括：（1）监督工程项目的

质量和数量；（2）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

（3）工程全部价格；（4）工程价格的变动；

（5）与固定价格有关的明细条款；（6）合同

的终止；（7）工程问题的归责；（8）项目经理

和承包商对工程质量的责任；（9）责任的免

除等。

此外，《建筑工地规定》《建筑工地参

与者》等法律规定了工地的最低要求。如工

地临时建筑需遵守的消防规则和程序、业主

需为工人或访客提供的安全环境、现场的空

气污染和噪声水平都必须得到控制等。

实际操作中，波黑并没有专门的行业组

织或者协会负责起草建筑或工程类的标准合

同，合同由承包商与开发商根据《义务法》

协商拟定。

工程承包实务流程

在波黑的工程承包流程见图 3-6。

                                           

①  全球投资法律指南 . https://www.dlapiperrealworld.com.

图 3-6　工程承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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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签约波黑最大风电项目。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电建与波黑鲁普维托罗

格公司签署了斯卡迪莫瓦茨—格拉莫克风电项目 EPC 合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波黑最大

的风力发电基地，能有效带动当地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有助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和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斯卡迪莫瓦茨—格拉莫克风电项目装机 231 兆瓦，工程主要内容为设计、采购和建

造 55 台风机发电及并网配套设施。该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将由中国电建所属水电七局与

湖北工程公司组成联营体联合实施，同时电建海投公司也正加紧与项目业主洽谈股权收

购事宜。

案例 1

达巴尔水电站项目合同在波黑特雷比涅签署。2020 年 5 月 4 日，达巴尔水电站项

目合同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波黑塞族共和国电力公司下属的达巴尔电力公司在项目

所在地特雷比涅市签署。达巴尔水电站是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地区承建的最大水电项目。

该项目总金额为 2.228 亿欧元，波方已完成引水渠隧道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

域电力紧缺和沿线农业灌溉问题，成为拉动波黑尤其是塞族共和国经济的强劲引擎。①

案例 2

                                           

①  中国商务部 . http://ba.mofcom.gov.cn.

②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www.fipa.gov.ba.

3　投资目标行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ICT）

行业现状。波黑 ICT 行业正蓬勃发展，

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领域之一。根据比特联

盟（Bitcoin  Union）的数据，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波黑 IT 公司的收入增长在 200% 到

1400% 之间，新员工增长了近 600%，年收入

增长率约 25%。②从宏观数据看，信息技术部

门员工数量仅占总劳动人数的 2%，而总营业

额占波黑总营业额的5%~6%，超过 GDP的 9%，

市场潜力巨大。

行业优势。

（1）政府支持。波黑 ICT 行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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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但目前属于波黑政府重点支持领域。

在电信领域，波黑发展总体落后于欧盟国家，

市场竞争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了顺应全

球化趋势并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波黑既要

加强宽带通信的发展，又要使其立法与欧盟

立法相协调。此外，完成各领域数字化进程

是波黑 ICT 行业的优先事项之一。波黑政府

致力于实施以 ICT 产业创新为中心的数字领

域的全面创新，实现从效率驱动型经济到创

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①

（2）ICT 行业市场前景乐观。目前，波

黑手机的市场渗透率约为 98%。一个显著发展

是通过有线电视部署的宽带互联网服务的出

现，未来几年更多供应商将能够提供电话、

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服务的“三重套餐”。三

大电信运营商共享大部分 ICT 基础设施，运

营固定和移动电话网络以及互联网和数据传

输网络。用于扩展现有网络（包括移动、固

定线路和宽带）的电信设备和服务，在波黑

ICT 行业具有领先优势。

代表性企业。目前，占据波黑大部分市

场份额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是波黑电信（BH 

Telecom）、塞族电信（M：Tel）和 HT 莫斯

塔尔电信（HT  Mostar）。塞族电信于 2006

年将股份出售给塞尔维亚主要固网和移动电

话供应商塞尔维亚电信（Telekom  Srbija）

以完成私有化，塞尔维亚政府拥有母公司控

股权；波黑联邦政府拥有波黑电信和 HT 莫

斯塔尔电信的控股权，预计不久也将实现私

有化。塞族电信一直在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

邦稳步发展，波黑电信的子公司波黑移动

（BH  Mobile）和 HT 莫斯塔尔电信的子公司

Eronet 在其传统市场仍占据主导地位。目

前波黑有 6 家活跃的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Blicnet 是其中最大的一家（见表 3-4）。

                                           

①  国际电信联盟 . https://www.itu.int.

②  根据外网资料整理 . https://clutch.co/ba/it-services.

表 3-4　2021 年波黑 ICT 行业代表性企业②

公司名称 所在城市 网址

塞族电信 巴尼亚卢卡 https://mtel.ba

波黑电信 萨拉热窝 https://www.bhtelecom.ba

HT 莫斯塔尔电信 莫斯塔尔 https://www.hteronet.ba

KING ICT 萨拉热窝 https://king-ict.ba

ItMedia 比耶利纳 https://itmedia.io

珠峰咨询 萨拉热窝 http://everestconsulting.ba

Seavus 巴尼亚卢卡 https://seav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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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所在城市 网址

Bloom 萨拉热窝 https://www.bloom.ba

Agilitas 萨拉热窝 https://www.agilitas.ba

Granem 萨拉热窝 https://osiguran.granem.ba

Total 萨拉热窝 http://ttl.ba

Atlantbh 萨拉热窝 https://www.atlantbh.com

续	 	 表

投资机遇。波黑不仅邻近欧洲市场，且

拥有相当数量的 ICT 专家，便于在欧洲市场

开展业务。中国 ICT 生产商可寻找机会，将

生产设施迁至波黑。根据其政府发展规划，

波黑对 ICT 基础设施需求旺盛，该行业面临

整体规模化发展。分散的公共部门是波黑最

大的 IT 设备和服务客户，其次是金融业和电

信业。相关企业可抓住当下波黑公共部门数

字化转型的契机，接洽相关项目。

新能源发电行业

行业现状。电力行业是波黑的支柱行业，

目前波黑境内以火力发电为主，同时正在大

力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波黑国有火电厂虽

有国家补贴，但效率依然低下，长期以来主

要通过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和减少工

人数量来降低生产成本，无法以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价格和具备可持续能力的生产支撑整

个行业发展。煤炭发电的新投资往往面临“投

资搁浅”的风险。但是，波黑的新能源发电

市场仍是一片蓝海。

行业优势。

（1）加入欧盟的迫切需求。波黑已签署

《索非亚宣言》，脱碳和实现欧盟要求的碳

中和目标是其应尽的义务。波黑最大的电力

生产商波黑电力公司将在 2050 年之后转变为

依靠水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2023 年将

关闭图兹拉和卡卡尼火力发电厂的几台机组。

（2）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风力发电方面，

波黑电力公司于2021年初建成了其第一座风电

站—波德韦莱日耶风电站（Podveležje）。目

前正在开发特拉夫尼克市的弗拉希奇（Vlašić）

风电站和科尼奇市的比托夫纳（Bitovna）风

电站；在太阳能光伏发电方面，波黑电力公

司计划在波德韦莱日耶增加一座 30 兆瓦的太

阳能发电厂，并选择了 5 个以前的露天煤矿

和灰渣场作为建设基地。部分矿工将接受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培训，以解决产能更换将

导致的失业问题。生物质能发电方面，波黑

电力公司与美国 E3 公司合作，在克雷卡矿区

和布雷扎矿区两公顷土地上试种速生柳，该

项目已于 2021 年 6 月初完成，次年将扩展到

更大规模。

投资机遇。电力行业是波黑重要的出口

行业。近年来，由于欧盟、世界银行等机构

削减了对煤炭及火电领域的投资，波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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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融资遭遇一定的困难。此外，波黑具有

较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特别是在水电和风

电领域。随着波黑能源产业逐渐转型，可再

生能源发电领域将具有广阔的投资前景。

中 企 投 资 建 设 波 黑 格 拉 迪 纳（Gradina） 风 电 场。2016 年 1 月，波黑格拉迪

纳（Gradina）公司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和中非投资基金

（CAIDC）签署谅解备忘录，在波黑西南部的格拉迪纳·托米斯拉拉夫格勒（Gradina 

Tomislavgrad）建设一座产能达 112 兆瓦、拥有 35 台涡轮机、价值达 1.5 亿欧元的风

电场。CMEC 和 CAIDC 预计将投资该项目总估算成本的 90%，其余资金将来自当地。双

方合作顺利进行，风电场建设效率高。项目本应于 2017 年竣工，①然而，由于许可证

发放问题，该项目建设推迟完工。②

案例 3

格拉迪纳（Gradina）风电场本将成为波黑第一座风电场，意义重大，但由于许可证

问题，项目并不顺畅。因此，投资该领域的中企应引以为鉴，重视各项许可证的申请、

发放过程与有效期，可聘请当地律师及时跟进相关流程，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基础上避免

因为程序法规问题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启示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批准贷款建设波德韦莱日耶风电站。波德韦莱日耶风电站项目

总成本约为 9700 万美元，波黑电力公投入 800 万美元。该风电站自 2020 年开始建设，

已于 2021 年初建成，配有 15 台风力涡轮机，总容量高达 48 兆瓦，将实现年发电量

130 兆瓦。③

案例 4

                                           

①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 http://fipa.gov.ba.

②  根据巴尔干能源网信息整理 . http://balkanenergy.com.

③  根据巴尔干绿色能源新闻网信息整理 . https://balkangreenenergy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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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加工业

行业现状。木材加工业是波黑经济的重

要分支，其发展主要基于国内原材料资源，

以出口为导向，主要战略目标是最终实现高

质量木材产品出口。木材加工业的产能一直

远远超过波黑市场的需求，年产值超过 8 亿

欧元，因此大部分产品（价值超过 6 亿欧元 /

年）出口到西欧、美洲、中东等国外市场。

行业优势。

（1）林木资源丰富。波黑天然森林面积

广阔，树种多样，直径较大的树木占很大比

例，为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各类木材加工品主要依赖于以下原材料：山

毛榉、冷杉、云杉、松木、胡桃木、橡木、

白蜡木。

（2）产品种类齐全。波黑木材产品种类

繁多，包括实木家具、实木面板、建筑细木

工制品、地板以及锯材等。

（3）出口业务成熟。木材加工行业中的

企业多为中小型私营企业，是波黑唯一多年

来保持国际贸易顺差的行业。鉴于高质量的

原材料（主要是山毛榉）以及世界上将木材

用作生态和可再生材料的明显趋势，预计该

行业产量和出口量会继续增长。

（4）行业经验丰富。波黑在木材加工方

面的知识和经验丰富，产业体系成熟；拥有

有大量受过教育且经验丰富的劳动力，劳动

力成本低，有较大竞争力，因此总体生产成

本较低；多年来在欧洲和美国占据较大市场

份额；适用于国外市场上的所有类型的家具。

（5）运输成本较低。波黑分销网络可以

低廉的价格在 24~48 小时内将木材运往欧洲

大部分地区。铁路运输成本官方关税约 0.05

欧元 / 吨 / 公里，且根据货车数量最高可享

受 25% 的折扣。以木材密度为 0.65 吨 / 平方

米计算，铁路运输成本约为 0.023 欧元 / 平

方米 /公里。①

此外，波黑已获得可持续森林管理 FSC

标准。该标准包含环境友好、社会有益和经

济可持续森林管理等方面的评价指标。

代表性企业。见表 3-5。

                                           

①  波黑对外贸易商会 . https://529ecadc-960b-47d1-b87c-c6285b516edb.filesusr.com.

②  波黑对外贸易商会 .《木材加工业公司目录》. https://www.komorabih.ba.

表 3-5　波黑木材加工业代表性企业一览表②

公司名称 相关介绍 出口市场 网址

Zanat

（科尼奇）

设计制作传家宝品质的手工雕

刻家具和配饰。

欧洲、北美、中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中东
http://www.zanat.org

加兹达

（萨拉热窝）
家居木制品品类制造商。

德国、比荷卢三国、斯堪

的纳维亚地区、以色列、

美国、澳大利亚

https://www.gazz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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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相关介绍 出口市场 网址

MS&WOOD

（佛伊尼察）

以设计为导向的实木制造商，

定位于高端家具市场。

欧洲、亚洲和北美超过 40

个国家
https://mswood.ba

巴比伦

（图兹拉）
面板和软垫家具制造商。

奥地利、克罗地亚、斯洛

文尼亚、塞尔维亚、德国
https://babilon.ba

博克西特

（米利奇）

生产实木地板和镶木地板、实

心胶合板，并自 2014 年起生产

实木家具。

德国、中国、塞尔维亚、

法国
https://www.ad-boksit.com

Bukom-prom

（弗拉塞尼察）

从事山毛榉和橡木锯材及实木

家具的生产。家具品类包括：

床、床头柜、俱乐部桌、餐桌、

长凳、抽屉柜等。

欧盟市场
http://www.bukom-prom.

com

埃乔

（萨拉热窝）

生产、销售软垫和板式家具，

室内装修包括：公寓、酒店、

办公室等。

奥地利、德国、荷兰、意

大利、瑞士、利比亚
https://www.inside.ba

FL 木业

（福查）

主要产品是不同类型的用于制

造实木板、镶木地板和家具部

件的山毛榉板。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德国、埃及、意大利、中

国、阿联酋、美国

—

HSI 木业

（日维尼采）

专门制造实木椅，出口交货期

限为 3~4 周。

法国、德国、北马其顿、

斯洛文尼亚
http://www.hsiwood.ba

挑战

（卡莱西娅）
家具生产商，致力于产品质量。

荷兰、英国、瑞士、黑山、

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http://www.izazov.ba

Krivaja TMK

（扎维多维奇）

专门设计和制造现代低能耗房

屋和节能细木工制品。

法国、瑞士、意大利、奥

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

http://www.krivajahomes.

com

LIGNUM

（洛帕雷）

高品质家具生产商，生产设施

位 于 山 毛 榉 和 橡 树 林 极 其 丰

富 的 地 区 中 心， 靠 近 欧 盟 高

速公路。该工厂每年可生产约

250000 张桌椅，也生产其他实

木产品。

德国、瑞典、丹麦 http://www.lignum.ba

Minalli

（萨拉热窝）

生产并向国内外销售定制家具，

提供住宅和餐饮内饰和设施。

德国、黑山、克罗地亚、

卢森堡
https://minalli.ba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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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波黑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关注当地投资风险

中资企业前往波黑投资应广泛调研，密

切关注波黑国内及周边国家安全形势，作好

投资风险评估与安全防范。

自然灾害风险。波黑部分地区夏季易发

生洪涝，冬季常有暴雪等自然灾害，首都萨

拉热窝及周边地区冬季经常出现重度空气污

染，影响道路通行，甚至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出行应当谨慎。中资企业应做好社会安全、

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信息的收集分析

和舆情监测工作。充分利用当地渠道（政府、

社区、合作方等）收集信息，保持和加强同

我国驻波黑使馆、国内总部的联系。加强针

对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更新工作，

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中企应适时开展专业

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应对

措施。应在较安全的位置储备饮用水、食品、

照明装置，备用生产原料等应急物资，以确

保紧急状态下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原料供应链

停滞状态下的持续生产。

政治与社会风险。中资企业应密切关注波

黑境内社会安全信息，严格人员管理。尽量避

免前往政府机构、政党党部等存在示威活动风

险地点，远离一切政治集会和示威活动。出行

需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提前确认安全形势

和路况，预留充足时间。如遇紧急情况，及时

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波使馆寻求帮助。

疫情期间风险。中资企业应警惕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潜在的社会犯罪行为，尤其需要

注意自身财产及人身安全。增强金融安全意

识，避免诈骗、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发生。相

关企业应建立健全依法经商的管理制度，加

大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让员工了解在波

生活必备的法律常识和应对措施，以保证自

身的安全。加强对疫情与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确保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稳定供给。在波人

员需注意个人卫生，减少在人员拥挤的餐厅、

酒店、集市等公共场所的逗留时间。如遇身

体不适，尽快前往医院诊治。

熟悉波黑国情和法律法规

波黑国情特殊、政治复杂、党派林立，

族群冲突、历史遗留问题等时常对投资合作

产生冲击。同时，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

个实体各自有独立的立法机构，分别制定法

律法规，新旧法律繁多，国家层面继承了前

南斯拉夫的法律，独立后又相继制定、修订

了很多法律，特别注意二者对投资规划的规

定各不相同。在波投资建议聘请当地专业人

员处理相关业务，避免误涉法律盲区。此外，

还应努力避免因签证或劳务配额等问题影响

项目进展，避免因信息不畅引发纠纷，确保

在波实施项目和开展经济活动合法合规，建

议密切关注波黑在投资、金融与经济发展等

领域的政策变动。

了解当地风俗人情

在波黑投资企业应加大对中方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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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语言和技能培训，增进员工对当地习

俗的了解。波黑官方语言有波斯尼亚语、塞

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项目建设与投资

过程中非常需要精通汉语与本地语的翻译人

才。建议雇佣专业的翻译人才，鼓励员工学

习和使用本地语。此外还需加强对当地文化

习俗和禁忌等方面的了解，减少因文化差异

引发的误解和矛盾。

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前往波黑投资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

调好中方人员与当地雇员之间的关系。应按当

地法律聘用劳工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承包工程

项目应认真履行当地环保义务，严格把控噪音

标准，塑造企业良好社会责任担当形象。

此外，中资企业还可积极与媒体保持联

系，主动引导当地舆论。在与波黑政府保持

良好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在波黑社区、

民间和媒体群体中的影响力，并尽量避免卷

入当地的舆论博弈和纠纷，理性回应涉华不

实和负面言论。

4.2 典型案例

斯坦纳里 30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

2010 年 5 月 5 日，塞尔维亚 EFT 集团同中国东方电气签订总投资额为 3.5 亿欧元的

斯坦纳里电站建设合同，这是中国东方电气在欧洲总承包的第一个火电项目。2016 年 9

月 20 日，斯坦纳里火电站项目竣工。2018 年 8 月，项目质保期结束，顺利移交业主。

项目背景

根据波黑发布的《波黑发展战略文件》《波黑基础设施重点战略》《2011—2013

年波黑经济发展前景报告》《波黑能源领域研究报告》，2010—2020 年波黑能源和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达 218 亿欧元。其中，电力项目为 107 亿欧元，波黑五

大电力企业计划投资 40.57 亿欧元。从《2011 年萨拉热窝商务论坛报告》看，萨拉热

窝商务论坛提出的波黑能源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投资总额为 138 亿欧元，其中，基础

设施项目为 89.80 亿欧元，能源项目为 48.30 亿欧元。然而，对于上述投资计划，波黑

财政仅能投入约 2%，98% 的资金要依赖外资。①

项目概况

斯坦纳里电站是一座 300 兆瓦的火力发电厂，每年可生产 200 万兆瓦时的能源。

据塞尔维亚 EFT 集团称，该发电厂在建设阶段创造了约 1200 个工作岗位，建成后创造

了约 800 个永久性工作岗位。受益者包括波黑建筑业、物流和其他服务提供商等。该

电厂于 2016 年初进入最终测试，并于 2016 年 9 月实现商业运行。

案例 5

                                           

①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b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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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践

秉承绿色发展理念，高质量推进建设。斯坦纳里火电站项目装机 1×300MW CFB

机组，2016 年 8 月 8 日投入商业运行，比合同工期提前 45 天，且各项性能指标均优

于合同保证值，特别是排放指标均低于欧盟最新排放标准，目前为区域内最先进最环

保的火电站。

同他国家合作，共建基础设施项目。斯坦纳里项目是中国和波黑建交以来的第一

个大型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欧洲独立设计和施工的第一个火电总承包

项目，符合欧盟标准，并采用东方电气集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00MW CFB 锅炉技术，

是中国 300MW CFB 锅炉首次出口海外并成功投产。同时，斯坦纳里电站项目还是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 100 亿美元专项贷款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该合作框架下第

一个竣工投产的项目，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①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积极保护当地环境。波黑正在为加入欧盟努力，在环境保护、

能源建设标准等方面都在向欧盟靠拢。中企在波投资需重视持绿色发展理念，高标准、

高质量地推进工程项目，助力波黑能源体系绿色低碳发展，为未来长期稳健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启示

山东高速投资波黑铁路和公路项目

2017 年 11 月，在匈牙利举办的第六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山东高速

集团国际合作公司签署波黑塞族共和国巴尼亚卢卡—诺维格莱德—多布林—克罗地亚

边境铁路现代化与重建项目（以下称波黑铁路项目）商务合同及波黑塞族共和国巴尼

亚卢卡—普里耶多尔—诺维格莱德高速公路（首段巴尼亚卢卡—普里耶多尔）（以下

称波黑公路项目）合作协议。

项目背景

两大项目建成后有助于加强波黑塞族共和国境内各主要城市间的经济交流，改善

投资环境，为当地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是山东省企业在欧洲参与建设的第一个

案例 6

                                           

①  国际能源网 . https://www.in-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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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波黑首条由中国企业建设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项目。两大项目

对于进一步提升山东高速集团品牌影响力、继续巩固和开拓中东欧市场具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项目概况

波黑铁路项目连接波黑塞族共和国首府巴尼亚卢卡与克罗地亚共和国边境交接站

多布林，线路全长约 110 公里，是巴尔干半岛连接中欧地区的关键运输通道之一。

波黑公路项目的起点位于波黑塞族共和国首府巴尼亚卢卡，终点位于塞族共和国

第二大城市普里耶多尔，路线全长 42.2km，双向 4 车道，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 / 小时，

共有 7 座隧道、35 座桥梁，设有 3 个定点收费站，并设置交通安全管理和控制系统。

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特许经营权期 33 年。山东高速外经集团波黑有限责任公

司（SDHS-CSI BH d.o.o.Banja Luka），负责项目融资、建设、收费及后期运维等各项

合同权利及义务。

主要实践

2018 年 12 月 13 日，塞族共和国交通部和山东高速公司在巴尼亚卢卡签署巴尼亚

卢卡—普里耶多尔高速公路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恒瑞有限责任公司（EVERIT D.O.O. BANJA 

LUKA）受项目公司委托成为本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预计设计期 15 个月，施工

期 36 个月，项目投资额为 2.97 亿欧元。①2021 年 11 月 7 日，该项目正式开工。②

长期跟踪，以点带面。山东高速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具有较好的基础和声誉。

2019 年 8 月，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首个落地的基础设

施项目——塞尔维亚 E763 高速公路第 3、第 4、第 5 标段通车。凭借在国内外高速公路

领域丰富的施工及管理经验，通过合理的属地化管理，山东高速将中国技术、中国经验

应用到项目建设中，逐渐在塞尔维亚、波黑等欧洲国家树立起了品牌。在签约波黑铁路

和公路项目后的 2020 年 6 月，山东高速 & 中铁十局联合体又中标波黑萨拉热窝电车轨道

重建工程，项目总价值为 2043.28 万欧元。

山东高速积极推进战略转型升级，灵活开展资本运作，稳妥推进股权投资和多元化

发展。波黑公路项目是中资企业在巴尔干地区乃至欧洲为数不多使用 PPP 特许经营模式

建设的公路项目，为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投资开辟了新路径。

启示

                                          

①  中国电力招标网 . https://www.dlzb.com.

②  山东政府网 . http://www.shando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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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黑央行 . https://www.cbbh.ba.

1　波黑金融市场概况

1996 年以来，波黑经济领域经历了战后

重建、私有化转型以及经济恢复三大阶段。

在此期间，金融领域加速转型，银行私有化

改革成效显著，金融环境趋于良好，金融市

场趋于稳定。波黑的银行业是吸引外资较早、

引资金额较多、成效相对较好的行业，外资

银行占主导地位。

表 4-1　波黑主要金融机构①

中央银行

波黑中央银行（CBBH）

主要本土商业银行

波斯尼亚国际银行 联合银行 ASA 银行

主要外资银行

裕信银行 奥地利中央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证券交易所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

主要保险公司

亚得里亚保险 优尼卡保险 萨拉热窝保险 Euroherc 保险

金融监管机构

塞族共和国银行机构 波黑联邦银行局

1.1 银行体系

波黑银行体系分为中央银行、本土银行

和外资银行。按功能分为零售和商业银行、

全能银行和政策性发展银行。波黑中央银行

是银行业监管机构。

目前波黑信贷和银行机构共有 17 家。

2013 年至 2020 年，波黑无新开设银行或银行

倒闭情况，行业发展稳定。在波黑经营的所

有信贷机构（包括外国银行设立的分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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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本土银行在国外设立的分行均是存款担

保计划的参与者。最高担保金额为 5 万波黑

可兑换马克。

中央银行

波黑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CBBH）于 1997 年成立并

正式运作，主要职责包括：（1）维持波黑币

值稳定。以 1 波黑马克比 0.51129 欧元的固

定汇率发行全覆盖的可自由兑换外币的本国

货币；（2）制定波黑的货币政策，支持和维

护波黑的支付和结算系统；（3）管理国家外

汇储备，管理波黑国家共同机构、实体机构

设在央行的税收与分配统一账户，根据财政

部的指令依法执行对外还债工作。

中央银行的最高机构是理事会，负责

依据法律确定货币政策并控制中央银行的运

作、结构和战略制定。中央银行设有中央办

公室（萨拉热窝）、3 个分行（巴尼亚卢卡、

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和两个支行（布尔奇

科特区、帕莱）。①波黑中央银行网址为：

https://www.cbbh.ba。

本土银行

波黑的主要本土银行有 6 家，主要提供

零售、商业和投资类银行产品和服务。6 家本

土银行信息见表 4-2。

                                          

①  波黑中央银行 . https://www.cbbh.ba.

②  波黑各银行官网 . TheBanks.eu. https://thebanks.eu.

表 4-2　波黑主要本土银行联系方式②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1

波斯尼亚国际

银行（Bosna 

Bank Interna-

tional，BBI）

（萨拉热窝）

● BBI 成立于 2000 年，为国内零售商和企业客户提供银行

产品和服务，是波黑及东南欧第一家以伊斯兰金融原则

运营的银行。创始者是伊斯兰开发银行（IDB），持股

45.46%，迪拜伊斯兰银行持股 27.27%，阿布扎比伊斯兰

银行持股 27.27%。
● IDB 由伊斯兰合作组织（OIC）57 个成员国所有，连续

13 年被评为 AAA 级（金融机构最高评级）。在过去十年

中，BBI 银行营业额的年均增长率为 19.3%，是波黑增长

最快的银行之一。
● BBI 共有 36 个分支机构及 59 台 ATM 设备，ATM 设备

数量在波黑联邦排名第 3。
● 2020 年 BBI 总 资 产 131070 万 波 黑 马 克（ 较 上 年 增

长 3.97%）， 净 收 入 532 万 波 黑 马 克（ 较 上 年 减 少

54.75%），国内市场份额 5.37%（排名第 6）。

网址：http://www.bbi.ba

电话：+387-33-2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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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2

联合银行

Union banka

（萨拉热窝）

● 1955 年南斯拉夫对外贸易银行成立，1992 年业务重组，

其中一家分行独立，更名联合银行。该银行是一家通用商

业银行，为国内客户提供零售和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是

波黑唯一一家国家占多数股权的国有银行，波黑联邦财政

部持股 93.38%。
● 联合银行共设 4 个分行和 9 个支行。2020 年总资产为

87974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9.79%），净收入为 43.2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84.62%），国内市场份额为 3.61%

（排名第 10）。

网址：https://www.

　　　unionbank.ba

电话：+387-33-561000

3

ASA 银行

ASA banka

（萨拉热窝）

● ASA 成立于 2016 年，为国内客户提供零售、商业和投资

类银行产品和服务。在萨拉热窝、泽尼察、图兹拉、格拉

查尼察、莫斯塔尔等 15 个城市设有网点。
● 2020 年 其 总 资 产 为 64377 万 波 黑 马 克（ 较 上 年 增 长

15.05%）， 净 收 入 为 405 万 波 黑 马 克（ 较 上 年 减 少

29.51%），国内市场份额为 2.64%（排名第 11）。

网址：https://www.

　　　asabanka.ba

电话：+387-33-586870

4

瓦库夫银行

Vakufska banka

（萨拉热窝）

● 瓦库夫银行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提供零售、商业、企业

和投资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私营全能银行。拥有广泛的分行和

支行网络，在奥地利、克罗地亚、土耳其和德国设有代理银

行。①共设 4 个分行和 18 个支行，在比哈奇州设营业网点。②

● 2020 年总资产为 29665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7.90%），

净收入为 187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2129.76%），国

内市场份额为 1.22%（排名第 14）。

网址：http://vakuba.ba

电话：+387-33-280100

5

商业投资银

行 Komerci-

jalno-inves-

ticiona banka

（大克拉杜沙）

● 十大股东持股 5% 以上，其中 9 位持股 10% 上下。开设了

11 家分行和兑换处。
● 2020 年总资产为 10945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4.26%），

净收入为 -59000 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104.07%），国

内市场份额为 0.45%（排名第 15）。

网址：https://www.

　　　kib-banka.com.ba

电话：+387-37-771253

6

波黑联邦开

发银行 Raz-

vojna banka

（萨拉热窝）

● 波黑联邦开发银行旨在实施波黑政府的经济政策，促进经

济发展和就业。共设 6 个分行，该银行拟在波黑联邦的所

有区域中心设立分支机构。
● 根据 2021—2027 年联邦发展战略，联邦波黑开发银行设立了

3 个新的信贷额度：对于能效改进项目、可再生能源的使

用和数字化转型。利率固定为 2.5%。开发银行管理委员会正

在考虑引入长期信贷额度，为旅游业的创业发展提供资金③

● 2020 年总资产为 36047.3 万波黑马克，净利润为 36.1 万

波黑马克（几乎无增长）。④

网址：https://rbfbih.ba

电话：+387-33-724930

                                          

①  瓦库夫银行官网 . http://vakuba.ba.

②  同①。

③  波黑联邦银行官网 . https://rbfbih.ba.

④  波黑联邦开发银行 2020 年度财报 . https://rbfbih.ba.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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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

波黑主要外资银行信息见表 4-3。

表 4-3　波黑主要外资银行联系方式①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1

裕信银行

UniCred-

it Bank（莫

斯塔尔）

● 作为泛欧金融集团“裕信集团”（UniCredit Group，意

大利）的成员，裕信银行（莫斯塔尔）是一家综合性商

业银行，为各类客户群（包括个人、中小企业、公司、

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如企业和个人银

行业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银行业务的创新方法和高

质量解决方案。在波黑全境开设了 74 家支行。②

● 2020 年总资产为 612302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7.17%），净收入为 7424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26.54%），国内市场份额为 25.10%（排名第 1）。

网址：https://www.unicre-

　　　dit.ba

电话：+387-36-312112

2

巴尼亚卢卡

裕信银行

UniCredit 

Bank Banja 

Luka（巴尼

亚卢卡）

● 巴尼亚卢卡裕信银行同样属于欧洲裕信集团。
● 在资本结构中，1 名大股东占总股本的 99.43%，61 名

小股东占总股本 0.57%，无优先股。每股名义价值为

700.00 波黑马克，2020 年底每股账面价值为 1836.36

波黑马克。
● 2020 年在联交所进行了两次交易，共 19 股，总价值

为 27787.50 波黑马克。
● 2020 年底资本及储备总额为 25460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

增长 4%）。③

网址：https://www.unicre-

          ditbank-bl.ba

电话：+387-51-243200

3

奥地利中

央合作银

行 Raiffeisen 

Bank（萨

拉热窝）

● 该银行成立于 2000 年，当时奥地利规模最大的私人银

行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Raiffeisen Zentralbank Öster-

reich）收购了波黑市场银行（Market Banka）。该银

行是奥地利 Raiffeisen 银行集团（专注于中东欧银行业

务）的一部分，是一家综合性银行。
● 2020 年总资产为 491014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3.41%），净收入为 4462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21.58%），国内市场份额为 20.13%（排名第 2）。

网址：https://raiffeisen-

　　　bank.ba

电话：+387-33-755010

                                          

①  欧盟官网 . https://thebanks.eu.

②  裕信银行官网 . https://www.unicredit.ba.

③  巴尼亚卢卡裕信银行 2020 年数据和信息报告 . https://www.unicreditbank-bl.ba.



  6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波黑（2021）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4

波黑联合圣

保罗银行

Intesa San-

paolo Ban-

ka Bosna i 

Hercegovina

（萨拉热窝）

● 2005 年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集团收购波黑 UPI 银行，

2008 年更名为波黑联合圣保罗银行，是一家专注于企

业和零售银行业务的全能商业银行。客户数量超过 17

万，其分支机构和 ATM 服务覆盖波黑全境。①

● 2020 年总资产为 234210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0.01%），净收入为 1825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46.22%），国内市场份额为 9.60%（排名第 3）。

网址：https://intesa-

　　　sanpaolobanka.ba

电话：+387-33-497555

5

波黑储蓄银

行 Sparkasse 

Bank BiH

（萨拉热窝）

● 波黑储蓄银行是奥地利储蓄银行集团的成员，成立于

1999 年，在波黑境内共设有 38 个支行。②为个人、中

小型企业和其他商业客户提供广泛的零售和商业银行

产品和服务，包括在初级市场和国外市场上进行外国

资产、金融衍生品、政府证券交易、配售存款、完成

回购交易以及其他金融服务。
● 2020 年总资产为 170897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7.87%），净收入为 1201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减少

48.87%），国内市场份额为 7.01%（排名第 4）。

网址：https://www.spar-

　　　kasse.ba

电话：+387-33-280300

6

俄罗斯联邦

储蓄银行

Sberbank BH

（萨拉热窝）

● Sberbank BH 是 Sberbank Europe AG 银行集团的子公

司。目前在波黑全境共设有 32 个支行，客户约为 10.8

万。③

● 2020 年总资产为 152363 万波黑马克（较上年增长

2.29%）， 净 收 入 为 676 万 波 黑 马 克（ 较 上 年 减 少

34.20%），国内市场份额为 6.25%（排名第 5）。

网址：https://www.sber-

　　　bank.ba

电话：+387-33-954702

7

NLB 银行

NLB Banka

（萨拉热窝）

● 该银行是斯洛文尼亚 NLB 集团成员。NLB 银行（萨

拉热窝）作为一家综合性商业银行运营，提供广泛的

零售和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在波黑联邦开设了 36 家

支行，④ ATM 服务覆盖全境。
● 2020 年净利润为 1290 万波黑马克（上年 1860 万波黑

马克），市场份额为 5.2%。⑤

网址：https://www.nlb-

　　　fbih.ba

电话：+387-33-720300

                                          

①  波黑联合圣保罗银行 . https://intesasanpaolobanka.ba.

②  波黑储蓄银行 . https://www.sparkasse.ba.

③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 https://www.sberbank.ba.

④  NLB 银行 . https://www.nlb-fbih.ba.

⑤  同④。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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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FIRST 倡议项目，《波黑：关于整合证券交易所的建议》. https://www.firstinitiative.org.

②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度统计报告 . http://www.sase.ba.

③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ase.ba.

1.2 证券市场

波黑两实体各有一个证券市场，分别

为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Sarajevo  Stock 

Exchange，SASE）和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

（Banja Luka Stock Exchange，BLSE）。波

黑没有形成整合后的国家证券市场，相关规

章制度也不统一。目前两家证券交易所面临

的挑战和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可持续和可靠

的资本市场，为本地和外国金融服务商提供

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金融工具。①

波黑的政府证券市场规模仍然相对较

小，但正在逐渐扩大和深化。由于中小企业

在国内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内银行部门

存在流动性较高等因素，国内非政府市场规

模较小，可忽略不计，大多数市政或地方发

行人财务状况的不确定进一步限制了非政府

债务市场的增长。除了少数几家大公司，目

前在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绝大多数股票都

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易。

两个实体的证券交易平台和支持基础设

施正逐步完善并高效运作。与其他小型前沿

市场和新兴市场相比，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

和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提供信息的

范围较广、质量较高，也更加及时。

两个实体的中央登记处也相对完善，运

作较为高效，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改进。通

过 BLSE 交易的所有证券的清算和结算由塞族

共和国证券中央登记处（CRS）进行。在波黑，

所有在 SASE 交易的证券都通过波黑联邦证券

登记处（SRFed）进行清算和结算。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SASE）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成立于 2001年 9月

13日。据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2020年度统计报

告，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共有251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约53亿波黑马克，代表性上市公司包括

Bosnalijek制药公司、Energonova电力公司等。

当年总成交量超过5.41亿波黑马克，共进行了

3431笔交易，交易了20509871只证券。②萨拉

热窝证券交易所（SASE）网址为：http://www.

sase.ba。萨拉热窝指数相关介绍见表4-4。

表 4-4　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指数介绍③

指数名称 相关介绍 基准日 / 值

波斯尼亚投资资

金指数（BIFX）

Bosnian Invest-

ment Fund Index 

BIFX 是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第一个指数。作为

价格指数，意味着没有现金红利再投资于该指数，BIFX

只反映了所包含股票的价格发展。就其目的而言，BIFX

作为基准指数的主要目标是为投资者提供对萨拉热窝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投资基金部门当前市场趋势的总体看法

和评估。BIFX 是一个（全）市值加权指数，以基金市

值为权重。单个基金的最大参与数额没有限制。

基准日：2002 年 5 月 28 日

基准值：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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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相关介绍 基准日 / 值

萨拉热窝证券

交易所指数 10

（SASX-10）SA-

rajevo Stock EX-

change Index-30

● SASX-10 是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指数，描述了

该证交所（不包括投资基金）十大发行人的价格变动，

按市值和交易频率排序。
● 作为价格指数，其主要是作为通用的基准指数。

SASX-10 是一个（全）市值加权指数，其中单个发行

人的最大影响力上限为 20%。
● 该指数由符合下列准则（不包括投资基金）的发行人组成：

（1）该公司是全市值排名前 10 的公司之一；

（2）与发行者股票交易的频率至少为本期内可能交易

日的 2/3；

（3）发行人没有进入破产程序。

基准日：2004 年 12 月 31 日

基准值：1000.00

萨拉热窝证券

交易所指数 30

（SASX-30）SA-

rajevo Stock EX-

change Index-30

● SASX-30 是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初级自由市场的指

数，描述了发行人在初级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变动，该

市场专供自由市场中流动性最强的发行人使用。
● SASX-30 是一个价格指数，主要是作为通用基准指

数。SASX-30 是一个未加权（等权重）指数，其中所

有构成因素对指数走势具有相同的影响。
● 发行人必须在初级自由市场上市才会被纳入指数，这

意味着其交易算法是连续的（MFTS），最大的每日

价格波动可以是最后一天官方价格的 +/-20%。

基准日：2009 年 3 月 31 日

基准值：1000.00

与 BBI 合作的

SASE 伊斯兰指数

（SASX-BBI）

SASE Islamic 

Index in cooper-

ation with BBI

● SASX-BBI 是一个基准指数，其目的是使投资者和分

析人员能够评估符合 BBI 伊斯兰教教法并列入 BBI-

SASE 公司名单的公司的股价总体变动情况。
● 作为价格指数，SASX-BBI 是根据进入指数成分的发

行人调整后的市值考虑的指数，上限系数为指数总市

值的 15%。
● 只有 BBI-SASE 名单中的公司才能成为指数的参与

者，而且它们也需要在基准期内的市值和交易所成交

量的组合中位列前 25 位。

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7 日

基准值：10000.00

萨拉热窝证券

交易所基本面

（SASX-FN）

SArajevo Stock 

EXchange Fun-

damentals

● SASX-FN 是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的基准指数，根据

商业活动的利润描述市场上前 15 家公司的价格走势，

但不包括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破产程序中的

发行人以及总部位于波黑联邦以外的发行人的股票。

该指数不受特定细分市场的约束，其构成囊括来自初

级自由市场的发行人。
● SASX-FN 是萨拉热窝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个基本面加

权指数，用于加权的基本比率是股本回报率、每股收

益和所包括公司的利润率，没有采用权重上限。

基准日：2017 年 8 月 18 日

基准值：10000.0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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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BLSE）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成立于2001年 5月

9日（见表4-5）。截至2021年 8月 12日，总

市值为 40 亿波黑马克。据巴尼亚卢卡证券交

易所 2020 年年度报告，该交易所 2020 年总

交易额为 7.34 亿波黑马克。代表性上市公司

包括 Telekom  Srpske 通讯公司、Nova  banka

银行等。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BLSE）网

址为 http://www.blberza.com。

表 4-5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指数介绍①

指数名称 相关介绍 基准日 / 值

塞族共和国证券交

易所指数（BIRS）

Berzanski Indeks 

Republike Srpske 

● BIRS 是一个价格指数，即在计算指数时不考虑支付的

股息。该指数也是一个加权指数，由发行人的市值决

定。市值包括普通的自由流通股票。单个或多个相关

发行人所占比例不得超过 20%。BIRS 可以包括 5 到 30

个发行人的股份，应包括除投资基金外符合一般纳入

条件的发行人的股份。
● 发行人的股票要在 BIRS 上市，必须满足以下一般条件：

（1）股票必须在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至少 6 个月；

（2）持股最多的股东（及关联人）持有股份总数不得超

过 90%。②

基准日：2004 年 5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塞族共和国债券

指数（ORS）

Indeks obveznica 

Republike Srpske

● ORS 是加权价格总绩效指数，代表价格变动和利益回

报。指数的构成应包括塞族共和国发行并在巴尼亚卢

卡证券交易所官方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的债券，被纳

入指数的债券必须符合一般条件与特殊条件。
● 一般条件：

（1）债券的发行人是塞族共和国；

（2）债券在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的官方证券交易所上

市；

（3）发行的名义价值大于或等于 10000000 波黑马克；

（4）债券有固定利率。
● 特殊条件：

（1）该指数包括与指数修订当月末相比到期日不在未来

18 个月内的债券；

（2）该指数包括债券的交易天数与可能交易天数的比率

至少为 10% 的债券，观察截至修订前一个月最后一

天的 6 个月期间的指数。③

基准日：2011 年 5 月 3 日

基准值：1000.00

                                          

①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 . http://www.blberza.com.

②  塞族共和国证券交易所 . https://cms.blberza.com.

③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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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相关介绍 基准日 / 值

塞族共和国电力部

门指数（ERS10）

Indeks preduze-

ca Elektroprivrede 

Republike Srpske

● ERS10 是一个加权指数，指数中特定股票的代表由市

值决定。ERS10 为价格指数，不得因股息支付而调整。
● 只有生产或分配电力的塞族共和国公司所发行的股票

才应包括在 ERS10 中。ERS10 中包括：5 家配电公司、

3 家水力发电厂和 2 家火力发电厂。①

基准日：2006 年 1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塞族共和国投资基

金指数（FIRS）

Indeks investi-

cionih fondova 

Republike Srpske

● FIRS 指数是价格指数，不包括股息。FIRS 指数为权

重指数，即个别股份在指数中的份额由该投资基金的

市值决定。
● 根据 FIRS 股票上市条件，投资基金份额可纳入该指数。

属于 FIRS 的投资基金数量取决于在正式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投资基金数量和 FIRS 上市股份条件的满足情况。

自2004年起，13只投资基金的股份被纳入FIRS的构成。

股票在 FIRS 上市的条件如下：

（1）投资基金的股票已在正式股票市场上市至少 6 个月；

（2）基金股票至少在 FIRS 上市前一个月有市场价格。②

基准日：2004 年 8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塞族共和国建筑

业指数（GIRS）

Indeks građevinsk-

og sektora Re-

publike Srpske

●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建筑业发行人的股票可在 GIRS

上市。自 2007 年以来有 17 家发行人上市。
● GIRS 是一个权重指数，单个股票的份额由该发行人的

市值决定。市值的计算包括公众拥有的普通股（自由

流通量）。在计算公众持股量时，除投资基金和托管

账户外，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不包括在内。
● GIRS 为价格指数，不包括以现金支付股利。
● 单个发行人参与 GIRS 或多个关联方发行人在设立和

审计当日的最高参与比例为 20%。③

基准日：2007 年 1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塞族共和国金属行

业指数（MIRS）

Indeks metalsk-

og sektora Re-

publike Srpske

●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金属行业发行人的股票可在

MIRS 上市。自 2007 年来已上市 7 家。
● 该指数作为权重指数，即单个发行人在指数中的份额

由该发行人的市值决定。市值的计算包括公众拥有的

普通股（自由流通量），在计算公众持股量时，除投

资基金和托管账户外，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

不包括在内。
● 作为价格指数，不包括以现金支付股息。
● 在指数设立和审计之日，作为关联方的单个发行人或

多个发行人的最大份额限制为 20%。④

基准日：2007 年 1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①  塞族共和国证券交易所 . https://cms.blberza.com.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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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相关介绍 基准日 / 值

塞族共和国金融

板块指数（RS 

FIN）Indeks fi-

nansijskog sektora 

Republike Srpske

● 巴尼亚卢卡证券交易所的金融部门发行人的股票可以

在 RS FIN 上市，但投资基金类股票除外。已有 7 家发

行人上市，其中 5 家银行和 2 家保险公司。
● RS FIN 是一个权重指数，单个股票的份额由市值决

定。市值的计算包括公众拥有的普通股（自由流通

量）。在计算公众持股量时，除投资基金和托管账户

外，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不包括在内。
● RS FIN 为价格指数，不包括现金支付股息。
● 单个发行人在 RS FIN 或多个关联方发行人在成立和审

计之日的最高参与率限制为 20%。①

基准日：2007 年 1 月 1 日

基准值：1000.00

                                          

①  塞族共和国证券交易所 . https://cms.blberza.com.

②  波黑保险机构《波黑保险业 2020 年基本统计指标概览》. http://www.azobih.gov.ba.

续	 	 表

1.3 保险市场

波黑共有 26 家保险公司，其中有 16 家

公司专门从事非寿险业务，其他 10 家公司同

时经营寿险和非寿险业务。在保险和再保险

公司中，15 家由国内资金为主或控股，有 12

家主要是外资控股。

截至 2020 年底，塞族共和国有 14 家保

险公司，波黑联邦有 11 家保险公司和 1 家再

保险公司。波黑总保费为 7.56 亿波黑马克，

其中塞族共和国占比 30%（2.27 亿波黑马

克），波黑联邦占比70%（5.29亿波黑马克）。

非寿险保费为 5.995 亿波黑马克，占总保费

的 79.31%。寿险保费为 1.564 亿波黑马克，

占总保费的 20.69%。②

主要保险公司

波黑主要保险公司见表 4-6。

表 4-6　波黑主要保险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 相关介绍 主要产品

亚得里亚保

险 ADRIAT-

IC osiguranje

（萨拉热窝）

● 亚得里亚保险是 Agram 集团成员。Agram 集

团是东南欧较大的企业之一，拥有可观的投

资潜力。该集团业务范围包括保险、银行、

租赁和医疗保健领域。
● 2019 年保费总额 68450802 波黑马克（排名

第 1），赔付金额 27294303 波黑马克（排名

第 2）。

网址：https://www.adriatic.ba

（1）人寿保险和风险人寿保险；

（2）火灾和自然损害保险，及其他财产

保险，提供家庭保险套餐；

（3）车辆保险；

（4）自愿医疗保险；

（5）旅游健康保险；

（6）其他类型，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运输货物保险、责任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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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相关介绍 主要产品

优尼卡保险

UNIQA osig-

uranje（萨

拉热窝）

● 1997 年成立，是奥地利 UNIQA 集团成员。
● 2019 年保费总额为 63333054 波黑马克（排

名第 3），赔付金额为 26659311 波黑马克（排

名第 3）。

网址：https://www.uniqa.ba

（1）旅游保险；

（2）公寓和房屋保险；

（3）健康保险；

（4）人寿保险，儿童保险；

（5）事故保险等；

（6）车辆保险，道路救援保险。

萨拉热窝保

险 Saraje-

vo-osiguranje

（萨拉热窝）

● 1945 年成立国家保险协会（DOZ），1967

年转型为独立保险公司，1974 年转变为萨拉

热窝财产和个人保险协会（ZOIL），1990

年发展为股份制公司。如今该公司以私有制

为主，其国有资本的 45.48% 在售。①

● 该公司是波黑规模最大的保险公司，设有 8

个分支机构和 70 个营业点。2020 年处理的

损失超过 3 千万波黑马克。
● 2019 年保费总额为 67295992 波黑马克（排

名第 2），赔付金额为 31777366 波黑马克（排

名第 1）。

网址：https://www.sarajevoosiguranje.ba

（1）人身保险；

（2）旅游健康险；

（3）道路车辆保险；

（4）航空保险；

（5）运输货物保险；

（6）财产保险；

（7）机动车责任保险；

（8）航空民事责任保险；

（9）一般民事责任保险；

（10）信用保险；

（11）各种经济损失保险；

（12）人寿保险。

Euroherc 保

险 Euroherc 

osiguranje（萨

拉热窝）

● 1992 年成立，是 Agram 集团成员。设有 6

个分支机构和 100 多个销售点，覆盖波黑全

境。
● 2019 年保费总额为 62084184 波黑马克（排

名第 4），赔付金额为 24707836 波黑马克（排

名第 5）。

网址：https://www.euroherc.ba

仅提供非人寿保险，包括：

（1）人身保险；

（2）财产保险；

（3）汽车责任保险；

（4）综合保险；

（5）旅行健康保险；

（6）运输保险；

（7）责任保险。

                                          

①  萨拉热窝保险公司 . https://www.sarajevoosiguranje.ba.

续	 	 表

1.4 监管机构

波黑金融监管机构分为国家层面与实体

层面，两实体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均

有各自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金融领域监管

机构主要职能及联系方式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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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波黑不同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及职能一览表

银行业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波黑中央银行

（CBBH）

除一般银行职能外，还负责颁发银行执照，监督波

黑实体银行机构的活动。机构的负责人与中央银行

的代表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这些机构每月向中央银

行提交关于其活动和其管辖下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

的报告。

网址：https://www.cbbh.ba

电话：+387-33-278100

邮箱：contact@cbbh.ba

地址：25 Maršala Tita Street, 

           71000, Sarajevo

塞族共和国银行

机构（ABRS）①

塞族共和国银行机构主要职能包括：

（1）规范和监督银行系统（银行系统由银行、小

额信贷组织、储蓄和贷款组织以及该机构向

其颁发执照或批准）；

（2）重组银行；

（3）根据《塞族共和国银行机构法》实施维护银

行体系稳定性的活动与措施

网址：https://abrs.ba

电话：+387-51-227073

邮箱：office@abrs.ba

地址：Vladike Platona 1/A

           78000 Banja Luka

波黑联邦银行

局（FBA）②

波黑联邦银行局成立于 1996 年，是波黑联邦负责

银行监管的机构。主要职能包括：

（1）为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和租赁公司的设立、

经营和变动颁发许可证；

（2）就任命银行管理人员签发同意书；

（3）通过规范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和租赁公司工

作的章程；

（4）根据《银行法》、《小额信贷组织法》和《租

赁法》，撤销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和租赁公

司的营业执照等。

网址：https://fba.ba

电话：+387-72-1400

邮箱：agencija@fba.ba

地址：Zmaja od Bosne 47b 

          71000 Sarajevo

波黑银行协会

（UBBiH）③

波黑银行协会 2004 年 6 月 24 日在萨拉热窝成立，

后在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设立办事处。其职责

包括：

（1）负责国内金融市场准入及监管工作；

（2）根据波黑银行法，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

成立资产拍卖中心，推动强制性征收税费进

程，就银行保护问题确立最低标准制定法规；

（3）与监管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建立长期对话和

伙伴关系，以提高波黑经济的商业竞争力；

（4）提出、制定和监测银行和银行员工道德和专

业守则的执行情况。

该协会曾组织开展“反洗钱协调员”会议，与国际

金融公司和瑞士联邦合作举办中小企业和商业贷款

回收研讨会等。

网址：https://ubbih.ba

电话：+387-33-296501

传真：+387-33-296509

地址：Fra Anđela Zvizdovića 1/

           X 71000 Sarajevo

                                          

①  塞族共和国银行机构 . https://abrs.ba.

②  波黑联邦银行机构 . https://fba.ba.

③  波黑银行协会 . https://ubbi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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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业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塞族共和国证券委

员会（SECRS）①

1998 年 6 月成立，主要职能包括：

（1）通过关于塞族共和国证券市场运营的法规；

（2）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条件、发行方式和交易；

（3）对证券市场投资基金、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

他参与者进行许可和监督；

（4）监控证券交易中普通交易和公平竞争规则的遵

守情况；

（5）确保证券市场的有效运作和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

（6）规定向投资者和公众强制披露的要素；

（7）暂停特定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并在交易过程中

发生操纵时开展其他活动。

网址：http://www.secrs.gov.ba

电话：+387-51-218356

邮箱：kontakt@secrs.gov.ba

地址：Vuka Karadžića 6, 78000, 

           Banja Luka

波黑联邦证券委

员会（SCFBIH）

波黑联邦证券委员会的权力由《证券法》《证券委

员会法》《证券登记法》《基金管理公司法》和《投

资基金法》以及《商业公司法》赋予。其权力包括：

（1）规范证券发行的条件和方法，以及证券交易的

条件和规则；

（2）执行向投资者和公众披露证券交易参与者业务

运作的标准、公司治理标准和保护投资者权利

的标准的义务，并执行关于证券发行和交易、

控制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处、专业中介、开

户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基金运营的法律

和其他法规的义务；

（3）根据法律和其他法规，由委员会授权采取措施；

（4）根据法律和其他法规执行其他活动和任务。

网址：http://www.komvp.gov.

           ba/site

电话：+387-33-203844

邮箱：info@komvp.gov.ba

地址：Ćemaluša br.9/II Sarajevo

保险业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波黑保险局

（AZOBiH）②

该机构的职责包括：

（1）确保各实体之间统一适用保险法，塞族共和国

和波黑联邦的保险监督机构之间不受阻碍地进

行有效合作，并确保实体法律在公平和统一的

基础上得到适用和解释；

网址：http://www.azobih.gov.ba

电话：+387-33-554795

邮箱：info@azobih.gov.ba

地址：Dubrovačka 6/II 71000 

           Sarajevo

                                          

①  塞族共和国证券委员会 . http://www.secrs.gov.ba.

②  波黑保险局 . http://www.azobih.gov.ba.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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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2）确保各实体现行的保险立法完全统一，以保障

两实体和布尔奇科特区的所有保险公司享有平

等待遇，并确保对保险承包商和波黑国内第三

方索赔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3）推动波黑关于保险的立法与欧盟立法保持一

致；

（4）在国际上从事保险业务的组织中协调代表前往

波黑的工作，并与他们持续开展合作；

（5）继续与实体监管保险机构和布尔奇科特区合

作，解决波黑实体和布尔奇科特区两级保险

监管机构关于保险立法统一解释和适用的争

议，出具书面决定和意见，确保保险立法统

一适用；

（6）提供及备存整个波黑保险市场的资料。

塞族共和国保险

局（AZORS）①

2006 年根据《塞族共和国保险公司法》成立，是塞

族共和国独立非营利机构，总部位于巴尼亚卢卡。

该机构具有监管和监督职能，旨在保护参保人获得

保险赔偿享受相应福利。该机构运作的基本原则是：

经济高效的监管和监督方法，客观公正地实施监

督，监督程序的标准化，活动的透明化。

网址：http://www.azors.rs.ba

电话：+387-51-228910

邮箱：kabinet@azors.rs.ba

地址：Bana Milosavljevića 8/II 

           78000 Banjaluka

波黑联邦保险监督

局（NADOS）②

该机构的管理和行

政由监督机构的行

政机构——主任和

专家委员会负责。

独立的非营利机构（法人实体），在私营保险领域

具有监管和监督职能，以保护投保人和保险公司。

主要职责包括：

（1）向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

（2）对保险公司的行为发表意见，监督投资、保

险资金的保管和处置，对保险公司经营保险

业务采取相关措施；

（3）保险资产的维护和处置，采取与保险公司管

理有关的措施；

（4）规定获得和撤销注册精算师职称的条件，通

过实施条例、其他一般性法案（条例、指令、

命令和决定）和个人行为（解决方案和结论）

并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所有其他措施来实现其

监督和监管目标。

网址：http://nados.ba

电话：+387-33-610897

邮箱：nados@nados.ba

地址：Kolodvorska 12, 71000 

           Sarajevo

                                          

①  塞族共和国保险局 . http://www.azors.rs.ba.

②  波黑联邦保险监督局 . http://nados.ba/bs/o-nama.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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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汇相关规定

当地货币

波黑国家货币为“波黑可兑换马克”（以下

简称“波黑马克”），符号“KM”，国际代码“BAM”。

1可兑换马克兑换100芬尼（F）。波黑马克与欧

元挂钩，官方汇率固定为1波黑马克兑换0.511292

欧元（1欧元兑换1.955830波黑马克）。

该货币由波黑中央银行发行，于 1998 年

6月 22日开始投入市场流通，可以自由兑换。

货币形式分为纸币和硬币，目前流通的纸币

面值有 200 波黑马克、100 波黑马克、50 波

黑马克、20 波黑马克、10 波黑马克；②硬币

                                          

①  波黑联邦保险协会 . http://udofbih.ba.

②  波黑央行 . https://cbbh.ba.

③  同②。

面值有5波黑马克、2波黑马克、1波黑马克、

50 芬尼、20 芬尼、10 芬尼、5芬尼。③

外汇管制

波黑外汇管制较为宽松。根据《波黑中央

银行法》，除非中央银行批准应履行相关国际

条约或法律义务，否则中央银行或任何其他相

关机构均不得对国际交易施加付款限制。在塞

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外汇业务法》都规定

了外汇业务。这些法律对国内和国外的自然实

体和法律实体给予同等待遇。

保险业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联系方式

波黑联邦保

险公司协会

（UDOFBiH）①

协会成立于 2006 年，由 11 家保险公司和 1 家再保

险公司组成，并在波黑联邦司法处注册，协会所在

地为萨拉热窝。该协会的活动内容包括：

（1）研究并监测保险发展状况和该领域的当前

问题；

（2）通过组织研讨会、咨询、课程、培训等，为

与会者提供专业培训和援助；

（3）启动保险领域法律法规的变更和修订，并酌

情获得法律和从属法规的真实解释，并有权

在所有类型的诉讼中采取其他法律行动；

（4）收集记录协会成员共同关注的各类数据；

（5）与国内外类似协会、其他机构和组织合作等。

网址：http://udofbih.ba

电话：+387-33-207881

邮箱：udofbih@udofbih.ba

地址：Kolodvorska 12, 71000 

           Sarajevo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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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隐私盾（欧盟—美国和瑞士—美国隐私保护框架）.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

波黑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依法不

受限制地公开进行本国货币和外币交易。外

汇和支付系统对与国际流动和资本交易有关

的付款和转账均没有限制（无行政管理或限

制）。在商业银行，国内外的个人或企业均

不受本国货币或任何外币开立账户限制，可

将波黑马克兑换为任何外币。①

在波黑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波黑境内

的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进出口结算、企

业经营和投资。企业经营或收益所得外汇、

个人合法税后所得外汇通过银行账户汇出境

外无限制，且无须纳税但要按比例向银行缴

纳汇款手续费。目前波黑规定允许个人携带

出境的外币、可兑换马克及支票为1万欧元，

但超过 2500 欧元必须向海关申报。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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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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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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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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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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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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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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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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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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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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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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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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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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 3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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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

盛国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

购三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功收

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83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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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黑中小企业贷款需求评估报告 . https://www.eib.org.

②  世界银行 . https://data.worldbank.org.

2.2 在波黑融资

波黑的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较多，但暂

未设立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企业较难获取

股权融资。近年来租赁市场也大幅萎缩，因

此在波黑境内融资一般通过银行。①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是波黑企业在资金流动性较差

时的主要融资渠道。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波黑银行贷款利率近 10 年呈现逐年下降态

势，2020 年贷款平均利率为 3.072%。②

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在融资方面享受同

等待遇。在波黑银行贷款需签订贷款协议，

规定借贷双方义务关系。且法人单位只能通

过交易账户进行非现金贷款。企业向银行申

贷的基本要求包括在当地依法注册的公司证

明、企业资质和信誉证明、近 5 年来的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不动资产及投资性质和规

模等。

波黑两个实体的开发银行属于政策性信

贷银行，对企业贷款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塞

族共和国投资开发银行的融资条件为例，企

业贷款金额 3 万 ~500 万波黑马克，还贷期

15 年以上，宽限期 18 个月，基本利率设定为

6.03%（根据不同项目、企业类别及申贷条件

等，执行不等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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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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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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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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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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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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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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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表 4-8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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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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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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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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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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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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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第二次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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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 9 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 http://www.china-ce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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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 Boulevard de la Petrusse, 
         L-2320, 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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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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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国家开

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农的

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棉花 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产能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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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源、

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各个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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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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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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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

展改革委）

核准（国家发

展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

展改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

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
展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
展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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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

一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

部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

程》，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

按照“凡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

对外投资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

合规建设、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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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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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波黑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劳动法相关规定

《劳动法》是波黑劳工雇佣领域最重要的

法律，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终止、

劳动合同类型、劳动合同内容、外国人就业、

工作时间、加班、假期等。

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

式订立。用人单位未以书面形式与劳动者订

立劳动合同，或者在开始工作 15 日内未对订

立的劳动合同作出书面确认的，则视为与劳

动者订立无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在

一年内证明其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经

主管机构确认，年满 15 岁且具有一般健康能

力的人可以签订就业合同。

劳动试用期。可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

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不得超过 3 个月。已约

定试用期的，解雇通知期不少于 7日。

劳动合同类型。波黑劳动合同包含无限

期合同和定期合同两种类型。

（1）无期限合同：不包含工期的劳动合

同应视为无期限劳动合同。

（2）定期合同：签订的定期劳动合同不

得超过 3年。

下列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与雇员签订定

期雇佣合同：季节性工作；更换暂时缺席的

员工；参与特定项目；工作量的临时增加。

劳动者明示或者默示与同一用人单位续

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与同一用人单位

连续 3 年以上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互

之间没有中断的，这种合同应视为无期限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内容。劳动合同应当具体包括以

下内容：（1）用人单位名称及所在地；（2）雇

员的姓名、住所；（3）劳动合同期限；（4）就

业开始日期；（5）就业地点；（6）受雇的工作

岗位及简要的工作描述；（7）工作时间；（8）薪 

金、涨薪、福利及支付期限；（9）年假

期限；（10）用人单位共同遵守的解雇通

知期限；（11）与雇佣条件有关的其他信息。

职工出国工作的，应当在职工出国前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除以上劳动合同内容外，

还应包含以下信息：在国外工作的时间；雇

员在国外工作期间有权使用的现金和实物；

支付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币种；回国条件。

兼职工作也应签订劳动合同。已签订兼

职工作合同的雇员为完成其全部工作，可以

签订多个此类合同。兼职员工应享有全职员

工一样的权利，但根据集体协议、规则手册

或雇佣合同中规定取决于工作时间的权利（工

资、津贴等）除外。

外国人就业。根据《劳动法》规定，雇

主可自由雇佣外籍劳动者。根据《外国人居

留与就业法》，持 D 类签证的外国人可在波

黑短期居留，短期居留时间最长为 1 年，期

满可申请延期，在波黑连续工作 5 年可申请

永久居留证。

劳动时间、加班及假期。波黑对于劳动

时间与假期的规定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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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波黑对于劳动时间及加班的规定①

工作时间及假期 具体规定

常规工作
雇员每周的全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0 小时，可分为 5 或 6 个工作日。在波黑联邦，未

成年人的全职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周 35 小时。

加班

（1）正常情况下每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2）在发生重大突发事项（火灾、地震、洪水）或工作量突然增加，以及在其他类似

的紧急情况下，雇员有义务应雇主的要求加班，每周最多加班 10 小时。

（3）员工连续加班超过 3 周，或一年加班超过 10 周者，雇主应向实体劳动检查主管部

门报告。

（4）未成年员工不允许加班。

（5）孕妇、母亲、父母（其子女不超过 3 岁）、单亲父母或养父母（其子女不超过六岁）

如果提供自愿同意加班的书面声明，可以加班。

（6）塞族共和国规定，以下群体在加班期间有权加薪 25%：孕妇；有 3 岁或以下孩子

的母亲；有 6 岁或以下孩子的单亲父母。

（7）加班工资的增加不得低于正常工作时间相同工时工资的 30%。

夜班

（1）晚上 22 时至次日早上 6 时之间的工作以及 22 时至 5 时之间的工作应被视为夜间

工作。

（2）如果安排轮班工作，则应确保轮班时间表，以便雇员连续夜间工作时间不超过一

周的时间。

（3）禁止女性从事工厂夜间工作（本条不适用于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妇女和受雇于

卫生或社会保健服务机构的妇女，以及仅雇用其家庭成员的雇主）。

（4）限制未成年员工的夜班工作。对于在工厂就业的未成年人，晚上 19 时至次日早上

7 时之间工作视为夜班；对于不在工厂就业的未成年人，在晚上 20 时至次日早上

6 时之间工作视为夜班。

休息

（1）全职员工有权每天休息 30 分钟。在塞族共和国，休息时间被计入工作时间，而在

波黑联邦则不计入。

（2）工人的每日最低休息时间为连续两个工作日之间至少连续 12 小时。对于农业和季

节性工人，可能会减少到 10 小时。

年假

（1）在塞族共和国，雇员有权享受至少 20 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未成年雇员有权享受

至少 24 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从事无论采取何种安全措施都无法保护其免受有害

因素影响工作的雇员，应有权享受至少 30 个工作日的年假。

（2）波黑联邦规定，雇员有权享受至少 20 个工作日的带薪年假，但不得超过 30 个工

作日。

（3）工人在连续工作 6 个月后获得年假权利，没有连续工作 6 个月的工人，每完成一

个月的工作，都有权享受至少 1 天的假期。

                                          

①  《波黑联邦劳动法》. http://www.fipa.gov.ba；《塞族共和国劳动法》. https://advokat-prnjavor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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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及假期 具体规定

病假

（1）在因疾病或受伤或健康保险法规定的其他原因暂时无法工作期间，工人有权获得

工资报酬。

（2）在塞族共和国，因工伤或疾病造成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报酬为该劳动者上一

期平均工资或该劳动者在职时应得工资的 100%。如果暂时无法工作是由疾病或受

伤（与工作无关）造成的，则报酬应至少为工人在工作时净工资的 70%，但不得

超过 90%。

（3）在波黑联邦，病假期间的工资补偿（至少）为工人生病前一个月支付给工人工资

的 80%。此外，由于工伤、与怀孕或出生有关的疾病或器官移植，工资补偿相当

于病假期间工资的 100%。

产假

● 在波黑：

（1）在怀孕、分娩和照顾婴儿期间，妇女有权享受一年不间断的产假；

（2）妇女可在预产期前 28 天开始休产假；

（3）妇女可以休较短时间的产假，但分娩后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42 天；

（4）在母亲死亡、母亲遗弃婴儿或因其他正当理由不能休产假的情况下，子女的父亲

也可行使第（1）条的权利；

（5）产假结束后，婴儿一岁前的妇女有权工作全日制工作时间的一半，生育双胞胎则

可选择最少工作三小时，直到婴儿年满两岁。如果妇女在此期间全工时工作，上

述权利也可由子女的父亲行使；

（6）婴儿满一岁后，如果根据主管卫生机构的调查结果，婴儿需要加强护理，父母之

一应有权在婴儿满 3 岁之前选择全职工作一半的工作时间；

（7）在产假后全职工作的哺乳婴儿的妇女，有权每天两次缺勤哺乳婴儿，直至婴儿满

一岁；

（8）如果妇女生下死胎或孩子在产假期满前死亡，有权在必要的时间内延长产假，同

时自婴儿分娩或死亡之日起不少于 45 天内有权享有产假的所有权利。
● 在塞族共和国：

（1）在怀孕、分娩和照料婴儿期间，妇女有权在一年内不间断地休产假。如果生育双

胞胎、第三胎或每增加一胎，妇女有权在 18 个月内不间断地休产假；

（2）妇女可在预产期前 28 天开始休产假；

（3）妇女可提前结束产假，但不得在分娩后 60 天内开始工作；

（4）如果妇女在产假结束之前开始工作，她有权在工作时间内增加 60 分钟的休息时间，

以便给孩子哺乳；

（5）如果妇女产下死胎，或其子女在产假结束前死亡，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使妇女从

心理危机中恢复过来，妇女就有权休产假，但休假时间不得超过分娩后 45 天；

（6）如果子女的母亲已死亡或遗弃该子女，或因其他正当理由无法照顾其子女，该子女的

在职父亲或养父母，或主管社会保障办公室委托的其他人，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休假；

（7）在产假结束时，如果经主管医生确定子女需要特殊照顾，子女两岁以下的工作父

母一方有权缩短一半的工作时间；

（8）如果儿童的父母已经死亡或遗弃儿童，或者身份不明，或者由于其他正当理由而

无法照料儿童，儿童的养父母或主管社会保障办公室委托的人有权在规定的期限

内缩短一半的工作时间。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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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

波黑的社会保险包括孕产保险、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五类。

以下具体介绍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

塞族共和国的社会保险金仅由雇员缴

纳，缴纳金额为其总工资的 32.8%。波黑联邦

的社会保险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

缴纳的份额为雇员总工资的 10.5%，雇员缴纳

的份额为其总工资的 31%。在布尔奇科特区，

雇主仅需要为参与波黑联邦养老金计划的员

工缴纳养老保险，金额为员工工资的 6%。两

实体社会保险缴纳比例见表 5-5 和表 5-6。

表 5-5　塞族共和国社会保险金雇员缴纳比例

社会保险金 雇员缴纳比例费率（%）

养老保险 18.5

医疗保险 12

失业保险 0.6

儿童保障 1.7

表 5-6　波黑联邦社会保险金雇主、
雇员缴纳比例

社会保险金
雇主缴纳

比例费率（%）
雇员缴纳

比例费率（%）

养老保险 6 23

医疗保险 4 16.5

失业保险 0.5 2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包括基本医疗（强制

性）保险和附加医疗（选择性）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包括实物福利（如医疗）和财务保障

（如病假工资）。也可以申请私人医疗保险，

但费用和福利取决于工人签署的保险协议。

养老保险。波黑养老保险制度单一，劳

动者可选择自愿参加养老保险。在塞族共和

国，如工人已经足额缴纳了 15 年的养老保险

费，则 65 岁及以上的公民可领取养老金；或

者如公民已经缴纳了 40 年（女性为 35 年）

的保险费，则可在 60 岁时（女性为 58 岁）

领取养老保险。在波黑联邦，65 岁及以上的

公民可领取养老保险的要求与塞族共和国相

同；劳动者在缴纳 40 年保险费（全额退休）

后，可按养老保险相关规定在任何年龄退休。

失业保险。在塞族共和国，所有在失业

前的最后 12 个月内至少连续 8 个月，或失业

前的最后 18 个月内至少 12 个月缴纳失业保

险金的人，都有权享受货币福利、医疗保险、

退休金及伤残保险（失业津贴）；失业救济

金金额在失业前的最后 3 个月内占工人平均

净工资的 35% 至 40% 不等，这取决于工人的

投保年限。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取决于投保年

限，可以在 1 至 12 个月之间。在波黑联邦，

失业人员在终止就业时，已连续工作至少 8

个月或在过去 18 个月中断工作 8 个月，并缴

纳失业保险金的公民，有权领取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一般为失业前 3 个月平均净工资的

40%，具体数额取决于该地区以及公民参保的

月数或年数。付款期限取决于投保的月数或

年数，一般为 3至 24 个月。①

                                          

①  CMS 律师事务所《波黑联邦劳动法》. https://cm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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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会计制度

法律主体有责任按照会计法、国际会计

准则规定保存财务账簿，编制和提交会计报

表。会计报表必须真实、准确地反映资源余

额、其他来源的负债以及法律主体的经营成

果。法律主体每半年和每年均需提交会计报

表。半年度余额表必须在当年 7 月底之前上

交，而年度余额表必须在次年 2 月底之前提

交。年度和半年度财务报表均应当包含资产

负债表和损益表。①

税务

波黑不同实体的纳税流程见表 5-7。②

                                          

①  波黑外国投资局 . http://www.fipa.gov.ba.

②  普华永道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表 5-7　不同实体纳税流程

波黑联邦 塞族共和国 布尔奇科特区

纳税申报表

纳税人有义务在次年 3 月 31 日之

前向税务机关授权的分支机构提交

完整的纳税申报表（声明）以及税

款余额，年度经营业绩的报送截止

日期为次年的 2 月 28 日。

塞族共和国纳税申报表

应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90 天内提交，如果是自

然年，则不迟于的当年 3

月 31 日。

纳税申报表应在纳税年度

结束后的 90 天内提交，如

果是自然年，则不迟于当

年 3 月 31 日。

缴税

纳税人应根据最终纳税申报表缴纳

波黑联邦企业所得税。每月必须支

付上个月的税款（在当月的最后一

天之前）。

纳税人应根据最终纳税

申报表缴纳塞族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每月必须

支付上个月的税款（在

当月的 10 日之前）。

纳税人应根据最终纳税申

报表缴纳布尔奇科特区企

业所得税。每月必须支付

上个月的税款（在当月的

10 日之前）。

税务审

计流程

税收制度一般以自我评估为基础；然而，许多大中型企业正在接受税务机关和间接税务机

关的持续审计，审计可能包括企业应缴纳的整个税款清单。收入较低的小型企业通常会随

机接受审计。

诉讼时效 5 年

关注重点

税务机关越来越重视纳税人与关联方在转让定价和一般费用扣除方面的交易。此外，布尔

奇科特区当局会严审该地区运营的银行分支机构的开支分配，通常会减少或不允许此类分

支机构使用总部分配的费用，通常会减少或不允许总部的费用分配。

税务评估与稽查

波黑在国家层级征收的间接税由波黑间

接税管理局（Indirect  Taxation  Authority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负责，其他税

务由各实体负责。其中波黑联邦税务主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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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波黑联邦财政部下属波黑联邦税务管理

局（Government  of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塞族共和国税务主管

机构为塞族共和国财政部下属塞族共和国

税务管理局（Tax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rpska）。

《波黑联邦税务法》第 64 条规定了稽查

事项，税务局工作人员有权直接前往企业现

场检查税务情况，有权传唤纳税人并要求其

提供相关文件信息，税务局工作人员应于 8

个工作日内向纳税人提交调查记录，纳税人

如有异议，可于收到记录 5 个工作日内提交

申诉，如确认纳税人存在违规行为，稽查人

员将有权责令其支付额外税费。《塞族共和

国税务法》第十章关于税务稽查内容与波黑

联邦的内容大体一致。

避税处罚

对于在波黑的税务违规行为，主管机构

将同时对公司和违规董事进行惩罚。

在塞族共和国，对公司避税及董事避税

的处罚均为公司避税额的 10%。在波黑联邦，

对逃避所得税、逃避转让定价或不遵守纳税

申报规则的处罚在 1500 欧元至 50000 欧元，

对相关公司董事的处罚为 1250 欧元至 5000

欧元。在布尔奇科特区，对公司的罚款为所

避税额的 10%，而对董事的罚款为 100 欧元至

1000 欧元。

未提交转让定价文件的纳税人也会受到

处罚。在波黑联邦，对违规的法人实体的处

罚为 3000 波黑马克至 100000 波黑马克，对

相关负责人的罚款为 2500 波黑马克至 10000

波黑马克。在塞族共和国，对实体的罚款范

围为 20000 波黑马克至 60000 波黑马克，对

相关责任人的罚款范围为 5000 波黑马克至

15000 波黑马克。

2.3 知识产权保护

波黑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波黑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包括《专利法》

《商标法》《工业设计法》《地理原产地标志

保护法》《集成电路拓扑保护法》《版权与相关

权利法》《版权与相关权利集体管理法》等。①

波黑于 1992 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在 WIPO 管理下对波黑生效的条约

见表 5-8。②

表 5-8　WIPO管理下对波黑生效的条约

序号 条约名称 生效时间

1 《行政收费法》 2002

2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设立法》 2004

3
《关于实施波黑海关政

策法条例的决定》
2004

4 《商标授予程序规定》 2010

5 《专利授予程序规定》 2010

                                          

①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 . http://www.ipr.gov.ba.

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https://wipolex.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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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约名称 生效时间

6 《原产地标志保护法》 2010

7 《版权与相关权法》 2010

8 《商标法》 2011

9 《集成电路保护法》 2011

10 《专利法》 2011

11 《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2013

知识产权主管部门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国家知识产权的

主管部门，直属于波黑部长会议，其前身为

波黑标准、计量和知识产权研究所（BASMP）。

自2007年起，该研究所负责知识产权的管理，

并作为独立的国家机构履行职责。研究所内

设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版权及相关权利委

员会、知识产权使用者发展委员会和知识产

权保护委员会。①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

邮箱    mostar@ipr.gov.ba

电话    +387-36-334382

传真    +387-36-318420

专利

波黑对专利授予固定年限的保护期，有

效期一般为 20 年，经双方协商一致的专利有

效期也可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②

专利申请的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1）专利授权申请表，③注明请求专利授

权、反映其本质的发明名称、申请人信息和

发明人信息。

（2）详细而清晰的发明描述，具体见表

5-9。

表 5-9　发明描述的具体内容

序号 内容

1 本发明涉及的技术领域（注明 IPC 编号）

2 寻求专利保护解决的技术问题

3 介绍和分析已知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4
陈述发明的实质（以便理解技术方案；说明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状态的技术新颖性）

5 对图纸的简要说明（如有）

6
本发明的至少一个案例的详细描述，给出案

例的示例并参考附图（如有）

7 本发明的应用方法

（3）专利权利要求书（仅通过技术特征

定义发明）。

（4）图纸。

（5）摘要（对本发明实质的简要说明）。

                                          

①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 . http://www.ipr.gov.ba.

②  同①。

③  专利授权申请表 . http://www.ipr.gov.ba.

续	 	 表



  10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波黑（2021）

（6）申请费支付证明（包括在“波黑政

府公报”上公布所需的费用和两年的维护费）：

● 个人和法律实体需支付 250 波黑马克手

续费，海关税 10 波黑马克；

● 专利申请者同时也是发明者的自然人

可享受 50% 的申请费折扣，需支付 125 波黑

马克手续费，5波黑马克海关税；

● 波黑境内注册的创新者协会成员可享

受 90% 的折扣（必须附上会员证），需支付

25 马克手续费及 1马克海关税。

（7）由代理人协助申请的，须提交代理

人授权委托书。①

                                          

①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 . http://www.ipr.gov.ba.

②  同①。

● 专利申请保护程序在研究所提交专利授予申请后方能启动。申请者有必要提供完

整的专利授权请求、相关文件和所涉费用的支付证明。申请书以书面形式直接提交或通

过邮寄方式提交，也可通过传真或官方电子邮箱提交。每项发明应提交单独的申请。

● 申请表在计算机上以波黑的一种官方语言填写，一式两份。该表格的一份由研究

所保留，另一份加盖日期印章，注明输入的专利申请号、来函编号和公章，作为申请日

期一致的证明。

● 随文件一起提供的材料有：（1）发明人的声明；（2）委托代理人委托书；（3）多

个申请人的联合代表声明。

特别提示

专利授权流程。波黑专利申请与授权的

流程有如下几个关键步骤②（见图 5-1）。

商标

注册商标持有人或者商标授权申请人可

以是本国或者外国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外国

自然人和法人在波黑商标保护方面享有与波

黑本国申请者相同的权利，但前提是符合波

黑加入或批准的国际条约或公约的规定。

波黑商标保护期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可

以无限次申请延期，每次可延长 10 年，但需

支付相关费用并及时提交申请。商标领域相

关立法包括《商标法》《关于商标认定程序

的规则手册》等。

商标认定流程有以下关键步骤。

（1）向知识产权研究所提交申请；

（2）该研究所对申请进行审查；

（3）通过该研究所官方公报公示商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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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波黑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关键步骤

（4）颁发商标证书，并作出在该研究所

注册商标的决定；

（5）在该研究所官方公报上公示注册

商标。①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数据保护主管部门

波黑个人数据保护局（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gency  in  Bosnia  and  Herze-

govina，PDPA）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总

部位于萨拉热窝。根据《波黑个人数据保护

法》，②PDPA 有权监督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执

行，可以对不遵守该法的行为处以最高 10 万

                                          

①  波黑知识产权研究所 . http://www.ipr.gov.ba.

②  波黑个人数据保护局 . http://www.azlp.ba.

③  CMS 律师事务所 . https://cms.law.

④  《波黑个人数据保护法》. http://www.azlp.ba.

波黑马克（约 50000 欧元）的罚款。未经授

权而收集、处理和分享个人资料可能会被刑

事检控，并可能导致刑事罚款或监禁。③

波黑个人数据保护局

网址    http://www.azlp.ba/Language.aspx

邮箱    azlpinfo@azlp.ba

电话    +387-33-726250

传真    +387-33-726251

数据保护有关法律法规

波黑数据保护领域的法律有《波黑个人

数据保护法》④和相关附则，其中《关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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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维护和特殊技术安全措施的规则手册》①

规定尤为明确。《波黑个人数据保护法》涵

盖对波黑境内所有公共机构以及自然人和法

人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保护。同时该范围不包

含自然人出于私人目的处理的个人数据。

波黑立法与欧盟立法保持一致，认可欧

盟数据保护方面的法规，如《一般数据保护

条例》。②

数据主体的权利

数据收集通知。在开始数据收集之前，

数据控制方应通知数据主体以下事项：（1）数

据处理的目的；（2）控制方、接收机构或向其

提供数据的第三方；（3）关于提交数据进行

处理的法律义务；（4）数据主体拒绝履行义

务的后果；（5）数据主体有权拒绝提交个人

数据；（6）个人数据的获取是否基于自愿；

（7）是否存在查阅和更正与之相关的数据的

权利。

个人数据来源。如控制方未能从数据主

体处取得个人数据，则其有义务立即通知数

据主体提交个人资料。

查阅个人数据的权利。数据控制方应告

知数据主体数据控制方或数据处理者对其数

据处理的方法、处理的目的、处理的法律依

据和持续时间、数据是否从数据主体或第三

方获得访问个人数据的权利，以及数据接收

方及接收目的。但在下列情况下，控制方无

义务就个人数据的处理发出通知：（1）仅为

统计、科学研究或存档用途处理个人数据；

（2）控制方处理数据的义务源自法律，或者

此类数据是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所必

需的；（3）法律规定，控制人没有义务提供

通知的情况；（4）专门处理已公布的个人数据；

（5）在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个人数据。

提交信息的方法。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

数据控制方有义务根据数据主体的书面请求，

每年一次免费向数据主体提交与其个人数据

处理相关的信息。否则，应随时提供此信息，

并收取不超过提供信息所需的成本的适当费

用。数据控制方有义务在提交请求之日起 30

天内以书面和可理解的形式提交此信息。

拒绝请求。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数据

控制方不得拒绝向数据主体提供信息。若法

律规定可以拒绝提供，数据控制方应说明拒

绝获取所请求信息的原因。另外数据控制方

应向个人数据保护局提交关于数据主体被拒

绝请求的年度报告。

数据的更正和删除。所有数据的更正和

删除都会通知数据主体和其他因处理目的而

传输数据的人。考虑到处理的目的，此类信

息可能会被保留，前提是数据主体的合法利

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例外情况。如果可能对波黑境内以下类

别的合法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数据控制方没有

义务提供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信息或提供对个

人数据的访问途径：（1）国家安全；（2）防

卫；（3）公共安全；（4）预防、调查、侦查

                                          

①  《关于个人数据维护和特殊技术安全措施的规则手册》. http://www.azlp.ba.

②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https://eur-lex.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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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和起诉犯罪人，以及违反职业道德

规则；（5）经济和金融利益，包括货币、预

算和税收问题；（6）检查和其他控制职责；

（7）保护数据主体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提出申诉。当数据主体确定或怀疑控制

者或数据处理者侵犯了其权利时，可向机构

提出申诉，以保护其权利，并提出如下要求：

（1）控制方或处理者不得采取此类行动，并

纠正这些行动造成的不良后果；（2）控制方

或处理者记录或补充个人数据，以确保其真

实准确；（3）个人数据被封存或销毁。管理

局应根据数据主体的请求发布决定，该决定

应告知投诉人和控制方。不允许对个人数据

保护局的决定提出上诉，但可以向波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豁免。如果个人数据保护局证明控制方

无法防止从事个人数据处理工作的人员侵犯

数据主体的权利，则可以免除数据控制方的

责任。此外，数据主体可以要求控制方或处

理者暂停违规行为，纠正非法造成的事实情

况，更正、补充、封锁或销毁个人数据。

损害赔偿责任。如果由于侵犯隐私权而

对数据主体造成重大或非重大损害，数据控

制方有义务对数据主体进行赔偿。在因损害

赔偿而发生争议时，数据主体应向其永久或

临时居住所在地的主管法院提起诉讼，或向

控制方所在地的主管法院提起诉讼。损害的

赔偿金额应由主管法院确定，除非双方就赔

偿金额达成一致。

损害赔偿责任豁免。如数据控制方可证

明其可以对损害事件不负责任，则可免除其

全部或部分损害的责任。因受害方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数据控制方不予

赔偿。

数据保护的原则

数据控制方和数据处理方（在其权限范

围内）对数据安全负责，并应采取技术和组

织措施，确定实施《个人数据保护法》和其

他与数据保护相关的法规所需的程序。

双方有义务在数据处理前后采取措施，

防止未经授权或意外访问更改、破坏或丢失

的数据以及其他形式的对数据的非法处理和

滥用。作为数据控制方的公共机构有义务根

据其权限发布旨在实施《个人数据保护法》

的条例。数据控制方和数据处理方（在其职

权范围内）有义务制定数据安全计划，确定

保障个人数据安全的技术并采取措施保障个

人数据安全。

数据的跨境传输

如果个人数据的转移条件有悖数据保护

原则，并且外国数据控制方遵守相同的数据

保护原则，则不得将个人数据从波黑转移到

国外的数据控制方或数据处理方，不论数据

的媒介或转移方式如何。在特殊情况下，如

果数据当事人表示同意，且为合同或法律要

求或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需，可将个人数据

转移到国外。

违规处罚

针对数据控制方不同的违规行为，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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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将对其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具体见表 5-10。①

表 5-10　波黑对数据控制方罚款数额的规定

不同罚款金额 具体违规情形

对 数 据 控 制 方 处 以 0.5

万 ~5 万波黑马克的罚款

（1）在未获数据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个人数据；

（2）即使在处理已作出同意的个人数据以供处理的过程中，未保留有关的同意

证明，也不能证明已取得同意；

（3）委托处理方处理个人数据，但没有签订处理数据要素的合约；

（4）数据处理器根据合同或法律行为开始处理，而该合同或法律行为没有将处

理器与控制器绑定；

（5）没有建立及备存规定的记录；

（6）未向个人数据保护局提交记录中的数据；

（7）在向 PDPA 提出申请前就收集个人数据；

（8）未经 PDPA 同意或在向 PDPA 提出要求后两个月内开始收集个人资料；

（9）未能在14天内向PDPA提交有关个人数据收集或已建立收集的申请的资料；

（10）没有就提供给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备存特别记录；

（11）为新闻目的、艺术和文学表达目的而处理个人数据，违反有关数据安全

和保密的规定；

（12）为统计、存档及科学用途而处理的个人数据不作匿名处理；

（13）在处理统计、档案和科学数据时，不保证达到规定的保护等级；

（14）未在开始收集数据前通知数据主体，除非他已被告知有关情况；

（15）未有将向数据主体提供个人数据的第三者通知该数据主体；

（16）没有告知数据主体其数据的处理情况；

（17）未应数据主体的书面要求，每年免费提交一次与处理其个人数据有关的

资料；

（18）未在提交请求之日起 30 天内以书面和可理解的形式提交信息；

（19）拒绝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索取数据的要求；

（20）未说明数据请求被拒绝的原因；

（21）未能就被拒绝的申请向 PDPA 提交年度报告；

（22）仅在自动处理个人数据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就上述行为对数据控制方负

责人处以 200 波黑马克至 5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对雇员应处以 100 波黑

马克至 1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

对 数 据 控 制 方 处 以 5

万 ~10 万波黑马克的罚

款

（1）非法处理某一特别类别的个人资料；

（2）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将个人数据转移到国外，且外国控制方没有遵守

对所有资料一致的数据保护原则。

上述情况下，对控制方责任人处以 1000 波黑马克至 15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对

控制方雇员应处以 500 波黑马克至 10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

                                          

①  《波黑个人数据保护法》. http://www.azlp.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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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贸易管制

贸易法规体系

波黑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见表 5-11。

表 5-11　波黑贸易管制相关法律①

序号 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法规）

1 《对外贸易法》 11 《波黑设立电力输送公司法》

2 《外国直接投资法》 12 《海关政策法及关税税则》

3 《波黑进出口法》 13 《自由贸易区法》

4 《公共采购法》 14 《波黑特许经营法》

5 《竞争法》 15 《波黑工业产权法》

6 《版权及其他相关权益法》 1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市场调控法》 17 《产品技术要求法》

8 《公共分配法》 18 《间接税体制法》

9 《间接税分配法》 19 《增值税法》

10 《公司注册法》 20 《外国人在波黑设立公司或代表处法》

                                          

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波黑（2020 年版）》. http://www.mofcom.gov.cn.

②  波黑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 . http://www.mvteo.gov.ba.

波黑对外经济和贸易主管部门是波黑对

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实际工作中主要负责

进口管理，该部门下设的行政单位包括波黑

兽医局、波黑植物健康保护管理局，以及波

黑农业、营养和农村发展款项缴纳协调统一

局，②波黑出口由外贸商会内设的波黑出口促

进局负责。波黑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对工业

生产和生活消费类商品的进出口均无限制，

也不受其他同等效力措施的限制。

商品进口有关规定

在波黑某些货物的进口会受到特殊管

制，无论其价值和数量如何，都需要波黑政

府的同意，最好在通过海关之前获得许可证，

以防止货物被扣留（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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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波黑进口限制以及禁止进口商品清单

项目 内容

进口限制商品

农业用抗寄生虫产品、动物和动物产品、书籍、小册子、印刷品、咖啡和咖啡样品、通

信设备、光盘、计算机软件、部件和部件、化妆品和厕纸、外交邮件、软盘、药物、处

方和毒药、电子设备、食品、水果、枪支、工业设备、珠宝、平面图或地图的平版印刷本、

机械零件、肉类和家禽产品、药品和专利药品、军事装备、测量仪器、乐器、麻醉品、

珍珠、宝石和金属、珠宝、植物和植物产品、零件、机械和电气、植物和植物产品、药品、

手机 / 调制解调器、印刷出版物、雷达设备、从事私人贸易所需的复制设备、橡胶制品、

血清和疫苗、种子、电信设备、电视和电视设备、烟草、餐具、战争物资、无线设备。

禁止进口商品①

动物和动物产品、武器和弹药及零件、堕胎采购物品、古董、石棉、金条和货币、支票

和收据、卷烟纸、契约、危险品和复合材料、炸药、人造葡萄酒和白兰地香精、枪支及

零件、带有波黑商标或仿制商标的外国产品、皮草、无机化学品、象牙、珠宝首饰、矿

物燃料、其他国家的军服、游戏机、玩具、有机化学品、医药产品、塑料及其制品、植物、

水果、坚果、谷物、种子和水果、色情作品、贵金属和宝石、铅含量超过 10% 的口哨和

勺子及食品容器、含硫酸的葡萄酒、酵母。

此外，对于手表类产品，经分析金属含

量后，允许进口由贵金属制成的完整手表的

表壳或外壳（已安装或未安装），不允许进

口含有不完整的手表外壳或零件的物品。

商品出口有关规定

波黑外贸商会设立波黑出口促进局（Th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xport Promotion 

Agency，BHEPA），作为波黑出口服务机构，

该局致力于在国际上推广该国的产品，协助

所有波黑企业努力发展和扩大出口市场，帮

助波黑公司在海外建立并发展品牌和形象。②

波黑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对出口产品无

特别限制。但需严格遵守与欧盟及东南欧等

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应用免税优惠

                                          

①  波黑进口限制 . https://www.countryaah.com.

②  波黑出口促进局 . https://www.komorabih.ba.

③  根据 VisaHQ 官网信息整理 . https://www.visahq.com.

待遇方面，使用外来原料在波黑加工后出口

到自贸区其他国家的产品要严格遵守产品原

产地规则。

波黑法律规定，以下品类需要填报出口申

报单（EDN）和办理出口许可证（见表5-13）：

袋鼠皮、鳄鱼皮、鸸鹋油、鱼油、船用油、煤

炭、石油基产品、烟草和烟草制品、任何酒精

（包括啤酒和白酒）。

严禁出口产品包括非法毒品、枪支、爆

炸物和弹药、刀具和致命武器、植物和植物

产品、古董和贵重艺术品、动物和宠物、假

币和假货、色情作品。③

进出口商品检验与检疫

波黑负责进出口食品和动物产品检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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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黑国家兽医局（KZV）. http://www.vet.gov.ba.

②  塞族共和国农林水管理部 . https://www.vladars.net.

③  Agri Exchange 农产品交易门户 .《波黑食品和农产品进口条例和标准报告—公平出口证书报告》. https://

agriexchange.apeda.gov.in.

④  欧盟官网 . https://portal.cor.europa.eu.

部门是外贸和经济关系部的国家兽医局。在波

黑，进口食品的各种证明必须由指定机构签

署。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符合《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IPPC），未经要求出口商不得使用其他

格式。①一些检疫证书需要特定的声明，例如

国家兽医局规定的传染病、激素使用、病原体

减少方法等。②国家兽医局负责核实进口活体

动物和某些动物源性产品的具体情况，这些需

符合国际兽疫局（OIE）的建议。③

表 5-13　波黑实体政府要求的出口证明汇总

产品类型 证书名称 证明内容 相关部门

所有食品

卫生健康证明书

（Health Certificate/Evidence 

of Sanitary Wholesomeness）

该食品可供人安全食用
塞族共和国监察局、

波黑联邦监察局

所有食品
质量证明书

（Certificate/Evidence of Quality）

产品质量的证明，如产

品成分、规格等

塞族共和国监察局、

波黑联邦监察局

所有活体动物和某些

动物产品

（活体动物、生动物

制品、动物饲料、精

液、兽药及废物）

动物检疫证书

（Veterinary Certificate）

取决于国家兽医局制定

的具体要求
国家兽医局

所有植物及植物产品
植物检疫证书

（Phytosanitary Certificate）

经检验，没有检疫性有

害生物，且符合进口国

的现行植物检疫法规

塞族共和国监察局、

波黑联邦监察局

2.6 环境保护

环保主管部门

波黑国家层面的环保主管部门是波黑对

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主要职责是确定政策

一般原则，在国际层面协调实体当局和机构

的活动。两个实体的环保管理部门分别为塞

族共和国空间规划、建设和生态部，以及波

黑联邦环境和旅游部。④

环保相关法规

波黑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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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 http://greenbr.org.cn.

细分领域法律，具体见表 5-14。①

塞族共和国空间规划、建设和生态部

网址    https://www.vladars.net

电话    +387-51-339592

邮箱    kabinetministra@mgr.vladars.net

地址
    Trg Republike Srpske 1, 78000 Banja 

               Luka

波黑联邦空间规划建设和生态部

网址    https://www.fmoit.gov.ba

电话    +387-33-726700

邮箱    fmoit@fmoit.gov.ba

地址
    Hamdije Čemerlića br. 2 71000

               Sarajevo

表 5-14　波黑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基本法
《环境保护法》《环境保

护基金法》

大气保护相关法律 《大气法》《大气保护法》

固废相关法律 《废弃物管理法》

噪声相关法律 《噪声管制法》

其它污染防治法律 《危险物品运输法》

水资源保护

波黑联邦管辖范围内的水保护活动由联

邦区域规划部及联邦环境和旅游部执行。为

保护水、海岸和水域，波黑也在相关部门内

设立了流域区联邦管理机构：多瑙河流域联

邦管理局、亚得里亚海流域联邦管理局。对

于水资源保护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废水排放。禁止将废水直接排放到地下

水中。依照《水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的方式和条件，允许污水间接排放、地下水

热排放和地下水热吸收，但禁止将废水排入

内陆地下水持续或者定期流入、流出的天然

湖泊、池塘、水源地或者天然水池，以及开

采或者使用天然矿物或其他类似用水而形成

的水池。禁止在内河和地下水经常或定期流

入流出的天然湖泊、池塘、水源地和其他天

然水池中使用被化学用品污染过的水源。

物质或物体的堆积或处理。禁止向水中

排放、埋设、处置因其形状、物理、化学或

生物特性或其他特性可能危及人类生命和健

康、水生和半水生生物、阻碍水流、危害水

体的物质、设施；禁止存放和转运棕褐色或

气态危险物质；禁止处置提取的或废弃的材

料或其他类似物质；禁止在水域和沿海土地

上处置废物。

危险物质的工厂建造、运输、转运和储

存。禁止在水上建造用于生产危险物品的厂

房或者装置。允许因港口和国家防卫的需要

建造工厂或装置。联邦部长可规定厂房和设

备的特殊条件。在陆地、河流和海洋上运输

和转运危险货物由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和海上

运输的特别条例加以管理，以便尽量排除或

减少不受控制的排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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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质量保护

波黑两实体均重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

违反规定破坏大气环境将根据严重程度处以

不同的罚款。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不同

惩罚措施见表 5-15 和表 5-16。

表 5-15　塞族共和国对于大气环境破坏的处罚规定

相关处罚 违规行为

1000 波黑马克至 10000 波

黑马克的罚款；并可对企

业主采取禁止从事某项活

动的保护措施，可对负责

人 执 行 30 天 至 6 个 月 的

监禁

（1）超过限制和（或）目标值空气中污染物的水平；

（2）超过空气中污染物的容许值水平；

（3）未制定减少固定污染源排放的运营商计划；

（4）未采取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

（5）未经卫生部许可，从事生产、维护和（或）修理含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产品的活动；

（6）生产消耗臭氧层物质；

（7）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即进出口含有这些物质的产品和设备；

（8）未经许可进出口消耗臭氧层和含氟温室气体的物质，并将其投放市场；

（9）进出口并在市场上投放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的新产品和设备，但

氟氯化碳除外；

（10）释放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氟化温室气体；

（11）使用含氟温室气体和臭氧消耗物质的完整系统；

（12）用消耗臭氧的物质冲洗；

（13）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温室气体氟化气体存放在市场上并使用一次性储

罐，并零售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温室气体氟化气体；

（14）未消除故障或干扰，即未根据情况调整工作或未暂停工艺流程，以便

尽快将排放量降至允许限值；

（15）未采取技术措施或暂停工艺过程，以将污染物浓度降低至规定限值层

次；

（16）虽然废气中排放物质的浓度低于排放限值，但未采取减少臭气的措施；

（17）未能向该部和地方自治单位主管机构提交关于固定空气污染源和任何

变化（重建）的数据，未提供定期排放监测，也未保存相关记录；

（18）规定通过自动连续测量装置对某些污染物和（或）污染源进行独立测

量，未提供连续排放测量；

（19）未通过授权法人实体而独立进行排放测量；

（20）如果未进行连续排放测量，则未通过授权法人实体每年两次规定的定

期排放测量；

（21）未根据主管检查机构的命令，独立或通过授权法人实体提供空气质量

监测；

（22）未保存已执行测量的记录，包括测量点、结果和测量频率的数据；

（23）未保存焚烧过程中原材料、燃料和废物的类型和质量记录；

（24）未记录防止或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装置以及测量排放的测量装置的运行

情况；

（25）未经卫生部许可即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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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人实体处以 1500 波黑

马克至 15000 波黑马克的

罚款；法人实体的负责人

还应被处以 500 波黑马克

至 1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

还可对法人实体实施禁止

从事某项活动的措施，可

对负责人执行 30 天至 6 个

月的监禁

（1）未编制减少固定源排放量的运营商计划；

（2）未经卫生部许可，从事生产、维护和（或）修理含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产品的活动；

（3）进出口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的新产品和设备，但氟氯化碳除外；

（4）释放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氟化气体；

（5）使用含氟温室气体和消耗臭氧物质的完整系统；

（6）用消耗臭氧物质冲洗；

（7）在市场上放置并使用一次性储罐，其中储存有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和具有

温室效应的氟化气体；

（8）在零售市场投放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氟化气体；

（9）未能向该部和地方自治单位主管机构提交关于固定空气污染源和任何变

化（重建）的数据；

（10）未保存已执行测量的记录以及测量点、测量结果和测量频率的数据；

（11）未记录焚烧过程中原材料、燃料和废物的类型和质量；

（12）未保存防止或减少污染物排放装置以及排放测量装置的运行记录；

（13）不按照规定测量空气质量和（或）排放量；

（14）未经卫生部许可开始就进行测量。

对法人实体处以 2000 波黑

马克至 20000 波黑马克的

罚款；法人实体的负责人

还应处以 1000 波黑马克至

3000 波黑马克的罚款

（1）超过限制和（或）目标值空气污染物水平；

（2）超过容许值空气中污染物的水平；

（3）不采取旨在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措施；

（4）生产消耗臭氧层物质；

（5）进口和（或）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即含有这些物质的产品和设备；

（6）未经许可进出口损害臭氧层和含氟温室气体的物质并将其投放市场；

（7）进出口并在市场上投放含有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二手产品和设备；

（8）设计、建造和（或）生产、装备、使用和维护向空气中排放污染物数量

超过排放限值的空气污染源；

（9）未消除故障或干扰，即未根据情况调整工作或未暂停工艺流程，以便尽

快将排放量降至允许限值；

（10）不采取技术措施或不暂停工艺过程，以将污染物浓度降低至规定限值；

（11）虽然废气中排放物质的浓度低于排放限值，但未采取可能减轻气味的

措施；

（12）新建或者改建的固定式空气污染源未经许可擅自开业；

（13）不定期监测排放，不保存记录；

（14）不按规定通过自动连续测量装置对某些污染物和（或）污染源单独进

行连续排放测量，

（15）不通过授权的法人提供排放控制措施，但独立执行排放控制措施；

（16）不进行连续排放措施，未通过法定机构每年两次提供规定的定期排放

措施；

（17）未根据主管检查机构的命令，独立或通过授权法人实体提供空气质量

监测。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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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波黑联邦对于大气环境破坏的处罚规定

相关处罚 违规行为

对法人实体处以 4000 波

黑 马 克 至 40000 波 黑 马

克的罚款；法人实体的

负责人还应处以 2000 波

黑 马 克 至 10000 波 黑 马

克的罚款

（1）未向水文气象研究所提供空气质量数据；

（2）未采纳主管部门制定的空气质量计划；

（3）未采纳主管部门在其辖区内提出的短期计划；

（4）超出空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5）未采取旨在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措施；

（6）投放市场的移动污染源超过了排放限值；

（7）在没有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替代物质投放市场；

（8）向未经许可的人出售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和替代物质；

（9）将含有消耗臭氧物质的二手产品和设备投放市场；

（10）设计、建造和（或）制造、装备、使用和维护向空气中排放污染物数量

超过排放限值的空气污染源；

（11）不采取技术措施或不暂停工艺过程，未将污染物浓度降低至规定限值；

（12）虽然废气中排放物质的浓度低于规定的排放限值，但未采取减轻臭味的

措施；

（13）未在州一级登记污染物排放；

（14）法律实体在未获得规定的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监测；

（15）运营商未获得许可证。

对法人实体处以 3000 波

黑 马 克 至 30000 波 黑 马

克的罚款；法人实体的

负责人还应被处以 1000

波黑马克至 5000 波黑马

克的罚款；还可对法人

实体实施禁止从事某项

活动的保护措施，可对

负责人执行 30 天至 6 个

月的监禁

（1）未编制减少固定源排放的运营商计划；

（2）未经许可从事安装、维护、维修或检查含有消耗臭氧物质或替代物质的设

备或与其一起生产的设备的排放的活动，以及从该设备收集和回收这些物

质的活动；

（3）在市场上投放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氯氟烃除外）的新产品和设备；

（4）释放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同等效果的替代物质；

（5）使用替代物质、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完整系统；

（6）用消耗臭氧物质冲洗；

（7）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替代物质存放在市场上并使用一次性储罐；

（8）在零售市场上放置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替代物质。

企业主将被处以 2000 波

黑 马 克 至 20000 波 黑 马

克的罚款；可对企业主

实施禁止从事某项活动

的保护措施，可对负责

人执行 30 天至 6 个月的

监禁

（1）未编制减少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的计划；

（2）排放规定的空气污染物超过限值；

（3）未采取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措施；

（4）未经许可从事安装、维护、维修或检查含有或由消耗臭氧物质或替代品生

产的设备释放的活动，以及从该设备收集和回收这些物质的活动；

（5）生产消耗臭氧层物质；

（6）在未获得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将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和替代物质投放

市场；

（7）向市场投放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的新产品和设备，氟氯化碳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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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释放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替代物质；

（9）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完整系统；

（10）使用消耗臭氧物质冲洗；

（11）将消耗臭氧物质和替代物质放置在市场上并使用一次性储罐；

（12）未消除故障或干扰，即未根据情况调整工作或未暂停工艺流程以便尽快

将排放量降至允许限值；

（13）未采取技术措施或暂停工艺过程，未将污染物浓度降低至规定限值同级；

（14）虽然废气中排放物质的浓度低于排放限值，但未采取可能减少臭气的措

施；

（15）未向环境部和地方自治单位主管机构提交关于固定空气污染源和任何变

更（重建）的数据；

（16）未提供定期排放监测，且未保存记录；

（17）未保存焚烧过程中原材料、燃料和废物的类型和质量记录。

环境评估体系①

当前波黑尚未形成完善的环境评估体系。

《环境保护框架法》中包含有关环境评估的程

序条文，尽管该法已在塞族共和国实施，但缺

乏必要的细则，实际操作程序尚不规范。

在波黑联邦，现有的许可证程序仍被认

为是评估各项事业和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影

响的间接方法。许可证包括城市许可证、建

筑许可证和和水管理许可证，可能危害环境

的开发商将不能获取上述许可证，并应采取

保护措施，预防或控制环境危害。

在塞族共和国，现有许可程序包括为工程

项目办理城市和建筑许可证，开发商需就设施

建设和运营的特殊情况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向专

家征求意见。其中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如会对

                                          

①  波黑环境评估体系 . https://www.iaia.org.

环境造成破坏，则无法获取相应的许可证。

此外，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

机构在对新的项目提供贷款时，也将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EIA），投资者应严格按照相应

机构的环评程序进行操作。

2.7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及反洗钱

反不正当竞争

波黑竞争委员会位于萨拉热窝，成立于

2004 年 5 月 1 日，是一个具有法人实体地位

的独立公共机构，主要负责确保波黑《竞争

法》有效执行，拥有决定波黑市场是否存在

违规竞争活动的专属权利。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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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适用于在波黑全境或波黑境外

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切形式的防止、限

制和扭曲市场竞争的行为。重点关注与支配

地位和滥用支配地位有关的协议，以及关于

企业之间竞争的规则和程序的协议。

《波黑联邦公司法》规定，波黑联邦的有

限责任公司成员、普通合伙人、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和监事会成员、股份公司监事会成员

和检察官，未经公司主管机构的批准，禁止

作为另一家公司的雇员或独资经营者参与与

第一家公司的活动存在或可能存在竞争关系

的活动。

公司可要求违反竞业限制的人员在获悉

违反行为后三个月内，以及在违反竞业限制

后三年内，就已达成交易的损害进行赔偿和

转让，或转让已达成交易实现的利益或权利

提出赔偿要求。

《塞族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塞族共和国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

伙人、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或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公司代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执行董事、审计委员

会成员和内部审计师，具有管理公司事务的

合同授权的人员，以及公司清算经理，不得

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关联方）关联其他从事

不正当竞争活动的公司。

如上述个人从事不正当竞争导致所在企

业受到影响，企业除有权获得赔偿外，还可：

（1）将违规者的交易所得收归公司；

（2）将该人进行的交易所得的款项移交给

公司；

（3）该人员执行工作产生的收入应移归

公司；

（4）公司因个人违反利益冲突或竞争规

则而享有的权利，可由公司或拥有至少 5% 公

司股本的合伙人、成员或股东在得知违规行

为后 60 天内行使，或自受到损失之日起三年

内行使。

反商业贿赂

波黑议会 2009 年通过《预防腐败和反腐

败协调机构法》，并设立预防腐败和反腐败

协调局（APIK）。①

波黑预防腐败和反腐败协调局

网址    http://www.apik.ba

电话    +387-57-322540

邮箱    kontakt@apik.ba

地址
    Dabrobosanska26-28 71123, East 

              Sarajevo

波黑商业部门的贿赂情况存在重大差

异。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发布的《波

黑商业腐败和犯罪报告》，②在调查涵盖的五

个行业中，建筑业的贿赂率最高（15%），其

次是运输和仓储业（11.1%）、批发和零售业

（9.9%），住宿和食品服务部门的贿赂率为

8.8%，而生产、电力、燃气和供水部门的贿

赂率略低，为 6.2%。

                                          

①  波黑预防腐败和反腐败协调局 . http://www.apik.ba.

②  联合国《波黑商业腐败和犯罪报告》. https://www.uno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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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

波黑反洗钱领域的主要法律包括《防止

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波黑刑法、刑事

诉讼法和银行法。

波黑是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认定的缺乏反洗钱能力的国家之一，

美国还将波黑列入主要洗钱国家黑名单。

2015 年起波黑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和反洗钱措施和恐怖主义融资评估专家委员

会（MONEYVAL）合作，在技术层面实质性地

实施了相关行动计划，包括制定适当的反洗

钱 / 反恐融资监督框架、建立适当的跨境货

币管制、在所有刑法中统一洗钱的刑事定罪，

以及确保没收资产的适当程序。①

2.8 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赴波黑投资，应切实履行当地

社会责任，遵守法律法规，秉持合法合规经

营原则。严格遵守投资有关规定，投资项目

要符合当地发展规划、环保要求，按规定履

行有关投资程序和手续，不规避政府管理和

有关规定。同时也应积极支持当地公益事业

发展，塑造良好企业形象。

                                          

①  U4 反腐败资源中心 . https://www.u4.no.

图 5-2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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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在波黑吸纳就业提高医疗教育水平。东方电气承建的波黑斯坦纳里火电

站不仅运营高效，而且环保。其采用东方电气自主研发的 300 兆瓦循环流化床锅炉技

术，使电站在控制二氧化硫及氮化物排放方面，均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同时，电

站建设过程中聘用了大量当地员工。电站运营后吸收了近 800 人在电站及为电站供

煤的煤矿就业。电站每年收入近千万波黑马克，电站带来的收入帮助当地修建了公

路和学校，提高了医疗与教育水平。诚如斯坦纳里市长帕尼奇在 2019 年所言，“没

有电站，这 4 年来当地出现的变化，可能要 25 年到 30 年后才会发生。”

案例 1

3　经贸纠纷解决

3.1 诉讼

相关法①

波黑目前有四部关于处理纠纷的法律和

法规，国家层面有《民事诉讼法》，地区层面

有波黑联邦的《民事诉讼法》、塞族共和国的

《民事诉讼法》和布尔奇科区的《民事诉讼

法》，地区层面的诉讼程序大致相同。

诉讼渠道

在波黑，一般当地法院均能处理各方（自

然人或法人）的商业纠纷。尽管波黑不同地

区有各自的诉讼法规，但不同法院之间诉讼

程序通常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法院工

作负荷过重，波黑法院受理诉讼程序的时间

会延长。这种情况在普通法院的诉讼中更为

                                          

①  贸法通 . http://www.ctils.com.

②  波黑法律框架 . https://www.ulys.net.

普遍，当事人通常会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提出

上诉，从而延长判决最终生效时间。

诉讼程序

在波黑诉讼主要流程见图 5-3。②

对判决结果不满意的，可在一审判决书

送达后 15 天或 30 天内（试不同实体而定）

提交上诉书。针对一审过程中或实质上出现

的不作为，也可提出上诉。

诉讼费用原则上由法院强加给败诉方。

但如当事人无力承担或因财务状况无法全部

承担该费用，法院可豁免全部或部分诉讼费。

在诉讼当事人部分胜诉的情况下，将由法院

决定各方应承担的诉讼费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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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波黑法院诉讼主要流程

3.2 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除诉讼外，在波黑解决纠纷还可采用国

内仲裁或者国际仲裁的方式。1997 年，波

黑加入《纽约公约》，外国投资者与波黑政

府的投资争议可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寻求国际仲裁。波黑国内的仲裁

机构是波黑外贸商会（BiH  Foreign  Trade 

Chamber）下设的仲裁庭。在波黑境内解决商

务纠纷也可通过波黑本地法院或通过波黑相

关的仲裁机构解决，但目前波黑国内的法律

规则与仲裁规则并不完善且效率不高。①以下

主要介绍国际仲裁信息。

                                          

①  波黑国际仲裁信息 . https://www.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ttor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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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

申请 ICSID 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和要求见表 5-17。

表 5-17　申请 ICSID 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和要求

主要程序 具体要求

提出仲裁申请 ● 向 ICSID 秘书长提出仲裁申请。

组成仲裁庭

● 仲裁庭可由双方同意的独立仲裁员或 3 名仲裁员组成。如果选择 3 人仲裁庭，双

方各指定 1 人，再由双方所指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第 3 位仲裁员。

● 在秘书长发出仲裁登记通知后 90 天内，如果双方无法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则 ICSID 主席在仲裁小组中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任何一位仲裁员不得是当事

人所属国的公民。

选择适用法律
● 发生争议的双方，有权自主选择解决争议时所适用的法律，若未作出选择，适用

的法律根据冲突规范确定。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相关工商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

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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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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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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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等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

纽约、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

国香港、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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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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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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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认证中心

电话    +86-10-82217098

传真    +86-10-82217099

邮箱    rzzx@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3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https://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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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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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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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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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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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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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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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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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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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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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波黑驻华使馆 . http://www.bhembassychina.com.

1　入境及居留

1.1 签证①

签证种类

自 2018 年 5 月 29 日起，中波全面免签

政策生效。中国公民持普通类型护照即可免

签入境波黑，在 180 天内可多次往返，每次

入境停留不超过 90 天。如预计停留时间超过

90 天，需申请长期签证（D 类）。不同类别

签证所需材料及费用见表 6-1。

表 6-1　签证类别及相关办理信息

签证
类别

签证费用（以中国
居民申请为例）

所需材料 备注

短期签

证（C

类签证）

单次入境：31 欧元

多次入境：57 欧元

有效护照及其复印件 从签证签发之日起护照至少在 90 日内有效

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填写好的签证申请表 贴上照片

照片一张 3.5cm×4.5cm

经波黑安全部外国人事务

服务局的当地办事处认证

的邀请函原件及复印件，

或旅行社的费用预付收据

（1）如果是私人访问需出具一封波黑亲友的

邀请函，此邀请函需经过安全部外国人

事务服务局当地办事处的认证。

（2）如果是申请商务签证：请附上波黑公司

的正式邀请函，需经过安全部外国人事

务服务局当地办事处的认证。

还需要申请人所代表的相关公司提供一封派

遣函原件及复印件。

居住证明 如果申请人当前没有在本国居住

有充足资金在波黑逗留的

证明

回程机票或行程安排
如果开车出行，请提供国际驾驶执照、车主

证明以及保险的复印件

国际旅游保险 保险时间段为在波黑停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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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类别

签证费用（以中国
居民申请为例）

所需材料 备注

长期签

证（D

类签

证）

72 欧元

有效护照及其复印件 从签证签发之日起护照至少在 90 日内有效

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填写好的签证申请表 贴上照片

照片两张 3.5cm×4.5cm

经安全部外国人事务服务

局当地办事邀请函原件及

复印件

（1）探亲：需出具一封经过安全部外国人事

务服务局当地办事处认证的波黑亲友处

认证的邀请函。

（2）工作：请附上波黑公司的正式邀请函，

此邀请函需经过安全部外国人事务服务

局当地办事处的认证。

还需要波黑有关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原件

及复印件。

居住证明 如果申请人当前没有在本国居住

有充足资金在波黑逗留的

证明
停留期内每天 75 欧元（请务必带足现金）

公证人员出具的无犯罪记

录公证书原件
需要中国外交部领事单认证

公证人员出具的国际旅行

体检记录原件及复印件

国际保险
保期包含在波黑的整个停留时间，需要原件

及复印件

签证申请

申请人可前波黑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联系方式见表 6-2。

表 6-2　波黑驻华使领馆联系方式及领区

使领馆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波黑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

外交人员办公楼 1-5-1

电话：+86-10-65326587

传真：+86-10-65326418

邮箱：info@bhembassychina.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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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黑驻华大使馆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9:00-17:00，签证处工作时间为周二和周

四 13:00-16:00，办理签证人员请选择合适时间前往。

● 波黑驻华大使馆保留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的权利。

特别提示

1.2 居留证①

波黑居留证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一般

情况下，在波黑停留不得超过签证有效期，

或两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规定的

期限，否则将被视为非法居留予以起诉。

短期居留证

根据波黑 2008 年 4 月 16 日颁布的《外

国人出入境、居留和庇护法》规定，外国人

可获得短期居留证的情况有：（1）与波黑公

民结婚或保持事实婚姻状态；（2）家庭团聚；

（3）从事教育、科研、艺术、体育或咨询性

活动；（4）获有工作许可；（5）从事私营企业

活动或志愿者活动或对波黑有重大意义的项

目；（6）从事宗教活动；（7）拥有波黑境内

不动产产权；（8）医疗或其他人道主义原因，

如出于波黑作为国际协定缔约国所承担的责

任等原因。

申请短期居留证所需的条件包括：（1）外

国人需持长期签证（D）入境，才有机会申请

临时居留。（2）临时居留期限最长为一年，

同时外国人持有护照的有效期必须比临时居

留期限至少 3 个月。（3）因人道主义原因颁

                                          

①  波黑外国人事务局 . http://www.sps.gov.ba.

发的临时居留期限最长为半年。（4）外国人

只能以申办临时居留的事由办理临时居留延

期。

长期居留证

根据波黑《外国人出入境、居留和庇护

法》，外国人可获长期居留证的情况包括：

（1）获得波黑临时居留证并在波黑境内连续

居留 5 年以上，有充足和定期的财力来源。

（2）有固定的符合要求的居所。（3）有长期

的医疗保险。（4）一年内在波黑以外居留不

超过 90 天，仍视为连续居留。

值得注意的是，波黑不为教育、临时或

国际避难、维也纳外交领事公约等规定的法

人、志愿者活动、医疗或参与对波黑具有重

大意义项目等事由颁发长期居留。

波黑外国人事务局为办理波黑短期居留

或长期居留的具体手续的主管部门，其常用

联系方式：

电话：+387-33-772950

传真：+387-33-772982

网址：www.sps.go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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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意事项

未成年人入境

根据波黑法律，低于 18 岁但拥有个人出

行证件的外国未成年人可以在父母、法定代

理人或监护人的陪同下或在一位该监护人的

授权人士（需提供其父母、法定代理人或监

护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的陪同下通过波黑

边境。

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必须持有父母、法

定代理人或监护人的一份授权同意书。该授

权同意书或委托书应包含：（1）未成年人或

法定监护人的个人信息；（2）陪同人员的个

人信息（如有陪同）；（3）在波黑逗留的目

的和时间；（4）同意书的有效期限以及授权

人的签字。该文件必须以波黑官方语言之一

或以英语书写，并经过授权法院翻译员的公

证及外交部的认证（如果文件是翻译而来）。

具体来说，未成年人应被视为持有其法

定代理人的同意书的情况有：（1）乘坐飞机

并持有航空营运人签发的未成年人转送书；

（2）参加学校旅行，并在主管学校核准的旅

行团成员名单之上；（3）参加体育、文化或

类似活动，并在参加者名单之上；（4）年龄低

于 18 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父母、法定代理人

或监护人陪同，并且没有满足上述要求的情

况下，则该未成年人将被移交给原入境国的

边警。

海关进出口规定①

波黑国家间接税管理局（Indirect Taxa-

tion Authority of BiH）是波黑统一的海关

管理机构，于 2004 年在波黑两个实体—波

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海关管理局基础上成

立，200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运作。

根据该局规定，旅客进入波黑禁止携带

的物品包括：具有贸易性质的商品，麻醉品、

有毒物品、化学品或其他危险品，武器弹药

和爆炸品，其他危害波黑利益和安全的物品；

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董和艺术品。

                                          

①  波黑国家间接税管理 . http://www.uino.gov.ba.

● 旅客在个人行李中携带的物品（包括礼物或纪念品）可免关税，但此类物品仅为

满足个人以及家庭需要，不得具有贸易进口性质，其总价值不得超过600可兑换马克（约

300 欧元）。

●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携带香烟或酒精类物品。

特别提示

限制携带的物品包括对物品数量限制和

携带现金限制。对于部分特定物品，限制了

旅客携带的数量。主要包括：（1）烟草类：

香烟 200 支；卷烟 100 支；烟草 250 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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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任意一种）；（2）酒精饮料类：2 升低度葡

萄酒；超过 22 度的酒精饮料 1 升或开胃葡萄

酒；香槟，烈性葡萄酒 2 升；（3）香水类：香

水 60 毫升，清新剂 250 毫升。如果旅客进入

波黑时携带的物品超过了上述规定，应向海

关申报，并缴纳关税。旅客缴纳关税实行简

化手续，如随身物品价值在 3000 可兑换马克

（约 1500 欧元）以下，将按 10% 的统一税率

缴纳。随身携带现金的限制方面，出入波黑

可携带总价值不超过2500欧元的外币和支票；

同时，在取得授权银行证明后，可额外携带

总价值不超过 2500 欧元的外币和支票，无需

申报。超过上述数额则必须报关，否则一经

查出，海关将根据《波黑反洗钱法》向波黑

调查保卫局报告并进行惩处。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城市办公用房

由于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

公司都将办事处设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因

此这里有波黑最发达的写字楼市场。次一级

的写字楼市场位于波黑的主要城市，如巴尼

亚卢卡（塞族共和国实体的首都）、泽尼卡、

图兹拉、比耶利纳和莫斯塔尔等拥有超过 10

万居民的城市。

目前萨拉热窝的 A 级写字楼和 B 级可供

租赁的面积合计约为 12 万平方米。其中，

A 级写字楼面积占 70%，B 级写字楼面积占

30%。截至 2020 年 12 月，写字楼的空置率

为 30%。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背景下，居

家办公数量增加，写字楼的空置率有可能进

一步提高（见表 6-3、表 6-4）。

表 6-3　萨拉热窝 2020 年写字楼价格①

写字楼类型 价格

A 级写字楼 14~18 欧元 / 平方米

B 级写字楼 6~14 欧元 / 平方米

表 6-4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每年建成
的办公楼

单位：平方米

年份 面积 较上一年度增速

2019 55122 57%

2018 35116 128%

2017 15399 -64%

2016 32810 30%

租用办公用房可以通过当地的中介进行

租赁，网络房源信息较少，请务必选择正规

房屋中介进行合作，以维护合法权益。

                                          

①  波黑房地产市场报告 . http://www.fgu.c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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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Hodovo（霍多沃）工业区

位置 Stolac（斯托拉茨）

规划面积 127.5 公顷

园区规划 其中 183.979 平方米用于办公，900318 平方米用于建设光伏发电厂

地理位置 距离机场 15 公里，距离海边 50 公里，与主干道相连

园区优势 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靠近高速公路、机场

售价 150 欧元 / 平方米

租金 在建中，租金待议，有租金补贴

表 6-6　Nevesinje（内韦西涅）工业区

位置 Nevesinje（内韦西涅）

占地面积 46.9 公顷

园区介绍
Nevesinje 工业区是位于 Nevesinje 市城区的工业区。根据从 Nevesinje 市代表处收到的

信息，工业区现有产业有：纺织、乳品、建筑材料。园区提供三相供电和供水系统

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优越，Nevesinje 工业区距铁路 35 公里，距海港 110 公里，距机场 35 公里

售价 230 欧元 / 平方米

租金 平均为 1.02~1.79 欧元，办公楼为 2.55~5.11 欧元

                                          

①  根据外网萨拉热窝生活成本信息整理 . https://www.numbeo.com.

工业区办公用房

波黑典型工业区（以 Hodovo 和 Nevesinje 为例）房产信息见表 6-5 和表 6-6。

2.2 租用住宿用房

以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为例，不同位置、不同面积的公寓平均租赁价格见表 6-7。

表 6-7　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公寓平均租金（2020）①

单位：美元

类型 均价 价格范围

位于市中心的公寓（1 间卧室） 233.60 151.7~364.2

中心外的公寓（1 间卧室） 166.43 103.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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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均价 价格范围

位于市中心的公寓（3 间卧室） 402.7 242.82~728.4

中心外的公寓（3 间卧室） 274.21 182.1~485.6

续	 	 表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波黑的租房中介主要是线上平台，网络

资源较为丰富，一般可以满足租房需求。租

客在线预览房源后线上填写相关信息，也可

直接联系房屋中介（见表 6-8）。

表 6-8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机构名称 公司 LOGO 简介 网址

Nekretnine
房屋租售平台，提供公寓、别墅等

各类房屋的租售资源。
https://nekretnine.ba

Indomi
资源较多、分类细致，提供波黑联

邦、塞族和布尔奇科的房屋资源。
https://www.indomio.ba

Sigenx

房屋租售平台，创立时间长，客户

满意度好。新房和二手房都有销售

资源。

https://www.sigenx.com

Remax
全球性房屋租售平台，提供英语和

波斯尼亚语服务。
https://www.remax-bh.ba

2.4 租房注意事项

在波黑租房应注意如下事项：

（1）在波黑租房不需要提供居住许可证

等证件，在签订租约时可能会需要出示护照

和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以验证身份信息。

（2）与房东签订协议时需要明确房屋产

权，可以要求房东出具相关文件。

（3）因为波黑大多数租房交易都会为逃

税暗中进行，逃税在波黑惩罚很严重，此前

外国人在波黑租房存在因逃税被驱逐出境的

情况，为了安全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

租客尽量寻求正规租房途径。

（4）开学季为租房旺季，旺季价格和学

区房价格相对较高，如果追求性价比，建议

选择靠近郊区或是远离学区的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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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概览

波黑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总体医疗费用

较高。此外，波黑医疗发展不均衡，萨拉热

窝以外的医疗保健设施通常不完善。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和《柳叶刀》①杂志

的最新数据，波黑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数为

仅为 3.5 张。专业医护人员缺乏，每 10 万

人中仅有 32 人从事外科专科行业，每 1000

人中从事护士和助产士行业的人数仅为 6.1

人。医疗设施的短缺可能导致就医等待时间

较长。

建议临时前往波黑访问、探亲和旅游人

员备好适量个人常用药品。在波黑长期经商

和工作的人员，建议办理国际或私人医疗保

险，以补充公共医疗保险的不足。

3.2 医疗保险

波黑的公共医疗保险只涵盖基础的医

疗，私人医疗保险可以满足复杂病症的治疗

和长期的护理需要。如果只是短期居住，可

购买旅游健康保险。需要注意的是，波黑的

所有医院都需要预先支付治疗费用，不论是

否有健康保险。如果发生医疗紧急情况，请

立即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

公共医疗保险

波黑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高度分散，卫

生部与 10 个下属部门一起负责国家的初级和

二级医疗保健体系，此外，卫生部还负责协

调管理联邦级别的医疗保险部门。波黑公共

医疗保险费用均来自公民上缴的医疗保健费

用，每个公民都被强制缴费，政府补充的资

金非常有限。该模式导致波黑公共医疗保险

的作用偏小，公共医疗设施也得不到完善和

补充。

波黑的公共医疗保险并不覆盖所有医

院，可用的范围很小，仅限于保健中心（提

供初级保健服务，例如全科、产科保健和牙

科保健）、卫生站（又名 Ambulantas 是配备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门诊诊所）。

外国人可以参加波黑的公共医疗保险，

但是考虑到医疗资源的限制，并不推荐参加。

私人医疗保险

私人医疗保险可以通过波黑的保险公

司办理。私人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广，可以

覆盖更多的医院和医疗项目，也可在入境

波黑前提前在本国购买国际医疗保险或旅

行保险。

                                          

①  《柳叶刀》（英语：The Lancet），是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医学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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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在波黑就医时，医院一般以现金方式进

行结算，部分情况下可以用信用卡。外国人

就医时可在护照内部填写相关信息（如：紧

急联系人），以便紧急情况下及时获得帮助。

波黑主要医院联系方式见表 6-9。

表 6-9　波黑主要医院联系方式

地区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萨拉热窝

“Hitna pomoć Sarajevo”——紧急医

疗保健研究所

电话：+387-33-611111

地址：Kolodvorska 14

邮箱：info@hitnaks.ba

网址：https://hitnaks.ba

萨拉热窝大学临床中心——“科舍沃

医院”

电话：+387-33-29000

地址：Bolnička 25

邮箱：info@kcus.ba

网址：https://www.kcus.ba

General Hospital “Dr. Abdulah Na-

kaš”州立医院

电话：+387-33-285100

急救中心电话：033285261

地址：Kranjčevićeva 12

邮箱：info@obs.ba

网址：https://www.obs.ba/index.php

巴尼亚卢卡 塞族共和国大学临床中心

电话：+387-51-342100

地址：Dvanaest beba bb, Paprikovac

邮箱：info@kc-bl.com

网址：https://www.kc-bl.com

比哈奇 Cantonal Hospital “Dr. Irfan

电话：+387-37-318800

地址：Darivalaca krvi 67

邮箱：kabinet@kbbihac.ba

网址：https://www.kbbihac.ba/index.php

比耶利娜 Hospital “Sveti Vračevi”

电话：+387-55-415555

地址：Srpske vojske 53

邮箱：info-pr@bolnicabijeljina.com

网址：http://jzu.bolnicabijelj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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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布尔奇科
Public Health Institution “Health Cen-

ter Brčko”

电话：+387-49-234740

地址：Reisa Džemaludina Čauševića 1

邮箱：brcko.bolnica@gmail.com

网址：https://jzubrcko.com/organizacija-bolnica

莫斯塔尔

Clinical Hospital “Dr. Safet Mujić”

电话：+387-36-503100

地址：Maršala Tita 294

邮箱：protokol@kbmostar.ba

网址：http://www.kbmostar.ba

莫斯塔尔大学临床医院

电话：+387-36-336000

地址：Kralja Tvrtka bb

邮箱：ravnateljsto@skbm.ba

网址：https://www.skbm.ba

续	 	 表

买药

近年来，波黑的制药业经历了重大改革，

以提高标准、质量控制和准入。药店在城市

地区通常很容易找到，但农村地区医院数量

仍较少。大多数抗生素的价格一般低于 5 欧

元。其他疾病的处方药约 15~25 欧元。

4　开设银行账户

在波黑开设银行账户可选择下列银行，见表 6-10。

表 6-10　波黑当地主要银行及网址

银行名称 网址

Addiko 银行 https://www.addiko.ba

ASA 银行 https://www.asabanka.ba

波斯纳国际银行 http://www.bbi.b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央银行 https://www.cbbh.ba

Komercijalno-investiciona 银行 https://www.kib-banka.c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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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设个人账户

开设个人账户需要材料一般包括：

（1）非居民国家的护照；

（2）翻译成波黑官方语言并经过认证的

护照复印件，翻译需由主管当局认证的法庭

完成；

（3）波黑内政部颁发的居留许可。

4.2 开设公司账户

开设公司账户所需要材料包括：

（1）法院登记册（原件或经主管机关核

证的副本）；

（2）账户持有人章程或规则（加盖法人

印章的原件）；

（3）如果法人实体不是根据规定直接设

立的，需要主管机构的同意书（原件或经主

管机构认证的复印件）；

（4）波黑联邦统计局的通知（原件或经

主管当局认证的副本）；

（5）根据法人实体所在地，在税务局的

税务登记证（原件或经主管当局认证的复印

件）；

（6）在间接税务机关的间接纳税人统一

登记簿中登记 / 登记的证明—增值税号（经

主管当局认证的原件或复印件）或被授权人

关于他不是增值税纳税人的声明（增值税）

代码间接税务机关；

（7）法人签名记录；

（8）公司所有法人的护照）印件；

（9）最后一个会计期间的财务报告，但

新设立的法人实体除外。

除列出的文件外，个别银行因制度不同

还会要求提供别的材料。

5　交通出行

5.1 购车

新车可以至当地车辆经销商处购买，购

买二手车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见表 6-11）

或是个人联系交易。建议买家在购买二手车

前咨询波黑当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协

助买主处理购买二手车的合同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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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主要二手车辆交易平台

平台名称 平台 LOGO 网址

CAR MARKET https://auto-marketplace.net

PARKING https://www.theparking.eu

车辆注册

机动车登记和牌照发放，由波黑内政部

（Ministarstvo Unutrašnjih Poslova）办理。

车辆购买后需进行技术检测，检测合格的机

动车才能挂牌上路，技术检测的主要规定有：

（1）新生产的机动车和挂车，在首次登记前

对车辆进行强制性鉴定后，自车辆首次登记之

日起满 2年，车主应在第 48个月进行技术检

验。（2）4年及以上的车主有义务在最后一次

定期技术检查后每 12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技

术检查。（3）非新制造的进口波黑车辆，在首

次登记前，车主有义务定期进行技术检验。

技术检验合格的机动车、挂车可以登记。

根据波黑有关轻罪的适用法律，如果车主未

缴纳罚款或轻罪诉讼费用或其他义务在罚款

登记册中登记，则不能登记车辆或延长车辆

的登记有效期。对已登记的车辆，将发给车

牌、登记证、临时登记证、车辆所有权证和

不干胶贴纸。颁发登记证书，有效期为一年。

5.2 驾车

驾驶证

中国驾驶证可以在波黑临时使用但是需

要搭配护照和已公证的翻译件，长期居留人

员建议在波黑考取驾照。波黑的驾驶证考试

分为 3 个部分，分别为道路交通规则的理论

部分、车辆驾驶考试和体检。

燃料

波黑提供 95 号和 98 号无铅汽油以及柴

油，全国大约有60个加油站提供液化石油气，

一般加油站支持信用卡和现金付款。

交通规则

速度限制。在波黑，对于没有拖车的私

家车而言，在没有标志的路段，限速规定如

下：建筑区 50 公里 / 小时；建筑区外 80 公

里 / 小时；双车道 100 公里 / 小时；高速公

路 130 公里 /小时。

安全带。在波黑，前排和后排乘客均需

系好安全带。

乘车要求。明显饮用过酒精的人不得乘

坐前排。0~12 岁的儿童不能乘坐前排。12 岁

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合适的儿童保护装置。

酒驾规定。波黑对于酒驾的评判标准为

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 30 毫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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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酒驾的处罚包括罚款和 /或吊销驾照。

其他规定。在波黑驾驶车辆建议携带如

下物品：备用灯泡；备用轮胎；急救箱；反

光夹克；牵引绳 / 杆；三角警示牌（拖车时

需要两个）；冬季轮胎（11 月 5 日至 4 月 15

日期间强制使用）；防滑链—如果相关路

标显示或雪深超过 5 厘米，则必须使用防滑

链，因此强烈建议携带防滑链；灭火器。此

外，在波黑驾驶摩托车也需使用近光灯且必

须佩戴安全头盔。

5.3 租车

波黑的租车行业较为发达，租车公司数

量较多，有时长期租赁甚至比购买二手车更

具性价比。波黑的租车公司可提供各种类型

的汽车租赁服务，包括长期和短期租赁、单

程和往返租赁多种模式，游客可以根据自

己的预算进行选择，表 6-12 为波黑的主要

租车平台。

表 6-12　波黑主要租车平台

平台名称 平台介绍 网址

SIXT 可以在线预订，提供英语和机场取车服务。 https://www.sixt.com

Europcar

Europcar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 6 个汽车租

赁点设有 23 个车站，全年提供各种类型的租车

类型和方案，服务。

www.europcar.com

Carrus Rent a Car
Carrus 是一家位于波黑莫斯塔尔的汽车租赁公

司，本土公司价格相对较低，波黑全境可送车。
http://www.carrus.ba

Minell
波黑萨拉热窝的一家当地租车商，规模小价格

低，不能在线预订。
http://www.rentacarminell.net

City Rent a Car Bos-

nia-Herzegovina
可在线预订，提供英语服务，7×24 服务。 http://www.citycarrental.ba

5.4 其他交通方式

飞机

中国到波黑无直达航班。波黑有四个国

际机场，分别位于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

图兹拉和莫斯塔尔。其中，萨拉热窝国际机

场与欧洲主要城市（如维也纳、慕尼黑、伊

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有直航。

往返萨拉热窝国际机场的交通方式为出租车。

萨拉热窝机场详情可查询网站 www.sarajevo-

airport.ba 或问询电话 +387-33-289100。

前往萨拉热窝购买机票选择以下网址查

询：https://www.lufthansa.com/us/en/flights/

city/sarajevo、https://www.kay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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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sem/flights，除机票信息外，以上

网站还可提供出入境限制以及当地交通等信

息的查询。

铁路和长途汽车

波黑火车班次较少，行驶速度较慢。具体

情况请查询www.zfbh.ba（波黑联邦铁路公司）

和 www.zrs-rs.com（塞族共和国铁路公司）。

波黑境内各城市均有长途客车连接，具

体情况请查询：www.centrotrans.com。

市内交通①

萨拉热窝市内交通主要为公共汽车、有

轨电车和出租车。车票可在报刊亭或司机处

购买。乘坐有轨电车时请务必上车后将车票

放入检票机盖印，否则将被视为逃票并处以

罚金。

出租车。在波黑乘坐出租车最好使用地

图或者手机导航，以免在行程中被司机绕路

或带到非指定地点从而加收费用。从萨拉热

窝机场到市区的合理价格应该在 10 欧元（20

公里）左右。在支付现金的时候注意司机返

回的零钱是否为波黑马克，有不良司机会用

塞尔维亚第纳尔找零。表 6-13 是常用出租车

公司的联系方式。

                                          

①  萨拉热窝城市交通网 . http://www.gras.ba.

表 6-13　主要出租车公司的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 地区 电话

Sarajevo Taxi
萨拉热窝

+387-61-151515

SaraevoTaxiService +387-77-731333

Mostar Taxi Adis 莫斯塔尔 +387-61-652149

公共汽车。波黑公共汽车线路相对较多，

仅 KJKP  GRAS 一家公共运输公司就运营了 43

条巴士线和 32 条小巴线。

在波黑当地，通过拨打 *133* 唯一车站

代码 #，可以了解所有到达线路的两辆车的车

站距离（*133* 为呼号，而 # 后面的数字表示

一个唯一的电台代码）。波黑公交车站的站

台上可以找到这个代码。

有轨电车。波黑有轨电车的车辆大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捷克品牌 Tatra 

K2，目前由 KJKP GRAS 公司负责管理。

波黑有轨电车系统有以下线路：

路线 1：火车站—Baščaršija

路线 2：ČengićVila—Baščaršija

路线 3：伊利扎—Baščaršija

路线 4：伊利扎—火车站

路线 5：Nedžarići—Baščaršija

路线 6：伊利扎—Skenderija

路线 7：Nedžarići—Skenderija（目前

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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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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0 个驻外代表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口机构、国际组织建

立了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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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面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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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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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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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波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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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团

Presidency
www.predsjednistvobih.ba

2
议会

Parliament
www.parliament.ba

3
部长会议

Council of Ministers
www.vijeceministara.gov.ba

4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ww.mvp.gov.ba

5
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ww.mvteo.gov.ba

6
外国投资促进局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www.fipa.gov.ba

7
欧洲一体化局

Directorat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ww.dei.gov.b

8
波黑统计局

Agency for Statistics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ww.bhas.gov.ba

9
波黑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ww.cbbh.ba

10
间接税局

Indirect Taxation Authority
www.uino.gov.ba

11
竞争委员会

Council of Competition
www.bihkonk.gov.ba

12
黑塞哥维那经济区

Herzegovina economic region（REDAH）
www.redah.ba

13
波黑中央经济区

Central BiH economic region （REZ）
www.rez.ba

14
萨拉热窝经济区

Sarajevo Economic region （SERDA）
www.serda.ba

15
波黑民航局

Directorate of Civil Aviation（BHDCA）
www.bhdca.gov.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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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波黑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

电话：+387-33-665686

网址：http://ba.chineseembassy.org

邮箱：cnembbh@gmail.com

4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领事部

电话：+387-33-665686

网址：http://ba.chineseembassy.org

邮箱：cnembbh@gmail.com

工作时间：（周二、四上午 9:00-11:00，法定假日除外） 

6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经济商

务处

电话：+387-33-212863/215107

网址：http://ba.mofcom.gov.cn

邮箱：http://chinaeconomysarajevo@gmail.com/b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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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波黑主要商协会及联系方式

附录四

波黑主要商协会及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波黑外贸商会

电话：+387-33-566222

网址：www.komorabih.ba

邮箱：info@komorabih.ba

地址：Branislava Đurđeva 10, Sarajevo 71000

2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署

电话：+387-33-278080

网址：www.fipa.gov.ba

邮箱：fipa@fipa.gov.ba

地址：Dubrovačka 6 71000 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3 波黑联邦商会

电话：+387-33-217782/566300

网址：www.kfbih.com

邮箱：m.velic@kfbih.com

4 塞族共和国商会

电话：+387-51-493120/493121

网址：komorars.ba

邮箱：info@komorars.ba

地址：Branka Ćopića 6, 78000 Banja Luka

5 萨拉热窝商业论坛

电话：+387-33-275124

网址：www.sarajevobusinessforum.com

邮箱：info@sarajevobusinessforum.com

地址：Trg children Sarajevo 1, 71000 Sarajevo

6 萨拉热窝无极限创新论坛 网址：weareunlimite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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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波黑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Nevena Tomić Lučić, Attorney at 

Law 律师事务所

电话：+387-51-212104

邮箱：bosnia@karanovicpartners.com

地址：Vojvode Radomira Putnika 11 78 000 Banja Luka

2 Huskic 律师事务所

电话：+387-61-751003

邮箱：info@huskiclaw.com

网址：www.huskiclaw.com

3 Prnjavorac 律师事务所

电话：+387-61-633539

邮箱：advokat@advokat-prnjavorac.com

网址：https://advokat-prnjavorac.com

4
Doklestic Repic & Gajin

律师事务所

电话：+387-11-4143360

邮箱：bosnia@doklestic.law

网址：https://doklestic.law

5 Ecovis Global（会计审计）

电话：+387-33-562740

邮箱：sarajevo@ecovis.com

网址：https://www.ecovis.com

6 RSM 审计公司

电话：+387-33-979440

邮箱：info@rsm.ba

网址：https://www.rsm.global

7 普华永道波黑办事处

电话：+387-33-821600

邮箱：ba_office@pwc.com

网址：https://www.pwc.ba

8 Grant Thornton 审计和税务咨询

电话：+387-51-211509

邮箱：office@ba.gt.com

网址：http://grantthornto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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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波黑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东方电气驻斯塔纳里分支

机构

电话：+387-53-490134/490135

邮箱：decstanari@vip.163.com

地址：STANARI BB, 74208，STANARI （DOBOJ）

2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波黑代表处

电话：+387-33-216666

邮箱：bih@cggcintl.com

地址：Avde Smajlovica No. 6, 71000，Sarajevo

3
山东高速外经集团波黑有

限责任公司

电话：+387-51-92655

邮箱：eurbih@163.com

地址：No. 9-11 Janka Veselinovića Street,78000, Bnaja Luka

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波黑代

表处

电话：+387-51-226310

地址：Vrbanja 1，71000, Sarajevo

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萨

拉热窝分公司

电话：+387-60-3583197

邮箱：cscecbihbranch@sina.com

地址：Ramiza Salcina 19, 71000，Sarajevo

6
中国电建欧亚区域总部波

黑代表处

电话：+387-62-089327

邮箱：sinohydrobih@gmail.com

地址：Floor 13,SCC Office Tower, Vrbanja 1, 71000, Sarajevo

7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

司中东欧分公司

电话：+387-66-775601

邮箱：bih@sinopharm.com

地址：dr. Mladena stojanovica, 78000, Bnaja L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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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波黑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举办时间和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1
莫 斯 塔 尔 国 际

贸易展览会

时间：每年秋季

地点：不定，依每年合

　　　作国而定

波黑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经济活

动，分为旅游博览会、葡萄酒博览

会图书博览会和图形工业博览会。

网址：https://www.mostar-fair.com

2

国 际 能 源、 矿

业、 环 保 及 相

关产业博览会

时间：每年 6 月

地点：Skenderija Center, 

　　　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展会主要围绕电能、化石燃料、可

再生能源、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进

行展览和交流。有时还会包含学术

研讨和会议。

网址：https://energa.ba

3
国 际 金 属 工 业

博览会

时间：每年 10 月

地点：Kamberovic C 

　　　ikma bb Zenica, 

　　　72000 Bosnia 

　　　Herzegovina

金属工业全工业链的博览会。聚集

了世界范围的金属工业的制造商、

买家、消费者、代理商和贸易商、

协会、投资者。

网址：https://www.zeps.com

4
Interio 室 内 设

计贸易展览会

时间：每年 3 月

地点：萨拉热窝的

　　　Skenderija 中心

Interio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

大和最重要的林业、木材、家具和

室内设计贸易展览会，在萨拉热窝

的 Skenderija 中心举行。许多国际

公司在场展示他们最新的服务和产

品。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个展会

是直接获取信息和洞察最新趋势的

独特机会。专业观众还可以参加附

带的项目，包括大会、研讨会和圆

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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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波黑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附录八

波黑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序号 数据来源 网址

1 世界银行 www.worldbank.org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ww.imf.org

3 世界贸易组织 www.wto.org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www.unctad.org

5 波黑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 www.mvteo.gov.ba

6 波黑外国投资促进局 www.fipa.gov.ba

7 波黑统计局 www.bhas.gov.ba

8 波黑中央银行 www.cbbh.ba

9 波黑联邦税务管理局 http://www.pufbi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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