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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证，印尼近几年来都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

和印度。印尼的经济增长态势甚至并未受到最近的全球经济风暴的影响。   

我认为接下来的十年内，印尼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热切欢迎全球

投资者积极参与到印尼经济发展的热潮中。很荣幸很够将《2010年印尼

商业指南》介绍给您，该书将为您提供印尼的基本概况及印尼各个方面的

详细信息，不仅阐述了印尼经济的多样性，同时讨论了印尼的政治与社会

方面，还包括介绍印尼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本书将为您提供“印尼潜

在的行业投资机会”和“如何在印尼做生意”等方面的整体指南，同时还

提供了如何在印尼生活的一些实际经验和技巧。本书由年轻的分析员、编

辑和设计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在通过对可靠信息来源进行深入研究以及详尽

分析后编写而成。   

对这本优秀的商业指南的出版，在此向IRAI表示热烈的祝贺，欢迎所有读

者亲赴印尼，开始令人向往的商务之旅。   

2010年2月于雅加达

Mari Elka Pangestu

“00年代”已经逝去，“一0”年代现已到来，人类又迎来

了一个新的十年，各个国家必将面临各种新的机遇和风险，

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全国人民下

定决心，继续前进，确保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持续进步。   

自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已过去12年，如今的

印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对

民主政治的坚实承诺，为印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

序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记，印尼在十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导致国家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均发生重大变革。今天，印尼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坚挺，政府积极承

诺实行民主，2.4亿印度人民热切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参与到印尼快速增长

和态势良好的经济发展中，印尼国内最近涌现了一批年龄在24岁以下的

中产阶级，占印尼中产阶级总人数的44%。 

印尼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是世界上煤炭、天然棕榈油、可可和咖啡的

主要出口国。经济主要由内需拉动，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0%。“世纪

银行救市案”所引起的暂时政治争斗可能会让投资者觉得难以看清局势，

但我们仍然坚决看好印尼的中长期发展前景。

能够在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在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IRAI）与贸易部一起编写《2010-2011印尼商业指南》，我们

作为全球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之一，印尼的经济和货币在

2009年整体运行良好。虽然全球经济风暴的影响仍未完全

消退，但雅加达综合指数在2009年增长了87%，印尼盾汇

率指数增长15%。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会依然放缓

，但包括印尼在内的新兴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虽然全球对新兴市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和巴西

，但印尼在过去五年内也已取得长足发展。我们仍然很难忘

序言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IRAI）创始人



感到非常荣幸。本书预计将成为广大投资者印尼商务和生活方面的最新参

考资料。本书经过详细调查及深入分析，提供了33条印尼各省指南，同

时还对印尼的经济和商业方面作出了可靠的评价，因此将为投资者及专业

人员提供了解印尼的平台，帮助他们更有把握地制定最合适的决策。 

《2010-2011年印尼商业指南》在2007-2008年版本上作出了很大改

动，重点关注印尼目前两个最有名和最具发展潜力的方向，即旅游和创意

产业。我们希望未来的投资者仔细阅读本书，并能够在印尼找到合适的投

资机会。 

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非常愿意为投资者提供一切力

所能及的援助，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把握投资机会，并提供各个环节的详

细信息。我们希望每个未来的投资者均能够在印尼取得成功。

2010年4月于雅加达

 

Lin Che Wei, CFA 

序言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IRAI）创始人



本指南由Phoa Bing Han起草，然后由Bril iana S.Wardhani及其主要组员（包

括Tiro Daenuwy和Kurie Suditomo ）完成后续工作。为本书编写提供帮助的

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的员工有：Metodius Anwir、Ridy 

Sudarma、Sebastian Santoso、David Herlambang、Agnes Bunga 

Andriana、Vidy Onadi和Riana Hermawati。 

编写组还得到了贸易部、文化及旅游部、外交部、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和各位专家

的极大帮助，他们或者直接参与本书的编写过程，或者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其他贡

献。一些著名单位亦在本书的相关部分中提供帮助，它们是（按字母顺序排列）：

Chatib Basri、Adi Hadianto、M. Fadhil Hasan、Terry Lacey和Tahlim 

Sudaryanto。 

对于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直接或间接帮助的所有人，其中许多人我们说不出名字，我

们在此必须最衷心的感谢。 

PT. Independent Research & Advisory Indonesia (IRAI)

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

Suite 4802, Menara BCA Grand Indonesia

Jl. MH. Thamrin No. 1

Jakarta 10310, Indonesia

Phone: (62-21) 2358-7001

Fax: (62-21) 2358 7005

Website: www.irai.co.id

Email : t iro@irai.co.id

印制于2010年4月

Copyright@2010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版权所有

设计：J I V V A S  Indonesia 

免责声明：
本指南中的信息和资料均从可信赖的渠道获取。虽然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已尽到必要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但

关于本书中提供的任何信息和意见或任何相关信息、或在本书出版后不再更改的任何其他信息或意见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与参加人员不提供任何保证、承诺或担保，也不承

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任何个人或公司因信赖本手册内容所引起或遭受的任何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索

赔、诉讼、控诉、请求、损失、费用、损害或成本），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与参加人

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本书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遗漏、误述、疏忽或其他类似问题，以及与本书有

关的任何其他错误或遗漏，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及其员工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中包

含的信息不能视作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提供关于签订书中所述投资协议的建议。书中

任何统计表和图中的范围、颜色、金额及其他信息并不表示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作出

关于任何地区的法律状况或该地区的认可条件的判断。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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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的参展主

题是“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

化城市”，这次盛会将于2010年5

月1日正式开幕，历时六个月，预计

将有7000万人前来参观。

为契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主题，印度尼西亚馆以“印

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化城市”

为主题。自从1851年在伦敦首次举

办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2010年上

海世博会是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

界博览会。

预计到201 0年，全球总人口中的

55%将居住在城市。因此以“城市”

为主题非常合适。筹办方表示：“对

未来城市生活的憧憬与展望是一项全

球性课题，它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和人民休戚相关。”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为参观者

提供一次探讨新世纪人类城市生活的

伟大盛会，21世纪是城市发展的重

要时期。印度尼西亚将利用这次难得

机会，与参观者共同探讨印度尼西亚

的城市生活话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环境（生态子主题），文化、种族

与历史的多样性（多样性子主题），

以及城市（城市子主题）。

印度尼西亚参展2010年上
海世博会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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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

样化城市”将代表印度尼西亚人们的

美好愿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体

系、保护环境、保护现有的文化资源

，确保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幸福安康。

将“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化

城市”的主题融入到印度尼西亚馆的

设计中。这是印度尼西亚自1964年

以来的首个世博会展馆。展馆的设计

透射出现代和未来的智慧碰撞。具出

明显的现代热带风格，同时融合了大

量的印度尼西亚元素。印度尼西亚馆

的设计完美凸显了“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世博会主题。

印度尼西亚馆的设计展示了21世纪

城市生活的所有可能方面，包括技术

变革、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以及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等。 

随着梯田不断向上，参观者可以体验

翠竹掩映和瀑布飞倾的视觉美感，聆

听美妙的天籁之音。在印度尼西亚馆

内，参观者可以观看印度尼西亚人们

的艺术创造品，品尝印度尼西亚美食

、欣赏传统音乐，印度尼西亚馆每天

都将为参观者呈现精彩独特的印度尼

西亚特色歌舞。

新颖别致和充满未来主义的展览馆来

主义的展览馆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佳旅游、贸易和投

资地点之一

除了展示印度尼西亚的可持续城市生

活的愿景外，2010上海世博会印度

尼西亚馆同时还为投资者和游客提供

了一个在印度尼西亚旅游、贸易和投

资的平台。 

印度尼西亚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

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和水体总量最大

的国家之一，全国共包括300个种族

，方言约有600多种，官方语言为印

度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是各种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荟萃之地，毫无疑

问是全球最理想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印度尼西亚拥有极其丰富的森林资源

，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是地球

上环境最紧迫需要保护的区域之一，

印度尼西亚动植物品种丰富，拥有全

球25%的鱼类、17%的鸟类和16%

的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的哺乳

动物、10%的花卉植物。 

印度尼西亚有2.4亿人口，是正在发

展的中等富裕国家，印度尼西亚是全

球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之一。印度尼西

亚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

全球最大的热媒出口国以及是其它许

多种重要矿石的主要产地，例如金矿

、铜矿和铝土矿，印度尼西亚将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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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投资者最理想和最需要的贸易伙伴，

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地区之一。 

印度尼西亚很长时间以来始终保持高

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曾经一度

因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有所

中断，但进入21世纪后，重新又回

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 

印度尼西亚不仅承诺高投资回报率，

同时还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和安全保证。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

大的伊斯兰国家，通过实施全面的分

权制和民主政治，成功建立了自己的

民主制度。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机制现

在运行良好，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稳定

。

政治环境稳定、提供安全保证、经济

高速增长、自然资源丰富、巨大的新

兴市场以及正在迅速增长的中等富裕

国家，这些都是投资者在印度投资与

发展的有利因素。  

我们热烈欢迎您参观印度尼西亚馆。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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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5 00 S, 120 00 E

总面积：1,904,569平方公里
世界排名：16

土地面积为：1,811,569 平方公里
海洋面积为：93,000平方公里

注释*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共有
17508座岛屿（其中6000座岛屿有
人居住）；地跨赤道。

54,716公里

属于热带气候；终年高温潮湿；高海
拔地区气温相对较低

地理位置：

面积：

海岸线：

气候：

地理因素

国家全名：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历史名称：尼德兰东印度群岛、

荷属东印度群岛

1945年8月17日

独立时间：

雅加达
时区： WIB +7, 

WITA + 8, WIT +9  
注释：印度分为三个时区

首都：

行政区域：

印度尼西亚分30个省、
2个特别行政区、
和1个首都地区

政府机构：

总统：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2004年10月20日上任）；

副总统：布迪奥诺
（2009年10月20日上任）

民主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任
期为5年；上一次选举时间为

2009年9月8日
（下一次选举将在2014年进行）

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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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年龄结构：

人民

240,271,522 (2009年7月
统计)
全球排名：4

0-14 岁：28.1%
15-64岁: 66%
65岁及以上：6%(2009年统
计)

宗教：

语言：

伊斯兰教86.1%、新教5.7%
、天主教3%、印度教1.8%、
其他3.4%（2000年统计）

印度尼西亚语、英语、荷兰语
和各种方言

GDP(购买力平价)
9685亿美元（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16

GDP (官方外汇储备):
5149亿美元(2009年记录)

GDP –实际增长速度：
4.4% (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 33

人均GDP(PPP)：
4000美元(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155

GDP - 各产业比例：
农业：14.4%
工业：47.1%
服务业：38.5% (2009年记录)

劳动力:
1.133亿 (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5

财政预算：
财政收入：837.7亿美元
财政支出：972.4亿美元(2009年记录)

出口：
1156亿美元(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31

入口：
866亿美元（2009年记录）
世界排名：32
1160亿美元（2008年记录）
外汇和黄金储备：
625.9亿美元（2009年12月31日记录。）

汇率：
美元兑印度尼西亚盾（IDR）- 
9,350 (2010年3月)、10,399.2 (2009年)、
9,698.9 (2008年)、9,143 (2007年)、
9,159.3 (2006年)、9,704.7 (2005年)

经济

3037.8万部 (2008年）
世界排名：10

1.40578亿部（2008年）
世界排名：6

.id

3000万 (2008年)
世界排名：11

683个城市中有164个
通航（2009年）

总里程：8529公里

总里程：437,759公里

总里程21,579公里（2008年）

全国拥有电话总数：

移动电话数量:

互联网国家代码：

互联网用户数：

航空：

铁路：

公路：

水路：

通讯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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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2 0 0 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4.5%，而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甚

至达到5.4%。从消费方面来说

，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来自家庭消

费。在2009年4.5%的经济增长

率中，有2.8%是来自私人消费

，也就是说，私人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2%。另外一个

主要增长点是国家消费，对GDP

总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

从这些数据可知，印尼的经济增

长主要来自内需，包括个人消费

和政府消费。出口和投资对印尼

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小。国内经

济是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

在去年发生全球经济危机期间，

很多国家的出口都受到了严重影

响，但对印尼的经济影响甚微，

印尼去年的经济运行状况依旧良

好。

从生产方面来说，一些重要行业

支撑了印尼去年的经济增长率，

例如交通和通讯（2009年增长

了15.5%）、电子、供气和供水

（13 .8%）和建筑业（7.15%

）。从这些数据可知，印尼的经

济增长主要由非贸易行业支撑。

不过制造业增速相对较缓，仅增

长2.15%。制造业之所以增长较

概述

印尼与中国、印度和越南一起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间

仍保持正增长的亚洲四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民间和公

共部门的强劲内需拉动。在1999年，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但印

尼经济呈现出相对良好态势。印尼的资本市场是亚洲最稳健的市

场之一。展望未来，印尼国内需求强劲，全球市场对印尼商品和

出口产品的需求已逐渐恢复，因此印尼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

2010-2011年
印度尼西亚经济展望

GDP增长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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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零售额

2008年10月    2009年1月    2009年4月    2009年7月    2009年10月    2010年1月    

图2.3.1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的参展主

题是“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

化城市”，这次盛会将于2010年5

月1日正式开幕，历时六个月，预计

将有7000万人前来参观。

为契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主题，印度尼西亚馆以“印

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化城市”

为主题。自从1851年在伦敦首次举

办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2010年上

海世博会是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

界博览会。

慢是因为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行

业面临严重问题。全球经济的疲

软使得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需求大大降低。同时，严格的

劳动法规要求、违规处罚、基础

设施的质量欠佳、以及昂贵的物

流成本，这些都会提高行业成本

，从而使行业的竞争力进一步下

降或丧失。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

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增长速

度较缓。

在2010年1月之前（包括该月）

，经济的几个领先指标仍然显示

需求不断增长。零售额和消费者

信心指数稳步提高，消费需求呈

波浪式上升趋势（图2.3.1）。

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还体现在汽

车和摩托车月销售量的增长（图

2.3.2）。

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印尼的

经济为何仍能够维持较强的增长

态势？财政刺激政策在提高国内

消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

预算的吸收率仍控制在较低水平

，政府同时还实行有效的减税政

策。减税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积

极影响。究其原因为：使印尼的

消费水平更高。同时，印尼的人

口结构年轻化使得减税政策的效

果更加明显。另外一个因素是政

府限制了对金融机构的使用，信

用卡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当人

几个领先指数的增长

2000年10月=100点

数据来源：印尼银行

消费者信心指数零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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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        2009年3月        2009年6月          2009年9月        2009年12月

耗电量              

机动车销量     

摩托车小量

因此，“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

样化城市”将代表印度尼西亚人们的

美好愿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体

系、保护环境、保护现有的文化资源

，确保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幸福安康。

将“印度尼西亚生态化城市，多样化

城市”的主题融入到印度尼西亚馆的

设计中。这是印度尼西亚自1964年

以来的首个世博会展馆。展馆的设计

透射出现代和未来的智慧碰撞。具出

明显的现代热带风格，同时融合了大

量的印度尼西亚元素。印度尼西亚馆

的设计完美凸显了“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世博会主题。

印度尼西亚馆的设计展示了21世纪

城市生活的所有可能方面，包括技术

变革、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以及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等。 

随着梯田不断向上，参观者可以体验

翠竹掩映和瀑布飞倾的视觉美感，聆

听美妙的天籁之音。在印度尼西亚馆

内，参观者可以观看印度尼西亚人们

的艺术创造品，品尝印度尼西亚美食

、欣赏传统音乐，印度尼西亚馆每天

都将为参观者呈现精彩独特的印度尼

西亚特色歌舞。

们获得额外收入时，会更加倾向

于进行消费。同时通过降低政府

支出的吸收率，使减税政策的效

果更加明显。最近调查结果：

2009年的消费增长超过4.9%。

但我们仍不能下结论说财政刺激

就是私人消费的主要推动力。印

尼的纳税人数量有限，因此政府

财政的力量依然不足。我们还必

须寻找其他原因来解释为何在全

球经济危机期间印尼国内的个人

消费水平依然 强劲。2009年相

对强劲的消费水平受到了上半年

良好的出口业绩所带动，出口业

绩良好为初级产品赢得了更大的

利润率。这些利润将被分配到各

生产者，他们将多于的资金存入

银行的储蓄帐户内。银行利用这

些资金进行投资。这就是爪哇岛

以外区域（商品生产区域）在

2007年的信贷增长为何会高于

全国平均值的原因。

从生产方面来说，在全球经济危

机期间能够生存的行业全都是内

向型行业。从图2.3 .3中可以看

出，饮食产业受全球经济危机的

影响不大。但出口型行业（例如

纺织和电子）因经济危机的影响

出现负增长。机械设备行业只是

在2009年9月以后才开始出现

增速放缓迹象。这些数据均表明

：内向型产业受全球经济危机的

影响相对较小，而出口型行业和

/或依赖原料进口的内向型行业

耗电量、机动车销量和摩托车小量
变化率（%）

来源：CEI 图2.3.2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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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从

图2.3 .4中可以看出，2009年

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核心通货膨胀

(Core Inflation)。这表明国家

货币政策仍然是引起通货膨胀的

主要原因。2009年总体通货膨

胀之所以降低是因为：2008年

底到2009年初燃料价格下降。

从而导致政府调低了相关商品的

限价。

低通货膨胀会提高购买力，促使

资本流入印尼境内，因此对整体

经济的稳定性能带来有益影响。

这一点同时还体现在：资本的流

入造成印尼盾的“坚挺”。低通

货膨胀率同时还使印度尼西亚银

行（BI）和中央银行可以降低利

率。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印尼经

却面临问题。例如，汽车工业在

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些问

题。这些数据有力验证了需维持

内向型行业与出口型行业之间平

衡发展的观点。面向国内市场的

行业在未来仍将具有很大的投资

吸引力。除了平稳发展的内向型

行业外，全球经济状况的改善同

时对出口型行业带来有益影响。

相对应地，商品产量开始增加，

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走势继续转好

。不仅仅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

设施产业同样逢迎新的发展机遇

，印尼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印尼对

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长和日益

迫切。

通货膨胀率在2009年为2.78%

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和财政收

图2.3.2 

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
变化率（%）

来源：BPS

工业生产指数     

煤炭、精炼石油

食品与饮料     

机械与设备  

纺织品   

电力机械     

2008年12月        2009年3月         2009年6   2009年9月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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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  核心通货

膨胀  

管制型通货膨胀 可

变通货膨胀

济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银行（BI

）基准利率从2008年12月的

9.5%降到2009年年中的6.5%

。不过，因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日

益增大趋势，因此一直到现在（

2010年2月），印度尼西亚银行

的基准利率始终维持在6.5%。

美国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和进行

资产清算的金融政策，因此美国

政府不得不大量印刷美元，从而

导致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包括

印度尼西亚盾）的汇率下降。美

国需要推行弱势美元政策消除巨

额的贸易赤字，因此美元疲软的

情形可能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在

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在今年年底

之前，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的汇

率将会继续走弱。因美元对印尼

盾汇率的走低，导致流入到证券

投资内的资本明显增加，这反过

来又进一步推高了印尼盾对美元

的汇率，从2009年1月的11 , 

165 印尼盾兑1美元升高到

2009年12月的9, 457 印尼盾

兑1美元。2009年的平均汇率

为10, 356 印尼盾兑1美元。

在过去几年内，印尼持续维持财

政收支平衡。政府预算赤字始终

低于2%。即使在2009年政府采

取了财政刺激政策的情况下，预

算赤字仍然仅为1.6%。财政收

支的平衡使印尼的财政更加稳定

，政府能够在2009年将债务对

GDP的比率降低到30%左右。在

将来，政府将计划进一步降低债

务对GDP的比率到25%左右。 

财政收支平衡

汇率

图2.3.4来源：BPS

通货膨胀变化率（%）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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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2005年和2008年燃

料价格的升高，政府采取若干积

极的财政政策，使财政支出空间

进一步增大。这意味着政府可以

执行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财政计划

，例如摆脱贫困、教育、卫生和

基础设施等。目前国家的债务对

GDP的比率较低，因此有足够的

财政空间为政府实行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实际上，印

尼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开支能

力不足。这种情形将通过政府预

算系统改革加以解决，利用预算

执行概念，以及解决中央政府对

预算的控制力度不足和地方分权

的问题。

强劲的个人消费仍然是2010年

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印尼的个

人消费占到了GDP的60％左右

，将成为确保2010-2011年经

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

国家消费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

持。政府制定了2.2%的预算赤

字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则政府可以继续实施各项经济

刺激政策，将更利于维持经济的

高速增长。

从2009年第4季度开始，全球

经济回暖，印尼的出口形势好转

。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印尼的出口将有望迎来更快的增

长。因此，我们预计印尼2010

年的出口增长将稍高于2009年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能够支

持更高的进口水平。增加进口(

尤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将有助

于扩大投资。表1中列出了资本

货物和原材料进口的重要投资指

标。这些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进

口在2009年有所增长，但尚未

回到前期同一水平。也就是说，

指标表明产品和投资额仍然低于

2008年同期水平。不过，从资

本货物的月增长图上可以看出，

资本货物进口在2009年11月和

12月聚增。根据数据趋势分析，

预计2010年第1季度和第2季度

将开始新的一轮投资。因此，

2 0 1 0 年 的 投 资 增 长 应 高 于

2 0 0 9 年 ， 但 可 能 无 法 达 到

2008年的水平。

强劲的家庭消费和国家消费以及

因全球经济转暖和投资增加而带

来出口增加，都将为2010年的

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我们预

2010-2011年展望和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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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7.8万部 (2008年）
世界排名：10

1.40578亿部（2008年）
世界排名：6

.id

3000万 (2008年)
世界排名：11

全国拥有电话总数：

移动电话数量:

互联网国家代码：

互联网用户数：

计2 0 1 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在

5 .5%-6%之间，2011年将在

6%-6.5%之间（表2）。

因为需求强劲和商品价格增加，

2010年的通货膨胀率估计会稍

有提高，预计在6%到6.5%之间

。2010年印尼全国的商品供应

量有望增长，这将有助于降低通

货膨胀，因此我们预计2011年

的通货膨胀率为5%-6%。

2009年的低通货膨胀率为印度

尼西亚银行提供了降利率空间。

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存在增大趋势

，因此印度尼西亚银行的基准利

率很难降低到6.5%以下。随着

未来通货膨胀率增加，中央银行

预计会将印尼央行票据（SBIs）

的基准利率提高到7%。

投资环境

在汇率方面，预计2010年上半

年美元对其他货币（包括印尼盾

）的汇率会继续走低。但必须注

意全球流动性

膨胀。到2010年下半年，估计

很多国家都会开始提高利率。美

国的银行利率可能将在2010年

年底时略有提高，利率的提高势

必对印尼盾汇率带来一定影响。

我 们 在 2 0 0 9 年 年 底 预 测 ：

2010年印尼盾的年平均汇率将

为9,500印尼盾兑1美元。

在投资方面，诸多问题依然存在

，包括法律确定性、劳动法严格

规定、基础设施和经商适宜度等

方面的问题。基础设施质量欠佳

同样会降低印尼对投资者的吸引

进口总额

消费品

原材料

资本货物

2009年12月份对

11月份的增长率

17.15 

2.88 

11.98 

42.54 

2009年1月-12月对

2008年1月-12月的增长率

-25.02 

-18.63 

-29.99 

-4.47 

各商业类型进口增长率（%）

来源：BPS 表2.3.1：各商业类型进口增长率（%）

印尼概况2010-2011年
印尼商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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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2 0 0 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4.5%，而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甚

至达到5.4%。从消费方面来说

，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来自家庭消

费。在2009年4.5%的经济增长

率中，有2.8%是来自私人消费

，也就是说，私人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2%。另外一个

主要增长点是国家消费，对GDP

总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

从这些数据可知，印尼的经济增

长主要来自内需，包括个人消费

和政府消费。出口和投资对印尼

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小。国内经

济是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

力。印尼在经济增长中还需要解

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供应限制的问

题，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

由于政府投资不足，以及很多私

营部门的基础设施项目被延迟或

被取消，从而使印尼的基础设施

质量继续下降。这个问题已经限

制了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供应能力

，使印尼经济难以回到金融危机

前的水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认为印尼必

须在国内经济发展中优先考虑基

础设施的建设。建立遍布全国的

公路和岛屿间交通系统，兴建港

口及其他国内交通系统设施，基

础设施将成为印尼经济建设的当

务之急，必须提到最高的战略优

先地位。通过这些措施为印尼经

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

保障。 

为了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印尼必

须保证建立国内“软”基础设施

，包括优化官僚机构、简化投资

许可程序、降低商业成本、保证

法律确定性、简化监管措施，通

过这些手段确保印尼经济更加快

速地运行。实行上述手段必须要

求政府建立强有力和合格的执行

机构，为国内贸易和国家不同地

区之间的资源流动提供支持。通

过解除管制清除国内贸易流通的

制度障碍；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规

制国内经济内的反竞争行为；改

善国内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这

些都将作为印尼经济政策的重中

之重。目前正重点关注几个方面

，包括简化贸易中的官僚程序、

简化文件程序、建立全天候（每

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政府工

作窗，确保国家、地区和国际法

规的协调，以及进行规制改革。

总 之 ，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经 济 在

2010年预计运行良好。经济增

预

测的风险



026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长率将继续提高，通货膨胀率也

可能会稍有增加，但处在可控制

范围内，汇率相对稳定，维持在

9,500印尼盾兑1美元左右。关

于全球经济的预测仍然存在不确

定性，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

、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经济问题

可能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另

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大国的

“退出战略”已开始发生改变，

他们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前景表示

看好，并可能采取积极的姿态愿

意承担风险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

的增长。例如，中国决定降低对

国内经济的刺激和放缓信贷增长

速度，以避免对亚洲经济的复苏

造成影响。因此，我们依然认为

目前的风险还是能够有效控制的。 

在国内方面，目前的政治压力（

例如世纪银行案）并不会给印尼

经济带来立即影响。不过如果继

续发生政治动荡情形和全球流通

量收紧，印尼经济将面临更大的

风险。只要政府能够维持政治稳

定，印尼经济就不会有太大的潜

在风险，2010年将会比2009

年更加美好。

名义GDP

实际GDP增长，2000年价格水平 

国民核算：开支

私人消费开支

政府支出

固定投资支出

商品和服务出口

商品和服务进口

货币

印尼盾兑美元，年平均值

价格水平和利率

通货膨胀率 

印度尼西亚银行（BI）2009年年底利率 

Rp tr

同比增长%

同比实际增长率%

同比实际增长率%

同比实际增长率%

同比实际增长率%

同比实际增长率%

IDR/USD

同比增长%

%

2009

5.6441

4.5

4.9 

15.7

3.3

-9.7

-14.9

2.8

6.5

2010 F

6.321

5.5-6

5-5.5.

12-15

5-6

5-6.5

10-13

9500印尼盾

6-7

7-8

2011 F

6-6.5

5-5.5

7-8

9-10

8-9

12-13

9000-9500印尼盾

5-6

6-7

表2.3.2印尼：主要经济指标  

印尼概况2010-2011年
印尼商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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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history

* 3rd to 15th century:  The 
Sumatra-based Srivijaya naval 
kingdom �ourished and declined.
* 8th century to 832 CE:  The 
agriculturally-based Buddhist 
Sailendra kingdom, which built 
the Borobudur Buddhist temple, 
�ourished and declined. 

13th century

* 1200s:  Isla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Aceh region.
* 1293:  The Hindu Majapahit 
kingdom was founded in eastern 
Java

15th Century

* 1400s:  Islam becomes 
Indonesia’s dominant 
religion.

16th century

* 1512:  The �rst Portuguese 
exploratory expedition was sent 
eastward from Malacca to search 
for the ‘Spice Islands’ (Maluku).
* 1595:  First Dutch expedition to 
Indonesia, led by Cornelis de 
Houtman, set sail for the East 
Indies with two hundred and 
forty-nine men and sixty-four 
cannons.

17th century

* 160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was established 
by merging competing Dutch 
trading companies.
* 1603:  First permanent Dutch 
trading post was established in 
Banten, West Java.
* 1610:  The VOC established the 
post of Governor General to 
enable �rmer control of their 
a�airs in Asia.

18th Century

* 1717:  Surabaya rebels against 
the VOC.

19th Century

* 1800, January 1:  The bankrupt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was formally dissolved and the 
nationalized Dutch East Indies is 
established.
* 1873:  The beginning of the 
bloody Aceh War for Dutch 
occupation of the province.
* 1894:  Lombok War

1900–1942

* 1917:  East Indies trade with 
Europe cut  o� by the war.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1945)

* 1942, February:  Imperial 
Japan occupied Indonesia 
during World War II, 
overthrowing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d installing their own 
imperial structure.
* 1945, August 15:  Japanese 
surrendered to Allied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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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面临问题。例如，汽车工业在

2009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些问

题。这些数据有力验证了需维持

内向型行业与出口型行业之间平

衡发展的观点。面向国内市场的

行业在未来仍将具有很大的投资

吸引力。除了平稳发展的内向型

行业外，全球经济状况的改善同

时对出口型行业带来有益影响。

相对应地，商品产量开始增加，

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走势继续转好

。不仅仅资源密集型产业，基础

设施产业同样逢迎新的发展机遇

，印尼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印尼对

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长和日益

迫切。

通货膨胀率在2009年为2.78%

* 第3世纪到第15世纪：室利佛逝（

Srivijaya）王国的兴盛与衰退，室利佛逝

（Srivijaya）王国位于今日印度尼西亚的

苏门答腊，是当时沿海贸易的主要中心。

* 第8世纪到公元832年：夏连特拉王国的

兴盛与衰退，夏连特拉王国是信奉大乘佛

教的农业王国，修建了婆罗浮屠。 

* 15世纪初：伊斯兰教成为

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宗教。

 

* 1512年：第一支葡萄牙人探

险队从马六甲开始出发，往东寻

找“香料岛”（马鲁古群岛）。

* 1595年：由Cornelis de 

Houtman领导的第一支荷兰探

险队到达印度尼西亚，探险船载

着249人和64门加农炮驶往东

印度群岛。

 

* 1602年：荷兰贸易公司通过合并，

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 1603年：荷兰贸易公司在西爪哇万

丹成立首个永久性贸易港。

* 1610年：荷兰总督府成立了荷兰东

印度公司，加强对亚洲事务的控制。

 

* 1717年，苏腊巴亚发生对反抗荷兰

东印度公司的斗争。

* 1800年1月1日，破产的荷兰东印度

公司（VOC）正式解散并被荷兰政府

接管，成立荷属东印度。

* 1873年：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人民为

反抗荷兰殖民侵略而发生战争。

* 1894年：龙目岛战争

* 1917年：因战争导致东印度与欧洲

的贸易中断。

* 1942年2月：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打败

荷属东印度并侵占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日本帝

国主义政府机构。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

同盟国投降。

* 13世纪初：伊斯兰教立足于印度尼西

亚亚齐地区。

* 1293年：印度教玛迦帕夷王朝

（Majapahit）于东爪哇创建。

15世纪

18世纪

19世纪

13世纪

早期历史

1900–1942

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1942年–1945年）

16世纪

17世纪



1950s

* 1950, September 27:  Indonesia 
became the 60th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 1955, April18–25:  The city of 
Bandung hosted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which was the �rst 
meeting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 1955, September 29:  Indonesia 
held general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 1959, July 10:  President 
Sukarno appointed a “Working 
Cabinet” with himself as prime 
minister; the beginning of 
“Guide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1960s

* 1965, September 30:  An abortive 
coup in Jakarta resulted in the 
murder of six army generals.
* 1965 to October 1966, March:  A 
violent anti-communist purge took 
the lives of approximately half 
million Indonesians.
* 1967, February 22:  In a 
ceremony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Sukarno handed over 
authority to Suharto.

1980s

* 1988:  Suharto was elected by 
the People’s Consultative 
Assembly (MPR) to a �fth term as 
president.

1990s

* 1991:  Indonesia wins 
presidency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 1997, July:  The collapse of the 
Thai baht started the East Asian 
�nancial crisis, and over the 
ensuing months Indonesia was 
hardest hit.
* 1998, March 11:  Suharto 
unanimously elected by the MPR 
to his seventh presidential term.
* 1998, May 21:  After being 
deserted by his cabinet in the 
wake of massive rioting in the 
streets nationwide, Suharto 
resigned the presidency. His vice 
president, Habibie, took the 
presidential o�ce. 
* 1999, June 7:  Indonesia held its 
�rst free and fair national 
elections since 1955. Abdurrah -
man Wahid (Gus Dur) becomes 
president.

2000s

* 2001, July:  Parliament 
dismisses President Wahid. Vice 
President Megawati Sukarnopu -
tri is sworn in as his replacement
* 2004, April:  Parliamentary and 
local elections: Golkar Party wins 
greatest share of votes, with 
Megawati Sukarnoputri’s PDI-P 
coming second. 
* 2004, October:  Indonesia’s �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elected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2009, October: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wins the secon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1950)

* 1945, 17 August:  “Proclamation 
of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signed by Sukarno and Hatta.
* 1945, November 10:  Battle of 
Surabaya.
* 1949, December:  International 
pressure led the Netherlands 
Government to transfer powe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Indonesia 
(RUSI) at the Dutch-Indones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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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o transfer powe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Indonesia 
(RUSI) at the Dutch-Indones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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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和哈

达正式发表“印度尼西亚独立宣

言”。

* 1945年11月10日：泗水战争

爆发。

* 1949年12月：荷兰政府在荷兰

-印度尼西亚圆桌会议上，迫于国

际压力不得不将印度尼西亚的主

权由荷兰转移到了印度尼西亚联

邦共和国。

* 1950年9月27日：印度尼西亚

成为联合国的第60个成员国。

* 1955年4月18日-25日：亚非

会议在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不

结盟运动首脑会议。 

* 1955年9月29日：印度尼西亚

举行议会选举。

* 1959年7月10日：苏加诺总统

组建“内阁”，并亲自兼任内阁

总理；印度开始进入“准则民主

主义”政治时期。

 

* 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发

生了一场疑云重重的流产“政变”，

七名将领被处死。

* 1965年10月到1966年3月：右派

军人集团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对印

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镇

压，有100万到200万左右的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军队处决。

* 1967年2月22日：诺加诺在总统

府官邸举行的仪式上，将行政权力移

交给苏哈托。

* 1988年：苏哈托被印度尼西亚

人民协商会议（MPR）选举为第

5任总统。

* 1991年：印度尼西亚被推选为

不结盟运动主席国。

* 1997年7月：泰铢崩溃引发东亚

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经济在随后

几个月内遭受沉重打击。

* 1998年11月3日：苏加诺无争

议地被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

MPR）选举为第七任总统。

* 1998年5月21日：在爆发全国

性的街头暴乱后，苏哈托内阁被迫

解散，苏哈托辞去了印度尼西亚总

统职位，由副总统哈比比接任。 

* 1999年6月7日：印度尼西亚举

行了1955年以来第一次自由、民

主的全国大选。瓦希德被当选为印

度尼西亚总统。

* 2001年7月：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

议特别会议通过了罢免总统瓦希德的决议

，同时任命副总统梅加瓦蒂为新总统。

* 2004年4月：印度尼西亚举行国会选

举和地方选举，戈尔卡党赢得了大多数选

票，而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代表的PDI-P政党屈居

第二。 

* 2004年10月：印度尼西亚开始首次民

主直选，选举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为印

度尼西亚总统。

* 2009年10月：苏西洛·班邦·尤多约

诺赢得了第二次民主直选，再次被当选为

印度尼西亚总统。

20世纪80年代

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

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
（1945年–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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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2005年和2008年燃

料价格的升高，政府采取若干积

极的财政政策，使财政支出空间

进一步增大。这意味着政府可以

执行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财政计划

，例如摆脱贫困、教育、卫生和

基础设施等。目前国家的债务对

GDP的比率较低，因此有足够的

财政空间为政府实行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提供支持。实际上，印

尼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开支能

力不足。这种情形将通过政府预

算系统改革加以解决，利用预算

执行概念，以及解决中央政府对

预算的控制力度不足和地方分权

的问题。

强劲的个人消费仍然是2010年

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印尼的个

人消费占到了GDP的60％左右

，将成为确保2010-2011年经

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

国家消费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

持。政府制定了2.2%的预算赤

字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则政府可以继续实施各项经济

刺激政策，将更利于维持经济的

高速增长。

自1945年宣布独立以来，印度尼

西亚的现代政治史带有鲜明的长

期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

发生了长期而又艰巨、复杂和曲

折的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帝

国主义投降的几个月前，印度尼

西亚的建国之父正在积极探索如

何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

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国家。

，包括接受过荷兰教育的人，甚

至是一些穆斯林学者，都建议不

引言

政治 要把印度尼西亚定为一个伊斯兰

国家，而应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

益，成为一个多民族群岛国家。

   

尽管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伊斯兰

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自从独立以

来，尊重少数民族已经被上升为

国家“Bhinneka Tunggal Ika”

的基本国策，用梵语表示即“多

样性中的统一”。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历史可分为旧

制度(Old Order)时期和新制度

(New Order)时期。所谓的旧制

度时期,就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

统苏加诺(Sukarno)统治印度尼

西亚的那段时间(1945年至1966

年)；而新制度时期就是从印度尼

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Suharto)

统治印度尼西亚开始直到现在，

除了2005年之前持续发生的亚齐

叛乱之外，印度尼西亚政府实际

上成功抵制住了穆斯林右派势力

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压

力。

新制度(New Order)在1998年

受到压制，穆斯林右派势力再次

抬头，几个伊斯兰党派试图修改

宪法，包括提出了一项决策，即要

求伊斯兰教徒遵循伊斯兰教法。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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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004年、2009年三

次大选都没有任何穆斯林党派赢得

多数选票，因此穆斯林右派势力不

得不将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努力转移

到各个地区，例如在许多摄政统治

区和自治区内，实施基于伊斯兰教

法的法令，以及向印度尼西亚众议

院代表提出颁布基于伊斯兰教的法

规，例如反色情法。

到目前为止，亚齐省是印度尼西

亚唯一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省

份，执政的亚齐党派由前反政府

组织“自由亚齐运动（GAM）”

创建，该党派多次暗示将重新审

查伊斯兰法律体系。

在苏加洛（Sukarno）与哈达（

Mohammad Hatta）于1945年

8月17日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后

，开始了民族革命，荷兰为夺回

殖民地，向印度尼西亚发动战争

，印度尼西亚人民经过艰苦的战

争和外交努力，直到1949年荷兰

终于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至

此印度尼西亚群岛已被荷兰殖民

统治了数百年。

在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后，

这个年轻的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自

旧制度（Old Order）  

由民主的尝试，当时国内政党派

系林立，并且全国正在开展一场

反对贫困和无知的新斗争，因此

自由民主制在建国之初不可能在

印度尼西亚取得成功，在议会制

民主所带来的暂短兴奋过后，造

成的是印度尼西亚政治的长期不

稳定，1949年12月到1957年4

月期间，印度尼西亚共发生过10

次内阁改组。

在经过长期的等待后，作为民主

政治的标志，印度尼西亚于1955

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但这

次选举加剧了政治权利的分裂，

形成了三个政见完全不同的党派

：世俗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

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赢

得了议会的大多数选票，稳定的

联合执政局面始终难以实现。

在军队的全力支持下，苏加诺（

Sukarno）在1957年在全国颁布

戒严令，镇压地区叛乱，并宣布解

散国会，1959年苏加诺宣布恢复

“总统制”，加强总统的权力。

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有领

导的民主”政治统治体制，实际

上实行独裁，在世界冷战格局的

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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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右翼势力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

。席卷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新

浪潮使苏加诺政府站到了反对西

方国家的立场上，他们认为这股

新浪潮是新殖民地主义的象征，

同时使苏加诺政府更加倾向苏联

共产集团。印度尼西亚入侵西巴

布亚岛以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

亚关系交恶，是苏加诺反对新殖

民地主义运动过程的最后两次斗

争，因被指责与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发起的一次流产政变有关，苏

加诺于1967年被迫宣布辞去总统

职务。

在1965年9月30日事件中，有6

名将领被集体杀害，此后印度尼

西亚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镇

压，一直到1966年，印度尼西亚

局势依然动荡。右翼势力在郊外

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实际死亡

人数估计在160,000到500,000

之间。

由于对当时共产党的所谓政变企

图缺少详细和可信的证据，关于

苏哈托是否参加了这次事件，历

史学家一直存在争议。

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争议，但苏

哈托的执政推动了印度尼西亚经

济的极大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苏哈托推行追求经济发展的

政策，采纳了自由市场原则。

苏哈托上台后，任命具有西方教

育背景的部长着手开始恢复印度

尼西亚经济，在政治方面仍然坚

持原有的独裁统治，通过军方力

量控制政府行政机构，以确保政

治的稳定性，但印度尼西亚的民

主进程和公民自由因此受到严重

影响。

与苏加诺不同，苏哈托热衷于利用

外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并通过大

举外债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

资金。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苏哈托政府在新制度中制定了一条

加强地区和全球合作的外交政策。

新制度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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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将继续提高，通货膨胀率也

可能会稍有增加，但处在可控制

范围内，汇率相对稳定，维持在

9,500印尼盾兑1美元左右。关

于全球经济的预测仍然存在不确

定性，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

、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经济问题

可能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复苏。另

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大国的

“退出战略”已开始发生改变，

他们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前景表示

看好，并可能采取积极的姿态愿

意承担风险和努力促进全球经济

的增长。例如，中国决定降低对

国内经济的刺激和放缓信贷增长

速度，以避免对亚洲经济的复苏

苏哈托的军国主义统治不仅确保

了印尼的领土完整，同时还成功

维持30多年的政权稳定。为了确

保国家的统一，苏哈托政府长期

打击、压制各种反对派势力，而

批评政府的言论将可能被指控为

颠覆国家罪。为了巩固统治，苏

哈托通过他的政治工具专业集团

党（Golkar）或功能集团控制印

尼选举，赢得了众议院压倒多数

的选票。苏哈托得到了军方和官

僚的强力支持，因此在整个苏哈

托时代的国会选举中几乎未遇到

任何挑战。苏哈托集团的利益与

他依靠单一政党实行集权统治的

策略密不可分。1973年，苏哈托

强行进行政党合并，将所有反对

党全部合并成两个政党，即伊斯

兰联合发展党、国家主义领导的

印尼民主党。

苏哈托政府通过一个审查机构，

对民主政治的第四大支柱报刊行

业进行严格控制。许多家批评政

府政策的国内日报和期刊都被取

缔查封。

苏哈托的家人和亲信利用苏哈托

集团拥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长

期肆无忌惮地贪污、徇私和任人

唯亲，一定程度上加重了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的影

响。由于印尼国内经济彻底奔溃

，以及印尼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

反政府游行，苏哈托不得不于

1998年5月21日宣布辞职。

苏哈托于2008年逝世，但印尼政

府始终未曾对苏哈托涉嫌贪污和侵

犯人权案进行司法审判，其部分原

因是因为新制度政体残余势力在政

府的决策机构中依然存在。

在苏哈托辞职后，副总统哈比比

宣誓接任印尼总统，并将改革迅

速提上议事日程，包括整顿贪污

、释放政治犯（作为国家和解的

一部分）、解除对报刊媒体的控

制、允许建立政党和工会。

在哈比比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允

许联合国在1999年8月组织东帝

改革时代、奔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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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进行自决问题全民投票，东帝汶

人民在被苏哈托政府控制24年后

，通过投票选择脱离印度尼西亚。

全民投票结束后，与印尼军方有关

的民兵组织展开恐怖行动，但事后

所有军人、警官及平民领袖在人权

法庭上均被宣判无罪。

哈比比政府举行了印尼第一次民

主选举，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

丽领导的反对党印尼民主斗争党

（PDIP）赢得了印尼国会大多数

选票，该党领袖阿卜杜勒·拉赫

曼·瓦希德在伊斯兰政党联盟的

支持下，被当选为印尼总统，该

党女领袖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

丽最终被选为副总统。

瓦希德的执政在2001年7月即宣

告结束，当时选举他为总统的印

尼人民协商会议（MPR）认为瓦

希德不称职，并罢免了瓦希德的

总统职位，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政

治僵局后，梅加瓦蒂终于正式取

代了瓦希德成为印尼总统，并帮

助印尼建设团结党（PPP）主席

哈姆扎·哈兹打败印度尼西亚专

业集团总主席阿克巴尔·丹戎，

赢得了印尼副总统职位。

后苏哈托时期的印尼最高权力机

构“人民协商会议”（MPR）先

后四次修改宪法，旨在加强民主

和人权。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印尼

国会拥有更大权力，并允许建立

有效的制衡机制和限制总统特权

。人民协商会议同时将总统的任

期规定为两届。第四次宪法修正

案正式终止了军队参与印尼政治

的权力，并命令成立地区代表会

议（DPD），因此使印尼的政治

制度更加接近两院制，为印尼的

首次总统直选做好准备。2004年

的国会选举被认为是一次自由和

公平的选举，小党派缩小了与大

党派之间的差距。虽然苏哈托的

政治机构专业集团（Golkar）失

去了1999年赢得的一些选票，但

仍然领先于印尼民主斗争党（

PDI-P），后者在1999年赢得的

选票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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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政治局势

2004年，在印尼的第一次直选中

，小党派印尼民主党领袖苏西洛

·班邦·尤多约诺挫败了大党派

支持的现任总统梅加瓦蒂。参与

总统选举的5位候选人的票数都没

有超过50%，因此必须进行一次

决定性竞选。苏西诺充分利用其

在位的5年时间精心准备2009年

的大选，虽然他的务实作用赢得

了印尼人民的拥护，但仅在最后

一年，在他领导的印尼政府采取

了援助穷人和其他亲民行动后，

印尼大多数选民才最终决定将选

票投给苏西诺。在苏西诺执政期

间，印尼政府加强了反腐败力度

，这也帮助他战胜了其他候选人。

苏西诺领导的印尼民主党在2009

年4月国会选举中获得20.85%的

议席，三个月后，苏西诺再次当

选为印尼总统，仅仅第一回合选

举的得票率就高达60%。苏西诺

的竞选搭档是印度尼西亚中央银

行行长与前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

筹部部长布迪奥诺。印尼的改革

时代同时伴随着宗教冲突和恐怖

主义行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警察后来抓捕了伊斯兰祈祷团

恐怖组织的联系人，2000年12

月圣诞节前夕印尼数个城市的教

堂被攻击，2002年和2005年巴

厘岛爆炸案，2003年、2004年

、2009年雅加达恐怖活动，都是

伊斯兰祈祷团恐怖组织策划，同

时该组织成员还涉嫌参与1999年

和 2 0 0 0 年 发 生 在 马 鲁 姑

(Maluku)群岛和玻梭(Poso)的宗

教冲突事件。

在苏西洛执政期间，印尼政府坚

决反对恐怖主义，抓捕和审判了

恐怖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同时将

拒捕的恐怖组织其他人员当场击

毙。专家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

解决贫穷和实施民主制度，则印

尼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不可能完

全遏制。

苏西诺在2009年5月7日的总统

大选上，以压倒性的优势再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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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印尼总统，掌握了强大的国

家权力。不过，他领导的印尼民

主党只获得了560个国会议席中

的145个，因此苏西诺不得不寻

求与其他党派联手，确保他的计

划能够得到印尼议会的批准。 

苏西诺及前面两位印尼总统的执

政经验证明，作为世界上第三大

民主国家，总统权力高度集中和

不进行分权，并不能保证印尼政

治的稳定。苏西诺及其他候选人

（他们均未能赢得议会半数以上

支持）都承诺：即使印尼采用总

统制，仍将继续保留议会制度。

四个伊斯兰政党-繁荣正义党（

PKS）、团结建设党（PPP）、

全民付托党（PAN）和全国复兴

党（PKB）–与民主党并肩战斗

，帮助苏西诺成功再次当选为印

尼总统。在前印尼经济统筹部长

阿布里扎尔·巴克利接掌国会后

，以及苏西诺即将宣布政府内阁

时，专业集团党（Golkar）组织

了一次造势活动。

印尼政府根据分权制要求，选举

两到四名部长组成执政联盟，当

时每一位部长均表现出诚实和公

正。不过，当最高审计署被揭露

在世纪银行拯救案中违法且苏西

诺的竞选小组涉嫌从中获益时，

执政联盟的作用实际上已不复存

在。议会内的所有党派（包括苏

西诺的联盟党派）签署了一份关

于世纪银行拯救案的调查报告，

世纪银行拯救案的费用大大增加

，达到最初预算的10倍，即6.7

万亿印尼盾。众议院（DPR）调

查的焦点是2008年11月份的救

援案决策制定流程，涉案人员包

括苏西洛的副手布迪约诺（在救

援案发生时担任印度尼西亚中央

银行行长）、财政部长斯莉·穆

尔雅妮·英德拉瓦蒂。

在经过两个月调查后，苏西诺的最

大联盟党专业集团党（Golkar)和

繁荣正义党（PKS），联合印尼

民主斗争党（PDIP）及其团结的

反对党大印度尼西亚运动党（

Gerindra）和民心党（Hanura

），建议对布迪约诺、斯莉·穆尔

雅妮·英德拉瓦蒂及其他中央银行

官员（包括苏西诺岳父的长子奥里

亚·波汉）实行法律程序。苏西诺

是否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挽救他

的执政联盟（包括可能牺牲斯莉

·穆尔雅妮·英德拉瓦蒂或布迪

约诺）目前尚不得而知。过去的

印尼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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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七次地方长官选举）之前

，因此必将影响2014年大选的政

治格局。专业集团党（Golkar）

表示有望赢得地方选举中的50%

票数，在2005年到2008年地方

选举中，该党赢得了40%的摄政

权和市长职位。观察人士认为，

专业集团党（Golkar）和苏西诺

领导的印尼民主党具有最大的竞

争优势，这两个党的财政状况和

执政能力都经得起考验。

经验会告诉苏西诺应如何正确处

理这些违犯法律的政盟伙伴。不

管最后结果如何，印尼所有党派

都明白，世纪银行案正发生在

2010年下半年的244个地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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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主的尝试，当时国内政党派

系林立，并且全国正在开展一场

反对贫困和无知的新斗争，因此

自由民主制在建国之初不可能在

印度尼西亚取得成功，在议会制

民主所带来的暂短兴奋过后，造

成的是印度尼西亚政治的长期不

稳定，1949年12月到1957年4

月期间，印度尼西亚共发生过10

次内阁改组。

在经过长期的等待后，作为民主

政治的标志，印度尼西亚于1955

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选，但这

次选举加剧了政治权利的分裂，

形成了三个政见完全不同的党派

：世俗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

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赢

得了议会的大多数选票，稳定的

联合执政局面始终难以实现。

在军队的全力支持下，苏加诺（

Sukarno）在1957年在全国颁布

戒严令，镇压地区叛乱，并宣布解

散国会，1959年苏加诺宣布恢复

“总统制”，加强总统的权力。

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有领

导的民主”政治统治体制，实际

上实行独裁，在世界冷战格局的

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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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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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背景下，宏观经济指标已被仔

细分析和审查。虽然仍有一些问题

尚待解决，但印尼人民正前进在正

确的道路上，全国经济在可预见的

未来保持增长势头。在本节中，我

们将从宏观经济转到深入分析微观

经济和工业背景，并找出印尼经济

的最大潜力所在。

因此，在接下来的200页或更多

页面中，我们将为读者重点分析

[28]各细分产业，包括农业、基

础设施、财政、采矿与制造业、

创造性行业及旅游业等。

这些产业的总产值在2009年占印

尼GDP的72%左右，因此在国民

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

为印尼未来几年内确保6%-7%的

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农业与采矿业能吸收大量的劳动

力和创造收益，在印尼经济中一

直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仍然是吸

引劳动力最多的行业，全国农业

从业者人数总计4300万（占印尼

劳动力总人数的41%左右），农

业对GDP的贡献率为15%。相反

，采矿业从业者人数仅为110多

印尼能够在2008年底发生的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全球经

济危机中幸免于难，现如今进入2010年，印尼人民则更加自信

和乐观。在政治方面，印尼成功实行和平大选并获得广泛赞誉，

宪法规定现任总统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在下达重要命令时必须

获得60%以上票数同意。

引言

工业概述

GDP（万亿印尼盾）

各行业贡献率（%）

劳动力（百万）

各行业劳动力比例（%）

农业、渔业和林业

中小行业

制造业

电力、供气和供水

建筑业

贸易与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金融服务与房地产

其他服务

总计

来源: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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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万（占印尼劳动力总人数的1%

），但对2009年印尼GDP的贡

献率达到14%左右。本文中分

析了印尼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的可可、咖啡、橡胶和天然棕

榈油（CPO）等产业，并进一

步探讨了这些产业的巨大潜力，

大米和糖产业显然同样需要详细

分析，文中最后还论述了这些产

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影响方面的

重要性。

基础设施和金融业被认为是现代

经济的基本框架。“实物”基础

设施类型包括电力电子、无线电

通讯、交通运输、房地产与建筑

业。“财政”基础设施包括银行

业、资本市场、保险业和复合式

金融业。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伊斯兰国家，印尼的伊斯兰银

行正日益受到民众欢迎。本书特

意采用单独一节内容对这些产业

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

最后，本书重点分析了六大制造

业（汽车、水泥、电子、消费品

、零售与分销产品、医药），尽

管国外制造业（例如中国）带来

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但印尼制造

业依然从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

过去五年内的年增长率超过了6%

。通过更深入分析，找出了这些

行业实现不断增长的一个共同原

因，即消费驱动，印尼的人口基

数巨大，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

本书还分析了印尼的创造性行业

和旅游业，印尼无与伦比的自然

美景、丰富的多样性和浓厚的文

化气息，对全球投资者和游客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本书中深入阐

述了在印尼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传统的捕捞渔业已经达到了每年

9100万吨的最高产量水平，同时

水产养殖
虾

AGRICULTURE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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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全球过度捕捞和公海污染的趋

势的影响，预计2048年海产品种

类和产量将大大减少，因此水产

养殖业的发展显得日益重要。1到

2030年，全球人口预计会增加

20亿，即便是维持目前的人居海

产品消费水平，也必须依靠水产

养殖业提供每年8500万吨左右的

鱼类和其他海产品。

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水产养

殖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食品生

产产业之一，从1950年到2007

年，水产养殖业综合增长率（

CAGR）为8%。2007年全球水

产养殖业的产量为每年6500万吨

。畜牧生产同样是一个正在增长

的食品生产产业，但在相同期间

的增长率仅为3%，远低于水产养

殖业的增长速度。虾是最常见的

海产品之一，也是国际贸易中最

重要的水产品之一，全球虾类产

品的产值为100亿美元（占到全

球渔业总产值的16%）。虾类养

殖规模逐年增长，从1950年到

2006年，全球虾养殖规模综合增

长率（CAGR）已达到14.6%，

远远超过3.8%的虾类捕捞增长速

度。虾类捕捞的增长速度近年来

实际上已开始放缓，全球过度捕

捞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燃料成本

的提高，均大大降低了虾类捕捞

的获利能力。

世界上主要的产虾国包括中国、

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2007

来源：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基于1950-2006年水产养殖业综合增长

率（CAGR）的2007-2010年水产量预

测（虾类捕捞为3.8%，虾类养殖为14.6%）。

图3.2.1

工业概述

捕虾量增长趋势

全球捕虾总量（LHS）

捕虾量增长（RHS）

全球虾类养殖总量（LHS）

虾类养殖增长（RHS）



选为印尼总统，掌握了强大的国

家权力。不过，他领导的印尼民

主党只获得了560个国会议席中

的145个，因此苏西诺不得不寻

求与其他党派联手，确保他的计

划能够得到印尼议会的批准。 

苏西诺及前面两位印尼总统的执

政经验证明，作为世界上第三大

民主国家，总统权力高度集中和

不进行分权，并不能保证印尼政

治的稳定。苏西诺及其他候选人

（他们均未能赢得议会半数以上

支持）都承诺：即使印尼采用总

统制，仍将继续保留议会制度。

四个伊斯兰政党-繁荣正义党（

PKS）、团结建设党（PPP）、

全民付托党（PAN）和全国复兴

党（PKB）–与民主党并肩战斗

，帮助苏西诺成功再次当选为印

尼总统。在前印尼经济统筹部长

阿布里扎尔·巴克利接掌国会后

，以及苏西诺即将宣布政府内阁

时，专业集团党（Golkar）组织

了一次造势活动。

印尼政府根据分权制要求，选举

两到四名部长组成执政联盟，当

时每一位部长均表现出诚实和公

正。不过，当最高审计署被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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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类生产能力的提高

年，这些国家的产虾量占到了全

球虾类养殖总产量的近80%，出

口量占到全球虾类出口总量的

40%。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

捞和养殖国，但由于中国国内对

鱼类产品的需求很大，2007年高

达250万吨，并且预计会持续增

加，因此中国的鱼类产品出口实

际上非常少。随着中国国内鱼类

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预计将成

为鱼类产品的纯进口国。

过去20年内，亚洲的虾类生产和

出口均明显增加，为与水产行业

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公司和养殖户

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产量

和出口量的增加主要归因于：(1)

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改善生产系统

，增加养殖场的数量，且预计今后

还会持续增加；(2)扩大虾类产品

的 品 种 ， 从 斑 节 对 虾 （ P . 

monodon）扩大到其他品种，主

要是南美白对虾（L.vannamei）

。亚洲的主要虾类生产商迅速扩大

了白对虾的养殖面积，白对虾与斑

节对虾一样，均属于对虾品种。

经销和物流

不同品种的虾产品的销售和消费

地点基本相同，例如饭店和超市

，但经销方式可能会因虾产品种

类的不同而不同。“普通原虾”

产品（例如带头的原虾或不带头

的原虾）必须由进口贸易商批发

给一级批发商，然后再由后者出

售给二级批发商，然后再通过货

运商/中间商/加工商最终送到酒

店、饭店、超市、鱼贩及其他零

售地点。

2007年全球虾产品出口比重

图3.2.2

其他

越南

厄瓜多尔

印度

印尼

中国

墨西哥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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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虾产业现状

“即食”产品（例如，带头熟虾、

熟虾圈、海老寿司）和“涂面包屑

加工”虾产品（例如，炸面包虾、

油炸凤尾虾）由进口贸易商出售给

饮食服务经销商，或直接出售到零

售地点（饭店或超市）。

“半成品”产品(例如，蝴蝶虾、

去皮虾）的经销渠道与“即食”产

品类似。

渔业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2008年上半年，渔业对

非油气GDP的贡献率为3%。在印

尼有500万左右人次从事与渔业有

关的工作，几乎占到了印尼总劳动

力人数的5%。因此渔业对于创造

就业机会、支持中小企业、增加

收入减少贫困等，均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在对外贸易方面，渔业产品出口占

到了印尼总出口额的2.4%（占非

石油产品出口的4%以上），如果

将食品工业中水产养殖的成品也计

算在内，则渔业产品出口将达到印

尼出口总额的4%以上。

印尼2007年的虾类出口量大约为

全球虾类出口总量的9%。全球

2007年的虾类产量为650万吨左

右，其中50%均来自养殖。亚洲

是最大的虾类养殖地区，占到全球

虾类总养殖量的60%。亚洲在

2007年的虾类出口金额达到100

亿美元，占渔业产品总

出口额的16%，因此

虾类产品是全球渔业贸

易的最重要部分。

印度尼西亚从20世纪

60年代起就是世界上

主要的虾类养殖国之一

，虾产品出口量目前为

全球第三，仅次于越南

和泰国，2007年的虾

类产品出口总额为8亿

美元。但在20世纪80

虾类养殖产量比重

图3.2.3

工业概述

其他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印尼

印度

厄瓜多尔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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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因为中国大力发展虾类

养殖业，使印尼虾类养殖业的份

额相对下降。泰国和越南的虾类

产业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后和

2000年后均加快增长，对印尼虾

类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

印尼的虾类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

率呈现下降趋势。

印尼目前的虾类养殖总面积为

240,000公顷，其中75%的养殖

场采用传统的养殖技术，15%的

养殖场内采用半集约化养殖技术，

只有10%的养殖场采用集约化养

殖技术。传统养殖的虾类产量只能

达到90,000吨每年（占到渔业总

产量的24%），而采用集约化养

殖 方 法 后 ， 虾 类 产 量 可 达 到

144,000吨（占到渔业总产量的

38%），几乎为传统方法的两倍。

通过改进传统的养殖方法、建立规

模更大的综合型生产设施，可使传

统的鱼类养殖系统更加现代化，从

而提高印尼的虾类产品产量。根据

海洋水产部统计，在2007年，印

尼半咸水水域的面积为120万公顷

，但开发利用的面积不到20%。

在开发利用的面积中，苏门答腊岛

占有最大比重，分别为39%和

27%，其他地方共占34%。

下图示意了可开发的潜在养殖区。

需采取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切实查

明这些区域是否适合养殖虾类，以

便挖掘印尼虾类养殖产业的最大潜

潜在养殖区域

图3.2.4

马六甲海峡

中国南海

爪哇海

望加锡海峡和弗罗勒斯海

班达海

塞兰海与托米尼海峡

苏拉威西海与太平洋

阿拉弗拉海

印度洋

Pt：可养殖量(1000吨)
Prd：实际产量（1000吨）
Ut：利用率（%）

来源：Rokhmin Dahuri，2002年
Paradigms Baru Pernhangunan Indonesia Berbasts Ketautan
(印尼海洋资源开发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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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条形图中，柱形表示出口量，对应左侧的坐标，曲线表示出口金额，对应右侧的坐标。

虾类产品需求不断增长

力和提高养殖产量。

在过去两年内，有将近100亿美元

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入到了印尼农业

行业，印尼水产养殖业的前景非常

看好。印尼食品行业的消费水平预

计会不断增长，各细分产品的消费

水平增长速度估计在6%-14%之

间，因此印尼国内的虾类产品需求

量同样预计会不断增长。 

世界上对虾类产品的需求预计同样

会不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09年4月的调查表明，

全球目前的水产养殖水平远远不能

满足未来的需求。

随着全球卫生意识的提高，出口需

求将不断增长

随着全球卫生意识的提高，虾类

需求将不断增长，将有越来越多

的人从食用红肉改成食用白肉和

海鲜。疯牛病、禽流感、猪流感

及H1N1病毒对人类健康带来了

极大的威胁，因而促使更多的人

食用海鲜产品。

全球对印尼虾类产品的需求主要来

自四个地区：美国、日本、欧盟（

EU）和亚太地区。其中美国、日

本和欧盟需消耗170万吨，为全球

总消耗量的26%。印尼出口的虾

类产品有50%以上都是出口到日

本和美国。

印尼的虾类产品出口量和金额

图3.2.5来源：中央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ik）

工业概述

出口量
(千吨)

出口金额
(百万美元)

亚太                                                 日本美国其他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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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背景下，宏观经济指标已被仔

细分析和审查。虽然仍有一些问题

尚待解决，但印尼人民正前进在正

确的道路上，全国经济在可预见的

未来保持增长势头。在本节中，我

们将从宏观经济转到深入分析微观

经济和工业背景，并找出印尼经济

的最大潜力所在。

因此，在接下来的200页或更多

页面中，我们将为读者重点分析

[28]各细分产业，包括农业、基

础设施、财政、采矿与制造业、

创造性行业及旅游业等。

这些产业的总产值在2009年占印

尼GDP的72%左右，因此在国民

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

为印尼未来几年内确保6%-7%的

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农业与采矿业能吸收大量的劳动

力和创造收益，在印尼经济中一

直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仍然是吸

引劳动力最多的行业，全国农业

从业者人数总计4300万（占印尼

劳动力总人数的41%左右），农

业对GDP的贡献率为15%。相反

，采矿业从业者人数仅为110多

尽管自2001年起，印尼虾类产品

在日本、中国、泰国和越南的市场

份额逐年下降，并且在2006年泰

国-日本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下降

趋势更加明显，但印尼仍然是日本

虾类产品的重要供应国，日本

2007年消耗的207,000吨冻虾中

，其中有40,000吨从印尼进口。

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日本和

印尼的虾类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生

改变，日本市场以后将更多地进口

南美白对虾（L.vannamei）和加

工、增值后的虾类产品，为了抓住

新的商机，虾类生产者最近从养殖

斑节对虾（P.monodon）改成养

殖 体 形 更 小 的 南 美 白 对 虾 （

L.vannamei）。

自2005年起，日本对印尼虾类产

品的进口量下降，美国成为了印尼

在过去，美国大多数市场主要偏向于无头带壳虾，但近年来该类虾产品的比重有所下降，而

熟虾和面包炸虾的需求不断增长，在1997-2008年期间，熟虾和面包炸虾的销售量增长速度

为11%-23%。美国市场的虾类产品需求绝大部分都是靠进口满足，2008年虾类进口量达到

567,000吨，从1997年到2008年增加了93%。2001年，美国国内虾类产品生产量仅占有

市场总份额的7.5%，而该数据在1980年为44%。

欧盟国家对虾产品的偏好不同于美国，并且因地区而异。法国是全球第二大虾类产品消耗国

，主要是进口带头虾、带壳虾，同时也进口熟虾和虾仁。 

意大利偏好带头虾和带壳虾，对熟虾和虾仁的需求量可以忽略不计。意大利虾产品市场非常

讲究虾产品的颜色，过去只接受粉红色的虾。在1990年以前，黑色斑节对虾很难进入意大利

市场，因为当地购买者一般不会购买深色虾。不过后来意大利商人发现，只要将深色虾经过

短暂漂白后，就可以变成好看的粉红颜色，在2003年，意大利消费者大约购买了8,000吨黑

色斑节对虾。

德国消费者价格意识很强，他们只接受低价虾。因此，在虾产品价格较高的年份，德国人的

虾产品需求就会降低，或者会转向其他替代产品，例如

粉虾/北方虾（Pandalus borealis）。目前，德国和英国的熟虾和虾仁市场正在不断增长，

这两个国家的市场需求主要是冷冻虾类产品，以及少量的虾罐头，产品主要从泰国和马来西

亚进口。与意大利类似，西班牙市场同样主要偏好带壳虾，以及少量的熟虾和虾仁。西班牙

人喜欢选择粉红虾和白虾（L.vannamei），西班牙是欧盟市场内的最大热带虾消费国。

主要市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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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类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在2007

年，美国进口的虾类产品中有

70%均是亚洲国家供应，其中印

尼所占份额居第2位，仅次于泰国

。其他亚洲供应国家（中国、越南

、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供应国家

（例如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共占美

国虾类进口总量的16%，同时，

亚洲国家供应了更多的附加值产品

，拉丁美洲国家主要出口冻虾、无

头虾和带壳虾产品。欧盟仍然是世

界上最大的虾类产品市场。在

2007年，欧盟的虾类产品需求量

达到208,000吨，而其他国家虾

类产品总需求量为614,000吨。

欧盟内的主要市场包括西班牙、法

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

和德国。印尼虾类产品在欧盟市场

内的占有份额并不高，印尼供应商

难以进入欧盟市场的原因之一是：

印尼出口到欧盟的虾类产品的品级

都较低。2007年，从印尼进口的

虾类产品仅占欧盟虾类产品总进口

量的3%。欧盟虾类产品主要供应

国是格陵兰、厄瓜多尔、阿根廷、

印度、中国、泰国和孟加拉国，而

丹麦主要是再出口北极虾。

季节性需求

虾产品是一种易腐坏的产品，全球

的虾产品价格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变

化。在冬季期间，即11月到下一

年1月，虾产品主要进口国家（美

国、日本和欧盟）的需求量都会下

降，而在暖和的夏季，尤其是8月

份，虾产品需求会达到最高峰。在

供应方面，虾产品主要出口国（泰

国、印尼和越南）会在整年内连续

养殖，因此可以在一年内收获1到

2次。在三个月的交货期内，为了

确保满足8月份的需求，出口商会

从5月份起提高最大供应量。

出口条例

所有主要进口国家都会对海产品（

尤其时虾产品）实施严格的卫生、

食品安全、药品和化学品标准。海

产品要进入出口市场，尤其是欧盟

市场，要求生产商通过各种认证程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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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者

序，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使产品

从养殖场到餐桌的整个流程内均可

跟踪。受到法规限制是印尼海产品

在欧盟市场占有率低的主要原因，

印尼的绝大多数传统养殖户都不能

满足这些严格的国际卫生与安全标

准进口要求。特别是欧盟，不允许

海产品内存在任何化学品和抗生素

残留量。从2000年起，进入美国

市场的难度也有所增加。

食品安全管理标准（HACCP）、

英国零售商协会全球消费品标准、

国际食品标准（IFS）和国际标准

组织（ISO）认证是目前常见的认

证程序，通过这些认证程序确保产

品不含有害物质（农药、兽药、重

金属）和病原微生物。同时可能还

需要通过一些环保认证，例如由水

产养殖认证协会（ACC）颁发的

最佳水产养殖规范（BAP）认证

，该项认证有助于消费者识别对环

境无害的产品和服务。

CP Prima集团（是由Dipasena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

好操作规范
GMP

英国零售商协会
BRC

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
UKAS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9001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SSOP 

通过精确描述公司经营中有可能被污染物污染的关键点，对该公司的食品安全管
理进行监控。

制定了一系列协定和程序，用来对公司经营内的关键控制点进行监控，包括设施
、设备、卫生系统、维护程序、文件编制、员工健康要求和操作规范、产品仓库
、温度控制、收发货协定、害物防治程序、现场保卫，这些方面都可能引起产品
污染或发生任何不安全的情形。

对希望进入英国（UK）零售市场的零售产品生产商，规定了一系列标准化要求和
认证要求。

是英国政府批准的提供认证、测试、检验和校准服务的唯一国家认证机构。英国
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标准是英国主要的消费者评估标准。 

通过实施检验标准进行对公司质量管理方面的认证，主要检验公司如何满足客户
的质量要求和相关法规要求，以及如何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实现持续改善。

列出各项具体程序，确保在公司经营的整个过程中，设备和设施都拥有合适的卫
生系统，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是良好生产规范（GMP）的关键部分。

认证程序 目的

来源：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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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a Darmaja公司、Wahyuni 

Mandira公司和Centralpertiwi 

Bahari公司组成的联合集团）是

印尼唯一一家综合性水产养殖企业

。CP Prima集团的水产养殖规模

占印尼水产养殖总规模的20%（

57,000公顷）。另外一个主要经

营者是Bumi Menara Internusa

（BMI）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门

经营各种单独的水产资源的加工业

务。其他经营者都是一些规模很小

的传统养殖生产者，分别代表了

65,000个养殖户。 

再出口/转出口指控：在2008年

，印尼的最大虾类产品出口商被指

控再出口来自中国的虾类产品，因

此需缴纳反倾销进口税。虽然具体

情况尚未被最终证实，但关于这类

非法转出口的指控必定会对印尼虾

产业的声誉造成一定影响。

挑战与机遇

基础设施质量欠佳及解决办法：印

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IRAI）2004年调查数据表明，印

尼的产业尤其是传统农业，在耕种

或种植方法、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

，均相对落后于泰国。

该调查中同时表示：如果印尼能够

改善基础设施，则生产能力将进一

步提高。

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发电厂、道路和

水灌溉系统。这些基础设施对提高

农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存活率和新

鲜度都非常关键。

使用电力技术可增加每平方米鱼苗

的密度，即利用所谓的生物量技术

提高水中的含氧量，从而为鱼类提

供更多的食物，例如浮游生物。因

此可在相同的面积内养殖更多的虾

。在养殖斑节对虾（P.monodon

）时，使用该技术后可使每平方米

虾苗量增加到50，而不采用该技

术时仅为30。 

不过，国家的电力供应并不是总是

可靠的，而采用私人发电时成本很

高（例如广泛使用发电机）。成本

因素可能会阻止生产商采用新的技

术。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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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的可用性。饲料成本约占虾类

养殖成本的60%。鱼粉是虾类饲

料的主要原料，占饲料成本的

40%到50%。目前世界上正在研

究采用植物制成的虾类饲料。印尼

的植物（包括大豆）非常丰富，如

果能采用植物饲料，必将获得极大

的效益。

“蓝色革命”的可行性。通过采用

更高产量和可持续的养殖技术，以

及开发更高产的品种，推动水产养

殖生产的全面变革，类似于农业中

的“绿色革命”。

优质产品声誉。印尼的虾类产品因

高质量而得到进口国家的好评，尤

其是日本的好评。印尼的虾类产品

同时能够在全球市场提供合理的价

格，因此具有其他竞争对手所没有

的明显竞争优势，印尼虾类产品必

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全球市场的

占有率。

气候。印尼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合虾

类养殖，气候温和，温度稳定在

27度左右，很少受到暴风雨的袭

击，因此可全年养殖。泰国和越南

温度条件与印尼类似，但它们会受

到季风的影响，季风会带来暴雨，

从而威胁他们的养殖场。

印尼虾类生产商的挑战是：如何在

维持高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能力

和降低成本。如果能很好地解决这

些挑战，并且供求关系稳定，印尼

虾产业的前景将非常光明。

 

概要

印尼虾类生产性能评分

来源：印尼独立研究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IRAI） 图3.2.6

气候/环境

虾类质量

受访者的整体评分

基础设施

养殖方法

虾饲料

种虾

印尼

泰国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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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是印度尼西亚的最重要的商品

之一。印度尼西亚年可可产量为

850,000吨左右，是世界上第三

大可可生产国，仅次于科特迪瓦和

加纳。印度尼西亚的可可出口量占

全世界可可总产量的15.22%，而

科特迪瓦和加纳分别占到35.99%

和15.29%。

在2005年到2009年期间，印度

尼西亚的可可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3.3%。根据农业部的计划，可可

总产量在下个五年内每年都将超过

1 0 0 万 吨 ， 年 增 长 率 将 达 到

13.86%（不过2010年可可产量

预计只能达到988,000吨）。

印度尼西亚可可产量的60%左右

出口到美国、中国、巴西、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剩下的40%在国内

市场内销售，主要是出售给各加工

公司。印度尼西亚可可豆产量的很

大部分都是出口，因此印度尼西亚

可可加工业将为投资者提供众多投

资机会。另外，印度尼西亚的气候

非常适合于可可豆的生长，并且可

种植面积宽广，印度尼西亚是可可

种植的最佳投资地之一。

印度尼西亚的可可加工产品消耗量

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会继续增长。根

据国家可可委员会（Dekaindo）

估计，印度尼西亚人均可可加工产

国内市场对可可产品的需求

可可

来源：世界可可基金会

象牙海岸

加纳

尼日利亚

喀麦隆

其他

印尼

2009年世界可可主要产地

图3.3.1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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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消耗量将从2009年的500克/

年增加到未来五年内的1千克/年

。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将推动印度

尼西亚未来可可加工产品需求的增

长，即：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产

量的提高、以及食品与饮料生产商

数量的增加。

可可加工产品消耗量的增长将进一

步推动可可加工业的发展。印度尼

西亚境内目前只有五家较大的从事

可可加工的公司。根据国家统计局

统计，印度尼西亚人均收入从

2008年的2170万印度尼西亚盾

（合2269.9美元）提高到2009

年的2430万印度尼西亚盾（合

2590.1美元）。印度尼西亚经济

正逐渐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

响中复苏，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印度

尼西亚人均收入将继续提高。印度

尼西亚人口基数大，2009年将达

到2.3亿左右人口，因此为可可加

工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人口的增长势必导致可可豆和可

可加工产品（例如，可可饼、可可

油脂和可可粉）需求的增长。

尽管全球可可产量有所增加，但供

不应求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因此为印度尼西亚的可可生产和

可可加工公司提供了新的业务机会

。全球可可市场仍然明显供应不足

，2 0 0 7年市场供给不足量为

62,000吨，因为需求的继续增长

，2008年市场供给不足量增加到

73,000吨。国际可可组织估计

2009年的市场供给不足量将维持

在73,000吨。

世界可可消费总量在2009年将达

到280万吨，预计在未来几年会以

平均每年2.1%的速

度增长。发展中国

家仍然是全球可可

产品的主要市场。

在2010年，发展中

国家的可可消费量

约占全球可可消费

总量的64%。发展

印度尼西亚可可

在国际市场内的前景

供不应求

来源：ICCO 图3.3.2

荷兰

美国

德国

英国

比利时

法国

2007年世界可可主要进口地（*百万美元）

可可豆 可可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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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可可消费量预计将从

2009年的180万吨增加到2010

年的230万吨；同时，欧洲国家的

可可消费量预计2010年将增长

1.7%，达到150万吨；北美洲国

家的可可消费量2010年预计将增

长3.6%，达到306,000万吨；日

本的可可消耗量将从2009年的

4 8 , 0 0 0吨增加到2 0 1 0年的

56,000吨（环球财经2010年）。

可可价格在过去几年内稳定升高。

2008年初，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可

可价格达到2600美元每吨，该年

12月上升到2645美元每吨。

2009年初可可价格略有下降，为

2500美元每吨，但在2009年年

中又逐步升高到2546美元每吨。

2010年可可价格预计将在2546

到2700之间波动。

印度尼西亚的可可出口在过去5年

内（2005年到2009年）实现显

着增长，全国的可可出口量达到平

均每年523,000吨，每年平均创

汇9 .28亿美元，过去五年内（

2005年到2009年）的平均增长

率为23.9%。

世界可可市场的价格趋势

印度尼西亚可可出口

来源：ICCO                                    图3.3.3

可可预计供应量、盈余和不足

百万吨
(供应)

百万吨
(盈余/不足)

全球                       印尼                            盈余/不足

来源：indexmundi                        

全球商品价格

美元/MT 美元/MT

可可油价格原油价格

图3.3.4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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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需求的增加，以及世界主

要可可生产国家之一加纳的可可产

量下降，印度尼西亚的可可出口量

有望进一步增长。这种情况势必进

一步拉大市场供给的不足，全球市

场的当前趋势为印度尼西亚投资者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各投资者

的努力，印度尼西亚可可产品将在

全球可可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

印度尼西亚可可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印度尼西亚可可产品

所遭遇的贸易壁垒

时可能会遭遇一些贸易壁垒。在欧

洲和美国，贸易商偏好进口优质可

可豆，这种可可需通过一个发酵系

统进行处理。当美国从印度尼西亚

进口未发酵的可可豆时，除了纽约

商品交易所需征收每吨4美元左右

的自动滞留费用外，每吨可可豆还

会降价150美元到300美元不等。

其它贸易壁垒还包括价格歧视，例

如，欧洲国家会对印度尼西亚的可

可加工产品征收比非洲同类产品更

高的关税。印度尼西亚可可产品需

2009年印尼各省可可种植面积（公顷）

巴厘

万丹

明古鲁

雅加达

哥伦打洛

伊里安查亚

爪哇

加里曼丹

楠榜

马鲁古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

努沙登加拉

巴布亚省

廖内

苏拉威西

苏门答腊

来源：Investment Commodities（商品投资）                                    图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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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7.7%到9.9%的进口税，而从

加纳和科特迪瓦进口的可可产品却

享受零关税待遇。

因全球可可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可可

价格的提高，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可

可种植和可可加工业的前景被非常

看好。印度尼西亚的可可种植面积

在2009年超过了130万公顷，印

度尼西亚可可种植总面积的95%

均为印度尼西亚农民（小农）所有

。可通过一些扩增计划进一步增加

可可种植园的面积，例如在北苏门

答腊岛、亚齐、苏拉威西岛扩大种

植面积。苏拉威西岛是全国最大的

可可种植地区，而主要的生产中心

则位于克拉卡、马穆朱、潘托罗安

和帕洛波等摄政统治区。

在法规方面，为了促进印度尼西亚

农业行业的投资，印度尼西亚政府

已出台了多条法规，例如2007年

颁布的第25号投资法规，农业总

局2007年颁布的农业活动技术援

助指导第129号法规，以及2008

年颁布的第28号总统法令，该法

令中将可可加工业列为政府农业发

展政策中的主要优先产业之一。

 

在技术方面，2009年颁布了投资

协调委员会主席投资申请程序第

12号法规，该法规旨在缩短投资

申请流程所需时间。

 

目前，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可可生产

能力仍远未充分利用，大约有

60%的可可出口都是以干燥可可

豆的形式出口，附加值较低。由于

印度尼西亚国内缺乏可可加工设施

，附加值的提高非常困难。因此，

政府和可可行业协会（AIKI）鼓励

外国投资者进入印度尼西亚的可可

加工行业。政府和协会将为外国投

资者提供充分的支持，对于投资可

可加工行业的外国投资者，将给予

诸多方便。

为了促进外国投资者投资印度尼西

亚的可可加工行业，工业部提议财

投资机会

 

印度尼西亚可可的

附加值日益提高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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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对可可豆的出口征收出口关税

。财政部正在考虑这个提议，如果

该提议被采纳，则当地可可加工业

的可可豆供应将不再是问题，如果

生产者更愿意将可可产品出口，而

不是出售给当地市场，则当地的可

可加工生产者将面临可可原料不足

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可可加工业可分为两

类：上游工业（农场内）和下游工

业（农场外）。

上游工业提供可可果实、可可豆和

可可液。印度尼西亚的可可上游工

业主要由小农（农户）组成，他们

占有总种植面积的91.63%。其它

生产者（包括国有可可种植公司）

仅占总种植面积的4.3%，大型上

市公司占有另外的4%。

下游工业为食品与饮料生产行业提

供可可加工产品。该行业的主要经

营商包括：Ceres集团和印度尼西

亚联合利华公司（U n i l e v e r 

Indonesia），生产加工食品和饮

料；Khong Guan Group有限公

司和Arta Boga Cemerlang有限

公司，生产巧克力饼干。

基础设施的状况（例如港口和道路

）是可可生产的上游工业和下游工

印度尼西亚可可加工业的构成

上游工业（农场内）

下游工业（农场外）

基础设施

印尼可可贸易量统计（吨）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产品            

可可豆

可可液

可可饼

可可脂

可可粉

来源：BPS                                                                                                   图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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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苏拉威

西岛和苏门答腊岛可可产地的港口

和道路基础设施欠佳，严重阻碍了

大规模的投资。政府已认识到这个

问题并制定了一项专门计划，旨在

 

加快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

道路和港口。因此，政府将通过一

种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PPP），与私人公司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展开合作。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之一

，产量仅次于巴西、越南和哥伦比

亚。印尼的咖啡总产量于2009年

达到689,000吨，与2008相比增

长0 . 29%。全国咖啡产品中有

80%都是粗壮咖啡，其他20%为

阿拉伯咖啡。

印尼咖啡总产量的75%左右主要

出口美国、欧洲和日本。其余

25%在国内市场销售。

咖啡

印尼2009年生可可豆产量为50万吨。种

植户通常会把最好的可可豆分出来作为来

年的种子。最受欢迎的可可豆种子是F1杂

交类型。这类种子可免疫大多数病虫害和

疾病，且容易培育。可可树栽培10年后开

始产果，可持续产果到30年或40年。一公

顷可可树平均年产可可豆300-400公斤。

印尼的大多数可可种植园都是小农户所有

，只有很少部分属于公司所有。

由于缺乏法规管制和政府支持，印尼的可可

质量仍不太稳定，可可生产者主要是小农户

，这些种植户都是按重量出售可可豆，因此

常常会在优质可可豆中掺杂劣质品，从而导

致可可豆的整体质量下降。

印尼可可豆产量仍然低于非洲可可生产国家

，非洲国家拥有更大的可可种植面积，劳动

力成本更低。印尼需要提高可可生产的效率

和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提高竞争力。

供应

工业概述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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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印尼国内的

咖啡需求将不断增长。根据国家统

计署（BPS）的估计，印尼总人口

2009年为2.31亿左右，到2025

年将增加到2.63亿，到2050年将

增加到2.88亿。 

根据国家统计署（BPS）的数据，

2009年印尼经济增长率达到4.5%

，人均收入从2008年的2170万

印尼盾（合2269美元），提高到

2009年的2430万印尼盾（合

2590美元）。印尼的GDP预计在

未来几年内将保持继续增长，人均

收入同样预计将继续提高。

人口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预计会推动印尼国内咖啡消费量的

增长。

根据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AEKI

）的估计，随着印尼人口的增加和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印尼国内的

咖啡消耗量将大大增加，印尼现在

的人均咖啡消耗量为0.5公斤每年

，估计会在未来几年内增加到人均

每年消耗0.7公斤粗壮咖啡和1公

斤阿拉伯咖啡。

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会影

响印尼国内的咖啡消耗。例如，生

 

印尼的咖啡人均消耗量每年仅为

0.5公斤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咖啡

生产国家，例如巴西和哥伦比亚，

分别达到每年3公斤和4公斤。

但根据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

AEKI）估计，由于国际咖啡特许

经营联锁店（例如星巴克）数量的

增加，以及印尼国内咖啡加工公司

数量的增加，印尼国内的咖啡消耗

量未来有望明显增长。

这表示，不管是印尼咖啡产业的上

游工业（农场内），还是下游工业

（农场外），都将为投资者带来众

多的投资机会。

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AEKI）估

计，随着印尼人口的继续增加和人

图4.4.1来源：国际咖啡组织

 2008年全球咖啡产量居前的国家

印尼

哥伦比亚

越南

巴西

*百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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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城市的年轻人喜欢喝速溶咖啡

或浓咖啡，而不是传统的咖啡粉。

而农村居民仍坚持煮咖啡粉的传统

习惯，因此农村人口的增加预计会

推动传统咖啡粉的消耗量增长。

印尼咖啡市场的这种细分情形肯定

会为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根据国际咖啡组织（ICO）预计，

在未来5年内，全球咖啡消耗量将

明显增加。2005年全球咖啡需求

为1.18亿袋（每袋50公斤），

2007年增加到1.25亿袋，2008

 

印尼咖啡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供应和需求

 

年增加到1.28亿袋。随着全球人

口的增加和一些国家咖啡消耗量的

增长，全球咖啡消耗量在未来几年

内预计会继续增长。

但与此相反，全球咖啡生产量却呈

现下架趋势，2009年全球咖啡产

量为1.25亿袋，国际咖啡组织（

ICO）预计2010年全球咖啡产量

会下降250万袋左右。

全球咖啡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肥

料和杀虫剂价格的升高，以及劳动

力成本的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很

难增加咖啡产品产量以满足全球咖

啡需求，不仅咖啡进口国家，即使

是咖啡出口国家，例如印尼、巴西

和印度，咖啡需求量预计在未来都

 

图4.4.2来源：国际咖啡组织

全球咖啡价格

阿拉比卡

罗布斯塔

千美元/吨

2007年1月                         2008年1月                            2009年1月       2009年11月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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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门答腊岛。这种特殊的咖啡是

使用一种学名为“Paradoxu -

r u s ” 的小麝猫 ( 在 当地称为

“Luwak”）吃了当地的咖啡豆

以后的排泄物提炼出的。麝香猫咖

啡是一种著名的珍稀饮料。

印尼的咖啡出口量在2008年世界

经济危机之前稳步增长。印尼咖啡

的出口额在2007年为6.36亿美元

，2008年增加到9.91亿美元，但

2009年因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

响而下降到7.77亿美元（Bisnis 

Indonesia，2009年）。印尼咖

啡主要出口美国、日本和欧洲。

购买者的偏好和价格差异

根据印尼咖啡出口商协会（AEKI

）的统计，来到咖啡店的消费者常

常会有不同的偏好，全球咖啡消费

者中有70%偏好阿拉伯咖啡，而

另外30%偏好粗壮咖啡。阿拉伯

咖啡的香味和口感都比粗壮咖啡要

好，因此价格也相对较高。印尼的

问题是：国内80%的咖啡产量都

是粗壮咖啡，而阿拉伯咖啡显然最

具市场潜力。

 

出口

价格

会不断增长。巨大的供需缺口将为

投资者带来机会。印尼是全球最大

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将为投资者提

供众多机会，帮助解决全球咖啡供

给不足的问题。

咖啡是世界上价格波动最大的商品

之一，这一点从纽约和伦敦商品交

易所呈报的咖啡价格的波动情况即

可以看出。全球咖啡供需缺口在未

来预计会继续增大，因此咖啡价格

预计亦会不断升高。咖啡产品的平

均价格将达到每公斤2美元左右，

特种咖啡可达到每公斤8美元到9

美元，而著名的麝香猫咖啡可高达

每公斤100美元到120美元不等（

Bisnis Indonesia，2009年）。

麝香猫咖啡因质地优良和特别的甘

香味道而举世闻名，主要产于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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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咖啡进口国家，例如美国、

日本和欧洲，出台了许多法规来控

制进口咖啡的质量。例如，美国颁

布了《2003年公共服务安全与应

对法》，对进入美国的食品的质量

严格控制。欧盟在2005年颁布了

一则条例，明确限定了咖啡豆内的

赭曲毒素（OTA）最高含量，日

本是印尼咖啡的主要进口国，同样

对咖啡中残留杀虫剂的最高含量进

行限定。日本卫生与福利部于

2006年5月出台了《食品卫生法

》，其中规定了140种杀虫剂在咖

啡豆产品中的残留标准。

印尼为投资者提供广泛的咖啡种植

和咖啡加工的投资机会。根据咖啡

种植面积计算，印尼为全球第二大

咖啡生产国，仅次于巴西。印尼的

咖啡种植总面积为130万公顷，其

 

中90%的种植面积为小农拥有，

其余10%为国家种植公司和私人

种植公司拥有。

在法规方面，政府出台了许多法规

来吸引投资者。包括2007年第15

号投资法规、2008年颁布的关于

鼓励和促进投资者在各省内投资的

相关条件的第45号政府法规，以

及关于投资申请指导和程序的投资

协调委员会第12号法规。

印尼咖啡公司根据规模大小可分为 

.印尼咖啡公司根据规模大小可分

为三类，即：国内公司、中等规模

公司和跨国公司。

国内公司一般由家庭成员组成，有

时会雇佣少量雇员。他们主要生产

咖啡粉，产品贴标或不贴标在当地

咖啡出口的非关税壁垒

投资机会

 

印尼咖啡工业的结构

国内公司

 

图4.4.3

印尼各地区在2009年以前的咖啡种植面积（千公顷） 明古鲁

爪哇

楠榜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

苏拉威西

苏门答腊

其他
总计

*千公顷

来源：国际咖啡组织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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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出售。这些公司主要位于咖啡

产地，且大多未在工业部注册。

中等规模公司生产咖啡粉和咖啡熟

豆。许多公司还生产咖啡包装饮料

，产品主要在本地市场或特区内销

售。尽管这些公司的产品包装简单

，但大多在工业部注册。这类公司

主要分布在印尼的咖啡生产省内，

例如楠榜 、明古鲁、南苏门答腊

、北苏门答腊和东爪哇。

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会同时经营咖啡

种植和咖啡加工业务。它们生产咖

啡粉、速溶咖啡、混合咖啡和其他

加工咖啡产品。产品采用现代包装

并在工业部注册。经营咖啡加工业

务的跨国公司包括：PT Sari 

Incofood Corp.、印尼雀巢公司

（PT.Nestle Indonesia）、PT 

Santos Jaya Abadi、PT Aneka 

Coffee Industri和PT Torabika 

Semesta。

基础设施可用性、工厂位置以及咖

啡种植园位置，这些都是投资者在

进入咖啡行业之前需要重点考虑的

 

中等规模公司

跨国公司

基础设施

 

因素。爪哇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

和港口）最完善，因此大多数大型

咖啡加工工厂都位于爪哇，例如唐

格朗区（印尼雀巢公司和 P T 

Torabika）、茂物（PT Sari 

Incofood Corp.）和泗水（PT 

Santos Jaya Abadi）。

咖啡种植园大多分布在苏门答腊岛

，例如楠榜、明古鲁、南苏门答腊

、北苏门答腊，同时在东爪哇和苏

拉威西岛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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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拥有世

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降雨和

合适的地理位置，因此非常适合各

种农作物的种植。油棕榈是印尼最

近二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作物之一

。棕榈油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印尼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农

村地区），帮助印尼减少贫困，并

促使偏远地区向外岛开放。棕榈油

同时已成为印尼外汇收入的重要来

源之一。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产量之和

占到全球棕榈油总产量的85%。

2007年，印尼超过马来西亚成为

全球棕榈油产量最大的国家。过去

两年内，印尼棕榈油产量的增长率

 

分别达到13.87%和7.30%，高于

全球棕榈油产量增长率（在过去两

年分别为12.64%和5.77%）。印

尼各个地区都生产棕榈油，但苏门

答腊岛仍然是印尼棕榈油产量最大

的地区，占到印尼棕榈油总产量的

70%左右。

 

印尼棕榈油行业的另外一个特征是

小农户越来越重要。棕榈油的生产

单位可分为三种类型：私人公司、

国有公司和小农户。

  

在若干因素（包括需求侧和供应侧

的因素）的作用下，印尼油棕榈种

植产业实现不断增长。首先，合适

的气候条件、充沛的降雨、肥沃的

土壤，使印尼各地非常适合种植油

棕榈。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印尼种

植油棕榈具有更高的效率。其次，

棕榈油易于批量生产，且成本低于

其他植物油。油棕榈的产油量比其

他植物高4到6倍，且所需成本更

低。根据《世界油脂》第2007年

期统计，棕榈油生产成本为每吨

250美元左右，而其他植物油的生

产成本在每吨350美元到530美元

之间。这表示，生产棕榈油将更有

利于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植物油需

棕榈油产业不断增长的

推动因素有哪些？

 

棕榈油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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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使用棕榈油作为食物和燃料）

。第三，因全球经济的增长，特别

是棕榈油消耗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

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棕榈油

的全球需求不断提升。另外，欧洲

国家还在能源政策方面颁布了要求

使用生物燃料的强制性法规，这势

必进一步扩大棕榈油的使用范围。

第四，适当的政府政策对推动棕榈

油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特别是对于小农户，作用会更加明

显。

印尼2009年的棕榈油（CPO）产

量约为2150万吨，其中1550万

吨用来出口，其余用于满足国内需

求。在产量比重方面，私人公司的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52%，小农户

和国营企业产量分别约占36%和

12%。从2008年起，印尼超过马

来西亚成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口

国。在2009年，印尼的棕榈油出

口量占到全球棕榈油总出口量的

54%，而马来西亚为45%。在

2007-2008年，印尼棕榈油出口

增长15.5%，高于全球同期的棕榈

油出口增长（ 1 3 . 1 % ）。在

2008-2009年，印尼棕榈油出口

增长下降到10.62%，但仍然比全

 

球同期的棕榈油出口增长（4.98%

）要高。印尼棕榈油出口增长速度

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受到2008-

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印尼棕榈油出口的五个主要目的地

为：印度、中国、荷兰、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最大的进口印尼棕榈油

的国家是印度，2009年进口370

万吨左右，然后是中国，2009年

进口190万吨。巴基斯坦过去也是

印尼棕榈油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但因两国在柠檬与棕榈油关税贸

易谈判方面尚存在分歧，因此在

2008年巴基斯坦的进口量下降到

仅为28.6万吨。

由于更多的公司介入下游工业，导

致印尼近几年内的出口结构发生明

显变化，在过去，毛棕榈油（CPO

）出口量在印尼棕榈油总出口量中

占有较大比重。现在，在印尼棕榈

油出口中，毛棕榈油（CPO）和加

工过的棕榈油产品两者几乎占有相

同的比重。但由于政府正在出台各

项政策，鼓励在国内燃料消耗中使

用更多的生物燃料，因此下游产品

的出口在未来预计会有更快的增长

，这必将进一步提高印尼国内的毛

棕榈油（CPO）需求。

印尼棕榈油行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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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印尼全国成熟的油棕榈

种植面积达到540万公顷，高于马

来西亚的400万公顷。但马来西亚

的生产率最高（4.4吨/公顷)，其

次是哥斯达黎加（3.96吨/公顷)和

印尼（3.8吨/公顷)。

棕榈油供应主要来自三类生产者：

私人公司、国营公司和小农户。在

产量比重方面，私人公司的产量约

占总产量的51%，小农户和国营

 

企业产量分别约占37%和12%。

在种植面积方面，2009年小农户

油棕榈种植面积约占印尼油棕榈总

种植面积的44%，而私人公司和国

营公司分别约占48%和8%。小农

户种植面积的增长速度高于私人公

司和国营公司。在1980-2008年

期间，小农户种植面积平均每年增

长24.70%，远高于国营公司和大

型私人公司种植面积的同期增长速

度（分别为3.98%和15.56%）。

大型油棕榈种植园生产商中产量

最大的是政府产业，包括14家公司

，总产量为每年29万吨棕榈油；其

次是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

）的子公司 SMART GROUP，年

产 量 为 1 7 0 万 吨 ； 然 后 是 

WILMAR GROUP，年产量估计为

100万吨左右（仅指在印尼境内）

。其他大生产商还包括：三林集团

下属企业印多福农业资源公司和

LONSUM公司，年产量为71.4万

吨左右；PT ASTRA AGRO 

LESTARI，年产量为97万吨；亚

洲种植集团（ASIAN AGRI），年

产量预计为50万吨左右；MINA 

MAS、SURYA DUMAI 和 

BAKRIE Sumatera 种植园公司也

是印尼重要的棕榈油生产商，年产

 

全球主要棕榈油产地的

油棕榈种植面积和生产率
*千公顷

喀麦隆

象牙海岸

尼日利亚

哥斯达黎加

洪都拉斯

巴西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PNG

其他

（吨/公顷）

图3.5.1

工业概述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067

印尼咖啡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供应和需求

 

量分别为41.6万吨、42.5万吨和

27.8万吨。

棕榈油的价格会受到其他植物油价

格的影响，例如大豆油。在2007

年初到2008年五月期间，棕榈油

价格显著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棕

榈油市场内的投机行为导致价格变

化。从2008年7月开始，棕榈油的

价格开始下降，并逐渐回落到

2007年年初水平。在2009年5月

份后，棕榈油的价格又重新开始上

涨，但价格仍低于2008年3月时的

最高水平，2009年下半年棕榈油

价格的上涨是市场基本影响因素所

致，并不是由市场投机行为引起。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原油价格和植

物油价格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具

 

有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还可

以看出，植物油未来的价格（特别

是棕榈油价格）走势将基本由原油

价格决定。

2010年全球棕榈油的供应与需求

预计量如图3所示。2010年1月-3

月，全球棕榈油产量预计为1054

万吨，全球需求量预计为1168万

吨，因此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不

过，2010年4月-9月，产量预计

可达到2419万吨，消耗量预计为

2400万吨，供应将稍有盈余。图

3中给出了2010年棕榈油生产与

消耗量预计值。

 

根据有关预测，到2010年年中，

棕榈油的平均价格估计将增加到

820美元每吨（《世界油脂》，

 

2007-2009年印尼棕榈油产品平衡表

*百万吨

编号 产品                                           年份                                  增长率（%/年）

初始余量
产量
进口
总供应量
出口
消耗量
最终余量
总需求量    

图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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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价格

2010年1月）。棕榈油价格预计

会增加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1）

向日葵油产量下降；（2）植物油

进口增加；（3）有更多的棕榈油

将被用作生物燃料；（4）棕榈油

产量的增长速度过缓；（5）植物

油储备量的下降。花旗投资研究

(Citi Investment Research)分

析员预测：2010年棕榈油平均价

格将增加到每吨760美元左右，将

 

高于最初的估计。表3中列出了

2010年棕榈油的预计价格。

 

植物油价格变化

植物油与原油价格对比

价格

(美元/吨)

CPO NWE

葵花籽油,WE

大豆油，荷兰

布伦特原油300

菜油，荷兰

2007年1月                2008年1月                       2009年1月          2009年11月

图3.5.3

油类型

CPO NEW

大豆油，荷兰

菜油，荷兰

葵花籽油,WE

布伦特原油300

CPO NEW      大豆油，荷兰        菜油，荷兰      葵花籽油,W      布伦特原油300

图3.5.4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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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篇幅主要描述了印尼棕榈油行

业的光明前景，但印尼棕榈油行业

仍面临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油棕榈

种植园对环境的影响已越来越引起

关注。有关人士（尤其是非政府国

内和国际组织的环境学家代表）提

出警告：棕榈油产业的发展会影响

环境，例如滥伐引起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降低以及濒危物种栖息地

流失等。他们开展了一些活动来反

对不合适的棕榈油生产，并要求棕

榈油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

其他方面（特别是其他植物油的生

产者）基于各种动机和原因也会提

出这类问题。棕榈油产业的发展可

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植物油的

市场份额。他们的植物油产品很难

与低成本和高产率的棕榈油竞争，

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会提出棕

榈油产业的一些不利因素问题。另

外，还有一个担心，棕榈油作为一

种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潜在资源，可

能会被棕榈油生产国家用作一种政

治工具，以实现对未来能源的原料

的控制，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石

油输出国组织(OPEC)操纵石油价

格一样。因此，一些环境学家联盟

、竞争产业及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开

展反对发展棕榈油产业的活动。

挑战与机遇

 

2010年棕榈油产量与消耗量

产量
消耗量

百万吨

1月                        4月
                                       
                                       图3.5.5

序

号

2009年7月-2010年6月与2010年

1月-2010年6月植物油价格预测

植物油类型 2009年7月/

2010年6月

2010年1月/

2010年6月

大豆油，荷兰，   船上交货

葵花籽油，欧盟，  北欧和西欧船上交货

油菜籽油，荷兰，   船上交货

毛棕榈油，荷兰， 船上交货

RDB棕榈油，马里， 船上交货

PKO，马里，cif Rott

椰子油，菲律宾， cif Rott

图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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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挑战，棕榈油行业的利益攸关

者(特别是生产者）必须确保遵守棕

榈油可持续生产的原则和标准，并

通过合适的方式作出明确的表示和

保证。印尼的生产者现在已开始认

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印尼棕榈油

协会（IPOA）及其成员已成为棕

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RSPO

）的现有成员，棕榈油可持续发展

圆桌会议（RSPO）是一个由多个

利益方组建的非营利协会，其宗旨

是推动棕榈油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

采用可持续发展方法。

另外一个挑战来自欧洲国家（欧盟

）颁布的法规，例如欧盟指令。欧

盟(EU）已通过了关于可再生能源

资源和燃料质量必须遵守欧盟指令

另外一个挑战来自欧洲国家（欧盟

）颁布的法规，例如欧盟指令。欧

盟(EU）已通过了关于可再生能源

资源和燃料质量必须遵守欧盟指令

的提议。许多法规可能会给棕榈油

生产者带来困难。其中包括以下要

求：通过减少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

候变化，环境保护作业，限制上游

地区的种植活动，所有法规都禁止

在高生物多样性和高碳储量的地区

进行种植。从生产者角度来讲，这

些将从2010年正式生效的法规可

看成是一种非关税壁垒（NTB）。

棕榈油行业必须现在面对或将来面

对一些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棕榈

油行业必须付诸更大的努力，树立

棕榈油生产的正面形象、遵守可持

续发展原则、随时与所有利益攸关

者沟通并使他们充分了解棕榈油的

可持续发展原则，除此之外别无他

法。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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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可和咖啡一样，天然橡胶也是

印尼主要非油类出口产品之一。印

尼的天然橡胶生产在过去几年内稳

步增长。印尼的天然橡胶产量占到

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的25%，居

世界第二位，仅此于泰国。印尼的

天然橡胶产量从2008年的250万

吨增加到2009年的260万吨。

印尼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橡胶种

植面积大，因此在未来几年内有望

超越泰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

生产国，并成为全球橡胶市场的主

要供应商之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橡胶需

求在近几年来稳步增长。预计在未

来几年内，国内外橡胶市场的需求

必将继续保持增长。国内天然橡胶

消耗量在过去5年内平均每年增长

23.2%，以下两大因素将推动印

尼国内橡胶消耗量的增长。

首先，印尼汽车工业（特别是摩托

车工业）的迅速增长引起国内橡胶

制品需求急剧增加。印尼的摩托车

产量增长速度在亚洲最高，因此会

推动轮胎产量的快速增长。印尼本

地轮胎生产者需要消耗的天然橡胶

量占到全国天然橡胶总需求量的

50%。

其次，随着印尼人口的增多和人均

收入水平的提高，汽车和摩托车市

场销售量将进一步增长，这势必会

引起橡胶制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8

年和2009年全球天然橡胶的消耗

量有所下降，不过天然橡胶在国际

市场内的前景依然被看好。国际橡

胶研究组织（IRSG)预测：天然橡

 

国内市场前景看好

国际橡胶市场

 

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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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消耗量2006年为923万吨，而

2010年将增加到1190万吨。在

遭受2008年年初的世界经济危机

影响后，全球经济开始逐渐复苏，

因此预计将产生更大的天然橡胶需

求，尤其是橡胶制造行业用天然橡

胶的需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从2010年1月起正式全面启动，

因此印尼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日益

增长的天然橡胶需求。在2004-

2008年期间，印尼的橡胶出口大

幅度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估计为

27.4%。印尼的天然橡胶出口额

从2004年的20亿美元，激增至

2008年的76亿美元。

在2009年1月-11月期间，印尼

的天然橡胶出口额下降到43亿美

元（贸易部，2010年），下降原

因是因为国际三方橡胶理事会

(ITRC)签订了共同协定，该理事

会成员是世界上天然橡胶产量最高

的三个国家：泰国、印尼和马来西

亚。根据理事会作出的“出口吨数

议定方案（AETS）”，理事会的

三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降低国内天然

橡胶的产量，以稳定全球市场的天

然橡胶价格。

天然橡胶价格在2008年年中达到

每公斤3.4美元，由于受世界经济

危机影响而导致需求下降，2008

年年底天然橡胶价格骤降到每公斤

1.2美元。从2009年年初开始，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以及国际橡胶

研究组织（ITRC）加强对橡胶出

口的控制，天然橡胶的价格开始逐

渐回升，现已达到每公斤2.53美

元。

工业概述

橡胶出口量与消耗量

马来西亚

印尼

日本

美国

中国

印尼橡胶出口量

百万吨                                                              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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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号投资法规。农业部同时在

2007年颁布第12号种植法规，规

定了政府将向天然橡胶种植投资者

提供哪些技术援助。政府同时颁布

了一条关于鼓励在各地区投资并为

投资者提供便利的相关指导和条件

的法规。

这些法规的颁布表明了印尼政府对

加强农业投资方面（特别是橡胶种

植和橡胶加工行业）的重视。政府

大力支持、种植面积大以及橡胶研

究中心的作用等，都将推动印尼橡

胶产业的发展，不管是上游工业还

是下游工业，未来投资预计都会继

续增长。

印尼的橡胶种植业和橡胶制品行

业仍然具有广泛的投资机会。

2009年印尼的橡胶种植面积达到

340万公顷左右，为全球第一，

远远超过泰国的200万公顷，成

为全球天然橡胶产量最高的国家

。除了大种植园区，印尼同时还

有许多橡胶研究中心，例如茂物

的天然橡胶加工技术研究中心、

棉兰与巨港的橡胶研究中心，将

进一步帮助提高印尼橡胶产品的

质量和生产能力。

 

关于橡胶产业的法规方面，政府

出台了许多鼓励投资农业行业的

法规，包括2004年颁布的第18

号种植法规、2007年颁布的第

投资机会

全球橡胶产量

越南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来源：国际橡胶研究组织                                                                                      图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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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低的原因是：印尼85%的

橡胶种植园都采用质量不高的种

子、过时的种植技术以及很多橡

胶树的树龄过长。由于毛棕榈油

价格的激增，诱使众多橡胶种植

公司转向棕榈油生产，因此很多

肥沃的橡胶种植土地都被改成种

植油棕榈，这同样会降低橡胶种

植的品质。

印尼橡胶生产的另一个问题是产

品质量不高，印尼生产的橡胶产

品的质量大多要低于其他主要生

产者的橡胶产品，例如泰国和马

来西亚。因此，印尼橡胶常常只

能降价出售。如何提高橡胶产品

的质量是所有打算进入印尼橡胶

行业的投资者必须优先考虑的一

个方面。

印尼政府在2007年颁布了关于“

限制投资的产业名单”的第111

号行政法规，提高了外国投资者

在印尼投资的难度，特别是在橡

胶下游工业的投资，例如橡胶粉

生产就包括在“限制投资的产业

名单”中。虽然该法规并没有限

制外国投资者在橡胶种植方面的

所有权，但因为橡胶粉生产是印

尼大型橡胶种植公司业务的主要

组成部分，因此限制了橡胶产业

的外国投资者的灵活性。但政府

列明的种植园公司中的外国投资

将不受此限制。

生产率不高和质量欠佳仍然是印

尼橡胶行业的主要问题。印尼的

橡胶生产率仅为每公顷1吨左右，

远远低于泰国的每公顷2.5吨。生

外国所有权的限制

生产率不高和质量欠佳

工业概述

天然橡胶利用率

行业                                         2008年天然橡胶利用率（NR）

粒状橡胶        

乳胶手套

鞋袜

轮胎

其他

来源：贸易部                                           图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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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橡胶种植产业的参与者可

分为三类：小农户种植园、国营

种植公司和私人种植公司。经营

橡胶种植的印尼国营种植公司包

括：PT Perkebunan Nusan-

tara (PTPN)、PTPN II、PTPN 

橡胶种植产业的主要参与者

III 、PTPN IV及Bakrie Group

控制的 PT United Sumatera 

Plantations，Bakrie Group 是

一家经营橡胶种植的私人公司。

印尼的橡胶种植主要集中在北苏

门答腊、南苏门答腊、廖内、楠

榜及爪哇与加里曼丹一些地区。

橡胶种植园大多位于偏远地区，

因此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对于

橡胶种植业非常重要。在印尼，

港口和道路条件差仍然是一个主

要问题，这不仅会影响橡胶种植

园的交通畅通，同时还会影响其

他业务活动。确保橡胶种植园交

通方便是打算进入印尼橡胶种植

行业的投资者必须重点考虑的一

个方面。投资者同时还必须建造

各种基础设施，为橡胶种植提供

有力支持，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

为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

天然橡胶利用率

生产商                                 产能（千吨/年）

来源：贸易部                                                图3.6.4

来源：                                                        图3.6.4

2009年橡胶种植面积分布

小型农户种植  
290万公顷

国有种植园   

25万公顷

私营种植园   

29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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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合理价格提供充足的粮食是

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的

主要挑战之一，印度尼西亚95%

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种植业

同时可解决就业问题，并为2100

万 户 种 粮 家 庭 带 来 收 益 （

Suryana，2002）。印度尼西亚

国内大米总消耗量超过3000万吨

每年。 

大米同时是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战略

性和政略性粮食产品。因此，为避

免发生饥荒和引起经济、政治的骚

乱，实现国内大米自给自足已成为

政 府 的 一 个 重 要 战 略 目 标 （

Sudaryanto等，1999年），这

也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大米生产和

销售系统进行严格控制的原因。

在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印度尼西亚

在1984年首次实现了国内大米的

自给自足。

虽然印度尼西亚在1984年实现了

大米的自给自足，但粮食问题仍

然是印度尼西亚发展议题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Amang和Sapuan

， 2 0 0 0年）。因此，政府在

2008年再次宣布已实现大米的自

给自足。

印度尼西亚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

何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下确保国内大

米的自给自足。由于财政预算有限

，政府不得不停止对大米种植实施

补贴，导致农民种植大米的成本增

加；同时，政府的价格支持不足，

印度尼西亚国家后勤部（BULOG

）无法大量收购农民的大米。

另外一个挑战是：将耕地改为非农

用地的现象依然存在，爪哇地区最

为严重。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增长和

工业发展直接导致了耕地被改成住

宅和工业用地。

Irawan（2003年）报道：印度尼

西亚每年约有10万公顷耕地被改

作非农用地。由于受到土地资源，

大米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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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限制及政府预算的限制，

印度尼西亚现在很难开垦新的灌

溉田。也就是说，爪哇的耕地面

积难以维持不变，爪哇是印度尼

西亚最大的水稻种植地区，大米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7.9%。

大米是印度尼西亚绝大多数人口

的主食，大米消耗率达到97%（

Surono，2001年），也就是说

，印度尼西亚只有3%的家庭不使

用大米作为日常食物。

印度尼西亚有些地区原来并不以

大米为主食，但现在逐渐改成以

大米为主食，Ariani（2003年）

报道：大米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某

些地区的唯一主粮。根据她的报

告，在1979年，南加里曼丹是印

度尼西亚东部唯一以大米为主食

的省份，但这种情形现在已经改

变，至1996年，该地区以大米为

主食的省份增加到了8个。

其它淀粉类食物很难真正取代大

米。相反，大米却非常容易取代

其它淀粉类食物。粮食消费模式

的改变，很大部分原因是政府政

策的推动，例如，当有些地区出

大米需求

现粮食短缺时，政府更愿意选择

向该地区提供大米，哪怕该地区

原来的主食其实并不是大米。

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会推动

大米消耗量的增加。Harianto（

2001年）在分析国家社会经济调

查所（SUSENAS）提供的数据后

这样报道：大米和其它粮食采用交

叉弹性价格，对印度尼西亚各地区

所有收入阶层的居民都有利。

印度尼西亚人常常会觉得以大米为

主食比以其它粮食为主食显得更有

社会地位，因此当人民收入提高后

，印度尼西亚人均大米消耗量也会

相应增加。

以玉米、木薯、甘薯或甜木薯为主

食的人常常被看作是穷人。统计数

据表明，在过去二十年内，印度尼

西亚人均大米消耗量稳步增长。在

1970年，人均大米消耗量仅为

99.31公斤，到1990年就激增到

1 4 0 . 9 2公斤，2 0 0 7年升至

147.22公斤（Sudaryanto与

Swast ika，2008年；CBS，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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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因此又称为“绿色革命时

代”。

在1990-2000年期间，印度尼西

亚 的 大 米 产 量 年 增 长 率 仅 为

1.40%，主要是因为受到气候因

素 的 影 响 ， 特 别 是 厄 尔 尼 诺

(1997年)和拉尼娜(1998年)袭击

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印

度尼西亚。在2000-2006年期间

，大米产量年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

，仅为0.80%。不过在2007年后

，大米产量呈现加快增长趋势，

2007年的大米产量增长率达到

4.96%，2008年和2009年分别

达到5.44%和3.89%。

2007年后大米产量增速加快的原

因如下：(a)气候条件良好，使农

民可以扩大耕种面积；(b)国际市

场食品价格上涨而带动大米价格的

上涨；(c)政府采用更加积极的种

粮补贴政策，提供更有利的收购价

，并实施进口管制；(d)中央、地

区和当地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加快大

米生产的专门计划。

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始

终是大米的净进口国。由于人均大

米消耗量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提高

大米贸易

印度尼西亚国米大米消耗总量超

过每年3400万吨，居全球第三位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在2000-2003年期间，中国和印

度每年消耗大米量分别为1.34亿吨

和3600万吨左右（联合国粮食农

业组织USDA，2002年；CBS，

2008年）。 

如果继续保持2000-2007年的大

米消耗速度，则印度尼西亚国内的

大米需求预计将从2009年的3457

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3772万吨

，以每年1.46%的速度增长。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第三大大米生产

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

亚大米消费的97%左右均来自于国

内生产。

在1970-1990年期间，印度尼西

亚大米产量以平均每年4.33%的速

度增长。大米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稻田的产出率每年以3.01%的

速度提高，且水稻种植面积每年以

1.29%的速度增加。稻田产出率之

所以能够不断提高，部分原因是政

府在这段期间推行大米生产集约化

计划，采用了现代化农业技术，这

大米供应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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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大米产量难以满足

国内急剧增长的大米需求。大米

出口量总是低于进口量，除1985

年、2008年和2009年外，在其

它年份印度尼西亚大米贸易都出

现逆差。

1970年印度尼西亚大米净进口量

只有96万吨，1995年达到最高

，为315万吨，2000年又下降到

了135万吨。2006年印度尼西亚

国内大米产量大大增长，因此这

一年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净进口量

下降到了仅为43万吨。

大米进口量下降的另一个主要原

因是政府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

2000年-2007年期间，印度尼西

亚大米产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到2009年和2015年大米产品预

计将分别达到3286万吨和3569

万吨，年增长率为1.39%。

在国际大米市场上，2000年以前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大米进

口国，2000年位居全球第三，

2007年为全球第二。菲律宾在

2007年是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2009年

）。向印度尼西亚出口大米的国

家中，出口量最大的四个国家分

别是：泰国、印度、越南和巴基

斯坦。

图3.6.1中绘出了大米生产价格的

变化趋势曲线，从图上可以看出

，1970年到1986年期间，大米

实际生产价格呈下降趋势。但在

1987年后大米生产价格趋于稳定

，而1998年激增到1972年以来

的最高峰，这主要是因为：由于

受到的极端气候现象（1997年的

厄尔尼诺和1998年的拉尼娜）的

影响，东南亚主要大米生产国家

的大米收成锐减而急剧下降。在

1998-2005年期间，大米生产价

格呈现下降趋势；在2000-2005

期间，大米生产价格相对稳定，

而2007年开始略有上升。

印尼大多数去壳米都采用小型碾

米机碾制，大约有11万家小型碾

大米价格的变化趋势

印尼大米的品种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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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厂（占总数的80%）都采用一

次通过碾米技术（PERPADI，

2009年），这些碾米厂都未配置

大米分选机器，因此无法生产更高

品级的大米。

印尼国内市场的大米需求主要是中

等大米，因此，大多数碾米厂都觉

得根本不需要使用分选机。市场上

只有很少一部分需求是优质大米。

有些大型碾米厂会采用现代碾米技

术，因此能够生产出优质米。他们

甚至会在大米产品上贴上品牌商标

，例如Bintang Mas、Rojo Lele

、Sentra Ramos、Pandan 

Wangi及其他品牌(Swastika 等

，2009年)。这些品牌大米大多

包装成5公斤袋、10公斤袋和25

公斤袋在超市出售。有一些是在传

统市场内与非品牌大米一起出售。

在“新制度时期”（1969-1997

年），国内建造了许多灌溉设施。

但印尼在1997年受到全球金融危

机的严重影响，政府无法再提供足

够资金来维修这些设施或建造新设

施。根据统计结果表明，在2005

年，至少有 1.5 ha灌溉设施需要

修理。

印尼是一个群岛国家。因此需要通

过港口在各岛屿间进行大米贸易。

每个岛屿都有许多海港，大米可以

很方便地从一个岛屿运送到另一个

岛屿。根据Swastika等人2009年

的报告，南加里曼丹、西加里曼丹

和西爪哇的大米市场与雅加达大米

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马辰（南加里曼丹）、

坤甸（西加里曼丹）和万隆（西爪

基础设施

工业概述

实际生产价格

来源：                                                                                                             图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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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的米价将主要由雅加达的米价

决定，价格差只有0.3%-0.5%（

Swastika等，2009年）。

在“新制度”时代，印尼政府一方

面实行鼓励大米增产的政策，另一

方面严格控制和稳定大米价格，同

时还采取了一些政策手段实现大米

耕种和市场方面的三个主要目标。

在耕种方面采取的政策手段包括：

（1）最低保护价政策，避免谷贱

伤农；（2）投入补贴；（3）提

供农耕贷款，使农民可以根据政府

的大米增产计划采用推荐的先进耕

种技术。在市场方面采取的政策手

段包括：（1）加强储粮管理，由

印度尼西亚国家后勤部（BULOG

）统一负责大米的进口，稳定米价

，保护消费者利益；（2）为印度

尼西亚国家后勤部（BULOG）提

供中央银行流动性贷款（KLBI）

，使后勤部能够在国内大米供应不

足时从其他国家进口大米，以及在

大米丰收季节时从国内收购大米；

（3）为合作机构（KUD）提供用

于收购国内大米的贷款；（4）在

大米供应不足而导致米价升高时，

由印度尼西亚国家后勤部卖出大米

（Suryana，2002年）。促进大

米生产的其他手段还包括：（1）

主要大米政策

开垦农田和建造灌溉设施；（2）

技术革新；（3）大力推广农业机

械；（4）机构发展（Simatu-

pang与Rusastra，2003年）。   

政府随后又采取了一些其他程序来

促进大米生产，例如，在1995-

1997年实行“以农业综合企业为

导向的大米生产系统”（SUTPA

）；在1998 - 2 000年实行 I P 

300-padi （采用300%大米种植

指数）；在2002-2004年实行“

大米增产综合计划”（P3T）；

2007年实行“大米增产国家计划

”（P2BN）。

为了促进大米生产，政府每年发布

一则总统法令，用来达到两个主要

目的，即提高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

安全。这项政策包括五个部分：（

a）提高国内大米生产；(b）开展

多样化耕种；（c）实施最低保护

价政策；（d）进口大米，保护消

费者；（e）为贫困人口提供大米

或发放济贫大米（RASKIN）（

Hermanto，2004年）。 

政府通过以下措施确保国家大米产

量的增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

大米生产系统提供支持；全面加强

质量（PMI）；扩大爪哇以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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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米种植面积；使农民更方便使

用投入产出市场。考虑到稻田的面

积相对较小，因此引入多样化的水

稻种植方法，提高农民收入。政府

通过为农业综合企业提供贷款来支

持这项政策的实施（Hermanto，

2004年）。

实行最低保护价（称为“政府稻谷

收购价（HPP）”），以保护农民

利益，防止稻谷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如果稻谷价格降至最低保护价以

下，政府将通过国家后勤部（

BULOG）以最低保护价格从农民

处收购稻谷或去壳米。但所存在的

问题是：由于政府预算有限和储仓

容量限制，印度尼西亚国家后勤部

（BULOG）能够从农民收购的米

量也非常有限，仅为总产量的6%

左右。另外一个问题是：印尼国家

后勤部（BULOG）已经从一个政

府机构改制成一个国营企业，因此

也需要赚取利润。国家后勤部原来

的使命是稳定国内米价，而现在的

目的是赢利，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冲

突。据CBS报告，在丰收季节，

农民出售稻谷的实际价格仅为最低

保护价的93-99%。

进口大米的政策由工贸部制定和管

理。在国内大米供应量不足时进口

大米，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避免

米价过高增长。但作为补偿措施，

政府对进口大米征收430印尼盾/

公斤的进口税，以避免农民利益受

到进口大米的太大影响。政府对农

民的进一步保护还包括严格制定和

遵守进口计划，不允许在丰收季节

（1月-6月）前的一个月内或丰收

季节后的两个月内进口大米。也就

是说，只能在7月到12月期间进口

大米，并且大米的进口量和质量都

必须达到允许条件，且进口大米只

能运往选定的港口，主要是运往大

米产量不足的一些地区。这项政策

旨在确保农民（特别是大米生产中

心地区的农民）在收获季节期间能

够获得比较理想的稻米出售价格。

适用于大米产业的现行政策措施包

括：（a)规定从农民处收购稻谷时

的最低收购价；（b）仅当确实有

必要保证国内储粮安全时，才能通

过国家后勤部进口大米；（c）对

进口大米征收430印尼盾/公斤的

进口税；（d）由肥料生产者为农

民提供肥料补贴；（e）由国营企

业（PT Sang Hyang Sri 和 PT 

Pertani）为农民提供谷种补贴；

（f）为农民提供农耕贷款；（g）

政府以补贴性价格向贫困人口出售

大米（2000印尼盾/公斤）。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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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到2000年，印尼糖产量

从200万吨下降到140万吨（

Mansur，Media Data Riset ）。

1 9 9 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建议印尼政府关闭爪哇岛效

率低下的制糖业，或者将制糖业

移到外岛。大多数决策者和国营

制糖企业的经理都同意该建议，

并有五家爪哇糖厂迅速关闭。

在1999年对爪哇地区的国营企业

进行分析后发现：有80%的糖业

种植园和工厂在技术或经济上均效

率低下，只有20%的被认为效率

合格。

糖业研究组织的Agus Pakpahan

后来总结：尽管印尼糖业存在上述

问题，但通过采用可行的方案、正

确的政策框架、全新的态度以及私

人部门的支持，完全可以实现对印

尼制糖业的全面改造。

2010年，印尼政府设立了糖类自

给自足的目标，并打算进一步鼓励

糖业投资。在强大的政策支持下，

是否能够实现该目标？

在2010年之前，印尼每年需要

480万吨糖，包括家用糖和工业用

糖（雅加达邮报，2010年）。工

糖类需求结构

糖

工业概述

糖需求结构

国内产量

精糖产量

国内消耗量

工业消耗量

甘蔗种植面积（千公顷）

进口               

吨

来源：BPS与雅加达邮报                                                                                          图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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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部长M.S. Hidayat证实：在

2009年，印尼国内工业用原糖需

求量达到215万吨，家用糖需求达

到265万吨。不过据他表示，到

2014年，工业用糖需求将达到

274万吨。

印尼的糖产量近年来有所恢复，但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糖需求

，还需要增加200万吨左右工业用

糖产量，而家用糖产量已经能满足

需求。上述数据并没有考虑乙醇生

产技术的未来发展和高纤维甘蔗（

主要用作生物燃料）需求的增长，

印尼目前尚未形成第二代生物燃料

生产产业，不过未来肯定会形成该

产业。印尼的制糖行业结构不良，

全国总共有61家糖厂，68%是荷

兰殖民统治时期建造，到现在已有

75年，根据报告，80%的糖厂生

产条件差，糖产品质量欠佳以及生

产成本高。

印尼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个印度尼西

亚国家标准（SNI），只有糖进口

商满足该标准时，才允许进口糖进

入印尼，从2008年11月起，政府

正努力要求国内生产者遵守国家标

准（SNI），包括每三个月进行一

系列合规性试验。

政策规定：不能满足SNI标准的国

内糖生产商，其糖产品不能用于饮

食行业，且不得进入饮食市场。精

制 糖 的 S N I 规 格 为 4 5 - 8 0 

ICUMSA等级，该规格已于2009

年2月上报给世界贸易组织。根据

报告，印尼炼糖厂可满足该标准。

不过，印尼的国内糖厂缺少改造设

备所需的资金，很难对国内生产的

耕地白糖实施SNI标准。因此，政

府正在进行努力以设法解决这个问

题：为各糖厂提供新设备购买补贴

，或者通过租出设施帮助糖厂实现

设备的更换，同时还规定，从

2009年11月起，购买新制糖设备

可享受10%的折扣优惠。

一些报告中表示印尼国内存在许多

低效率的小型糖料种植园和糖厂，

根据美国农业部政策文件的报告，

爪哇岛共有46家糖厂，产量占印

尼糖总产量的65%，爪哇以外地

区有58家糖厂，产量占印尼糖总

产量的35%，印尼国内总共有

104家糖厂（USDA -FAS Gain 

Report第9009号，2009年4月

20日）。

根据该文件中的数据，这些糖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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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园和糖厂向爪哇的五家精炼糖厂

（据告称，这五家精炼糖厂以

65%的产能运行）供应原料，以

及向2008/2009年新增的两家精

炼糖厂供应原料。

家用糖进口价格可能比印尼国内的

糖生产成本还要低得多，当印尼与

印度和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后，进口糖的大量涌入可能会给印

尼的糖增产计划带来不利影响。

美国农业部海外局（USDA-FAS

）的一份报告中明确表示，印尼的

法规限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印尼

的糖产业被政府严格控制，原糖只

能由炼糖厂进口，并且只能用作炼

制精糖的原料，只有饮食行业才能

进口国内无法生产的优质精糖。进

口许可证只能颁发给限制名单中列

明的单位，据报告说仅为4个进口

商。 

不同的报告中公布的统计数据有

的不太一致，一些报告表示印尼

国内糖产量为400万吨，其中

300万吨由国营企业生产（雅加

达邮报，2010年1月18日），但

印尼每年仍必须至少进口160万

吨工业用糖。

另一份最新的报告中统计：印尼目

前每年生产480万吨糖，其中270

万吨为家用糖，210万吨为工业用

糖，但这个数据是指印尼精炼厂炼

制的精糖，而不是从糖甘蔗中提炼

的原糖（称为印尼国内糖产量）；

根据报告，印尼家用糖每年需求量

大约为280万吨，因此进口糖大部

分都是工业用糖，不同报告中给出

的数据可能不完全相同，但估计印

尼每年的糖进口量在160万吨到

200万吨之间。

美国农业部海外局（USDA-FAS

） 在 上 述 报 告 中 断 定 ：

2008/2009年，印尼原糖和精糖

总进口量将达到210万吨，其中原

糖占到165万吨。

印尼政府制定了糖产业未来发展的

宏伟计划。国营企业部长Mustafa 

Abubakar最近宣布了印尼糖产业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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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景计划：即随着印尼糖产业的

复苏，到2025年，印尼糖产量将

达到890万吨，其中家用糖为560

万吨，工业用糖为330万吨。

为实现这个宏远目标，政府计划将

新建11家糖厂，其中4家由国家建

造，另外还计划增加30万-40万公

顷糖甘蔗种植地（雅加达邮报，

2009年6月11日）。

 

全球2007/2008年糖产量预计为

1.677亿吨，而全球糖消耗量为

1.55亿吨左右，能够在全球市场

上销售的量估计为5000万吨，库

存量约为4660万吨。

全球主要产糖国家包括：巴西

(3210万吨）、印度（3180万吨

）、中国（1390万吨）和泰国（

720万吨）。因此，巴西是世界

上最大的糖出口国（2060万吨）

，然后是泰国（530万吨）和印

度（300万吨）。（Bustanu l 

Arifin, 经济评论, 第211期, 

2008年3月）。

在国际上，全球糖业市场已发生调

整，逐渐取消了欧盟补贴，该补贴

在地区和全球的位置

原来是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提供给

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糖

生产者，尤其是加勒比海、印度洋

和太平洋内的小岛屿上的且以糖产

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生产者，以

及作为垄断支持资金提供给糖业种

植园，尤其是在高失业率和低产业

化国家内吸纳了大量低薪工作者就

业的糖业种植园。更有竞争力的糖

生产国（例如巴西、印度和泰国）

均明确反对扰乱全球市场的行为，

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敦

促欧盟取消这些补贴。

不过，糖作为一种粮食作物的作用

性逐渐降低，这也体现在糖的价格

波动上，全球糖市场能够重新恢复

活跃的部分原因是第一代生物燃料

的生产，特别是巴西，投入了大量

资金进行糖类乙醇生产，同时利用

加勒比海国家的转运港贸易，将巴

西含水乙醇加工为无水乙醇后出口

到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下使用加勒比盆地的各

国家的转运港进行贸易。

美元对欧洲汇率的波动，以及蔗糖

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生物燃料的原料

而不是饮食行业的原料，均导致糖

的价格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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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补贴取消后，预期的生产者

收益下降情形并没有发生，也没有

出现降价，糖价实际上已上涨，在

2009年，全球糖价与最低时相比

差不多已增长了一倍，伦敦价格已

经恢复到最高时的81%，即578

美 元 每 吨 （ B l o o m b e r g 和

Jakarta Globe，2009年9月17

日），特别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以

及其他因素影响巴西和印度市场后

，糖价增长速度加快（Jakarta 

Globe，2010年1月22日）。

在进口和区域性贸易方面，印尼在

2008/2009年的糖总进口量约为

45万吨精炼白糖，由具有进口许

可证的饮食行业生产商进口，主要

来自泰国（84%）、韩国（5%）

和马来西亚（5%）；原糖的主要

供应国家是泰国（85%）和印度

（15%）。很多报告中反映：

2009年下半年，原糖的价格很低

，但提供给消费者的精糖的价格太

高，特别是一些不产糖的地区，因

此使糖进口需求进一步增长，并且

需要由 BULOG（国家农业商品储

存和供应管理机构)将进口糖分配

到所需地区。 

爪哇地区五个最大的生产商的总产

量为 2 0 0万吨每年，包括 P T 

Angels Products (50万吨)、PT 

Jawamanis Rafinisi (50万吨)、

PT Sentra Usahatama (54万吨)

、PT Pertama Dunia Sukses 

Utama (39万吨) 和PT Dharma-

pala Usaha Sukses (25万吨)。

不过，前四家公司的产能利用率都

低于70%，而最后一家公司只进口

原糖。在2009年6月，政府宣布

注资500亿印尼盾（约500万美元

）到九家糖业公司，帮助他们对设

备进行换新，其中包括 PT Perke-

bunan Negara、PT Rajawali 

Nusantara和PT Madu Baru。不

过相比于新投资计划所需资金，政

府提供的这笔资金仍然非常有限。

主要参与者和供应商

工业概述

糖需求结构

吨

国内产量

甘蔗种植面积（千公顷）

甘蔗生产率（吨/公顷）

蔗糖含量

来源：BPS与雅加达邮报                                                                                           图3.8.1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089

在2009年11月，政府宣布将促进

国营种植公司PTPN发展，作为振

兴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向三家新糖

厂投资4.5万亿印尼盾（合4.445

亿美元）。同时有一些私人公司对

在爪哇以外的外岛进行糖业投资表

现出极大的兴趣。雅加达邮报

2009年5月报道：中国私人投资

者提出希望向东爪哇玛琅市的两家

综合性糖业种植园和糖厂投资2万

亿印尼盾（合1.95亿美元）。玛琅

市市长 Renfra Kresna 和玛琅投

资协调委员会的  Adjii Jatmiko表

示将支持该提议。

印度尼西亚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未

受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的

国家之一。鉴于印度尼西亚经济在

过去两年内的出色成就，许多国际

财政机构认为印度尼西亚在未来可

能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和里昂证券(CLSA)预计，印度尼

西亚将与中国、印度一起成为亚洲

经济增长的中心。根据分析学家的

乐观估计，印度尼西亚2010年经

济增长速度将肯定高于2009年的

4.5%，实现政府制定的6.5%的原

有目标应该不成问题。

其它经济指标同样振奋人心。虽然

与去年同期，通货膨胀率从1月份

的3.72%上升到了3.81%，但印度

尼西亚银行估计今年的通货膨胀率

仍可控制在中央银行的既定范围内

，即4%到6%之间。

预期的低通货膨胀率使中央银行可

以维持现在的6.5%基准利率，以

便促使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实

际上，中央银行今年三月份的基准

利率依然为6.5%，已经连续7个月

未变。

据中央银行估计，由于存在食品价

格下降预期，三月份将出现通货紧

缩。如果趋势不变，中央银行将有

足够的空间降低基准利率，从而促

使贷款利率下降。贷款利率的下降

必将刺激国内经济更快增长，尤其

是加速房地产行业增长。

基 础 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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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行重整署（IBRA）出售，所得资

金用来偿还这些开发商所欠下的债

务。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房地产市

场影响很大（不包括住宅地产），

部分原因是由于贷款利率的升高。

在经济危机后，雅加达的房地产市

场逐渐显示出复苏迹象，在2009

年，房地产销量和新建项目都有所

增加。2009年印度尼西亚房地产

市场的增长相对要好于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其它国家。

在新加坡、香港和悉尼的房地产市

场仍然为负增长时，雅加达的写字

楼市场显示出复苏迹象，由于一些

大公司对写字楼的需求增加，雅加

达写字楼总净吸纳面积达到10万

平方米。

民用住宅的销量同样有所增加（但

公寓除外），不过仍然低于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总的来说，

印度尼西亚的住宅地产销售在

2010年整体表现令人振奋。

除了贷款利率的下降预期外，政府

还计划修改关于外国人在印度尼西

亚拥有住宅地产的相关法规，以便

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售

房地产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

由许多行业提供支持，例如水泥工

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随着国家人口的不断增加（全国人

口目前为2.3亿，到2030年预计会

增加到2.85亿），房地产市场必将

继续增长。其中70%为年龄15岁

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人口是印

度尼西亚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驱动因

素之一。在1997-1998年金融危

机期间，房地产价格出现下降，部

分原因是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存在

大量呆账。在金融危机期间，很多

大房地产商都因为无法还清债务而

被印度尼西亚银行重整署（IBRA

）接管。印度尼西亚银行重整署（

IBRA）接管的房地产公司的总市

值达到7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它

们所拥有的房地产被印度尼西亚银

法规和房地产的市场前景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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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20亿以下的公寓。

如果修改的法规能通过印度尼西亚

议会的批准，则外国人在印度尼西

亚拥有地产的期限将从目前的25

年延长到95年。修改法规的草案

已经提交给议会审批。政府希望修

改的法规能在今年年底之前生效。

外国在印度尼西亚拥有的房地产权

利的增加不仅仅会给印度尼西亚公

寓市场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同时

还会对其它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房

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将刺激下游工

业的增长，例如制造业和银行，从

而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印度尼西亚的写字楼市场受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但在经济危机过后逐渐显示出复

苏迹象。全球经济状态从去年开始

回暖，因此会带来更大的写字楼需

求。因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增长，

在未来几个月内，写字楼需求预计

将呈现继续增长趋势。大型公司的

发展会进一步推动写字楼市场的增

长，在一些大城市（例如雅加达）

尤其如此。

写字楼

全球和亚太地区房地产租金比较

中国广州

泰国曼谷

印尼雅加达

马来西亚吉隆坡

中国北京  

澳大利亚墨尔本  

中国上海

澳大利亚布尔斯班

澳大利亚悉尼

印度新德里 

澳大利亚佩斯

印度孟买

香港                           

新加坡

日本东京 

北京

吉隆坡

曼谷

上海

雅加达

新加坡

新德里

悉尼

墨尔本

东京

孟买

香港 

来源：Knight Frank公司2009年全球房地产市场年度评论                                             图3.9.1

2007年第4季度

                                            

2008年第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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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写字楼的吸纳率在2009年

第4季度明显提高，一些新承租人

迁入到新写字楼内，例如，Energi

迁入到Sudirman中央商业区（

SCBD）内，Cyber2迁入到雅加

达南部的Kuningan中央商业区内

。雅加达写字楼总净吸纳面积增加

了3.5万平方米，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6%。 

在总吸纳面积中，其中A级写字楼

吸纳值为5.8万平方米，而B级写

字楼和C级写字楼为负吸纳值，其

原因为：Medco Energi从

Menara Bidakara重新选址，以

及一些租户从前Bank Dagang 

Nasional（BDN）大楼内搬出。

中心商业区写字楼的毛租金与去年

同期相比相差不大。毛租金（基本

租金加住宅服务费）按照印度尼西

亚盾计算时下降了0.7%，为每月

14.09万印度尼西亚盾/平方米。

不过，如果按照美元计算，则毛租

金上涨了2%，为每月14.95美元/

平方米，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盾对

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7%。

与去年同期相比，写字楼的租金按

照印度尼西亚盾计算时下降2.7%

，而按照美元计算时增长13%，这

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盾对美元的汇率

升高。在2009年，印度尼西亚盾

对美元的汇率升高了16.2%，从

11950印度尼西亚盾对1美元升高

到9425印度尼西亚盾对1美元。

工业概述

主要开发商的销售业绩十亿印尼盾

来源：IDX                                                                                                        图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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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a写字楼销量在第4季度出

现下降，strata写字楼第4季度

的预售量与第3季度相比下降了

54.5%。

在过去5年内，有许多房地产公司

（包括Podomoro Group）出现

显着增长，不过H o w e v e r 、

Lippo Karawaci、Citra Devel-

opment、Bakrieland Devel-

opment, Bumi Serpong 

Damai (BSD) 和Summarecon 

Agung仍然是印度尼西亚房地产

市场内的主要开发商。

Podomoro Group成立于1961

年，包括许多家房地产子公司，该

集团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已经在

北雅加达Pluit商业区承接了16个

 

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公寓项目、14个住宅区项目和12

个商住两用房地产项目。其中许多

项目正在施建中，包括Ke lapa 

Gading Square、Kuningan商

业区、P o d o m o r o 商业区和

Thamrin商业区等项目。  

许多房地产公司已在印度尼西亚证

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上市公司包括

（按资本总额排列）：PT Bumi 

Serpong Damai Tbk，9.6万亿

印尼盾；PT Lippo Karawaci 

T b k ， 8 . 8 万 亿印尼盾； P T 

Pakuwon Jati Tbk，5.4万亿印

尼盾；Summarecon Agung，

3 .9万亿印尼盾；Bakr i e l and 

Development，3.8万亿印尼盾

；Ciputra Development，3.7

万亿印尼盾。

市场资本份额居前几位的开发商

来源：IDX                                                                                                                图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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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

影响而引起股价下跌，这些上市公

司的资本总额在2008年急剧缩水

。但随着经济的回暖，各公司的股

价从去年开始逐渐又反弹。 

自从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

严重影响印尼国内投资以来，印尼

电力市场一直处于供应不足状况，

这促使印尼政府制定和实行电力扩

展计划，整改印尼国有电力企业

PLN和电力行业，并将电力改革作

为国家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印尼国有电力企业PLN在

2006年到2010年间电网容量达

到300亿瓦（GW），并垄断了全

国的配电系统和公共用电。

到2010年，印尼全国只有65%人

口能够使用电力，由于配电系统基

础设施薄弱，以及无法提供超出峰

值需求的足够供电力度，因此很多

大城市会经常发生停电。印尼很多

省份长期存在停电和缺电的情形，

电力供应在很多地区都是当地政府

亟待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PLN在2007年计划中对2006年

-2015年的装机容量和高峰容量

进行了预测，如下表所示：图 

3.10.1

PLN在200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表

明，在2010年-2015年期间，印

尼电网容量每年至少需要增加

4000MW或4GW。  

如果需要在PLN和自保系统之外

使用柴油和燃油发电，以提供高出

峰值需求的足够供电裕度，则能源

专家应进行合理的计算，为了满足

国内用电需求，印尼每年需增加

5GW左右供电量，2010年供电

量为30GW，2015年将增加到

55GW左右，2020年将增加到

8 0 G W ， 2 0 2 5 年 将 增 加 到

105GW。仅依靠PLN显然无足够

能力或财力实现这个目标。  

电力

需求结构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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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N目前正在实行第二次增容计

划，将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

实现供电容量增加10,000MW。

因此，PLN需要每年增加容量1到

2GW。印尼的供电危机会在未来

很长时间内一直存在，因此对

PLN和电力行业进行深入的结构

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PLN的客户一般是个体用

户，所要求的电压低于400Kv，

同时在PLN系统外估计有2万个私

人小型和中型发电厂正在运行。

例如，印尼最大的水泥公司PT 

Semen Gresik 在获得股东批准

后，于2007年11月投资6.7亿美

元建造10个燃煤发电厂，旨在为

该公司在东爪哇、西苏门答腊和南

苏拉威西岛上的分公司提供电能，

每 个 发 电 厂 的 发 电 容 量 为

35MW-65MW。  

据有关报告统计，到2007年3月

， 印 尼 国 内 总 装 机 容 量 为

24,417MW，其中3,450 MW由

独立电厂出资、建造和运营，另有

746MW由自保发电系统以离网方

式 直 接 供 应 给 私 人 公 司 。 但

746MW的数据并没有包括所有自

保发电系统的容量。这种非PLN

电力行业的总需求量可能达到几个

GW。大多数自保发电装置装机容

量都小于10MW，但自保发电系

统可以管理更大的发电装置，预计

在不久的将来，自保发电系统将配

备容量高达1250MW的发电站。 

工业概述

2007年预测装机容量和高峰容量

年份                      高峰负荷需求                                   要求装机容量                                       每年要求增加容量

来源：IDX                                                                                                      图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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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区、住宅区和大型农村工业

项目（例如炼铝）供电的自保发电

系统的容量在五年内可能会增加或

超过10GW。如果没有这种非

PLN的自保发电系统，一些钢厂

、水泥厂、制浆和造纸厂、工业区

、制造厂、酒店、大型购物中心和

重要的工业基础设施都可能出现停

电。另外，印尼35%（即8200万

人口）的个人用电从未由PLN供

电，而是采用离网方式，因此很少

或根本不连接到电网。这部分用电

需求可通过在农村大力推广农村自

保发电技术及其他类似计划加以解

决。新型小规模发电技术（微型水

力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和本地生

物燃料发电）可以吸引70亿到80

亿美元的投资资金。

但这个市场目前远未发展成熟，市

场的主要部分仍需要100亿到

200亿美元资金，需要资金投入到

小型和中型发电站、微型水电站、

种植园生物质能热电联产，发电站

的容量从1MW到10MW不等，同

时还包括建立地区电网。农村自保

发电计划中包括建立地区电网、配

电和电力零售系统。

随着新电力法规的颁布以及各项法

规的实施，将允许非上市公司、合

作机构和地方政府生产、配送和销

售电能，包括允许建立各种新的能

源服务公司（ESCO），因此将打

破PLN的垄断。 

东 盟 电 力 公 用 事 务 ／ 机 构 （

HAPUA）是东盟的区域性组织，

该组织的领导人报告了东南亚地区

2008年的电力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 3.10.1

全球能源网国际公司（GENI）在

2005年报告：亚洲大多数发达国

家的用电率均达到100%，包括以

色列、约旦、摩洛哥、阿联酋、科

威特，而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国

家（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

斯坦）与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

、土库曼和塔吉克斯坦的用电率接

近100%。中国的用电率据报告为

96%，巴西为93%，而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全

部为95%。根据2005年的调查结

果，印尼用电率据报告为63%，

但东盟电力公用事务／机构（

HAPUA）向东盟报告时表示印尼

2008年的用电率仅为54.5%。

印尼电力垄断单位-印尼国家电力

在区域和全球的位置

主要参与者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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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LN）及其衍生公司（包

括印尼电力公司和PGB II）是印尼

电力行业最重要的供应商。印尼电

力有限公司(前称“PJB I”）是印

尼国家电力公司（PLN）的子公

司，该公司共控制了8个发电厂（

GBU）和127个发电站，总装机

容量为8,888MW，是印尼最大的

国营电力生产商。PJB II是印尼国

家电力公司（PLN）的另外一个

子公司，控制了6家大型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为6,511MW，是印尼

第二大电力生产商。还有一些印尼

国有公司也是印尼电力市场的主要

参与者，包括著名的北塔米纳国有

燃油公司（Pertamina）、国营

油气生产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增加

能源多样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

括为发电厂提供燃油和燃气。

北 塔 米 纳 国 有 燃 油 公 司 （

Pertamina）的子公司北塔米纳

地热能源（PGE）已正式运营，

地热发电将作为燃油发电的新型替

代方案，在第二个10,000 MW计

划中，地热发电将占到总发电量的

三分之一。该发展计划将使北塔米

纳地热能源（PGE）公司成为印

尼电力市场的主要电力生产商之一

，PGE公司在发展计划中承担的

发 电 任 务 包 括 ： 现 在 生 产 的

1,900MW发电容量，以及一份正

在WKPs签订的购电协议(PPA)，

将另外提供1,700MW电力。因此

北塔米纳地热能源（PGE）公司

能够始终全部或部分控制工作区域

内的所有地热发电站，将成为印尼

第二大电力生产商，最终供电容量

为4GW。

工业概述

来源：IDX                                                                                                             图3.10.2

2003-2008年电力生产与消耗

消耗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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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煤气公司(PGN)同样发挥重要

作用，将负责为国内天然气工业的

下游基础设施提供电力。雪弗龙印

尼地热有限公司（Chevron）是

一家在印尼及全世界有名的私营公

司。该公司控制了两个发电站 ：

Darat（259MW）和Salak（

377MW），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

地热发电站。该公司正在兴建容量

为110MW的Darat II的地热发电

站，因此公司的总地热发电容量将

达到746MW。雪弗龙印尼地热有

限公司同时还经营了一家离网发电

站，即North Duri热电联产发电

站，发电容量为300MW。印尼

Paiton电是一家国家支持的日英

私人合营企业，包括日本公共电力

部门的股东。该公司目前拥有

800MW的燃煤发电站（两个发电

站），并正在兴建第三个发电站，

容量为660MW，该公司将成为印

尼最大的外国发电生产商。Medco 

Energi是印尼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

，主要经营油气业务和电力供应。

该公司在巴淡岛上拥有和运营燃煤

发电站（两个2x55 MW 发电站）

，并在爪哇Tanjung拥有容量为

660MW的Jati-B燃煤发电厂。

Medco同时还加入了Itochu（日本

）和Ormat（美国）的联营公司，

将建造330MW的沙鲁拉地热发电

站和各种小型燃气发电站。同时正

在建造各种生物质发电站和生物燃

料发电站。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和政府对第一个10,000MW

计划非常有信心，该计划全部是燃

煤发电，由银行、投资者与中国的

开发商完成整个工程。

HAPUA地区电力概况

HAPUA 2008    容量（MW）      高峰负荷（MW）           用户数量                 电力使用率

文莱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图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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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开讨论，印尼政府宣布两家中

国公司为两个600MW 发电站项

目（万丹的Suralaya和东爪哇的

Paiton）的中标者，这两个项目

的承包商分别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

公司（CNTIC）和哈尔滨电站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

总公司（CNTIC）以3.779美元

的报价赢得了泗水的发电站项目投

标，所赢得的竞争对手包括：

M a r u b e n i - D o o s a n - P T 

Tripatra-PTT MCC（报价为

6.23亿美元）、Dongfang -

Dalle-HEPEC（报价为3.34亿美

元）和上海Ma x im a（报价为

4.93亿美元）。Paiton的报价在

2.73亿美元到7.28亿印尼盾之间

，是泗水发电站投标项目的最低报

价，因此被拒绝。项目主要参与者

还包括：日资企业丸红株式会社、

三井财团和三菱财团，法资企业阿

尔斯通，以及许多家印尼本地企业

，包括印尼最大的上市能源公司

PT Medco Energi。许多签订购

电协议(PPA)的印尼开发商都缺乏

足够的技术或财力，还有许多正在

签订的购电协议（超过50份）都

必须重新谈判，或者必须改成与更

合适的合作商签订。印尼正在开发

各种可再生能源，包括与水坝有关

的大型水电资源；与堰堤有关的超

小型和小型水电站，以及径流式电

站；生物质能（城市废物、种植园

废物、其他废能发电系统）；以及

风能、太阳能和波浪能。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将使许多小型和中型的新

电力开发商和运作商进入电力行业

，但这个新的领域目前还非常薄弱

和散乱，并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包

括：Pt Mega Mandiri、Pt Inolo 

Meka Electrindo、Pt Cipta 

Daya Nusantara及小型水力发电

站行业的Pt Cogindo。印尼国家

电力公司（PLN）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不过印尼电力行业发生的很多

电力事故都与该公司有关，印尼国

家电力公司（PLN）的作用在下一

个十年内可能逐渐降低，该公司所

拥有的发电容量正在下降，其控制

的发电站数量百分比亦会降低，同

时该公司还可能被拆分，以及其地

区机构或部分机构将进行私有化。

但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仍会

继续负责印尼电力行业总体规划和

电网管理。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发电站将更多由国外公司投

资和建造，特别是中国、美国、日

本和欧盟的公司，通常是采取签订

部分私有化设备采购和施工（EPC

）协议的方式。全球认可的独立发

电厂私营模式将成为印尼的主要做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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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企业和国家将主要通过担

保、国家预算、出口信贷和政府赞

助等方式提供支持，将主要承担未

来规划方面的任务。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是向国

家电网提供电力的主要供应商，所

有电力都由该公司自主投资和兴建

的发电站供应。在1996年到2006

年期间，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与独立电力生产者（IPPs）之间签订

了27份购电协议（PPAs），其中22份

协议在1998-1999年经济危机后

必须重新谈判。2000年-2006年

期间，基本上无任何新发电站的投

资和建造。2006年5月，印尼副

总统Jusuf Kalla意识到电力行业危

机正逐渐加大，因此命令印尼国家

电力公司（PLN）在两年半内建造

8,000MW容量的新发电站。但直

到2008年，印尼电网的供电容量

仍然没有增加，而印尼国家电力公

司（PLN）为了节省燃油费，正在

试图关闭其燃油发电厂。

然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开始实行第一个10,000 MW 电力

扩容计划，包括新建35个燃煤发电

站，以缓解印尼国内（特别是某些

省份内）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并

电力供应

采用燃煤发电取代燃油发电。印尼

国家电力公司（PLN）设立了以下

目标：爪哇岛将新建10个发电站，

将与爪哇岛之外其他岛屿上的25个

发电站一起，共提供6,900 MW电

力，巴厘岛电力系统将提供3,100 

MW电能。项目的招标工作于2006

年7月正式开始，其中有四个项目

因为缺少合适的投标人，必须在12

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重新招标。  

副总统Kalla证实：很多新发电站原

本需要在2008年开工的，现在只

能延迟到2010年。印尼国家电力

公司（PLN）的进度要比政府要求

的期限至少延后两年，因此到

2010年，第一个10,000 MW计划

尚未完成，但第二个10,000 MW

计划也必须启动。印尼矿山能源部

电 力 及 公 共 事 务 部 处 长

J.W.Purwono于2010年1月30日

宣布：第二个10,000 MW计划将

包括93个发电站，将在2013年到

2 0 1 4年动工，总装机容量为

10,153 MW，其中5,770MW容

量（或57%）将通过爪哇-巴厘岛-

马都拉电网输送，而其他部分将通

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

岛和印度东部电网输送。印尼国家

电 力 公 司（ P L N ）在 第 二 个

10,000MW计划中的初步布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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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为地热发电，26%为燃煤发电

，14%为天然气发电，12%为水力

发电。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在

采纳了使用混合燃料的建议后将发

电布置修改为：37%为地热发电，

33为燃煤发电，16%为天然气发电

，12%为水力发电。因为地热发电

站的成本是燃煤和燃气发电站的两

倍，建造时间也需要两倍，包括需

要进行勘探和钻孔，因此印尼国家

电力公司（PLN）发表一些公开声

明，宣布将地热发电的比例降低到

34%。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期望第二个10,000 MW计划中有

一半（5,118MW左右）由其控制

的发电站提供，而另外5,035MW将

由独立发电商（IPPs）提供。第二

个10,000 MW计划实际所需资金

远远超出159亿美元的总预算，印

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必须继续

增资59亿美元，不过，印尼国家电

力公司（PLN）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方

案：20%通过自行财力解决，另外

80%向银行及关联机构贷款。

在放宽电力管制的新法规颁布之前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仍将

是电力市场的垄断者。印尼国家电

力公司（PLN）原本预期：在政府

和中国投资者的大力支持下，第一

个10,000 MW 计划应该能够很快

完成，从而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允许更多的独立发电商（IPPs）参

与投资。现阶段主要是采用由印尼

政府提供支持的传统模式，同时利

用中国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贷，在时

机成熟后允许私人投资，以及吸引

国外投资。不过，因为政府支持力

度不够，且据说第二个10,000 

MW计划无政府担保，因此私人投

资者仍在继续观望。另外，国家支

持的第一个10,000MW计划带来

深刻的教训：所需时间远远超过印

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和政府预

定的时间，整个计划被大大延迟。

印尼与中国方的谈判在2007年年

中实际上陷入停顿，双方未能就政

府担保方面达成一致意见，随后又

在贷款利率方面产生分歧，但我们

依然表示乐观，中国的银行应该会

最终签订第一个10,000 MW计划

中的大多数大项目协议。

购买者和投资者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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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在

2008年1月确认：第一个10,000 

MW计划至少有27.8亿美元资金仍

未到位，但已进行了四次招标，项

目覆盖第一个10,000 MW计划的

35个变电站中的13个变电站。所

有这四次招标最终都是中国公司中

标，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变

电站已筹齐所需资金。主要是因为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仅准备

提供所需资金的15%，用于设备采

购和施工，尽管发电站建成后都会

移交给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未签订任何独立发电商（IPPs）

协议，但承包商仍然必须自行筹措

建造发电站所需资金的另外85%。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前总经

理Fahmi Mochtar于2008年7月

证实：在第一个10,000 MW计划

启动两年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仍在设法吸引中国及其他国

家银行资金，包括中国银行、中国

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法国

巴黎银行。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同时正在争取印尼国有银行

、印尼中亚银行(BCA）、印尼国

家银行（BNI）和PT Bank 

Mandiri银行的贷款。印尼国家电

力公司（PLN）同时开始向日益增

长的当地市场和伊斯兰债券市场发

放债券。第一个10,000 MW计划

的最后一份筹资协议直到2009年

12月才签订，此时计划已启动了三

年，本应该在一年前就完成全部筹

资。第一个10,000MW计划中的

最后六个发电站的最终贷款协议签

订后，印尼财政部部长Mulyani 

Indrawati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总经理Fahmi Mochtar握

手祝贺，将由四家印尼国有银行与

中国银行的出口信贷联合为这六个

项目提供资金。

Mandiri银行、BNI银行、BRI银行

和BCI银行同意为最后六个项目提

供一笔金额为4.8万亿印尼盾的联合

贷款。这部分工作本来都应该在

2007年或2008年完成，但印尼国

家电力公司（PLN）和政府在计划启

动四年后才同意最终的筹资安排。

第一个10,000 MW计划吸引了来

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众多参与商

和投资商，但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决定采用国家支持的出口

信贷，不接受私人投资，同时积极

与印尼政府机构谈判，特别是施加

压力促使印尼政府同意向外国银行

和开发商提供国家担保，为第一个

10,000 MW计划的动工清除最后

的障碍。私人投资者(包括一些欧

洲著名的大电力公司)都被阻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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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印尼电力市场，特别是在一份欧

盟报告中提出不合适的建议后（该

报告中建议：投资者应拒绝印尼的

公私合作模式，因为如果采用这种

模式，即使在业务协议签订后，印

尼政府仍然可以对投资者的收益来

源进行监控），政府更加坚决阻止

私人投资者加入。

印尼电力行业受到各种后勤问题的

严重影响，主要是印尼的基础设施

薄弱。电力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

括:输配电网络的建设缺少资金，

相关的基础设施问题

由于财政支持不足，变电站的设备

均无法进行维护和更换。政府同时

认识到印尼下游天然气工业的基础

设施非常不完善，为了给急缺能源

的印尼工业和商业提供天然气，相

比于通过天然气管道向下游输送天

然气，向目的地运送液化天然气将

是一种成本更低和更可行的方案。

随着燃煤发电站数目的增加，燃煤

的运输任务加重，铁路、公路建设

的不足和缺少车辆，以及港口和码

头设施的简陋，都严重影响了燃煤

的运输，从而使发电站的发电能力

易受到恶劣天气和强风等情形的影

响。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对能源行业

的影响尤为严重，包括制约了更新

、更小和更清洁的发电技术的应用

与推广，因为这种新型发电站通常

需要完善的农村公路网络，或者要

能够使用铁路，但实际上印尼很多

地方都没有修建公路，而铁路运输

也被大型公司垄断。这些问题同时

与印尼法规的灵活性不足有关，现

有法规更倾向维护国有垄断企业和

联合企业的利益，而不是重视向其

他用户开放铁路和输气管道。

数据表明：印尼电力行业非常具有

投资前景。亚洲主要经济国家已经

结论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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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行动，中国、日本和韩国已进

入印尼电力市场。不过，尽管印尼

电力需求预计会急剧增长，但欧洲

和美洲国家仍在继续观望。

能源矿山部必须进行一场长期的斗

争，将努力改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在电力生产、配送和零

售市场的垄断。能源矿山部曾在

2007年试图更换1985年电力法

，但因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的

阻扰而最终失败。放宽限制政策的

支持者对印尼国内电力利用率仅为

56%的糟糕现状提出批评，但印尼

Prakarsa Ekatama Advisory有限公司负责人

印度尼西亚的能源系统正从燃油发电机改装为成本更低

的燃煤发电机。为了响应全球提高电能效率和发展绿色

能源的要求，印度尼西亚应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可再生能源更加清洁，但建造成本也更高。因此，政

府将通过颁布各项法规，在印度尼西亚能源系统的升级

和改造中发挥关键作用。

除了法律和政府法规的作用外，市场也会通过从规定融

资条件到提供国际市场融资支持等手段，对现有和将来

的独立电力生产商严加控制，例如，独立电力生产商（

IPP）必须符合ISO 5001要求，确保电力机构能够采

取系统性的方法，实现能源效率和绩效的持续提高。

从长期来看，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是世界能源发展的新趋

势，印度尼西亚将不得不考虑把核能作为未来重要能源

之一，核能的优势包括能量密度大、功率高、发电成本

低及环境污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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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与通讯

国家电力公司（PLN）辩解说是

因为缺少资金。不过，如果投资环

境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将难以吸引

私人投资进入印尼电力市场。

首先，在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为贫民提供社会补贴以及

离开被他们严重扰乱和阻碍的电力

市场之前，政府不允许印尼国家电

力公司（PLN）在当地开展商业

活动。

其次，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无法提供足够人力和财力满足急剧

增长的电力需求，因此必须放宽限

制，跨国电力公司可以运营更大的

发电站以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众

多小型印尼公司和合资公司可以通

过提供小规模发电弥补电力供需缺

口，它们比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

）更加积极、更透明和更合适。

第三，让所有利益攸关者接受采用

小型清洁能源的重要性可能比较困

难，不管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还是公共管理部门，都未

准备好签订和管理大量购电协议，

包括调整购电协议以适应各种不同

电力技术的要求，并促进独立发电

商（IPPs）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小型

电力生产商。印尼政府和国际出资

方应立即采取行为，切实提高各方

面的能力，促使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PLN）、国家机构、银行和私营部

门能够接受更多的发电站提案并切

实执行，以及建立更有力的监管机

构和执行机构。

印尼电信行业市场是全球增长最快

的市场之一。根据“世界移动通信

数据库（Mobile World Data-

base）”的调查，在2008年，

印尼拥有1.402亿的手机用户，为

亚洲地区第三大电信市场，仅次于

中国（6.157亿用户）和印度（

3.468亿用户）。该研究机构同时

将印尼列入全球手机市场前20强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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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排名尚领先于一些发达国

家，例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

同时，相比与亚洲其他国家，印尼

国内的手机市场渗透率仍然比较低

。在2008年，国内的手机市场渗

透率仍然维持在69%。而且实际上

很多用户都不止一块SIM卡，因此

实际市场渗透率估计低于50%。

因印尼国内的手机市场渗透率较低

，随着印尼人口的增长和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增加，印尼电信行业必将

迎来更大的发展机会。

印尼国内有11家网络供应商，提

供GSM和CDMA移动电信服务。

印尼国内网络供应商的数量比邻国

更多。例如，马来西亚只有3家供

应商，新加坡有3家，印尼有7家

，澳大利亚有4家。

在今年来，印尼的一些网络供应商

采取联合方式应对日益加大的竞争

，其他供应商也通过成立合营企业

，实现优势互补，更好地应对市场

竞争。

过去几年内印尼电信市场值得注意

的一件事是：印尼的主要移动运营

商Indosat收购移动电话服务供应

商Satelindo，旨在加强该公司在日

益增长的移动电话市场内的实力。 

Smart Telecom公司采取几乎相

同的策略，即收购Mobile-8公司的

5%股份。这次收购有利于这两个

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例如，

百万 2008年各国家手机用户数量

中国        印度       美国      俄罗斯      巴西       印尼       德国        日本     巴基斯坦   意大利

来源：BMI印尼（所有数据）                                                                                       图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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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网许可证发放和手机购买方面

展开合作，确保赢得最大的利润。

在XL与Axis之间签订国内漫游协议

，允许两个供应商使用对方的网络

并提高覆盖范围。Oke Comm已与

印尼首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MVNO)Telkomsel签订书面协议

，该协议允许 Oke Comm 租用

Telkomsel的网络，并以Telkom-

sel的  KartuAs 品牌发放入网许可

证。 

国际商业透视（Business Moni-

tor International）预测：2007

年到2014年，印尼电信行业将增

长25.7%，将从2007年的1.327

需求：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

亿用户增加到2014年的1.631亿

用户。在将来，因“媒介融合”趋

势的影响，无线网络、固定有线和

固定无线网络（FWA）业务预计

会下降，而互联网和数据服务将获

得更大的市场份额。2007年，无

线网络用户、固定有线用户和互联

网服务用户的比例分别为76.1%

、13.4%和10.5%。到2014年，

上述数据估计将变为：65.3%、

8.5%和26.3%。

到2009年第3季度止，CDMA和

GSM市场共有1.47亿用户，其中

GSM用户占86%，CDMA用户占

14%。与2008年相比，固定无线

网络业务和GSM业务的增长速度

在2009年预计会放缓。

工业概述

互联网          

无线网络

固定线路和FWA

无线网络市场份额

互联网市场份额

固定线路和FWA市场份额

来源：BMI印尼（所有数据）                                                                                 图3.11.2

2008年全球手机用户数量
用户数量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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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与信息部预测：因供应商将业

务范围扩大到落后的印尼东部市场

地区，电信行业的市场规模在

2010年预计会增加840亿印尼盾

。低成本手机的推广将更有利于实

现更大的市场渗透率。不过网络供

应商的预测较为保守：增加的规模

将在790亿-820亿印尼盾之间。

2008年收益最高的是Telkom，为

60.68万亿印尼盾，占市场总收益

的65.7%，然后依次是：Indosat

（18.7万亿印尼盾，占19.6%）、

Excelcomindo (2.2万亿印尼盾

，12.8%）、Bakrie Telecom（2.8

万亿印尼盾，2.9%）和Mobile-8

（0.9万亿印尼盾，1%）。自从成

功 启 动 3 G 技 术 服 务 以 来 ，

Excelcomindo的收益从2006年

的6.5万亿印尼盾增加到2008年

的12.2万亿印尼盾。在过去五年

内，Bakrie Telecom通过实施侵

略性的扩张计划及Esia品牌的低

成本战略，成功实现经营收入增长

近10倍，从0.3万亿印尼盾增加到

2008年的2.8万亿印尼盾。  

根据电信结算协会（Asos i a s i 

Kliring Telekomunikasi: 

Askitel）的统计，互联通信次数

（即在供应商之间的通信）增加了

24.2%，从2007年的160亿次增

加到2008年的199亿次。通信时

长增加24.0%，从220亿分钟增

加到282亿分钟。因此，互联通信

业务收益增长了5.89%。最大的

互 联 通 信 量 和 通 信 时 长 属 于

Telkom Group，该公司拥有

Flexi和Telkomsel品牌。   

由于激烈的价格竞争影响，通信公

司的获利能力下降（按照每用户平

均收入(ARPU）计算）。2008年

，电信行业的平均综合ARPU下降

了24%。GSM协会预测ARPU在

2011将继续下降，将从48美元

下降到24美元。为了提高ARPU

，供应商应提供内容服务业务，这

一块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订购

该服务的用户仅占总用户的6%到

7%。

印尼国营电信公司（Telkom）目

前在客户数量和市场占有率都是印

尼市场的领先者，其次是Indosat

。这两家公司是印尼最大的通信服

务供应商。Telkom除了提供现有

的手机和固话服务业务外，还进一

步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更多新领域，

包括资讯、互联网和IT应用等，以

巩固该公司的市场领先者地位。

主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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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kom最初是提供固定电话服务

，后来扩展到无线和固定无线网络

，其品牌包括Flexi、kartuHALO

、simPATI和KartuAs。现在，

Telkom提供的服务非常全面，包

括TELKOMVision收费电视，及

相对较新但发展迅速的“新浪潮（

new wave）”业务，该业务将提

供数据访问、互联网访问（它的

TELKOMNet Instan和Speedy）

及IT应用。    

Speedy提供互联网宽带业务，该

公司推出了网络速度和容量都不相

同的七种套餐，以满足不同用户的

需求（例如家庭用户、行政部门和

商业用户），用户数量在2010年

预计会从原有的110万增加到

220万。Speedy同时涉足游戏领

域，提供130款游戏供用户选择。

由于遇到其他供应商的竞争，这两

家最大公司的市场份额正在下降。

Telkom的市场份额从2004年的

65 . 2%下降到2009年年中的

49.4%（用户为2890万）。   而其

他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则相应增加，

Excelcomindo的市场占有率从

9.2%增加到16.0%（2470万用户

），Bakrie Telecom的市场占有率

从0.5%增加到5.8%（580万用户

），Mobile-8的市场占有率从1.0%

增加到2.3%（300万用户）。

同时，新的供应商涌入印尼电信市

场并参与竞争，例如Hutchison’s 

工业概述

2007年-2014E主要运营商的APPU
印尼盾

Telkomsel

Indosat

Excelcomindo

Bakrie Telecom

平均APPU

来源：BMI印尼（所有数据）                                                                                       图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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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占有率4.2%，用户640万

）、Smart（市场占有率2.3%，用

户350万）、Ax i s（市场占有率

1.3%，用户200万）。

新来者会采取各种战略赢得更多的

市场份额。Smart Telecom的两

百万用户中，有50%选择了该公

司的套餐产品，其中包括提供支持

EV-DO Rev A技术的CDMA手机

，以及提供从EV-DO技术的升级

服 务 （ 演 进 和 数 据 优 化 ） 。

Hutchison’s 3充分利用曼联亚

洲行活动的影响（尽管比赛最终被

取消），使用户数到2009年年中

增加了530万。Axis是发展最快

的新来者之一，由于推出了提供黑

莓手机的套餐，2009年用户数超

过了600万。

印尼电信行业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

：Sampoerna Telecom’s 

Ceria，在2009年赢得了80万用

户；Batam Bintan Telecom，

仅为经济特区的巴塔岛和民丹岛提

供固定电话服务；Pasifik Satelit 

Nusantara，为亚洲市场提供基

于卫星的电信业务，包括固定电话

和手机服务。

电信业务必须遵守第36号政府法

规（1999年），而政府机构和供

应商之间的协作必须遵守第8号政

政府法规和刺激政策

2004-2008年印尼电信行业主要运营商的市场份额
百万印尼盾

来源：BMI印尼（所有数据）                                                                                       图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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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法规（1993年）。第36号政

府法规中规定了三种电信服务类型

：基本电信服务、特殊电信服务以

及安全和保卫用电信服务。不过，

该法规目前正在被印尼电信管理局

审查，因为该法规未包括电信行业

的最新技术，例如GSM宽带业务

提供和电信网络融合等方面。 

第7号政府法规/2009年，规定了

政 府 非 税 收 入 的 类 型 和 费 率

(Penerimaan Negara Bukan 

Pajak: PNBP)，法规规定降低营

业税，从2009年1月起，电信运

营商的营业税从原来的总收入的

1%降低0.5%。该法规同时规定

“普遍服务义务”（Penyediaan 

Akses Telekomunikasi dan 

Informatika Pedesaan: USO）

税将从0.75%提高到1.25%。

同时，为了支持印尼东部地区的电

信基础设施建设，通信与信息部拿

出了1.2万亿的推动资金。资金缺

乏一直是印尼电信行业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之一，印尼东部地区尤其

如此。在初期，这些推动资金将主

要用来支持Palapa Ring项目建设

。另外，政府正计划进一步完善法

规，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印尼

通信行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融合（ICT）。

ICT产业融合是指将所有电信、数

据处理和图像处理技术集成到一个

操作平台，参与者包括电信供应商

、IP服务供应商、技术供应商及广

播电视媒体。早期的融合主要是将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服务

进行综合连接。

随着融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扩大

到提供手机频道、mobileTV、手

机音乐下载和手机地图等收费服务

。Telkom将在2010年开始提供

Telkom Tripleu Play业务，这是

一种通过网络电视(IPTV)集成电

话、视频和文本内容的先进技术。

为了实现真正的融合，必须为ICT

与广播电视行业提供合适的法规，

关于网络共享的法规预计将在

2010年出台，网络融合有望在

2012年实现。融合技术将为参与

者提供占领市场和创造利润的新机

会。

挑战与机遇

工业概述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113

为了提高竞争力和加强市场地位，

需要通过高额的投资维持继续增

长。Telkom在2010年将安排21

万亿印尼盾（合22亿美元）的预

算，用于扩展其10,812 千米的

Palapa Ring光缆骨干网络，包括

海底段和地下段线路，将用来连接

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和巴布亚

岛。为了完成Palapa Ring项目，

Telkomsel将与其他网络供应商

合作。  

同时，为了提供通信网络的质量和

可靠性，Indosat将投资支出增加

20%，达到7.2亿美元，以用于最

近的电信传输系统骨干网络项目、

加里曼丹岛（Jakabare）海底电

缆通信系统（SKKL Jakabare）

与加里曼丹岛（J a k a b a r e）

Palapa-D通信卫星系统。

为了扩大网络的覆盖范围以及使用

美国瞻博网络公司（全球领先的联

网和安全性解决方案供应商）开发

的软硬件提高网络质量，Excel-

c o m i n d o将投资预算增加了

66.6%，达到5亿美元。Bakrie 

Telecom准备了2亿美元（1.8万

亿印尼盾），将用于明年新建

1000个基础收发器站 。

印尼的东部地区通信网络基础薄弱

，因此为参与者提供了扩展市场的

机会。例如，Bakrie Telecom最

近扩大了其Esia和Wifone的覆盖

范围，包括马塔兰、龙目岛和西努

沙登加拉。Telkomsel同时计划

将其马塔兰-古邦网络扩展到印尼

东部地区，马塔兰-古邦网络是一

个1041千米的光纤骨干网络，将

成为Palapa Ring结构的一部分。

对于愿意在印尼偏远地区提供服务

的供应商，通信与信息部将承诺为

它们提供奖励措施，例如更大的频

带、经营许可和通信塔生产许可，

以及降低频带使用费（这部分常常

占供应商成本结构的很大部分）。

WiMax技术能够使互联网传输速

度达到70Mbps，比目前的3.5G

或H S D P A技术的网络速度（

3.6-14.4Mbps）快5倍。采用

WiMax后，用户可以选择无线网

络服务。不过WiMax网络的服务

费用可能高于其他互联网服务费用

。WiMax现在仍处于谈判阶段，

电信部门在印尼仅发放了一份

WiMax网络的经营许可证。 

技术供应商和运营商之间的产品捆

绑销售。例如，BlackBerry公司

将其产品与XL、Telkom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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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o sa t和Ax i s服务捆绑，而

iPhon e与Te l k omse l捆绑。

BlackBerry公司在捆绑策略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世界拥有

3600用户。在印尼，BlackBerry

产品已拥有60万用户，主要是与

XL捆绑使用，占37.5%，然后是

Indosat（33.3%）、Telkomsel

（25%）和Axis（4.2%）。产品

捆绑销售策略不仅能带来更多的用

户，同时还可以增加手机的销量。

 

Nexian亦采用了捆绑策略，将其手

机产品与XL、Telkomsel和Indosat 

捆绑，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其手机

产品的销量。技术供应商常常会提

供将其产品与低端手机捆绑的选择

方案，以达到增加新电话用户（特别

是爪哇以外地区）的目的。   

电信部门正从提供基本服务转换到

提供包括广播电视和媒体内容服务

在内的更多服务，例如彩铃业务、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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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铃声、游戏、新闻服务、智力

测验和壁纸等。2009年，内容服

务的总市场规模达到2-2.5万亿印

尼盾，ARPU值为5000-7000印

尼盾。目前只有不到7%的用户享

用这些服务。2010年这个数值有

望提高到25%到30%。该领域的

竞争将非常激烈，在印尼电信行业

共有130家内容供应商。      

渗透率 

BTS

Mbps 

3.5G 或HSDPA 

WiMax

LTE (4G)

ARPU 

FWA

GSM 

CDMA 

SIM

MNVO

MSC

BSC

NP

SP

:  每100人口的用户数

:  基础收发器站

:  兆位每秒

:  高速下行链路分组接入

:  微波存取全球互通

:  长期演进

:  每用户平均收入或平均每单元收入

:  固定无线接入 

:  全球移动通讯系统

:  码分多址技术

:  用户识别卡 

:  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

:  移动交换中心

:  基站控制器

:  网络提供商

:  服务提供商

术语

2009年6月主要运
营商的用户数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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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安

全可靠的交通功能系统有利于降低

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成本，因此同

样的投入可实现更高的产量。

通过安全可靠的交通系统，可以合

理地计划和安排将商品和服务从一

个地点交货到另一个地点，从而缩

短路途时间和确保安全。生产成本

的降低不仅是因为需要的运输成本

更低，同时也是因为能够确保产品

和服务的按时交货，以及保证产品

质量不受影响。政府已启动基础设

施建设提速计划，由交通委员会于

2001年颁布了基础设施建设提速

的条例（Komite Kebijakan 

Percepatan Penyediaan 

Infrastruktur: KKPPI），政府已

经完成了许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从农村公路建设、增设城市交

通系统中转站、改进人行道，到大

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港口、

飞机场、岛间桥梁和公路。

不过，交通设施质量差、交通事故

发生频率高、旅行成本高和不守时

间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为了实

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印度尼西亚的

基础设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不

但要求数量的增加，同时也要求质

量的提高。

交通基本设施

2007年-2014E主要运营商的APPU

收费公路

国有公路

其他

海港 

国内船舶

                                   

机场

跑道（小于3公里）

跑道（1-3公里）

跑道（大于3公里）

国内定期航线

国内非定期航线

公路

铁路

海运

航空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个

只

                                  

个

条

条   

条

路

路

来源：交通部                                                     图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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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仍然落后

于需求的增长。例如，印度尼西亚

的公路里程在2001-2006年平均

每年仅增长1.7%，而汽车和摩托

车销售量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分别增

长4%和34%。

各省份和特区存在缺少资金和权力

分散等问题，国家预算资金到位时

间长，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基础设施

项目的进展。

在财政方面，为了确保2014年之

前印度尼西亚经济实现7%的年平

均增长速度，政府在2 0 0 9年

-2014年期间需要1400万亿印尼

盾以上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实际上只能提供

其中30%的资金，其余部分必须由

非政府机构提供，因此为投资者带

来巨大的投资机会。现在面临的一

个挑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

方面，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公私合

作方案。PT Sarana Multi 

Infrastruktur (Persero)于2009

年2月26日成立，将在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提速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银行必须继续愿意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PT SMI 将与当地金融机构和国际

金融机构联合，共同为印度尼西亚

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2009

年，SMI 计划将至少为三个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2008年，公路的车辆数/公里达到

58，在1995年仅为13，因此增

加非常显着。这个值还不包括摩托

车数/公里，后者据记录在2004年

-2008年之间亦明显增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陆运

公路

工业概述

公路发展概况

公路

公路（公里）

车辆数/公里（不包括摩托车）

摩托车数/公里

公路交通事故发生次数

公路交通事故预计损失（十亿印尼盾）

来源：交通部与BPS                                                                                                图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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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目前的交通系统很难满

足人们的日常活动需求，因此很多

印度尼西亚人都购买摩托车，这不

仅是因为摩托车便宜，而且摩托车

更加方便和实用。经常发生交通堵

塞也是人们选择摩托车的主要原因

之一。  

根据Lembaga Pengembangan 

Ekonomi Manajemen Universi-

tas Indonesia (LPEM UI, 经济发

展管理学院）在2004年的一次调

查结果表明，公路里程每增加10%

（其它因素不变），国家经济增长

率就提高0.9%。另外，据日本国

际协力事业团（JICA）和交通与

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的一次

联合调查表明，如果公共交通系统

不进行改善，雅加达的交通到

2014年将完全瘫痪1，同时，因

为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中心

，雅加达的交通堵塞将对全国经济

带来显着的影响。

第23号新法规（2007年）对铁路

运输服务方面作出相关规定，并依

法终止了印度尼西亚的唯一国有铁

路运营商PT KAI的市场垄断地位。

PT KAI 的子公司 PT KAI 

Commuter Jabodetabek 于

2008年正式开始在雅加达、茂物

、德波、坦格朗和贝卡西提供公路

客运服务。该公司开设了职员列车

，以满足这些地区上下班交通高峰

需求。不过，在选择交通方式方面

仍然有许多问题。市郊火车的轨道

铁路

 

铁路发展概况

铁路

总里程（百万公里）

车站数量

运载量

乘客-爪哇（百万人次）

乘客-苏门答腊（百万人次）

运货量-爪哇（百万吨）

运货量-苏门答腊（百万吨）

来源：交通部与BPS                                                                                         图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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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途火车相同，因此为了让其它

火车通过，必须多次换向到旁轨。

而且市郊火车的服役时间比较长，

因此需要经常进行日常修理。

政府计划未来在雅加达和苏腊巴亚

之间修建单轨铁路、地铁或大规模

快运系统（MRT），以便在两个

城市之间提供更可靠和舒适的交通

设施。

目前，印度尼西亚全国只有爪哇和

苏门答腊岛有铁路系统，虽然铁路

能够有效降低公路的负担，但印度

尼西亚铁路的发展仍然落后与其它

交通方式。

现有路轨大多数都是在荷兰殖民统

治期间和日本占领期间建造，

2004年到2008年，印度尼西亚

铁路总里程仅增加7%，而车站的

数量实际上反而减少。因为乘客座

位数和火车的载重量非常有限，铁

路公司很难满足乘客数量和货运需

求的急剧增长。缺少维护同样导致

一些铁路和火车出现损坏。

政府已启动了一项改进计划，将在

2008-2010年期间对现有的480

万公里铁路网进行全面检修，总预

算费用为19万亿印尼盾。包括基

础设施建设、铁轨建设、火车修理

和停开火车的修复、例如茂物-苏

卡不密列车。

工业概述

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铁路新建计划

加里曼丹

三马林达-巴厘巴板

班固-三马林达

马辰-帕朗卡拉亚

三马林达-登加隆-哥打邦翁

三发-古晋

坤甸-喃吧哇-山口洋-三发

苏拉威西

万鸦老-比通

望加锡-帕雷帕雷

来源：交通部与BPS                                                                                           图3.12.4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121

为了减少死亡人数和事故次数，政

府同时计划将改进铁轨旁边及大火

车站内的指示装置。2008年，死

亡人数减少40%，事故次数减少

80%。

政府同时计划在爪哇以外地区修建

铁路。交通部正在对修建从西苏拉

威西岛到望加锡和帕雷帕雷的铁路

、以及加里曼丹的另外一条铁路进

行可行性研究（FS）。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

家，共有17000个岛屿，覆盖面

积达到790万平方公里，水运对印

度尼西亚各岛的交通往来至关重要

。印度尼西亚的水运方式有两种，

即内陆水运和海运。前者仅包括国

内水道，并负责提供“开拓性”路

线服务。

PT ASDP (Angkutan、Sungai

、Danau dan Penyeberangan)

拥有185艘内陆水运船只，其中

55%都为私有。提供“开拓性”路

线服务时将由政府提供资助，如果

没有政府帮助，很多地方的水运在

经济上都是难以维持的。

水运

内陆水道

一条繁忙的路线一般布置有6个

以上停靠口，而轻量交通和“开

拓性”路线只布置了一个停靠口

，因此当停靠口因技术原因或其

它原因损坏时，运输服务将被迫

暂时中止。

印度尼西亚有很多省份都只能依

赖内河水运，例如苏门答腊、加

里曼丹和巴布亚岛，这些地区没

有其它交通方式。不过在未来会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并提供可以接

受的交通费用。地方政府开始通

过提供公共交通艇和现代化的船

只对传统的内河水运设施进行升

级换代。

水运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水运

所需时间要比航运要长得多。在

过去几年内，航空公司采取飞机

票大幅降价的措施，这对水运行

业带来严重影响。当飞机票价格

足够低时，人们更愿意选择乘坐

飞机而不是乘船。

由于未能不断改进，印度尼西亚

的水路运输在过去几年内几乎没

什么任何发展。例如，2004年

-2006年期间，水运乘客数始终

维持在2700万到2800万之间

。



122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运货量为2500万吨，车辆运输量

为1100万吨到1200万吨，只有在

2007年，水运状况才稍有改善。

2007年的乘客数与上一年相比增

加46%，大批商品运送量增加26%

，达到3200万吨。水运乘客增加

的部分原因是：2007年发生了一

 

系列飞行事故，引起乘客的担心。

随着岛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

长，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越来越必

要。发展港口的装卸货服务，特别

是在四个大港口（Tanjung Priok

、Tanjung Perak、 Makassar和

 

海运

 

工业概述

内陆水道

船舶数量

码头数量

承运量（百万）

乘客（人次）

货物（吨）

车辆（辆）

海运

公司

国内航运

传统航运

特殊航运

船舶数量

本地船舶

外国租用船舶

外国代理

运货量（百万吨）

国内公司

国内运货

国际运货

外国公司

国内运货

国际运货

安全性

死亡人数（人次）

事故（次数）

来源：交通部与BPS                                                                                      图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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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awan），是提高水运在印度尼

西亚交通行业内的竞争力和服务质

量的前提之一。

从法规方面来说，关于船运的第

17号法律（2008年）将有望加提

高国内航运在未来的作用。根据该

法律规定，印度尼西亚各港口之间

的运输服务只能由打有印度尼西亚

旗号的船只提供（称为“航行权原

则”）。在2008年年底，统计数据

显示有一定的改善。在交通设施方

面，2007年到2008年，国有公

司和船舶的数目分别增加13%和

14%。船只数量的增加是因为使用

了新船和从国外进口的船只。

在2007年和2008年，国有船运

公司在国内水道和国际水道完成的

总运货量分别提高30%和22%。

根据该法规规定，全国所有港口间

的船运只能由国有海运公司使用打

出印度尼西亚旗号的船舶完成，该

法规的正式生效时间将不迟于

2011年，在该法规正式生效后，

国有船运公司在未来几年内的运货

量预计将激增。

相反，在航海原则实施后，由外国

船只完成的运货量减少37%，从

2007年的7900万吨减少到2008

年的5000万吨。

基于同样的原因，由打出其它国家

旗号的船舶所提供的国内航线运送

量（大多为当地公司租用）减少

15%，从2007年的1154船次减

少到2008年的977船次。

自从政府在9年前撤销对航空运输

的管制后，飞机票价显着下降。在

航空运输

航空发展概况

运载量（百万）

乘客-国内（人次）

乘客-国际（人次）

货物-国内（吨）

货物-国际（吨）

安全性

人员死亡（人数）

事故发生（次数）

来源：交通部与BPS                                                                                        图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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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撤销管制后，航运运营商有了

更大的降价空间，因此他们之间展

开了激烈的价格战。当然这对于乘

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乘客可以享

受飞机票打折的优惠，这在10年

前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机票的降价直接导致乘客数量的激

增，从2004年的6300万人次增

加到2008年的8000万人次。不

过，在这段时间飞机事故发生次数

也明显增加，发生过一连串的飞机

事故。

事故发生次数的增加的部分原因是

安全标准不合适。根据航空机队的

数据，由印度尼西亚13个定期航

班航空公司驾驶的飞机平均服役时

间已超过 1 0 年。曼达拉航空

（Mandala Airlines）是印度尼西

亚唯一一个飞机平均服役时间少于

10年的航空公司。其它航空公司

（例如，狮航、鹰航、印度尼西亚

亚航、Citilink（是鹰航的子公司）

、巴达维亚航空、梅帕蒂航空和实

里佛航空公司）驾驶的飞机平均服

役时间在11年到25年之间。政府

同时采用了一种安全罚款制度，确

保提高安全标准。不能达到要求的

航空公司必须对其处于行政罚款。

机场和辅助设施（例如连接机场的

道路）需要改进。例如，连接到印

度尼西亚最大的国际机场“苏加诺

-哈达国际机场”的收费公路常常

发生水淹，导致乘客无法准时到达

机场，故对航班造成严重影响，因

为无其它通往机场的道路选择，所

以这个问题频繁发生。政府最近正

在对该收费公路进行路基抬高和路

面扩宽，以便解决水淹的

问题，从而提高航空运输

能力。不过，收费公路的

改进可能会导致原来计划

的芒加頼至珍加连的铁路

项目被迫取消（里程大约

为30公里，预算费用为

2.2万亿印尼盾），因此

该铁路项目的投资者担心

：在公路修好后，铁路的

乘客数量会大大减少。

工业概述

印尼基础设施的竞争力和在全球的排名

全球竞争力报告

总排名

整体基础设施

公路

铁路

海港

机场

统计国家数量

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年                                   图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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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国内缺少足够的机场也

是阻碍航空运输服务增长的主要问

题之一。在印度尼西亚总共有187

个机场，其中只有7个机场的飞机

跑道长度超过3公里，60个机场的

跑道长度为1-3公里，其它机场的

跑道长度小于1公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印度

尼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了国家

GDP的7%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国

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

段时期，印度尼西亚是经济高速增

长的亚洲国家之一。但基础设施投

资到2001年下降到了仅为国家

GDP的2%。虽然在2007年和

2008年又回升到3%和4%，但仍

然低于东盟其它国家。泰国、越南

和老挝将国家GDP的7%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过低，会很难

满足日益增加的公众对基础设施的

 

需求。没有合适的基础设施支持，

印度尼西亚经济将很难实现高速增

长目标。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国

外投资者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

展，加快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建设

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当务之急。

在东盟内，印度尼西亚的排名跟菲

律宾和越南差不多，但远远落后于

泰国和马来西亚。

基础设施的改造是一个长期延续的

过程，政府计划在下一个五年内把

国家运输系统的改造列为最优先任

务。

  

如上所述，2010年到2014年，

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将达到1400

万亿印尼盾。其中65%以上都将用

于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只能承担总

投资资金的30%，另外的70%需

要通过公私合作方式由非政府部门

提供。

基础设施

公路

铁路

海港

机场

巴西           中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2008年印尼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

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年                                                                          图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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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印

度尼西亚参加了亚洲公路项目和亚

洲大铁路项目。亚洲公路里程将达

到14.1271万公里，为标准高速公

路，包括155条跨境公路，共跨越

35个国家，亚洲公路将加强亚洲

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UNESCAP 

2008a）。为了支持这个项目，印

度尼西亚政府将爪哇、巴利岛和苏

门答腊的3900公里国道划为国际

公路。亚洲大铁路（TAR）网络与

亚洲高速公路连在一起，铁路总里

程将达到14.1万公里，跨越28个

国家，通过三条支线从不同地点连

 

当前问题与未来发展

 

接到泛欧铁路系统，亚洲大铁路将

实现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港口之间的

连接，更便于内陆国家乘客到达港

口都市，乘客可以直接乘坐火车到

达或转乘高速公路到达（UNES-

CAP 2009b）。这次合作的成功

将帮助印度尼西亚实现与其它国家

（特别是亚太国家）的通畅连接，

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工业概述

交通行业投资机会

Sidoarjo Mud灾难处理

邮政、电信和信息

能源

电力

交通

房屋和住宅

水资源

补贴

政府拨款

分期贷款合同

PPP

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年                                                                               图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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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资

金，政府正准备采取公私合作（

PPP）模式。由于建设印度尼西亚

的基础设施需要巨额的资金，政府

向私营企业开放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以弥补资金缺口。不过，以下几

个问题政府必须加以解决：

因此，为了获得公私合作项目所需

的投资，政府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对机构和法规进行改善、提高政府

对PPP项目的筹备能力、加强投资

安全性，以及确保投资者方便使用

财政资源。

另外，土地征用问题仍然未妥善解

决，土地征用程序的实施面临诸多

困难。另外还存在环境保护问题，

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关于

将生产用地用于建造收费公路的方

案尚在讨论之中。

政府正计划在近期举行一次运输峰

会，因此，如果能够根据国际做法

提供合适的PPP项目，则有望吸引

私人投资者投资，从而补上资金缺

口。

不均衡的问题：公路运载了乘客总

数的70%和总货运量的90%，但

铁路仅运载乘客数的4%和货运量

的1%。另外，私人车辆和公共交

通车辆的比例分别为98%和2%。

每年有1700万人次往来雅加达，

私人车辆仅运载了乘客总数的49%

，而数量仅占2%的公共交通车辆

需承担51%的运输任务。因此会造

成交通堵塞，由此带来的时间浪费

和燃料耗费折算成损失金额将高达

17万亿印尼盾。这不仅使雅加达

每年的气体排放达到2500万吨，

同时会降低生产能力和影响人们的

生活质量。

挑战与机遇

项目的优先权安排比较模糊。当

多个项目一起展开时，可能会带

来一些不确定性，因此影响政府

的集中力。

项目的准备不充分，特别是在合

作和合伙协议签订方面应符合国

际的最佳做法。

政府（中央和地方）与私营企业

之间的风险分担责任不明确，包

括政府不愿意承担某些风险和提

供风险保险。

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支持

力度不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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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述

交通部副部长

交通产业的增长始终快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与2007年相

比，2008年的印度尼西亚交通运输产业增长了16%，而

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速度仅为6.1%。这意味着：要加快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抓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当

务之急。

为了实现更快速的增长，需要进一步加大在交通领域的投

资。全国交通运输产业的总投资预计将于2009-2014年

达到638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其中64%的投资将用来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只能提供上述总投资的35%，其

它资金需要非政府机构（包括国营企业）通过各种模式筹

集，包括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

政府将通过实施这个中期（2009-2014）发展计划促进

私人投资，包括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用地计划发放许可证和

提供土地使用权。为了简化许可证的发放流程，政府还采

用了一个在线系统，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

工。

政府同时还致力于通过清除瓶颈路段、提高基础设施质量

和服务水平等措施，降低交通成本。例如，我们正在铁路

服务行业内实施“准时发货”政策，并使更多的港口实施

全天候服务（24/7）。这些措施将帮助我们降低交通成

本，因此可降低投资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经营成本，从

而最终提高印度尼西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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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与技术挑战、执行扩展计划

等方面的能力就越强。

API注资会要求一些银行与其他银

行合并，以达到印尼国有银行的最

低股份要求，因此有助于印尼银行

的数量的减少。专业银行因为受到

能力和性质的限制，只能在特定行

业内经营，成为国有银行后可带来

诸多好处，可帮助他们扩大业务量

和覆盖范围。因此，为了实现API

的目标，在接下来的4到9年内，

印尼国内的银行将继续进行合并和

收购。

到2009年，全国的银行共减少了

121家，相比于2004年减少了8%

。印度尼西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结

构比以前更加精简，但也更加稳健

。根据API的框架，印尼将继续减

少35-58家商业银行（不包括农村

信贷银行和限制业务的银行）。预

计到2019年，印尼至少有两到三

家银行为国际银行；三到五家为国

家银行，业务范围覆盖全国；30

到50家为专业银行，将主要为特

定业务部门提供服务。

正如“印尼银行行业结构”中所述

，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现已基本上走

出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继续表现出稳定、坚挺和高效（

Arkitektur Perbankan Indone-

sia: API）。

API继续为国内银行系统提供强大

的资金支持，确保银行结构继续维

持稳定。业界普遍认为：银行的资

本额更大，则处理业务、应对风险

 

银行业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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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印尼共有103家银行是专业

银行，资本额从1000亿印尼盾到

10万亿印尼盾不等。在下一个9年

内，将减少30到50家专业银行，

因此必须进行合并或者由大型银行

收购。

自从实施PAI程序以来，印尼的银

 

行行业不管是从数据和质量上都越

来越优异。在数据上，已显示出诸

多向好指标，例如在过去5年内（

2004年到2009年）银行资产、

贷款和存款都不断增加。银行行业

的平均资产在2004年时仅为1.3万

亿印尼盾，到2009年9月时已达

到2.4万亿印尼盾，平均年增长率

 

工业概述

商业银行数目
外国独资银行

合资银行

开发银行

非外汇商业银行

外汇商业银行

国有银行

银行办事处数目（RHS）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1

资本（万亿印尼盾）

国际银行

国家银行

专业银行

农村信贷银行和限制

性业务银行

2019年 2008年12月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2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131

为13%。贷款额在2004年为0.6

万亿印尼盾，到2009年9月止达

到1.4万亿印尼盾，平均年增长率

为20%。存款额在这段时期平均每

年增长13%，贷存比率（LDR）

明显提高，2004年为63%，到

2009年9月止达到75%，这些数

据均表明银行行业的流动性更好，

银行的金融中介能力获得提升。

 

API的成功实施、国家强劲的经济

增长趋势、负责任的政府及坚定的

公众信心，这些都为印尼银行业未

来更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银行行业的绩效可通过以下四个主

要指标衡量：

 

NPL和N IM提高，而ROA和

CAR下降 

 

银行总资产
（万亿印尼盾） 

资产                    资本                    资产增长率

9月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3

存款与贷款（万亿印尼盾）

存款
贷款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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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央银行在2004年记录的不

良贷款率（NPL）为5.8%，2008

年这个指标降低到3.8%，不过到

2009年9月时又提高到4.3%，这

主要是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不良贷款率（NPL）的基准点为

5%，如果超过基准点，则政府必

须对银行进行监督。不过，随着全

球经济的回暖，印尼银行业的NPL

有望普遍下降，到2009年9月时

 

，印尼国内共有22家银行（18%

）的NPL超过5%的基准值，而

2004年时有30家银行（22%）的

NPL超过5%。

反映银行金融中介能力提高的指标

信号除了NPL的下降外，还包括

NIM的提高。印尼银行业在2004

年NIM为6.3%，在2008年达到

10.8%，到2009年9月时因受到

a) 不良贷款率（NPL）

b) 净利息收益率（NIM）

工业概述

贷款与不良贷款（NPL） 贷款

不良贷款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4

来源：印尼银行                                                                                        图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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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略有回落，

为9.8%，经济危机期间银行的贷

款额和利率均有下降。

尽管NPL和NIM提高，但代表银行

获利能力的ROA却有所下降。银行

的ROA增长速度低于资产增长速度

，从而导致资产的收益率增长较缓

。ROA在2004年为3.5%，2009

年年初时下降到2.3%，到2009年

9月时又回升到2.6%。

CAR在2004年为19.4%，2008

年下降到16.8%。随着全球经济的

复苏，CAR逐渐上升，到2009年

9月时达到17.8%。资本充足率越

高，则银行业在面对银行流动性风

险时更加安全和坚挺。

通过实施印尼中央银行的API，银

行绩效有望进一步提高。不过，银

行的绩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指标，

还会受到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条件

的明显影响，例如通货膨胀率、收

益水平和全球整体财政状况等。

在国内方面，印尼已经显示出良好

态势，与1999年相比，印尼的经

济现在更加坚挺，政治更加稳定。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印

尼是东南亚地区受经济危机影响最

小的国家之一，国内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速增长。根据中央统计局（

BPS）的数据，印尼在2009年经

济增长速度为4.5%，高于政府

4.3%的预期目标。同时，在2009

年12月时通货膨胀率相比一年前

仅增长了2.78%，是十年内的最低

增长率。

由于国内经济增长强劲和通货膨胀

率较低，银行的基准利率有望维持

在较低水平。印度尼西亚银行在

2008年12月到2009年8月期间

将基准利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旨

在保护国家的经济，以避免国内经

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太大影响，

现在的基准利率为6.5%。相应地

c) 资产回报率(ROA)

d) 资本充足率（CAR）

 

经济状况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存款与贷款 

国家 外国资金在银行业中的最大比重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印度

美国

马来西亚

中国

来源：IRAI编制                                             图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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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净利息收益率下降所带

来的压力，银行应降低准备金率。

1998年印尼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带

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因没有实行合

适的存款保险安全制度，公众对国

家银行系统的信心严重受挫，从而

引起恐慌，最终导致国内16家银

行破产。因此，印尼政府在2004

年颁发了第24号法律，成立了印

尼存款保险公司（IDIC或LPS）。

IDIC/LPS的最重要作用之一是为

银行支付责任提供保护措施，包括

提供政府储备（称为全额保障方案

）。IDIC/LPS保证：可为每个储

户提供20亿印尼盾以内的政府储

备金。虽然并不一定能保证全额提

供，但这个方案的成功实施恢复了

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目前，印尼银行业已经初步奠定了

坚实基础，银行的资金组合已经有

了很大改变，并减少了对第三方资

金的依赖。银行目前正在通过公开

发行股票或债券，积极寻求市场资

金。股票公开上市必须要求银行财

务状况与整体市场表现均良好，以

便能够提高银行的市场价值。

 

印尼的银行业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到

2009年9月，有43家银行为外国

投资者拥有，其中包括10家外国

银行在印尼的分行。外资银行的资

产到2009年6月时达到1.110万亿

印尼盾，占印尼银行业总资产的

46%。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

家，因此伊斯兰银行业在印尼的发

展前景非常看好。印尼的穆斯林人

口超过2亿（或印尼总人口的86%

）。这个数据是沙特阿拉伯总人口

的七倍。

 

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公众信心

更多银行公开上市，外资所有权增加

 

伊斯兰银行业的规模小但前景看好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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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国内的伊斯兰银行业在过去六

年内发展迅速。国内有5家完全符

合伊斯兰教法的银行，以及25家

拥有伊斯兰营业机构的商业银行。

这些银行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

3%，并且增长趋势强劲。5家完全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银行在过去5年

内平均每年增长了28%，而商业银

行内伊斯兰营业机构的资产更是以

平均每年44%的增长速度递增。

印尼的第一家也是最大的完全符合

 

印度尼西亚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专员

从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增长可以看出，

印度尼西亚的银行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和指数式增长阶

段。银行业的强势必将加快工业的复苏，使工业早日

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在微观经济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爪哇以外

地区新财富中心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投资

机会。各商业银行在偏远的省份内设有更多的分行和

小型银行，通过吸引更多的存款和发放更多贷款实现

更大的利润。

在宏观经济方面，印度尼西亚的银行结构目前非常稳

定和坚固。银行贷款均比较谨慎，不过相对于庞大的

市场总资本，印度尼西亚银行业的总体规模依然相对

较小。另外，印度尼西亚银行和印度尼西亚央行正在

倡议各银行加强联合，这将有利于提高小型银行的稳

定性，提供一个更加强大的金融平台，以及促进国际

财团进驻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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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的银行是Muamalat银

行，所有权由中东的投资者控制（

65%）。

印尼银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如何实现API“更精简和更健康”

的框架目标，现有121家商业银行

将减少35-58家。其中一种方案就

是实行产权单一制。

中央银行出台了关于产权单一制的

印 尼 银 行 法 规 （ N o . 

8/16/PBI/2006）。该政策的基

本要求是：不管是大股东还是小股

 

产权单一制（Single Presence 

Policy）政策面临挑战

 

东，只要是实际持有控制权的股东

，都不允许在印尼内同时控制一家

以上的银行。该法规的出台导致一

些银行被合并和收购。厦嘉银行和

Bank Hagakita先是进行合并，然

后再被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

）收购。另外，马来西亚的Santu-

bong Group Sdn Bhd收购了力

宝银行的拥有权，并将力宝银行与

其控制的印尼联昌国际商业银行进

行合并。

下一个挑战是：对于其银行在印尼

开展业务或其投资者拥有印尼银行

所有权的国家，印尼银行如何能够

的获得他们的互惠待遇。中央银行

正在努力使其他国家为印尼银行提

供互惠待遇，以使印尼中央银行可

以在这些国家开设分行。不过，直

到今天，所得到的效果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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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进出口银行

 

介绍

印尼进出口银行成立的目的

 

愿景和使命

 

印尼进出口银行由印尼政府根据关

于印尼出口融资机构的第2号法规

（2009年）规定成立。根据所有

权法规（独有）规定，印尼进出口

银行属于印尼国家控制。印尼进出

口银行是PT Bank Export 

Indonesia（Persero）的后续机

构，PT Bank Export Indonesia

（Persero）将于2009年9月1日

解散，不需进行清算，印尼进出口

银行则于该日起正式开展业务。

展望未来，在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支

持下，印尼进出口银行将发展成为

一家可靠和专业金融机构，将拥有

强劲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财务业绩

，因此，将提高印尼的出口效率和

印尼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

印尼进出口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促进

出口融资目标的实现，旨在通过政

府政策支持，促进国内产品出口：

(1) 以出口融资机构形式提供金融

服务，依据惯例和syariah原则为

印尼出口商、国外的印尼商品和服

务进口商及国内出口辅助行业提供

出口保证和出口保险，以提高印尼商

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2) 为商业银行不予受理但能够增

加国家出口的任何业务或项目提供

资金。

(3) 为银行、金融机构、出口商或

出口货物的生产商提供技术援助和

咨询服务，增加对具有商业潜力的

出口商的出口融资和/或为确保印尼

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出口融资时，避

免发生任何银行和金融机构问题。

 

愿景

通过提供有计划的、可持续的融

资、担保和保险，成为一家值得

信赖的进出口银行，并促进国家

出口水平的提高。

使命

(1) 通过授权融资、在国内和国

际上提供保证和出口保险，支持

印尼出口商开发和推出优质和高

竞争力的本国出口产品。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咨

询服务并帮助他们生产面向出口

的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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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进出口银行的业务通常可分成

以下三类：

(1) 是按照惯例和syariah原则运作

的出口和进口金融机构，所提供的

产品包括出口营业资本融资、出口

票据贴现、进口L/C融资、国内信

用证及国内单据与出口买方信贷。

在中期方面，印尼进出口银行将主

要为各项政府出口计划提供融资支

持，例如棕榈油、咖啡、虾、橡胶

和橡胶产品、渔业和水产、织物和

纺织品、加工食品、鞋袜和国外施

工服务。印尼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资

金将采用比商业银行更低的利率，

有望提高出口商资金成本的效率，

增加印尼产品在国家市场上的竞争

力，尤其会对进入新出口市场的中

小型出口商和进口商带来帮助。

(2) 提供的保证包括：

  关于印尼出口商收到商品和/或

服务的国外购买者的支付款项的保

证；

   向印尼商品和服务进口商提供

保证：在任何印尼公司售出商品和

 

印尼进出口银行的业务活动及其在

国家出口增长中的作用

 

/或服务后，或者工程服务完工后

，国外购买者按照出口合同规格

的金额已付款或将付款给印尼出

口商；

 向任何对印尼出口商提供出口融

资的银行提供保证；

 保证与项目有关的招投标活动完

全或部分支持出口。

印尼进出口银行向中小型进口商

提供进一步的保证，确保他们可

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中小型

客户（包括出口定向的中小型客

户）的一个弱势是：难以提供合

适的担保以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

。因此，印尼进出口银行与保险

公司合作，为出口商提供出口信

贷保险和出口信贷担保，使中小

型出口商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

款。

(3) 出口保险包括：

·出口业绩风险保险；

·不付款风险保险；

·为印尼公司提供的海外投资风

险保险；以及/或

·出口目的地国家的政治风险保

险；

·

·

·

·



通过这些保险产品，印尼进出口银

行将保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印

尼出口产品目的地国家可能出现的

政治风险，其他类似金融机构无法

提供这类服务。

(4) 向银行、金融机构、出口商或

出口产品的生产商提供出口和进口

咨询服务。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中介

和牵线作用，这是印尼进出口银行

的另一项职能。现在，印尼进出口

银行可以为国外买方提供印尼出口

商的相关信息，为卖方（出口商）

和国外买方之间牵线搭桥，帮助出

口商进入新的出口市场。此外，印

尼进出口银行同时为中小型出口商

及其监管方提供信息和国际贸易所

需的资金，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能力

。在未来，印尼进出口银行预计将

提供关于出口目的地国家的状况和

发展现状或投资情况的报告，包括

提供可靠的国外买方名单（有良好

的信用记录的买方）。

(5) 提供全面的融方案，促进出口

的增长，并为政府政策或国家出口

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维护国家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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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进出口银行的融资、担保和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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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资方面，印尼进出口银行可以

受理双边、多边和企业联合组织的

借贷，以及在国内或国外承销已发

行的证券。

印尼进出口银行的成立和运作不仅

会为投资业带来有益影响，同时还

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

政府机构，将主要是为国家的出口

政策提供支持，印尼进出口银行将

为获得银行资金支持但尚不完善的

行业、以及由于法规原因无法获得

银行资金支持的行业，提供资金，

担保、保险与咨询服务，以促进这

些行业的更快发展。

 

通过为国家的主要出口行业提供资

金、担保、出口保险及咨询服务，

印尼进出口银行必将为印尼出口行

业的更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扩大融资范围，满足各种出口商

的需求。

2. 渗透到非传统贸易国家内的新出

口市场并寻求发展。

3. 提高中小型公司使用金融机构的

便利性，提供担保和出口保险，为

出口商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支

持。

印尼进出口银行的任务：“填补市场空缺，捕捉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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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中小型企业在出口活动中的

能力。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切实提高面向出口的中小型企

业的能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

展望未来，印尼进出口银行仍然面

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利益攸关

者对印尼进出口银行在提高国家出

口竞争力和绩效方面寄予很大的期

望，另一方面，印尼进出口银行必

 

须应对全球经济未完全复苏所带来

的影响，同时还必须面对因印尼加

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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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资本市场已开始从印尼高速

增长的经济中受益，坚固的经济

基础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为资本市

场提供最大的支持。因此，印度

尼西亚证券交易所（IDX）在过去

五年内运行良好，雅加达综合指

数（JCI）已上升到历史最高位。

投资市场资本总值与GDP的比率

银行业

印尼证券交易所概况
（单位为印尼盾，除非另有说明）

股市资本

股市资本（十亿美元）

股市资本与GDP的比值

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增长率

总成交量

总成交量（10亿股）

日成交量

交易天数

股市帐户总数（百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筹集的总资金

上市公司数目

证券经纪商数目

加权平均PE

加权平均PBV

2009年股票市场业绩，根据所选经纪
商的指数增长进行分析

澳大利亚

伦敦

纽约

台湾

日本

香港

韩国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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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值（50%

），而2002年仅为14%。在2008-

2009年期间，印度尼西亚证券交

易所（IDX）指数增长了87%，是全

球表现最强劲的指数之一。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印尼资本

市场带来一定影响，使2008年印

尼资本市场的资本总值下降到仅

为1076万亿印尼盾，仅为GDP

的22%。不过，随着全球经济的

工业概述

印尼证券交易所概况

银行资产（LHS）

股票市场资本（LHS）

现负债券（LHS）

金融市场总资产增长率（RHS）

来源：IDX与Bapepam LK

2009年股票市场业绩，根据所选经纪
商的指数增长分析

万亿印尼盾

贸易、服务业与投资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与交通

房地产

消费商品

其他

基础工业和化学工业

金融

采矿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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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印尼资本市场开始飞速发

展，并超过了2007年的历史最高

点，在2009年时达到2019万亿

印尼盾的新高点。另外，全球经

济还会继续好转，因此投资者完

全可对印尼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和

乐观。

1996年到2006年，根据资本市

值衡量，三个主要产业在JSX占

有主导地位，即财政、IUT（基础

设施、公共设施和交通）和消费

品行业。1996年，这三个产业资

本总和占到市场总资本的58%，

达到262万亿印尼盾。10年后，

这三个产业的资本总和增加到市

场总资本的68%，达到1249万

亿印尼盾。请注意，IUT产业还包

括电信行业。 

进入2007年后，商品价格的提高

极大带动了采矿行业的快速增长

，使采矿业在市场总资本中的比

例迅速提高。 2 0 0 7 年 ， P T 

Bumi Resources Tbk和印尼国

际镍业公司(PT International 

Nickel Indonesia Tbk)进入印

尼资本前5强公司名单内。仅这两

家公司的资本之和就达到了印尼

资本总额的 1 1 % 。采矿业在

1995年时仅占印尼资本总额的

2%，而到2007年提高到18%，

2008年时为11%，2009年9月

时为15%。随着采矿业的迅速发

债券市场规模小，但增长迅速，其中政府债券占主导地位

（万亿印尼盾，除非另有说明）

IPO-Rp债券

债券发行-Rp债券

企业现负债券总量

政府传统现负债券

政府伊斯兰现负债券

现负债券总量

现负债券对GDP的百分比（%）

现负债券对金融市场总资产的百分比（%）

GDP-现价

金融市场总资产

中央银行所占份额

来源：Bapepam-LK      



146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展，消费品行业在2007年呈现逐

渐下降趋势，到2009年9月时，

消费品行业资本仅占印尼资本总额

的11%，而2001年时为26%。

债券发行量在过去几年内呈上涨趋

势，2005年到2009年之间，债

券发行量平均增长率达到60%，

不过在2008年因受到全球经济危

机影响增长率有所下降。债券市场

的整体表现由一些政府债券决定，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在2005年到

2009年期间几次降低利率，为债

券市场的增长提供支持。交易债券

资产与其他金融工具资产（即权益

和银行）相比相对较小，如图所示

，交易债券资产占金融市场总资产

的比率正逐渐降低。2009年，债

券市场总资本仅占印尼资本市场总

资金的13%，而2005年为16%。

展望未来，随着燃油价格和商品价

格下降，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位于较

低水平，债券市场有望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

新债券产品的发行为债券市场增长

提供支持，特别是政府零售债券（

Obligasi Ritel Indonesia: ORI

）、伊斯兰债券（伊斯兰融资产品

）或sukuk（指的是一种符合伊斯

兰教投资原则的金融工具，而这种

原则是禁止支付利息）。这些产品

会吸引新的投资者，从而使市场上

的投资者基础更加广泛和多样化，

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

的发展。

工业概述

共同基金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年份            投资基金数目          投资单位持有者人数     净资产                     现负单位量
                                                                      （万亿印尼盾）            （十亿印尼盾）

来源：Bapepam-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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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 (Obligasi Ritel Indonesia) 

债券于2006年发行，而伊斯兰

suku k债券或SBSN（Su r a t 

Berharga Shariah Negara）债

券 于 2 0 0 8 年 发 行 。 O R I 

(Obligasi Ritel Indonesia) 是一

种无风险的、政府发行的有息债券

，投资者要求具有5百万印尼盾的

最低投资额，这种债券不仅允许大

型机构（例如养老基金或保险公司

）参与投资，也允许个人投资者购

买。这些债券因为无风险、由政府

发行和支持，因此受到普遍欢迎。

然后，政府又于2008年发行了

shariah sukuk债券，于2009年

发行了零售sukuk债券。  

Sukuk债券品种的数目和类型都

有所增长，从原来仅仅一种类型（

称作al-ijara），到现在有14种类

型，由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

组织（AAOIFI）确定。Sukuk现

在仍然必须缴纳加倍付给增值税（

VAT)，导致成本增加，从而降低

了这种新的债券工具的竞争力和吸

引力。财政部正在向议会建议：对

sukuk实施免增值税，以解决上述

问题。银行和保险公司及伊斯兰机

构（伊斯兰融资机构）是sukuk的

主要国内投资者。 

共同基金的运作被认为能够对印尼

资本市场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在

2004-2005年期间，共同基金净

资产值（NAV）暴跌72%。从而

使印尼的投资基金再次上涨。这次

各金融机构在共同基金行业中所占比重

万亿印尼盾

伊斯兰

ETF固定收益证券 

ETF股票

指数

债券保护证券

混合

货币市场

股票

来源：Bapepam-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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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跌的原因很大部分是因为受到利

率变化的影响，以及定息基金的强

势所致，定息基金的资本在2004

年占所有共同基金资本总额的比重

近85%。

到2009年11月止，共有612只

共同基金，由110家投资管理公司

管理，而2006年是413只共同基

金，由90家投资公司管理。投资

基金数目的增多带来投资者人数的

显著增加，单位持有人的数量在

2009年11月时超过30万，与

2006年时相比增长了78%（

2006年为2005年危机后的最低

点）。

在过去几年内，定息产品的绝对优

势已经逐渐发生改变，这对于权益

和保护性基金更加不利，并使资本

市场行业更加均衡。到2009年

11月，权益市场和保护性基金分

别占到基金总资本的33%和31%

，定息产品所占比例从2005年的

47%下降到了15%。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仅在过去四年才

开始在印尼出现，为经济危机中的

印尼资本市场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印尼适中的股票价格和全球经济的

整体好转，都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的发展提供支持。全球经济危机以

及随后引起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

的崩溃，使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开始

转移到新兴市场，以寻找新的投资

机会。印尼坚实的基础、明显的竞

争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发

展的国内经济，包括采矿、房地产

、零售和银行行业的迅速发展，都

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

印尼最著名的国内私人股权投资基

金包括Rec ap i t a l、Bah a n a 

Artha Ventura、Quvat, Sara-

toga Investama Sedaya和

Northstar Pacific Capital。据

估计，这些投资基金所管理的资产

达到10亿美元。一些非常著名的

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已开始在印

尼投资，例如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

（TPG）、Ancora Investment

和艾威资本集团。德克萨斯太平洋

集团（TPG）在众多领域设有分

公司，包括全球著名的零售商阿耳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从危机中吹来

的清新之风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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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马特（Alfamart）和各种石油

与采矿公司。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

（TPG）通过印尼本地的分公司

Northstar Pacific拥有PT Bumi 

Resources Tbk (BUMI)公司

21%的股份，相当于5.75亿美元

。Ancora Investment(由Gita 

Wirjawan拥有）已经将投资范围

扩大到采矿行业，主要是煤炭生产

商（(Earth Resources和Altro 

Resources）、采矿承包商（

Apexindo）和易爆材料化学品生

产者。Avenue Capital Group

同时还拥有Bank Mayapada和

Bakrieland Development的股

份，分别为23%和31%。  

印 尼 资 本 市 场 管 理 局 （

BAPEPAM-LK）是印尼唯一同时

资本市场管理局

负责股票发行、市场干预、集体投

资计划和二级市场（即证券交易所

、存管结算中心）等方面的合法金

融机构。BAPEPAM-LK是财政部

直属的一个机构，并不是完全独立

的市场调解者。财政部已授予

BAPEPAM-LK可制定法规和解释

法规的权力，以及拥有对所有市场

参与者（包括证券交易所）进行批

准、不同意批准和予以检查的所有

权力。

BAPEPAM-LK正在实行一项证券

交易所监督计划，包括报告、检查

与规则批准。证券交易所必须对市

场 监 管 负 有 主 要 责 任 ， 而

BAPEPAM-LK同样也有自己的市

场监测系统，可实时访问交易数据

。关于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

织（IOSCO）的《证券监管的目

标和原则》的一则最近评论中表示

：为了确保证券市场完全符合国际

标准，很多地方都需求加强监管。

印尼金融产业的结构在未来将包括

增加的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

（Otoritas Jasa Keuangan : 

OJK）于2010年成立，作为国家

综合性监管机构，将所有产业监管

机构综合到一个框架下，因此财政

部和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权利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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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许多产品增长都比较缓慢，

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产品明显增

长更快。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资

本市场产品于1997年年中由伊斯

兰投资基金发行和首次进入印尼资

本市场。不过，以伊斯兰教法为基

础的资本市场直到2003年3月才

开始正式启动。虽然该市场相对于

主体市场来说规模较小，但其增长

趋势强劲，尤其是2 0 0 8年到

2009年。到2009年11月时，以

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投资基金的总

净资产值（净资产值）达到3.9万

亿印尼盾，占印尼所有投资基金净

资产值总和的4%，相比于2008年

时增长了四倍。

在印尼，伊斯兰金融市场包括正在

快速增长的sukuk市场，不过其规

模相比与普通资本市场而言比较小

。与普通资本市场相比，伊斯兰金

融市场的需求更加强劲，特别是中

东地区、美国和欧洲，因此为未来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9

年，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是

sukuk产品发行量全球前两位，然

后是印尼和巴林。为了促进印尼内

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于

2008年5月颁布了国家伊斯兰证

券管理条例，为国家Sukuk或

SBSN（Surat Berharga Shariah

行更改和调整。目前，中央银行需

负责监督银行系统，而财政部将负

责监督非银行金融机构。当调整到

位后，金融服务管理局（OJK）

将通过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银行系

统及非银行机构进行监督。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

印尼的权益及衍生的投资性产品种

类最少。不过，印尼证券市场在过

去9年内始终维持强势增长，因此

投资者对提供新金融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长。在IDX交易的投资产品包

括：普通股、优先股与股份类衍生

产品，例如认股权、认沽证和股票

期权（Kontrak Opsi Saham, 

KOS）。除了认股权和认沽证外，

许多衍生产品都可以在IDX交易，

包括各种期货，即LQ45期货、迷

你LQ期货、DJIA期货、JP期货和 

LQ45期货。这些交易产品中许多

产品都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包

括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产品、交

易所基金（ETFs）、资产担保证

券（AB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二级抵押权和单只股

票期货。虽然有些产品现在已开始

交易，但印尼目前的法规和税收制

度仍然阻碍了投资性产品的商业发

展。

产品与中介作用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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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ra）的发行和管理提供法律

依据。Jakarta Islamic Index 

(JII)早在2000年就开始启用，该

指数反映了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

股票的价格变化。JII包括30只股

票，这些股票都被认为符合伊斯兰

教法。在2009年，JII市场的资本

总值达到923万亿印尼盾，为IDX

市场总资本的47%。

2006年底，印尼资本市场管理局

（BAPEPAM-LK）出台了证券交

易所集合投资交易契约（ETFs）

正式化法规（ETFs）。ETFs将归

入投资基金类。预计ETFs将有助

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资额。

 

二级抵押市场（SMF）最早产生在

1987年出现在马来西亚，当时

Cagamas Berhad（国家抵押股

份公司）开始将二级抵押作为一种

特殊工具（SPV），用来发行抵押

贷款证券，印尼的二级抵押市场历

史较为复杂，在1998年印尼政府

就开始考虑筹划建立第一家SMF公

司，但直到2005年2月关于二级

抵押筹资的总统法令颁发后，第一

家SMF公司才得再最终建成。根据

该总统法令规定，成立第一家SPV

公司，即PT Sarana Multigriya 

Finansial (PT SMF)。该公司的职

能是：从金融机构购买合适的抵押

品，并发行以其资产为支持的债券

。这些抵押贷款证券将面向长期投

资者，例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机

构，他们对长期债券比较感兴趣。

 

二级抵押产品

挑战与机遇

2008年总交易量排名前十位的证券公司

排名  公司                                                        所有权          总股本量（十亿） 总市值（万亿印尼盾）      交易次数（百万）

外资

外资  

外资

国内

国内

外资

外资

外资

外资

国内

来源：I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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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SMF的初始资本达到1万亿印

尼盾，将从2005年国家年度预算

资金中拨款。预计正式运营后，公

司会接受私人投资者入股投资，并

使政府股份降低到仅为总股份的三

分之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从成交量

还是从所有权看，都是外国投资者

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于印尼资本市

场而言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情形。资

本市场最好应由本国投资者占主导

地位，这样才能降低市场的多变性

，建立适合于长期投资的可持续资

金。为了加强国内投资者的力量，

IDX与BAPEPAM-LK及其他相关

机构在过去几年内联合采取了一些

 

措施，在印尼民众中加大宣传并鼓

励他们投资印尼资本市场，而不是将钱

存入银行，从而不断提高本国投资者在

印尼资本市场内的比重。

目前，市场总资本的75%左右都由非常

驻投资者拥有，因此可能导致市场的变

动，在目前的管理制度下，还可能发生

撤资的情形。另外，总资金和成交量居

前的十家证券公司中有七家是外国投资

者拥有，国内民众参与IDX投资的人数

只有印尼人口总数的0.1%，远远低于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不过，现在本国投资

者有逐渐增多趋势，而外国投资者占据

主导地位的现象也开始逐渐改变。

 

工业概述

印尼的外资直接投资（FDI）总流入量

外资直接投资（FDI）总流入量

外资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长率

来源：印尼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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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资本市场都应体现国家实体

经济的宽度和深度。印尼资本市场

现在仅有401家上市公司，总市场

资本为1944万亿印尼盾，分别代

表九个不同行业（截至2009年9

月），印尼的资本市场无法准确体

现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IDX的强

劲表现并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准确

体现，不过资本市场的增长通常会

快于实际产业的增长。2006年雅

加达综合指数（JCI）增长了55%

，而印尼的总FDI流入相比上年度

下降41%。其部分原因为：JSX是

一家小型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

，股市总市值仅为总GDP的22%

），股市无法准确体现印尼的实体

经济。另外，资本总量最大的十家

上市公司在2008年占有IDX资本

总额的52%，仅为国家GDP的

11%。同时，这些公司大多经营财

政、IUT和消费品，这三大产业总

市值仅占印尼2008年GDP的25%

，而印尼最大的经济实体（占

2008年GDP的56%）主要集中在

制造、贸易和农业行业。

2008年各行业总GDP（万亿印尼盾）

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

采矿与采石业

制造业

电力、供气和供水

贸易、酒店和餐馆

交通

金融、所有权与商业服务

服务业

农业

采矿

金融

基础工业和化学工业

其他

消费商品

房地产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与交通

贸易、服务与投资

印尼资本市场各行业规模（百万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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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X被几家大公司主导和控制，上

市公司总数仅仅401家，分别代表

9个行业，大约10%的公司拥有

82%的市场资本，且IDX在地理位

置上尚未形成普遍分布规模和多样

性。 

为了加强成员国资本市场的合作，

东盟将实行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计

划，将按照共同议定的国际标准，

制定各国家都可接受的法律框架，

并提供标准化的贸易平台。不过，

将存在各种各样的机构、规程因素

及其他约束阻碍东盟资本市场的一

体化进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各

国家之间法律和法规差异性很大，

因此可能会影响犯罪防范法规的跨

境执行。不同的货币和资本控制系

统同时也会带来问题。如果印尼的

市场资本化程度、上市公司数量、

交易量和信息计划等方面相对落后

于东盟地区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

则东盟资本市场一体化计划对印尼

市场参与者和运营商（包括IDX、

KSEI和大多数证券交易所）而言

，可能威胁多于机会。

工业概述

2005年和2050年各国经济量对比预测（百美元） 

国家
(美国为100美元）

根据外汇比价计算GDP
（按美元换算） 

以PPP为货币转换系数

美国

中国

印度

日本

巴西

印尼

墨西哥

德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意大利

土耳其

加拿大

西班牙

韩国

澳大利亚

2005年和2050年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对比预测（百美元） 

国家       
(按2004年汇率换算成美元）

根据外汇比价计算
的人均GDP  

以PPP为货币转换系
数计算的人均GDP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日本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俄罗斯

墨西哥

巴西

土耳其

中国

印尼

印度

来源：普华永道，2006年

市场中介与支持机构

证券交易所                                 

结算与担保公司（KPEI）

中央证券存管处（KSEI）

证券公司

        特许证券经纪商

        特许保险商

        特许投资管理公司

支持机构

         保管机构

         证券管理机构

         信托代理商

         信用评级机构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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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仅在过去四年才

开始在印尼出现，为经济危机中的

印尼资本市场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印尼适中的股票价格和全球经济的

整体好转，都为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的发展提供支持。全球经济危机以

及随后引起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

的崩溃，使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开始

转移到新兴市场，以寻找新的投资

机会。印尼坚实的基础、明显的竞

争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发

展的国内经济，包括采矿、房地产

、零售和银行行业的迅速发展，都

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

印尼最著名的国内私人股权投资基

金包括Rec ap i t a l、Bah a n a 

Artha Ventura、Quvat, Sara-

toga Investama Sedaya和

Northstar Pacific Capital。据

估计，这些投资基金所管理的资产

达到10亿美元。一些非常著名的

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已开始在印

尼投资，例如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

（TPG）、Ancora Investment

和艾威资本集团。德克萨斯太平洋

集团（TPG）在众多领域设有分

公司，包括全球著名的零售商阿耳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仍然声称：到2050年，印尼将成为世界上第6大经济强国，仅次于

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巴西。

印尼的人均GDP将达到2.3万美元

，位列世界第16位。另外，高盛

集团（Goldman Sachs）预测：

到2050年，印尼的经济实力可能

超过七国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强

大的经济实力当然也会体现在资本

市场的强劲发展。

到2008年止，印尼资本市场主要

由三个主要机构运作：IDX、印尼

结算与担保有限公司（Kl i r i ng 

Penjaminan Efek Indonesia, 

K P E I ）和中央证券存管处（

Kustodian Sentral Efek 

Indonesia, KSEI）。这三家机构

有权制定交易规则，并监督经纪人

和托管银行在有价证券和债券方面

的活动。其他主要市场中介机构如

下所示。

市场的中介和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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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述

Kustodian Sentral Efek Indonesia有限公司中央证券

存管处主席

由于具有坚实的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颇具吸引力的前

景预期，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市场有着很大的上升潜力。印

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指数保证金最高的证券交易

所之一。很多私人控股公司正在计划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s），印度尼西亚的资本市场内实施各项国际标准和

法规。另外，市场效率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因此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了获取更大利润的难得机会。

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股市造成了

重大影响，但对印度尼西亚资本市场的影响甚微，有力验

证了印度尼西亚资本市场的强势和稳定。管理机构和市场

运营者的协调非常顺畅，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市场的稳定性

，因此印度尼西亚股市在整个2009年都非常强势。展望

未来，加强国内投资者的力量非常关键。目前，2.3亿印

度尼西亚人中投资股市的尚不到1%，根据交易量分析，

外国投资者掌握了印度尼西亚股市70%的资金份额。

印度尼西亚正在酝酿加入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的一体化资本市场，但加入一体化市场之前，必须首先将

国内的资本市场提高到与邻国相同的水平，这样才能够展

开公平竞争和从一体化市场中受益。印度尼西亚投资者的

教育水平、市场法规、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市场规模将决定

印度尼西亚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效率和独立性，尤其是市

场法规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当然市场规模也很重要，加入

的时机完全成熟预计还需要两到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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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许多产品增长都比较缓慢，

而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产品明显增

长更快。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资

本市场产品于1997年年中由伊斯

兰投资基金发行和首次进入印尼资

本市场。不过，以伊斯兰教法为基

础的资本市场直到2003年3月才

开始正式启动。虽然该市场相对于

主体市场来说规模较小，但其增长

趋势强劲，尤其是2 0 0 8年到

2009年。到2009年11月时，以

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投资基金的总

净资产值（净资产值）达到3.9万

亿印尼盾，占印尼所有投资基金净

资产值总和的4%，相比于2008年

时增长了四倍。

在印尼，伊斯兰金融市场包括正在

快速增长的sukuk市场，不过其规

模相比与普通资本市场而言比较小

。与普通资本市场相比，伊斯兰金

融市场的需求更加强劲，特别是中

东地区、美国和欧洲，因此为未来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9

年，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是

sukuk产品发行量全球前两位，然

后是印尼和巴林。为了促进印尼内

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于

2008年5月颁布了国家伊斯兰证

券管理条例，为国家Sukuk或

SBSN（Surat Berharga Shariah

行更改和调整。目前，中央银行需

负责监督银行系统，而财政部将负

责监督非银行金融机构。当调整到

位后，金融服务管理局（OJK）

将通过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银行系

统及非银行机构进行监督。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

印尼的权益及衍生的投资性产品种

类最少。不过，印尼证券市场在过

去9年内始终维持强势增长，因此

投资者对提供新金融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长。在IDX交易的投资产品包

括：普通股、优先股与股份类衍生

产品，例如认股权、认沽证和股票

期权（Kontrak Opsi Saham, 

KOS）。除了认股权和认沽证外，

许多衍生产品都可以在IDX交易，

包括各种期货，即LQ45期货、迷

你LQ期货、DJIA期货、JP期货和 

LQ45期货。这些交易产品中许多

产品都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包

括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产品、交

易所基金（ETFs）、资产担保证

券（AB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二级抵押权和单只股

票期货。虽然有些产品现在已开始

交易，但印尼目前的法规和税收制

度仍然阻碍了投资性产品的商业发

展。

印尼保险行业可分成两大类：人寿

保险和一般保险（非人寿保险）。

在风险方面，人寿保险可能更加激

进，而一般保险则相对比较保守。

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一般保险的发展比人寿保险更好

。一般保险公司大多安然度过经济

危机，并在2008年实现高速增长

。一般保险的毛保费在2008年增

长16.21%，到2008年底达到

21 .9万亿印尼盾，高于上一年

13.7%的增长率。

风险容忍度更高的人寿保险公司大

多积极推出投连险（ULIP）。这

些投连险（ULIP）将人寿保险与

资本市场投资连在一起，例如共同

基金。在金融危机期间，当ULIPs

价值下降时，这些金融工具的价值

亦下降。

总的说来，在2008-2009年经济

危机期间，保险业的业绩仍然保持

良好，保险费和资产都呈现明显增

长趋势。

需求不断增长

在经过2009年的急剧波动后，保

险业预计将恢复正常。毛保费有望

增长20%-25%。毛保费、人寿保

险单数、净保费和一般保险的保留

率，都将呈现上涨趋势。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保险的需求量，

影响情况取决于具体险种，下列因

素推动了保险需求的不断增长（尽

管因最近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

国内购买力下降）。

·公众观念

公众的保险观念逐渐加强，开始认

识到了财产保险与寿险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认识到保险在安

全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他们

而言，保险已成为基本需求的一部

分。不过，相比于邻国，印尼民众

的保险观念还相对薄弱，随着保险

机构加强宣传和推出更多的保险产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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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ra）的发行和管理提供法律

依据。Jakarta Islamic Index 

(JII)早在2000年就开始启用，该

指数反映了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

股票的价格变化。JII包括30只股

票，这些股票都被认为符合伊斯兰

教法。在2009年，JII市场的资本

总值达到923万亿印尼盾，为IDX

市场总资本的47%。

2006年底，印尼资本市场管理局

（BAPEPAM-LK）出台了证券交

易所集合投资交易契约（ETFs）

正式化法规（ETFs）。ETFs将归

入投资基金类。预计ETFs将有助

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资额。

 

二级抵押市场（SMF）最早产生在

1987年出现在马来西亚，当时

Cagamas Berhad（国家抵押股

份公司）开始将二级抵押作为一种

特殊工具（SPV），用来发行抵押

贷款证券，印尼的二级抵押市场历

史较为复杂，在1998年印尼政府

就开始考虑筹划建立第一家SMF公

司，但直到2005年2月关于二级

抵押筹资的总统法令颁发后，第一

家SMF公司才得再最终建成。根据

该总统法令规定，成立第一家SPV

公司，即PT Sarana Multigriya 

Finansial (PT SMF)。该公司的职

能是：从金融机构购买合适的抵押

品，并发行以其资产为支持的债券

。这些抵押贷款证券将面向长期投

资者，例如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机

构，他们对长期债券比较感兴趣。

 

二级抵押产品

品，必将产生更大的保险需求。

·可参保的资产的销量增加

在印尼，某些资产的销售（例如房

子和汽车）通常都要求参保，以保

护这些资产的价值。这类资产销量

的增加必将带来更多的保险需求。

·信贷和融资规模上涨

用作贷款担保的资产以及由债款提

供资金的资产都要求参保。因此，

当消费金融和银行贷款上涨时，将

同时带来保险产品需求的增长。

·自然或人为风险

自然灾难或人为灾难都可能危害人

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印尼国内自

然灾难发生的频率很高，包括地震

、水灾和山崩等。这些自然灾难常

常会促使更多印尼人购买保险，为

将来的可能损失提供保障。

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的总资产在

2008年达到135万亿印尼盾，相

比于2007年增长3.53%。2003

年到2007年保险业的综合平均增

长率达到24%，而2008年的增长

率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受到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不过印尼保险行业

在金融危机期间仍然保持持续增长

，并有望在2010年恢复到前期高

速增长水平。

一般保险的业务增长与汽车销量密

切相关，大约有80%的购车者都会

使用金融产品，包括保险。因此一

般保险业务对汽车销售的依赖性很

大。根据印尼汽车工业协会（

Gaikindo）的最新数据，2008年

印尼汽车销量为607,805台，到

2009年下降到486,061。因汽车

行业需求量的降低，为了争夺剩下

的市场蛋糕，保险公司的竞争更加

激烈，从而引发价格战。根据

Gaikindo的预测，2010年汽车销

尽管面临危机，

但保险业资产不断增长

先抑后扬，紧跟市场节奏

工业概述

印尼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

      人寿保险            普通保险（非人寿）

年份

净保费

（万亿印尼盾）

保留率

（%）

 保单数量

（份）

来源：印尼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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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回升，因此保险业的竞争压力

也会相应降低。

同样地，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人

寿保险公司在疲弱的资本市场内的

投资以及前期售出的基金连锁保险

（Unit-linked Insurance）资金

的运行状态都欠佳，因此使人寿保

险公司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

与其他大多数地区的保险行业一样

，保险经纪人是印尼国内保险产品

的主要经销渠道。保险产品的其他

经销渠道同时还包括银行、汽车展

览室、医院及其他销售合作机构。

保险经纪人和合作者在售出保险产

品时会获得佣金，因此能够最大限

度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印尼人寿保险协会（AAJI）收录了

已注册保险经纪人名单，目前共有

135,000人左右，这个数字会逐年

增加。例如，在2008年，已注册

保险经纪人的人数增长了28%。保

险经纪人是保险公司的最前线销售

主力。根据AAJI数据，保险经纪人

的年龄有73%集中在21-40岁，其

中有55%为男性，45%为女性。 

销售与物流

行业总毛保费

普通保险（非寿险）

人寿保险

总计

来源：IRAI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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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自然灾难的发生频率很高，这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们会更加主动地购买保

险产品，以减轻未来的可能损失；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赔偿压力增

加，在外国再保险行业专家看来，

印尼是一个受保风险很高的国家。

印尼保险行业的前景依然看好，究

其原因如下：第一，政策采取经济

刺激政策，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需要购买更多的保险产品；

第二，银行将批准对基础设施建设

和能源项目的贷款；第三，银行利

率将继续降低；第四，印尼发生自

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频率比较高。

挑战与机遇

另外，保险公司在追求发展时务必

非常谨慎，以ULIPs为主要产品的

人寿保险行业更是如此。全球金融

危机对过于乐观和过度使用高危险

金融产品的经营者以深刻的教训。

行业参与者应牢记：保险公司的基

本功能是作为金融机构保护客户免

受危害影响。

下面是印尼保险行业最大的五家保

险公司的基本概况

AJ Manulife Indonesia提供人寿

保险产品、员工福利保险及互助基

金。PT AJ Manulife Indonesia

是加拿大多伦多的Ma n u l i f e 

Financial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

，于1985年进入印尼。Manulife 

Indonesia因优异的财务状况和出

色的客户服务而闻名。

主要参与者

工业概述

各类保险毛保费比重

人寿保险61%

来源：IRAI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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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ansi Jiwa Sinarmas成立于

1985年4月14日，最初名称为PT 

Asuransi Jiwa Purnamala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PII)。

1989年，与菲律宾的Ayala Group

签订一份合资合作协议，然后Sinar 

Mas将公司名称更改为Eka Life。

公司自成立后不断扩大，在2005年

，Sinar Mas收购了Ayala Group的

股份，因此再次将公司名称更改为

Asuransi Jiwa Sinarmas。    

 

PT AJ Central Asia Raya成立于

1975年4月30日，是唯一连续六

次被印尼主要商业期刊InfoBank

杂志评为“非常优异”和获得金奖

的人寿保险公司。

Asuransi Adira Dinamika成立

于2002年，由有着保险和汽车行

业丰富经验的专业团队管理。其

业务主要面向汽车行业，不过最

近扩大到非汽车产品。Adira保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Autocillin（用于

汽车保险）和Motopro（用于汽

车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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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ansi Jasa Raharja Putera

成立于1993年11月27日，是PT 

Jasa Raharja (Persero)公司的子

公司。Asuransi Jasaraharja 

Putera (JP Insurance)是第一家

使用信用保函的公司，信用保函是

一种金融工具，用来确保项目的良

好运行。JP Insurance将损失险

与信用保函（担保人）捆绑成

JP-BONDING。 

复合式金融行业的需求在印尼国内

日益增长，特别是消费贷款需求，

例如购买汽车（包括摩托车），因

此推动了印尼的复合式金融行业迅

速发展。复合式金融行业的资金来

源主要是银行，但最近有一些复合

式金融公司也在尝试通过发行债券

或出售股票从市场上筹集资金。

 

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逐渐消

退，复合式金融行业需求从2009

年第2季度开始增长，从过去的负

增长开始转向正增长。平均应收账

款融资增长，银行贷款和消费信贷

之间的范围更大。政府现在采取谨

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完全有能力维

持宏观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人民

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对复

合式金额行业的复苏提供了强力支

持。这些积极的因素有利于恢复市

场信心。

所有复合式金融行业的需求都开始

增长：消费融资、租借、信用卡融

资和代理融通，其中消费融资占据

主导地位。消费融资需求增长的原

因主要是：汽车产品销售量增加，特

别是摩托车和小汽车的销量增加。

直到最近，大多数复合式金融公司

的资金来源主要都是通过银行贷款

。因此，隶属于银行的复合式金融

公司具有更大的资金灵活性。

不过，在过去几年内，发行债券已

经成为了复合式金融行业的一种有

效融资方式。目前，发行债券所融

需求开始增长

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有一部分

是来自发行债券

 

复合式金融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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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行业总融资的11-12%。

2008年因银行贷款紧缩而导致发

行债券融资从12 . 9 0%下降到

11.50%。

在银行行业高利率、汇率多变以及

消费者购买力水平下降的背景下，

为了赢得更多的订购单，复合式金

融公司不得不压缩储备金。如下表

所示。

在2009年第1季度，银行运营资本

贷款和消费信贷之间的范围仍然很

窄，从而影响了复合式金融公司的

获利能力。银行收紧范围主要发生

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投资者也不

愿意在经济危机期间承担风险，因

此使得复合式金融公司很难从公众

筹资。为了摆脱困境，各复合式金

融公司不得不求助于银行。大多数

通过消费信贷赢利的亚行业在

2009年第1季度的总利润仅仅增长

了2.2%-2.7%。

2009年第2季度，印尼的宏观经

济开始好转，银行相应降低了运营

资本贷款利率。此后，银行贷款与

消费信贷之间的复式按揭开始放宽

，到2009年9月份达到一年的最

高点。

先紧后松

2009年复合金融行业

总应收账款融资（万亿印尼盾）

月份            总计      增长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来源：印尼银行，IRAI编制

图3.17.1

2009年需求结构

消费金融

租赁

信用卡

来源：InfoBank                             图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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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参与者进入市场

印尼的复合式金融行业采用完全市

场竞争体系。随着更多的生产商进

入市场，产品价格会受到直接影响

。产品的价格将决定：是否能够支

持更多的生产商进入市场内，以及

是否能够支持现有生产商提供更多

的产品。随着更多的生产商进入市

场，需要为他们的业务提供更多的

资金，因此融资方面的竞争更加激

烈。总的说来，提供优质贷款和尽

可能使不良贷款维持在低水平是复

合式金融公司能够获利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影响资金供应的因素：更多的参与

者，融资竞争压力加大

●     宏观经济

除了供应商数量外，国家的经济同

时也会影响资金的供应。当经济周

期不佳时，有更多流动资金的银行

和公共投资者更容易避免风险，他

们最后会选择投资更安全的金融产

品，例如国债券、定期存款等。这

会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并减少市场

上的资金供应量，最终导致融资成

本的增加。

●     金融管理局 

金融管理局不管是决定实行货币紧

缩政策，还是货币宽松政策，都会

影响货币流通量，从而对资金的供

应和融资成本带来一定影响。

工业概述

2009年需求结构

1月                  3月               5月               7月                 9月               11月
 2月                4月                6月               8月                10月 

消费贷款-LHS

经营资金贷款-LHS

消费贷款与经营资金贷款之间的比重变化

来源：印尼银行，IRAI编制                                                                                     图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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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银行贷款和其

他贷款都呈现明显上涨趋势，而

债券和股票融资却不甚理想。随

着经济的进一步好转，银行贷款

和其他贷款在未来几年内仍然是

复合式金融公司的主要资金供应

源。

复合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多通过

销售合作机构售出（例如银行、

汽车展厅及其他第三方合作机构

）。合作机构或销售员根据销售

量提取佣金。

复合式金融行业目前的整体状况

良好，全球经济危机肯定会带来

一定影响，不过复合式金融行业

能够渡过难关并超出市场预期。

印尼复合式金融公司的发展远超

预期，这些公司不仅能够维持生

存，而且不少公司的业绩都非常

不错。从政府列出的11家复合式

金融公司提交的财务报表中很容

易看出，大多数复合式金融公司

的获利能力都不断提高。

结果证明：即使市场开始之初较

为艰难，但通过不懈努力，就能

行业超出市场期望

销售渠道和激励措施

2009年需求结构

银行贷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

债券

其他贷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

股票

来源：IRAI编制                                                                                                图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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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很好的结果和实现持续增长

。复合式金融机构的成功离不开

国家的经济，印尼国内经济已进

入高增长、低膨胀和汇率相对稳

定的时期。

印尼的复合式金融行业是一个比

较分散的行业，共包括140个

左右参与者。前十强机构占有的

资 金 总 和 约 占 市 场 总 资 产 的

50%左右。

Astra Sedaya Finance又称为Astra 

Credit Companies，是印尼最大的

汽车金融公司之一。ACC为购买新车

和二手车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特别是

购买Astra network中规定的品牌车

，例如丰田、大发、五十铃、标致和宝

马。

Oto Multiartha成立于1994年，最

初名称为Manunggal Multi Finance

，1995年改名为Oto Multiartha。

在1996年，日本住友株式会社收购了

公司的大部分股份。Oto为购买汽车的

客 户 提 供 融 资 服 务 ， 其 姊 妹 公 司  

关键参与者

工业概述

主要金融公司的资产量和市场份额

排名  公司名称                                                资产总量（百万印尼盾）           市场份额

来源：印尼银行，IRAI编制                                                                                 图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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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Oto Finance为购买摩托车

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联邦国际金融公司（FIF）成立于1989

年，最初名称为PT Mitrapusaka Artha 

Finance，在1991年公司改名为联邦国

际金融公司（FIF），Astra Group的子

公司PT Astra International拥有联邦国

际金融公司（FIF）的大部分股份。FIF

为购买PT Astra Honda Motor生产的

丰田摩托车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PT 

Astra Honda Motor是Astra Group的

子公司。FIF同时扩大其业务范围，通过

FIF Spektra为购买电子产品的客户提供

融资服务，以及通过FIF Syariah提供伊

斯兰客户融资服务。FIF主要由Bank 

Permata提供资金支持，Astra Group 

拥有Bank Permata 的一部分股份。 

Orix Indonesia Finance (ORIF)成

立 于 1 9 7 5 年 ， 最 初 名 称 为 P T 

Orient Bina Usaha Leasing 

(OBUL)，是由ORIX Corporation 

(85%)与印尼银行下属的Yayasan 

Kesejahteraan Karyawan (职工福

利基金)(15%)合资成立。ORIF 为购

买重型设备、船舶、办公室设备、工

业机械和汽车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PT Adira Dinamika Multi 

Finance Tbk (“Adira Finance” 

或 “公司”)成立于1990年，在市场

份额和总资产上，都已成为印尼最大

的多品牌汽车金融机构。在2004年3

月，Adira Finance初次公开发行股

票，然后再发售私人债券，并同意将

原股东所拥有的75%的股份转让给印

尼国内最大的私营银行PT Bank 

Danamon Indonesia Tbk (Bank 

D a n a m o n ) ， 该 银 行 为 新 加 坡

Temasek Group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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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对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

构在印尼金融系统中所占比例非常

小而难以理解，印尼是世界上伊斯

兰人居最多的国家，印尼人口中

80%左右为伊斯兰教徒（Iwan 

Suci Jatmiko，雅加达邮报，

2010年1月19日），因此有不少

人认为：庞大的人口应该能为伊斯

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坚实

基础。

但实际上，伊斯兰银行借贷资本不

到印尼总银行借贷资本的百分之三

，并且银行行业发现很难将伊斯兰

银行资产比重提高到5%。

虽然印尼的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

自称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因

为基数太小，即使较高增长速度也

无法抵得上基数大的普通银行的较

慢增长速度，普通银行占有银行总

资产的97%。只有通过一项很大的

国家支持计划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

，不过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国家会采

取这种行动。

中东或欧洲（英国）、亚洲（马来

西亚）的其他伊期兰银行与金融机

构在印尼的重大投资也有助于改变

上述局面，但这意味着外资伊期兰

银行和金融机构将可能控制印尼的

伊斯兰银行基础设施并成为其中部

分，正如西方普通银行在印尼的情

形。不过，与普通银行相比，伊斯

兰银行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因此务

必谨慎并维持平衡，而不是对尚未

成熟的印尼伊斯兰银行行业进行压

制。伊斯兰债券市场是另一个有望

发展壮大的金融市场，并且无需巨

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该市场可投资

国债和为公司提供融资服务，虽然

在印尼刚刚兴起，但未来前景非常

看好。

据报告，到2008年11月，印尼国

内的伊斯兰银行客户共有379万，

相比于2007年的284万客户，增

长非常显著。伊斯兰银行贷款总额

需求结构 

伊斯兰银行
与金融机构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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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时为512 , 000，到

2008年时增加到598,000。印尼

银行副总裁Siti Fadjrijah评价“贷

款增长速度慢得象乌龟”，根据贷

款记录表明，大多数客户都只是在

伊斯兰银行存款。

到2009年3月，印尼伊斯兰银行

的总可贷资金为40.6万亿印尼盾，

合40亿美元，仅占印尼银行总资

产的2.1%。70%的贷款都是提供

给中小型企业。如果没有更多的资

金和市场的多样化支持，伊斯兰银

行的规模很难进一步增长。印尼银

行的另一外副总裁Mu l i ama n 

Hadad表示：“伊斯兰银行应面向

一些有潜力的行业，例如农业，特

别食品、能源、卫生、技术和教育。

”他同时表示：“尽管伊斯兰银行

的发展稳步前进，但仍然无法满足

预期值。”

Fadjrijah认为：达到5%的市场占

有率是伊斯兰银行一个过于乐观的

目标。据报道，到2008年11月，

伊斯兰银行的资产仅占印尼银行业

总资产的2.08%。

印尼乌里玛委员会和印尼政府在

1991年11月1日成立了PT Bank 

Muamalat，初始资金为840亿印

尼盾，通过发行股票从西爪哇民众

投资者筹集了1060亿印尼盾。经

过一段较长时间发展后，银行规模

逐渐扩大，2009年第2季度所记

录的利润为3725亿印尼盾。

工业概述

印尼伊斯兰银行的资产增长

万亿印尼盾

伊斯兰商业银行（SCB）

伊斯兰经营单位（SBU）

银行数目（SCB）

银行数目（SBU）

来源：印尼银行，IRAI编制                                                                                     图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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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0年1月，印尼国内共有五

家伊斯兰银行： Syariah 

Mandiri 银行、Muamalat 

Indonesia银行、Syariah Mega

银行、Syriah Bukopin银行和

Syariah BRI银行。

26家其他银行设有伊斯兰银行机

构，包括 Permata银行、BNI银

行、CIMB-NIAGA银行、Bank 

Danamon银行 和BPD DKI银行

。目前的法规框架似乎更趋向于

将伊斯兰银行机构最终单独分离

出来。但是大多数人都选择在普

通银行的伊斯兰柜台或机构办理

业务，而不是选择单独的伊斯兰

银行机构，因此更合适的策略可

能是发展混合式银行机构，而不

是追求伊斯兰银行机构的分离。

尽管如此，有不少新成立的银行

都正在申请成为新的伊斯兰银行

，包括BCA Syriah银行、

Jaba-Benten Syriah银行、BNI

银行、Victoria银行和 Panis 

Syariah 银行。

因此会在各省和各地区形成更多

的采用伊斯兰银行组织方式的小

型和微型银行机构，这些小型银

行机构是大型银行的贷方，或者

自己拥有少量资本。

Jatmiko总结道：印尼总共有31

家伊斯兰银行或银行机构，为

1.92亿伊斯兰人口提供服务。但

有三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

伊斯兰教徒都对伊斯兰银行感兴

趣并将其作为办理金融业务的主

要机构”的假设并不正确；伊斯

兰教徒与其他消费者一样，也会

选择最好的或者最合适的银行办

理业务。其次，只要伊斯兰银行

能够为消费者带来足够好处，即

使非伊斯兰教徒也会考虑使用伊

斯兰银行；第三，因为受全球经

济危机的影响，更多的人选择一

种短期现金经济策略，银行的作

用被大大降削弱，因此在银行开

户的人数在近几年来有所下降。

伊斯兰银行专家Syafi Antonio（

同时也是Tazkia Group的主管）

在2009年5月表示：印尼的伊斯

兰银行行业现在仍然是一个新生行

业，在它能够独立持续发展之前，

至少还必须经过10年的时间。

BRI Syariah的总裁Ventje 

Raharjo表示：政府应降低伊斯

兰银行行业的税率，包括降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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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和全球的位置

得税。他指出：“如果没有刺激

因素，伊斯兰银行很难达到市场

占有率5%的目标。

更为重要地，国家应加强重视，

并逐渐消除征税所带来的抑制作

用，以体现伊斯兰银行业务的特

殊性，英国和马来西亚现在已经

这么做，尤其取消了对伊斯兰银

行业务进行双重征税。

印尼银行副总裁  Muliaman D 

Hadad在2009年5月表示：“英

国是欧洲伊斯兰银行的中心地区，

马来西亚是亚洲伊斯兰银行的中心

地区。新加坡和香港现在也正在进

行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应采取行动

发展伊斯兰银行，使印尼也成为伊

斯兰银行的集中地。”

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和世界伊斯

兰教经济论坛（已正式启动）都

致力于推动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

构的发展，在更广大的全球经济

背景下，加强伊斯兰国家与伊斯

兰人口占多数或庞 大比例的国家

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流动，并以此

作为南南合作的一种新的趋势。

这将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经济

和财政发展的一种新的贡献。

  

尽管如此，伊斯兰金融机构在沙特

阿拉伯、海湾地区、英国、马来西亚

和苏丹的资金实力相对比较强劲，

一般而言，在人口较少和较为富裕

的国家，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实力较

强，而在人口多和较为贫困的国家

，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实力相对较弱

，因此需要更大的发展，例如印尼

、孟加拉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埃及。

Arab Banking Corporation于

2006年通过网络方式进行了一次

IFIs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一的

IFIs都在西方国家注册，西方管理

公司拥有全球伊斯兰权益基金的半

数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公司由西方

银行提供资金基础，10%的IFIs在

六个人口较少和收入较高的伊斯兰

国家注册，因此，大多数西方银行

均设有伊斯兰银行子公司。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

有11%的IFI是在贫困且人口多的

伊斯兰国家内注册，而在高收入且

人口少的国家注册的IF I却达到

42%。

印尼国内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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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弱的状况与全球趋势相符

合，伊斯兰银行产业现在还远不

能满足众多伊斯兰人的基本金融

需求，尤其是仍然无法为一些基

础设施提供资金，例如清洁供水

系统、电力以及其他基本金融服

务，不仅仅包括消费金融服务。

这表示：在印尼这个伊斯兰人口

众多的国家，伊斯兰银行业仍然

存在很多的发展机会，包括为消

费行业提供金融服务，例如汽车

、消费品、教育和卫生业。

伊斯兰债券（特别是盈亏分配方

案更具吸引力的债券）已开始进

入更有利可图的高端市场，包括

豪华公寓、房地产、酒店、旅游

、油气行业。因此为伊斯兰银行

和金融机构带来了进入社会基础

设施市场的更佳机会，包括供水

、电力、收费公路和桥梁、医院

、学校及娱乐场所的建设等。

  

伊斯兰发展银行(IDB)和亚洲发展

银行（ADB）联合成立一个多地

区国家伊斯兰基础设施基金，资

金量为5亿美元，可为12个亚洲

国家提供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权益

融资产品（阿富汗、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印尼、哈萨克、吉尔

吉斯坦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

代夫、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与乌兹别克）。

印尼在伊斯兰银行的专业性和相应

法规的出台等方面都较为欠缺。总

部位于巴林的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

和审计组织（AAOIFI）是伊斯兰

银行业最有影响的国际管理机构之

一（秘书长现为Mohamad Nedal 

Alchar博士），该组织为市场规

模达1万亿的伊斯兰金融行业设定

了会计、审计和管理的各项标准。

自从最近迪拜发生债务危机以来（

包括部分伊斯兰债券亦出现拖欠债

务现象），全球金融行业将面临更

大的压力，各国家开始在金融领域

内考虑建立西方普通银行系统的替

代方案，包括高杠杆率的金融工具

和衍生产品，同时必须确保市场具

有健全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完全遵

循古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先知

穆罕莫德的语录），同时还必须适

应现代需求，符合最新的财务条件

及要求。

伊斯兰金融机构和银行必须证明与

西方普通银行的不同，但又必须以

竞争方式提供相同或类似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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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银行在如何维持平衡方面可

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伊斯兰

银行和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可能

与西方普通银行不同，财政管理的

薄弱点将会成为伊斯兰银行首先需

要考虑的方面。

Syariah Mandiri 银行、Muamalat 

Indonesia银行、Syariah Mega银

行、Syriah Bukopin 银行和

Syariah BRI 银行是最先进入印尼

市场的伊斯兰银行，现在另有26家

银行设有伊斯兰金融机构，包括

Permata 银行、BNI银行、CIMB-

NIAGA银行、Danamon银行和

BPD DKI 银行。其他刚开业的新伊

斯兰银行包括 BCA Syriah银行、

Jaba-Benten Syriah银行、BNI银

行、Victoria 银行和 Panis Syariah

银行。

主要参与者和供应商

目前的伊斯兰银行市场很多方面都

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解决大多数

银行都缺少资金和人才的问题。

在印尼，国家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

，究其原因如下：首先，政府提供

法律框架和激励政策，以及及时修

改法规和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其次

，国家与国有企业一样，都是主要

的经济体，可通过社会政策支持和

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伊斯兰银行扩大

业务范围；第三，国家可能是伊斯

兰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受益人，可

为国家提供预算资金以及帮助解决

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伊斯兰债券市

场的不断发展将为国家发展计划、

公私合作公司及私营公司的项目提

供资金。

国外的伊斯兰投资机构（例如伊斯

兰开发银行）同样日益成为关键参

与者。同时，一些非伊斯兰公众金

融机构和私营机构也是关键参与者

，它们可以联合伊斯兰金融机构，

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项目提供资金

，通过主动联合等方式提供金融服

务。

雅加达邮报的Adity Suharmoko

最近报道：印尼国内第二大零售市

场在2010年2月象卖煎饼一样出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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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伊斯兰债券sukuk，在原始资本

1万亿印尼盾的基础上，最高购买

总价达到8.0万亿印尼盾（合8.51

亿美元）。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

2009年首次发行债券，当时1.77

万亿印尼盾的债券发行后，带来了

5 . 5 6 万亿印尼盾的购买量。

suk u k最佳销售代理机构包括

Bank Mandiri、BNI和Bahana 

Securities。   

国内零售伊斯兰债券、国际伊斯兰

债券、普通美元债券与外国日元债

券在印尼金融市场内均运行良好，

而最近发行的欧洲债券因为希腊金

融危机问题而销量所有下降。

Bloomberg认为：印尼金融系统

内还有许多尚未开发的地方，其中

“sukuk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可吸

引印尼国内的大量零售投资者”。

有报刊最近报道：国家社会保险和

养老保险公司Jamsostek正在进入

伊斯兰银行市场，与位于吉达的伊

斯兰公司签订联合协议，并联合成

立私营公司ICD，该公司是伊斯兰

开发银行(IDB）的私人融资通道。

J am s o s t e k总裁Ho t b o n a r 

Siaga最近证实：这次联合行动预

购买者与投资者

计将通过一家称作Jamsostek 

Investment Company（JIC）

的新投资公司买进BNI Syariah（

印尼目前最大的伊斯兰银行）和

Bank Bukopin的债券，最初股本

为1万亿印尼盾（合1.09亿美元）

，其中Jamsostek和IC各占50%

股份。Jamsostek已在JIC中注入

80.9亿美元的初始资金。（雅加

达邮报，2010年1月16日）。

JIC计划收购Bukopin的50%股

份，以及收购BNI Syariah的

20%到30%股份。IDB可能并不

会直接参与这类收购事务，而是

由ICD完成。   

这些数据相当于Jamsostek整

体 资 产 组 合 的 规 模 。 公 司 在

2010年管理了90万亿印尼盾，

根据报告，其中50%的融资来自

债券，30%来自员工保险的社会

保障存款。

Jamsostek过去遇到过很多次金

融风险，并在2008年股票市场和

银行系统崩溃期间蒙受巨额损失，

因 此 受 到 了 很 多 批 评 ， 但

Jamsostek与IDB和ICD公司联合

对伊斯兰银行的投资将被认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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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是更加稳当可靠的资产和安

全高效的资金筹集方式。

从历史和其他国家得到的经验是：

通过国家预算支持及一些大型国有

企业提供资产和金融影响，印尼的

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有望获得更

大的发展和更强劲的增长趋势。

这将为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多

样性经营带来有益的连锁反应，以

及为大型公司、中小型企业和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包括为发

电行业的下一轮投资提供资金，发

电行业的下一轮投资将为投资者在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带来众

多可能盈利的投资机会：地热能、

水电站和小型水电站、天然气、清

洁煤技术、各种可再生能源（废热

能、风能、波浪能和太阳能）以及

核能。 

在印尼，伊斯兰银行与金融行业跟

其他许多行业一样，与国家的经济

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印尼国内从电力到基础设施的大多

数行业都采用过于僵硬的法规框架

，缺乏灵活性，因此给市场发展带

来了极大的障碍。

相关的基础设施问题

这种情形同样适合于伊斯兰银行的

法律框架。国家需要积极推动伊斯

兰银行业的发展，并注入大量资金

提高伊斯兰银行资产在印尼银行行

业总资产中的份额，提升伊斯兰银

行的重要性。

任何国内投资者或国际投资者的组

合都不可能提供伊斯兰银行大力发

展所需的资金，印尼伊斯兰银行业

仍然是规模相对较小的金融市场。

主要的例外情况是伊斯兰金融机构

，而不是伊斯兰银行；随着债券市

场的增长，sukuk（伊斯兰债券）

的需求亦相应增加，因此无需在人

才和银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

额资金，即可扩大伊斯兰债券市场

的规模和提高重要性。

然而，因印尼伊斯兰银行的资本金

不足，其资产份额预计将从3%提

高到5%，特别是贷款的杠杆率水

平提高，伊斯兰银行要求建立更多

的分行和聘请更多的工作人员。

印尼银行副总裁Siti Fadjrijah证实

：“要达成既定的目标，我们还需

要25,000名合格员工。”。他继续

表示：“我们需要迎头赶上普通银

行，它们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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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1月1日的报告，评

论员表示：印尼普通银行的业务

窗口有6500个，而伊斯兰银行

的业务窗口只有1452个。

印尼银行副总监Mulya Siregar

最近表示：如果政府法规能够作

出合适调整，伊斯兰银行可增长

81%。但因为起点过低，所以即

使是高增长率亦无法迅速改变伊

斯兰银行整体落后的局面。

特别地，法规修改应包括解决

伊斯兰银行法所产生的双重课

税问题：普通银行只需要在一

次交易时征税，而伊斯兰银行

需要征两次税，这是因为伊斯

兰银行需要先购买资产，然后

再出售给客户。

 

一些观察人员表示：伊斯兰银行

的独特卖点（USP）可能是(i)创

新性的盈亏分配方案；( i i )避免

高杠杆率的金融品种，例如抵押

贷款证券与衍生物；(i i i )更高的

保护水平，可避免西方银行的诸

多问题。

结论

不过，通过仔细分析后很容易发现

：(i)这些创新性的盈亏分配方案并

没有覆盖到大多数较贫困客户，使

用伊斯兰金融工具实际上与使用普

通金融工具也差不多；（ii）迫于

商业压力，伊斯兰银行的贷款现在

同样包括高杠杆率金融工具与衍生

物；(iii）先前认为的伊斯兰银行与

普通西方银行之间的独立性并不能

保护国际伊斯兰银行免受伦敦、迪

拜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债券的重大

债务危机的影响。

文莱时报(Brunei Times)2009

年5月报道：伊斯兰金融机构正在

逐渐进入衍生物、套购保值和抵

押担保等业务范围，而正是这些

业务引发了2008年10月的全球

经济危机，通过制定一些复杂的

思路，例如同期条款和反背对背

投机（murabaha），以设法避

免利息（riba）和相关资产价值

的不可靠性（gharer）或投机行

为（maisir）。  

因此，关于伊斯兰金融工具的新闻

已经进入了最专业的普通银行杂志

，例如《衍生产品周刊》，该杂志



178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中 描 述 了 二 次 （ 反 ） 投 机 （

murabaha）和交叉货币基差交换

制度，以及利率互换、总收益互换

和基金/指数相关衍生物。不过，

印尼的伊斯兰银行和金融行业需借

鉴英国、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专业经

验，根据这些专业经验来评估更多

先进工具的风险，同时引入可靠的

法规框架。

如果印尼希望成为亚洲的伊斯兰银

行和金融中心，则必须总结更多的

经验、筹集资金和修改法规框架。

按现状来看，印尼金融行业很难离

开国际模式而独自发展，沙特阿拉

伯、巴林岛、海湾地区、英国（伦

敦）和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形成现在

的伊斯兰银行专业中心，是因为这

些地区已经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

并且获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和国家

支持。

这些伊斯兰银行中心地区，只有苏

丹和伊朗难以根据伊斯兰原则形成

一种全面的经济理论并与西方的银

行与金融理论区别开来。总的来说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体系正日益融

入到全球银行与金融体系中，只有

融入全球银行体系内而不是脱离，

伊斯兰银行才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

，但附件条件是伊斯兰银行必须维

持其特殊性和完整性。无论如何，

分离主义似乎并不是伊斯兰银行实

现高速增长的途径。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和非伊斯兰教徒

正在使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伊斯兰

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伊斯兰世界家

庭法和世俗的民法的自愿适用同时

还能够促进所有权法规的发展。在

马来西亚，据说使用伊斯兰金融机

构的创新性产品（包括盈亏分配方

案）的非伊斯兰教徒比伊斯兰教徒

还多。

这些趋势使得伊斯兰金融机构和银

行的独特性或特殊卖点更加模糊。

例如，企业家（包括大多数伊斯兰

教徒）如果觉得伊斯兰银行的服务

比普通银行更贵，则他们不会选择

伊斯兰银行。最后，伊斯兰银行和

金融业的发展必须由市场驱动，并

由国家提供强力支持。

印尼的伊斯兰债券能够更快发展的

原因之一是：这些债券被用来筹集

资金，以弥补国家预算的不足，并

为国有企业、国家支持的企业以及

私人企业提供资金。因此伊斯兰债

券由国家发售，且周期很长，同时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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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

还使用实物资产作为担保以提供坚

实保障（包括指明作为担保的政府

建筑物和房地产）。强大的国家支持

、谨慎的证券化流程、明确的利润

回报和不断改进的法规框架，这些

都是伊斯兰债券取得成功的关键。

很多年以来，印尼煤炭行业需求和

产量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印尼经济的

整体增长速度，煤炭行业的前景依

然看好。印尼目前是世界上主要煤

炭出口国之一。统计数据表明：

2007年印尼出口的煤炭量接近全

球热煤供应量的30%。预计在

2030年之前，印尼将一直是全球

重要的煤炭输出国之一。

在过去10内，印尼的煤炭出口量

增加了3.7万亿热量单位(Btus)，

在未来20年内，印尼的平均每年

煤炭出口量预计为4.5万亿热量单

位(Btus)。

印尼煤炭出口行业的发展依赖于

良好的投资环境。印尼最近颁布

了关于采矿的第44/2009号法规

，并通过最近开始生效的Perpu 

No.22/2010 和Perpu No. 

23/2010实施条例提供进一步支

持。新法规主要规定：（1）为了

保护环境，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

进行采矿。（2）以前签订的合同

由采矿许可证代替。(3)新项目必

须通过竞标方式进行，提高过程

的透明度。总的来说，该法规颁

布的目的是：在加强对国内采矿

业保护的同时，使外资进入印尼

煤炭行业的流程更加简单，并实

现两者的平衡。

从有利因素而言，客户与投资者对

煤炭产品的需求强劲，促使生产者

对印尼煤炭工业继续保持极大兴趣

。印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努

力改善印尼的法规体系，这是另一

个推动因素。印尼的优质煤资源储

量非常丰富，成本效率高，运输距

采矿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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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短，因此进一步增加了印尼煤炭

行业的竞争优势。从不利因素而言

，以下方面可能会给印尼煤炭行业

带来问题：1）企业的管理问题（

税收问题），存在此问题的公司包括

印尼最大的联营公司Bakrie，该公

司的子公司包括 Bumi Resource 

有限公司，而后者控制了Kaltim 

Prima Coal有限公司和Arutmin有

限公司；2）经济危机影响而导致

全球煤炭需求降低，从而引起价格

下降；3）国内煤炭消耗增长速度

过快，国家电力公司PLN有限公司

设立了重新振兴印尼电力行业的宏

伟目标。PLN预测：印尼的能源需

求将从2009年的272万亿瓦提高

到2018年的325万亿瓦，将增长

53%，其中燃煤发电力将生产60%

的电力；4）环境问题，对维持印

尼煤炭供应的平衡带来极大影响。

2006到2030年，全球煤炭消耗

量预计将增长49%。在2030年之

前，煤炭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比

重预计将继续维持在27-28%左右

。煤炭消耗的增长率在未来20年

内预计会比较稳定，2015年煤炭

消耗的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9%，

2015年到2030年之间预计将下降

到1.6%。

全球目前的煤炭消耗结构为：电力

生产商消耗62%，工业用户消耗

34%，其他4%为家庭和商业用户消

耗。不过，全国煤炭贸易预计会迅

速增长，将从2006年的19.7万亿热

量单位（Btu）增加到2030年的

27.6万亿热量单位（Btu），增幅高

达27.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家的煤炭消耗在

2015年前预计平均每年仅增长

0.3%，从2015年到2030年预计平

均每年仅增长0.4%。消耗量增长主

要来自北美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的亚洲国家。2006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

员国家的需求量在世界总需求量中

的比重达到37%，2030年将达到

27%。发达国家煤炭消耗量下降的

原因有二：供应限制和环境问题。

煤炭并不是一种可再生能源。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成员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是煤

炭的主要消费国。不过，澳大利亚

同时是主要的煤炭出口国。其中澳

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的煤炭需求

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亚洲成员国的煤炭需求总增长量

。日本的煤炭消耗量在未来很长时

间内预计会下降。  

需求
世界煤炭需求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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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伊斯兰银行市场很多方面都

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解决大多数

银行都缺少资金和人才的问题。

在印尼，国家是主要的市场参与者

，究其原因如下：首先，政府提供

法律框架和激励政策，以及及时修

改法规和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其次

，国家与国有企业一样，都是主要

的经济体，可通过社会政策支持和

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伊斯兰银行扩大

业务范围；第三，国家可能是伊斯

兰债券市场发展的主要受益人，可

为国家提供预算资金以及帮助解决

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伊斯兰债券市

场的不断发展将为国家发展计划、

公私合作公司及私营公司的项目提

供资金。

国外的伊斯兰投资机构（例如伊斯

兰开发银行）同样日益成为关键参

与者。同时，一些非伊斯兰公众金

融机构和私营机构也是关键参与者

，它们可以联合伊斯兰金融机构，

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项目提供资金

，通过主动联合等方式提供金融服

务。

雅加达邮报的Adity Suharmoko

最近报道：印尼国内第二大零售市

场在2010年2月象卖煎饼一样出

全球煤炭消耗量的增长主要来自发

展中国家，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的用煤增长量占到世界用煤总

增长量的94%。

因非OECD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强

劲，煤炭需求亦不断增加（主要是

由中国和印度驱动），非OECD国

家的总用煤量到2030年将增加到

139.6万亿热量单位（比2006年

增长73%）。用煤增量将占到全

球总用煤增量的94%。因此满足

中国和印尼的用煤需求非常重要。

中国和印度将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

增长，预计一直到2030年，中国

和印度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将分别

为6.4%和5.6%。非OECD亚洲国

家的能源需求绝大部分都是依靠煤

炭解决。 

为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满足中

国用电需求，中国电力产业预计每

年会以3.5%的速度增长。这表示

：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6000

亿瓦燃煤发电容量（离网）。中国

同时也是世界上非电力工业用煤量

最大的国家，主要是工业用煤。作

为全球最大的钢和生铁生产国，中

国的用煤量有一半是以上都是工业

用煤。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

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因

此煤炭在中国能源产业中占据主导

地位，中国的煤基液体燃料生产同

样需要大量的煤炭。

印度的用煤量增长（超过70%）

主要是来自电力行业用煤。印尼

的燃煤发电容量预计每年增长

1.9%。

从2000年到2007年，日本从印

尼进口的煤炭量增长了157%。

在2008年-2009年期间，受全

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煤炭需

求显著降低，为了降低成本，很

多煤炭出口国的产煤量都大大降

低。煤炭需求的降低同时对基础

设施带来影响，包括采矿、铁路

和港口吞吐量。随着经济的逐渐

复苏，煤炭工业的长期前景仍然

非常看好，全球煤炭贸易量在

2030年之前预计会稳步增长。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

的煤炭需求

中国

印度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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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热煤出口到全球的一些主要市

场，例如日本、台湾、韩国、香港

、印度和东盟国家。在近几年来，

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开始迅速增长。

印尼出口到太平洋盆地市场的煤炭

量在过去十年来增长了三倍。

过去10年来，印尼煤炭出口量显

著增长，1998年时仅为4670万

吨，到2008年达到1.6027亿吨

（表2-1996-2008年煤炭出口）

。不过出口市场增长速度预计将相

对趋缓，煤炭出口量预计将从

2009年的1.69亿吨稍微增加到

2020年的1.84亿吨。2005的出

口量预计将下降到1.5亿吨(表3-

煤炭出口预测）。

由于受到2008-2009年全球经济

危机的影响，全球煤炭市场的需求

减少，但国内煤炭需求不断增长，

因此能够克服全球煤炭需求疲软所

带来的影响，PLN预计将更改原

有的能源计划。在过去10年内，

国内用煤量从1998年的1540万

吨增加到2008年的7914万吨。

印尼的油气资源非常丰富，在燃油

价格尚未大幅上涨之前，国内主要

是采用油气能源，这也是在1998

年之前印尼国内用煤量不高的原因

之一。关于国家能源政策的第

5/2006号总统法令也会影响煤炭

的需求。提高低热量燃料的使用、

煤炭液化和褐煤浓缩都是一些促使

国内用煤量迅速增长的重要措施。

2007年，印尼热煤总产量的25%

都是在国内消耗。国内煤炭销量预

计将从2009年的7500万吨增加

到2025年的2360万吨。[图3 

2005-2025年煤炭出口和国内销

量预测]

全球煤炭产量：从2 0 0 6年到

203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的煤

国内需求

供应

工业概述

OECD国家

非OECD国家

来源：美国能源署(EIA)2009年世界能源预测                  图3.19.1

世界煤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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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产量预计将分别增加43.5万亿

热量单位、3.2万亿热量单位和

1.8万亿热量单位。这表示这三个

国家的煤炭需求将继续通过国内煤

炭生产满足。

 

印尼煤炭资源的主要储藏量主要是

在三个省：南苏门答腊（39%）

、东加里曼丹（34%）和南加里

曼丹（16%）。

印尼煤炭资源和储量

出口到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热煤

太平洋地区市场

大西洋地区市场

来源：World Coal Asia                                                                                            图3.19.2

1996年-2008年印尼煤炭出口和国内销量-印尼政府数据

（百万吨）

出口

国内销量

来源：ESDM部门                                                                                                    表3



184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东加里曼丹、南苏门答腊和南加里

曼丹三个省内共有45座大型矿山

。印尼煤炭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

上都由加里曼丹供应，而苏门答腊

矿山的供应量不到印尼煤炭总出口

量的5%。

印尼的煤炭总产量在过去十年内增

长了四倍，从1998年的6000万

吨增加到2008年的2.34亿吨，预

计到2025将增加到4.21亿吨。印

尼煤产量在2008年的增长率为

6%，与全球煤炭产量增长率基本

相当。不过，在过去5年内，印尼

煤 炭 产 量 的 综 合 年 增 长 率 （

CAGR）达到15%，远远高于8%

的亚太地区煤炭产量增长率和5%

的全球煤炭产量增长率。

在2007年，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

热煤出口国，占有全球热煤出口市

场份额的近30%，领先于澳大利

亚（20%）、俄罗斯（13%）和

南非（11.9%）。表2中列出全球

煤炭出口国的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和印尼的地理条件非常类

似，两个国家都是全球(特别是亚

洲）主要的煤炭出口国。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

印尼的煤炭出口有望继续增长，在

过去10年内，印尼煤炭出口量平

产煤大省

煤炭生产

2005-2025年印尼煤炭出口与国内
销量预测-ICMA数据

（百万吨）

来源：ABPA-ICMA                                                                                                 图3.19.4

出口
国内销量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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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年增加3.7万亿热量单位，展

望未来，印尼的煤炭出口量预计会

以平均每年增加4.5万亿热量单位

的速度增长。

因此，印尼应继续增加在资源勘探

和发现新矿山方面的投资，并继续

努力维持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更

多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

煤藏的质量（用热值、含硫量和含

灰量等表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

数。煤炭是一种包含多种成分的能

源物质，不同的国家的煤炭质量可

能明显不同，即使在相同国家内，

不同的省份和矿山的煤炭其质量都

可能不同。最高质量的煤炭是优质

烟煤，又称为餐饮用煤，热值超过

7100千卡/千克。这种煤炭可用

于生产炼钢工艺中使用的焦煤。

热值在6100-7100千卡/公斤之

间的优质烟煤占印尼煤炭总量的

13%，印尼的煤炭资源主要是热

值在5100-6100千卡/千克之间

的热能烟煤（62%)。印尼出口

的煤炭中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种热

能煤，可用于发电和锅炉生热。

低质煤（热值小于5100千卡/千

克）占印尼煤炭总量的24%。国

内低质煤产量的增加主要是低级

褐煤和次烟煤需求增长。印尼的

低质煤含灰量和含硫量一般都很

低，但水分含量可能高达40%以

上。苏门答腊岛的大多数煤矿都

是低质煤田。

印尼煤炭质量

印尼能源结构改变推动国内煤炭需求增长

来源：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第5/2006号政府法规

煤炭

石油

地热

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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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的煤矿开采公司可分为以下

类型：

(1) 国营企业：在1983年之前，

煤矿开采只能由两家国营公司经

营 ， 这 两 家 公 司 后 来 合 并 成

Tambang Batubara Bukit 

A s am ( P T B A )有限公司。在

1996年，政府通过矿山与能源理

事会大会，将国营企业PTBA拥有

的煤矿开采权转移为政府所有；

(2 )“煤炭开采协议”签订者（

CCOW，最初称为“煤炭合作协

议”）或煤炭承包商：在1983年

，签订第一批CCOW的公司共有

10家（包括Adaro有限公司、

Kaltim Prima Coal 有限公司、

Arutmin有限公司）。后来，政

府又与其他18家公司签订了第二

批CCOW，其中有一些现已停止

或撤出投资。1996年，政府通过

颁布第75/1996总统法令，撤销

管制和简化流程，并将煤炭合作协

议改名为煤炭开采工作协议（

CCOW），国内和国外承包商均

有资格签订该协议。至此，已经产

生了三批所有权结构不同的煤炭承

包商，但国家的矿山使用费和税费

规定适用于所有承包商。相同批次

的所有CCOW承包商均必须遵守

相同的条款。 

根据CCOW规定，外商独资承包

商可允许单独拥有煤矿开采权（外

国投资公司或PMA），所拥有的

权利与外国投资公司与印尼公司联

合成立的合资公司相同。CCOW

的有效期为商业性开采开始后的

30年。CCOW规定开发商最多可

拥有10万公顷土地的使用权。印

尼目前的煤炭生产商大多为第三批

CCOW签订者，但最大的生产商

却是第一批CCOW签订者。

(3) 采矿权(Kuasa Pertamban-

gan: KP)拥有者：只有国内投资

公司能够拥有采矿权。煤矿开采权

（Kuasa Pertambangan）和煤

矿开采合作协议（PKP 2B）由地

方长官与特区总督/市长严格控制

，并由矿山与能源部长提供协助。

采矿权由以下官员许可：

地方政府-如果矿区面积在一个地

区政府管辖范围内，则由总督/市

长许可；如果矿区面积跨多个地区

但在其中一个省的中央政府管辖范

围内，则由该省的省长许可，如果

印尼的煤矿开采公司的类型

印尼主要的
煤炭生产商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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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跨多个省，则通过ESDM

许可。 

因为外国公司不允许拥有采矿权，

许多外国公司通过与本地公司签订

承购协议/现金管理协议、附条件

的购股协议和/或采矿服务协议，

并结合股权质押与个人担保等方案

，采取一种“创造性的结构”（参

见图3）；

印尼最大的煤炭生产商是Bumi 

Resources，由专业集团党主席

Aburizal Bakrie拥有，Bakrie曾

担任印尼经济事务部部长和社会福

利 部 部 长 等 要 职 。 B u m i 

Resources控制了两家子公司：

Arutmin Indonesia (Arutmin)有 

限公司和Kaltim Prima Coal 

(KPC) 有限公司。印尼电力生产商

Tata Power收购了Arutmin和 

KPC Operations的30%股份。中

国投资公司最近斥资19亿美元投资 

Bumi Resources 相关业务。

A r u t m i n 目前拥有分别位于

Asam-asam、Satui和Senakin的

三个煤矿，Kaltim Prima Coal 拥

有Bengalon煤矿和Pinang煤矿。  

印尼第二大煤炭生产公司是Adaro 

Indonesia有限公司。在德意志银

行集团收购了Raja Garuda Mas 

Group的Sukanto Tanoto的股票

后，该公司实际上已被Edw i n 

Soeryadjaya（印尼阿斯特拉国际

公司创办人谢建隆的第二个儿子）

的、Dianlia有限公司收购。Adaro

公司拥有Tutupan矿山。  

Banpu是印尼第三大煤炭生产商，

目前主要拥有位于Bontang、

Trubaindo和Jorong的三座矿山。 

1. 最新采矿法规第4/2009号

2. 实施条例第22 / 2 0 1 0号和

第23/2010号

合作单位或个体
采矿者（KUD）

法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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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述

Bhakti Energi Persana有限公司总裁

2002-2009年印度尼西亚煤炭协会主席

在强劲和日益增长的内需拉动下，以及在丰富储藏量的

支持下，印度尼西亚煤炭工业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煤

炭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能源之一，且价格相对便宜。对煤

炭的需求将会 持续增加，包括国内和国际的需求。

发电用煤和工业用煤的强劲需求将继续提高国内需求水

平。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际煤炭需求也有望增加。

煤炭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吸引更多投资者涌入煤炭行业，

而且原有的煤炭生产商也会继续加大投资，探查新的采

煤区和充分开发现有煤藏。

尽管如此，煤炭行业要求各投资者以负责任的方式经

营，当资源开采完后，煤矿开采工作还不能结束，所

有采煤公司都必须在采煤后修复被影响的环境，这非

常重要。这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是道德

、国际标准和良好经营行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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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法第4/2009号法规于2009年1月9日颁布，将用来替换第11/1967号法规

。第22/2010号和第23/2010号实施条例于2010年颁布。法规中作出了更广泛

的规定，而实施条例则规定了相关细节。

第22/2010号和第23/2010 号实施条例总体与新矿业法一致。即使有一些细节

还需要进一步阐明，但基本原则是尊重承包商根据CCOW协议已拥有的权利。另外

，地区撤资规定看起来也是公平和合理的。

采矿只能在能源与矿山部（ESDM）规定的区域内进行，以便基于环境等原因对

特定环境进行保护；

基于协议的许可证-采矿经营许可证（IUP）和特殊采矿经营许可证（IUPK）的

有效期最长为七年，最大覆盖面积为2.5万公顷（4年有效期）和1.5万公顷（7

年有效期）；

新项目必须通过公开投标方式进行，维持国内投资者与国外投资者股权的平衡；

建议缩短期限和许可证规定的面积；

现在CCOW协议许可证在期满之前继续生效；

现有采矿管理局的许可证可更改为一年有效的文件；

关于采矿业和采矿合同的签订颁布了严格的法规；

外资许可证持有者必须限制到一定比例；以及

定价标准和国内市场的责任需明确规定。

●

●

●

●

●

●

●

●

●

根据新的矿业法：

[基本框架–印尼矿业法的最新变化情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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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行业

印尼油气行业正处于下降期，但随

着更多的勘探和投资以及天然气的

回收，下降速度有望暂时减缓。

印尼2006年的日产油桶数（bopd)

为1,000,810桶，而1999年为

150万桶，2002年为125万桶，

2007年更是下降到912,000桶，

2009年稍回升到960,000桶，但

是下降趋势未变。政府正在采取积

极措施改变这种趋势或减缓产油量

下降速度，并提高天然气产量以解

决国内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和天然

气供应不足的问题。

印尼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4.4亿

桶，但这些储量常常在深水区域，

很难勘探和开采。勘探与新油田开

发水平仍然低于1998年经济危机

之前，油井数目从1998年的145

口下降到了2006年的35口。探

钻机数量从60台下降到26台。抗

震调查深度（千米）从307,772

下降到2006年的14,962，地震

测量工作减少了95%。

到2006年，印尼的石油产量下降

到全球第21位，日产量仅占全球

总日产量的1.3%。从2008年起

，印尼不再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石油供应/需求
(百万桶）
石油总供应量

国内成品油供应

进口

石油需求总量

百万桶

国内销售量

出口

来源：上游油气管理机构                                                                                         图3.20.1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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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C）成员国，但印尼仍然是油

气产品出口国，由于印尼的天然气

和煤炭储量丰富，因此仍然为能源

产品的净出口国。

石油需求结构体现了国内石油生产

和石油进口的基本概况：

印尼国内石油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不过2006年因为受到油价急增影

响而需求有所下降。印尼的采油量

和印尼炼油厂的产量正在逐年下降

，但石油总需求量却在2000年到

2005年期间稳定上升，到2004

年达到最高峰，但2006年因油价

急增而需求下降。2 0 0 0年到

2005年，国内石油销量逐渐增加

，但在2006年时有所下降。石油

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不断下降的趋

势非常明显。自2006年起，印尼

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进出口差额

同时正在不断加大。政府通过提高

Pertamina石油公司的产量、与

中东国家签订短期燃料进口协议、

从现货交易购买等措施维持足够的

石油供应。同时还通过进口精制石

油产品，以弥补国内石油精炼产量

、供应与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从2006年印尼国内燃料需求结构

中可以看出，运输行业燃料需求占

46.7%（汽车、卡车、船舶和飞

机）；动力工业需求占24.6%；

家庭需求（例如用于烹饪和提供动

力）占18.2%，发电站燃油需求

占10.5%。Pertamina正在采取

行动，将家庭烹饪使用的煤油改成

使用液化天然气，以及PLN将燃

油发电站改造成燃气发电站。 

石油需求结构

2004-2006年国内燃油消耗结构

百万升

汽车柴油

汽油

燃油

柴油

航空煤油

航空汽油

总计

来源：上游油气管理机构                                                                                      图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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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以每年平均7%的速度增

长，特别是车用燃料需求增长更快

，目前燃料消耗量有30%以上需

要进口。加大炼油厂的投资将有助

于降低或缓减进口需求。

印尼的油气产量正在逐年下降，而

煤炭的生产却不断增长，总能源产

量（以千桶/日表示）呈现增长趋

势，但油气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

具体数据如下图所示：

主要措施包括采用天然气和燃煤发

电，来代替燃油发电。其他一些措

施还包括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水

电、小型水电站、地热能、生物质

能、废热、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

）。如果地热能扩增计划能够实现

既定目标，将一定程度地缓解国内

印尼石油进口

能源需求紧张的问题。

一些供需因素也会引起印尼国内的

石油供应紧张，首先，造成能源供

应不足的全球因素（包括短期供应

中断）并不是来自美国或欧洲，而

是来自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和韩

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对能源需求的

加大，以及日本能源需求的不断增

长，导致石油资源日渐减少，因此

使东盟国家不得不面临石油供应不

足的竞争压力。

其次，印尼的情形同时也体现了全

球的普遍情况，东南亚地区正成为

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经济的持续

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使该地

区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而东南亚

地区以及全球的油气产量却正在不

断下降。

2004-2006年国内化石燃料生产结构

千桶/日

总计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百分比

总计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来源：BP Migas                                                                                            图3.20.3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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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印尼政府通过持续不断地加

大在油气行业的投资可起到一定的

效果，能够延缓能源危机的来临，

但这么做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收

效却会越来越低。

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发展多样化

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提高能

源效率以及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和经

济改革。例如，使公共交通系统的

覆盖范围更广，在印尼发展完全依

赖或部分依赖石油的经济正变得越

来越不可行。

一项很早就开始准备但到现在尚

未采用的措施是促进能源产业合

理化，取消燃料和电力产业的政

府津贴。

基于成本原因和环境考虑，印尼将

逐渐减少对高成本石油进口的依赖

性，政府和社会将逐渐抵制石油，

而是使用其他替代能源。

尽管石油产量不断降低的最终趋势

不可逆转，但政府在现阶段仍然需

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提高或维持石油

的产量，包括：在勘探和开采方面

投入更多资金；投资建立更高效和

更现代化的国家炼油系统；加大天

然气生产力度，不断改进和提高天

然气生产技术，天然气产业在印尼

的发展比石油产业更有前景。

了解印尼天然气供需结构的最简单

方法就是查看印尼天然气的生产量

、国内市场天然气销量和出口量等

数据。

主要关注国内急缺气行业的天然气

需求与下游天然气产业发展不足之

间的矛盾，以及液化天然气出口所

面临的压力。

这些数据出自MIGAS内的各种资

料，但不包括在天然气生产中所使

天然气供需结构

天然气mSCF（标准立方英尺）

总RI产量

总RI出口

总RI国内销售

总RI销量

来源：BP Migas                                                                                                 图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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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天然气，从表中可以看出：印

尼天然气国内销量与产量之比从

2002年的25.1%上升到2006年

的46.2%，最近的一些数据表明

，国内天然气需求与产量之比到

2008年达到47.3%。

国内需求的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以

下因素：在2002年-2006年之间

，因为电力用天然气需求的下降，

使RI天然气产量亦实际下降，但随

着PLN从燃油发电转换到天然气

发电，天然气产量正迅速增加。在

前几年，化肥工业和石油化学工厂

用气量下降，导致印尼国内需要进

口更多的化肥，迫于成本压力，印尼

政府不得不实行化肥生产的自给自

足政策，因此需气量亦随之上涨。

印尼最大的化肥生产商PT Pupuk 

Sriwijaya (Pusri) 最近公开宣布

：支持政府的化肥工业振兴计划的

一 个 关 键 问 题 是 还 需 要 1 0 8 

MMSCFD（百万标准立方英尺/天

）的天然气（占57%），参与该计

划的公司还包括 PT Petrokimia 

Gresik、PT Pupuk Kujang、PT 

Pupuk Kaltim和 PT Pupuk 

Iskandar Muda。

根据Pusri公司现任董事Dadang 

Kodri表示，化肥工业在实施振兴

计 划 后 总 需 求 量 将 从 现 在 的

7 8 3 M M S C F D 上 升 到

981MMSCFD。（雅加达邮报，

2010年2月13日）。目前只有五分

之一的工厂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可以支持他们完成振兴计划中所分

配的任务。城市供气需求（用于支

持城市发展）在过去几年内明显增

长，并且预计会继续增长（可能还会

用于提供动力和制冷）。工业用气和

商业用气需求同样迅速增长，但数

据中并没有显示会发生经常供气中

断的现象。根据PGN公司总裁 

Hendri Prio Santoso表示，发电

厂该换成天然气发电后，对其他行

业影响很大，导致国内天然气供应

年份                   国内                  LNG出口                 总计               出口百分比（%）

来源：BP Migas                                                                                                 图3.20.5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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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达到 297 MMSCFD，从而造

成其他行业342,000名职工失业（

雅加达邮报，2010年2月12日）。

PGN无法满足西爪哇181家工业公

司 的 用 电 需 求 。 工 业 部 部 长

Mohamad S Hidayat正在促使下

游油气管理委员会（regulator 

BPMigas）将中爪哇、中苏拉威西

岛和巴布亚岛一些欠发达地区天然

气调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

气需求。

自2006年开始，政府正设法将天

然气生产重新定向为服务于国内市

场，但这可能会与长期液化天然气

供应订单量的维持与增加（特别是

日本的订单）发生冲突，2003年

到2008年期间，印尼天然气出口

与国内市场销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如

下（来源：Kinerja Sektor ESDM 

2008 & MIGAS)，单位为

MMSCFD： 

到2008年，印尼国内天然气产量

的52.2%用于出口，其中44%为液

化天然气，另外8.1%为管道输送天

然气。到2008年，印尼国内天然

气产量的48.7%用于国内市场，其

中13.9%提供给PGN的配气系统、

 

10.3%为油气行业内使用、7.7%用

于PLN发电、6.0%用于化肥行业、

1.8%用于石化行业、1.0%用于其

他行业、0.8%用于Kraka tau 

Steel、只有0.6%转化为液化天然

气，同时3.9%用于燃烧供热。

全球石油供应市场由石油输出国家

组织（OPEC）成员国和非OPEC

产油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共同

控制，OPEC成员国家包括阿尔及

利亚、印尼、伊朗、科威特、利比

亚、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UAE)和委内瑞拉。

印尼在2008年向OPEC支付了年

费，但因临时原因于该年退出了

OPEC组织。印尼2006年天然气

产量在全球位列第8位，但在

2006年未能保持全球最大液化天

然气出口国的地位，第一的位置已

被卡塔尔占据。印尼在维持对传统

客户（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台湾）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方面面临很大的

压力，2006年，印尼出口的液化

天然气量仅占世界液化天然气出口

总量的14%，而在2003年时为

26%，主要原因是印尼国内天然

气产量的逐渐下降（如上所述）和

国内需求的日益增长。

 

天然气需求结构

 

在地区和全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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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天然气的国内需求和出口

需求，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卡塔尔及

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天然气，这显

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做法。

因此，国家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

PGN设法加强国内天然气供应能力

，例如，当液化天然气终端位于北

苏门答腊岛时，通过探测天然气区

块为该终端提供天然气，同时与

Pertamina建立合资企业，在西爪

哇以外地区建立浮动式液化天然气

终端，以及终端中的部分天然气采

用从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该

液化天然气进口计划由印尼各天然

气公司首次执行，体现了现有的液

化天然气生产商和生产机构（例如

亚齐省的A r u n、加里曼丹的

Bontang、巴布亚岛的Tangguh）

 

将承担长期天然气出口的主要任务

，不过Tangguh生产的液化天然气

有一部分需供应给北苏门答腊的

PGN。PGN同时还从Bontang购买

了一些长期供应的天然气量。（雅加

达邮报，2010年2月5日）。

Pertamina采取了类似措施，向

PLN供应更多气体以支持其燃气发

电站，并在印尼开发更多的天然气

区块，以及投资澳大利亚和东南亚

的天然气区块。Pertamina同时请

求政府将那些承包商拥有权已经到

期的天然气区块移交给Pertamina

，包括现由ExxonMob i l拥有和

Medco Energy 经营的Bawean和

北苏门答腊天然气区块A。不过

Medco再三强调将续延对北苏门答

腊岛天然气区块的拥有权，其中部

分天然气将供应给亚齐的新发电站

。（雅加达邮报，2010年2月5日）。

这种不同采购协议和运送方案相互

混合的情形表明：印尼天然气市场

受到商业责任的限制，新的政治和

商业压力会使印尼天然气市场摇摆

一段时间，但长期趋势非常清晰：

即出口量将逐渐减少，而内销会逐

渐增加。 

有几家公司同时是石油行业和天然

关键参与者和供应商

 

原油和凝析油供应量（千桶/日）

公司

其他
总计

来源：印尼石油报告，2007-2008年,                                图3.20.6
雅加达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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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主要石油生

产商包括Chevron、Pertamina、

Total、ConocoPhillips、CNOOC

和Medco。主要天然气生产商包括

Pertamina、ConocoPhillips、

Exxon Mobil、Vico和BP。 

Chevron于2005年采购了Unocal

，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印尼最大石

油生产商的市场地位。国家支持的

Pertamina公司同样正在采取措施

提高其市场位置。政府加强了对该

公司的管理，旨在使该公司发展成

为一家国际油气公司，以及提高该

公司在印尼油气市场内的份额。

不过Pertamina的数据表明，相比

于私营跨国公司，Pertamina在勘

测、钻探和产量方面都明显不足。

观测者认为：Pertamina未能与其

他参与竞争的各种公司成立合资企

 

业，缺少成为一流公司的能力。印

尼另外一家正致力于成为国际公司

的主要生产商是 Medco Energi。

有几家公司同时是石油行业和天然

气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主要石油生

产商包括 Chevron、Pertamina、

Total、ConocoPhillips、CNOOC

和Medco，其中Chevron实力最强

大，几乎占有市场垄断地位。政府

正在积极加强Pertamina公司的实

力，体 现 在 政 府 政 治 性 地 将

Pertamina排在主要生产商名单的

最上面。

到2006年止，印尼的天然气储量为

187.09万亿标准立方英尺，但储量

估值每年都会有所不同，主要取决

于勘探结果和所采用的数据，2006

年的储量估值比2005年低3%。印

尼的天然气储量为石油储量的四倍

，但预计有71%的储量都在近海区

域，主要分布在Natuna天然气田（

29%）、东加里曼丹（25%）、南苏门

答腊（13%）和巴布亚岛（13%）。

印尼2004年的天然气供应量为

3,030,132 MMSCF，2005年为

2,985,341 MMSCF，2006年为

2,954,098 MMSCF，供应量呈逐

年下降趋势。最大的供应商包括：

天然气行业主要生产商的分布比石

       

天然气供应

公司（百万标准立方英尺）

其他
总计

总计

来源：印尼石油报告，2007-2008年                           图3.20.7 

雅加达美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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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行业更加平均，其中国家油气公

司明显占有领先地位，然后是

ConocoPhillips、Exxon Mobil、

Vico和BP。预计在下一个二十年内

，印尼的天然气市场和石油市场将

更加重要。    

油气产品的最大采购者可能是PLN

，该公司需采购油气产品用于其发

电站，PLN正在迅速减少燃油发电

，而转向燃气发电和燃煤发电。

PLN对石油的采购量不断降低，因

此将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天然气采

购者。

Pertamina目前仍然是印尼油气行

业的主要生产商，其重心现在逐渐

转向天然气生产。Pertamina将天

然气出售给PLN，为其发电站提供

所需燃气，同时还向PGN公司供应

天然气，PGN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天

然气采购者，所采购的天然气销售

给工业部门和PLN。这三家大型国

有公司在油气供应方面的关系在以

后 估 计 仍 然 会 错 综 复 杂 ，

Pertamina和PGN公司的市场地位

有望进一步加强。不过，除非有根

本性的政策和人事变动，否则PLN

的中期市场地位将被削弱，该公司

对国家电力生产资源的拥有权和管

理权都将逐步降低。  

Medco可能是印尼利润最高的私人

投资公司，该公司正在致力于发展

成为一家国际公司，不过现在仍然

列在“其他公司”名单中。Medco

现在正设法扩建东亚齐的天然气区

块，其储量估计为120MMSCFD。

Medco E&P Indonesia 同时正考

虑与 Premier Oil Sumatra (北)  

和Japex Block A Ltd成立合资公

司，开发亚齐天然气区块。BOP 

Migas有可能会在2011年之后完成

该订购合同的签订，以便在2014年

之前为亚齐的一个发电站提供天然

气（雅加达邮报，2010年2月11日

）。

采购者和投资者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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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国内涌现大批小型油气行业

公司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合并和收

购，最终形成印尼石油行业的一些

主要的私营生产商。

虽然油气勘探与开采行业的公司总

数众多，但主要生产商、采购者和

投资者却不超过六家，其中有几家

公司同时是石油行业和天然气行业

的重要参与者。

 

Pertamina、Total和ConocoPhil-

lips是石油行业与天然气行业前五

强中的三席，Chevron在石油市场

方面几乎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市

场份额的一半左右，Total控制了三

分之一的天然气市场份额。 

Chevron逐渐进入发电领域，并以

此巩固其市场地位，尤其是地热发

电领域的主要利益攸关者。

能源供应地点与居民聚居地及居住

需求之间的配合不当时，会带来各

种后勤问题，因此会对油气行业造

成影响。因此，政府应在新能源供

应地点附近（指一次能源）布置大

型工业区和工业中心，以降低基础

设施建设的成本。

相关基础设施问题

印尼需要一个综合度更高的能源输

送系统、一个更加完善的电网以及

一个更加全面的下游气体输送网络

，以及更高效率和更现代化的炼油

网络。

天然气下游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主

要项目已经启动，重点项目包括

Grissik-Duri输气管、南苏门答腊-

西爪哇输气管、东/西爪哇输气管、

Duri-Dumai-Medan管道以及已完

成规划的中东加里曼丹-中爪哇输气

管道，该管道可能是其中最大的项

目。因为需要寻找内部资金和外部

资金，使上述计划的一些项目（特

别是东加里曼丹管道）大大延迟。

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对于群岛国家的

影响更大，如何将能源输送到全国

各地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后勤挑战。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则可

能导致能源进口需求增加，因此导

致国内需要进口更多的能源产品，

而不是将本国生产的能源产品在国

内销售，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现

象。

印尼同时希望从东盟的广泛基础设

施建设中受益，包括该地区正在建

设的综合型电力和天然气网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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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很长时间以来仍处在规划阶

段，许多工作（包括成立一个东盟

天然气协商委员会为东盟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指导）仍在筹备中。

印尼天然气供需之间存在根本性的

不平衡，预计2008年需求将达到

22 , 2 0 0 B S C F，而供应仅为

13,200 BSCF。 

同时还包括印尼的能源供应地点和

能源需求地点分布的普遍配合不当

问题。

为了满足爪哇的天然气需求，需要

在爪哇以外地区开发天然气田，因

此需要更长的管道，并可能通过购

买国内产品和进口而增加液化天然

气的供应量。

同时已开始采用其他一些长期措施

，包括改变一次能源的混合比、鼓

励使用煤炭、天然气和地热能，然

后再着重考虑利用可再生能源、生

物质燃料、电动汽车、提高能源效

率和利用核能等。

油气行业的发展前景将由法规框架

和政策及其实施的有效性决定，同

时与政府将逐渐减少矿物燃料的

结论

生产、输送和使用的强制性政策

有关。不过，天然气未来产量可

能会为石油产量的四倍，将通过

重新勘探和开发进一步解决供应

侧问题。

另外，利用长期煤层气和其他技术

可以将煤炭生产成煤气，因此可通

过天然气基础设施网络输送，包括

通过下游管道供应给消费者。

这是一个可行的燃气生产和利用的

周期，因此该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超

出预期，包括出现一些新供应商和

技术不断进步。

石油目前还不会被淘汰，对于汽车

行业而言，石油的重要性超过发电

站和发电生产，并且这种重要性还

会不断增加，不过汽车行业正在寻

求新的能源解决方案，包括生产第

一代混合动力车，然后是生产电动

车，这可能是一种最终代替石油的

最佳方案，生物柴油形式的生物燃

料正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燃料发电站

，而不是直接用作汽车的燃料。

鉴于公众对能源改变的接受速度相

对较慢，因此在石油行业最终消退

之前，印尼仍需要尽一切努力提高

石油产量，最后再通过价格政策和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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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而最终放弃石

油能源。

因此，至少在本世纪中期之前，石

油和天然气仍将在印尼经济发展中

发挥主要作用，在本世纪中叶后，

石油以及柴油和汽油预计将以更快

的速度逐渐退出汽车行业。不过，

在下一个二十年内，石油的应用亦

会继续减少，而天然气的应用可能

会稳定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

逐渐退出。

 

印尼矿山与能源部在2008年年鉴

中载明：印尼已探明的地热能储量

为27,510 MW (或27 GW)，占全

球已探明地热能总储量的40%，但

2008年用于发电的仅为1,052 

MW，2009年上升到1,189 MW。

在印尼政府制定的第二个10,000 

MW 电力增容计划中，将有3,975 

- 4,077 MW左右（即39 - 40 %）

来自地热发电，根据最初的提议，

地热发电容量到2014年将增加到 

4,733 MW。2008年的最新发展

计划如下：图3.21.1  

不过，地热发电站的建设成本至少

为燃煤发电站和燃气发电站的两倍

，并且需要五到六年时间才能完工

，其中一半时间将用于地热的勘探

与蒸汽供应，另一半时间将用于发

电站的建设。

地热能

2009-2018年地热发电站开发计划

位置                                                                                                    总计年份

爪哇-巴厘

苏门答腊

苏拉威西

努沙登加拉

马鲁古

总计

来源： BP Migas                                                                                              图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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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发电站的最大风险和成本是在

初期阶段，而2008年新地热能源

法规框架（要求与地方政府联合勘

探）目前仍未正式生效，地热发电

 

站扩建的资金原则上主要由私营投

资者提供，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国

家支持的企业以及国家金融机构将

起到关键作用。

 

地热工作区(WKP)2008年状况 

界碑

赛乌拉瓦

西巴雅克火山与席纳崩火山 

萨鲁拉

Gunung Talang

Sungai Penuh

Tambang Sawah

鲁穆特巴莱

乌鲁贝鲁、Tenggamus 

Cibeureum Parabakti

Cisolok-Cisukarame

Cibuni

Patuha

覆舟火山

卡莫让

达拉查特

Tampomas

Wayang Windu

Karaha-Cakrabuana

Dieng

Ungaran

Ngebel-Wilis

Iyang-Argopuro

Ijen

Bedugul

Huu-Daha

Sokoria

Ulumbu

Lahendong

Kotamobagu

Jailolo

总计

Muara Labuh

Rantau Dadap

Pematang Belirang

Kalianda

Baturaden

Guci

等待招标

等待招标

正在生产

勘探与开发

新地热工作区(WKP)

勘探与开发

勘探与开发

勘探与开发

勘探与开发

正在生产

已完成招标

勘探与开发

勘探与开发

已完成招标

正在生产

正在生产

完成招标

正在生产

勘探与开发

正在生产

等待招标

等待招标

勘探与开发

新地热工作区(WKP)

勘探与开发

新地热工作区(WKP)

正在招标

勘探与开发

正在生产

勘探与开发

正在招标

预调查

预调查

预调查

预调查

预调查

预调查

排名  地热工作区(WKP)名称    状况           公司                   容量(MW)   WKP(MW)  PPA(MW)  PLN(MW)

图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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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现在正面临能源危机，并且预

计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存在能源问题

，全国电力需求旺盛，在未来几年

内，需要每年增加大约5GW左右的

发电容量才能基本满足需求。

2 0 1 0年印尼的电力需求量为

30GW，到2015年大约为55GW

，到2020年大约为80GW，到

2025年大约为105GW。迄今为止

，印尼国内已探明的地热能储量为

27,000MW，与国家电力公司PLN

的国家电网目前的电力容量相当。 

如果政府能够实现预定目标：到

2010年，地热能利用每年平均增

长7%，则印尼现在的地热能利用应

达到2, 100 MW，而不是1, 189 

MW。随着发电容量的增加，地热

能发电比重预计将从现在的2%下降

到1%，到2018年预计会重新回到

2%。在2008年年鉴中，PLN表示

已生产了1052MW地热能发电，有

680MW正在准备招标，另有

1,647.5 MW正在规划中，地热能

总规模将达到3379.5 MW。

下表是2008年11月报告的地热工

作区(WKP)状况，表中列出了下一

个六年内地热能的供应与需求的关

键参数，据报告，到2009年年底

，共有9个地热工作区已完成招标。

印尼的地热能需求结构可分成三个

时期和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的运

行模式都不相同。

地热开发最早由国家电力公司PLN

与国有油气公司Pertamina的子公

司Pertamina Geothermal Energy 

联合进行。

由PGE生产了大部分地热电力，并

提供给PLN，由PLN直接生产的地

热电力只有215MW。  

PGE作为PLN的一个EPC承包商，

取得蒸汽特许使用权并建造发电站

，然后在贷款（通常是优惠贷款）

还清后将发电站提交给PLN。

与PGE合作的第二种方式是：将

PGE作为首要合伙人，让其管理16

个开发地点(包括合资企业），这种

方式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主要方式。

第三种模式也即政府建议的模式为

：根据新地热法（2007年起实施

）规定，要求所有开发商与当地政

需求 

需求结构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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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配合，当地政府将严格控制蒸汽

特许权的发放。

这种模式旨在采取一种独立发电

商（IPP）方式，投资者需要与

本地政府、国有企业和私人部门

分别交涉。

  

法规要求投资者通过投标方式获得

地热工作区（WKP）的地热经营

许可权（UIP），以及通过一份购

电协议（PPA）将电力出售给国

家电力公司PLN。 

根据Chevron的David Newell描

述，到2009年年底时，印尼政府

已完成22个地热工作区（WKP）

中的9个工作区的招标工作，但招

标过程并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行，

既未与PLN签订正式的购电协议

（PPA），也没有最终确定地热开

发的财政条款方面。同时在碳信用

额的合适性方面缺乏透明度，甚至

有传闻说政府可能要求地热部门签

订一份利润分配协议（PSCs），其

情形与油气行业类似。

 

因此，将以新法规为依据确定主要

的工作模式，这些法规尚未经过验

证和试验。所有协议都必须与地区

或地方政府商议。确保当地政府将

了解如何管理早期地热调查、发布

招标文件、组织招标活动、处理当

地赔偿事务及进行环境评估。

Vincent T Radja在1991年于万

隆地热技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中

表示：到1982年，世界地热总发

电量为2,717 MW，其中602 

MW在东盟国家，主要是分布在环

太平洋火山帯。

全球地热储备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

火山带、美国西海岸、墨西哥、中

美洲、拉丁美洲西部、新西兰、泰

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群岛

、巴布亚岛、新几内亚岛、印尼、

韩国、日本、中国、东西伯利亚和

太平洋岛屿。其他支流分布地带还

包括：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尼泊

尔、伊朗、土尔其和希腊；意大利

、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和坦桑尼亚，以及南非。

根据1998年的预测，2000年

-2020年世界地热需求量的90%

将由东盟国家和亚洲国家提供，地

热发电增长量将占到全球电力市场

增量的25%。富士电气(Fuji)公司

全球需求



206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的Hiroshi Murakami在2009年

12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一次地热研

讨会表示：世界地热发电产量从

1990年到2010年将逐年上升，

具体数据如下（单位为MW）：

1990 5,832 MW; 1995 6,833 

MW; 2000 7,974 MW; 2005 

9,024 MW; 2010 11,176 MW

全球地热发电产量的增长集中在几

个国家，主要是美国、菲律宾、墨

西哥、印尼、意大利、日本、新西

兰和冰岛。根据相同数据来源分析

，2008年到2009年之间新建的

地热发电站所采用的涡轮机将主要

由以下国家提供：日本、以色列、

意大利、美国、法国和俄罗斯。

PLN是印尼地热发电行业的主要

生产商，但从探测到的蒸汽量或所

建造的发电站规模而言，PLN并不

是印尼最大的生产商，国家油气公

司Pertamina的地热产业子公司

PGE是印尼地热能行业中更重要

的生产商（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由该公司领导组织的联合机

构将负责蒸汽特许经营证的发放。

到1998年，印尼的地热能开发主

要集中在8个地点：卡莫让（PLN）

、Salak（PLN和Unocal）、Djarat

主要参与者

（PLN）、Dieng (Himpurna Cal 

Energy)、Sinayak(PLN)、W. 

Windu (Asia Power)、Darajat II 

(Amoseas)和Lahendong(PLN)。

同时，三个新开发项目正在筹备中

：West Windu 2 (Asia Power)、

Dieng 2 (Himpurna Cal Energy)

和Darajat 3 (Amoseas) ，但实际

上这三个项目都被延迟。到1997

年，同时还签订了一些其他地热勘

探 协 议 ， 包 括 T o m p a s o 

( W a h a n a / O x b o w ) , 

Lumbutabalai(Unocal), Ulebelu 

(Datra/Calpine)和Hululais (BMP 

- Asia Power)。开发商中的主要参

与者包括Chevron、GE-Star 

Energy、Medco、Jasa Sarana-

Rekayasa、Yala Teknosa、

GeoDipa、Bali Energy、

Supreme Energy 和Tri Energy。

据预测，到1998年，印尼拥有丰

富的已探明地热能储量，足以支持

2020年的5,000 MW地热能开发

目标，其中2450MW分布在苏门

答腊岛，2340MW分布在爪哇-巴

厘岛，210MW分布在印尼东部

（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东努

沙登加拉）。2020年开发的地热能

  

供应结构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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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占1998年探明的印尼地热蒸汽总储量

的25%到1998年，印尼的地热能开发

主要集中在8个地点:卡莫让(140MW), 

Salak(330MW), Djarat (55MW), 

Dieng (60MW), Sinayak (2MW), 

W.Windu (110MW), Darajat II 

(70MW), Lahendong (20MW)。还有

三个新项目被延迟: West Windu (2, 

110MW), Dieng (2, 60MW) 和 

Darajat (3, 75MW)。在矿山与能源部

出 版 的 《 2 0 0 8 年 年 鉴 》 中 注 明

:1052MW地热能已投产，680MW地热

能项目正在准备招标，还有1,647.5MW

尚在规划中。以下地点的地热能项目已

投产: Salak (375MW), Darajat 

(255MW), Kamojang (200MW), Way 

Windu1 (110MW), Dieng (60MW), 

Lahendong I & II  (40 MW) 和Sibayak 

(12MW)。以下地点的地热能项目正在

准备招标: Ngebel (120MW), T.Perahu 

(100MW), Jailolo (75MW)、Tampo-

nas (50MW)、Ungaran (50MW)、

Cisolok (45 MW)、Sekoria (30 MW)

。以下地点的地热能项目正在规划中：

Karaha (400MW)、Patua (400MW)

、Sarula (300 MW)、Bedugul (175 

MW)、Limut Balai (110 MW)、

Ulebelu (110 MW)、Way Windu 2 

(110MW)、Ulumbu (10 MW)、

Mataloko (2.5MW)。

  

PLN享有从开发商和所有人购买地热电

力的独占权利，在新颁布的地热法律和

法规中提议的操作条件下，当前标准购

买价格为9.7美分/千瓦时。不过，最近

与Sumito签订的一份协议中，仅支持

4.2美分/千瓦时的价格，PLN总裁

Dahlan Iskan解释：“所有地热项目并

不能采用统一的报价，因为正在开发的

Ulubelu项目获得了一笔非常优惠的贷

款。”Pertamina Geothermal 

Energy (PGE) has access to JICA 

soft loans at only 0.7 % interest. 

Pertamina Geothermal Energy（

PGE）可享受利息仅低至0.7%的JICA

优惠贷款。 同时，PLN公司规划与技术

总监Nasri Sebayang认为：PLN-PGE

关系在印尼地热市场目前暂处于主导地

位。Nasri确认：PLN和PGE已经签订

了一份协议，规定了双方在蒸汽销售和

购电方面的议定，包括11个地热田。他

表示：“这11个地热田的开发是第二个

10,000 MW电力计划的重要部分。”

双方希望能够在2009年10月之前最终

确定价格和签订购电协议。世界银行集

团的重要投资机构国际金融公司的Jack 

Sidik在2009年12月于雅加达召开的一

次会议中指出，当采用地热项目的典型

融资模式时，完成交钥匙总承包项目（

EPC）所需的成本包括：需要100万到

200万美元用于可行性前期研究，每个地热

  

购买者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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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需要400-500万美元进行勘探，然后

还需要10万-100万美元进行地热井钻探

（ 取 决 于 井 的 尺寸 ） ， 最 后 需 要

200-300万美元/兆瓦用于建造发电站

。他预计：成本结构中的10%将集中在

可行性前期研究和勘探阶段，30%到

4 0 % 是 在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方 面 ，

50%-60%是在发电站施工阶段。

  

 

他总结道：地热能开发在初期阶段风险

很大，需要大量的投资，仅依赖私人筹

资显然不够。会对项目的最终成功造成

阻碍的不利因素包括：没有详实准确的

数据资料、购电协议的银行可贴现性无

法确定、因程序或招标活动的透明度不

足而带来定价和其他问题。 

  

 

工业概述

Pertamina Geothermal Energy有限公司总裁 

印度尼西亚地热工业的发展尚不成熟，这就为投资者提供

了很多市场进入机会。印度尼西亚拥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

源，可用来产生27,500MW的电能。但目前开发利用的

地热资源仅占到印度尼西亚潜在地热储量的15%，或仅为

已探明潜在资源总量的4%。

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这项政策正越来越引起世

界各国的重视，世界各国均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例如地热能源。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温室气体减排

项目将获得碳信用，且碳信用可以在碳市场内出售。为了

降低碳排放量，很多国家都愿意为碳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约70%的潜在工厂地址

都位于国家森林保护地和资源保护区，法律禁止对这些地

区进行勘探。印度尼西亚政府最近表示将修改法律，以允

许在保护区进行地热勘探。这次修改将为投资者兴建新的

地热工厂提供更多机会。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PT 

PLN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价格：0.0097美元/千

瓦时，将进一步促使电力生产商加大对地热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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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上述问题，因此主要投资者

即可以是一些大型私营能源公司（

Chevron、GE-Star、Medco），

也可以是国家支持的公司（例如

PGE），同时地热产业还应该积极

吸引多边和双边支持（从ADB、日

本、法国和美国）。 

地热能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

规和财政方面，同时，农村道路

和电力输配电网络等基础设施不

完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与邻国相比，印尼的水泥消耗量

更低。2009年，印尼的人均水

泥消费量仅为150公斤，而泰国

为250公斤、越南为400公斤、

马来西亚为600公斤。如果印尼

的人均水泥消耗量增加到泰国的

水平，则国内水泥生产需要在现在

 

的47.5百万吨(2009年）产量上

再提高一倍。

在过去五年内，印尼国内的水泥平

均零售价以每年14.0%左右速度

稳 定 上 涨 （ 综 合 年 增 长 率 ：

CAGR），在2009年，尽管燃料

成本降低（燃料成本差不多占销售

总成本（COGS）的50%），但

水泥价格仍然达到100美元/吨。

印尼东部的水泥价格比国内平均水

泥价格要高40%，这是因为大多

数水泥厂都分布在印尼的西部。印

尼东部的水泥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东部水泥价格的综合年增长率在

2008年之前的三年内达到19.2%

，而同期全国水泥价格的综合年增

长率仅为9.1%。

印尼的水泥生产主要是满足国内水

泥需求，在2009年印尼水泥总产

量38.4百万吨中，国内销量占到

98.8%。零售市场、房地产行业

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内需求提

供支持。市场上有两种水泥价格：

优质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优质价主

要是零售市场的水泥价格，而大宗

商品价格是提供给承包商和混凝土

搅拌厂的水泥价格。

 

基础设施考虑事项

概述

国内市场占主导地位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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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岛几乎占有全国总人口的

60%，在2008年的水泥需求为全

国总需求量的55.6%，水泥销售网

络分布到各个省。苏门答腊水泥需

求量位居全国第二，占23.2%；北

苏门答腊水泥需求量占国内总需求

  

 

量的5.7%。另外一个吸引国内水

泥较大需求量的省份是南苏拉威西

，占国内水泥总需求量的3.8%。

在过去五年内，国内水泥需求的综

合年增长率为7.4%，到2008年达

到3810万吨，但2009年由于经

 

  

 

工业概述

水泥厂与分布地区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不足量)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不足量)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不足量)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不足量)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盈余量)

消耗量
国内供应
(供应盈余量)

工厂分布地区

来源：印尼水泥协会，IRAI                                                                              图3.22.1

印尼水泥行业

来源：印尼水泥协会，IRAI                                                                                  图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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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危机的影响下降到3840万吨，

比上一年下降0.9%。在全球经济

危机期间，国内水泥需求下降，特

别是爪哇主要市场的水泥需求下降

，使生产商不得不将水泥销售转移

到印尼的东部地区，使东部地区水

泥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2009

年，印尼东部地区的水泥销量增长

了12.0%。2010年，随着全球经

济的回暖，印尼国内水泥需求将预

计增长5.0%。

全国的水泥消耗量是人民购买力水

平的指示参数。因此，水泥需求取

决于经济因素，例如收入水平、利

率和政府支出等。随着人民购买力

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会投资房地

 

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是水泥的主

要需求行业

 

产或对现有住宅进行改进，这些都

需要水泥，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会

影响水泥的需求。

水泥行业的客户可分成四类：零售

购买者或家庭购买者、承包商、预

拌混凝土行业和水泥预制产品生产

商。房地产开发和政府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的水泥需求量占全国总水泥

需求量的50%，这两个行业基本

上决定了国内水泥的价格。

少量出口和进口

印尼水泥仅当国内产量过剩且库存

量超过三个月时才会出口。印尼水

泥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是一些不生产

水泥的国家，例如：斯里兰卡、孟

加拉国和加纳。自2004年发生海

啸以来，印尼的水泥出口量平均每

 

水泥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

来源：Bloomberg                                                                                            图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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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22 .4%（CAGR），在

2008年时仅为160万吨，仅为总

产量的4.3%。

在2008年，印尼水泥进口量为

150万吨，占该年国内水泥总消耗

量的3.1%。亚齐省在2004年遭遇

海啸和严重地震，因此Semen 

Andalas必须进口水泥以满足亚齐

市场需求，印尼平均每年水泥进口

量不到国内水泥总消耗量的0.3%。

水泥厂建在市场附近：爪哇、苏门

答腊和苏拉威西岛水泥生产者在工

厂选址时必须考虑诸多因素，包括

石灰岩的可用性、电力供应、靠近

销售地区与战略性水运航线。因为

水泥是笨重商品，运输成本超过总

经营成本的70.0%。因此，生产商

应尽可能将水泥厂建造在市场附近

，例如爪哇、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

岛。但爪哇和南苏拉威西岛的水泥

产量已经过剩，过剩量分别为340

万吨和210万吨。

水泥厂大多分布在印尼的西部。只

有少数几家位于其他地区，包括

Semen Tonasa和Bosowa水泥厂

位于苏拉威西岛、Indocement水泥

厂位于加里曼丹、Semen Kupang

水泥厂位于东努沙登加拉。不过

Semen Kupang现已经停工。在

印尼东部建水泥厂不太合适，因为

市场太小，人口比较分散，路上运

输非常困难。

PT Freeport Indonesia正在投资

1.5亿美元在巴布亚岛缇米加建造

一个水泥厂，年产量为500万吨。

其 中 一 半 产 量 将 用 于 满 足

Freeport的需求，另一半产量在

巴布亚岛销售。该水泥厂建成后，

印尼东部的水泥价格预计会有所降

低。不过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因此

仍然无法向巴布亚岛的三个大城市

加雅布拉、梭朗、缇米加供应水泥

，当通过海运运输时，如果船舶必

须空船返回，运输成本将会加倍。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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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体积笨重外，水泥也是需要消

耗大量资金和能源的产品，水泥行

业的投资成本约为150美元每吨，

建造水泥厂需要三年时间，15年

可收回成本。在生产成本方面，煤

炭和电力消耗成本占产品销售成本

（COGS）的50%左右，水泥产

品将根据成本合理定价。无论如何

，确保煤炭和电力资源长期稳定的

供应是水泥行业的关键。

印尼2008年的水泥产量为3840

万吨，在过去5年内CAGR增长率

只有4.7%。2009年的总产量为

4750万吨，目前利用率为86.0%

。印尼水泥产量到2014年预计将

增加到610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

5.1%（CAGR）。印尼水泥的平均

价格在过去5年内增加了100美元

每吨，增长率为14 . 0%左右（

CAGR）。

新水泥厂通常分布在爪哇、苏门答

腊岛和苏拉威西岛，因为这些地区

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水泥销售对

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很高，例如港口

和道路。装货和运输成本占水泥厂

经营成本的70.0%以上，因此选

择合适的水泥厂地址非常关键。

水泥可以采用熟料和散装形式出售

，或者装包和装袋出售。熟料水泥

将出售给附近区域无石灰岩的水泥

粉磨工厂，散装水泥出售给混凝土

搅拌厂等生产商，包装水泥出售给

承包商，袋装水泥在零售市场出售

。水泥以散装形式从水泥粉磨厂运

输到销售地区附近的包装厂，这样

将有助于减轻装卸货的工作量和提

高效率。

AC-FTA: 印尼水泥行业并不会受

到2010年签订的东盟-中国自由

贸易协议（AC-FTA）的影响。印

尼的水泥产品很有竞争力，所以水

泥产品自1995年起就免征进口税

。印尼生产商认为国内水泥的生产

成本与其他国家类似，但在地理位

置上占有优势。中国现在正在出口

二等质量的水泥给印尼，但这些水

泥并没有在零售市场销售。

公路与电力：印尼水泥行业发展所

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印尼东部

地区)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例如公

路和发电厂。政府应加速国家的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水泥的销售效率

，增加印尼人均水泥消耗量。在爪

挑战

 

煤炭、电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

的一半

销售成本占经营成本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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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以外地区，由于电力供应问题，

水泥生产商常常无法充分利用工厂

生产能力。

刺激政策和抑制措施：政府必须

督促水泥生产商遵守印尼国家标

准（SNI），并在所有水泥产品包

装上印上SNI图标。这项政策有利

于保护国内市场和生产商免受低

质量产品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生

产商必须拥有“SNI标记使用证书

（SPPT SNI）”，且必须由印度

外贸总局注册，以获得商品注册

字（SPB）。 

水泥公司的工厂大多位于印尼的

西部地区，尤其是爪哇岛。印尼

前三大水泥生产商都是上市公司

，共占有印尼水泥市场90%左右

的份额。Semen Gresik 和 

Indocement向全国范围供应水

泥。Semen Gresik 的产品主要

销往爪哇、巴厘岛和努沙登加拉

，该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分别为所

在地区的市场供应产品：Semen 

Padang 为苏门答腊岛市场供应

产品，而Semen Tonasa 为加里

曼丹、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

和巴布亚岛的市场供应产品。

Indocement在三个地方建有工

厂 ， 销 售 模 式 与 S e m e n  

G r e s i k类似。Holcim同时向全

球范围供应水泥（不包括苏拉威

西岛）。另两家子公司在各自所

在地区供应产品，例如Semen 

Andalas在亚齐省和北苏门答腊

岛供应产品，Semen Baturaja 

在苏门答腊岛南部供应产品，

关键参与者和供应商

 

工业概述

2008年水泥市场份额

来源：印尼水泥协会，IRAI                                                                                       图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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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Semen Gresik (Persero) 

Tbk 

Semen Gresik是一家国营企业，是

印尼最大的水泥制造商，年产量为

1820万吨。Semen Gresik有两家子

公司：PT Semen Padang 和 PT 

Semen Tonasa。Semen Gresik 成

立于1957年，1991年作为SMGR在

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2009年的市场

资本总额为44.8万亿印尼盾，相比于

2005年增长了43.5%（CAGR）。  

PT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 Tbk 

Indocement 成立于1985年，是印尼

第二大水泥生产商，年产量为1710万

吨。Indocement 同时作为INTP在

IDX上市，该公司现由Heide lberg 

Cement Group of Germany控股。

2009年的市场资本总额为50.4万亿印

尼 盾 ， 相 比 于 2 0 0 5 年 增 长

40.2%(CAGR)。Indocement有12家

工厂，其中9家工厂位于西爪哇省茂物

，2家工厂位于西爪哇省井里汶，另有

1家工厂位于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鲁。

PT Holcim Indonesia Tbk 成立于

1971年，1977年在IDX上市，公司

代码为SMCB。Holcim Participa

Semen Bosowa在印尼东部地区

供应产品。    

tions (毛里求斯)通过Holderfin B.V. 

拥 有 H o l c i m 半数以上股份。 P T 

Holcim Indonesia Tbk有两家子公司

， 分 别 位 于 纳 罗 贡 和 芝 拉 扎 ， 在

Ciwandan有一个粉磨中转站，综合年

产量为850万吨。公司在2009年的市

场资本总额为1 1 . 9 万亿印尼盾，

CAGR与2005年相比增长34.4%。 

PT Semen Bosowa Maros

Bosowa Maros 在1999年正式投

产，是印尼成立时间最短的水泥制造

厂，也是印尼唯一一家完全由国内私

营公司Bosowa Corporation 控股

的水泥公司。Bosowa Maros 位于

南苏拉威西，最初年产量为180万吨

，随着PT Semen Bosowa Batam 

的发展，Bosowa Maros 公司的年

产量相应增长，到2008年年中时产

量增加120万吨。

PT Semen Andalas Indonesia

Semen Andalas 成立于1982年，是

Lafarge Group的子公司。Andalas

在2004年因受到海啸影响被迫停业，

现计划在2010年重新开始经营，公司

共投资9000万美元，停业前年产量为

160万吨。

PT Semen Baturaja 

Semen Baturaja成立于1974年，是

一家国营企业，年产量为1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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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Semen Kupang 

Semen Kupang在2008年年中时因

债务问题和电力供应不足被迫停业，

PT Sarana Agro Gemilang赢得了

 

经营这家工厂的竞标，公司水泥年产量

预计为30万吨。

 

工业概述

CE Finance & Commercial Cement Group

Bosowa Group 

印度尼西亚水泥行业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对投资者具有很高的

吸引力。印度尼西亚国内水泥消耗量预计会持续增长，目前印

度尼西亚人均水泥消耗仅为150公斤，位列东南亚地区最末。

如果印度尼西亚希望达到泰国的水平，即人均消耗250公斤水

泥，则需要将印度尼西亚现有的水泥生产能力提高一倍。

目前，印度尼西亚主要水泥生产商都集中在爪哇岛，因此为希

望在爪哇以外地区投资水泥行业的投资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会。水泥生产商的运输成本大概占到总经营成本的70%左右，

投资者如果能在距离目标市场更近的地区建立水泥厂，尤其是

爪哇以外地区，显然将具备更有利的战略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Bosowa集团在南苏拉威西岛的Makassar兴

建了一家水泥厂，旨在为印度尼西亚东部空白市场供应水泥。

同时还计划将在廖内群岛的巴塔市兴建另一家水泥厂，主要面

向苏门答腊岛东部和西加里曼丹的空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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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印尼国内汽

车和摩托车需求量都有所下降，汽

车行业面临很大的压力，但随着全

球经济的回暖，印尼汽车行业迅速

复苏，高信贷利率是影响国内消费

的主要因素之一。

汽车行业在2009年同比仍然下降

，但环比呈现增长趋势（相比于去

年年底）。主要汽车制造商预计

2010年印尼的汽车需求将有显著

增长，因此正准备提高汽车生产能

力。不过，还必须密切关注新法规

的出台，这些法规可能会对汽车行

业带来不利影响。

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全国共有2.25亿左右人口。巨

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中产阶级人数的

迅速增加使国内汽车需求强劲。即

使在最糟糕的经济条件下，印尼汽

车年销售量都从未低于40万辆。

同时，印尼的摩托车行业从2004

年起年平均销量达到450万辆，位

列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总的来说，印尼汽车行业在过去三

年内发展迅速，与其他东盟国家（

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优势非

常明显。2006-2008年，印尼的

汽车销量综合年增长率为6%（

CAGR），摩托车销量综合年增长

率更是高达13%（CAGR）。

全球经济危机对印尼汽车行业带来

很大影响。根据印尼汽车工业协会

（Gaikindo）的最新数据，全国

汽车销量从2008年的607,805辆

下降到2009年的486,061辆，，

摩托车销量同样出现下降，但下降

幅度相对较小。

从2008年年底开始，汽车销量逐

月下降，直到2009年2月份才开

始出现缓慢上涨趋势。汽车月销售

量在2009年1月份为31,624辆，

到2月份增加到34,506辆，7月份

增加到41,910辆，而12月份增加

到47,948辆。2020年1月份汽车

概述

印尼，世界上第三大摩托车市场

汽车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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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进一步增加，达到52,806辆

。这表示印尼汽车行业开始逐渐

复苏。当限制性法规被取消后，

例如对汽车免征累进税，汽车行

业有望更快增长。

 

汽车与摩托车并不是生活必需品。

因此，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消费

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购买力的下

降会使消费者的消费模式转向生活

必需品和基本需求，而不是所谓的

“奢侈品”。除了可支配收入水平外

，还有两个因素也会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力，即外汇汇率和信贷利率。

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因印尼盾

表现疲软，导致汽车价格上扬10%

到20%。这是因为所有汽车制造商

均面临生产成本急速增加的压力，

特别是进口零件的成本增加。对于

采用更多外国零件而不是本国零件

的汽车企业，货币汇率因素的影响

将更加明显。车辆价格的上涨会影

响购买者的消费热情和需求。

利率是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印尼大

多数汽车购买者都是贷款买车，

Danareksa通过研究指出：“贷

款利率维持稳定或正在下降对汽车

销售有利，因为消费者认为每月还

款会越来越少。相反，如果消费者

认为贷款利率会增加，则可能会推

迟其购车计划。

汇率与利率对汽车需求量的影响

 

工业概述

汽车销售量与增长率

销量（辆）

销量增长率销
量
（
辆
）

年份

来源：Gaikindo，IRAI统计，2009年                                图3.23.1

摩托车销售量增长

销
量
（
辆
）

销量（辆）

销量增长率

年份

来源：Gaikindo，IRAI统计，2009年                                图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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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国内需求与印尼汽车工业的

逐渐复苏，刺激主要汽车制造商加

大投资，铃木、本田、现代和日产

等汽车公司均预测汽车需求会迅速

上涨，因此他们都计划在2010年

加大投资，以确保为维持和提高本

公司的汽车生产能力提供资金支持

，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VW）公司确认：将执行一个金额

为1.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在印

尼建立汽车生产设施。

制造商同时正在计划提高现有生产

设备的利用率，以增加汽车产量。

目前，各制造商正计划延长生产时

间和推出更多的汽车款式，因此来

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大多数汽

车制造商均制定了到2010年设备

利用率提高10%的目标。例如， 

Astra Daihatsu Motor有限公司与

 

产量增加

 

外国制造商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Toyota Astra Motor有限公司展

开合作，生产一款全新的汽车，将

生产设备的利用率从88%提高到

2010年的96%。类似地， Nissan 

Motor Indonesia 有限公司和

Suzuki Indomobil Motor 有限公

司正在计划通过生产新的汽车款型

，将现有生产设备的利用率（

50%-60%）提高10%。

不过这类生产计划会受到基础设

施条件的限制，例如电力供应不

可靠。

目前，外国制造商（尤其是日本

的制造商）在印尼的汽车行业和

摩托车行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根据法律规定，制造商必须安排

或指派一个本地代表机构（Agen 

Tunggal Pemegang Merek - 

汽车 摩托车

品牌 ATPM 品牌 ATPM

丰田

大发

三菱

铃木

本田

本田

雅马哈

铃木

川崎

Kanzen

图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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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M），负责处理汽车的销售和装

配事务。这些本地代表机构不是上

市公司，通常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例如， Toyota Astra Motor有限

公司、Astra Daihatsu Motor有限

公司和Astra Honda Motor有限公

司是 Astra International Tbk 有限

公司的子公司，而后者已在印尼证

券交易所上市。同样， Indomobil 

M o t o r 有 限公司是上市公司 

Indomobil Sukses International 

Tbk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不同于Astra和Indomobil在印尼证

券交易所上市，T Krama Yudha 

Tiga Berlian motor (Mitsubishi 

Group)、Yamaha Motor 

Kencana (Yamaha Corporation) 

有限公司、Honda Prospect 

Motor (Honda Motor Co. Ltd.) 

有限公司和 Kawasaki Motor 

Indonesia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Ltd.) 有限公司的母公

司并没有在国内上市，而是在国外

证券交易所上市。

 

工业概述

2009年1月-10月印尼汽车市场各品牌份额
丰田

大发

三菱

铃木

本田

雅马哈

本田

铃木

川崎

Kanzen

来源：Gaikindo，IRAI统计                                                      图3.23.4

2009年1月-10月印尼摩托车市场各品牌份额

来源：AISI，IRAI统计                                                            图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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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汽车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占

主导地位。在2009年，本地产

Toyota Avanza minivan销量超

过10万辆，位列印尼第一。大众

型Toyota Kijang Inova销量为

36,386辆，列第2位，然后依次

为Daihatsu Xenia （41,487.）

、Honda Jazz（16,353）、

Nissan Livina （14,144）、

Toyota Rush（13,081）和

Suzuki APV （12,692）。 

与汽车行业类似，印尼的摩托车行

业同样是日本品牌占主导地位。本

田和雅马哈的竞争非常激烈，市场

占有率分别为46.07%和45.24%

。本田产“年轻型”摩托车（这是

摩托车行业最大的一块）受到热棒

，帮助本田摩托车在印尼市场占据

第一位置。不过本田自动波踏板摩

托车的供应不足，雅马哈抓住了市

场机会，其自动波踏板摩托车销量

在印尼摩托车市场暂列第一。

在2008年，销量位列印尼市场第1

（38%）的汽车是“多功能车”（

MPV），例如 Xenia 和 Avanza

型号；“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销量为第2（16%）；“城市小

车”为第3（11%）。总之，在

2008年印尼汽车市场，轿车销量

占主要部分（72%），其他为商用

车（小卡车、货车、公共汽车和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

印尼国内现有的交通和公共交通条

件推动了轿车需求的增长，乘客希

望能够更方便、准时、清洁和安全

的乘坐车辆，印尼公共交通系统无

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有经济

条件的消费者会自己购买汽车和摩

托车。

MPV，自动波踏板大众型摩托车

2008年各款汽车的市场需求 雅马哈

本田

铃木

川崎

Kanzen

来源：Gaikindo，IRAI统计                                                                                图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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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毛里求斯)通过Holderfin B.V. 

拥 有 H o l c i m 半数以上股份。 P T 

Holcim Indonesia Tbk有两家子公司

， 分 别 位 于 纳 罗 贡 和 芝 拉 扎 ， 在

Ciwandan有一个粉磨中转站，综合年

产量为850万吨。公司在2009年的市

场资本总额为1 1 . 9 万亿印尼盾，

CAGR与2005年相比增长34.4%。 

PT Semen Bosowa Maros

Bosowa Maros 在1999年正式投

产，是印尼成立时间最短的水泥制造

厂，也是印尼唯一一家完全由国内私

营公司Bosowa Corporation 控股

的水泥公司。Bosowa Maros 位于

南苏拉威西，最初年产量为180万吨

，随着PT Semen Bosowa Batam 

的发展，Bosowa Maros 公司的年

产量相应增长，到2008年年中时产

量增加120万吨。

PT Semen Andalas Indonesia

Semen Andalas 成立于1982年，是

Lafarge Group的子公司。Andalas

在2004年因受到海啸影响被迫停业，

现计划在2010年重新开始经营，公司

共投资9000万美元，停业前年产量为

160万吨。

PT Semen Baturaja 

Semen Baturaja成立于1974年，是

一家国营企业，年产量为110万吨。

2008年摩托车需求主要是年轻型

（66%）、自动波踏板型（26%)

、运动休闲型（8%)。因受到自动

波踏板型摩托车的冲击，年轻型摩

托车的市场占有率正在下降。在过

去五年内，自动波踏板型摩托车的

市场总规模每年以9.5%的速度增

长，市场占有率从2005年的22%

增加到2010年的42%。自动波踏

板型摩托车款式新潮，驾驶简单，

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尤其

是深受女士的喜爱。

工业概述

Indomobil Sukses International Tbk有限公司董

事长

因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增长且政治局势稳定，印度尼

西亚的汽车市场极具潜力。

政府将提供战略支持和实施激励政策，建立良好的基

础结构和基础设施（包括公路、交通管理、公共交通

设施）、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其它相关行业提供更大

的支持，例如金融行业和汽车零件制造业，这些都将

为汽车行业投资者带来更多机会。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员国，

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为印度尼西亚带来更大

受益。尽管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东协自由贸易区

（AFTA）和东协经济共同体（AEC）的2015蓝图将

为印度尼西亚汽车工业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在这种

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切实加强本国

的汽车工业，以便提高竞争力和从东协自由贸易区（

AFTA）和东协经济共同体（AEC）获得最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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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增加和法规限制可能会阻碍

汽车行业的继续发展

汽车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汽车和

摩托车价格不断上涨。价格并不受

法规管制，也没有任何机构会批评

ATPM的价格政策不合适。另外，

所有ATPM似乎会一致性的提价。

一旦有一个ATPM提高售价，则其

他ATPM会相继提价。实际上，

ATPM总是尽量提高汽车价格，以

抵消汽车销售中需缴纳的各种税费

的影响，例如奢侈品税(PPnBM）

、增值税（PPN）、进口税以及车

辆过户需缴纳的费用（BBN）。 

除了上述税费外，政府还计划对

2010年新车征收累进税，税率为

2%到10%。这项法规将使消费者

更倾向于购买半新车，因为半新年

无需缴纳累进税。

另外，政府还计划在2010年初提

高奢侈品税率（PPnBM），将提

高10%到200%。如果该计划通过

（即汽车产品被列入奢侈品范围）

，则汽车价格必会大幅上涨。因此

，很多汽车制造商在制定未来战略

时均犹豫不决。

政府目前正在起草一条法规，即鼓

励大力发展低成本、环保型汽车。

其中一条激励措施就是降低这类汽

车的PPnBM税。如果该项法规出

台，主要生产商（例如丰田、大发

和铃木）预计都会进入该市场。这

种低成本、环保型汽车中必须至少

有60%零件都是本地生产，燃料

消耗最低22公里每公升燃料，并

符合欧洲3号排放标准。这类汽车

的市场规模预计为60万亿印尼盾

到70万亿印尼盾。

虽然汽车/摩托车的销售和装配都

由本地代表机构完成，但总公司仍

然需发挥重要作用。必须由总公司

决定汽车和摩托车的哪些零件将采

用本地生产零件。因此，印尼政府

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通过各种刺激

政策和抑制措施，鼓励发展低成本

、环保型汽车。

发展低成本、环保型汽车



224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电子

电子产品和电子设备是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日常用具，特别是在城

市。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速

度的加快，电子产品的需求将维

持持续增长。现代电子产品的生

命周期越来越短，产品与技术更

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新产品不

断推出，原有技术和产品不断被

淘汰。在这种背景下，客户对电

子产品的需求亦不断改变，当新

技术出现时，他们会对原有产品

进行更新或改换到新产品。

印尼电子行业2009年整体运行状

况好于2008年，到2009年10月

止，总销售额达到2.31万亿印尼

盾，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2%。

随着人们购买力水平的恢复和低成

本产品的不断推出（例如平板电视

和低端“qwerty”键盘手机），电子

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

国家整体经济运行平稳（特别是印

尼盾对美元的汇率保持稳定）对电

子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利，因为大多

数电子元器件都需要进口，其价格

受货币汇率的影响很大。当印尼盾

对美元的汇率越来越坚挺时，电子

产品的价格就相对便宜，消费者可

以有更多的选择，因此电子产品的

销售量会不断增长。政府在电子行

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为电

子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帮

助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印尼

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不仅可以进入国

内市场，同时还可以参与国际市场

的竞争。

除了家用电器外，电子行业的需求

主要包括计算机设备、手机、音视

设备。

计算机设备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目前只有15%的印尼人口拥有计

算机，因此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大，

生产商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计

需求结构

计算机设备

在不利条件下求生存，在有利条件

下求发展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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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设备市场与国家的整体经济状

况密切相关。当国家经济运行良好

时，各公司会增添和购买更多的计

算机设备，以满足业务增长需求。

笔记本电脑价格越来越便宜，尺寸

越来越小，将逐渐占领桌上型电脑

市场，不过笔记本电脑目前的增长

速度仍然相对较缓（15%）。总

的说来，因印尼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和供应商采取更加主动的销售措

施，计算机设备的销售量到2010

年预计将增长30%，尤其是笔记

本电脑的增长将更加强劲。

印尼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一，也是手机渗透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手机的高渗透率使印尼手

机市场的前景非常看好，手机产

品销售量在近几年来始终保持高速

增长，在采用智能技术后，手机现

在集成了一些计算机功能，例如发

邮件、传输简单的报告和数据表、

以及浏览网页和登录论坛等，因此

可满足某些客户的需求，甚至与计

算机产品构成竞争。不过智能手机

的价格较高，影响了产品的广泛销

售，这类手机主要是中等收入和高

收入消费者购买。

手机市场的最近出现的情况是低价

qwerty键盘手机的销量迅速增长

（价格在100美元以下）。该市场

基本上被中国手机占据，专门面向

中低收入消费者热群体。通过这些

新手机产品进入印尼中低收入市场

显然是一种非常睿智的策略，因为

印尼中低收入人口占到印尼总人数

的75%。该市场目前最大的供应

商是 Nexian，然后是HT Mobile

和K-Touch。   

音视设备也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亚行

业，市场上不断有各种新款式和新

技术的音视设备产品推出。电视机

产品现在正从传统电视机转移到液

晶电视，而音响设备也正从传统设

备转移到设计更加小巧、音质更加

清晰宏亮的家庭影院。

手机

音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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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国内需求与印尼汽车工业的

逐渐复苏，刺激主要汽车制造商加

大投资，铃木、本田、现代和日产

等汽车公司均预测汽车需求会迅速

上涨，因此他们都计划在2010年

加大投资，以确保为维持和提高本

公司的汽车生产能力提供资金支持

，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VW）公司确认：将执行一个金额

为1.4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用于在印

尼建立汽车生产设施。

制造商同时正在计划提高现有生产

设备的利用率，以增加汽车产量。

目前，各制造商正计划延长生产时

间和推出更多的汽车款式，因此来

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大多数汽

车制造商均制定了到2010年设备

利用率提高10%的目标。例如， 

Astra Daihatsu Motor有限公司与

 

便携式电子设备市场是目前一个新

的市场热点。电子小器件的需求逐

年增长，市场似乎总是供不应求。

电子小器件是生命周期最短的产品

之一，其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功能

，同时还体现其品牌效应和迎合消

费者的生活方式。

2009年印尼市场最流行的电子小

器件是游戏机，虽然销量仅占电子

市场总销量的很小部分，但预计将

给电子行业带来更多的新鲜血液。

印尼的游戏机行业在2009年年中

才初步形成，游戏产业已成为全球

的一个巨大产业，印尼的游戏机市

场前景同样非常看好。索尼公司现

在是印尼最大的游戏机生产商，其

游戏机产品已投入到印尼市场（

Playstation 3游戏机和Playsta-

tion Portable掌上型游戏机）。

不过印尼的游戏机市场面临挑战，

市场上存在大量的黑市交易。

经济基本面

经济状况（体现为宏观经济的基本

面）对电子行业发展以及电子产品

需求影响甚大。当人民的购买力水

平提高时，电子产品需求亦相应增

加。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4.5%，高于政府4.3%的原有预测

，这表示2010年电子产品需求将

不断增长。

相辅产品和服务

相辅产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同样会影

响电子产品需求。这些相辅产品和

服务能够提高电子产品的附加价值

和利润，从而推动市场需求的增长

。例如，为电视机产品提供电视节

目、为手机产品提供上网软件（雅

虎通、Google聊天工具等），甚

至为音视产品提供非法相辅产品（

黑市CDs和DVDs）等，这些必将

推动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相

辅产品和服务即使不是完全免费，

所有权成本通常也会很低。相辅产

品和服务是电子行业的主要推动因

素之一，甚至可能带动整个电子行

业的变革。

技术

新技术是推动需求增长的一个决定

性因素。采用新技术后，不仅会增

加新的功能，有时还可以让使用者

觉得更有面子。今天的技术不仅能

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同时还可

以符合他们的美好意愿，从而带来

无形的价值（融入社会潮流、彰显

新的需求不断增长

需求影响因素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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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

需求的不断增长，例如，蓝光多媒

体播放器和高清视频设备的问世，

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先进的液晶电视

来代替传统电子射线管电视，以及

采用蓝光多媒体播放器来代替

DVD播放器。

电力的持续可用

电力的持续供应情况同样会影响某

些地区电子产品的需求，特别是爪

哇的农村地区以及爪哇以外的其他

地区，受电力的影响更大。

与其他零售产品一样，电子产品的

营销是确保生产商在行业竞争中胜

出的重要因素。通过品牌宣传赢得

消费者的青睐，对产品进行改进以

迎合当地人们的偏好，最大限度地

利用一年内的一些特殊日期，这些

都是经过实践验证的提高竞争力的

有效策略。专家认为：品牌是赢得

竞争的关键，但产品的创意及价格

同样非常重要。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请名人打广告，都是取得更大市

场成功的关键。

确保成功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是：

捕捉恰好时机，实现销量的突破性

增长。零售产品需求会受到假期的

影响而不断变化。消费者在节日期

间将有更多的时间来选购产品，因

此这段时间的需求会显著增加，此

时供应商应加大宣传力度和采用有

吸引力的包装，这些往往是在竞争

中获得最终胜出的关键。

在2008年10月初，政府颁布了

三条税收鼓励政策，旨在促进电子

产品行业的发展，即对某些产品免

征奢侈营业税、对电子器件的基本

材料免征进口税（由政府支付）、

对某些地区某些类型的企业免征

30%的所得税。这些新的法规将

帮助供应商降低产品价格和扩大市

场范围。政府严厉打击非法产品进

入市场，将非法产品带来的影响降

至最小，从而进一步推动市场需求

的增长。

印尼人口的大多数都是低收入者，

每月收入低于100万印尼盾，他们

大多数的收入只能满足基本生活费

用和日常支出，无多余的现金购买

电子设备和电子产品。为他们提供

法规，本地规定和法律

提供贷款

营销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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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有助于推动电子产品和电器

需求的增长。从高端音视设备，

到低端手机，现在几乎可以为所

有电子产品和设备提供贷款（包

括分期付款）。贷款可以由复合

式金融机构或银行提供，或者由

销售电子设备的大型超市直接向

零售商提供贷款渠道。行业参与

者与金融机构及零售商相互合作

，提供更多服务和增加购买可选

方案。 

印尼的大多数电子产品和电子设

备生产商都认为2010年电子行

业将迎来更大发展，他们预测电

子行业在2010年将增长10%到

15%。生产商的信心主要源于以

下几个因素：首先，印尼盾兑换

美元的汇率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虽然到2009年10月时，电子行

业同比增长9.2%，但这种增长

并不完全是因为销量增加。部分

原因是因为销售价格的提高，因

为美元对印尼盾汇率的降低，使

生产商不得不提高产品的价格，

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实际上，为

了使生产商免受印尼盾与美元汇

行业前景

率变化的影响，电子设备的价格

现已普遍增加10%到15%，不

过近期内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会下

降。

其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到

2010年预计会逐渐减弱，因此市

场购买力有望提高。第三，政府

正在采取措施限制非法电子产品

的进入，从2010年开始，六类产

品都必须遵守SNI国家标准。这六

类产品为：空调、冰箱、洗衣机

、电泵、电熨斗和音视设备。

印尼国内的电子产品和电子设备

大多由本地供应。黑市产品占有

较高比例是电子行业发展所面临

的挑战之一。在产品的源产地方

面，本地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占主

要市场份额，但本地产元器件的

比例仍然偏低。根据印尼工商总

会的统计，本地装配的电子产品

的本地产元器件仅为元器件总数

的55%。这种情况会使电子行业

更容易受到汇率的影响。

印尼国内的供应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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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5%-10%，而在2007年时，

该协会预测电子产品出口量将在

未来三年内增长10 0%，即从

2007年的76亿美元增加到2010

年的150亿美元。

在过去五年内，中国出口到印尼

的电子产品逐年增长。在2004

年时，印尼出口中国的电子产品

量仍超过从中国进口的量，而到

2009年9月时，印尼从中国进口

的电子产品价值已经比印尼出口

中国的电子产品价值多出20亿美

元。中国的电子产品价格便宜、

性能可靠且功能齐全，因此在印

尼市场的占有份额正迅速增长。

印尼对中国的贸易在过去两年内

均保持为贸易逆差。从中国进口

的前十大产品的前两种即为电子

产品。从中国进口的手机因价格

便宜和功能丰富，颇受印尼人喜

爱。中国手机从外观、设计和功

能上都完全能够媲美世界著名品

牌，但价格却便宜很多，因此受

到印尼人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

欢迎。

这对于印尼投资者而言，即是机

2008年初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

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

球经济危机对印尼的一些行业带

来很大的影响，包括电子行业。

产品出口显著减少，人民购买力

水平明显下降。印度尼西亚电器

产品经销商联谊会（EMC）总

结：在2008年第3季度之前，

电子产品的销售量仍然高速增长

，2007年同期的销量为11.1万

亿印尼盾，而2008年第3季度

达到了13 .6亿印尼盾，增长了

23%。

到2008年下半年，消费者购买

力水平迅速下降，从而引发商品

价格下降，电子设备的销售量显

著减少。到2008年9月份，冰

箱销量下降到239 ,000单位，

下降了16%，洗衣机销量下降到

104,000单位，下降了11%，

而音视设备的销量下降幅度更是

高达30%，下降到仅为35,000 

单位。

同样，电子产品的出口减少，据

印尼电子协会（G a b u n g a n 

Elektronika Indonesia: Gabel

）估计：2008年电子产品出口量

行业绩效

AC-FTA，机遇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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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也是挑战。中国产品在印尼拥

有巨大的市场，因此为中国产品

的进口商、本地组装商和零售商

带来极大的机遇，印尼人民大多

数都是中低收入人群，这些价格

实惠的手机产品具有非常广阔的

市场前景。

印尼一些行业参与者采取了为中

国手机提供完善支持和品牌服务

的策略，在印尼市场取得了很大

的成功。2009年，中国手机在

印尼的销售量增长50%，在现今

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中能取得这

样的业绩相当惊人。中国产品的

优势之一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模

仿全球最先进生产商的技术。这

种策略被证明非常有效，中国的

手机产品现已进入印尼75%的市

场，太复杂的技术和功能对印尼

用户而言吸引力不大，提供简单

的聊天和 Facebook 功能是这些

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的手

机产品开始冲击世界著名品牌在

印尼的市场地位，例如诺基亚、

摩托罗拉等。

但对于本地制造商而言，印尼在

2010年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

议（FTA）似乎是噩梦的开始。

在签订FTA之前，印尼本地电子

制造商原本就已经受到了中国电

子产品的很大影响，在签订FTA

后，预计印尼的中国手机进口量

将增长30%。不过印尼政府采取

了要求进口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的

政策，预计会对进口产品起到一

定的过滤作用。

PT Panasonic Gobel Indonesia

公司创始人Thayeb Moh Gobel

具有很强的爱国精神，他为了向印

尼人民提供本地通讯产品，特创建

了Panasonic Gobel Indonesia

，公司最初的名称为PT Transis-

tor Radio Manufacturing，在

1970年改名为 PT National 

Gobel in 1970。1991年，公司

与日本松下公司合资，因此再次更

名为 PT Panasonic Gobel。

PT Hartono Istana Teknologi

PT Hartono Istana Teknologi于

1975年5月16日在古突斯市（

kudus）成立，最初名称为PT 

Indonesia Electronic & 

Engineering，1976年9月18日更

名为 PT Hartono Istana 

Electronic，现已成为印尼最大的

领先性电子设备制造商。公司生产

Polytron产品，在古突斯市（

地区主要参与者和生产商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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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dus）有两家工厂，其中一家工

厂位于古突斯市（kudus），占地

面积为70,000平方米，另一家工厂

位于三宝垄Sayung，占地面积为

130,000平方米（是中爪哇最大的

冰箱生产工厂）。公司总员工超过

3500名，在国内共设有11个办事

处，5家授权的经销商，38个服务

中心和2500名销售人员。

夏普电子印尼有限公司（SEID）

夏普公司于1970年初开始在印尼

开展经营，PT Yasonta于该年首

次在印尼出售夏普电视机。1971

年，位于日本大阪的夏普公司指定

PT Yasonta公司为夏普黑白电视

机在印尼的代理商和独家装配公司

；1975年，开始生产彩色电视机

；2005年，PT Yasonta与夏普公

司合资成立PT Sharp Yasonta 

Indonesia，随后改名为PT Sharp 

Electronics Indonesia (SEID)，

其中夏普公司占有93%的股份，印

尼合资方占有7%的股份。

Selular Group Indonesia

Selular Group 于 Zulkarnaen 

Tanzil先生创建于1990年，最初是

一家手机贸易公司，后来业务逐渐

扩大到手机卡零售和提供售后服务。

该公司赢得世界众多著名手机公司

的认可，现在专门经营各种全球知

名品牌手机与手机附件的销售，是

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

、黑莓及其他品牌手机在印尼的独

家代理商。Sellular Group拥有完

善的零售商、经销商和分销商网络

，赢得了广泛赞誉。

三星电子印尼有限公司

三星电子印尼有限公司可生产各种

电子设备。三星液晶电视、纯平电

视、等离子电视、手机、电脑显示

器、多功能打印机、冰箱、洗衣机

、ACs、DVD播放器和胶带、音视

设备（hi-fi）、MP3、家庭影院和

蓝光播放器在印尼市场都非常受欢

迎。三星电子印尼有限公司每年可

生产1,340,000 台电视机，生产工

厂位于西爪哇芝加榔。

LG电子印尼有限公司

LG电子印尼有限公司（LGEIN）位

于西爪哇Cibitung，从1999年开

始生产电视机。2005年，LGEIN

开始生产液晶电视机。产品除了满

足印尼国内需求外，同时还出口到

亚太和中东地区。LG电子印尼有限

公司目前的液晶电视机生产能力为

50,000台每月（或600,000台每

年），产品80%左右出口到其他国

家，主要是出口亚太地区、中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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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澳大利亚。液晶显示板仍然从

韩国进口，但其他大多数器件都是

本地生产。液晶电视机约有60%左

右的器件都通过进口提供。LG电子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建有液晶电视

机生产中心，包括墨西哥、印尼、

中国、韩国和巴西。在2007年，

LGEIN产品占有印尼液晶电视机市

场20%的市场份额，今年有望提高

到30%的市场份额。

印尼人口基数大，中产阶级人数不

断增加，因此食品加工和饮料行业

在印尼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在过

去二十年内，全国消费支出稳步增

长，内需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

要驱动力。

2008年初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对

印尼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导致人民

的平均购买力水平下降，但包括加

工食品与饮料在内的印尼消费品需

求仍然维持在高水平。 

根据印尼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tik: BPS）的数据，印尼人会

将月收入的一半花在食物上。在

2004-2007期间，月人均食品支

出的综合年增长率（CAGR）达到

7.9%。

 

消费品

工业概述

印尼人均每月消费品支出

人均每月非食品类消费品支出

人均每月食品类消费品支出

来源：BPS，IRAI统计                                                                                       图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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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2007年，印尼人民在加

工食品与饮料方面的月平均支出增

长（CAGR）11.2%。加工食品与

饮料在食品类市场占有最大的份额

（但2006年例外）。

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其他行

业的增长速度大多放缓，有些还出

现负增长，但加工食品与饮料行业

实现了全年增长25.8%的超高增长

率。

尽管面临购买力水平下降的问题，

但市场分析人员对市场前景依然保

持乐观，并预测加工食品与饮料在

2009年的总销售额将达到550万

亿印尼盾。

 

印尼食品与饮料制造协会（Gabun-

gan Asosiasi Perusahaan 

Makanan dan Minuman Indone-

sia: GAPMMI）专家表示：随着国

内经济的回暖，食品与饮料行业在

2010年有望实现600万亿印尼盾

的销售目标。

由于年轻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收入

和购买力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人口）

，印尼食品与饮料需求在未来预计

会快速增长。年轻人通常比较忙碌

，常常会选择快餐等食品，而且他

们的思想相对开放，易于接受不同

种类的食品，因此印尼的食品与饮

料需求预计将迅速增长，在良好的

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将更快。

 

 
印尼加工食品与饮料行业销量与销量增长

销量

销量增长率

来源：BPS，IPAI统计                                                                                           图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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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尼人口众多，但包装食品

消耗量仍然相对较低。

印尼人购买力水平普遍降低（尤

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极大阻碍

了印尼包装食品行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不利因素是：印尼人更

愿意食用新鲜食品。他们认为：

相比于包装食品，新鲜食物不仅

价格更便宜，而且更加卫生。新

鲜食品在印尼的供应量充足，购

买非常方便。

在前十年内，印尼国内人口增加

了2300万。在下一个十年，预

计还将增加2200万。目前，印

尼人口预计已达到2.25亿。人口

基础庞大以及城市的人口密度提

高，因此使印尼的加工食品与饮

料市场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市

场之一。

印尼人口50%-62%居住在城市

，印尼的城市化程度比中国和印

度还高。

印尼年轻劳动力人口预计会不断

增加，他们一般比较忙碌并且更

喜欢消费，常常会选择快餐，而

且更容易接受全球各种不同口味

的食品和饮食习惯，因此印尼的

印尼年轻人口将为包装食品行业带

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工业概述

印尼人均每月食品类支出的前五位

人均每月支出

(印尼盾)

加工食品与饮料

米饭与谷类食物

烟草与蒌叶

鱼类

蔬菜

来源：BPS, IRAI统计                                                                                                       图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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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与饮料产品的市场前景

非常看好。

和生小孩后继续在城市居住，因

此推动了加工食品与饮料的需求

增长。上班女性常常没有足够的

时间自己制作食品，因此通常会

选择购买方便食品和包装食品，

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由于受教育人口增加，他们通常

更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健

康饮食消费的观念在印尼越来越

被普遍接受。

在2000年，卫生部实施了一项

称作“印尼2010年卫生计划”

的程序，大众媒介宣传各种更加

卫生和健康的计划，这将有助于

提高印尼人的卫生意识。印尼人

的卫生意识比以前更高，例如减

少肥胖食品消耗，摄入足够的维

生素和营养素，养成更加卫生和

健康的饮食习惯。

食品制造商正在积极开展各种研

究，旨在开发出各种更卫生的食

品，以满足印尼人追求更健康生

活的要求。

面条(特别是方便面）现在成为印

尼人第2主食，仅次于大米。印尼

人一般更喜欢方便面，而不是被其

他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和中国）作

为主要食物的传统面条。

因此印尼的方便面消耗量非常

高。每人平均一周就要消耗一

包方便面。

方便面不仅受到小孩的喜爱，同时

也受到大人的欢迎，因为方便面不

仅价格比其他加工食品便宜，而且

味道十分不错。

健康饮食消费是新的趋势

主食习惯的改变有助于焙烤食品与

面条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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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焙烤食品作为主食的印尼人

还不是很多。但焙烤食品（特别

是白面包）深受印尼中产阶级人

群和富人的欢迎，他们用来作为

早餐。政府在几年前采取了一些

措施，鼓励印尼人民使用各种主

食，以减轻对大米的依赖，从而

促使焙烤食品逐渐被更多的印尼

人消耗。

尽管包装食品销售量在印尼食品

类中居第三位，但很多印尼人仍

然不太消耗乳制品，这是因为印

尼消费者大多会认为乳制品价格

太高。

印尼是世界上第三大人口国家，

城市和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占印

尼总人口的很大部分，这类人口

人数至少有7000万。

牛奶是一种典型的乳制品，印尼

牛奶行业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3%,总销售额为20万亿印尼盾。

印尼的人均牛奶消耗预计将增长

11%，将从2008年的9.1公升增

加到2009年的10.1公升。

印尼牛奶的消耗量远低于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印尼牛奶行业还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

乳制品需求有待进一步调查

工业概述

销量（10亿印尼盾）

销量前6位的包装食品

焙烤食品

牛奶类食品

婴孩食品

甜食

面条

糖果与美味食品

来源：Euromonitor，IRAI统计                                               图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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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经济条件不太好，消费者也

需要饮用牛奶来补充身体营养。目

前，国内的牛奶生产量只能满足国

内需求的65%。

Frisian Flag 和 Danone Dairy 

Indonesia对印尼牛奶市场非常了

解。他们提供各种新颖的乳制品以

迎合小孩的口味。这两家公司在产

品销售方面非常成功，不仅是因为

他们为印尼大多数人提供价格公道

的产品，同时采取各种创新性的技

术让牛奶具有水果的口味，提高牛

奶对印尼小孩的吸引力。水果味道

的牛奶让年轻人更加的喜爱，因此

牛奶在未来将可能被更多的印尼人

用来代替其他软饮料。

这些公司的定价政策充分考虑了印

尼小孩的平均零用钱金额，即500

印尼盾到3000印尼盾之间。

Frisian Flag 推出了 Yess Mut-

Mut，这种产品每袋售价为500印

尼盾，而 Danone 和 Milkuat 奶

粉每袋售价分别为每袋500印尼盾

和1500印尼盾。 

乳制品的市场潜力不仅来自中低收

入人群，同时也来自中高收入消费

者，印尼人民越来越意识到需要

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由于牛奶生产商积极宣传牛奶对人

体健康的好处，以及各种医疗和卫

生站在印尼各地兴起，L-Men和

WRP等营养奶粉产品必会继续保

持强劲的增长。

Yakult是另外一个乳制品的成功

实例。该品牌自从2005年进入市

场以来，始终保持非常不错的增长

，厂家积极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向

民众大力宣传这种产品对人体健康

的好处，帮助Yakult成为印尼最

畅销的乳制品之一。 

婴儿食品在2004-2008年期间年

平 均 增 长 率 （ C A G R ） 高 达

27.46%，从而使婴儿食品的销量

迅速上升到包装食品中的第三位，

婴儿食品销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有以

下几个：

首先，婴儿食品生产商采取积极的

广告活动，让民众充分了解他们的

产品对婴儿的健康有益。其次，对

于需要花大量时间在外上班的母亲

而言，婴儿食品的使用非常简单和

方便，可帮她们节省时间。

婴儿食品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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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食品类的主要产品是婴儿乳制

品，很多母亲都选择将牛奶作为婴

儿的主要食物，因此尽管婴儿乳制

品在印尼的销售额和价格都比较高

，但仍然维持稳定增长趋势。

另外，婴儿乳制品会采用合理的营

养配方，年轻母亲认为完全可用来

代替母乳。众多著名的乳制品生产

商都会不断地改进产品，例如雅培

、GAIN、Enfamil、Enfapro、

Enfagrow和Enfakid等奶粉中添

加了母乳中固有的各种成份和营养

素，例如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花生四烯酸（ARA）、唾液酸

（SA）和合生素（一种由益生菌

和益菌生物结合而成的物质）。

印尼包装食品未来发展方向将主要

是各种款式的小包装食品，最近，

更多制造商采用更小的包装供应新

食品或原有产品，例如采用更满的

包装以降低包装成本。生产商认为

：印尼消费者主要关心食品的价格

，采用更满的包装后，可降低产品

成本和售价，因此更能吸引在意价

格的中低收入消费者。

另外一种更小包装形式是采用单人

份量包装。采用单人份量包装的食

品会提高产品的便利性和可购性。

同时也是一种吸引小孩的理想策略

，因此在印尼的牛奶店、巧克力糖

食店以及饼干行业可以看到采取了

这种策略。另外，单人份量包装同

时对生产商有利，因为采用单人份

量包装后，产品的单价实际上比采

用更大包装时更高。

印尼的包装食品行业比较零散，

6100家较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生

产商供应的产品占80%市场份额

，其他20%份额由家庭作坊和小

型生产商提供。这些小型生产商主

要是为低收入消费者提供不贴牌的

传统食物。相反，大型生产商通常

提供西式食品或品牌食品。

本地生产商和跨国生产商在印尼包

装食品行业所占市场份额基本相同

，本地生产商主要包括Indofood

、Mayora和Garudafood，跨国

生产商主要包括雀巢和联合利华。

同时，印尼市场的本地生产商和外

国生产商之间还成立了一些合资公

食品行业较为零散，本地生产商和

外国生产商之间维持一种市场平衡

采用更小的包装和更满的包装已渐

成新的趋势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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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例如 PT. Kraft Ultrajaya 

Indonesia 和 Heinz ABC 

Indonesia。

与本地生产商相比，跨国生产商

的最大优势在于资金充足，母公

司会为他们提供大力支持，因为

资金充足，他们通常会投入很大

的人力和财物资源进行市场调查

和产品开发。因此，跨国公司经

常会推出新产品和加强产品的技

术创新，特别是在产品中添加各

种对人体有益的配料。雀巢公司

就是一个例子，这家跨国公司每

年都会在产品开发方面投入大量

资金。雀巢公司重新设计了 Bear 

Brand牛奶的配方，添加了各种

抗氧剂和多种维生素，然后将产

品改名为 Bear Brand Gold。另

外，因为资金充足，他们常常会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和促销，

提升产品的市场知名度。

相反，国内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产

品更加便宜。因此，本地产品在印

尼中低收入消费者中间具有更高的

渗透率，这主要也是因为本地产品

通常具有更好的销售渠道。本地产

品并不会采用现代零售策略，但会

充分利用农村地区和爪哇以外地区

的传统销售渠道，提高消费者购买

产品的方便性。而外国公司的产

品通常会在各种现代超市内高价

出售。

许 多 知 名 本 地 生 产 商 ( 例 如

Indofood 和 Mayora）并不只

是 依 赖 低 价 销 售 策 略 。

Indofood提供品种丰富的方便

面产品（Indomie、Sarimie和

Supermie），在产品中融入了

各种创新元素，对国内客户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Mayora在印尼

第一个推出了印尼传统稀饭的即

食产品，即Super Bubur产品。

Indofood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产

品味道的不断改进，在本文审查

结束时，Indofood正在计划生

产一种以木薯粉作为原料的面条

。使用木薯粉作为方便面的原料

，来代替小麦粉，最多可以使用

30%的木薯粉，而方便面的味

道保证不会被改变。木薯粉比小

麦粉更便宜，因此通过这种措施

可以降低原料成本。如果这项计

划能够成功，则Indofood的产

品（尤其是方便性产品）将具有

更大的竞争优势。 

创新并不是跨国公司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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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在过去两年内非常稳定，

不过估计包装食品生产商在2010

年会提高产品价格10%。这次提

价是因为以下因素引起生产成本增

加。首先，政府正准备在2010年

将电价提高20%-25%，同时，电

力供应的不稳定性导致生产连续性

和效率降低，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

产成本；其次，在各种原料均涨价

后，生产商的利润开始下降。第三

，包装成本（约占总生产成本的

7%左右）同样开始升高。

因此，包装食品生产商在维持持续

的利润率方面可能面临很大的挑战

，印尼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因

此包装食品行业中充斥着各种“不

可思议价”和“最低价”产品。只

要这种“不可思议价”产品价格稍

有增加，例如增加到600印尼盾或

1200印尼盾，就会导致销售量下

降。因“不可思议价”产品的存在

，为了实现持续赢利，生产商不得

不拼命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最高的

生产利用率，而不是提高产品的价

格。

即使生产商为维持利润率而成功实

现了生产的最高效率和利用率，但

因为生产成本的增加，最终导致生

产商的获利能力大大降低。因此，

500印尼盾的“不可思议价”可能

不得不提高到1000印尼盾。

印尼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

。路途遥远、交通条件差、气候恶

劣和大量消费者居住在农村，都是

在建立完善销售系统时必须面临的

主要挑战。不合适的销售渠道会阻

碍产品市场的扩大，从而对业务带

来不利影响。印尼的食品销售网络

包括全国性的经销商、主要面向各

地区的大量代理商/分销商及众多

批发商构成。

另外，各省内缺少合适的港口是

现有经销系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海港内的水深不够，只允许小

型船只航行，同时港口缺少足够

的装卸设备，因此不可避免地造

成拥挤、发货延迟等情形，印尼

东部用于运输的船只更少。

这种情形会使印尼包装食品市场

的竞争环境更加零散，尽管家庭

生产和小型公司生产的产量仅占

总产量的20%，但全国共有数千

家生产商。这些生产商一般分布

在印尼各个地方，大多数生产商

的业务都集中在生产地附近。因

销售系统是行业的主要挑战之一

2010年食品价格预计会增加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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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零售行业增长趋势强劲，各

外国零售商和地方零售商争相涌

入竞争激烈的印尼零售市场。外

国公司自从1998年起开始投资

印尼零售业，现在甚至已与本地

零售商平起平坐。

大型超级市场（领导者为家乐福

）在印尼零售市场仍然占据主导

地位，完成的销售量约占印尼零

售业总销售量的40%左右。印尼

零售业现有从业人数350 ,000 

左右。尽管印尼零售业前景光明

，但政府仍然需要加强管理和监

督。另外，基础设施不完善同样

会给零售业带来挑战。

资金有限，很难建立覆盖其他更

远地区消费者的经销系统。

概述

零售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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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激烈，几乎所有的零售

商在这些高峰期内都会提供打折

优惠。

尽管传统零售商仍然处于主导地

位，但市场份额正在减少，2008

从传统购物到现代购物的体验

每年有三个销售高峰期，分别是

伊斯兰开斋节(Eid-al-Fitr)、学

校寒暑假和圣诞节。每年总销售

量的50%都集中在这些高峰期。

特别是在伊斯兰开斋节(Eid-al-

Fitr)，主要零售商商品的销售量

常常会为平常的两倍甚至三倍。

传统零售店与现代零售店市场占有率的对比

现代零售店市场份额（%）

传统零售店市场份额（%）

来源：Nielsen,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IRAI统计, 2009年                           图3.26.1

现代零售行业总销售额和增长速度

总销售量（10亿印尼盾）

总销售量

增长率

来源：Nielsen,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IRAI统计, 2009年                        图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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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现代零售商与传统零售商的

市场份额对比为37%对63%。随

着现代零售业的不断增长，这个

比值到2 0 1 4年估计将降低到

5 0 : 5 0 。 大 型 零售 商 ，例 如

M a t a h a r i 、 R a m a y a n a 、

Alfamart 和 Indomaret，正在

印尼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积极

开拓新的市场，采取积极的发展

策略。

国外的流行趋势和偏好正在被印

尼人广泛接受，人民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这些都推动了现代零售

店销售量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在

城市）。现代零售店通过采用新

技术和经营战略而获得更多顾客

的青睐。根据 Nielsen 的调查结

果，现代零售店之所以能够刺激

消费者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易于

到达、卫生条件好、产品种类齐全

和富有吸引力的促销活动。

全球经济危机对消费品需求的影响

全球经济危机会对汽车和金融行业

影响很大，而对零售业的影响相对

较小，即使人民的购买力水平因受

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下降，但人民仍

然必须购买消费品满足基本生活需

求。零售行业2009年增长率预计

为零或稍有增长。

到2010年，由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

印尼国内需求的强劲，零售行业预

计将恢复到两位数的增长。随着全

球经济的回暖，人民的购买力水平

将提高，消费者需求将不断增长，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零售行业的发展

。从2010年初开始，新的零售店

可能会开始在印尼各地迅速发展。

工业概述

2008年印尼现代零售店市场份额

其他

来源：IRAI编制，2009年                                                                                   图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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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销售总额预计将达到80

万亿印尼盾（合85亿美元），与

2008年数据基本持平。2009年的

零售业增长速度预计不会超过5%（

同比）。即使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逐渐消退，2009年也会有其他若

干因素阻碍国内零售业的增长，包

括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以及一些

自然灾害的发生。

大型超级市场处于主导地位

自从2003年进入印尼市场以来，大

型超级市场逐渐在印尼零售行业内

占据主导地位，现代零售店完成的

零售量为印尼国内总零售量的近

40%。大型超级市场实力强劲，为

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低价商品，使消

费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保证顾客

可以非常方便地买到想要的商品。

外国零售商的实力日益强劲

印尼人口基数大，人民生活方式正

在发生改变，这对于外国零售商巨

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2003年，

国内零售商销售额占现代零售市场

销售总额的74.3%，到2008年，国

内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将下降到60%

。同时，印尼零售商协会（Asosiasi 

Pengusaha Retail Indonesia, 

Aprindo）正在游说政府建立一个有

利于国内零售商的市场。除了现有

的外国零售商家乐福、乐天、德尔海

兹（Lion Superindo）、Giant、99 

Ranch Market、OK 便利店、

7-Eleven外，沃尔玛和Tesco也正

计划印尼零售市场。 

Aprindo到2009年11月止共有

8500个零售成员，相比于2008年 

供应丰富

最新趋势

2006-2008年主要零售店的销售量
总销售量（10亿印尼盾）

来源：IRAI编制，2009年                                                                                        图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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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1000个。这个数值中并没

有包括几乎在每个街头都可以看到

的小型零售店。现代零售店仍然主

要集中在爪哇（85%)，尤其是大雅

加达（Jabodetabek），其余15%

分布在爪哇以外地区。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零售商涌入市

场，印尼零售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

。有些外国零售商在印尼不幸经营

失败和被迫停业（特别是专卖店）

，但更多的外国零售商均取得了成

功，并且正在不断发展中。根据

Nielsen的调查表明，现代零售店在

印尼市场的渗透率相比于其他亚洲

国家仍然比较低。Nielsen的调查结

果为：每百万人口中现代零售店的

数量为52。 

2008年，PT Carrefour Indone-

sia在印尼拥有45家大型超级市场

，总销售额为12.60万亿印尼盾，在

印尼现代零售市场内占有最大份额

； Hypermart 的运营商 PT 

Matahari Putra Prima Tbk位列第

二位，总销售额为9.09万亿印尼盾

；PT Hero Supermarket Tbk居

第三位，总销售额为5.84万亿印尼

盾，拥有34家Giant大型超级市场

、60家Giant超级市场、124家

Starmart迷你市场、50家Hero超

级市场和191家保健及美容产品零

售连锁店；PT Ramayana Lestari 

Sentosa Tbk的百货公司位列第四

，在印尼的总销售额为5.53万亿印

尼盾。所有这些公司在2006年到

2008年之间的经营利润均实现了

正增长。尽管利润增长，但公司仍

然需要密切注意收支平衡的变化。

例如Matahari在2008年遇到的情

况，高额的外汇损失和利息支出差

不多可以抵消全部利润。在2008

年，尽管Matahari营业利润同比（

yoy）增长22%，但由于外汇损失

，结果纯利润同比（yoy）竟然下

降94%。Ramayana的情况也与此

类似，在2006年，Ramayana的

经营利润同比增长12%，但因为外

汇损失，结果实际收入仅仅增长了

3%。上述所有供应商都是上市公司

，其中家乐福并未在印尼证券交易

所上市，而是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和

Euronext 证券交易所上市。 

印尼的大型超级市场大多战略性集

中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因此能够

吸引更多的顾客，并与小型零售店

直接竞争。印尼以后估计还会有更

多的大型超级市场开业。大型超级

市场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它们为顾

供应结构

1. 大型超级市场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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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的一站式解

决方案。这些大型超级市场价格竞

争非常激烈，并且多分布在交通发

达地区。

印尼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各种超级

市场或杂货店。超级市场是一种自

助式商店，供应各式各样的食品和

日常家用品，所有商品分门别类布

置和码放。印尼最大的超级市场连

锁店是Hero超级市场，其中有一

些现已换牌为Giant超级市场。印

尼国内存在各种经营理念完全不同

的超级市场，一些超级市场面向本

地人及侨民，有些超级市场（例如

Da i so、Mus t a f a超级市场、

India Papadam、Mu Gung 

Hwa）的产品面向特定民族居民。

随着大型购物中心的迅速发展，印

尼的百货商店亦相应发展。印尼国

内存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百货商店，

面向不同的消费群体，Sogo、

Metro、Debenhams和Harvey 

Nichols这四家百货商店主要面向

中高收入消费者，而Meanwhile、

Matahari、Ramayana和Rimo主

要面向中低收入消费者。

总的说来，便利商店的销售额要低

于大型超级市场。不过，印尼的便利

商店在近几年来增长迅速，大多数

便利商店都是特许专营联锁店，它们

会提供便利的购买场所并延长营业

时间（有些便利店是24小时营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需求更加具

体化和精确化，专卖店现在正变得日

益流行。专卖店（例如 Guardian、

Century Healthcare、Bhinneka

计算机店、Mitra 10、Home Fix 和

Electronic City（电子城））会采用

具有吸引力和新潮的商品展示方式

，并配上知识丰富的销售助理，帮助

消费者购买到理想的商品。它们允

许顾客在购买之前对各种不同生产

商的产品进行比较。

3. 百货公司

4. 迷你市场/便利商店

5. 专卖店

2. 超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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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者的违法情形

主要零售商违法的情形在印尼并不

鲜见。家乐福据说在过去两年内违

反政府法规至少8次，包括：收购

PT Alfa Retailindo Tbk的79.9% 

股份，违反反垄断法；在Mega 

Mall Pluit新开一家大型超级市场，

占地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违反

第2/2002号地区政府法规第9条规

定（Pasal 9 Perda No. 2/2002);

涉嫌对供应商提出不公平的贸易条

款，并被印尼加工肉类协会（

Asosiasi Pengolahan Daging: 

N a m p a）、印尼电子协会（

Gabungan Elektronika Indone-

sia: Gabel）和印尼化妆品协会（

Persatuan Perusahaan Kosme-

tik Indonesia: Perkosmi）发现。

这些不公平贸易条款包括：总额折

挑战与机遇

工业概述

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教授

2010年，全球的零售业商竞相涌入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印度尼西亚零售业将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印

度尼西亚将开发更多零售渠道，使印度尼西亚的零售

业更加专业化和企业化。

印度尼西亚零售业内存在两个不同且可分开的目标市

场（高收益市场和低收益市场），通过这种划分可确

保传统零售业和现代零售业的共存。

为了使这两个市场共存和协调发展，政府需要通过颁

布明确的法规，提供政策激励和战略支持，以及更好

地协调各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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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额外回扣、年挂牌费、无事先

通知时终止购销协议。因此，竞争

监督委员会（Komisi Pengawas 

Persaingan Usaha: KKPU）要求

政府对这些违法情形严格控制。

政府监督和执法力度不够

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些法规专门管

理现代零售店和现代市场活动，

例 如 颁 布 工 贸 部 法 令 （ S K 

Menperindag），加强对小型零

售店的保护。不过，政府监督和

执法的力度不够。现代零售市场

的准入方面始终存在问题，因此

，大多数大型零售店都战略性分

布在印尼大城市中心地点，造成

了与小型零售店的直接竞争。

政府机构之间的协作和配合欠佳，

导致上述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在

雅加达，现代零售市场和大型购物

中心的准入证由地方政府发布，特

别是由特区长官/市场和省长发布。

根据第112/2007号总统法令、工

贸部第53/2008号法令以及第

2/2002号地区法令规定，在批准

市场准入证时，应该考虑零售分区

规则。

第112/2007号总统法令和工贸部

第53/2008号法规明确规定了成立

现代零售店的规则，例如迷你市场

、超级市场、百货商店、大型购物

中心和大型超级市场。根据这些规

则，大型超级市场只允许布置在主

干道（长途车辆高速行驶的公路）

旁边和集散公路（车辆中速行驶的

公路）旁边。而超级市场和百货商

店不能布置在低速公路（短途车辆

行驶）旁边。

第2/2002号地区法规规定：现代

零售店必须与传统市场中心相隔一

定距离。例如，占地面积超过

4000平方米的现代零售店相隔地

方市场至少要有2.5公里。但有些大

型超级市场运营商未遵守该法规，

例如Giant的分支Plaza Semanggi

相隔Bendungan Hilir传统市场不

到2.5公里。

零售市场的增长会受到基础设施不

完善的影响。例如，如果经常在三

个主要购物高峰期内发生停电，将

严重影响销售，从而给零售运营商

带来严重损失。另外，全国电价即

将上涨，为了维持利润率，零售商

将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

基础设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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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印尼现代

零售行业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印尼是一个群岛国家，为了支持

现代零售店建立高效的销售系统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一个必

要的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将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并且因商

品的交货期延迟，要求运营商有

更多的流动资金。

政府已经确定了12.5万亿印尼盾

的预算，将用来补贴增值税和进

口税。这项举措有助于降低零售

商品的成本增加。另外，政府还

会提供一项年度困难补助预算，

为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资金和贷款

补贴。这些措施将促进国内消费

，最终提高现代零售商店的销售

量。

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在过去三年内

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8%

。2009年增长率提高到12%，总

市场价值从2008年的30万亿印度

尼西亚盾增加到2009年的34万亿

印度尼西亚盾（合美元34亿）。

对于医药产品行业而已，印度尼西

亚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印度

尼西亚是世界上第4大人口国家，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因此

到2025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2.75

亿。不过根据人均GDP和医药品支

出计算，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卫生保

健方面的支出相对低于附近国家。

例如，菲律宾的人均GDP与印度尼

西亚差不多，但印度尼西亚的人均

医药品支出却比菲律宾低25%。

市场潜力巨大，尚待开发

税费和补贴

药品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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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27.1Source: IMS Health, 2009

Size & growth of demand for pharmaceuticals in Indonesia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表明

：在2006年，印度尼西亚仅仅将

GDP的2.5%用于卫生事业，低于

东南亚国家3.4%的平均水平。

上述数据表明，印度尼西亚医药品

市场尚待进一步开发，有着巨大的

市场潜力。随着国内人口的增多和

人均寿命的延长，医药健康产品的

需求在未来将不断增长。

随着印度尼西亚人整体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印度尼西亚人民会遇到各种新的

健康问题，国内健康保健产品供

应量现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

求。随着更多印度尼西亚人选择

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各种“富贵

病”发生几率大大增加，例如心

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同时，年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

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需要健康保

健产品，印度尼西亚人民可支配

收入的增加也会促使健康保健产

品需求增长。也就是说，“市场

蛋糕”越来越大。所有迹象都表

明：医药卫生市场在未来几年内

将不断增长。

医药产品出口额在过去五年内平

均每年增长15%，2008年达到

2.05亿美元。2005年的增长速

度为18%，而2006年和2007年

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5%

出口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印尼医药品需求的规模与增长

（
1
0
亿
印
尼
盾
）

市场规模（lhs）                  市场增长率（rhs）

来源：IMS Health，2009年                                                                                    图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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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回落到16%。但未来

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特别

是在2010年签订东盟医药市场一

体化协议后（原定于2009年签订

），增长趋势将更加强劲。实施东盟

医药市场一体化后，东盟一体化医

药市场的总规模将是现在印度尼西

亚医药市场规模的三倍，因此将为

优秀的医药公司提供更多的机会。

同时还有其它几个国际协议也正在

谈判中，必将进一步扩大印度尼西

亚医药产品的出口市场。中国将在

2010年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因此将带来新的业务机

会，但同时也会对印度尼西亚医药

公司造成威胁。东盟国家与澳大利

亚、新西兰与2009年2月签订了

一份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且

正准备与印度签订该协定，已于

2009年7月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

的批准。同时，与日本的自由贸易

协定正在实施中，在协定范围内，

医药品的价格将降低5%。

相比于非处方药（OTC）销售量每

年平均增长17.3%，处方药在过去

两年内的销量增长相对较缓，仅为

9.9%，但处方药的市场规模仍然

高出非处方药30%。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均具有吸引力

工业概述

2006年医疗健康费用支出

印尼

文莱

柬埔寨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人均医疗健康费用总支出（美元）（rhs）

医疗健康费用总支出占DGP的百分比（lhs）

（美元）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             图3.27.2

医药产品出口

（百万美元）

来源：BPS，IRAI统计                                           图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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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管是处方药还是非处

方药，其市场规模都会继续增长。

广告和促销活动有助于提高产品知

名度，增加产品的市场需求，并同

时创建非处方药（OTC）产品的

著名品牌。另一方面，人均收入的

增加也会推动健康专业机构和处方

药的需求。

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实力非常分散

，竞争异常激烈。印度尼西亚国内

医药公司超过250多家，其中大约

40家公司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暂无任何公司占有绝对市场优势，

两家最大的医药公司是Ka l b e 

Farma 和Sanbe Farma，这两

家公司都是本土公司，2008年的

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4%和6%，其

它所有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都不超过

5%。排名靠前的公司中，大多数

都是私营公司，前五强中只有

Kalbe Farma 和 Tempo Scan 

Pacific两家公司是国营公司。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本土医药公

司都会受到跨国公司的打压，但印

度尼西亚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印度

尼西亚是由本土公司占据医药市场

主导地位。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前5

强公司和前10强公司中的7家公司

都是本土公司，这7家公司占有印

度尼西亚医药市场（包括一些外销

市场）40%的市场份额，而跨国

公司的前三强（Pfizer、Bayer和

GSK ）共占份额仅为8%。 

不过跨国公司的销售预计在未来将

增长（不管是绝对销售价格还是市

250多家医药公司参与市场竞争

本土公司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2008年医药公司市场占有率

其他

来源：IMS Health, 2009年                                                                      图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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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百分比），究其原因为：第

一，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

）协定的实施，一些小型医药公司

可能难以满足良好生产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标准和东盟通用技术文件/东盟通用

技术要求（ACTD/ACTR）。

其次，本土医药公司仍然占据市场

主导地位，印度尼西亚本土公司主

要面向普通大众，而跨国公司只是

面向中高收入消费市场，随着印度

尼西亚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

将变得更加富裕，因此跨国公司的

顾客群体将不断扩大。

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所采用的原料

90%都是从其它国家进口，其中

60%-70%从中国进口，20%从印

度进口。因为供应原料的中国公司

将继续与外国医药公司（主要是欧

洲公司）达成供应协议，在中国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公司以合理

的价格供应优质原料，因此在未来

几年内，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依赖

中国公司供应原料的局面不会发生

变化。

印度尼西亚医药公司主要致力于

非商标产品、商标普遍产品（非

专利产品）和其它国家许可的产

品的生产与销售，而不是研发。

因此，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更像

零售业，而不是以研发为基础的

行业。印度尼西亚医药公司在研

发方面的平均投入不到销售收入

的2%，而全球公司一般为20%

。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鼓励研发，上述情

况将很难得到根本改善。

印度尼西亚医药公司90%分布在

爪哇，其它10%大多分布在北苏

门答腊。

集中分布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印

度尼西亚医药公司大多数原料都

依赖进口，当生产厂设在爪哇后

，交通方面将更加便利；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有

60%居住在爪哇。医药公司注意

到：在爪哇以外地区，基础设施

更不完善，人口更加稀少，人口

密度仅为爪哇人口密度的十分之

一。

国内医药行业高度依赖进口，研发

投入不够

医药生产厂主要集中在爪哇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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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医药市场的发展面临

一些威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研发实力相对薄弱，因此

在未来很难产生重大医药产品发

明；其次，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

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医药行业带来

了很大的威胁，由于医药产品销

售网络极其复杂，法律部门执法

不严，因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伪

劣产品的问题。印度尼西亚的假

冒伪劣现象预计将更加猖獗；一

家当地NGO协会估计假冒伪劣产

品占有印尼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1.5%，而印度尼西亚国际制药集

团预测这个数据可能高达25%。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假药导

致人员死亡的相关报道，但假冒

伪劣产品不仅会危害公众健康，

同时也会对诚实经营的医药公司和

政府带来损害。假冒伪劣药品的购

买者不仅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同

时身体健康和疾病治疗也会受到影

响。同时，假冒伪劣产品会影响诚

实经营者和政府的利益，对医药市

场带来冲击，使诚信的生产商和政

府所得收入大大减少。

总的来说，印度尼西亚对医药产品

的管制并没有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

严格，主要管理机构是国家药品食

品控制中心（Badan Pengawas 

Obat dan Makanan: Badan 

POM）。印度尼西亚法规并没有

设置严格的进入壁垒。

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可能是印度尼

西亚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医

威胁主要来自研发薄弱与伪劣产品

医药行业设置合适的进入壁垒

印尼医药公司2009年地区分布情况

中爪哇

万丹

北苏门答腊

日惹

其他

西爪哇

雅加达

东爪哇

来源：出自GP Farmasi，2009年                                                  图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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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述

国际药业集团（IPMG）董事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药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人民购

买力的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制药工业在未来必将保持

持续增长。年增长率预计为8%，2008年医药行业总

市场规模估计超过30亿美元。但印度尼西亚的人均医

药消费水平仍然非常低，是东南亚最低的国家之一，

不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未来的潜力巨大。随着印度尼

西亚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人民寿命的延长，医药产品的

需求必将不断增长。

政府支持（包括颁布卫生保健政策和法规）对确保医

药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非常重要。大多数投资者和有

关方均表示满意印度尼西亚目前的卫生系统，我们已

做好准备，将参与东协自由贸易区（AFTA）内新的市

场竞争。

首先，印度尼西亚政府需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特别

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法规，确保对投资者更加友好。其

次，印度尼西亚政府和食品和药品管理局（BPOM）

需严格执行现有法规，尤其是最低质量标准的各项法

规。最后，需要加强政府和医药公司之间的沟通，使

政府的政策能够体现行业需求。

医药行业将致力于增进公众健康，我们希望能够与相

关机构齐心协力，一起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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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印尼现代

零售行业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印尼是一个群岛国家，为了支持

现代零售店建立高效的销售系统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一个必

要的条件。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将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并且因商

品的交货期延迟，要求运营商有

更多的流动资金。

政府已经确定了12.5万亿印尼盾

的预算，将用来补贴增值税和进

口税。这项举措有助于降低零售

商品的成本增加。另外，政府还

会提供一项年度困难补助预算，

为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资金和贷款

补贴。这些措施将促进国内消费

，最终提高现代零售商店的销售

量。

税费和补贴

创意
产业

院对资金的需求因医院类型的不同

而不同，例如，一家为高收入阶层提

供综合医疗服务和最先进医疗设施

服务的医院，比面向中低收入人群

的医院，显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我

们一般认为医药行业是资金密集型

行业，不过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有所

不同，实际上资金缺乏并不是印度

尼西亚医药行业的最大障碍，印度

尼西亚医药行业在研发方面投入很

少，许多医疗机构都只是在特定区域

内提供服务，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经

营，因此往往并不需要庞大的资金。

在2009年6月10日，卫生部颁布

了No. 104/PMK.03/2009法规，

限制经营者在广告宣传方面的支出

，规定只有当宣传支出低于销售额

的2%或250亿印度尼西亚盾（按两

者中较低者计算）时，才能享受政

府的减税待遇。该法规的颁布对医

药行业经营者的利益有一定影响。

因为几乎所有主要经营者，包括PT 

Kalbe Farma Tbk 和PT Merck 

Tbk，2008年在宣传方面的支出都

超过了销售额的10%。因此，该法

规可能会阻碍商标产品的发展，商

标产品通常需要通过大量广告向民

众宣传产品的功效及价格的优势。

根据卫生部第1010 / MENKES 

/PER/XI/2008法规规定，在印度

尼西亚经营的外国医药公司必须

在本地设有生产工厂，否则不能

批准其药品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

，国家药品食品控制中心对于一

些公司（包括未在印度尼西亚设

有生产设施的批发商和经销商）

的新药品注册申请已经明确拒绝

或延后处理。如果这项法规不予

修改，则一些外国公司不得不退

出印度尼西亚市场，因为他们的药

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一般为两年

，并且很快就要到期，一些国家明

确表示将关注该法规的修改。

创意与管理 – 这是两个不同的主

题，前者与创新和技术发展有关

政府对宣传活动的限制可能会阻碍

商标产品的发展

强制要求本地生产，引起外国投资

者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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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与政府机构密切相关。然

而，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总

统宣布2009年是“创意产业年”

。他不仅在贸易展览会上正式支

持创意产业，同时宣布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创意印尼”的运动，

并颁布第6/2009号总统法令，为

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 要求

24个部门、其他政府机构及地方

政府制定行动计划，确保从各个

领域发展创意产业，印尼政府对

创意产业的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根据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

贸易部门的定义，创意产业一般

是指那些“源自个人的创造力、

技能和天赋，通过知识产权的开

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

潜力的行业”。

创意产业可包括以下14个子项目：

1. 广告，包括广告的所有支持活

动，例如市场调查、媒体传播、

室外广告、广告材料的生产、印

刷和电子广告（电视和无线广播

设备）及公共关系活动等；

2. 建筑，包括与建筑有关的所有

活动，在宏观上，包括城市设计、城

镇规划和园林设计等，在微观上

，包括房屋建筑和房地产开发等；

3. 文物和艺术市场，包括与艺术

原型、独特和高美学价值的文物

和艺术品贸易有关的所有活动；

4. 工艺品；包括与工艺品设计、

生产和销售有关的所有活动，工

艺品通常是纯手工或使用简单工

具完成（一般是少量生产，而不

是大规模生产）；

5. 设计，包括与图形设计、工业

设计、产品设计、室内设计、品

牌与企业形象咨询与管理有关的

所有活动；

6. 时装，包括与时装设计、配饰

设计有关的所有活动，以及时装

的咨询、生产和销售等活动；

什么是创意产业？为什

么创意产业会获得印尼

政府的强力支持？更重

要的一个问题，即创意

产业的未来前景如何？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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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视频、电影和摄影，包括剧本

创作、影片翻印和电影摄影等上

游活动，还包括电影、影片和图片

作品的制作和发布；

8. 互动游戏，包括所有与娱乐游

戏、教育游戏的生产与销售有关的

所有活动；

9. 音乐，包括所有与歌曲创作、

音乐演唱管理、唱片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有关的所有活动；

10. 视觉表演艺术，包括与戏曲

创作和戏剧表演有关的所有活动；

11. 出版，包括与著作或文字作

品的创作和传播有关的所有活动

，以及与文字作品向公众发布有关

的相关活动；

12. 计算机和软件开发，包括与

信息技术开发有关的所有活动，

例如数据库开发、软件开发、系

统综合、网络组建和硬件开发等；

13. 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包括与

各种电视和广播节目的构思、安

排和制作有关的所有活动，例如

在电视和无线电播放中播放的游

戏、知识测验、真人秀、娱乐动

态和新闻等节目；

14. 研究与开发，包括与科技研

发有关的所有活动，既可以通过研

发开发出更好的产品、系统、材料

、工艺、方法和工具，同时还可以用

来实现更深的市场渗入。商业咨

询与管理也属于研发范畴。

虽然创意产业是一个新的概念，但

其实该产业早已存在。例如服装行

业，很早就有大量的缝纫工人在生

产各类服装。当采用创意产业概念

后，表示一个新的产业：改革、创

新和创造性的。总之，创意产业有

很高的附加值，从下面的数据中就

可以看出创意产业对国家经济的影

响。

创意产业会从各个方面对印尼经

济带来巨大影响-例如，贡献国

内生产总值（GDP）、提高就业

率和出口创汇。在2002-2006

年期间，创意产业贡献了GDP的

6.95%，即104,637万亿印尼

盾，在此期间，创意产业每年创

造了540万人次的就业岗位，以

及实现每年平均70万亿美元的出

口。

创意产业对印尼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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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创意产业对印尼GDP的

贡献率在所有行业中位列第9，超

过了电子、天然气和水业。在增长

率方面，创意产业排在第5位，同样

超过了电子、天然气和水业，而前4

位分别为：交通运输，贸易、酒店与

餐馆，金融、房地产和企业服务，制

造业。

对2006年创意产业总产值贡献率

最 高 的 子 项 目 包 括 ： 服 饰 （

43.71%)、工艺品（25.51%）

、广告（7.02%)和设计（5.88%

）。其中服饰和工艺品的产值分别

为462.3万亿印尼盾和290.1万亿

印尼盾，在2002-2006年期间印

尼创意产业中位列前两位，排在第

三的是广告，2002-2006年期间

平均年产值为35.3万亿印尼盾。

在综合年增长率（CAGR）方面

，增长率最快的依次为：音乐（

16.81%）、出版物 (11.92%)、广

告 (10.89%)、建筑（10.84%）

、计算机与软件（10.54%）。不过

2002-2006年期间，创意产业对

国家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仅占

0.65%，与全国5.24%的GDP 

CAGR相比，比重非常小。即使如

此，许多创意产业子项目在2002-

2006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全国

GDP综合年增长率（CAGR），包括

广告、出版物、建筑、电视与无线电

广播、计算机与软件、艺术市场和

古玩，互动游戏和视觉表演艺术。 

在对GDP的贡献方面，创意产业

中服装和工艺品预计将位列前两位

。虽然这两个子项目在原有国际市

场的份额有所减少，但他们在非洲

和中东开辟了新的市场。到2009

年年底，通过采取积极的促销、折

扣优惠和午夜销售等措施，服装和

工艺品的销量正在逐渐恢复。另外

，一些节假日（例如开斋节、圣诞

节、元旦和中国农历新春）均会带

动消费支出。

创意产业的GDP贡献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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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消费

在2006年，创意产业吸收了大约

490万就业者，在吸收就业者人

数方面，在所有行业中排第6位，

并超过了建筑服务行业，金融行

业，采矿业，电力、供气和供水

行业。尽管创意产业的从业者人

数的综合年增长率在2002-2006

年期间为负增长（-4.37%)，但

有几个子项目仍然比国家GDP的

综合年增长率（1.02%)要高。

服装（262万）、工艺品（152

万）和设计（27万）仍然是创意

产业中吸引就业者人数最多的，

不过这三个子项目在2002-2006

年期间从业人数有所减少，增长

率分别为-3.34%、-7.59%和

-8.34%。相反，在2002-2006

年期间，音乐（10.50%）、广告

(12.17%)、建筑（12.12%）、计

算机与软件（11.82%）和互动游

戏（10.90%)的从业者人数却明

显增加。

创意产业2 0 0 6年的出口额为

814.3亿印尼盾，在所有行业中

排在第五，创意产品是印尼最重

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出口额高于

其他很多传统产品，例如制造品

（727.7亿印尼盾）、动物和植

物油（558.4亿印尼盾）、食品

与活体动物（459.2亿印尼盾）

、化学品（463.2亿印尼盾）、

饮料和烟草（32.5亿印尼盾）和

创意产业出口额

2006年各行业对PDB的贡献

创意产业

制造业

农业、林业和渔业

贸易、酒店与餐馆

采矿

公共服务

金融、房地产和企业服务

交通运输

建筑服务

电力、供气与供水

来源：Depdag，IRAI统计，2007年                       图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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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品（48.1亿印尼盾）。在

2002-2006年期间，创意产业

出 口 额 的 综 合 年 增 长 率 达 到

7.86%。

在2002-2006年期间，服装在

创意产业出口中占有最大的贡献

，服装类的总出口额为535.2亿

印尼盾，几乎是贡献率第二位的

工艺品出口额的两倍（264.1亿

印尼盾）。音乐在2002-2006年

期间的出口额位列创意产业中第

四位，但综合年增长率（CAGR）

为负增长（-24.27%）。相反，

设计、互动游戏、艺术市场和文

物、广告和建筑在此期间出口额

明显增长。同时还有几个子项目

无任何出口，例如视觉表演艺术

、计算机与软件、电视与无线电

广播、研发等。

印尼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创意产

业对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协定、欧盟）、技术进步（

互联网和手机）和消费行为改变

（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行为更加

理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消费

者要求提高等），利用创意产品

以最少的资金和资源提高竞争优

势已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做法。

印尼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工业概述

2006年创意产业

不同子类的从业人数

出版物
其他

音乐

工艺品

设计
电视与无线电广播

服装

来源：Depdag, IRAI 统计, 2007年                       图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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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创意产业年”之后，

贸易部部长 Mari Elka 宣布：

贸易部已经从年度预算中拨出

500亿印尼盾，用来推动印尼创

意产业。2009年至少举行了25

场不同的展览会，展出印尼创意

行业的各种产品。

在未来几年内，这类展览会只会

更多。

2009年，创意产业迎来新的发展

前景，广告客户在该年支出了

29.89万亿印尼盾用于电视广告，

相比于2008年的26.24万亿，增

长了14%。印刷媒体（例如报纸

、杂志和小报）的广告收入也从

2008年的15.47万亿印尼盾增加

到2008年的18.68万亿印尼盾。

2010年对于创意产业而言非常关

键，2010年举办的足球世界杯必

将带动更大的创意产品需求，特别

是 广 告 、 媒 体 及 相 关 业 务 。

Nielsen通过研究表示：2010年

世界杯将使广告客户的广告投入比

2002-2006年期间不同创意产业子类的从业人数综合年增长率

研究与开发

服装

电视与无线
电广播

音乐

建筑广告

视觉表演

工艺品 设计

计算机
和软件 互动游戏

出版物

艺术品市场
与古玩

电影、视频
和摄影

来源：Depdag, IRAI统计, 2007年                                                                        图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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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增加16%（2002年世界

杯使广告业务量大幅增长，相比上

一年增加了32%）。Nielsen同时

表示：香烟、食品和饮料等消费品

生产者通常会利用足球比赛进行广

告宣传，从而提高他们的销售量。

根据预测，广告业务将从4月份和

6月份开始增加，一直到世界杯结

束后开始逐渐降温。

对创意产业未来充满信心的另一个

原因是政治方面。在2010年，全

国共有244个地方选举，这必将带

动创意产生的发展。2009年尽管

经济下降，但全国普选和最后一次

立法选举使媒体公司的广告收入大

大增加。在政治和政府宣传活动者

中，广告支出（3.64万亿印尼盾

）为第2位，仅次于无线电广播（

3.88万亿印尼盾）。总统候选人

和专业集团党是2009年印尼第三

大和第五大广告客户，广告支出分

别为3080亿印尼盾和3030亿印

尼盾。

在创意产业发展中，地方政府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城市对人类的重要

性越来越被广泛关注，创意产业的

发展应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城市

是各“创意”类人才生活、交往、

游戏、交流经验、分享思想和最终

创造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

进入创意产业的大潮，万隆将自己

定位为“万隆-创意城市”，正在

努力将制造商业（例如受中国进口

服装产品严重影响的纺织行业）转

变为创意行业。日惹同样大力发展

创意产业。Cimahi 正在从纺织工

业中心向电影和信息技术城市转

变 。刺绣工艺品带动了打横（

Tasikmalaya）创意产业的发展

，而三宝垄更是将Lawang Sewu

区划分为创意产业中心。

政府同时制定了创意产业远景目标

：到2015年，创意产业对国家

GDP贡献至少达到8%，吸引国内

劳动力至少7%，创意产品出口占

总出口的比例至少上升到12%。

创意产业公司数量到2015年将增

加1.5-2倍。政府同时还制定了本

地品牌（ 6%）、本地设计（

39 . 7 0%）、本地知识产权（

38.94%）和本地专利（4%)等各

项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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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印尼创意产业增长的制约因素

主要有以下几个：

根据印尼工商会的（ K a m a r 

Dagang dan Industri: Kadin）

的观点，印尼创意产业对各种创造

性人才依赖很大，因此急需进一步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必须开设各

种课程和培训。

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程度仍然不

够。许多印尼人仍然愿意购买最便

宜的产品，而不管产品的源产地在

哪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例如

互联网），使信息的复制和分享都

非常方便，因此上述不利情形更加

严重。目前，政府并未采取有力行

动对创意产业原作品的知识产权进

行有效保护，另外，政府需要建立

一种高效、简单的管理系统，通过

法规和非金融措施进一步推动创意

产业企业的业务开展和发展。

目前，印尼银行仍然不太愿意为创

意产业相关业务提供资金，例如电

影、音乐、摄影和动画行业。银行

的贷款主要面向更成熟的行业，例

如房地产，因为它们能够为银行提

供更可靠的利润率。

印尼创意产业面临的制约因素

1. 创意产业内的人力资源质量

2. 当前国内环境对目前创意产业

的企业并不是非常有利

3. 缺少财政援助

工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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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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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班达亚齐

：5,736,557平方公里

：4,293,915 (2008年)

：74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Irwandi Yusuf

：www.acehprov.go.id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Nanggroe 

Aceh Darussalam）位于苏门答

腊岛最北位置，平均海拔高度为

125米，包括119座岛屿、72条

主要河流和2个大湖泊。Buk i t 

Barisan山脉位于该省的中部，并

向南延伸到西苏门答腊。亚齐县内

还包括其他一些山脉和湖泊，例如

塔瓦湖(Laut Tawar)和Aneuk 

Laot湖。特区内有几条河流（包

括大河和较小的河流）流入马六甲

海峡和印度洋。亚齐特区内的一些

岛屿尚无人居住。气候为热带气候

，平均雨量为55毫米/年，温度在

29℃到32℃之间，平均湿度为

25%，平均日照时间为30%。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共有13个土著

部落：Aceh、Tamiang、Gayo、

Alas、Kluet、Julu、Pakpak、

Aneuk Jamee、Sigulai、Lekon

、Devayan、Haloban 和 Nias。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对管辖范围内的

所有伊斯兰公民适用伊斯兰法律。

亚齐省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上受到过阿拉伯、印度、土耳

其人、波斯、中国和葡萄牙等文化

的深远影响。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出产石油、天然

气和矿产资源。不过，资源日益耗

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降低，因

此矿产资源带来的收益逐年下降，

其他行业（例如服务业和建筑业）在

2004年海啸后不断发展。亚齐达

鲁萨兰特区的经济增长在2009年

第4季度有所放缓，2009年GRDP

相比2008年降低1.02%。天然气

出口额的减少导致亚齐特区的经济

出现负增长，相比于2008年，2009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82%。

如果不计算石油和天然气，则

2009年第4季度GRDP的增长率

为3.81%。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

民族与文化

经济
地理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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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齐达鲁萨兰特区

农业，如果不计算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则亚齐特区2009年的经济增

长率为3.78%。

在2008年，亚齐达鲁萨兰特区进

口获利22.34亿美元，贡献最大的

是矿物燃料和石油产品，其次是肥

料、无机化学品、矿石、矿渣粉、

船舶、小船和浮体结构，主要出口

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泰

国和马来西亚。2008年亚齐特区

的进口额达到38.4237万美元，

主要进口商品包括：船舶、小船、

浮体结构、盐、硫磺、土壤和岩石

、谷类、钢铁、核反应器和蒸汽发

生器、有机化学药品。

就业

劳动和移民部规定亚齐达鲁萨兰特

区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100万印尼盾，到2010年，最低

工资标准将提高到130万印尼盾（

如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

计算，则合139美元）。

亚齐达鲁萨兰特区的陆路运输只能

通过北苏门答腊省的公路出入，亚

齐达鲁萨兰特区拥有15个码头和4

个机场，农业和种植园发展潜力很

大。亚齐特区的渔业同样具有不错

的投资机会，不过还有待进一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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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苏门答腊省

查。同时，亚齐特区还拥有天然气

、石油、黄金和铜等矿物资源，采

矿行业也有一定的投资潜力。总之

，亚齐特区的林业、种植和农业发

展潜力巨大，矿产品行业发展仍远

未饱和，旅游产业同样具有很好的

增长潜力，特别是自然、海洋和历

史观光旅游。

北苏门答腊省的管辖范围包含远处

于印度洋的多个岛屿，包括尼亚斯

群岛(Nias)和巴杜岛（Batu）。

全省大部份地区是低地平原，东西

面临马六甲海峡，巴拉神山脉

(Barisan Mountains)纵贯其中

。气候主要是热带气候，6月到9

月为干燥季节，11月到下一年3月

为雨季。北苏门答腊省共包括19

个行政特区和7个城市。 

北苏门答腊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主要民族包括：巴塔克族（41.95%

）、爪哇族（32.62%）、尼亚斯族（

6.36%）、马来族（4.92%）、米南加

保族（2.66%）、班察尔族（0.97%）

、汉族及其它民族（9.72）。

省内至少有13个土著部落，它们

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北苏门

答腊省的民族多样性非常丰富，汇

集了各种民族风俗和文化价值观，

不同的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和

传统。

2009年第3季度，北苏门答腊省

的GRDP相比第2季度增长3.76%

，相比2008年同期增长4.97%，

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建筑业，

贡献率为5.3%。

北苏门答腊省在2009年10月通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地理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棉兰

：71,680.68平方公里

：13,042,317 (2008年)

：182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Syamsul Arifin

：www.sumut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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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苏门答腊省

过海港的出口额为5.5126亿美元，

相比于2009年9月4.3526亿美元

的出口额，增长率高达26.65%。

但与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0

月的出口额下降16.15%。2009年

9月-10月出口增长最快的商品主要

是以下九类：可可（127.34%），化

学产品（73.18%），木材与木制品（

6 7 . 4 9 % )，橡胶与橡胶产品（

43.40%），咖啡、茶叶和香料（

3 4 . 7 9 % )，油脂和动植物油（

15.66%), 烟草（7.64%），肥皂和清

洁剂（3.29%），鱼类与虾类（

就业

1.50%）。这些商品出口额占北苏

门答腊省总出口额的90.03%。三

个主要出口目的地是印度（7038

万美元）、美国（5529万美元）

和日本（4283万美元）。

2009年1月到9月，北苏门答腊省

的进口额达到18.8亿美元，与上年

同期（2 8 . 4 亿美元）相比下降

33.70%。向北苏门答腊省输出商

品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阿根廷、

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日本、

德国、马来西亚、美国和泰国，中

国是北苏门答腊省最大的进口国。

2009年8月，北苏门答腊省拥有劳

动力人口6,298,070人，比2008

年增加了203,268人。北苏门答腊

省在2009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

905,000印度尼西亚盾（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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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门答腊省

地理

9350印度尼西亚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96.70美元），其中首府棉兰

市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略 高 ， 为

1,020,000印度尼西亚盾(按照

9350印度尼西亚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109美元) 。

北苏门答腊省的种植产业非常有

名，是印度尼西亚种植地覆盖率

最高的省份，私营公司和国营企

业在该省内经营种植园，北苏门

答腊省生产橡胶、可可、茶叶、

棕榈油、咖啡、丁香、椰子、肉

桂和烟草。北苏门答腊省自然资

源非常丰富，昙丹市和民礼市有

丰富的天然气藏量，而Pangka-

lan、Brandan 和 Langkat在荷

属东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就勘探出

石油。库拉坦和阿萨汉拥有东南

亚最大的炼铝工业。省内多条河

流穿过山脉流入多巴湖 ( L a k e 

Toba)，因此水力发电资源非常

丰富。北苏门答腊省的山脉中有

很多地方蕴藏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北苏门答腊省政府切实加强各

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省内

各区和其它省份之间积极开展贸

易活动。

西苏门答腊省位于苏门答腊岛西海

岸中段。地形主要为平原和巴里桑

山脉形成的陡峭山地，巴里桑山在

西苏门答腊省从西北一直延伸到东

南。西苏门答腊省内有明打威群岛

，湖泊有玛宁娇湖(99.5平方公里)

、星卡拉湖（130.1平方公里）和其

他湖泊。火山有墨拉比(2891米)、

Sago（2271米）、兴咖郎（2877

米）、Ta lakmau（2912米）、

Talang（2572米）和 Tandikat

 （2438米）。   

投资机会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巴东

：42,297平方公里

：470万

：113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Marlis Rahman

：www.sumbarprov.go.id

各省概况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275

西苏门答腊省主要民族为米南加

保族（88%），形成了独特的地

方文化，以母系社会和母系家庭

为主。旅游业属于该省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语言包括印尼语、米南卡堡

语和民大威语。

西苏门答腊省在2009年第3季度

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3%，增长最

快的行业包括自贸易、酒店与餐

饮行业（5.4%），增长最慢的是

建筑行业，仅增长0.3%。西苏门

答腊省在2009年第3季度的经济

结构为：农业（23.6%），贸易

、酒店与餐饮行业（19%）和服

务业（15.7%）。

种族与文化

经济

2009年1月到9月，西苏门答腊

省的出口额达到9.381715亿美

元，相比于2 0 0 8年同期降低

53.3%。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印

度（35.69%）、中国（16.44%

）和新加坡（13.31%）。

2009年1月到9月，西苏门答腊

省的进口额为0.269301亿美元

，相比于2008年同期有所降低。

主要进口来源国包括俄罗斯（

23.81%）和中国（8.74%）。

出口与进口

西苏门答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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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古鲁省
西苏门答腊省最低工资标准从

2008年的80万印尼盾略增加到

2009年的88万印尼盾（如果按

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则合94.10美元)。据印尼国家发

展计划局（Bappenas）统计，

因2009年9月巴东及周边地区发

生强烈地震，西苏门答腊省的贫

困人口在2010年将增加10.8%。

西苏门答腊省的自然资源包括煤

、钢铁、铅、石灰岩（用于生产

水泥）、棕榈油、鱼类和可可。

海洋资源尚待进一步勘探，但海

浪资源丰富，可以用来发电。

PLTA Singkarak 和 PLTA 

Maninjau电力供应商在辛卡拉河

(S INGKARAK )和马宁焦河（

Maninjau）上建有水电站。另一

种非常有用但尚待彻底调查的自

然资源是黑儿茶（ u n c a r i a 

gambire），可用于制药和纺织

品（例如蜡染布），同时还可用

作木材胶黏剂，完全可以与其他

木材胶黏剂相媲美。

就业

投资机会

明古鲁省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西南

方沿岸。东侧为武吉巴里杉山脉

，左侧接印度洋。全省63.1%的

面积为可耕地，另外36.9为用于

自然资源保护的非耕地。气候为

热带气候，全年潮湿闷热，10月

底到下一年5月初为雨季。

明古鲁省的主要民族为爪哇族，

然后是Re j a n g、Se r aw a i、

Lembak、帕塞马族、米南加保

族、马来族、巽他族、巴塔族、

安汶族及其它民族。明古鲁省的

文化体现了各种不同民族文化与

风俗的融合，伊斯兰教对明古鲁

省人的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

地理

种族与文化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明古鲁市

：19.788,7 平方公里

：1,695,050

：85.66/平方公里

：WIB (GMT +7)

：Agusrin Maryono Najamuddin

：www.bengkulu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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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古鲁省

期增长7.5%。几乎所有行业都有

增长，其中增长率居前的行业包括

：采矿与采石（86.41%)，金融

、所有权和商业服务（11.26%)

，农业（3.23%）。2008年年中

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橡胶和棕

榈油的价格迅速下降。

出口结构在近来稍有变化，橡胶和

棕榈油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不

过，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

第3季度，橡胶和煤炭位居出口额

的前两位。明古鲁省的毛棕榈油（

CPO）现在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

，因销售渠道不畅、付款不及时和

出口税等因素影响，棕榈油的出口

受到限制。三个出口目的地是新加

坡、泰国和比利时。明古鲁省向这

三个国家的出口额达到1.4956万

明古鲁省2009年第4季度的经济

相比2009年第3季度增长1.27%

。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行业包括

：建筑（3.24%），金融、所有

权和商业服务（2.57%)，而农业

贡献率仅为1.06%。全省2009年

第4季度的GRDP相比2008年同

经济

出口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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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元 ， 约 占 该 省 总 出 口 额 的

84.90%。

明古鲁省在2005-2007年进口增

长显著，主要是从其它省份进口

（占总进口额的85.11%）。进口

的商品大多是一些基本必需品，

包括蔗糖、盐、肥料、水泥、铁

及其它建筑材料。

明古鲁省2009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为每月727,950印尼盾（如果按

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则合77.8美元），而2008年为

683,528印尼盾。明古鲁省政府

计划到2010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

高到 800,000 印尼盾（合85.5

美元）。

在农业种植方面，明古鲁省主要

出产棕榈油、橡胶、可可、咖啡

、胡椒、丁香、棕榈叶、茶叶、

烟草、山核桃、三叶杨和各种坚

果，这些农作物在全省各处都有

种植。从2010年1月开始，明古

鲁省政府不再投资棕榈油行业，

就业 

投资机会

但毛棕榈油（CPO）加工行业仍

然急需大量的资金。

明古鲁省同时还出产各种蔬菜水果

，包括红辣椒、西红柿、大豆、青

豆、菜豆、茄子、卷心菜、芥菜、

胡萝卜及小萝卜，同时还出产榴莲

、芒果、番木瓜和香蕉等水果。内

陆鱼类养殖、池塘养殖和海洋渔业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该省是

专属经济区（EEZ），在政策上能

提供更多的实惠。明古鲁省的采矿

和采石行业同样具有增长潜力，包

括煤、黄金、铁砂、石灰岩和C类

矿物质，例如砂岩和石材。

另外，明古鲁省拥有各种能源资源

可供开发利用，例如地热能和水电

资源。作为一个投资目的地，明古

鲁省的基础设施非常全面，例如明

古鲁市有F a t m a w a t i 机场和

Muko -Muko机场，同时还有

Bintuhan Linai 港和 Malakoni 

Enggano港。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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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内省

廖内省

廖内省位于苏门答腊东部。雨水

非常充沛，一年平均下雨天数达

到 1 6 0 天 ，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2000到3000毫米。全省海拔

高度为2-91米。廖内省地势低

平，稍有起伏。

廖内省为多民族省份，包括马来

地理

种族与文化

族、爪哇族、米南加保族、巴塔

克族、Banjarese族、汉族、布

吉族和巽他族。主要语言是马来

语和印尼语。廖内省在文化方面

最出名的是手工艺品，例如精美

的纺织品。

2009年1月到12月，廖内省的经

济（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增长率

为2.9%。2009年第4季度，全省

GRDP相比上季度增长1.11%，

相比上年同期增长2.97%。

从2009年1月到9月，廖内省出

口额达到7.48916亿美元，相比

去年同期的15.22498亿美元下

降50.81%。在这段期间出口的非

油气产品主要是油脂和动植物油

，出口额为3 . 6 1 9 1亿美元（

经济

出口与进口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北干巴鲁 

：89150.15平方公里

：500万

：56.9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H.M. Rusli Zainal

：www.riau.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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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8%)；然后是纸张和硬纸板，

出口额为0 . 6 7 2 3 0亿美元（

1 2 . 8 7 % ） ； 纸 浆 出 口 额 为

0.38191亿美元（7.31%）。这些

产品出口占廖内省2009年非油气

产品出口总额的90.86%。非油气

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印度（

11.7815亿美元），然后是中国（

1.5676亿美元）、荷兰（5.7415

亿美元）、马来西亚（3.1515亿美

元）和孟加拉国（2.8596亿美元）

。廖内省向这五个目的地的出口额

占到总出口额的67.17%。

廖内省在2009年1月到9月的进口

额相比上年同期降低59.34%，从

13.05亿美元下降到5.3057亿美元

。非油气产品进口主要是机器/机械

和飞机，进口额为1.4803亿美元，

然后是肥料（0.6562亿美元）和纸

浆（0.4013亿美元）。

其中新加坡是廖内省的最大进口国

，进口额为0 . 9 3 6 5亿美元（

19.58%），然后是马来西亚（进

口额为0.7809亿美元，占16.33%

）、中国（进口额为0.5029亿美元

，占50.29%）、美国（0.3852亿

美元，占 8 . 0 5 % ）和智利（

0.3414亿美元，占7.14%）。

廖内省在2010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为1,016,000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108.60美元），相比于2009年的

901,600印尼盾有所提高。

廖内省的各个行业都有增长潜力，

包括农业、渔业、种植业、林业和

采矿。在农业方面，政府正在大力

推广菠萝种植，这种作物最适合在

廖内省内种植。省政府正在计划开

发Pek a nb a r u附近的Danau 

Rumbai（梦岛）旅游中心，将为

投资者带来大量投资机会。这个旅

游中心拥有10公顷的森林、壮丽

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湖泊，政府和

投资者正在建造旅馆、别墅、戏院

、水上乐园、水上饭店及其他现代

化设施，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一

个新的旅游热点。 

就业

投资机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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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内群岛省

廖内群岛省

廖内群岛省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

省，由廖内群岛、纳土纳群岛、

阿南巴斯群岛和林加群岛组成。

原属廖内省，在2004年单独设

省。廖内群岛省下分为四个区，

2个主要城市，42个地方行政区

和 2 5 6 个 村 庄 ， 全 省 内 共 有

2408座岛屿，其中40%为无人

居住的无名岛屿。廖内群岛省内

只有总面积的5%为陆地。北面

接壤越南和柬埔寨，南面与勿里

洞岛省和占碑省相连，西面毗邻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廖内省，东

面毗邻马来西亚、文莱和西加里

曼丹省。

廖内岛受马来文化影响很大，美

术和音乐文化资源非常丰富，除

了印尼官方语外，廖内群岛人还

广泛使用马来语。地理

种族与文化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丹戎槟榔

：252,601平方公里

：130万

：63.3/平方公里

：GMT/WIB-TA-T

：Ismeth Abdullah

：www.kepriprov.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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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内群岛省的重点产业在2009年

的产值为9.2万亿印尼盾，非油气

产业的产值为8.7万亿印尼盾。重

点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和林

业（4260亿印尼盾），采矿行业

（5120亿印尼盾），加工工业（

4.6万亿印尼盾），电力、供气和

供水行业（490亿印尼盾），建

筑行业（4250亿印尼盾），贸易

、酒店与餐馆行业（2万亿印尼盾

），交通与电信行业（4200亿印

尼盾），金融、房地产和企业服

务行业（4540亿印尼盾），其他

服务行业（2200亿印尼盾）。在

2009年，廖内群岛省的GRDP相

比上一年增长0.43%，非油气行

业产值相比2008年增长0.36%。

2009年10月，廖内群岛省出口

额为1 0 . 8 7 1 5亿美元，相比

2008年同期增长81.1%，其中非

油气行业出口额为5.8147亿美元

，相比上年同期略微下降0.28%

。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力机械与设

备，出口额为1.9538亿美元，然

后是飞机机械和机制品（1.199

亿美元）和钢铁产品（0.5462亿

美元）。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新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加坡（6.7076亿美元）、马来西

亚（0.7329亿美元）和日本（

0.7028亿美元）。廖内群岛省向

这三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总价值占

全省GRDP的74.9%。 

在进口方面，2009年10月，廖

内群岛省的进口额为8.6835亿美

元，相比2008年增长12.6%。油

气行业的进口额为1.2098亿美元

，非油气行业的进口额为7.4737

亿美元。在2009年10月，非油

气产品进口额最高的是电力机械

与设备，为2.3591亿美元，其次

是飞行机械和机制品（1.4298亿

美元）和海洋船舶（1.1094亿美

元）。廖内群岛省的主要进口国

包括新加坡（4.629亿美元，占

53.3%）、马来西亚（1.409亿

美元，占 1 6 . 2 % ）、中国（

0.6427亿美元，占7.40%）。

到2009年8月，廖内群岛省内的

劳动力人数为681,769人，相比

上一年增加了15,769人（2.3%)

。但2009年8月的工业员工总人

数相比2008年8月减少了30.3%

。最低工资标准略有提高，从

2008年的833,000印尼盾提高

就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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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碑省到2009年的892,000印尼盾（

如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

计算，合95.40美元）。

廖内群岛省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主要产业包括农业、渔业、种植

园、林业、采矿业及其他行业。

这些行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同时政府正在加强对该省资源

的勘探与管理，以维护当地民众

的利益。在种植方面，丁香、椰

子、橡胶和肉豆蔻等农产品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在畜牧业方面，

廖内群岛省重点发展鸡类与其他

家禽、牛、山羊的养殖，目前的

生产模式主要以小型传统养殖户

为主。在渔业方面，拿破仑鱼、

金枪鱼与其他海水鱼类的捕捞与

养殖都很有发展潜力。廖内群岛

省的旅游业同样极具潜力，风景

迷人的海滩、历史纪念陵园、传

统舞蹈和礼仪，这些对全世界旅

游者都颇具吸引力。作为投资目

的地，廖内群岛省的交通基础设

施非常完善。

占碑省位于苏门答腊中部的东海

岸，现已纳入印尼-马来西亚-新加

坡（IMS-GT）三国发展区内。占

碑省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省内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在

资源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周边其他城市供应重要原料和

其他必需品。占碑省陆地面积为

5 . 1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为

425.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为

185公里。

占碑省包括丛林密集的低地、泥

炭沼泽和湿地，所有水流均流入

省内唯一的河流巴当哈里河（是

苏门答腊岛最长的河流）及其支

流内。每年11月到下一年的3月

为雨季，5月到10月为旱季。全

地理

投资机会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特区长官 

网站 

：占碑市

：53,435.72平方公里

：280万

：51.3人/平方公里

：GMT/WIB

：Zulkifli Nurdin

：www.pempropjambi.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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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碑省

年平均温度在23°C到31°C之

间，省内大约60%的土地用于种

植、耕种和造林。占碑省是苏门

答腊岛农产品和林业产品的主要

供应省之一。

占碑省的文化融合了马来传统和

本地风俗-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遗产

汇集。同时还包括几种独特的仪

式和舞蹈。与印尼其他地方一样

，占碑省会采用独特的图案绘制

蜡染布。占碑省出产的蜡染布（

现在认为非常珍贵和难得）样式

丰富，通常利用亮丽的颜色演绎

当地人的欢快和愉悦感。

占碑省20 0 9年的GRD P相比

2008年增长6.4%，主要增长行

种族和文化

经济

业包括：农业、加工工业、电力、

天然气、供水、建筑、贸易、酒店

与餐馆。其中农业是主要的经济增

长来源，贡献了2.0%的经济增长

率，然后是贸易、酒店与餐馆行业

，贡献了1.3%的经济增长率。

到2009年10月，占碑省的出口

额（不包括油气产品）为5.6601

亿美元，占全国总出口额的0.6%

。到2009年11月，占碑省的出

口额（不包括油气产品）达到

5.6637亿美元，同比增长0.06%

，出口产品的总重量为104,769

吨。到2009年10月，占碑省的

进口额（不包括油气产品）为

2.5778亿美元，占全国总进口额

的0.18%，进口产品的总重量为

29,176吨。

出口与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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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门答腊省

南苏门答腊省

占碑省的最低标准工资从2009年的

80万印尼盾提高到2010年的90万印

尼盾（如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

元计算，合96.2美元）。

占碑省的天然石油储量为12.7096亿

立方，主要分布在 Tanjung Jabung 

Timur 行政区、Kenali Asam Struc-

tures、Jambi Luar Kota地区和

Batanghar i行政区内。同时拥有

35724.4亿立方的天然气储量，主要

分布在Muara Bulian Structures、

Muara Bulian地区和Muara Jambi

行 政 区 ， 这 四 个 地 方 总 共 拥 有

21857.3亿立方的天然气。占碑省同

时蕴藏有1800万吨的中等热值煤炭，

适合于用作发电燃煤。煤矿开采的主

要分布地点是Muara Bungo行政区。 

南苏门答腊省位于赤道南面。陆

地的东部为沿海区、沼泽地和盐

碱区。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低地和

广阔的凹地，西部地区为丘陵和

多山地区，包括Bukit Barisan山

脉的一部分，该山脉横贯整个苏

门答腊岛。南苏门答腊岛为热带

气候，雨季和干季区别明显。温

地理

就业

投资机会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巨港

：8,701,741平方公里

：720万

：79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Alex Noerdin

：www.sumselprov.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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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为24℃到32℃，湿度为

73%到84%。10月到下年4月为

雨季，5月为过渡期，6月到9月为干

季。

省内人口主要包括：马来人（31%

）、爪哇人（27%）、Komering

人（6%）、Musi Banyuasin人

（3%）和巽他人（2%）。南苏门

答腊省的松革 ( s o n g k e t ) 和

Pelangi纺织布均非常有名，全省

共有12种方言和8个民族。人口最

多的民族包括Kome r i n g族、

Ranau族和Semendo族。南苏门

答腊省各民族居民非常和睦和尊敬

的相处，一年中有许多的节日，其

中不少节日起源于印度教。   

南苏门答腊省2009年第3季度油气

行业产值为357亿印尼盾，非油气

行业产值为259亿印尼盾。如果根

据 2 0 0 0 年不变价格计算，则

2009年第3季度油气行业产值为

158亿印尼盾，非油气行业产值为

124亿印尼盾。增长速度最快的行

业是农业，增长率为13%，然后是

贸易、酒店与餐馆行业（6.1%）

和交通运输行业（5.3%）。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南苏门答腊省2009年10月的出

口额相比上个月增长32.1%，从

1.59亿美元增加到2.102亿美元

。2009年10月的出口产品中，

油气产品出口额为0.367亿美元

，非油气产品出口额为1.741亿

美元。非油气产品出口额相比

2009年9月增加6090万美元。

非油气出口产品包括：橡胶产品

（2970万美元）、毛棕榈油（

1680万美元）、煤炭（220万美

元）。2009年10月南苏门答腊

省出口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

括：中国（463万美元）、马来

西亚（352万美元）和美国（

265万美元）。从2009年8月到

9月，南苏门答腊省的进口额增长

167.9%，从137万美元增加到

367万美元。其中油气产品进口

额为180万美元，非油气产品进

口额为348万美元。主要进口国

包括：中国（463万美元）和马

来西亚（104万美元）。

2008年，南苏门答腊省劳动力人

口为2,134,134人，南苏门答腊

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9年的

824,730印尼盾提高到2010年

的927,825 印尼盾（如果按照

出口与进口

就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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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榜省

楠榜省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99.20美元）。

作为投资目的地，南苏门答腊省

可提供各种投资机会。省内分布

有众多大型公司、私营公司和国

营公司，所涉行业包括基础设施

、种植、采矿、林业、渔业、畜

牧业和旅游等。南苏门答腊省正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省内有四

家机场：SM Badarudin、

Lubuk、Tanjung Enim和

Banding Agung。其中SM 

Badarudin是最大的机场，位于

巨 港 。 同 时 还 有 三 个 海 港 ：

Sungai Lumpur、Kerta Pati和

Palembang。南苏门答腊省可提

供足够的供水、电力、供气、电

信、厂房、酒店、银行和卫生设

施。

投资机会

楠榜省西临巽他海峡、东滨爪哇

海，西部主要是山地和高地，东

部主要是河流浸淹的低地，包括

W a y 、 M e s u j i 、 T u l a n g 

Bawang、Seputih和Sekam-

pung。城市主要分布在高海拔地

区，海拔高度从50米到850米不

等。东海岸是泥浆地和人工红树

林地区。楠榜省的地形多山脉和  

地理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班达楠榜

：35.376平方公里

：730万

：208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Sjachroedin ZP

：www.lampungprov.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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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其中Mount Pesagi山是省

内最高的山，海拔高度为2262米

，Way Sekampung河是省内最

长河流，全长265公里。全年平均

湿度为85%，年降雨量为2000毫

米到4000毫米。  

楠榜省为多民族省份，主要民族为

：楠榜原住民（25%）、爪哇人

（62%）、巽他人（9%）以及部

分巴利人。由于该省移民现象非常

普遍，因此采用的语言有很多种，

包括楠榜方言、巽他语、爪哇语、

巴利语和印度尼西亚官方语言。

楠榜省在 2 0 0 9 年第 4季度的

GRDP比第3季度下降9.60%。不

过相比2008年同期增长3.97%。

楠榜省在2009年全年的经济增长

率为5.07%。在2009年第4季度

种族和文化

经济

，农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行业，贡献率为33.50%，然后是

加工工业（16.24%）与贸易、酒

店与餐馆服务行业（14.39%）。

楠榜省2009年12月总出口额为

2.2098亿美元，相比于2009年

11月增加0.198亿美元（9.82%

），相比于2008年11月增加

0.2656亿美元（13.66%）。

2009年1月到12月累积出口额达

到22.9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下

降15.91%。2009年1月到12月

四类主要出口产品为：油脂和动植

物油（25.02%），咖啡、茶叶和

香料（23.77%）、果类和蔬菜加

工产品（ 6 . 4 6 % ）和纸浆（

6.44%）。

2009年1月到12月，楠榜省的进

口额达到4.8585亿美元，相比

2008年同期下降2.328亿美元（

32.39%）。主要进口产品包括：

家畜（35.11%）、飞机机器/机

械 （ 2 2 . 3 3 % ) 、 含 油 种 子

(7.69%)和食品工业的残留产品（

7.14%）。最大的进口国是澳大

利 亚 （ 1 . 7 1 5 6 亿 美 元 ， 占

35.31%），然后是中国（1.4228

出口与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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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勿里洞省

 

廖内群岛省的重点产业在2009年

的产值为9.2万亿印尼盾，非油气

产业的产值为8.7万亿印尼盾。重

点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和林

业（4260亿印尼盾），采矿行业

（5120亿印尼盾），加工工业（

4.6万亿印尼盾），电力、供气和

供水行业（490亿印尼盾），建

筑行业（4250亿印尼盾），贸易

、酒店与餐馆行业（2万亿印尼盾

），交通与电信行业（4200亿印

尼盾），金融、房地产和企业服

务行业（4540亿印尼盾），其他

服务行业（2200亿印尼盾）。在

2009年，廖内群岛省的GRDP相

比上一年增长0.43%，非油气行

业产值相比2008年增长0.36%。

2009年10月，廖内群岛省出口

额为1 0 . 8 7 1 5亿美元，相比

2008年同期增长81.1%，其中非

油气行业出口额为5.8147亿美元

，相比上年同期略微下降0.28%

。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力机械与设

备，出口额为1.9538亿美元，然

后是飞机机械和机制品（1.199

亿美元）和钢铁产品（0.5462亿

美元）。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新

经济 

出口与进口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网站 

：邦加槟港

：18.725,14 平方公里

：110万

：67/平方公里

：GMT/WIB-TA-T

：Eko Maulana Ali

：www.babelprov.go.id

亿美元，占29.28%）、美国（

0.4878亿美元，占10.04%）和泰

国（0.2191亿美元，占4.51%）。

楠榜省在2009年8月的总就业人

数为360万人，相比2008年8月

增长5.85万人。2009年8月失业

人数与 2 0 0 9 年 2月相比增加

9100人，占劳动力人数的3.9%

。在2009年，楠榜省最低工资标

准从2008年的61.7万印尼盾增加

到2009年的69.1万印尼盾（如果

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73.90美元）。

在农业和种植行业，北楠榜有

3 3 , 3 6 7 公 顷 木 薯 种 植 园 ，

Tulang Bawang有50,000公顷

橡 胶 种 植 园 。 同 时 全 省 还 有

15,000-20,000公顷甘蔗、咖啡

、可可和胡椒种植园，因此具有极

大的投资潜力。其它具有潜力的行

业还包括渔业、林业和制造业。在

南楠榜地区，采矿业也具有很高的

投资潜力，南楠榜拥有丰富的花岗

岩资源，储量估计为1千万立方。

在该地区同时还蕴藏有丰富的铁砂

。楠榜省内已探明的其它矿物资源

就业

投资机会

包括煤、crumb油、硅石、沸石

、石灰质、安山岩、石英砂和石灰

岩。楠榜省自然资源丰富，随着酒

店、餐馆、娱乐和游乐园的建造，

旅游行业同样具有大量投资机会。

另外，根据调查，以水为主题的旅

游（例如潜水）和海运服务也具有

很好的投资机会。

邦加－勿里洞省由470个岛屿组成

，其中50个岛屿有人居住，两个

主要岛屿为邦加岛和勿里洞岛，邦

加－勿里洞省地形主要是低地（位

于海拔高度50米以下地区）、小

山地区、丘陵和山谷。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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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勿里洞省

邦加－勿里洞省属于热带气候，

2007年平均温度为26.7°C左右。

雨季从11月份开始，11月到12

月降雨量相对较少，1月份到7月

份降雨量最多。

在苏门答腊和马六甲海岸线其它地

区常见的马来建筑在邦加-勿里洞

省内岛屿上一般也可以见到。

邦加-勿里洞省内使用的语言包括

邦家岛马来语、勿里洞岛马来语、

中国方言和印度尼西亚语。

邦加-勿里洞省2009年第4季度的

GRDP达到5.7282万亿印尼盾，

如果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则为2.6208万亿印尼盾。

2009年增长最快的三个行业是：

农业（13.19%），电力、供气和

清洁水（10.54%），金融、房地

产和服务行业（10.48%）。

从2009年1月到10月，邦加-勿

里洞省锡产品主要出口国包括新加

坡（7.4543亿美元，占91.28%

）、中国（0.1161亿美元，占

1.56%）、日本（0.573亿美元

，占0.77%）、韩国（455万美

元，占0.61%%）。出口到这五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出口和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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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锡产品量占邦加-勿里洞

省全部锡出口量的99.22%。

从2009年1月到10月，非锡产品

的出口额相比2008年同期有所下

降，但渔业及相关产业增长了

14.81%，从605万美元增加到

695万美元。五种主要商品的出口

均出现下降，降幅最大的是咖啡、

茶叶和香料（64.12%），然后是

金 属 矿 石 及 其 它 金 属 产 品 （

55.01%），盐、硫、土壤和矿石

（36.42%），橡胶及橡胶制品（

34.57%），油脂或动植物油（

18.03%）。

从2009年1月到10月，非锡产品出

口的最大出口国是澳大利亚，为

5585万美元，占非锡产品出口总

额的24.19%，然后是泰国（3743

万美元，占16.21%）、马来西亚

（3688万美元，占15.98%）、中

国（3117万美元，占13.50%）、

越南（2259万美元，占9.79%）

、印度（1918万美元，占8.31%

）、新加坡（1302万美元，占

5.64%）和美国（365万美元，占

1.58%）。出口到这八个国家的非

锡产品量占邦加-勿里洞省全部非锡

产品出口量的95.20%。

在2009年1月到10月的非油气产

品进口中，海运工具占有最大的比

重，为1412万美元（占43.76%

），然后是水壶和机械（1164万

美元，占36.05%）、钢铁（229

万美元，占7.08%）、钢铁制品

（172万美元，占5.32%）、机

械/电气设备（97万美元，占

3.01%）、橡胶和橡胶制品（60

万美元，占1.85%）。上述产品

进口额占邦加-勿里洞省非油气产

品进口总额的97.07%。

从2009年1月到10月，邦加-勿

里洞省的5个主要进口国包括：泰

国（1294万美元，占30.02%）

、马来西亚（1018万美元，占

23.63%）、新加坡（672万美元

，占15.59%）、越南（554万美

元，占12.85%）和中国（508万

美元，占11.08%）。从这5个国

家的进口额占邦加-勿里洞省总进

口额的93.87%。

2009年2月邦加-勿里洞省劳动力

总人数为556,132人。2009年2

月的失业人数减少2万人，相比于

2008年的29017总失业人数，

下降26.817%。邦加-勿里洞省最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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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
首都特区

雅加达地形为宽广平坦的冲积平

原，海拔高度从5米到50米。雅

加达常年为湿热性气候，雨季很

长，从10月底到下一年5月初，

其余时间降雨较少。雅加达光照

充足，平均每天有12个小时的光

照时间。雅加达首都特区毗邻万

地理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雅加达

：662,33 平方公里

：920万

：137,000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Fauzi Bowo

：www.jakarta.go.id

低工资标准从2008年的81.3万

印 尼 盾 略 增 至 2 0 0 9 年 的

8 5 0 , 0 0 0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90.9美元）。

邦加-勿里洞省是印度尼西亚最

大的锡生产省。渔业也具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邦加-勿里洞省的

天然海鱼很有名气，同时咸水养

鱼和淡水养鱼产业也在该省获得

不错发展。邦加-勿里洞省岛屿

的种植产业极具潜力，当地居民

种植的主要产品是胡椒和橡胶，

而大型公司最近开始在岛上种植

棕榈油。邦加-勿里洞省由许多

岛屿组成，除了已经基本成熟的

历史和传统主题旅游外，还可以

大力发展海滨旅游，这是一种提

高当地收入水平的有效方式。为

了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加强

旅馆经营行业。作为一个投资目

的地，邦加-勿里洞省的交通基

础设施非常完善。除了Hananjo-

edin机场和Depati Amir 机场外

，还拥有Sad a i、Tob o a l i、

Tanjung Pandan、Manggar 和

Balam港口。    

投资机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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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

丹省和西爪哇省，下辖五市：东

雅加达、西雅加达、中雅加达、

北雅加、南雅加达，此外另辖有

一县：千岛县。

如果将郊区人口计算在内，则大

雅加达共有人口920万，主要民

族包括巽他人、爪哇人、华人和

本地原住民巴达维亚人，其他人

数较多的民族还包括米南加保人

、Batak人、苏拉威西人和安汶

人，以及在雅加达生活和工作的

外国人和侨民。

雅加达在中国、阿拉伯、葡萄牙

和荷兰等文化元素的影响下，同

时融合了爪哇、苏门答腊岛、巴

厘岛、苏拉威西岛、加里曼丹等

本地文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文化，称为巴达维（Betaw）

文化。

2009年，雅加达的GRDP相比

2008年增长5.01%。几乎所有行

业都实现了增长，对GRDP贡献

最 大 的 行 业 是 交 通 运 输 业 （

1 5 . 6 3 % ) ，然后是服务业（

6.49%）和建筑业（6.20%）。

2009年雅加达的人均GRDP为

8210万印尼盾，相比2008年（

7400万印尼盾）增长10.9%。

2 0 0 9 年 ， 雅 加 达 出 口 额 为

325.3927亿美元，相比2008年

下降9.84%。主要出口产品为珠

宝和宝石、车辆及车辆部件、非

针织服装、机器、机械/电气设备

。2009年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

马来西亚（东盟）、香港（亚洲

）、美国（美洲）和澳大利亚。

雅加达进口产品包括：飞机及飞

机零件、机器和机械飞机、铁/钢

、电力机械、车辆及车辆零件、

铁/钢制品、塑料和塑料制品、棉

种族和文化 经济

出口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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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爪哇省花和有机化学品。2009年12月

进口额为52.4238亿美元，主要

进口国包括中国、日本、美国、

泰国、韩国、新加坡、法国、马

来西亚、台湾、印度、德国和澳

大利亚。2009年12月进口额相

比2009年11月增长18.05%，

相比2008年同期增长25.48%。

劳动和移民部将雅加达劳动者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设 定 为 每 月

1,118 ,009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119美元），该标准从2010年1

月起正式生效，与2008年相比增

加了48,144印尼盾。雅加达政府

计划在未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

资本货物、原材料、消费品等行

业都能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并为

商业和工业领域提供完善的基础

设施支持，雅加达首都特区经济

增 长 快 速 ， 特 区 内 拥 有

Soekarno-Hatta机场和众多海

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非常有

利的投资条件。

西爪哇省向西滨爪哇海，向北临

雅加达，向南滨印度洋。西爪哇

省由爪哇岛西部和众多小岛屿组

成（包括印度尼西亚洋内的48个

岛屿、爪哇海内的4个岛屿、万丹

海峡内的14个岛屿以及巽他海峡

内的20个岛屿）。西爪哇省北部

为低地，南部主要为丘陵，而中

央区域为山地。西爪哇省为热带

气 候 ， 温 度 从 默 拉 皮 火 山 （

Pangrango）顶部的9°C到北

滩（North Beach）的34°C。

年平均降雨量为2000毫米，但有

些山区的年降雨量可达到3000毫

米到5000毫米。

地理

就业

投资机会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万隆

：34,316.96平方公里

：415万

：1,193.78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Ahmad Heryawan

：www.jabar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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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爪哇省

除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印度尼

西亚语外，另一种通用的语言是

巽他语，其它语言还包括几种巽

他方言，从巽他-万丹方言到巽他-

中爪哇方言，这些方言中含有爪

哇语的成分。

西爪哇省2 0 0 9年第 2季度的

GRDP相比第1季度增长0.7%，

主要的增长来源是金融、所有权

和商业服务行业（9.89%)，然后

是交通运输行业（6.57%)、建筑

行业（5.70%）。增长率最慢的

行业是农业，为20.23%。

在2009年第2季度，西爪哇省的

G R D P （ 包 括 油 气 行 业 ） 为

73.50万亿印尼盾，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最高的是制造业（产值

西爪哇人可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类

别：都市人，生活在大城市；传

统人，生活在农村和郊外。西爪

哇本地人又称为巽他人，巽他族

是西爪哇省人数最多的民族，约

占全省总人口的75%，然后是爪

哇人（11%）、巴达维亚人（5%

）和井里汶人（5%）。

经济

种族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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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8.4万亿印尼盾，占44.9%），

然后是贸易、酒店与餐馆行业（产

值 为 3 1 . 3 3 万 亿 印 尼 盾 ， 占

19.14%）和农业（产值为17.35

万亿印尼盾，占11.95%）。

到2009年11月，西爪哇省非油气

产品总出口额为1,909,619美元。

出口额最高的产品是纺织品，占全

省出口总额的55.45%。其它出口

行业还包括钢铁、鞋袜、家具、藤

材、电子设备和飞机零件。

根据GRDP计算，西爪哇的进口额

从2008年第4季度的61.98万亿印

尼盾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

48.75万亿印尼盾（39.17%)。

西爪哇省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稠密

的省份，也是拥有大专、大学本科

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最多的省份，

西爪哇省17个区（kabupaten）中

的每一个区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都不尽相同。2009年，西爪哇省内

勿加泗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

130万印尼盾（如果按照9350印尼

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139美元），

主要行业是银行与保险、纸品制造

行业、纤维与玻璃制造行业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木材工业、卫生保健和高尔夫行

业。苏加武眉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

，为67.15万 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71.80美元）。

西爪哇省在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方

面能提供大量投资机会，省内有

好几个重要水坝，其中Saguling

水坝（位于希拉塔）和Jatiluhur

水坝是最重要的两个水坝，主要

用于农业灌溉和渔业养殖，同时

还用于发电。

在爪哇海的海岸线及西爪哇以北

区域勘探到石油，在西爪哇省几

个地方还发现有地热资源。采矿

业资源丰富，除了矿石外，还拥

有大量的大理石和粘土资源，

Aneka Tambang有限公司是一

家在西爪哇省经营金矿开采的公

司，每年可开采550万吨金矿，

每吨可出产黄金12.1克。

西爪哇省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并

且尚未全部探明。农业和渔业、

人文资源、能源、旅游业在西爪

哇省都有待进一步开发，具有大

量投资机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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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丹省

万丹省

万丹省位于爪哇岛最西部，省内

地形大多为0-200海拨的低地，

但同时也包括海拔201-2000米

和501-2000米的山地。万丹省

年平均降雨量为16.67毫米，年

平均湿度为85%。温度最低为

18℃，最高32℃。日照充足，

日照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92%。

地理

万丹省内人口主要包括：万丹族

（47%）、巽他族（23%）和爪

哇族（1%）。宗教方面以穆斯林

占多数，但不同宗教的居民能够

和睦相处。万丹省原住民是巴都

族人，他们生活在Lebak县内，

过上非现代的生活方式，重视对

传统的保护。这些传统的巴都族

人只有两千人左右，其它巴都族

人都已经被城市化。万丹省内最

通用的语言是巽他语，当地人说

爪哇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时往往带

有巴达维口音，在万丹省特别是

市中心区内，印度尼西亚语被广

泛采用。

万丹省2009年第1季度的GRDP

达到31 . 40万亿印尼盾，相比

2008年第4季度下降了5824.2

种族与文化

经济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西冷

：9,160.7平方公里

：940万

：1045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Hj. Ratu Atut Qosiyah

：www.banten.c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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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印尼盾。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增长率为4.68%，但低于2008

年第4季度的5.19%。增长速度

放缓的原因是：因受全球经济危

机的影响，万丹省的主要经济增

长来源之一的贸易、酒店与餐馆

行业的增长下降。

万丹省在2009年第4季度的出口

额从第3季度的5.2020亿美元增

加到5.2410亿美元，不过相比

2008年同期下降了8.19%。五

类主要出口产品包括：鞋袜（占

最大比重，15.39%），塑料和

塑料制品、铜、纸/纸板箱和有机

化学品出口额共占50.54%。9个

主要出口国家为：英国、日本、

中国、马来西亚、泰国、韩国、

德国、越南和新加坡。

在进口方面，万丹省2009年第4

季 度 的 进 口 额 从 第 3 季 度 的

4.3643亿美元增加到6.5199亿

美元，增幅高达49.93%。五类主

要进口商品包括：矿物燃料、有机

化学品、蔗糖、钢铁。2009年10

月，在万丹省的进口国中，进口额

最大的是阿联酋，最小的是印度。

劳动和移民部规定万丹省2009年

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91.75万 

印尼盾（如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

换1美元计算，合98.1美元），

高于2008年的83.7万印尼盾。

万丹省可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

农业与、林业、渔业和制造业都

能给投资者带来理想回报，旅游

业也具有很好的投资潜力。省内

交通基础设施齐全，拥有机场、

工业区和海港，为外国投资者的

投资提供最大支持。

万丹省的农产品主要有：坚果、

玉米、大豆、红辣椒、洋葱及其

它，目前主要是自给自足或满足

当地人需求。可以大规模种植的

农产品包括坚果和玉米。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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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省

一种新的农作物最近开始在万丹

省内种植，即Cilegon甜瓜，这

种农作物个体比普通甜瓜要小，

但糖分含量更高。本地种植农户

已经开始将这些甜瓜出口到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并希望扩大生产

规模，以便产品能够出口到其它

更多国家。

中爪哇省位于爪哇岛中间地带，

是爪哇岛六省之一。中爪哇省包

括北部Karimun Jawa岛和西南

部的Nusakambangan岛。省内

地形是北部为狭长低地，南部为

海岸，中部有山脉贯穿。Slamet

、Merapi和Merbabu活火山都

在中爪哇省。

中爪哇省属于热带气候，全年平

均温度为18-28℃，平均降雨量

为1145-4277毫米/年，中爪

哇省位于东爪哇省及西爪哇省之

间，北面是爪哇海，南面是印度

洋。

中爪哇省最大的民族为爪哇族，

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0%以上。其

他民族包括：巽他人、印尼华人

和阿拉伯人。中爪哇省90%以上

的人口都是穆斯林教徒。不过，

尽管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多

数爪哇人仍然受到Kejawen（是

一种以地方宗教为基础的混合型

宗教）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印尼

佛教和一些伊斯兰仪式的影响。

中爪哇和日惹是最能代表爪哇高

雅文化的两个省份，爪哇文化对

印尼影响深远。

地理

种族与文化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网站

：三宝垄

：32.548平方公里

：3286万

：988.7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Bibit Waluyo

：www.jawatengah.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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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省

与纺织品。2009年11月的总进

口额达到6.2052亿美元，相比

2008年11月增长了1.97%。主

要进口国包括沙特阿拉伯、文莱

、马来西亚、美国和新加坡。

中爪哇省2009年的最低工资标准

为每年57.5万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61美元），相比于2008年的

54.7万美元下降了10%。

中爪哇省很多行业都具有投资机

会，一些传统工艺品（例如蜡染

布、传统蜡防印花布）具有很高

的投资潜力。木制家具行业也具

有投资潜力。总之，中爪哇的制

造行业（特别是手工制造业）提

供了大量投资机会。同时，旅游

2 0 0 9年第 4季度中爪哇省的

GRDP相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6%

，但相比2009年第3季度下降

4.5%。几乎所有行业产值都出现

增长，其中增长率最高的行业包

括：服务业（7.8%），金融、所

有权和商业服务行业（7.8%)，

交通运输业（7.0%）。

中爪哇省在2009年11月的总出

口额为2 . 5 9 5 2亿美元，相比

2008年11月增长11.49%。主

要出口产品包括：织物和纺织品

、制造加工产品、木材和木制品

。主要出口国包括美国、德国、

韩国、中国和日本。

中爪哇省的主要进口产品包括：

矿产品、机器和机械面板、织物

就业

投资机会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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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地方特区

业也能提供投资机会，中爪哇是

有名的旅游胜地，优美的自然景

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里交相

汇集。

中爪哇有一个国际机场、三个国

内机场、两个国际海港和15个国

内海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

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持。全省各处

都设有工业区。

日惹省位于爪哇岛中南部，在中

爪哇省和印度洋之间。日惹省或

日惹特区是印尼最小的省份，下

辖四个区（Bantu l、Gunung 

Kidul、Kulon Progo和Sleman

），日惹市是主要城市。日惹特

区地形以山脉为主（Karst高地

），海拔高度为150米到700米

，其中包括印尼最大的活火山之

一Mount Merapi（2911米）

，同时还拥有海拔80米以下的低

地，从南部山脉延伸到Ku l o n 

Progo山脉。日惹特区气候常年

潮热，降雨量为718毫米/年到

2992.3毫米/年。雨季很长，从

10月底到下年5月初，在其他时

间内降雨较少。日惹省内日照充

足，平均每天日照时间达到12个

小时。

日惹省内最大的民族是爪哇族（

90%）。其他民族还包括：巽他

人 、 华 人 、 米 南 加 保 族 人 、

Batak人、安汶人以及在日惹生

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和侨民。日惹

地理

种族和文化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日惹

：3185.80 平方公里

：350.1万

：1103.47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Sri Sultan 

   Hamengkubuwono X

：www.pemda-diy.g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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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地方特区

特区是爪哇文化的中心。爪哇文

化和传统保持的非常好，在其他

爪哇城市中具有最高的地位。日

惹浓厚的爪哇文化发源于古日惹

王国及周边地区。

200 9年日惹省的GRDP相比

2008年增长4.39%。几乎所有

行业都有增长，2004年以来交易

量增长最快的行业包括：贸易、

酒店与餐馆（1.19%），服务业

经济

（0.72%），交通运输（0.62%

），金融、所有权与商业服务（

0.59%)，农业（0.57%）。

在2009年6月，日惹省的出口额

达到6000万美元左右，其中家具

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根据

贸易部的数据，从2009年1月到

1 1月，日惹省出口总额达到

3,675,412美元，相比上一年同

期 的 2 , 1 4 1 , 8 0 0 美 元 增 长

71.60%。日惹省的进口总额达

到799, 488美元，相比上一年的

535,107美元增长49.1%。

劳动和移民部规定了日惹省2009

年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为 每 月

7 0 0 , 0 0 0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74.8美元），相比2008年增加

出口与进口

就业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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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爪哇省

为68.4万亿印尼盾，占44.9%），

然后是贸易、酒店与餐馆行业（产

值 为 3 1 . 3 3 万 亿 印 尼 盾 ， 占

19.14%）和农业（产值为17.35

万亿印尼盾，占11.95%）。

到2009年11月，西爪哇省非油气

产品总出口额为1,909,619美元。

出口额最高的产品是纺织品，占全

省出口总额的55.45%。其它出口

行业还包括钢铁、鞋袜、家具、藤

材、电子设备和飞机零件。

根据GRDP计算，西爪哇的进口额

从2008年第4季度的61.98万亿印

尼盾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

48.75万亿印尼盾（39.17%)。

西爪哇省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稠密

的省份，也是拥有大专、大学本科

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最多的省份，

西爪哇省17个区（kabupaten）中

的每一个区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都不尽相同。2009年，西爪哇省内

勿加泗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

130万印尼盾（如果按照9350印尼

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139美元），

主要行业是银行与保险、纸品制造

行业、纤维与玻璃制造行业

出口与进口

就业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泗水

：46,428 平方公里

：3730万

：802.5人/平方公里

：WIB (GMT +7)

：Soekarwo

：www.jatim.go.id

11.4万美元。日惹省政府同时在

每个区设有培训中心。

日惹特区政府最近颁发了“2009

年投资奖”，日惹特区和印尼其

他城市一起并列第一。外国公司

投资日惹特区贸易、旅游和加工

工业方面的前景十分看好。每一

年都有许多外国公司进驻日惹特

区，日惹特区是一个经济活动和

旅游活动都非常活跃的省份，交

通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为外国投

资者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东爪哇省是爪哇岛六省中面积最

大的省份，由马都拉岛、巴韦安

岛、康厄安群岛及爪哇海和印度

洋上的一些小岛屿组成，东爪哇

省地形分为低地和高地（东爪哇

省中央区域）。同时还包括多山

地区、丘陵区和沿海区。此外，

东爪哇省内还分布有一些火山。

东爪哇省属于热带气候，温度在

23-37℃之间，年平均降雨量为

1519毫米。

东爪哇省的主要民族包括爪哇人

（79%)、马都拉人（18%）及

一些本地民族，例如Tengger族

人、Osing族人和Samin人。外

来人口主要是华人、阿拉伯人和

巴厘人。现有许多侨民居住在东

爪哇省内。

地理

种族与文化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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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爪哇省

东爪哇省在2009年11月出口额

达到1 1 . 9 3 0 2亿美元，相比

2008年增长21.01%。东爪哇省

的非油气出口产品主要是铜、有

机化学品、纸张、木材和木制品

、鱼类和虾类。出口目的地包括

：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和韩国

。东爪哇省在2009年的总出口额

为110.1716亿美元，相比2008

年增长4.06%。

东爪哇省2009年12月的进口额

为8.8401亿美元，相比2009年

11月增长9.97%。非油气进口产

品主要包括：机器和机械面板、

钢/铁、工业废料、塑料与塑料制

品、肥料。主要进口国为中国、

美国、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

东爪哇省2009年总进口额为

出口与进口东爪哇文化和习俗受到很多文化的

影响。对东爪哇文化影响最大的文

化元素包括中爪哇文化、伊斯兰文

化、马都拉文化和巴厘文化（Osing

族）、印度文化（Tengger族）。东

爪哇省的一些特殊节日大多与宗教

仪式有关。东爪哇省同时还定期举

办一项重大的体育-旅游比赛。

东爪哇省2 0 0 9年第 4季度的

GRDP相比200 8年同期增长

5.16%。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包

括：交通运输行业（13.31%），采

矿与采石行业（7.75%），服务业（

7.52%)，金融、所有权与商业服

务（6.42%)，贸易、酒店与餐馆

行业（5.93%）。东爪哇省2009

年1月到12月的GRDP相比2008

年同期增长5.01%。

经济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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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加里曼丹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坤甸

：146,807 平方公里

：430万

：28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Drs. Cornelis MH

：www.kalbar.go.id

112.6726亿美元，相比2008年

下降36.19%。

2009年8月，东爪哇省劳动力人

口达到20 ,338 , 000人，相比

2008年8月增加了1,599,000

人。东爪哇省2009年最低工资

标准为570 ,000印尼盾（如果

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

算，合60美元），相比2008年

的500,000印尼盾增长10%以

上。

东爪哇省很多行业都存在投资机

会，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包括农

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种植

园和采矿业。同时，东爪哇省很

多地方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都非

常丰富，能够吸引游客，因此为

投资者提供了发展旅游产业的难

得机会。

东爪哇省的经济增长率在印尼高

居第二位，仅次于雅加达，外国

投资者在爪哇投资将获得诸多好

处，东爪哇省基础设施完善，拥

有5个飞机场（其中1个为国际机

场）和30多个港口，因此为全省

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和有

力支持。东爪哇省有8个区设有

工业区。

西加里曼丹省地处赤道线上，常

年高温和高湿度，地势低洼，省

内有许多河流分布，可安全通

航。西加里曼丹省的地形从西往

东沿卡布瓦斯(Kapuas)山脉地

势逐渐升高。西加里曼丹大部份

地区都是沼泽，覆盖有红树林。

西加里曼丹北与马来西亚的沙劳

越州接壤，西部为Natuna海/

加里曼丹海峡。 

西加里曼丹省内的种族有达雅族

（35%）、Sambas族（12%）

地理

种族与文化

就业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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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加里曼丹省

、华人（9%）、爪哇族（9%）、

Kendayan族（8%）和马来族（8%

）等。在语言方面，全省共有164

种方言，其中152种方言属于达雅

族，另外12种方言属于其它种族。

除了传统方言外，马来语、印度尼西

亚语和汉语均在全省广泛使用。

西加里曼丹2009年的GRDP达到

53.865万亿印尼盾，增长4.76%

。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内

/个人消费，达到30.932万亿印尼

盾，相比2008年的27.034万亿印

尼盾增长8.01%；农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1.16%；贸易、酒店

与餐馆行业，产值为12.743万亿

印尼盾。

西加里曼丹省2009年5月出口额

最高的两类产品为：橡胶与橡胶

制品、木材与木制品。这两类产

品的出口额占全省总出口额的

77.3%左右。2009年3月，西加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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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里曼丹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帕朗卡拉亚

：153.564 平方公里

：210万

：12.5/平方公里

：GMT/WIB-TA-T

：Agustin Teras Narang, SH

：www.kalteng.go.id

里曼丹省的出口额相比2009年2

月下降29.99%，从2615万美元

下降到1831万美元。

同时，西加里曼丹省的进口额在

2009年3月的同比增长率高达

188.7%，从2009年2月的240

万美元提高到700万美元。2009

年1月到3月，西加里曼丹省的进

口额相比上年同期下降35%。主

要进口产品包括：机器/飞机机械

、农产品、锌、水产品、钢铁材

料、纸张/硬纸板、车辆与车辆部

件、食品加工剩余物、木材与木

材制品、塑料与塑料制品。中国

和马来西亚是西加里曼丹省在

2009年3月的两个最大进口国，

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额从2009年

2月的110万美元提高到2009年

3月的690万美元。

西加里曼丹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2009年的705,000印尼盾提高

到2010年的1,024,500印尼盾

（如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

元计算，合109.50美元）。

西加里曼丹省出产各种农产品，

就业

投资机会

例如棕榈油、橡胶、甘蔗、可可

及鱼类产品，同时还出产玉米、

椰子、肉豆蔻和牛。在旅游方面

，西加里曼丹省自然资源、农业

景观和文化景观都非常丰富和多

样，因此具有大量的投资机会，

作为投资目的地，西加里曼丹省

的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和方便

，同时还保证足够的电力供应和

电信设施服务。

斯赫瓦纳山脉(Schwaner)从中

加里曼丹省的东北部延伸到西南

部，中加里曼丹省80%的面积都

是丛林、沼泽、河流和传统农业

用地。东北部高地区域非常偏远

，很难到达，全省各地还分布有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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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里曼丹省

非火山山脉。南部地势低洼，主

要是沼泽和大量河流。中加里曼

丹省属于热带性气候，雨季为8个

月，旱季为4个月。

中 加 里 曼 丹 省 人 口 主 要 包 括

Banjar人（24%）、爪哇人（18%

）、恩加朱人(18%)、达雅克人（

10%)和Bakumpai人（8%）。

中加里曼丹省原住民为达雅克族

，由恩加朱族、Ot Danum族、

种族和文化

Ma’anyan族、Ot Siang族、

Lawangan族、Katingan族及其

他亚族构成。中加里曼丹省的语

言除了印尼语外，还包括达雅克

语和各种方言。

中加里曼丹省2009年经济增长率

为5.5%，在加里曼丹各省中位列

第一，中加里曼丹省的经济增长主

要归功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产业的

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

产业包括：金融、租赁和公司服务

（13.3%左右），建筑行业（9.2%

），采矿与挖掘行业（8.7%）。

2009年1月到11月，中加里曼丹

省的出口额达到2.971亿美元，

相比上年同期(2.854亿美元)增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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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主要出口产品包括：动植

物油（930万美元，占90.1%），木

材与木制品（90万美元，占9.1%

）。主要出口目的地为：马来西亚

（9070万美元，占30.5%）、中

国（8720万美元，占29.3%）和日

本（2400万美元，占8%）。

2009年1月到11月，中加里曼丹

省的进口额达到3490万美元，相

比上年同期的3600万美元下降

2.8%。中加里曼丹省进口的产品

中，进口额最高的是飞机机器与机

械，进口额为2380万美元（68%)

，然后是钢铁材料（500万美元，

占14 .3%）、车辆及车辆部件（

160万美元，占4.7%）。主要的进

口国家包括：马来西亚（2780万

美元，占79.4%）、新加坡（280

万美元，占8.1%）和奥地利（160

万美元，占4.6%）。

就业

中加里曼丹省2009年8月的就业

人数为998,967人，相比2009

年2月减少了32,851人，即减少

3.1%。中加里曼丹省的最低工资

标准从2008年的765,868印度

尼 西 亚 盾 提 高 到 2 0 0 9 年 的

873,089印度尼西亚盾（如果按

照9350印度尼西亚盾兑换1美元

计算，合93.3美元）。

中加里曼丹省最具商业机会的产

业之一是泥炭农业，泥炭藓开发

总面积为160,000公顷，产品主

要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中加里

曼丹省的畜牧业现在以小型公司

和家庭作业为主，但中加里曼丹

省草地面积广阔，因此牛、水牛

、山羊和家禽等养殖很有发展潜

力。在采矿行业，全省蕴藏有各

种矿物资源，例如黄金、石灰岩

、煤炭、铁矿石、锰、云母、

cuarsa砂。在农林行业方面，主

要出产胶合板、藤材、橡胶和木

材。中加里曼丹省的中部覆盖热

带森林，可出产各种贵重的木材

，例如铁樟木（Ulin）和梅兰蒂

木。在旅游行业，中加里曼丹省

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山岳

、森林、湖滩、瀑布及其它自然

美景，能吸引各地旅游者前来。

Sabangau国家公园是泥炭地保

护区，同时是国际公认的濒危动

物红毛猩猩保护地。中加里曼丹

省交通基础设施齐全，拥有飞机

场和港口。

就业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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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里曼丹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马辰  

：36,985平方公里

：350万

：93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H. Rudi Arifin

：www.kalselprov.go.id

移民人口。南加里曼丹省民众（特

别是Banjar族人）在一生中非常

注重传统礼节。南加里曼丹省的语

言主要是印尼语和Banjar语。 

南加里曼丹在2009年第3季度的

经济总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04%，增长最快的行业为农业，

相比上年第3季度增长了14.2%。

增长最少的是加工工业，增长率

仅为2.7%。南加里曼丹在2009

年第3季度的GRDP总额达到156

亿印尼盾，因此2009年全年的

GRDP总额为406亿印尼盾。

2009年1月到10月，南加里曼丹

的出口额达到42.092亿美元，相

比2008年（30.569亿美元）同

期增长37.7%。2009年10月，南

加里曼丹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

日本（9700万美元）、中国（

8560万美元）和印度（5640万

美元）。出口额最大的产品是矿物

燃料，为4.639亿美元，然后是：

木材与木材制品（810万美元），

动植物油（770万美元），金属矿

、火山岩和火山灰（740万美元）

，盐、硫磺和白垩（300万美元）

南加里曼丹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为

海拔100米以下的平原，沼泽地

面 积 为 8 0 0 0 平 方 公 里 。

Meratus山脉从南加里曼丹省的

西南部延伸到东北部。最高峰为

Gunung Besar，海拔1892米。

南加里曼丹省降雨充沛，一年大

约有120天为雨季，年降雨量为

2000-3000毫米。

Barito是南加里曼丹省境内的主

要河流，同时是该省重要的水路

通道，可到达南加里曼丹省北部

和中加里曼丹省。

南加里曼丹省人口主要包括本地

Banjar人（76%）和由爪哇人（

13%）与布吉人（12%）组成的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地理

种族与文化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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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里曼丹省

及其他商品（55万美元）。

2009年1月10月，南加里曼丹省

的进口额达到7.8899亿美元，相

比2008年同期增长156.5%。经

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包括：矿物燃

料（5680万美元），飞机机器和

机械（650万美元），车辆及车

辆部件（390万美元），盐、硫

磺和白垩（27万美元）。2009

年10月，南加里曼丹省的主要进

口地包括：台湾（3340万美元）

、新加坡（2330万美元）、印度

（390万美元）和澳大利亚（

310万美元）。

到2009年8月，南加里曼丹省的

劳动力人数为170万，相比2008

年8月增加3.57万。南加里曼丹

省最低工资标准从20 0 8年的

825,000印尼盾提高到2009年

的930 ,000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99.40美元）。

南加里曼丹省的渔业有很大的投

资机会，包括淡水鱼、河鱼、湖

泊鱼和海洋渔业，主要分布在

Tanah Laut和Tabalong区。鱼

类产品包括冻虾、金枪鱼、冻金

枪鱼头、活龟、蟹等；矿物产品

包括原油（主要产于Ban jar、

就业

投资机会



312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Tanah Laut和太巴塱区，尤其是

产 于 T a n j u n g 和 M u r u n g 

Pundak）和石灰岩（水泥工业

中的一种原料，主要产于Barito

河的东加里曼丹省附近河段）。

其他矿产品包括煤炭（产于Hulu 

Sungai Utara和Kotabaru区）

和液化天然气（产于太巴塱）。

南加里曼丹省的矿物藏量估计有

18亿吨，而目前开采量为每年

1200万吨左右。以林业、农业和

种植业为基础的工业有很大发展

潜力。旅游行业同样具有投资潜

力，南加里曼丹省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分布有河流、森林、湖泊

、山岳和文化胜地。作为投资目

的地之一，南加里曼丹省的交通

基础设施非常完善。 

东 加 里 曼 丹 省 土 地 面 积 为

20,039,500公顷（81.7%），

海洋面积为4,484 ,280公顷（

18.2%），北面与东马来西亚接

壤。东临望加锡海峡（Makas-

sar Strait）、苏拉威西海和苏

拉威西海峡。省内地形崎岖不平

，海拔高度在0-1500米之间，

坡度最大为60%。平均温度在21

地理

东加里曼丹省

东加里曼丹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网站

：沙马林达 

：211,440平方公里

：320万

：11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Awang Faroek Ishak

：www.kaltim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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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4℃之间，昼夜温差为5℃

到7℃。平均湿度达到86%，平

均风速为5海里/小时。年平均降

雨量为2060.2毫米左右。

东加里曼丹省民族主要包括爪哇

人（29.6%）、布吉人（18.3%

）、Banjarese人（13.9%）、

达雅克人（9.9%）和Kutai人（

9.2%）。东加里曼丹省有19个

达雅克亚族，每一个亚族都有自

己的文化和首领（酋长）。

东加里曼丹省在2009年第4季度

的经济增长率为2 .29%，高于

2009年第3季度增长率（1.64%

）。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采矿

与采石行业，该行业的产品需求

不断上涨、价格不断提高。

东加里曼丹省在2008年10月的

出口额为2 1 . 8 亿美元，相比

2008年9月增长9.46%。2008

年10月的非油气产品出口额（

9800万美元）相比2008年9月

增长92.34%，而油气产品出口

额（12亿美元）下降19.06%，

主要是因为受油价下调的影响。

2008年1月到10月，东加里曼丹

省的主要出口国家包括日本、中

国和韩国。2008年10月，东加

里曼丹省的进口额达到4.7757亿

美元，相比2009年11月增长

45.26%。主要进口产品包括：

矿物产品、机器与零件。东加里

曼丹省的主要进口国包括：文莱

、土尔其和马来西亚。

2008年8月，东加里曼丹省的劳

动力人数为1,416,963人，相比

2007年8月增加175,542人。东

加里曼丹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2008年的889,654印尼盾（如

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

算，合95.1美元）提高到2009

年的955,000印尼盾。

东加里曼丹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例如黄金、煤炭、油气等矿

藏）和林业产品资源（藏量有待

进一步调查）。东加里曼丹省拥

有肥沃的干地，可用于种植椰子

、橡胶、可可、棕榈油和肉豆蔻

；各种鱼类储量巨大，渔业发展

前景广阔。东加里曼丹省同时还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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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畜牧业的投资机会，由于

东加里曼丹省独特的自然资源和

生态条件，非常适合于发展畜牧

业，同时政府还会为投资者提供

家种畜禽，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东加里曼丹省的自然

资源和矿物资源非常丰富，对投

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产业

方面，东加里曼丹省拥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特别是林业、种植和

海洋资源，同时石化、近海钻探

设备、甲醇和造船行业的前景也

非常看好。作为投资目的地之一

，东加里曼丹省的交通基础设施

非常齐全和完善。

巴厘省西临爪哇岛，东濒龙目岛。

它的热带海滩和巨型水稻田举世

闻名，巴厘省不仅拥有平原，同时

地理

还有起伏不平的丘陵。此外，岛

上还有一些山峰，其中有几座为

火山峰。巴厘省全年白天温度在

20℃到33℃（或68℉到 93℉）

之间。每年12月到次年3月，西

季风会带来充沛的降雨和很高的

湿度，白天大多为晴天，下雨一

般是在晚上且时间很短。6月到9

月，湿度相对较低，晚上气温可

能会偏低。

有些地区（例如乌布、贝度库、

金塔玛尼）和海拔较高的地区会

全年频繁出现阵雨天气，这些山

区的气温可能相对较低（尤其是

在日落后）。巴厘省向南地势逐

渐走低，并形成冲积平原和浅水

区，河流的流向为从北向南，在

干季河床会干涸，而暴雨季节可

能发生水灾。

巴厘省人口的93%信奉巴厘岛印

度教，这是最古老的混合印度教

，早在伊斯兰教于12世纪进入巴

厘岛之前就已经产生。巴厘省内

的种族主要有：巴厘人、爪哇人

以及从印尼其他地方移入的其他

民族人群，巴厘省内居住有3万名

左右的外国人。

种族与文化

巴厘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丹帕沙

：5.634.40平方公里

：350万

：605/平方公里

：WITA (GMT + 8)

：Made Mangku Pastika

：www.bali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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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文化由印度教传统和巴厘风

俗融合而成，同时还融入了传统

的爪哇文化和其他多种巴厘岛文

化元素。巴厘文化在其建筑、艺

术品（绘画、雕刻、木刻和手工

艺品）、表演艺术、音乐和宗教仪

式以及庆典上演绎和表现出来。

巴厘岛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旅游业

，同时也受到其他行业的影响，

例如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巴

厘岛2009年第3季度的GRDP相

比上一年增长4.17%，经济增长

的 主 要 贡 献 来 自 ： 服 务 业 （

6.48%)，电力、供气和供水行业

（5.06%），贸易、酒店和餐馆

行业（ 4 . 8 7 %），制造业（

4.64%）。同时，巴厘岛2009

年 前 三 季 度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5.92%，最大的贡献来自采矿与

采石行业（8.67%）。

巴厘岛出口每年增长15%左右，

年出口额现已超过4亿美元，在

2009年第3季度，巴厘省的出口

额为0.69484056亿美元，巴厘

省的主要出口地包括日本、新加

坡、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出

口额居前五位的产品是：鱼类和

虾类（27.02%）、非针织服装

（20 . 2 0%）、珠宝和宝石（

20.07%）、针织产品（4.5%)

和木材/木制品（4.45%）。

到2009年第3季度，巴厘省的进

口额为155,635,469美元，相比

2008年第3季度（29,345,924

美元）增长了430.35%。巴厘省

的主要进口地包括英国、泰国、

香港、美国和新加坡。主要进口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巴厘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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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船舶和浮体结构（

69.79%）、机器（9.02%）、珠宝和

宝石（5.47%）、光学制品（4.01%

）、机器/电气设备（1.74%）。

到2009年8月，巴厘省劳动力（15

岁以上）人数为2,728,747人。

2010年1月2日，巴厘省每月最

低工资标准从760,000印尼盾提

高到829,316 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88.6美元）。

尽管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

前往巴厘省的旅客仍然络绎不绝

，不过由于全球经济继续紧缩，

巴厘省明年的游客人数可能会有

所下降。新的大型超级市场、高

档展厅、气派的精品店和各种风

味餐馆在巴厘省每日开放，巴厘

就业

投资机会

省的经济有望在未来很长时间内

继续保持活跃，快速增长的经济将

为外国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

西努沙登加拉省由龙目岛和松巴

哇两大岛组成。西努沙登加拉省

有非常漂亮的海岸线、海滩及陡

峭的山峰。龙目岛上有7座山峰，

其中林加尼山为最高峰，海拔高

度37 7 5米。全年温度最高为

32.1℃，最低为20.6℃。因地处

地理

西努沙登加拉省

西努沙登加拉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马塔兰

：20.1平方公里

：440万

：211/平方公里

：GMT/WIB-TA-T

：M. Zainul Majdi

：www.ntb.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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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区，西努沙登加拉省湿度

很高，全年湿度为48%到95%。

西努沙登加拉省北濒爪哇海和佛

罗勒斯海，南临印度洋。

西努沙登加拉省的本地主要民族

是Sasa k人，其他民族还包括

Bima人、森巴瓦人、印度雅利安

人、巴厘人、华人和阿拉伯人。

西努沙登加拉省在历史上通过贸

易吸收了各种文化元素，包括印

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

在2000年1月17日发生龙目岛暴

乱后，现在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在

西努沙登加拉省和睦相处和建立

友好关系。西努沙登加拉省内使

用的语言为印尼语和Sasak语，同

时受到巴厘语和爪哇语的影响。

西努沙登加拉省的各个地区还使

用各种不同的方言。

种族与文化

2009年第4季度，西努沙登加拉

省的GRDP预计为12.44万亿印

尼盾，相比2009年第3季度增长

7.12%，相比2008年同期增长

14.89%。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

来自采矿与挖掘行业（37.43%)

，其次是农业（18.74%）。

根据贸易部的数据，西努沙登加

拉省在2009年的出口额为7054

亿美元，从珍珠、浮石、工艺品

，到矿产品，出口产品种类多样。

西努沙登加拉省的主要出口目的

地包括：日本（80亿美元）、美

国（75亿美元）、中国（59亿美

元）、新加坡（58亿美元）和印

度（51亿美元）。

西努沙登加拉省在2009年的进口

额达到335亿美元，主要进口国

包括：中国（94亿美元）、美国

（68亿美元）、新加坡（68亿美

元）、美国（48亿美元）和泰国

（31亿美元）。

经济

出口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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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西努沙登加拉省劳

动力人数达到210万，相比2008

年（203万）有所增加。2009年

8月的失业率为6.25%左右，相

比于2008年8月（约6.13%）有

所增长。

西努沙登加拉省2010年的最低工

资标准为730,000印尼盾（如果

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78.00美元）。

旅游和采矿是西努沙登加拉省的

两大主要行业。龙目岛和松巴哇

两大岛拥有大量未被污染的海滩

，同时在周围海域内还有各种小

岛，例如Gili岛，西努沙登加拉省

优美恬静的海滩吸引了络绎不绝

的本国旅游者和全球旅游者。采

矿业也在西努沙登加拉省的经济

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努沙登加拉

省已探明可开采的矿产资源非常

丰富，包括大理石、浮石、石英

、硅石、方解石及其他矿产品。

西努沙登加拉省可为各种不同领

域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

外国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农业

就业

投资机会

（种植和畜牧业）、渔业（鲍鱼

、海藻、咸水鱼和淡水鱼、对虾

或小虾）、林业（木材、沉香木

和藤材）、采矿（大理石、浮石

、方解石及其他矿产品）、工业

（农产品、渔业、林业和矿业产

品的加工工业）、旅游（娱乐与

娱乐中心、酒店和膳宿）。

东努沙登加拉省在赤道以南，位

于南纬80 - 120东经1180 - 

1250处。北临弗罗勒斯(Flores)

海，南濒印度洋。全省由1192座

岛屿组成，包括弗罗勒斯岛、

Samba岛、Timor岛和Alor岛四

地理

东努沙登加拉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古邦

：47.349,9平方公里

：460万

：200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Frans Lebu Raya

：www.ntt.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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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岛屿。同时还包括一些山

区和广阔的海滩。全年最高温度

为29℃，最低温度为26.1℃，平

均温度为27.6℃。

东努沙登加拉省为多民族省份，主

要民族包括Nelong、Dawan、

种族与文化

K e m a k 、M a r a e 、R o t e 、

Sabu/Rae Havu、Sumba、

Manggarei Riung、Ngada、

Ende Lio、Sikka-Krowe Muhang

、Lamaholor、Kedang、Labala 和

Pulau Alor。每个民族都使用不

同的语言/方言。东努沙登加拉省

内的文化类型包括东弗罗勒斯文

化、S i k k a文化、End e文化、

Ngada文化和Manggarei文化。  

 

按2000年固定价格指数计算，东

努沙登加拉省2009年的GRDP相

比2008年增长4.24%。所有行

业都有增长，其中服务行业增长率

最高（6.56%），畜牧业增长率最低

（2 .38%），东努沙登加拉省在

2009年的GRDP达到24.14万亿

印尼盾。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服务

业（1.55%），畜牧业（0.94%），贸

易、酒店与餐馆行业（0.86%）。 

经济

东努沙登加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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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到11月，东努沙登加

拉省的出口额为23,278,939美元

，相比2008年同期的9,099,662

美元增长了155.82%。2009年1

月 到 1 1 月 的 进 口 额 达 到

5,051,229美元，相比2008年的

2,699,126美元增长了87.14%。

东努沙登加拉省最低工资标准从

2009年的72.5万印尼盾提高到

2010年的80万印尼盾（如果按

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85.5美元）。

东努沙登加拉省主要商品包括花

生、青豆和玉米。种植麻疯树是

另一个投资领域，这种植物可作

为新型替代能源，非常适合在东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努沙登加拉省种植，不过其可行性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其他可能投

资领域包括海藻、珍珠、盐、大理

石矿和旅游业。东努沙登加拉省拥

有极具吸引力的各种旅游胜地和旅

游项目，例如广阔的海滩、海洋公

园 、 科 莫 多 巨 蜥 国 家 公 园 、

Kelimutu三色湖和巴梭拉(Pasola)

节（一种骑马打斗游戏）。

西苏拉威西省

西苏拉威西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马穆朱

：16,796.19平方公里

：105万

：55.9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Anwar Adnan Saleh

：www.sulbar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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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人（49.1%)、Toraja人（

13.9%）、布吉人（10.7%）、爪

哇人（5.3%）、望加锡人（1.5%

）及其他更小民族（19.1%）。西

苏拉威西省内居民大多为Mandar

人，因此Mandar文化和风俗在该

省内比较流行。除了印尼语外，西

苏拉威西省民众还使用Mandar语

、布吉语、Toraja语和望加锡语。

西苏拉威西省内2009年全年的

GRDP相比2008年增长6.03%。

所有行业均出现正增长，其中增长

率最快的是采矿与挖掘行业，增长

17.62%，增长率最低的是农业，

仅增长2 .90%。西苏拉威西省

2009年的GRDP达到8.67182万

亿印尼盾。

2009年1月到6月，西苏拉威西省

非油气产品出口额为20,013,873

美元（西苏拉威西省无油气产品出

口）。其中出口额最高的产品是毛

棕榈油，达到19,935,873美元（

占全省总出口额的99.61%），其余

部 分 是 含 油 种 子 的 出 口 ， 为

78,000美元（0.39%）。出口目

的地包括：越南（51.73%)、中国

经济

出口与进口

西苏拉威西省北临中苏拉威西省

，西濒望加锡海峡，南面和东面接

壤南苏拉威西省。省内共有8条河

流，其中5条河流贯穿波里哇利（

Polewali Mandar）。两条最长的

河流为Saddang河和Karama河，

全长均为150公里左右。西苏拉威

西省内有两座海拔2500米以上的

山峰，西苏拉威西省总面积为

16,937.16平方公里，下辖5个区

。其中Mamuju是最大的区，面积

为8,014.06平方公里，占西苏拉

威西省总面积的47.3%。  

西 苏 拉 威 西 省 内 的 种 族 包 括

地理

种族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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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7%)、新加坡（15.09%）

和马来西亚（6.02%）。西苏拉威西

省2009年的进口额增长13.48%。

2006年8月到2009年8月，全省

劳动力人数增长6.55%，失业人数

平均每年下降6.03%。西苏拉威西

省 2 0 0 9 年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为

880,000印尼盾（如果按照9350

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94.10

美元）。

西苏拉威西省农业种植行业发展潜

力巨大，例如可可、腰果、椰子、

棕榈油和粗壮咖啡。在采矿和能源

领域，可投资的产品包括煤炭（已

在Mamuju区探到）、铁矿石（

Polewali Mandar区）、铜（

Mamuju区的Korossa县）、

cuarsa砂（Mamasa区）、陶土

（Polewali Mandar区）、石灰岩

与花岗岩（Majene区）。西苏拉

威西省同时还探明有石油和天然气

储量，分布在Bloka Surumana 

Pasangkayu、Kurna、Budang 

Budong和 Karama区。作为投资

目的地，西苏拉威西省正在大力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   

北苏拉威西省位于苏拉威西岛北

半岛上，是赤道以北的省份之一

（另外两个赤道以北的省份是北

苏门答腊省和亚齐特区）。北苏

拉威西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和

丘陵，同时有山谷交错，山地分

布在海拔1000米以上区域。北苏

拉威西省全年的平均温度为25℃

，最低温度为22.1℃，最高温度

为30℃。年降雨量在2000毫米

到3000毫米之间。北苏拉威西省

北临苏拉威西海、太平洋和菲律

宾群岛，东濒马鲁古海，南面与

托米尼湾相连，同时还与哥伦打

洛省接壤。

地理

就业

投资机会

北苏拉威西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万鸦老

：15,364平方公里

：220万

：143人/平方公里

：WITA

：Drs. Sinyo H. 

   Sarundajang

：www.sulut.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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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16.89%），电力、供应与供水

行业（14.89%)，贸易、酒店与餐馆

行业（12.31%）及农业（2.07%）。

到2009年12月，北苏拉威西省的

出口额为5.2203亿美元，相比上

一年的6亿美元有所下降。CCO是

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其出口额占总

出口额的50.31%，其次是毛棕榈

油（22.25%）、鱼罐头（10.33%

）、炸鱼排（3.66%）、椰子粉（

2.78%）、胡椒粉（1.88%）、鲜鱼（

1.75%）、椰壳渣（1.72%）、冻鱼（

1.29%）和干椰子肉（1.25%）。 

北苏拉威西省2009年最低工资标

准为90 .5万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96.70美元）。

出口与进口

就业

北苏拉威西省内主要种族包括：

Minahasa人（30%）、Sangir人（

1 9 . 8 %）、Mo n g o n d o w人（

11.3%）、哥伦打洛人（7.4%）和

华人。与苏拉威西岛其他地区相

比，北苏拉威西省的文化受西方文

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更大。官方

语言为印尼语，但北苏拉威西省内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省

内使用的语言除了印尼语外，还包

括米纳哈萨语、Sangihe Talaud

语和Bolaang Mongondow语，

在万鸦老及周边地区，马来语被广

泛使用。

北苏拉威西省2009年的经济增长

率为7.85%，是苏拉威西岛上经

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经济增

长主要来自以下行业：交 通 运 输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北苏拉威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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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苏拉威西省主要的投资机会分

布在种植业、渔业、农业和旅游

业。种植业产品主要包括椰子、

肉豆蔻、咖啡豆、香草、可可和

丁香。渔业包括淡水鱼类和海洋

捕鱼。在旅游方面，北苏拉威西

省的自然美景、海洋旅游、文化

旅游和宗教旅游举世闻名。

哥伦打洛省位于苏拉威西岛北部

，全省共有67座小岛屿，海拔高

度从0到2400米不等。还包括很

多不同高度的山地，以及许多河

流。哥伦打洛省全年分为两个季

节：雨季和干季。雨季通常是在

三月、五月和十月，年降雨量为

207.7毫米左右。全省温度范围为

23℃到31℃，平均湿度为80.1%

左右。

哥伦打洛省人口大多为本地哥伦

打洛族人，占总人口的90%以

上。伊斯兰教为省内最主要的宗

教。哥伦打洛省内的方言有很多

种，三种被广泛使用的主要语言

为：哥伦打洛语、Suwawa语和

Atinggola语。哥伦打洛语受印

尼语的明显影响。  

哥伦打洛省在2009年第3季度

的经济总量相比20 0 8年增长

6.60%。在2009年第3季度的

GRDP达到1.8580万亿印尼盾

，与第2季度相比，第3季度的

所有行业基本上都实现了正增长

，其中加工工业增长最快，增长

率高达8.84%。

2009年1月到5月，哥伦打洛省

累计出口总额达到7,704,711美

元，相比20 0 8年同期（仅为

4,756,385美元）增长61.9%。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出口与进口

投资机会

地理

哥伦打洛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哥伦打洛市

：2.215,44平方公里

：88.7万

：68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Gusnar Ismail

：www.gorontalo.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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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以下行业：农

业，服务业，贸易、酒店和餐馆

行业，上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31.32%、26.57%和

10.26%。

2008年到2009年4月，哥伦打

洛省未记录任何进口，只是在

2009年5月记录从泰国进口手工

艺品，进口额为760美元。

2009年8月，哥伦打洛省总劳

动力人数为420 ,962人，相比

2 0 0 8 年 2 月减少了 4 . 2 % （

18 ,498人）。哥伦打洛省最低

工资标准从2008年的60万亿

印尼盾提高到2009年的67 . 5

万亿印尼盾（如果按照9350印

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72 . 1

美元）。

哥伦打洛省获得了印尼投资协

调理事会（BKPM）于2008

年颁发的“投资奖”，投资氛

围非常有益，同时为投资者提

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例如哥伦

打洛港口 I和港口 I I（吞吐量分

别为3 0 0 0吨到5 0 0 0吨）和

A n g g r e k 港 口 （ 吞 吐 量 为

15 ,000吨）。同时，哥伦打洛

省政府正在进行一项经济可行

性研究，据研究表明，种植业

投资机会

就业

哥伦打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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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玉米、红辣椒和椰子）、

渔业、海藻行业、畜牧业和海

洋旅游行业等在哥伦打洛省内

具有很大的投资潜力。

位于苏拉威西岛中部。境内有

高山、深谷和低地沿海区。赤

道线横穿苏拉威西岛北部，全

省为热带性气候，平地和海滩

区平均温度为25℃到31℃，山

区平均温度为16℃到22℃，全

年湿度为71% - 76%，年平均

降雨量为800毫米到3000毫米

；是印尼降雨量最少的省份之

一。

中苏拉威西省本地民族超过20

个，本地人与外来移民和睦相处

，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巴厘岛、爪

哇、西努沙登加拉省和东努沙登

加拉省。同时还有一些来自苏拉

威西岛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布

吉人、望加锡人和Toraja人。 

各种民族在此聚居，因此使中苏

拉威西省成为不同文化和传统的

融合之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

特的礼仪风俗，并受到不同文化

的影响。Donggala区西海岸的

当地传统文化与来自南苏拉威西

省和哥伦打洛省的布吉人的传统

文化发生融合。而东部的传统文

化受哥伦打洛人和万鸦老人影响

甚大。中苏拉威西省山区的文化

与南苏拉威西省Tora j a人的文

化类似。中苏拉威西省某些地区

的婚礼仪式中，也可以看到西苏

地理

种族与文化
中苏拉威西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帕卢

：68.089平方公里

：240万

：35.2人/平方公里

：WITA

：Major Gen. TNI (retired). 

   H. Bandjela Paliudju

：www.sulteng.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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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答腊省的某些文化特征。中苏

拉威西省使用的语言为印尼语，

不过不同民族的人通常会使用本

地方言。

中苏拉威西省在2009年的经济

增长率（以GRDP为基础）相比

2008年增长7.66%，所有行业

都实现增长，非油气行业2009

年的增长率达到7 .67%，其中

非油气采矿业的作用甚大，包括

镍矿和黄金矿。中苏拉威西省的

G R D P 按 现 行 价 格 计 算 为

32.057万亿印尼盾，按2000

年标准价格计算为15.875万亿

印尼盾。

2009年1月到11月，中苏拉威

西省的总出口额达到2.6086亿

美元，相比上一年的2.8927亿

美元下降9 .82%。中苏拉威西

省在2009年12月的主要出口目

的地包括：日本、香港、韩国、

台湾、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孟加拉国、南非、英国、法国

和比利时。其中马来西亚是最大

的出口目的地，出口额为2.267

亿美元（81.21%）

2009年1月到11月，中苏拉威

西省的总进口额达到1295万美

元，2009年12月无进口。

到2009年8月，中苏拉威西省的

总 劳 动 力 人 数 从 2 0 0 8 年 的

1,215,727人增加到1,196,988

人，共增加18,739人。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就业

中苏拉威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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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拉威西省的最低工资标准

从2008年的67万印尼盾提高

到2009年的72万印尼盾（如

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

计算，合77美元）。

农业在中苏拉威西省占主导地

位。主要农业产品包括可可、

椰子、棕榈油、咖啡、橡胶、

香草和胡椒。同时在采矿和能

源领域提供投资机会。中苏拉

威西省的矿产资源（例如镍）

储量非常丰富。此外，畜牧业

、渔业、林业、种植业和旅游

等其他行业也很有投资潜力。

南苏拉威西省位于苏拉威西岛的

西南伊比利亚半岛上，地处南纬

0°12‘ - 8°，东经116°48‘ - 

122°36‘。南苏拉威西省包括山

区、丘陵和沿海区。气候与印尼

其他省份相同，光照充足，全年

分为两个季节：干季和雨季。温

度范围为22℃-34℃，平均年降

雨量为2000-2500毫米。南苏

拉威西省的最小湿度为46%，最

大湿度为98%。

南苏拉威西省为多民族省份，其

中布吉人人数最多（42%），然

后是望加锡人（25%）、Toraja

人和Mandar人，除了原住民外

，同时包括外来移民，例如爪哇

地理

种族与文化

投资机会

西苏拉威西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望加锡

：46,368平方公里

：787.4万（2008年）

：173人/平方公里

：WITA (GMT +8)

：Syahrul Yasin Limpo

：www.sulsel.go.id

各省概况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329

人、Batak人、Padang人和华

人。大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

，南苏拉威西省文化受阿拉伯和

马来文化影响甚大，在很早以前

就开通了国际贸易路线。

南苏拉威西省2009年第2季度的

GRDP相比2009年第1季度增长

2.64%，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

建筑业（7.36%），而农业的增长

仅为1.93%。同时，2009年第2

季度的GRDP相比2008年第2季度

增长5.24%，主要增长来源包括

：电力、供气和供水行业（11.84%

），采矿与采石行业（4.43%）。

南苏拉威西省的主要出口产品包

括镍、可可、鱼类和虾类、木材

与木制品。南苏拉威西省2009年

10月的出口额为451,170美元，

相比2009年9月的370,990美元

增长显著。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

：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中国。南苏拉威西省的主要

出口产品包括：小麦、肥料、铺

地沥青、卷材、石膏与蔗糖。南

苏拉威西省在2009年10月的进

口额为93,456美元，相比2009

年9月的71,348美元有所增长。

南苏拉威西省的主要进口国包括

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新加

坡、俄罗斯、奥地利。

南苏拉威西省在2009年8月的总

劳动力人数为3,536,920人，相

比2008年8月增加89,000人。

南苏拉威西省最低工资标准从

2008年的740,520印尼盾提高到

2009年的77万印尼盾（如果按照

经济

 

出口与进口

就业

西苏拉威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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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82.30美元）。

南苏拉威西省的自然资源丰富，为

投资者提供了各种投资机会，可投

资行业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渔

业和采矿业，其他行业也有发展潜

力，例如贸易、酒店与餐馆行业及

旅游业。南苏拉威西省的基础设施

齐全，拥有印尼东部最大的港口

Soekarno Hatta 港（位于望加锡

）。南苏拉威西省同时有四个飞机

场，分别位于望加锡、Tana Toraja

、Masamba 和 Mamuju。同时在

望加锡还设有一个大型工业区。南

苏拉威西省位于印尼东部、西部、

北部和南部的交叉地带，地理位置

非常关键，是印尼重要的交通枢纽

和重要的商业与投资地。   

东南苏拉威西省位于苏拉威西岛

伊比利亚半岛的东海岸，省内地

形主要为山地和丘陵，也包括部

分低地。东南苏拉威西省地处赤

道南面，气候为热带气候，全年

可分为两个季节：干季和雨季。

平均温度为23℃到30℃，年平均

降雨量为2000毫米。

本地民族包括Buton、Tolaki、

Morunene、Muna和Bajo，其

中Buton族人数最多，东南苏拉

威西省内还居住有来自布吉、

Toraja、爪哇和Maluku等地的

外来移民。官方语言为印尼语。       

东南苏拉威西省2009年的名义

GRDP达到25.66万亿印尼盾，

其中农业占32%比例。

地理

种族与文化

       

经济

投资机会

东南苏拉威西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肯达里

：38,140 平方公里

：211.8万

：55人/平方公里

：WITA 

：Nur Alam, SE

：www.sultra.go.id

各省概况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331

在2009年第1季度，东南苏拉威

西省的出口额达到0.67万亿印尼

盾，增长率为6.53%，而进口额

达到0.83万亿印尼盾。

劳动和移民部规定东南苏拉威西

省 目 前 的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为

7 7 0 , 0 0 0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82 . 30美元），相比2008年的

700,000印尼盾增长了10%。

东南苏拉威西省在农业、林业、

种植业、渔业和采矿业方面均有

投资潜力，主要种植产品包括可

可、咖啡、椰子和丁香。在采矿

方面，主要产品为镍、柏油和大

理石。

马鲁古省由632座大小岛屿组成

，这些岛屿可分为火山岛和珊瑚

岛。虽然马鲁古省有四座山，但

几乎没有高地。省内共有11个湖

泊、113条河流，83%的村庄都

座落在海拔0-100米之间。有趣

的是，马鲁古省内有两种截然不

同的气候类型：热带性气候和季

风性气候。

地理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马鲁古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安汶

：581,376 平方公里

：130万

：xx/平方公里

：GMT/WIB-TA-T

：Karel Albert Ralahalu

：www.malukuprov.go.id

东南苏拉威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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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鲁古省的民族主要包括安汶人

（59%）、Kei人（21%）、Buton

人（10%）和Banda人（10%）。

马鲁古省的传统文化与太平洋岛

国文化密切相关，包括语言、传

统歌曲、烹饪、家庭用品和乐器

等，例如其中的夏威夷四弦琴就是

夏威夷岛上居民的传统乐器。马

鲁古省人使用的语言包括印尼语

和安汶岛马来语。

种族与文化 

2009年第3季度，马鲁古省的

GRDP相比第2季度增长1.8%。

所有行业都有所增长，其中服务

业增长率最高（4.4%），然后是建

筑业（3.8%），采矿业（2.6%），

贸易、酒店与餐馆业（2%），交通

运输业（2%），金融、租赁和公司

服务业（1.8%），电力与供水（

0.7%），农业（0.5%）和加工工

业（0.2%）。

马鲁古省的出口额到2009年12

月达到1053万美元，其中油气产

品占有最大的比例，主要出口目

的地包括马来西亚（5036万美元

）、日本（2070万美元）、中国（

1550万美元）、泰国（830万美元

）和美国（380万美元）。

经济

出口与进口

马鲁古省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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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鲁古省12月2009年12月的进

口额为8787万美元，其中油气产

品进口为5576美元，占总进口额

的63.46%。马鲁古省的主要进口

国家包括新加坡（1029万美元）

、马来西亚（558万美元）、日本（

468万美元）和中国（236万美

元）。

就业

到2009年2月，马鲁古省的就业

人数为528,509人，相比2008

年增加35,392人。马鲁古省的最

低 工 资 标 准 从 2 0 0 8 年 的

700,000印尼盾略增到2009年

的 7 7 . 5 万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82.80美元）。

马鲁古省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

投资机会，马鲁古省可出产各种

农产品，例如大米、玉米、木薯

、甘薯和花生等，主要的种植作

物包括椰子、丁香、肉豆蔻、可

可、咖啡、腰果和木棉树。马鲁

古省的渔业和海产品行业具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将致力于满足国

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海产品包

括珍珠、海藻、小虾、金枪鱼。

在林业方面，马鲁古省可出产铁

木、藤材、药用树木、乌木、硬

木、树脂和malelueca。省内目

前共有34家拥有森林采伐权的公

司。马鲁古省的采矿业还远未发

展饱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Wetar和Lirang岛上勘探出矿产

品（例如黄金），陶土、kuarsa

砂、硫磺、石灰岩、锰、铜、铬

及其他矿物材料分布在全省40多

个采矿地点。此外，马鲁古省还

出产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 

Seram、Buru、Tanimbar和

Aru岛。作为投资目的地，马鲁古

省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为投资

者提供有力的支持。

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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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鲁古省包括331个大小岛屿

，其中64个岛屿有人居住。北马

鲁古省土地总面积为33,278平方

公里，水域面积为106,977平方

公里。北马鲁古省为热带性气候

，不同地区的气候有所有不同，

年平均降雨为2000毫米到3000

毫米。省内多丘陵和山峰，包括

许多小火山岛和珊瑚礁岛，其他

为主陆地部分。

北马鲁古省为多民族省份，包括

以下民族：Modu le、Pagu、

Ternate、West Makian、Kao

、T i do r e、Bu l i、Pa t a n i、

Maba、Sawai、Weda、Gne、

East Makian、Kayoa、Bacan

、Su l a、Ang e、S i b o y o、

Kada i、Ga l e l a、Tobe l o、

Loloda、Tobaro 和 Sahu。    

北马鲁古省人使用的语言为印尼

语，不过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本地

方言。

北马鲁古省2009年第2季度的

GRDP相比第1季度增长1.78%，

达到1,709,338.71 印尼盾。与

2008年相比，所有行业都有所增

地理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北马鲁古省

北马鲁古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特尔纳特

：140,255平方公里

：97万

：29人/平方公里

：GMT/WIB-TA-T

：Thaib Armain

：www.malut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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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北马鲁古省总GRDP增长

4.85%。 

北马鲁古省2009年第1季度的出

口额相比2008年第4季度下降

64.39%。北马鲁古省2009年5

月出口额为1798万美元，相比

4 月 份 （ 3 8 5 万 美 元 ） 增 长

327%。主要出口产品为镍矿和

鲜鱼，主要出口目的地为日本、

中国、香港和希腊。北马鲁古省

2009年第1季度的进口额相比

2008年第4季度增长11.83%。

北马鲁古省最低工资标准从2008

年的700,000 印尼盾提高到

2009年的770,000 印尼盾（如

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

算，合82.3美元）。

北马鲁古省为投资者提供大量的

投资机会。省内拥有2,861,475

公顷森林，可以出产木材和其他

林业产品；在农业方面，主要出

产大米、玉米、蔬菜作物、根苗

、香蕉、花生和绿豆；在种植业

方面，主要产品包括椰子、可可

、肉豆蔻、丁香、咖啡和腰果。投资

出口与进口

就业

投资机会

机会主要集中在哈马黑拉、Sula

、Obi 和 Morotai岛。北哈马黑拉

的棕榈油种植很有潜力，南北哈

马黑拉的巧克力产业具有潜力。

北马鲁古省为投资者提供大量的

投资机会。省内拥有2,861,475

公顷森林，可以出产木材和其他

林业产品；在农业方面，主要出

产大米、玉米、蔬菜作物、根苗

、香蕉、花生和绿豆；在种植业

方面，主要产品包括椰子、可可

、肉豆蔻、丁香、咖啡和腰果。

在畜牧业方面，北马鲁古省草地

面积广阔，可为畜牧业提供充足

的牧草，因此家蓄的饲养有发展

潜力，例如山羊、牛、肉鸡及其

他家禽。草地主要分布在Halma-

hera、Sula和Bacan岛。北马鲁

古省的地理条件同时还适合于渔

业的发展，每年可生产215,065

吨鱼类产品，最高产量可达到

239,191吨/年。主要鱼业产品包

括金枪鱼、海鱼、鱿鱼、海藻和

小鱼等，Halmahera 岛的鱼品罐

头工业、Bacan 岛的珍珠养殖业

、Kayoa与Sula岛的捕鱼业都具

有投资机会。北马鲁古省矿产资

源（例如镍）储量丰富，每年矿

产品产量可达2200万吨。在Buli

和Gee海角、Bakal、Geb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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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岛、Weda海湾都发现有矿产

品储藏。旅游方面，北马鲁古省

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各种

自 然 景 观 与 特 色 文 化 ， 例 如

Cakalele、Soya-soya舞、Gala

舞、Ake Sahu海滨公园、Gura 

Ic i岛、Duma湖和Makele湖、

Lubang宝石等。北马鲁古省大部

分面积都是宽阔的水域，因此海

运非常重要，北马鲁古省的海运

基础设施包括海港和卸货港，同

时提供Pelni船、国轮、渡船和货

柜船等运输设施。

巴布亚省地处新几内亚岛西部，是

印尼最高的几大山峰所在地，例如

查亚维查亚山（海拔5130米）、

Trikora山（5160米）和Yamin

地理

山（5100米）。同时还包括其他很

多小山峰，多山地貌使巴布亚省的

降雨非常稳定。巴布亚省大多数

地区均为热带潮湿气候，白天平均

温度为28.4°C，夜间平均温度为

23.5°C。巴布亚省北临太平洋，

南濒印度洋和澳大利亚，西边是巴

布亚岛和马鲁古群岛，东面是巴布

亚新几内亚岛。

2006年，印尼全国人口的1.2%

左右（或260万人）居住在巴布亚

省，巴布亚省内50%不到的居民是

原住民，另外一半为外来移民。

巴布亚省内原住民为巴布亚人和

美拉尼西亚人，外来移民包括爪哇

人、布吉人、米南加保人、Batak人

、米纳哈萨人和华人。

巴布亚省内有200多个不同部落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种族和文化

巴布亚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查雅普拉

：309,934平方公里

：210万

：4.7人/平方公里

：GMT/WIT

：Barnabas Suebu

：www.papua.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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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省Asmat部落独特的木雕

工艺、活泼的传统舞蹈和巴列姆山

谷节（用来庆祝印尼的独立纪念日

）都非常有名。

2009年第2季度巴布亚省的经济

环比增长为6.98%，比第1季度的

2.66%明显加快。经济增长最大来

源是采矿与采石行业（9.17%）。

但2009年第2季度巴布亚省的经

济同比增长为37.24%，比2008年

第2季度的38.16%略低。巴布亚

省2009年第2季度的GDRP达到

18.94万亿印尼盾，相比第1季度

增长14.29%。

2009年7月，巴布亚省的出口额

为3.8421亿美元，相比2009年

6月下降2.75%，主要出口产品为

经济

出口与进口

铜，2009年1月到7月的出口额

相比2008年同期下降53.06%。

巴布亚省2009年第2季度的进口

额为9231万美元，相比2009年

6月增长28.92%。进口商品主要

是油气产品。另外，2009年1月

到7月，总进口额相比2008年同

期下降40.80%。

2009年8月，巴布亚省就业人数

增加到1 , 4 3 9 , 2 0 8人，增长

2.67%。巴布亚省2009年最低工

资标准为1,18万印尼盾。2010

年，巴布亚省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到1 , 2 1 万印尼盾（如果按照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129美元）。

巴布亚省矿物资源丰富，外国投

就业

投资机会

巴布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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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对巴布亚省的采矿行业具有

浓厚兴趣；省内同时还拥有各种

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农业综合

经营和渔业也具有投资机会。巴

布亚省很多地方都拥有未被污染

的自然景观，因此旅游业也是一

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地理

西巴布亚省位于新几内亚岛的西

半岛，是印尼两个位于该岛上的

省份中的一个。西巴布亚省包括

多贝莱（鸟头）半岛和R a j a 

Ampat群岛周围岛屿。地处赤道

线下方，全省海拔高度为0-100

米。西巴布亚省由海岸区、山脉

、山谷低地和海滩组成。西巴布

亚省的气候受干燥的西季风和湿

润的东季风影响。平均温度为23

℃到28 .05℃，湿度为83%到

85.30%。年平均降雨量最大为

3689毫米，最小为2171毫米。

西巴布亚省的本地民族为巴布亚

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同时居住有

外来移民，例如爪哇人、布吉人

、Batak人、达雅克人、万鸦老

人、华人和其他。西巴布亚省包

括许多种不同文化与语言，省内

24个民族都使用不同的语言。西

巴布亚省文化受到奥斯特罗马尼

亚文化的影响。

西巴布亚省在2009年第4季度的

经济总量相比2008年同期（同比

）增长4.08%，相比2009年第3

季度增长6 .33%。西巴布亚省

2 0 0 9年第4季度的GRD P为

716.728万亿美元，最大贡献来

自交通运输行业（15.99%），然

后是建筑业（9.74%），电力、供

气和供水行业（8.09%）。 

西巴布亚省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矿

物产品（尤其是煤），然后是农

产品（例如可可和毛棕榈油）、

水产品（例如鱼类和虾类）。西

巴布亚省2008年10月的出口额

为7729美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27.69%。2009年1月到10月，

西巴布亚省的总出口额为6.9848

种族与文化

经济

 

出口与进口

西巴布亚省
  

首府        

面积   

人口 

人口密度 

时区 

首长 

政府网站

：曼诺瓦里

：115,363平方公里

：74.39万

：5人/平方公里

：WIT (GMT + 9)

：Abraham O. Atururi

：www.papuabaratprov.go.id

各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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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美 元 ，相 比 上 年 度 增 长

109.54%，其中出口量最大的是

矿产品（6.7606亿美元，或占总出

口额的96.79%），主要出口目的

地包括韩国、台湾和香港。

西巴布亚省的主要进口商品是非

油气产品。2008年8月到10月，

西巴布亚省无任何进口。2009年

第1季度，进口额相比2008年第

4季度下降19.32%，从2.79639

亿美元下降到2.25602亿美元。

2009年8月，西巴布亚省共有劳

动力人数3 5 2 , 3 8 5人，相比

2009年2月减少8275人。西巴

布亚省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为

1,210,000 印尼盾（如果按照

就业

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合

129.40美元），而2009年最低工

资标准为1,180,000 印尼盾。

西巴布亚省的农业、采矿业、林

业和旅游业都具有投资机会，西

巴布亚省陆地和海洋的自然资源

丰富，蕴藏有矿产品和天然气，

政府可为投资者提供采矿特许权

，再加上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西

巴布亚省成为外国投资的最佳地

点之一。西巴布亚省共拥有21个

海港和12个飞机场，同时已建有

一个工业区，确保为经济增长和

投资提供最大的支持。

投资机会

西巴布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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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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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独资企业

●   合资企业

  （与印尼国内投资者合资）

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新法

规将简化上述两种类型企业的批

准和注册流程，进一步精简和统

一投资者取得经营许可证所必须

完成的步骤。根据新法规的要求

，与投资审批程序有关的16个部

门将一致同意：由印尼投资协调

局（BKPM）全权负责经营许可

证的发放及提供其他服务。到

2009年5月止，所有相关部门已

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是印

尼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的一

站式服务窗口，确保进一步促进

外国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增长。印

尼的投资法规定本国投资者和外

国投资者享有同等待遇，同时政府

还出台了其他一系列激励政策。

根据第12/2009号印尼投资协调

局（BKPM）法律规定，外国投

资者系指投资者为外国的政府、

个人、企业和/或使用外资的外国

机构。外国投资可分为以下两种

形式：

印尼是全球一个巨大的市场，全国拥有人口2 . 2亿，并

一直致力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各

种投资机会。

印尼经商指南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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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签发各种必要法令，印尼投资

协调局（BKPM）已进入中央和

地方级的具体实施阶段，关于详

细 指 南 ， 请 登 录

<http://www.bkpm.go.id>或 

<http://www.nswi.bkpm.go.id

>（很快将被翻译成中文）。

为了加深理解，下面列出了投资者

取得经营许可证必须完成的程序：

织，并在印尼设有固定办公室。

在进入印尼投资之前，投资者

应首先查看“禁止投资的行业

清单”。该清单将包括：完全

禁止国内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

投资的行业；仅允许在满足一

定条件下以合资形式投资的行

业；以及主要由国内投资者经

营的行业。

取得许可证需完成三个步骤：

注册流程、投资原则许可证（

Izin Prinsip）流程和经营许可

证（Izin Usaha ）流程。

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公司、外

商独资公司和合作公司均应以

印尼有限责任公司（Perse -

roan Terbatas/PT）形式组

●  

●   

有关国家的推荐书，当申请是外国政府机构时，必须是该国家驻印尼

大使馆 /办事处的推荐书。

如果申请人是外国个人，则必须提供有效护照的复印件；

公司章程（A n g g a r a n  D a s a r ）的复印件，为英语版本，或者如果

申请人是外国公司时由合格的翻译将其翻译成印尼语版本；

如果申请人是印尼国内个人时，需提供有效身份证（K T P）复印件；

公司成立章程（A k t a  P e n d i r i a n  P e r u s a h a a n ）的复印件及任

何修改、法律与人权部门的批准书（如果申请人公司根据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法律成立）；

申请人（为印尼个人或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成立的公司）的纳

税登记编号（N PW P）的复印件；

申请书应由需签字的所有申请人（如果公司尚未成立）或者公司的董

事会（如果公司已经成立）正确和及时地签字，如果申请人由其他人

代表，则必须提交由委托人和 /或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代理书，并严格

遵守关于委托代理权的有关规定（第 6 3条）。

需与注册申请书一起提交的附件：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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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申请投资注册，申请者必须

先填写投资注册申请表，然后

提交给印尼投资协调局（该表

可从http://www.bkpm.go.id

下载）。印尼投资协调局将从

各个方面（例如行业政策和金

融）对申请表的合适性予以评

估。如果通过评估，则印尼投

资协调局（BKPM）主席将在

最多一（1）个工作日内签发投

资注册许可证。此时即表示外

国投资公司已通过公证证书形

式依法成立，并已经在司法与

人权部门注册。

当外国投资者拥有一家印尼有

限责任公司（P e r s e r o a n 

Terbatas）后，如果他们希望

使用印尼的财政机构，则必须

申请投资原则许可证，如果不

需要使用财政机构，或者他们

确定在日后生产过程中无需使

用财政机构，则不必申请。当

投资者提出投资原则许可申请

后，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

将酌情予以批准。不管外国投

资者是否需要使用印尼的财政

机构，都必须申请经营许可证。

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

）第12/2009号法令，财政机

构包括：对基本货物、资本货

物或辅助材料之外的进口设备

或商品的海关批准，以及获得

所得税机构的批准；

不管是否需要使用财政机构，

外国投资公司一旦注册后都将

拥有以下非财政权利：生产商

进口标识编号（Angka Penge-

nal Importir Produsen/API-P

）、外 国 劳 动 力 计 划 批 准

印尼经商指南

●  

 

●  

●

●

●

 

注册申请批准流程

投资者

注册
在许可证协议中加上批准号

因申请表数据不全和/或不正确

返回申请书

接受申请书

后台办公室
许可证批准的发布流程

强制步骤
待投资的行业向外国投资者开
放吗（禁止投资名单）？
是否需要相关部门的推荐信？
你投资的行业可使用享受优惠
政策吗？

申请表需附上所有必要附件

申请表

自我评估
检查单

前台办公室
将申请表和附件提交给BKPM
官员审查

正确和完整

是

已接受的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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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申请投资原则许可证，

则申请人必须填写投资原则许

可 证 申 请 表 （ 可 从

<http://www.bkpm.go.id>下

载），填写好后提交给印尼投

资协调局（BKPM）。申请表

将在最多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受

理，另外，在提交申请表时必

须附上以下证明文件：

若要在印尼设立办事处，外

国机构需要提交在印尼设立

办 事 处 的 申 请 表 （ 可 从

< h t t p : / / w ww . b k pm . g o

. i d >下载）。申请将在五日

内予以受理；

尼司法与人权部的认可证明

、公司成立章程及税务登记

编号（NPWP）复印件，

以生产流程说明形式提交的

活动计划，包括材料清单，

并绘制流程图，

任何政府（如有必要）的推

荐书，以及

公司董事亲自提交的投资原

则许可申请书，如果由代表

提交，需附上委托书；

提交公司证明材料，包括外国

投资注册条例、公司章程及印

（Rencana  Penggunaan 

Tenaga Kerja Asing/RPTKA

）、雇佣外国工作者许可（Iz in  

Mempekerjakan Tenaga Kerja 

Asing/IMTA）和工作签证建议

（Rekomendasi Visa untuk 

Bekerja/TA.01）(所有文件都可

从http://www.bkpm.go.id下载）；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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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外国投资公司许可证批准流程

投资许可证发放机构

注册

注册

注册

财政 

1.API-P

2.RPTKA/TA.01/IMTA

非财政

1.机器/基本货物、资本货物和辅助

材料的海关批准

2.建议可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公证

法律与人权部的法律批准
原则许可

准备

结构

本地政府许可，包括：
1. 位置许可
2. 建筑施工许可
3. 地契
4. 妨碍行为许可（HO/UUG）

技术部门操作许可

商业经营许可   

原则许可证将在3天内发放

原则
许可证

非强制

图5.2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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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司基本货物、资本货物和辅助材料和设施的进口批准申请书必须交给印尼投资协调局（

BKPM）主席备案。

基本货物、资本货物和辅助材料的进口申请书及所附的总清单的批准将以海关法令（Surat 

Persetujuan/SP）的形式发出。申请书将在7日内予以受理，批准书将由印尼投资协调局（

BKPM）主席代表财政部发出。

海关机构关于资本货物进口申请的批准的有效期为二（2）年，到期后可以续期。未持有永久性经

营许可证的公司需要从事生产一（1）年后其基本货物、资本货物或辅助材料进口申请才能予以批

准，且有效期为一（1）年，持有永久性经营许可证（IU）的公司需要从事生产两（２）年后其基

本货物、资本货物或辅助材料进口申请才能予以批准，且有效期为两（２）年。

进口商标识号－生产商（Angka Pengenal  Import i r  -  Produsen/API-P）是表示批准进口

的基本货物、资本货物和辅助材料的标识号，由相关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在批准的投资项目的生产

过程中使用。另外还一种通用型进口商标识号（Angka Pengenal  Import i r  -  

Produsen/API-U），从事进口活动的任何贸易公司都必须使用这种标识号。

API-P的申请应以API-P 表形式提交给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主席

API-P申请书将以API-P法令的形式由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主席代表工贸部予以批准。申请

书将在7日内予以受理。

API-P法令的有效期在印尼全国范围内都是规定生效日期起的五（5）年内，到期后可以续期。

需以贸易为目的进口商品的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都必须持有有效的API-P及其API-U。如果公司

名称、地址和常务董事会或签名的进口单证有所变动，相关公司应向BKPM主席以及经营区域贸

易部的当地办公室提交API更改申请。

如何申请：

申请书的批准

有效期

进口商标识号–生产商

如何申请

申请的批准

有效期

其他条款：

基 本 货 物 、 资 本 货 物 和 辅 助 材 料 的 海 关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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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法规定，外国公司应采

取有限责任公司（Perseroan 

Terbatas/PT）形式成立，并

遵守印尼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

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批准

不由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

发布的其他批准、许可证、法令

和执照

任何公司开始经营活动或商业生

产之前，都必须取得经营许可证

（除非特定的行业法规另有规定

）。要申请经营许可证（IU）

，投资者需要填写一份非工业用

地永久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或

填写一份工业用地永久性经营许

可证申请表，或在两个现有业务

机构合并时填写合并永久性经营

许 可 证 申 请 表 - （ 可 从

<http://www.bkpm.go.id>下

载）。申请将在七日内予以受理。

任何公司在开始生产或进行商业

活动之前，必须拥有有效的经营

许可证（除非特定的行业法规另

有规定）。

●

 

减进口税，关税最低可降到5%，或者

适合于BTBMI的最低税率。

进口时间两年。

可根据在批准书中的项目完工时间（

JWPP）予以延期。

不得转让给任何任何人，亦不得未经

BKPM及其他批准机构批准而租赁给任

何人。

必要的数据资料或文件至少保存10年。

下面是根据财政部第

135/KMK.05/2000法令及其修订法

令规定可减免进口税的服务和行业：

旅游，不包括高尔夫

农业综合企业或农业

交通运输

卫生事业

远程通信

购物中心、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国

内投资公司和非外国投资/国内投资

公司）

采矿

公共工程

信息

教育/研究与开发

林业

建筑

拥有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半成品和

/或商品（系指高价值的商品，但

不包括汽车工业（汽车配件））的经

营许可证的工业部门或公司，及其

他经营活动需要单独管制的公司。

可减免进口税的服务设施行业（包

括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

-

-

-

-

-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

资 本 货 物 进 口 机 构
的 条 件

图5.3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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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公司章程应在司法与人权

部的民政事务所注册。详细信

息请联系：司法与人权部的民

政事务所。

根据增值税法规定，外国公司

应将其业务活动向经营区内的

税务总司报告。纳税登记号码

的申请书（Nomor Pengu-

kuhan Pengusaha Kena 

Pajak ,  NPPKP）应在财政部

的税务总司备案。详细信息请

联系：财政部税务总司，网站

为http://www.pajak .go. id .

地址许可申请应提交到当地政

府（区政府或市政厅）

纳税登记号码和应征税企业确认

号

地址许可

建筑许可（IMB）申请应提交到

当地政府（区政府或市政厅）的

公共工作办公室（cq. Dinas 

Pekerjaan Umum 

Kabupaten/Kota ）。

在印尼，有两种类型的地契，外

国国内公司可以获得：HGU（租

赁权），HGB（建筑权）和Hak 

Pakai（使用权）。HGB（建筑

权）申请书应提交给土地管理局

，土地管理局将按照土地标准（

定量）予以批准。

妨 碍 行 为 许 可 证 （ I z i n 

Undang-Undang Gangguan, 

Izin UUG/HO）由各区/自治区

相关办公室发出。定居在工业区

内的公司不需要获得该许可证。

房屋建筑许可

地契

妨碍行为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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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会定期发布一份禁止投

资的行业清单或Daftar Negatif 

Investasi(DNI），该清单中列

出：完全禁止国内投资和外国投

资的所有行业清单；仅禁止外国

投资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国内投

资的行业清单。该清单发布于

禁止投资的行业清单：禁止投资

和允许投资的行业

2 0 0 7年，新的清单预计将在

2010年第1季度发布，并可从

BKPM网站www.bkpm.go . id 

<http://www.bkpm.go.id/>下

载： 

小型发电厂（10MW以下）

a. 仅允许中小型企业（SMEs）

投资的行业

 

●   

 

● 

● 

● 

● 

● 

● 

●   

●  

 

● 

● 

● 

● 

● 

● 

●   

●  

娱乐场/赌博

历史与古代遗址

政府博物馆

神圣的目的地

天然珊瑚利用（采集）

无线电监控与人造卫星轨道的管理和机构

公共广播（LPP）、广播与电视机构

内陆物流港、地磅、汽车测试的提供和组织。

禁 止 投 资 的 行 业 清 单

航行通讯/航行支持设施

船舶交通信息系统（VTIS）

空运指导

破坏环境的化学工业、化学武器

酒精饮料行业

使用含汞材料的氯碱行业

人造甜味剂与糖工业

大麻种植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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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

艺术工作室

导游服务行业

槟榔树（A r e n ）、桐树（

K e m i r i ）、罗望子（B i j i 

A s am）、炭原料、肉桂（

Kayu Manis）等

天然燕窝生产

锯磨行业（产能不超过2000

立方米每年）

藤材初次加工行业

自然栖息地野生动植物（TSL

）的收集和销售

使用30吨以下渔船在水域面积

不超过12英里的范围内捕鱼；

在公海捕鱼

水产品（UPI）加工行业、发

酵、还原萃取、鱼糜和海蜇加

工

社区广播机构（LPK）、广播

电视 

储蓄金/储蓄服务公司（小型）

；印刷品、投送业务；报纸、

小包装、包装、汇票

远程通信服务，包括：电信服

务、互联网服务和电缆安装到

户

施工服务（工程施工服务）和

小型施工工程

客运服务，使用公共交通和其

他交通，例如出租车

公共航运

咸鱼/干鱼及其他水产品行业

，鱼类及其他水产品罐头行业

染料行业，通过机染和手工染

染制天然纤维或人造纤维

蜡染布行业

橡胶行业

手工行业，使用手工或半手工

制作工艺品和进行切割

家用陶瓷工业，特别是陶器

摩托车维护和维修行业，不包

括综合摩托车销售商业（代理

/经销商），个人和家庭原料

修理行业

体现地区特色文化的手工艺行

业

农业手工工具，用于整地、生

产、采收、收获后处理和加工

，不包括锄和铲。

红糖

加工食品行业，采用种子、块

茎、西谷椰子、mel in jo（一

种带可食用种子的树）和椰干

加工食品。

块茎剥落皮和清洗行业。

烟草干燥和加工行业

稻谷耕种（在小于或等于25公

顷的面积内）；玉米种植（在

小于或等于25公顷的面积内）

；粮食作物行业，不包括木薯

与玉米（在小于或等于25公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投资公司已通过公证证书形

式依法成立，并已经在司法与

人权部门注册。

当外国投资者拥有一家印尼有

限责任公司（P e r s e r o a n 

Terbatas）后，如果他们希望

使用印尼的财政机构，则必须

申请投资原则许可证，如果不

需要使用财政机构，或者他们

确定在日后生产过程中无需使

用财政机构，则不必申请。当

投资者提出投资原则许可申请

后，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

将酌情予以批准。不管外国投

资者是否需要使用印尼的财政

机构，都必须申请经营许可证。

根据印尼投资协调局（BKPM

）第12/2009号法令，财政机

构包括：对基本货物、资本货

物或辅助材料之外的进口设备

或商品的海关批准，以及获得

所得税机构的批准；

不管是否需要使用财政机构，

外国投资公司一旦注册后都将

拥有以下非财政权利：生产商

进口标识编号（Angka Penge-

nal Importir Produsen/API-P

）、外 国 劳 动 力 计 划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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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内）

养猪行业，最大头数不超过25

头；养鸡行业

蚕茧行业（蚕丝）、蜂产品、

藤材、竹材、芦荟、轮种粮食

作物（西米）、松树液、树脂

、树液和挥发油行业

海鱼、淡水鱼和咸水鱼的养殖

水产品加工、盐腌/干燥、销售

与经销

电话增值服务提供商、信息服

务中心（转接中心）、内容服

务商（铃声、SMS、附加服务

等）及其他电话增值服务

多媒体服务组织方；互联网服

务（ISP） 

卷烟工业：丁香香烟、普通香

烟及其他卷烟工业

果实与蔬菜加糖处理/盐处理工

业

食品加工行业，将种子、块茎

、西米、melinjo和椰干加工成

食品；膨化行业；大豆和其他

豆类的非膨化加工、大豆与豆

腐、炸马铃薯条、油炸花生（

peyek）及相关行业

蜡染布行业

藤材与竹材加工工业

b. 合资公司

c. 资本所有权，限制外资所有权

红树木制品工业；塑模与建筑

材料行业；木雕手工行业（不

包括家具）；厨房用具行业

挥发油行业

泥塑建筑材料行业和水泥产品

行业、砖块和粘土/陶瓷工业及

相关工业

银饰行业；贵重金属珠宝行业

木船行业，同于观光和捕鱼，

包括船上设施和辅助设施

现代农业机械，例如脱谷机和

手扶拖拉机

其他手工艺品工业；珠宝行业

（不包括由非贵重金属量身定

制的珠宝）、宝石行业及相关

行业

螺帽螺栓、零件、主传动电机

备件、泵与压缩机、两轮和三

轮机动车零配件、自行车和三

轮车设备等行业

奶粉加工工业和加糖乳品罐头

行业

农业综合业务，移民区的种植

和渔业行业。

印尼东部以外海域的近海和陆

上原油和天然气钻井设备（外

资所有权限制：最高95%）

油气设备的运行和维护服务（

最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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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采购施工服务（最高95%）

发电厂；电力输送；电力咨询

服务；电力设备施工与安装、

安装与运行；电力采购设备的

开发；配电和核电站（最高

95%）

美术馆、艺术表演场所建造（

最高50%）

自然观光旅游和林区生态旅游

服务：水主题旅游、大自然冒

险旅游、洞穴游览及其他旅游

业务（最高25%）

野生动植物养殖；珊瑚养殖、

布鲁公园和布鲁林区内的狩猎

（最高49%）

制药工业；医药行业，医药原

材料（最高75%）

专业诊所；专业牙科诊所；健

康支持服务（检验科）；其他

医院服务（心理康复中心）；

健康支持服务（体检诊所）；

商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医院管

理服务）；健康支持服务（最

高65%）

医疗设备的校准、修理和维护

服务；针灸服务（最高49%）

租赁、非租赁贷款，例如消费

贷款、信用卡消费和风险资金

（最高85%）

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再保险、保

险经纪人、再保险经纪人、保险

损失评定人、保险精算顾问和保

险代理人（最高80%）

外汇银行、非外汇银行、伊斯

兰银行、金融市场经纪人（最

高99%）

远程通信网组建：

a. 固定线路组建 - 有线及无线

局域网，线路交接或分组交换

技术（最高49%）

b .闭关固定线路组建（最高

65%）

c. 手机网络组建 - 手机网络和

卫星网络（最高65%)

多媒体服务提供：通信与信息

数据传输网络（最高95)、互联

网互联服务（最高65%）、公共

电话网络服务（最高49%）、

其他多媒体服务（最高49%）

电信设备测试（实验室测试）

机构的成立（最高95%)

施工服务（施工执行服务）和

施工工程；商业服务/施工咨询

服务（最高55%）

收费公路业务（最高95%）

饮用水业务（最高95%）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

育及非正规教育（最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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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行业（最高60%）

渡轮运输机（最高49%）

使用30吨以下船舶进行河流和

湖泊运输；河流、湖泊和渡轮；公

共货物运输；危险品运输；特殊

商品运输；装箱货物运输；重型

设备货运（最高49%）

码头支持业务（最高49%）

一般国内定期航线；著名国内

定期航线；国际定期航线；国

内公共非定期航线；热门国内

非定期航线；用于特殊空中作

业、喷雾和授粉的航空运输；

用于特殊空中作业、摄影和测

绘的航空运输；用于体育的航

空运输；用于紧急运送就医的

航空运输；用于空勤组训练的

航空运输（最高49%）

机场勤务；运输安排服务；飞

机转乘服务；外国航空公司的

一般销售代理；航班直接支持

服务（最高49%）

海洋运输；装货与卸货；码头

设备提供（停泊所、建筑物、

集装箱枢纽站运货延迟、液体

倾卸码头和RO-RO码头）；以

废物容器形式提供码头设备（

接收设备）（最高49%）

海上救助机构和/或水下作业（

PBA）（最高49%） 

汽车维护与修理（最高49%）

水稻裁培（面积超过25公顷）

（最高49%)

玉米、木薯及其他食物种植（

面积超过25公顷）；大米和季

节性植物播种 / 抽芽（最高

95%)

面积25公顷或以上的种植；在

规定产能内的种植产品加工行

业；面积小于25公顷的种植籽

苗行业（最高95%）

印尼就业服务机构；工作培训

（最高49%）

养猪行业（总共125头以上）

，地址选择必须符合地区法规

（PERDA）

放射性矿物采矿

锯木行业，产能超过2000立方

米/年；木皮产业；胶合板工业

；层压木板（LVL）；木屑工

业

d. 某些地区

e. 特种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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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00%国内资本

使用植物和野生动物基因进行

技术开发

使用100吨和更大的捕鱼船在

ZEEI捕鱼区进行捕鱼作业。 

邮政服务；邮件、挂号信和明

信片

麻醉药生产商（医药行业）；

麻醉药的大贸易商

渡轮码头

专用印刷工业/证明文件邮票、

印花税票、证明文件、护照、

居民身份文件和全息图

铸币行业；抵押行业；专用油

墨行业

制浆工业

卷烟工业

农业基因库使用

铅溶工业

贵重物挖掘

电影制作；电影推广媒介制作

（广告、海报、静止图片、滑

动图片）；电影技术服务；电

影发行（出口、进口与转让）

；影片播映：电影院/电影院大

楼；录音室（盒式录音带、

VCD、DVD等）。

使用天然林资源生产林木产品

（IUPHHK-HA）；林区内的

水环境服务；深林植物种子和

芽苞采购和销售（深林植物种

子和芽苞的进口与出口）

捕鱼行业；使用30吨以上的渔

船在12英里范围之外的区域进

行捕鱼 

海沙采矿

药剂大宗交易；配药原料大宗

交易；传统医药行业；诊所一

般医疗服务；健康支持服务（

救护勤务）；其他医院服务（

居民保健服务）；个人保健工

作服务；全科医生(GP)、专家

医生服务及医务辅助保健服务 

基本卫生服务设施；卫生研究

工中心/局；卫生支持性业务（

病虫害防治/烟熏服务）；传统

医学处理；私营医院；配药（

药剂师专业服务）；医务室/公

众药房

养老基金

传统农村银行（BPR），伊斯

兰传统农村银行（BPR）

外币交易商

私营广播机构（LPS）、预定

广播机构（LPB）

印刷公司

施工咨询服务/商用服务；公共

工程、工程咨询服务及其他设

计工程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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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营业区面积小于1200

平方米的超级市场

收费或基于合同的大宗交易（

代理商）；手钻/酒精类商品大

宗贸易（进口商、经销商和分

经销商）；贸易测量服务

收费或基于合同的房地产/不动

产经纪人

农业机械及设备租用

大楼和私人住宅清洁服务；其

他地点的类别不明的公司服务

其他服务提供：例如洗衣店、

理发店、美容院、裁缝店及其

他类别不明的服务

印尼海外务工（招聘、文件办

理、培训和训练、提供住处）

；劳务提供[登记、招聘、文件

办理（包括劳务合同）、与雇

主商议、劳工雇佣、卫生清洁

服务于、提供安全保证、食物

供应及其他支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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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of The Indonesian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

由私营资本提供的投资份额将非

常大，因此光靠国内投资者显然

无法达到要求。

外国直接投资（FDI）是非常有必

要的，将用来弥补财政缺口。自

从1997-98年金融危机造成国内

资金严重流出以来，印尼的外国

直接投资水平在近年来呈现上涨

趋势，为了能够与邻国竞争并赢

得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资

金，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印尼的投

资环境。

印尼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

以便更有效地吸引外资直接投资

，这并不难实施。实际上，因为外

国投资者始终坚守合同、绝不容

忍腐败，许多地方政府已承认采

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例如减少与

法规的冲突，放开土地和劳动法

管制，进一步欢迎外国直接投资。

到现在为止各方已达成共识，为了实现增长目标

，管理当局设定了每年2000万亿印尼盾的投资

目标。其中大约有55%的资金来自私人资本，

而其他部分预计将来自家庭消费（25%）、政

府支出（14 -15% )和金融机构提供（7%)。

允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另一个理由 
发言 Gita Wirjawan

印 尼 投 资 协 调 局 （ B K P M ） 主 席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认

为这项任务应该立即执行。目前

正在草拟计划（称作：2010年FDI

策略文件），该文件将列出一系列

改革措施，确保通过法规框架，

使外国投资者更具信心、坚定和

确信。这些长期的改革措施现在

已完成一部分，例如许可证一站式

服务（PTSP）和电子自动入口（

SPIPISE），其他还有一些措施将

在短期内完成，例如进一步放开

禁止投资的行业清单（DNI）和印

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地区

办事处的集中指定。

该文件的目的之一是：印尼投资

协调委员会（BKPM）将继续与

外国投资者、印尼工商协会经常

进行磋商，以体现印尼将进一步

加强与外国投资者合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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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需考虑的一个

方面是资金需求。实际上，经验表

明，外国直接投资可给驻在国的

经济带来额外的财政好处。在该

文件中规定，印尼不仅仅追求外国

直接投资者数量的增加，同时主要

是提高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质量。

对于印尼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者

的质量系指外国投资者满足以下

一项、多项或全部条件：

* 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失业

* 减少贫困，使更多家庭脱离贫困

线

* 改善社会福利，将采用一些合适

的指标进行衡量   

如果外国直接投资（FDI）仅仅只

是由外国提供资金，则常常难以

满足上述条件，可通过两种方法提

高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效益。

首选，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一

个指示信号，因为外国直接投资

（FDI）非常灵活，可以选择任何

国家，因此FDI进入印尼表示印尼

的投资环境具有竞争优势。同时

，FDI会进一步拉动需求，从而推

动印尼经济的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使非

政府组织、跨国机构和评估机构

愿意将印尼与其他投资目的地进

行比较，从而起到良好的宣传作

用。另外，其他正在犹豫的外国

投资者开始进一步了解印尼，这

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挤入效

应”。提高投资者对印尼政治风

险的了解，降低资金成本，从而

得到更多的发展项目。

其次，FDI可带来积极的流入效应

，包括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工

印尼经商指南

印尼人口分布

人口百分比（%）

抚养比率（被抚养人数与

工作的人口数的比率）

工作年龄（15-64岁）
(LHS)

孩童（0-14岁）
(LHS)

老人（65岁及以上）
(LHS)

抚养比率
(R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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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更大的就业率，同时还带来

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当然，外国

直接投资必须符合驻在国的国情

，这样才能确保为驻在国经济带

来好处。印尼的有关记录表明，

FDI已经开始对印尼社会带来很大

的影响。

现在，随着印尼成为中等收入国

家，印尼的经济将逐步从商品经

济转向工业化，然后再转向知识

型经济，FDI的作用对于印尼政府

的政策设计越来越重要，FDI通常

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果没

有稳健的FDI流入，国家通常难以

完成经济的转型，因此，吸引FDI

已成为印尼的战略重点之一。

但是，印尼的市场还远未完全开

放，为了支持印尼的经济增长，

还需要吸引更多的FDI。世界银行

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印尼存在

所谓“人口红利”，即印尼的劳

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不超过3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50%），抚养率比较低，将为下

一个十年内印尼的经济发展创造

有利的人口条件。

到2020年，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

加快，出生率降低和劳动岗位增

加，印尼将面临消费支出降低和

政府支出增加的问题。为了缓解

国家财政的紧张，需要重新定位

消费方式，以推动了印尼在未来

几十年继续发展，因此印尼现在

需要大量投资，以更改经济结构

和保护经济的推动因素。

为了帮助印尼政府了解FDI对实现

印尼经济增长目标的作用，以及

将FDI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紧要意义，印尼投资协调委

员会（BKPM）展开了一项集中

式社会化项目，特别是在当地社

区能够吸引大量FDI项目的省份进

行重点考察。在不到两个月时间

考察了33个省份的21个省份后，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

选择了七个省政府（廖内、南苏

门答腊、西爪哇、东爪哇、东加

里曼丹、西努沙登加拉和巴布亚

）作为首批对象，以加强它们在

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意识。

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者了解

到FDI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印尼

将吸引更高水平和更多类型的国

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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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投资注册申请表

投资注册申请

根据2007年第25号投资法规定，该投资注册申请表将提交给主管投资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办

公室。

申请人详情

如果公司尚未成立，则应在申请人数据表中填上所有参与公司成立的人员资料。

公司的名称（假定的/已确定）*)

申请人姓名

股东

仅适用于外国直接投资公司

外国股东                         地址和原驻国 
印尼盾/美元

小计

印尼股东                            地址

印尼盾/美元

总计（a+b）

*)  删除不合适的项

**) 比例将按照资本份额计算，而不是股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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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公司成立章程及其修订本（名称、公证人和日期），以及法律与人权部的认可表（编号与

日期）

如果公司已经成立，应填写

投资/项目计划说明

如果建议的投资/项目所涉行业/领域不止一个，和/或位于多个行政区/自治区或省份内，则

投资/项目计划（行业、地址、类型/生产能力和投资）应按照每个行业/领域和/或每个地点

予以规定。

行业

项目地点

行政区/自治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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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商品/服务的类型          (印尼业务范围的标准分类)  单位       产能        备注

投资（印尼盾/美元）

   删除不合适的项目

我们在此声明：申请书已被所有申请人或其代表（通过授权书拥有足够签字权利）

正确和及时地执行和签字，我们（参与者）对申请书及后来提交的所有附属文件/数

据资料的正确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声明

申请人

印花税6.000印尼盾

姓名与签字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363

投资协调委员会(Badan Koor-
dinasi Penanaman Modal / 
BKPM)
Jl. Jenderal Gatot Subroto No. 
44, Jakarta 12190
Telephone: (62-21) 525-2008
Fax: (62-21) 525-4945
Email:  contactus@bkpm.go.id 
Website: www.bkpm.go.id

详 情请联系以下人员（电话：

+62-21-52921334，工作时间：上

午09:00到中午12:00，下午1:00到

下午04:30，印尼西部时间）：

·Manai Sampe Bulo 女士

·Benny Rusbandi 先生

·Zuli Taufik 先生

对于任何商业，在外国投资的决

策将与在所选国家投资所需成本

密切相关。下面的清单、表格及

其他资料将为投资者提供在印尼

投资所需的成本概况。

选址

作为印尼的首都，雅加达有金三角地

区最出名的写字楼，包括Jend . 

Sudirman、Jl. H.R. Rasuna Said 

(Kuningan)和Jl. Gatot Subroto。

以下是雅加达一些主要区域的写

字楼租金，汇率为9350印尼盾

兑换1美元：

虽然大多数写字楼都公开了大楼管

理处联系方式，但最方便的方法还

是通过房产中介选择办公室地址，

下面是雅加达的一些房产中介：

在印尼经商的成本

设立办公室

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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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商议

可商议

可商议

土地：85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土地：85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土地：75美元/平方米

SFB：每月8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土地：65美元/平方米

土地：每月2-2.5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土地：每月0.3美元/平方米

SFB：每月3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土地：100美元/平方米

土地：60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Bekasi 3000工业区

Patria Manunggal

工业区

YKK工业区

MM 2100 工业城

Gobel工业区 

MM 2100 工业城

Bekasi 

国际工业区 

西卡朗工业区

Lippo Cikarang 工业区

东雅加达工业园

Taman Niaga Karawang Prima

金色工业园

Kota Bukit Indah工业城

Kujang工业区

Mandalapratama 

Permai工业区

Sentul工业区

Cibinong中心工业区

Jababeka Cilegon 工业区

Cilegon Krakatau工业区  

Pancapuri Petro

化学工业区

Pancatama 工业区

Samada Perdana 工业区

西爪哇 工业区 面积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万丹 工业区 面积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印尼经商指南

名称              网站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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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包政策中的一些规定。雇主协会和

主要工会大多认为该法律是一次很

大的进步。

人力部属于政府机构，主管印尼境

内的劳动力雇佣事务。负责管理雇

佣条件、作为劳资纠纷的调解人、

运作培训学院、向侨民颁发工作许

雇佣法规

在印尼雇佣员工

工资、福利和津贴

在2003年2月，印尼国会通过了“

劳动力法”，这是自1998年以来最

重要的新劳动法。该法律中包括一

些关于解雇费和罢工合理化处理的

若干规定，同时还规定可一些新的

商业约束因素，例如定期劳务和外

雇佣员工

中爪哇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面积东爪哇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面积北苏门答腊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面积西苏门答腊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面积楠榜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面积东加里曼丹 工业区 承租人 价格/租金 (标准厂房)

SFB：每月1.75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SFB：每月2.5美元/平方米

土地：每月0.5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可商议

可商议

可商议

土地：20 – 25美元/平方米

土地：25– 35美元/平方米

SFB：每月1美元/平方米

土地：12美元/平方米

可商议

土地：70美元/平方米

Candi工业区

Taman Industri BSB

Kawasan Industri 

Tugu Wijayakusuma 

Tanjung Ema

出口加工区

Kawasan Industri Terboyo

Lingkungan Industri Kecil

Bugangan Baru Semarang

Kawasan Industri Cilacap 

Pakuwon工业区

Surimulia存储区和工业区

Kawasan Industri Medan

Pulahan Seruai 工业区

巴东工业区

楠榜Kawasan工业区

Kaltim工业区

图5.7



366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可证、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处

理其他人力资源事务等。

印尼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5天工作（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八个小时

，共40个小时。对于加班，根据劳动

法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第1个小

时加班为基本小时工资的1.5倍，第1

个小时后为标准小时工资的2倍。对

于星期天和节假日，正常工作时间

内为基本小时工资的2倍，超出正常

工作时间和加班费

印尼经商指南

省份                年          最低月薪          (美元)    复合年
                                        (印尼盾)                         增长率

巴厘

邦加－勿里洞省

万丹

明古鲁

雍亚卡他

雅加达

哥伦打洛 

占碑

西爪哇

中爪哇

东爪哇

西加里曼丹

南加里曼丹

中加里曼丹

东加里曼丹

廖内

楠榜

马鲁古

巴布亚

南苏拉威西

中苏拉威西

东南苏拉威西

北苏拉威西

西苏门答腊

南苏门答腊

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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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1小时内为基本小时工

资的三倍，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1

小时后为基本小时工资的四倍。

印尼不同省份设定的非技术人员的

最低工资标准不同。除了工资外，

法规还要求雇主向雇员每年提供一

个月的假期工资，通常是在开斋节

之前发放（印尼的 Idul Fitri 或

Lebaran）。 

每 年 1 3 天 带 薪 假 。 根 据 第

21/1954号政府法规规定，员工

有权享有最多12个工作日的带薪

年假，女性员工有权享有三个月的

产假，所有员工有权享受特殊带薪

假，例如生育（1天）、家人逝世（

2天）。

虽然法规未明确规定，但印尼大多

数员工都享有以下附加福利，例如：

- 所得税支付

- 医疗保险，以及

- 出差补贴和餐补

工资率

节假日与休假

附加福利

根据一般规定，新员工均有三个月

的试用期，在试用期内，雇主可随

时辞退新员工。但在三个月试用期

以后，公司必须获得人力部劳动纠纷

解决委员会的许可才能解聘员工。

如果获得许可，则公司可以解聘员

工，但必须支付解雇费、业绩酬劳

或工作酬劳。解雇费的具体金额取

决于工作年限。关于雇佣终止和解

雇费、业绩酬劳和工作酬劳的计算

的具体详情，请参考第13/2003号

法律。

员工总数至少10人且每月工资发放

至少100万印尼盾的公司，必须参

与印尼国有社会保险公司 P T . 

Jamsostek提供的社会保障计划，

为员工购买工作地点意外事故保险

、人身伤亡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

终止雇佣合同

社会保障（Jamsos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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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印尼政府指定PT. 

PLN为公共电力供应商。在1992

年，政府允许私营公司进入供电行

业。为了配合该政策，PT. PLN于

PT. PLN (Persero)是国有电力公

司，成立于1945年10月27日，

电力

办公室服务和公用设施

印尼经商指南

用户类型   功率                   模块组          生产成本           使用成本

(印尼盾/KVA)   (印尼盾/KVA)

来源: PT. PLN (Persero) 图5.9

注释：

*B = 商业, I = 工业, JN = 使用期, WBP = 高峰负荷时间（18.00-22.00 WIB）, 

LWBP = 非高峰负荷时间

*K =高峰负荷时间（WBP）与非高峰负荷时间（LWBP）之间的标准比较系数 按照PLN董事会的

要求以当地负荷电力系统为基准（1,4-K-2）

*P =相乘系数，S-3完全居民用电（P=1）和商业用电的系数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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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从国有公共电力公司改

为国有公司（Persero）。

PT. PLN 公司现在主要致力于

配电网和农村电网的规划，以及

供电、发电、输电设施及变电站

设施的建造。PT. PLN 

(Persero)主要由发电站使用一

次能源的混合燃料发电，例如：

火力发电站（PLTU），采用煤

炭、天然气或汽油作为燃料；水

力发电站（PLTA），利用水力

推动涡轮机发电；联合循环发电

站（PLTGU），采用天然气或

汽油作为燃料；地热发电站（

PLTP)，采用地热蒸汽作为燃料

；柴油机发电站（PLTD），采

用汽油作为燃料。

下表列出了不同类型用户用电的

价格。

自从电力行业于1992年解除管

制以来，很多私营电力供应商进

入印尼日益增长的电力市场。

Cikarang Listrindo是首家在印

尼获得“建设、拥有及运营”发

电站的私营电力公司，该公司为

勿加泗、雅加达地区提供居民用

电和工业用电。印尼的另外一家

Energy，该公司最近在东爪哇

Probolinggo开设了一家燃煤发

电厂。

在过去10年来，印尼电信行业经

历过很多次重大变革。随着电信

行业的重大调整，两家主要供应

商逐渐丧失原有市场垄断地位，

PT Telkom以前仅限于服务国内

电话市场，但因国内市场放开管

制且PT Indosat进入国内电话市

场，PT Telkom现在同时开始开

展国际电话业务。固定无线网络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

。在2009年第1季度，印尼总共

有1.4464亿电话用户，市场渗

入率为56.8%。

下面列出了电信供应商及其市场

占有率的概况。

电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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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kom Global 017拨打国际长

途，使用Telkom Global 017拨

打国际长途时的号码如下：

017+国家+区号+号码

马来西亚：017+60+35+22222

另外一家国际长途电话供应商是

PT.Indosat。使用Indosat设备

拨 打 国 际 长 途 时 的 号 码 为 ：

008/001+国家代码+ 区号+ 电

话号码

相同区号的本市电话直接拨打（

例如：雅加达区号021），不过

用手机拨打时要拨区号。用固定

电话拨打时，无需加拨区号（例

如：5678901）；用手机拨打

时，不管是否在本市内，都必须

加 拨 区 号 （ 例 如 ：

0215678901）。

PT. Telkom Indonesia Tbk同

时提供一种VoIP服务，可通过

例如：

市内电话

国际直拨

印尼经商指南

来源: PT. PLN (Persero) 图5.9

图5.10

排名  运营商         技术                        用户数（百万）     所有人

79.8 (2009年9月)

33.3 (2009年5月)

印尼国营Telkom（65%)和新加坡电

信公司（35%) 

公众股份（44.9%)、Qtel(40.8%)和

国有（14.3%）

Axiata Group Berhad (83.8%), 

Etisalat (16%) 和公众股份 (0.2%)

国有（51.82%）和公众 (48.18%)

Bakrie Group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60%)和CP 

Group Indonesia(40%) 

26.618 (2009年9月)

14.9 (2009年9月)

9.809 (2009年9月)

7.311  (2009年第3季度)

供应商               网络速度            每月费用       联系方式

147(可用任何固

话拨打）

1,695,000 印尼

盾 (181,2美元)

695,000 印尼盾

(74,3美元)

N/A

3Mbps以下 

3Mbps以下 

3Mbps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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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成本

在 印 尼 有 许 多 家 互 联 网 供 应

商 ， 两 家 最 大 的 互 联 网 供 应

商的定价如下：

供水费用

分类           分级                                     新装费       供水费            供水费            供水费

0-10 m3       11-20 m3     超过 20m3）

住宅-宿舍

孤儿院-宿舍

宗教场所

消防龙头与公众龙头

其他类似

政府医院

底层住宅

非常简单的公寓

其他类似

低级住宅

简单公寓

给水站和洒水车

其他类似

中层住宅

非商业性私人机构

小型商店

小型服务站

小型商业机构

室内小型商业机构

中型公寓

其他类似

中高级住宅

领事馆

政府机构办公室

外国代表处

商业私人机构

教育机构

军队机构

中等服务站

中等商业机构

室内中等商业机构

理发店

裁缝

餐厅

私人医院/门诊部/

实验室

医生诊所

律师办公室

627,500 印尼盾

67美元

627,500 印尼盾

961,500 印尼盾 

102,8 美元

961,500 印尼盾

102,8 美元

1,166,500印尼盾

125美元

1050 印尼盾

0.11美元

1050印尼盾

0.11美元

3,550印尼盾

0.37美元

4900美元

0.52美元

6,825印尼盾

0.72美元

1050 印尼盾

0.11美元

1050印尼盾

0.11美元

4,700印尼盾

0.50美元

6,000美元

0.64美元

8,150印尼盾

0.87美元

1050 印尼盾

0.11美元

1050印尼盾

0.11美元

5,500印尼盾

0.58美元

7450美元

0.79美元

9800印尼盾

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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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必须每季度公布财务报表，

这些报表必须在指定财务周期结

束后的30日内并在经银行管理层

部门批准后提交到中央银行（印

尼银行）备案。年度财务报表必

须由外聘审计员审计，且必须符

合印度尼西亚会计准则和印尼银

行法规，并在指定的公司财政年

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予以公布。

财政状况

印尼法律要求企业保持帐册和

记录，确保任何时候都可以查

看企业的财务状况。商业法要

求帐册和记录至少保存30年。

同时，税法要求财务记录至少

保存十年。

所有帐册和记录必须使用印尼

语保存，且必须保存在印尼境

内。帐册和记录中使用的货币

应该是印尼盾，除非财政部同

意使用其他语言和货币（通常

是英语和美元）。

会计与征税
帐册与法定记录

印尼经商指南

来源: PT. PLN (Persero) 注释：1美元=9350印尼盾

低预算酒店

小型工业机构

公寓

其他类似

1、2、3星级酒店/汽车旅馆/小型别墅 

蒸汽浴/美容院

夜总会/咖啡馆

银行

服务站、大型工厂

贸易公司/车间住宅/

     车间办公室

4、5星级酒店

很高的大楼/公寓/住户自有

     公寓

制冰厂

饮料工厂

化妆品工厂

仓库

纺织厂

其他商业机构

水驳

Ancol海港

其他类似

1,166,500 印尼盾

125美元

12,550 

印尼盾

1,5美元

12,550

印尼盾

1,5美元

12,550

印尼盾

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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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上市公司或公债发行机构必

须每半年公布财务报表，并且这

些财务报表必须在指定财务周期

结束后的30日内并经公司管理层

批准后提交给资本市场监管局（

Bapepam）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年度财务报表必须由外聘审计

员审计，且必须符合印度尼西亚

会计准则和印尼银行法规，并在

指定的公司财政年度结束后的3

个月内予以公布。这些公司同时

必须在指定财政年度结束后的

180日内将年度财务报表提交给

贸易部和工业部备案。

纳税期限

公司/行业                                          纳税期限         法规/政府机构

银行（包括管理意见书中所述范围）

保险

复合金融行业

公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

- 共同投资基金

- 公司

- 上市公司

- 从事公众融资活动的机构

- 最低总资产或净资产为250亿印尼盾。

年度财务报表按银行要求必须审计的负债者

驻在印尼或在印尼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包

括有权履行协议的分机构、支机构、子公司

、销售处和代表处等。

4月30日

5月31日

4月30日

3月31日

6月30日

印尼银行

(中央银行)

财政部

财政部

BAPEPAM和雅

加达/苏腊巴亚证

券交易所

贸易部与工业部

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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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税

-   车辆税

- 其他次要税，包括户税、外国

税、娱乐税、公路税、广告税和

广播电视税。

-   出口税

-   进口税

-  烟草、蔗糖、啤酒、酒精和汽

油税

在印尼经营公司必须缴纳所得税、

预扣税、增值税(VAT)及其他各种

间接税，例如地税和印花税。

印度尼西亚实施的公司所得税税

率的基本原则如下：

1. 常驻公司按照其在全球的收入

缴纳公司所得税，外国直接投资

公司按照其印尼来源的收入缴纳

公司所得税。

2. 按照总收入减去一定金额后计

算公司所得税，公司已支付的任

何国外税金可用来抵消应在印尼

缴纳的所得税。

财 务 会 计 准 则 公 告 （ 又 称 为

Pernyataan Standar Akun-

tansi Keuangan 或PSAK）由

印尼会计协会（IAPI - Ins t i tu t 

Akuntan Publik Indonesia）

发布，并要求其成员将PSAK作

为印尼会计准则的依据。这些标

准还包括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要

求，均符合国际财务报告标准（

IFRS）。

印尼的税收可分成以下三个基本

类型：

-  国家税

-  地区税

-  关税和国内货物税

-  所得税

-  增值税

-  奢侈品营业税

-  印花税

-  财产税（土地和房产）

-  离境税

地区税包括以下几种：

关税和国内货物税包括以下几种：

商业税

公司所得税

会计原则与操作

税收

国家税包括以下几种：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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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公司可享受5年的税款亏

损结转待遇，有些特殊行业的公

司可以享受8年的税款亏损结转

待遇。

4.  如果公司的管理、控制机构

在印尼或其总公司设在印尼，则

可以认为该公司是印尼的常驻公

司。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只需对印

尼来源收入支付所得税。不过，

如果外国总公司的业务与印尼分

公司的业务类似，则其从印尼分

公司处所得收益应作为分公司的

收益征税。

5. 收入超过100,000,000印尼

盾的公司统一按照收益的30%

收税。

6. 某些特殊类型公司应适用特

殊的税率，如下：

- 石油公司采用特殊的税率，将

在采矿公司的每份产品分成合同

（PSC）或工作协议（COW）

中规定。

- 地热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34%。

- 外国钻井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总营业额的5.6%。

- 综合采矿公司缴纳的所得税税

率在30%-45%之间，具体取决

于这些公司与印尼政府签订的协

议。不过最近签订的采矿协议中

，大多规定采用现行税率，无任

何提税条款。

- 施工公司缴纳的最终所得税应

为总营业额的2%。

- 施工设计、监理或咨询公司（

不包括法律和税务咨询公司）

缴纳的所得税应为总营业额的

4%。

- 外国钻井公司缴纳的所得税为

总营业额的5.6%。

- 非常驻国际航运公司和航空公

司缴纳的所得说为总营业额的

2.64%。

根据所得税法律的第31A条规

定，某些行业（指国家经济中

优先考虑的行业）和/或具有高

发展潜力的领域的企业纳税人

可享受以下所得税优惠：

-可享受最高为投资额30%的所

得税额外减免，

-加速折旧或摊销，

-税款亏损结转时间可延长到

10年，以及

-将已付利息的代扣所得税降至

非常驻公司标准（10%），或

按照合适的税务议定采用更低

额度。

所得税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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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想要享受上述任何所得税优

惠待遇都应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某些行业或领域的新成立公司可

享受税收鼓励待遇。政府法规将

明确规定可享受税收鼓励待遇的

行业与领域类型，这些税收鼓励

待遇包括：

-加速折旧或摊销，

-税款亏损结转时间可延长到10

年，

-将已付利息的代扣所得税降至

10%，或按照合适的税务议定

采用更低额度。

-享受每年5%的投资减免税，为

期六年，以及

-对于在2000-2002年由政府

指 定 机 构 （ 例 如 J a k a r t a 

In i t iat ive）进行债务调整的公

司，可提供以下税收鼓励：

-对因债务豁免所得收入的所得

税予以部分减免，并允许对这类

收入的所得税分期支付，

-将资产转让给债权人以清偿债

务时，如果所有资产按照账面价

值转让，则免征所得税

-在债权转股权时，如果转换成

股权的金额与债券金额相同，则

免征所得税。

税收鼓励

印尼和美国签订了免双重课税协

议，印尼已与49个国家签订了

双重课税协定。

常驻公司所得国外来源收入有

权享受单边扣税，在计算所得

税时扣除已在国外支付的所得

税部分。但扣除金额仅限于关

于该公司国外收入应在印尼缴

纳的所得税部分。

以下个人属于税务居民：

-定居在印尼，

-在任何12个月内在印尼的时间

超过183天，或者

-在一个财经年度内出现在印尼

境内并打算在印尼居住。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规定如下：

-2500万印尼盾（2673美元）

以下，为可征税收入的5%，

-2500万印尼盾到5000万印尼

盾（5347美元），可征税收入

的10%，

税收协定

国外收入与税收协定

个人所得税

税务居民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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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印尼盾到1亿印尼盾（

10695美元),可征税收入的15%，

-10000万印尼盾到20000万印尼

盾(21390美元),可征税收入的

25%，

-20000万印尼盾以上，可征税收

入的35%，

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将考虑免

税收入和所得税减免部分。

当应税商品交货付款时、商品进

口时及提供服务时（包括印尼之

外的外国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且该

服务能够在印尼带来收益），应

缴纳增值税（VAT）。除非特别

免税，否则增值税税率为10%。

奢侈品交货付款时或进口到印尼

时除了需缴纳增值税（VAT）外

，还需缴纳奢侈品营业税。税率

取决于商品的种类，在10%到

75%之间。

土地和房产税，按售价计算，费

率为售价的0.5%。

公路税。所有汽车应缴纳公路税

，按车辆的价格计算税额。公路

其他税收：

税每年征收。

只要员工人数超过10人且每月工

资总额超过1,000,000印尼盾（如

果按照9350印尼盾兑换1美元计算

，合106,9美元）的公司，都必须

为员工缴纳社保（Jamsostek），

但侨民员工不需要为其缴纳。

转让税。购买车辆或车辆所有权转

让都需要缴纳转让谁。

消费税。在印尼生产和进口所有香

烟、酒类都必须缴纳消费税。

印花税。某些类型的文件、协议和

契约都必须缴纳印花税，额度为

1,000 - 2,000 印尼盾。

关于印尼税收系统的详细信息可通

过www.pajak.go.id网查阅

纳税人可通过提交以下资料在最近

的税务局进行纳税登记：

-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的证

书， 

-公司成立章程，以及

-如果申请书由公司的未经授权的

人员签字，则需提交委任书。

纳税人身份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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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燃料和润滑剂，以及

● 仅限于由政府批准的独家机构

进口的商品。

受进口限制的商品类型会定期调

整，建议进口商及时联系国家进

口发展局（NAFED）索取最新资

料。

印尼关税税率范围为0%-170%

，不过大多数进口商品应缴纳的

关税都在0%-15%范围内。从东

盟源产地进口的大多数商品都可

以享受各种关税优惠政策，包括

免关税和特惠关税，因此进口商

品获得“东盟原产地”认证非常

关键。

印尼对某些特殊商品实施进口限制

，包括烈性酒、弹药和有害废弃物

。还有一些商品的进口需要特殊的

进口商标识号码（NPIK），包括

纺织品、鞋类和电子产品。

印尼海关总署负责执行关税法律

和相关法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

税和其他税收。

了解印尼关税

进口限制可分为两类：

印尼境内有四家大型审计机构,它们

都属于印尼大型银行的附属机构：

● KAP Purwantono, Sarwoko, 

Sandjaja —Ernst & Young 银行的附

属机构

● KAP Sidharta, Sidharta, Widjaja — 

affiliate of KPMG 

● KAP Sidharta, Sidharta, Widjaja — 

KPMG 银行的附属机构

● KAP Haryanto Sahari & Rekan — 

PwC 银行的附属机构

进口管制

PMA公司（外资控股的印尼公司

）或其他外国机构不能无限制地向

印尼进口商品。

国内公司只有在取得进口许可证前

提下才能在印尼进口商品。

向印尼进口商品的印尼以外的外国

公司必须与印尼当地进口与销售公

司建立关系，也可以在印尼成立代

表处，以便在印尼进行市场调查和

推销母公司的产品。

●     仅限于国有公司进口的食品，

税务办公室
税务顾问

出口与进口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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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需缴纳：

进口税 - 进口税税率为进口商品

海关估价的0%-150%。海关估

价根据商品的成本和到岸价格（

CIF）估算。

增值税和奢侈品营业税 - 增值税

（VAT）通常按进口商品到岸价

的10%征收。根据政府法规可酌

情下调到5%或提高到15%。某

些应税商品可能需要缴纳奢侈品

营业税（LST），税率为10-75%。

关于确定特定商品是否需要缴纳

奢侈品营业税（LST）及其具体

费率，请查阅关税税则并考虑相

关税和其他税收

关的调和关税制度（HS）。

所得税 - 纳税人必须缴纳年预扣

所得税，预扣费率为进口商品到

岸价的2.5%（如果公司未取得进

口许可证，则为7.5%）。

不过，如果进口能够满足特定标

准，则可以申请免缴、延缴或偿

还进口税。这些标准包括：

●     在出口商品的生产中的进口，

●     制造行业及其他行业的资本货

物、备品和原料，以及 

●     国外援助资金项目中进口的设

备和材料。

跨境贸易

跨境贸易

本部分概述了与货物进口与出口有关的成本与流程，记录了流程的每

一个环节：从双方签订订购协议，到完成货物交货。

DB10排名：45

DB09排名：40

排名变化：-5

资源：

详情

所有经济体比较

方法

指标                   印尼         东亚与太平洋        OECD平均
出口所需文件

出口所需时间

出口成本

进口所需文件

进口所需时间

进口成本

(份)

(天)

(美元/集装箱)

(份)

(天)

(美元/集装箱)

图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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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空运货物

目的地                 商品                重量        RSP (美元/公斤）

吉达、利雅得

或达兰

佩思或

达尔文

布里斯班

悉尼、墨尔本

或阿德莱德

奥克兰

东京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

PES

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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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或大阪

吉隆坡

加拿大

上海

曼谷

一般货物

PER/PEM/PES

金枪鱼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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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五种不同方式将货物送至

印尼或从印尼送出：

-拼装箱（LCL）海运货物（不

到一个集装箱）

-20’集装箱（30立方米）

-40’集装箱（60立方米）

-40’高集装箱（72立方米）

-空运货物

印尼法律要求企业按照以下会计

准则保留帐册和财务记录：

1. 所有帐册和财务记录都必须

以正确的方式保存，确保任何时

候都可以查阅公司的财务状况。

2. 所有帐册和财务记录都必须

采用印尼语和印尼货币，除非财

政部同意采用其他语言和其他货

币（一般是英语和美元）。

3. 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又称为

Pernyataan Standar Akun-

tansi Keuangan 或PSAK）由

印尼会计协会（ I A I - I k a t a n 

Akuntan Indonesia）发布，并

要求其成员将PSAK作为印尼会

计准则的依据。这些标准还包括

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要求，均符

合国际财务报告标准（IFRS）。

印尼会计协会是印尼境内发布公

认会计原则（GAAP）的官方机

构，目前由资本市场监察局

物流、运输

会计准则

印尼经商指南

图5.13

新加坡

香港

一般货物 

(PER/PEM/PES)

一般货物

PER/PEM/PES

生鳗

注释*  PER=易腐货物、PEM=肉类、PES=鱼类/海鲜、RSP=推荐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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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p e p am )、印尼中央银行

、税务机构和会计专业机构组

成。

公开上市公司或公债发行机构

必须每半年公布财务报表，并

且这些财务报表必须在指定财

务周期结束后的30日内并经公

司管理层批准后提交给资本市

场监管局（Bapep am）和证

券交易所备案。年度财务报表

必须由外聘审计员审计，且必

须符合印度尼西亚会计准则和

印尼银行法规，并在指定的公

司财政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予

以公布。这些公司同时必须在

指定财政年度结束后的180日

内将年度财务报表提交给贸易

部和工业部备案。

财务报表

法律事务所 

金融机构和企业银行

资本市场

商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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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与收购

项目融资

重组与清算

印尼经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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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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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保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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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
工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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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评估与其他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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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贸易
和经销业

贸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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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工业区和
住宅区

交通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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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基础设施

公路运输

船运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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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运输支持
和造船所

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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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观光

种植

农用工业、
农业、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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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农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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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业

林业与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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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能源与公用事业

通讯和媒体
广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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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和钢铁相关业

制造与装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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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商指南

出版印刷业

医药业

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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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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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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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休闲游客来说，签证程序相

对比较容易。大多数短期逗留游

客能获得一张不可延期不可更新

的的入境签证，签证有效期为30

天。一张3天单人签证的费用是

10美元，30天的是25美元，签

证费必须用现金支付。您的护照

从到达之日起有效期至少还要剩

6个月，并且须出示一张续程或

返程票。如果您留在印尼的时间

会超过30天，必须先出境再办理

一张新的旅游签证重新入境。在

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先暂时飞

往邻近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东

帝汶。

休闲游客和旅行者入门：签证和移民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权威的规章

制度、现有规定的随意实施以及

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其它一些复

杂的原因，对于想在印尼生活和

工作的外国人来说，获得适当的

证明文件似乎需要无休无止地与

政府机构纠缠。人们多么期望有

一个相对顺利的程序啊！幸运的

是，现在外国人获得印尼签证和

其他移民文件已变得容易得多；

尽管他们对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

楚，实践中有时仍会涉及到众多

的政府部门。

郁郁葱葱的热带气候，热情和友好的人民，珊瑚海滩和

无尽夏日：我们还能奢望更多吗？欢迎来印尼—一个数

百年来令游客和商人着迷的国家。

生活在印尼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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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63个国家的国民有资格申请

入境签证（截止本书完稿之时）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奥地利、巴林、比利时、巴西、保

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塞浦路

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埃及、爱沙

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爱

尔兰、意大利、日本、科威特、老挝

、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

他、墨西哥、摩纳哥、新西兰、挪威

、阿曼、巴拿马、中华人民共和国

、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

、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南非、韩国、西班牙

、苏里南、瑞士、瑞典、中国台北、

荷兰、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美国。

已向印尼国民提供入境免签证待

遇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印

尼也对等地给予免签证待遇。享

有30天免签证待遇的11个国家

和地区分别是：文莱达鲁萨兰国

，智利，香港特区，澳门特区，

 

请注意，只有在下列机场和海港才能获得入境签证：

机场：

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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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摩洛哥，秘鲁，菲律

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同样

，游客护照从到达之日起有效期

至少还剩6个月，且必须握有一

张续程或返程票。

没有在入境签证和免签证名单中

的其他国家的国民来印尼需要申

请一张外国签证（入境之前在本

国申请）。希望停留时间超过30

天的任何国家的国民还必须申请

适合的签证（旅游签证、文化签

证或商务签证），进入印尼之前

向离他们最近的印尼使馆或领事

馆申请。

旅行社也可以通过提供填好的入

境卡、护照和交纳适当的签证费

快速为游客办理团体签证，且不

另外收费。持有短期签证逗留超

期的乘客可以直接在机场办理相

关手续，并就超逾天数支付每天

20万印尼盾（约合20美元）的

逾期费。因技术故障等原因延迟

飞行的，航空公司可以为旅客申

请免除逾期罚金。

短期游客希望在印尼逗留超过30

天的，可以办理一些其他类型的

签证，但需要事先安排。最典型

的是Kunjungan签证或访问签

证，申请这类型的签证需要正当

的理由；通常这类型的签证为文

化签证、社交访问签证、或商务

签证。

● 办理一张60天的商务签证费用

为45美元，每30天延期费为

250,000印尼盾。

●   办理一张期限6个月的签证费用

为 4 0 美 元 ， 延 期 需 另 交 纳

350,000印尼盾。

● 办理一张可多次入境的12个月

签证费用为100美元，延期需另

交纳700,000印尼盾。

● 办理一张期限24个月的签证费

用175美元，延期需另交纳120

万印尼盾。

对于想长期在印尼工作的外国人来

说，办理签证的程序要复杂得多。

希望在印尼长期工作的外国人必

须由一家公司派遣，派遣公司须

递交一份外籍员工工作计划书

(Rencana Penggunaan Tenaga 

Kerja Asing, RPTKA)。国内公司

向人力部（Depnakertrans）递交

外籍员工工作計划书（RPTKA）

长期工作签证

中期逗留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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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公司向投资协调委员

会(Badan Koordinasi Pena-

naman Modal, BKPM)递交。

人力部一旦批准外国人工作计划

申请，便发给您TA-01签证建议

书。

接下来您必须把TA01建议书

原件寄给你计划居留城市的印

尼移民局。

移民局一旦批准了建议信，将

批准意见电传给有关的印尼国

外大使馆。外国人士及他的供

养家属必须到大使馆在准许进

入印尼的护照上加盖限期居留

或半永久居留签证印章。

在您抵达印尼的三天内，您

和您的供养家属必须到移民

局报到并填写必要的资料。

每个人还至少需要提供4张2 

x 3 cm彩色相片。

人力部然后会发给您一个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Izin Kerja 

Tenaga Asing, IKTA)。

您或您的派遣公司需要支付一

项技能及发展基金(DPKK)税/

费，金额是1200美元（每月

100美元，须预支一年）。

最 后 在 一 年 期 居 留 许 可 证

(Kartu Ijin   Tinggal Terba

tas，KITAS)或限期居留许可

证申请表格上加盖批准印章，

并发给工作签证。

1.

2.

3.

4.

5.

6.

7.

获取工作签证的流程

由于必须事先拿到经政府批准

的外国人工作计划书，办理签

证的整个流程可能要花几个月

的时间。

配偶和年龄17岁以下的孩子不

需要单独的外国人工作计划书，

他们由工作的配偶/父母提出申

请。但是，在获得单独的工作许

可证之前，他们不得工作。

由于印尼本国的高失业率，除了

主管以上级别的职位外，其他职

位的外国人到印尼工作必须经证

实：他拥有印尼本国国民所没有

的工作技能。

时间

亲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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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S持有者单次重复入境许

可费为20万印尼盾

6个月期的多次重复入境许可费

为 60万印尼盾

一年期的多次重复入境许可费

为100万印尼盾

二年期的多次重复入境许可费

为175万印尼盾

KITAS是一个有效期为一年的居留

许可证，附随它的还有一本蓝色的

外国人登记和变更册，通常称作 

Buku Mutasi。蓝册记录了地址

、婚姻情况、生育变化等内容，生

育需要向移民局报告；该证件很重

要，需妥善保管。居留许可证（

KITAS证）及蓝册准许您在印尼生

活一年，到期可以延期两次，办理

延期手续无须离开印尼。至本书完

成之时，办理6个月期的居留许可

证（KITAS）费用是35万印尼盾

，一年期费用为70万印尼盾，二

年期费用为1,20万印尼盾。

居留许可证（KITAS）持有者重复

入境许可费如下：

但是，不保证必然接受属于上述类

型的外国人的换证申请。印尼法规

规定是否接受还得考虑永久居留签

证（KITAP）申请者对本国发展的潜

在贡献，这是一项很灵活的规定。

对于永久居留签证（KITAP）持有

者的重复入境许可费与居留许可证

持有者相同（参见上一节）。

●

●

●

●

●

●

●

●

●

●

●

●

一年期居留许可证

生活在印尼

重要的外国专家

公司的外国总经理

有宗教职责的外国教堂工作人员

印尼人的外国配偶

印尼人持有外国护照的合法孩子

持有永久居留签证（KITAP）的外国人的外国配偶

持有永久居留签证（KITAP）的外国人的合法未婚外国孩子

想要重新获得印尼公民资格的前印尼人和退休的外国人

在一定情况下，限期居留签证可转换成永久居留签证。申请签证转换首先需要居

留人至少连续在印尼居留满二年，期限从首次发给居留许可证（KITAS）之日起

计算。目前，只有下列类型的居留许可证（KITAS）持有人可以申请转换：

永久居留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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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有大量可供居留的各种价

位的房屋让您选择，想得到什么样

的房子您最好事先做好打算。房产

的价格不再象以前那么便宜，租金

也相应地水涨船高。目前市场上有

许多漂亮的房屋和公寓期待您的青

睐。

找到出租的房源在这里不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您只要浏览报纸的

分类广告就行了，或者联系一家

有信誉的租赁代理机构，这里有

一些享有国内专营权的国际知名

品牌代理机构。

租金差别很大，取决于住房位置和

设施。一套位于雅加达非黄金地段

的家俱齐全的两居室公寓或住宅每

月租金大约为500美元，同样在雅

加达，一套配有最新设施和游泳池

的豪华住宅或两居室豪华公寓每月

租金可能达到1000-1300美元左

右。租房时，不要犹豫提出改善要

求，如配备新家俱，重新装修，重

新粉刷，修理等等，确定所有的工

作都已完成方可入住。

租房一般要求交定金，之后再预

付一个满期租金，通常为一年。

这里有商量的余地，尤其是公寓

型房产；但是当确定租赁后，预

付租金是正常的。租约也可以协

商，特别对于那些打算租住一年

以上的租客。

是否能在租赁协议中加入一个“

外交条款”值得您一问，加入条

款要允许您在万一意外地提前回

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事先书面

通知终止合同。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住房，包括住

宅、公寓、集体宿舍等等。首先

要考虑的是住房的私密性和空间

，其次是配置的安全保障和维修

服务，以及佣人服务，有的还提

供个人膳宿选择。

印尼城市虽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但依然存在广泛的等级划分，且

交通状况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

，租房时主要考虑您工作（也可

能是上学）的附近住房以及顾及

到两地坐车往返的距离，还有是

否会发生水灾。

住房租赁

租金

生活的地方

将印尼作为您的新家 合同

住房类型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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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约还附带住家或日常的佣人服

务，您可以继续保留。在印尼，

佣人的工资是很低的，一百万印

尼盾或更低，具体金额取决于您

是否提供膳宿，以及她们的工作

内容。

对于一般的家政服务，如水管维

修、木工活和垃圾处理，您最好

请求房东帮忙，房东通常保留着

一个联系目录。

部分搬家公司目录

在雅加达市内，门腾和巴油兰新

区是租房的首选之地，那里住着

许多有钱的印尼人和外国人。其

他受外国人欢迎的居留区还包括

蓬英达、克芒区和思莱达克。

根据您自带的家俱数量，您可以

相应地寻找带全套家俱的、部分

家俱的或没有家俱的出租房屋。

需注意的是中央空调和墙到墙的

地毯不是印尼出租房的特色。

租住公寓和集体宿舍，您最好先

查清是否容许养宠物——有的是

不容许养宠物的。

租用住房水电费通常不包括在租金

内，需要您另外支付。您可能被要

求直接地将水电费交给有关的政府

公司；通常，水电费由房东先行垫

付后再将费用单寄给您。

是否需要家政服务取决于您的生

活安排。佣人和司机能通过中介

机构找到，在您的办公室常常能

找到许多这类机构的名单。某些

家俱用品

宠物

公用服务费用

家政服务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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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一般有着良好的固定和移

动电话覆盖率，相比之下，偏远地区

覆盖范围要小得多，印尼东部尤其

如此。互联网使用正在快速增长，

虽然带宽有点不够速度也不是很快

(至少根据西方标准衡量是这样），但

印尼上网的人数依然日益增多。

国家固定电话提供商和最大的移动

电话营运商是Telkom—一家政府

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经营了几个

移动电话品牌，包括Telkomsel, 

Simpati 和 KartuAs品牌、一个被

称作Flexi的CDMA品牌和一个被

称作Speedy的网络服务品牌。第

二家移动电话运营商是Indosat，它

拥有Matrix，Mentari和IM3品牌，

市场地位稳居第二位。还有其他一

些移动电话和CDMA服务提供商也

占有一席之位。如果您到印尼东部

的偏远地区，选择Papua，Telkom-

sel 等在当地有着最好覆盖率的

营运商是更可取的。

您能在商场或购物中心（尤其是

在每一城市的街道拐角处）找到

预付费或事后付费的移动电话

SIM卡。移动电话使用在中产或

富裕阶层是很普遍的，他们中的

一些人还携带着多媒体电话。因

为费用比通话便宜，人们也喜欢

互相发短信。

这里有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供应

商。在万隆和雅加达这样的城市

有的旅馆和咖啡店也向顾客提供

无线网络服务；但上网最简便的

方式还是走进一家网吧，在那里

您只需租用一台计算机便可尽情

地上网冲浪，费用按时计算。

印尼有许多提供航空服务的国际

和国内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

只限于提供往返印尼的航空服务

，因此如是国内旅行的话，必须

依靠国内航空公司。印尼神鹰航

空公司是印尼航空公司的旗舰，

其设施最豪华，服务最昂贵。机

票您可以直接从航空公司购买，

也可从旅行社订购，两者之间价

格一般没有太大的差别。

通讯和网络

出行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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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无空调的公共巴士起始

票价为2,500印尼盾，车费可直接

交给司机或来回收费的售票员。有

些巴士也定时往来城际线路，但坐

火车也许是出城旅行的更好选择。

经政府批准，雅加达已开设了一条官

方运营的巴士专用通道，通道受严

密监视，且配备空调，设有固定站

点。巴士运行时间从每天的早上5点

到下午10点，票价为3500印尼盾。

出租车是游客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最有声誉的出租车公司是 Blue Bird 

出租车集团，您能在路边依靠标志

找到 Blue Bird 的车，或者打电话

叫车或预订；Blue Bird 出租车集团

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6221 -

7981001。其他拥有良好声誉的公

司包括 Taxiku 和 Express。最昂

贵的出租车服务是Silver Bird （

Blue Bird 经营）提供的豪华服务，

排在其次的Blue Bird提供的标准出

租车服务。

如果您急于出行的话，租一辆摩托

车是坐出租车的一种非常好的替代

方式。摩托车载客一般没有固定的

雅加达的巴士专用通道

出租车

乘坐出租的摩托车 (ojek)

此外，私人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

也很容易租到。

私人汽车和摩托车

印尼人靠公路左手边驾驶。按照规

定,驾车人和前排乘客必须系安全带

；摩托车手必须佩带头盔。国际驾

照在印尼被认可。但是,由于交通及

道路网络时不时出现的混乱状况,只

有很少的外国人选择自己驾车出行,

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租用带有司机

的车,要么乘坐可靠的出租车。

这里有大量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选

择，最常见的是巴士，或小型巴士

(Mikrolet) 和小面包车。巴士沿着

固定线路行驶，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乘客在任何地点都可以上下车。

地面交通

公共巴士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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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标准，您上车之前，先要跟车

主 商 量 好 价 格 。 您 还 可 以 向

Ningrat LimoBike（一家有固定

报价的摩托车出租经营商）公司预

订租车服务。

大体而言，在印尼城市大街上您很少

见到行人，人们也不喜欢骑自行车。

但是，自行车爱好者还是越来越多，

他们骑着车不顾一切地在城市穿梭。

如果您要乘坐自行车，请一定带好头

盔，并事先购买健康保险。

火车是爪哇重要的城际交通工具，

对于那些远离商业机场的小镇上的

人们来说尤其如此。车票价格取决

于您的座位等级（如是否有空调）

，需要提醒您的是：花钱买票，看

票入座。

居留在印尼的外国人的孩子除了家

庭教育外，还有两类学校可供选择

：国际学校和国立附属学校。国立

附属学校是一流学校，使用国内和

国外的两种课程设置，用印尼语和

英语双语教学，且倾向于更多地使

用英语；它是费用更昂贵的国际学

乘坐自行车

火车

学校

校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印尼学校通

常在每年的4四月份开始招生，七

月入读。

在大城市，您可能碰到的主要的

健康风险是偶尔的胃痛或腹泻。

即便如此，预先做一个全面的健

康保险安排依然是明智之举。印

尼卫生系统运转良好，能处理常

见的健康问题；但对于严重的疾

病或危重疾病，飞往新加坡或马

来西亚治疗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大多数政府健康诊所在下午开放

（从下午4点起）；您也可去医

院的综合疹所，其通常在白天营

业（上午8点至下午4点）；大

健康事务

保健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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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急疹室一般全天开放。需

要注意的是，医院和疹所要求当

场支付医疗费或提前预付。

这里有专门针对外国人员的国际

保健服务，但是费用相当昂贵。

详 情 见 网 站

www.sosindonesia.com

本地的三种疾病需要警惕：登革

热、疟疾和肝炎。针对疟疾有专

门的预防药，如果您计划去爪哇

或巴厘岛外的偏远地区旅行，建

议您配备预防药，除此之外，风

险是微乎其微的。对于肝炎，注

射肝炎疫苗是一个好主意，而且

做起来也很容易。目前还没有可

以预防登革热的疫苗，但您可以

使用蚊帐和驱虫剂以避免蚊子传

播。

如果您需要特定的药，可以尝试

去药店购买，可能的话，注意一

下药物成分，许多药有不同的商

标名。

本地疾病

药物 

生活在印尼

知名的国际学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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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有Maestro或Plus标识

的借记卡允许您在取款机上提取

现金。取款费用适用汇率费用。

信用卡诈骗在印尼是个严重的问

题。Visa 和Mastercard在印

尼 大 城 市 被 广 泛 地 接 受 ， 但

American Express 的使用还

是一个问题。如果用信用卡代替

现金支付小额款项，交易费用可

能要加收2-5% 。

下列网站载有有关医疗服务、大

使馆、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和协

会、公寓、酒店、银行、印尼领

事馆、航空公司和学校的信息。

您也可能对在当地英语书店找到

的下列出版物感兴趣：

在雅加达寻找商品和服务的最详

尽指南。介绍的类别从艺术作品

名录和资料

信用卡

雅加达购物指南

印尼主要使用现金，对此应事先

有所准备。

在大城市，这里有许多银行和货

币兑换商，他们很乐意将大多数

世界货币兑换成印尼盾，但也有

少数罕见的货币难以兑换。兑换

货币时，您可以多方询问以比较

一下汇率。注意银行在下午2点

30分之后就停止外币业务，货

币兑换商兑换时间相对更长一些

。如果您有大量的货币需要兑换

，您很有必要询问货币兑换商是

否能给您一个更高的汇率；如果

您要兑换较罕见的货币，他们往

往能向您提供比银行更多的帮助

；您通常能在大商场或购物中心

找到货币供应商。相比之下，人

们发现酒店的汇率是最低的。

外国人开设银行帐户，需要有居

留许可证。对于旅行者或休闲游

客，可以通过自动取款机取款。

自动取款机在印尼的大城市随处

兑换

银行帐户

自动取款机

货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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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品到供水部门。这本指

南包含有联系信息、营业时间、

以及每一个商店或每一类服务的

描述。

它是外国人在印尼生活的参考指

南书。介绍了印尼的历史、地理

和文化，对入境手续、新家安置

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议，还有医疗

信息和文化小吃。此书带着最新

信息的新版本即将面世，将极有

可能在2009年底与大家见面。

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印尼的传统

市场，信息量大，且容易理解。

当地的蔬菜、水果和香料按他们

的印尼名、通常的英文名和学名

（为易于识别取的）罗列其中。

带着这本书去当地市场随便逛

逛。

整体而言，印尼人民是热情、友

好和乐于交往的人民。

印尼介绍：外国人生活指南

雅加达市场

礼仪

认识印尼

游客常能看到印尼人脸上频繁而

又真诚的笑容。和谐互动是非常

重要的，礼貌和友善可以帮您走

得更远。下面是一些有关礼仪的

简短说明：

握手是最常见的礼仪，握手时稍微

用力握住对方的手即可，有时甚至

只是轻轻碰碰对方的手指尖。在爪

哇，您常常看到人们在握手之后把

手放到胸部，以示尊重。作为一个

男人，不要试图去握穆斯林妇女的

手，除非对方首先伸出她的手。您

可以将两个手掌一起朝上，或仅仅

简单地点点头和微笑；另一个向对

方表示尊敬的姿势是轻轻地弯腰，

例如对老年人或身居高位的人。

避免单独用左手接触人或传递物品

，单独用左手被认为是很粗鲁的。

如果您必须使用左手，无论如何要

两只手同时使用，例如您正在驾驶

或另一只手臂抱着小孩；当您这样

做时，要道歉以示礼貌。

处理争议时，保持平静和礼貌往

往能比对抗得到更好的结果。实

问候

避免用您的左手

避免对抗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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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招是把问题扔回给麻烦制

造者：“有什么解决方案呢？我

们能做什么？请帮帮我？”直到

另一方平静下来。

在印尼，身份高低主要取决于年龄

，与性别、社会地位、金钱或成就

无关，因此要尊重年长的人。称呼

成年男人为“Bapak”（父亲），

成年女人为 “Ibu”（母亲）是礼

貌的。

进屋时要脱下鞋子，除非您看到

房主人也穿着鞋或主人特意告诉

您不需要脱鞋。坐下时不要将您

的脚板对着另一个人。

除了在巴厘岛和龙目岛旅游区，穿

着保守是明智的，对女人来说尤其

如此。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或出席正

式会议时着装一定要整洁。

印尼人穿着考究，参加社交聚会

（如酒宴）尤其注重穿戴。民族

服装是蜡防印花服（bat ik），

穿着一件长袖的蜡防印花衬衫出

身份

家庭邀请

着装

席正式活动是很合适的，而且比

夹克和领带显得更酷。

印尼食品种类非常多样化，反映了

这个国家多元文化的结构。大米是

主食，大米与辣酱油几乎在每一个

地方都可以买到，这里有许多种类

的辣酱油。除了偏甜的排斥猪肉（

穆斯林禁止食用猪肉）的爪哇食品

之外，有名的民族食品种类还包括

万鸦老、巴厘和巴东食品，他们所

有的都值得您一试。印尼大城市有

许多国际美食馆和店铺，饮食价格

相当合理。

在路边食摊上吃东西时，避免喝

冰和没有煮沸的水，否则，有可

能引起消化不良甚至更严重的后

果；同样也不要饮用冰镇果汁或

其他冰制饮料；自来水您喝之前

要煮沸。为了安全起见，您可以

选择瓶装水(“Aqua”)，它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

但喝时要检查一下封盖是否完好

无损。如果找不到干净的水，印

尼人喜欢喝的咖啡和茶也是非常

好的替代品。

食品和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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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餐馆，包括如麦当劳等西

方专营店，都提供无猪肉食品（

ha la l），但来自非穆斯林文化

的民族餐馆，如巴塔克、万鸦老

或中国餐馆是个例外。

在印尼用手吃东西是很平常的，

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印尼人

只使用右手（从不使用）来代替

刀叉就食。如果您感到不习惯，

可以要求提供叉子和勺子。在很

多正式的场合，譬如餐馆，餐具

是自动供应的。

在印尼菜肴里可见大量的蔬菜，

但是严格的素食者或素食主义者

还是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多调

味汁里含有鸡汤、虾肉或别的非

蔬菜物质。象啤酒那样包装的白

酒，在大多数地方都能找到，而

且价格便宜；但对于葡萄酒来说

，价格要贵得多且不容易找到。

您可以到高级酒店、价格昂贵的

酒吧和高档餐馆去寻找。您还可

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传统酒精饮料

，譬如加糖棕榈酒（tuak）。

印尼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混合

语言

语；它也是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

，没有时态、性别代词和语音学

的发音法；印尼语还使用罗马字

母。除了印尼语之外，很多的人

还说方言，对讲印尼语的人来说

，有的方言容易理解，有的则不

能理解，这主要取决于他是否与

方言有密切的关系。附录中列出

了基本的印尼语短语。

英语在印尼使用广泛，特别是在

年轻人中间。许多受过教育的印

尼人能说流利的英语；一些受过

教育的老人还常常说流利的荷兰

语，这是殖民时代残余的影响。

阿拉伯语和北京话也是另外两种

主要语言，他们正变得普及，但

使用范围没有印尼语和英语那样

广泛。

生活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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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无空调的公共巴士起始

票价为2,500印尼盾，车费可直接

交给司机或来回收费的售票员。有

些巴士也定时往来城际线路，但坐

火车也许是出城旅行的更好选择。

经政府批准，雅加达已开设了一条官

方运营的巴士专用通道，通道受严

密监视，且配备空调，设有固定站

点。巴士运行时间从每天的早上5点

到下午10点，票价为3500印尼盾。

出租车是游客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最有声誉的出租车公司是 Blue Bird 

出租车集团，您能在路边依靠标志

找到 Blue Bird 的车，或者打电话

叫车或预订；Blue Bird 出租车集团

24小时的服务热线是+6221 -

7981001。其他拥有良好声誉的公

司包括 Taxiku 和 Express。最昂

贵的出租车服务是Silver Bird （

Blue Bird 经营）提供的豪华服务，

排在其次的Blue Bird提供的标准出

租车服务。

如果您急于出行的话，租一辆摩托

车是坐出租车的一种非常好的替代

方式。摩托车载客一般没有固定的

雅加达的巴士专用通道

出租车

乘坐出租的摩托车 (o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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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奢华的度假村和供应精美食品

的餐馆；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也

是背包客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的住宿一点也不昂贵。

这个国家的魅力还来自与繁华、

秩序井然的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

鲜明对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印度尼西亚不能象发达国家那

样为旅游者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

施，但这也许更加彰显了其魅力

，如国名相似的印度，印度尼西

亚用它那令人惊叹的文化和壮观

的自然景观弥补了基础设施方面

的不足。

印度尼西亚，尤其是这个国家的

爪哇和巴利，长期以来唤起旅客

的想象。多年来，印度尼西亚设

法克服了许多挑战。人们已逐渐

认识到：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

期望保持国家的和平和繁荣。大

体上看，印度尼西亚是个安全的

国家，犯罪率低，许多来自不同

国家的人们愉快地在这个国家不

受任何骚扰的工作和生活。

国际游客再次开始大量涌入印

度尼西亚以品味其无可争辩的

魅力。2009年到巴里旅游的澳

大利亚游客达到了446,570人

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在1869年

写了一本书描述印度尼西亚群岛

的奇景，称赞它为地球上冒险的

乐园。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冒险

仍然交织在广袤的群岛，在印度

尼西亚，有近5000公里的海洋

横跨赤道，17000多个岛屿星

罗棋布地分布其中。

在印度尼西亚，能找到东南亚最

异彩纷呈的奇妙景象，炫目的色

彩、混合的文化刺激，均丰富着

您的感官。

除了常年宜人的温暖气候，纯朴

友好的人民，还有许多文化节，

历史遗址、艺术爱好者喜爱的画

廊展馆、高山、蔚蓝的海洋、适

合户外活动的纯净海滩，以及热

带森林、自然公园，吸引生态旅

游者的野生动物园：这所有的一

切，都真正让每一个到印度尼西

亚的人拍手称快，流连忘返。

从高山到大海，从宁静的乡村到

热闹的城市，印度尼西亚一方面

为腰包鼓鼓的旅游者提供了一系

简介

旅行和旅游：印度尼西亚，

一个巨大的，令人兴奋的游乐场

旅行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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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此举将改善印度尼西亚

的整体投资环境。

外国投资者积极响应印度尼西亚政

府的呼吁，他们不但在热门旅游目

的地开发景点，而且足迹延伸到了

人迹罕至之地。一个主要的例子是

意大利人 Nanni 和 Federica 

Casalegno 夫妇，他们在1991年

辞去工作离开家后留在印度尼西亚

。现在，过去的保险经纪人把位于

西苏门答腊海岸偏远的Cubadak

岛屿的0.9公里长的原始沙滩变成

了国际知名的Paradiso度假村。它

已经成为该地区最好的潜水胜地，

成为人们逃离繁忙都市的宁静怡人

的休闲之所。

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吸引了外国投

资者前来印度尼西亚投资，一颗尚未

加工的钻石将变得更加熠熠生光。

3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主要的旅

游目的地只有巴厘岛和日惹，巴

厘岛被称为神之岛；而日惹这个

从容的城市则被视作爪哇文化的

中心，在它附近，座落着婆罗浮

屠古寺庙——世界上最著名的古

迹之一。

旅游景点

，比2008年的333,111人有了显

着增长，数量排在各国之首；排在

第二位的是日本游客。在2009年

，印度尼西亚共迎接了690万国际

游客，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日本、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然而，在旅游方面，印度尼西亚仍

是一颗没有经过加工的巨大钻石。

群岛的大多数地方尚未开发，大量

有价值的文化和无数景观仍有待喜

欢探险的旅游者去发现。印度尼西

亚从在旅游方面有丰富经验的邻国

吸取到的经验是认识到投资的重要

性，更多的旅游投资可以让游客入

境更便捷，为游客提供令他们感到

舒适和愉快的设施。

印度尼西亚一直致力于促进投资的

增长，旅游业尤其欢迎外国资本的

进入。总统条例关于投资的第

111/2007条，规定餐馆和酒店

的外国投资者最多可以拥有55%

的股份。类似的政策还适用于运输

等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在这些行业

里，外资所有权可达49%。对于

某些具体的项目，如度假村经营，

外资所有权竟可高达95%。

当地的企业还要求政府修改对外国

国民购买印度尼西亚财产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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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地方，建有最完善的基础

设施，仍然是最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但近年来，广阔群岛的其它

地区也变得越来越受人欢迎。

这些地方包括北苏拉威西岛万鸦

老市的布纳肯潜水地，最东部的

巴布亚岛省的拉贾邦安拨潜水地

，在这两个地方，您能见到世界

上最多样化的生物物种和最纯净

的空气海水。其它旅游目的地包

括东努沙登加拉的科莫多岛，那

里有令人惊叹的美丽海滩，当然

还有科莫多龙——一种原产于印

度尼西亚的大蜥蜴；喀拉喀托火

山岛；以及有着精细葬礼仪式和永

恒传统的塔纳托拉雅。

有关更多令人感兴趣的印度尼西亚

群岛旅游目的地的信息，可以查找

文 化 旅 游 部 的 官 方 网 站 ：

www.indonesia.travel；另外一个

政 府 主 办 的 网 站 ：

www.indonesia-holidays.com和

www.indonesia-holidays.com.网

站。

●  首选目的地

这本受人欢迎的旅游指南列出了

下列印度尼西亚旅游的五个首选

目的地。它们以前都是人迹罕见

之地，旅游经营者进驻开发时间

不长，一些甚至位于这个国家最

贫困的地区。

克里穆图火山，带着由其火山口形

成的色彩斑澜的火山湖。海拔超过

1600米，紧毗印度尼西亚东部的

弗洛雷斯岛中部城镇莫尼。

位于努沙登加拉的松巴岛，干燥、

与世隔绝，存留着印度尼西亚群岛

最丰富的部落文化。由于其古老原

始的文化，松巴岛成为旅游最迷人

的岛屿之一。松巴岛有着被称作

Marapu（祖灵）的宗教传统、茅

草氏族屋、以及雕刻而成的巨大石

墓、血腥的祭祀葬礼和精美的手纺

织物。

克里穆图火山

松巴岛

旅行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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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达岛过去是香料贸易中心，也

是前自由战士的流放之所。现在

因令人赞叹的浮潜和保持完整的

珊瑚园而变得越来越闻名。

●    生态旅游

随着生态意识和对绿色生活的需求

上升，国际旅游市场呼吁更负责任

的环境保护。因此，生态旅游正方

兴未艾，未来发展潜力无限。

印度尼西亚不容置疑地保存着世

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绿色

景观，很显然，发展生态旅游大

有潜力。这个国家有着本士大蜥

蜴科莫多、有角的爪哇犀牛，和

最后仅存的苏门答腊虎等数以万

计的动植物物种，是典型的具有

独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此外印度尼西亚还建有50个国

家公园。丹戎普丁国家公园最受

欢迎的公园之一，该公园位于加

里曼丹岛或婆罗洲南部，著名的

堪普利基(Camp Leakey)猩猩康

复中心就在这座公园。该营地已

使350多只猩猩得到了康复，并

帮助失去豢养的宠物成功返回旷

野，照护着300多只幼仔。该营

地向游人开放并接受捐款（详情

见www.orangutan.org）。

班达岛

这个岛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最东端，

点缀着大片宁静的海滩；在这里可

以看到鲸鲨，进行深度潜水。韦岛

有着复杂多变的水下地理：大墙般

的海底扇面、深深的峡谷、岩石尖

峰、以及无数的大型鱼类，为携带

着轻便潜水器的潜行者提供了奇妙

的海底景观。

多巴湖是东南亚最大的火山湖，

是最美丽的火山湖之一。在一片

群山的背景中，清澈明净的多巴

湖即使在多云和有雾的天气里也

散发着迷人和闲适的氛围。现在

，由于过去经常光顾的背包客和

破风格的春季旅游团多选择去泰

国，一切又好象回到了久远的过

去。多巴湖为您提供了一个宁静

的自然环境，帮助您彻底放松。

韦岛

多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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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许多的生态村位于

Candirejo、婆罗浮屠（Boro-

budur）、Cinangneng、茂

物（Bogor），以及巴利努沙（

Nusa Ceningan）、Sibetan

等地方（更多有关信息，请访问

印度尼西亚生态旅游中心网站：

www.indecon.or. id）。

在巴厘岛，一些酒店业主表达了

雄心勃勃的环保计划并具体着手

实施生态管理政策：包括节约用

水，回收利用，节能，有机农产

品的利用，雇用当地人等等。许

多生态旅馆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布

神岛，提供像步行通过稻田、花

园，山区或徒步穿越森林、骑自

行车旅行等活动。虽然中央和地

方政府还没有规范生态旅游，但

这些生态旅馆已达到了国际标准

和获得了绿色证书。

以下是有名的生态旅馆：

Sarinbuana生态旅馆，被评为

2007-2008年度东南亚野生亚

洲最佳生态旅馆，它的灵感来

自于一个过着简单而又复杂生

活的农村社区。

巴利山隐所，那里的空气洁

净，水直接来自山中的一口

喷泉。

-

-

- Uyah Amed酒店，其目的是通

过向游客宣传，保护传统的制

盐工艺。

还有一个被称作巴利人乡村生态

旅游网络的地方（JED），它通

过当地的导游提供了体验巴厘岛

的绝好机会，游客能口味到当地

的食物，参加村里村民的传统活

动（详情见www.jed.or.id） 。

●    Festivals

印度尼西亚是整个亚洲地区文化

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伴随着盛大

游行、音乐和大型宴会的文化活

动或节日，是在这个国家寻找旅

游目的地的足够的理由。

众多的宗教、非宗教节日和活

动贯穿全年，游客可以从中了

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多彩的多

元文化。

1月份，您能参加该国沿海地区的

Lomban节日，它是渔民为一年

里的收获感恩大海的节日。

3月份去婆罗摩火山——位于爪哇

省东部的2329米高的活火山——

旅行，能有幸欣赏到Kasada节。

在节日里，当地人登上山向先祖

旅行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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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花、水果、蔬菜、甚至偶尔

还有牛等供品，祈求先祖保佑。

4月份去巴厘岛能赶上巴厘岛精神

节（www.balispiritfestival.com

），一个一年一度在乌布（Ubud

）举行的瑜珈、舞蹈的和音乐的

国际庆祝节。艺术节旨在展示地

方和全国的创新人才，并吸引了

世界各地自发到来的艺术家和瑜

珈士共同分享和感悟艺术社区的

积极变化。它也加强了边缘化的

有创意社区的协作力量，并致力

于保持巴厘岛的生态健康和和谐

的生命力，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

的文化活力。

另一个主要的文化活动是约在7月

或8月举行的塔纳托拉雅丧葬仪式

节。塔纳托拉雅位于苏拉威西岛

，由于其广阔的地形、令人惊叹

的山区景观、传统的村落、独特

的建筑、以及未被发展同化的迷

人文化，令它成为印度尼西亚最

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葬礼

节期间，全国各地工作的托拉雅

人会回来，通常是回到他们的家

乡参加节日。仪式非常复杂，涉

及洞穴墓葬、悬挂墓葬、还有与

死者、供奉的水牛一样大小的木

制肖像。

如果您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可选择

在10月左右游览巴厘岛参加乌布作

家 读 者 艺 术 节 （

http://www.ubudwritersfestival

.com）。这个节日首次在2004

年举行，艺术节汇集了来自印度

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读者

，他们跨越不同的文化，在那里

一起分享故事，想法和作品。它

为印度尼西亚作家创造了向全世

界读者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同

时，也让印度尼西亚读者有幸读

到全世界作家的作品。

在2009年，为期5天的乌布艺

术节吸引了17,000名游客和来

自20个国家的100名作家参加

，其中包括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

获得者Wole Soyinka。艺术节

还延伸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其它五

个城市，在那些城市，全球的作

家一起讨论，举办研讨会。

除了这些节日外，一年中还有许

多其它节日，它们都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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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岛打高尔夫球。一对生活在香港

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夫妇、由于被72

岁的 Greg Norman 设计的高尔夫

球场的18洞标准杆所吸引、在过去

不到15个月的时间里曾5次参观了

巴厘岛的娜湾艾美（Le Meridien 

Nirwana）高尔夫及温泉度假村。

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令人印象深刻、

球洞设在翠绿的稻田中间、小溪潺

潺，站在球场的悬崖顶部、可以俯

瞰 辽 阔 的 印 度 洋 。 来 自

www.indogolf.com网站的数据显

示、印度尼西亚全国各地拥有可举

行锦标赛的高尔夫球场超过了100

个、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地理多样性

、这些球场风格迥异，分布在热带

海滩、悬崖、火山、稻田、城市公园、

甚至原始雨林中。印度尼西亚至少

有6个主要地区、高尔夫球场是非常

好的：雅加达、万隆、日惹、泗水、巴

厘岛、龙目岛、民丹岛和巴淡岛。

印 尼 高 尔 夫 宣 传 网 （

www.indogolf.com）创始人兼《

高尔夫新闻》编辑 Dennis G. 

Kloeth表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

更加重视高尔夫和休闲业，应更广

泛地向世界宣传以推介印度尼西亚

高尔夫球场的卓越品质。他预测，

高尔夫旅游对振兴印度尼西亚旅游

产业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在印度

休闲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哪

里。在雅加达和泗水，去购物中心

是最普遍的活动，而这在农村地区

显然是不可能的。羽毛球是印度尼

西亚人最传统的运动之一；印度尼

西亚运动员已赢过每一项重要的羽

毛球赛事。不过，足球才是当今是

流行的运动。象高尔夫球（作为昂

贵的运动）和网球等上流社会的运

动也正在快速发展。在大城市，建

有许多高尔夫球场、网球场、游泳

池和先进的健身设施。其它可选择

的休闲项目，如瑜珈和普拉提，随

着练功房和健身馆提供完整的学习

课程，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一位世界一流的新加坡外科医生说

，他最喜欢的周末休闲是到廖内民

运动和休闲

高尔夫

旅行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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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亚，高尔夫旅游是一个潜力

巨大的金矿，它仅仅取决于我们

如何去挖掘。

毋容置疑，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潜水地点之一。在田园

般的岛屿中，不规则的珊瑚礁占

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群岛面积的10-15%。狂

热的潜水爱好者能看到壮观的，

没受污染的海洋风光和无数的海

洋生物，无论它们的数量、形状

、还是色彩都令人惊叹不已。

印度尼西亚水域生活着4000多种

水生物种（占地球上鱼类物种数

量的25%以上）。无脊椎动物在

数不清的珊瑚礁中繁衍，偶尔有

大鱼跳出水面，海洋里的食草海

牛等稀有动物在这里也能发现。

潜水

在广阔的群岛，梦幻般的水下奇境

随处可见，据说这个国家的东部是

最适合潜水的地方，那里有洁净的

海滩。巴厘岛、弗洛雷斯、班达和

苏拉威西海域，以及科莫多岛和巴

布亚的拉贾邦安拨周围海域，是假

日里水下探险的热门地。如在科莫

多岛，您能发现色彩丰富的世界上

最好的珊瑚礁，看到许多奇异的生

物，其中有蝠鲼、海豚、甚至海牛。

如在苏拉威西潜水，意味着您能在

万鸦老布纳肯海洋公园和伦贝海峡

见到不一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据

说这里能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垃圾潜

水。2009年，在北苏拉威西省万

鸦老的马莱雅海滩（Malalayang 

Beach），创造了二项吉尼斯世界

纪录，一是在这里举办了世界上最

大的水肺潜水课，参加者有2465

人；二是同时有2486名潜水爱好

者进行水肺潜水。

由一个澳大利亚人拥有的南苏拉威

西的Wakatobi潜水度假村因为其

未受破坏的环境和良好的设施，正

越来越成为受欢迎的潜水地。然而

，巴布亚的拉贾邦安拨才是狂热潜

水爱好者最终朝圣地，从印度尼西

亚首都雅加达飞行7个小时可达。

在那里，水上美景交织着水下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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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数以万计的鱼儿和珊瑚种

类，使它成为潜水迷最向往的地

方。科学家也因其独特的生物多

样性而把它选做科学考察点。

带着数以千计的岛屿和5万多米长

的海岸线，毫无疑问，印度尼西

亚是本地和国际冲浪者心目中的

圣地。从丛林边缘到海边峭壁，该

国为所有类型的冲浪者提供服务，

从初学者到有经验的老手，以及像

Kelly Slater 这样的冲浪冠军，都

能从印度尼西亚找到自己所需。

印度尼西亚有世界上最好的冲浪地

点，北苏门答腊的尼亚斯和巴厘岛

也许是最著名的冲浪目的地，还有

其它许多岛屿也有着非常好的冲浪

波 。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的

http://www.indosurf.com.au网

站所说，“全世界最好的冲浪波在

西苏门答腊的明打威群岛”。明打

威也是一个吸引人的文化胜地，

以至今仍保留着诸多未受佛教、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传统印

度尼西亚文化元素而引以为傲。

物机会，这本身也是去印度尼西亚

冲浪

购物

旅游的足够好的理由。印度尼西

亚群岛因生产家具、服装、古董

、艺术品和珠宝等精美的工艺品

而闻名。产品的质量和标价差别

很大，取决于您以如何购买你期

望的东西——是直接从工艺人手

上呢，还是选择在雅加达南部的

豪华画廊里购买。

爪哇岛是一个很好的购物基地，

那里几乎居住着全国人口的一半

。雅加达有许多带着空调的大型

购物商场，里面挤满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知名品牌商品。高档的商

店里摆放着精美的奢侈品，他们

是纽约市第五街或东京银座商业

的连锁店。首都也是零售和批发

的中心，尤其是质地好的时尚品

，能在贸易中心以合理的价格买

到。

旅行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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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加达出发只要两个小时的

车程就到了万隆，万隆是全国

的时尚中心，那里成排的工厂

生产和规模较小的时尚商店销

售本地品牌以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区的游客。

当然，您在印度尼西亚也能找

到由技术娴熟的工匠制造的国

产商品：美丽精致的纺织品、

银器、设计风格百变多样的陶

瓷，还有独特风格的家具，其

品质令人交口称赞。在印度尼

西亚，每个省都有各自具有独

特风格的纺织品。印度尼西亚

的最受欢迎的纺织品是蜡染布

，既有用手工蜡防染工艺制作

而成的传统蜡染布，又有通过

冲压方法大量生产的现代蜡染

布。

这种传统织物的世界性价值可

以 从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在

2 0 0 9年 2月将印度尼西亚蜡

染指定为口述和非物质的人类

遗产而看得出来；重要的国际

人物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

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非常喜爱

它，并穿着真丝蜡染衬衫出现

在重大场合。

到过印度尼西亚中心城市的游客

可以告诉其它地方的人印度尼西

亚人是如何熟练地举办酒会的。

如同世界其它主要城市一样，印

度尼西亚城市里众多的娱乐服务

场所一直开放到深夜。

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心，世界级

的DJs常常旋转在俱乐部和酒吧

的转台上或发现在室外场地和海

滩，一切让您恍如置身普吉岛或

伊比沙岛。在巴厘岛，从悠闲的

海滩酒吧到快节奏的俱乐部，夜

生活对于每个人尤其重要。

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当地及国际表

演者定期地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

大城市举行音乐会，音乐节日贯

穿全年。印度尼西亚也因夜晚随

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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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可见的规模盛大的传统歌曲和

舞蹈表演而著名。

印度尼西亚最知名的国际音乐活动

，是爪哇爵士音乐节，大约3至4

月份在首都雅加达举行。这个一年

一度音乐节吸引了许多具有国际和

本地特色、以及交叉表演特色的爵

士乐手。

您还可以在众多的电影院、卡拉

OK厅和保龄球馆找到更多的娱乐

活动。

在旅行系列纪录片《毫无保留》片

断中，名人厨师和美食家安东尼·

伯尔顿被一家传统餐馆里的店员端

碟上食的方式迷住了，无论是女侍

者还是男侍者，都像马戏团的演员

美食

一样一个人端着许多碟子将食物送

到餐桌上。他还拜访了巴厘岛的另

一家供应乳猪的餐馆，宣称在那里

品尝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猪肉。

尽管国际电视节目不断推介，印度

尼西亚的烹饪艺术仍然被大大低估

，没有中国、日本、泰国等其它国

家那样闻名。

然而在印度尼西亚，食品爱好者感

到正逢其境，能有幸品尝到独特、

美味可口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另外

，该国也有大量的国际餐饮服务可

供选择，尤其是在大城市，从精美

饮食到方便食品，应有尽有。街头

小贩也提供许多美味的食品，且价

格低廉。

印度尼西亚美食体验是一个令人愉

快的经历，千万不要错过。受不同

文化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向游客献

上了一道充满异国情调的大杂烩；

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特色美食，为

本国最好的食物，深受人喜爱。印

度尼西亚主食是大米，以许多种方

式煮熟而食。许多印度尼西亚菜里

都加有椰子汁，自制的辣椒酱

(samba l )和鸟瞰辣椒（cabe 

rawit）则几乎拌在每一道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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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印度尼西亚菜

式：

其制作过程是把蒸熟的炒饭与辣

椒、虾酱、葱、蒜和酱油混在一

起炒，还有根据顾客的喜好，另

外再添加鸡蛋、肉、蘑菇等。从

简单清淡到庞杂辛辣，不同类别

的炒饭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

炒饭（Nasi goreng）

它是一道来自中国灵感的拌炒青

菜，由许多成分：如花椰菜、甘

蓝、胡萝卜、肉丸、鸡肉或虾、

大蒜、洋葱、辣椒、蘑菇和少量

酱油混炒而成。它通常和蒸米饭

一起吃。

发酵豆粕因其作为肉类食物的很好

替代品，深得素食主义者喜爱，它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除了

能单食外（通常炸食），香味较浓

的发酵豆粕也常常作为其它菜肴的

成分，如加在炒菜和肉汁中。

印度尼西亚蔬菜色拉由炮制的蒸

蔬菜与土豆、豆腐、发酵豆粕（

Tempe）、鸡蛋混合而成，拌着

花生酱一道食用。

这道菜基本上是一块压扁的腌制

酥脆炸鸡，在上桌之前，常先供

应蒸米饭、辣椒酱和蔬菜。

这类食物也可以在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找到。它由鱼糜、柠檬草、

拌炒青菜（Cap Cai）

发酵豆粕（Tempe）

印度尼西亚蔬菜色拉 ( G a d o 

Gado)

印度尼西亚扁鸡（penye）

鱼饼（Otak o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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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等不同的配料和成分搭配而

成，包裹在香蕉叶中蒸熟或以明

火烧烤，食用时最好醮一点番椒

汁或麻辣花生酱。

印度尼西亚丸子汤（Bakso）是

一道非常受欢迎的街头食物，常

与面条，番椒汁，脆炸洋葱，甜

酱油共食，该肉丸汤可由牛肉，

鸡肉或鱼烹饪而成，有时豆腐也

是成份之一。

加香烤肉，也称串肉，是由腌制

的牛肉，羊肉或鸡肉块加香料和

调味料制作而成，具体做法是先

把肉块串起，然后用炭火烤熟；

与麻辣花生酱或甜酱油共食。这

是迄今为止最令人喜爱的大众食

品。

纳西巴东源自西苏门答腊省（巴

东是该省省会），是用碗盛端到

餐桌上供食的具有家庭风格的地

方菜。

最有名的苏门答腊招牌菜，烹饪

过程是将鸡或牛肉块放进椰子汁

和香料中，然后用小火煮几个小

时直到完全收汁为止。

一种味美、温和的汤，它由草药

、椰子汁、动物内脏或肉（鸡肉

或牛肉）烹制而成。在印度尼西

亚大概有几十个品种的索托汤（

Soto），单独一个省就有从清汤

到浓椰子汁混成汤等不同类型的

索托汤（Soto）。

印度尼西亚咖啡虽没有越南咖啡

那样有名但味道一点也不比前者

差。几乎各省都产咖啡，口感和

香味各不相同。最有名的咖啡也

许是猫屎咖啡，或称作麝香猫咖

印度尼西亚肉丸汤（Bakso）

加香烤肉（Satay）

纳思巴东（Nasi Padang）

椰浆咖喱（Rendang）

索托汤（Soto）

咖啡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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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它由猫屎咖啡豆制成。咖啡

豆被亚洲棕榈麝香猫或其它相似

的麝香猫吃下之后，经过它的消

化道，最后排出体外。收集后经

过清洗，日晒，轻度烘焙和酿造

，这些豆子就成了气味芬芳、带

着轻微苦味的咖啡。猫屎咖啡在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苏门答腊、爪

哇、巴利和苏拉威西岛都有生产

，被称为世界上昂贵的咖啡。

鉴于其出色的口味和高品质，当

地咖啡竞争不过国际咖啡连锁店

供应的咖啡确实令人遗憾。许多

咖啡爱好者说，相对于当地咖啡

来说，国际咖啡连锁店供应的咖

啡味道要差得多。

也许我们应该向泰国清迈的一家

公司学习，它开设了一家当地咖

啡连锁店经营被称为Wawee咖啡

的当地咖啡，这不但保留了本地

咖啡，而且有利于当地经济。

在印度尼西亚似乎总是有一些活

动和贸易集会，特别是在首都尤

其如此。工艺品及家具集贸市场

、制造品集会、教育研讨会和婚

礼展览会等等。在这些集会里可

能发现良好的商业机会，至少提

活动和展览

供了调查和考察的机会。有关商

业活动和展览的更多信息，请点

击 h t t p : / / w w w . m y -

indonesia.info/page.php?ic=

700。

印尼人悠闲的时间观

印度尼西亚人有一个悠闲的时间

观，人们离市区越远就越感到悠

闲。有时，未下达明确时间时，

仅仅准备会议放映幻灯片的时间

就可长达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该国分为三个时区：印度尼西亚

东部时间 (Waktu Indonesia 

Timur, WIT)，印度尼西亚中部时

间（Waktu Indonesia Tengah, 

WITA），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

Waktu Indonesia Barat, WIB）

，首都雅加达属于西部时间。这三

个时区相当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分

别加上9个小时（GMT+9）、8个

小时（GMT+8）和7个小时（

GMT+7）。

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假期，穆斯林

开斋节（Idul Fitri或Lebaran）

时间和公众假期

时区

公共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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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之外，6月中旬至7月中

旬和12月至1月间是学校假期。

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各种档次的酒

店和旅馆，以满足各种消费需求

，包括豪华的五星级酒店，按西

方的标准来说其价格是非常合理

的。此外，许多国际连锁酒店也

现身印度尼西亚，其中有万豪、

里兹-卡尔顿、宜必思、凯悦和

雅高等。

酒店

，标志着斋月结束。穆斯林常常

在假期里回到他们的家乡度假，

庆祝节日。在大多数人为基督徒

的地区，主要是印度尼西亚东部

，假期在圣诞节前后。

印度尼西亚还有许多公共假期，

如独立节和印度尼西亚五大宗教

的重大宗教节日：包括伊斯兰教

新年、开斋节、圣诞节、耶稣受

难日、中国农历新年、卫塞节和

宁静日。在巴厘岛，所有的印度

教圣日都被定为公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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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

早上好

晚上好

再见

祝你万事如意

你好吗？

雅加达天气如何？

再见

请问您的姓名？

谢谢

不客气

对不起

沟通：

你会说英语吗：

我不会说印尼语

我听不懂

你听懂了吗？

一切可好？

对不起，我的印尼

 语水平太差

很高兴认识您

我只是看看

我是... .英国人！

对不起

我必须走了！

请原谅！

再见

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遍吗？

什么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

印尼语学习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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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什么时候？

请问您的姓名？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

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你是哪里人？

你去哪儿？

你住在哪里？

基本求助语：

你可以帮我吗？

浴室在哪？

请问⋯.在哪？

我想要这个

我要吃点东西

附近有医院吗？

要其他东西吗？

价格还可以商量吗？

我可以在附近看看吗？

我可以试试吗？

你可以帮我叫一辆出租车吗？

你可以帮我吗？

我们可以 ...?

还有没有空房？

价格是多少？

这个多少钱？

一共多少钱？

我需要些零钱

我要预订一个座位

请送我到......

在哪里可以换美元？

我要如何走？

邮筒在哪？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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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我的地址是⋯⋯

请送我到⋯⋯

需要多长时间？

我今天动身

我必须走了！

我想回家

我会尽快给你电话

现在请送我回家！

祝我好运！

印尼语发音指南

为了能够正确地说出印尼语，你需要注意多听多练，下面的入门指南让你对印尼语

的发音有一个大致了解。跟英语不同，印尼语的发音与拼法的一致性相对比较好，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有几个音对于讲英语的人而言可能比较复杂。

元音

a，如 father

e，如 the*

e，如 met

i，如 fit

o，如 saw 和 toe

u，如 boot

ai，如 tie

au，如 how 

*  如果听过后才能确定“e”在特定单词中的发音。

**“pupuk”第2个音节中的“u”发音跟“book”中的“oo”类似。 

* * *“sampa i” 中的“ai”常常与“day”中“ay” 发音相同，尤其在爪哇地区。

** * *“saudara”中的“au”常常与“toe”中的“oe”发音相同。

如果两个元音并没有通过辅音分开，则两个元音连在一起发音：siapa =si-apa。当

一个元音重复出现时，元音之间需有一个喉塞音（相当于在说“uh-oh!”时闭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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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如 bed

d，如 dad

f，如 fell

g，如 good

l，如 lap

m，如 man

n，如 nap

s，如 see

w，如 well

y，如 yell

j，如 jack

k，如skate

p，如pot

t，如stop

Sy，如 close      
your book，与
show中的sh接近   

 

*k、p和t不需要象在有些英语单词（例如ki l l、put和

tap）中一样要送气发音。

**当k在一个单词末尾时，应迅速截断发音（跟上述喉塞

音一样）：baik、becak。  

ng和ny可出现在最前面：ngop i、Nyonya。    
* *  ng的g不会象英语中一样发音“很硬”，例如

finger，在印尼语中始终写成ngg：例如

t ingga l、penggar is。    

 

Ng，如 singer 

Ny，如 canyon     

门）：maaf =ma-af。

辅音：

I .  与英语发音基本相同的辅音：

I I .  与英语发音有所不同的辅音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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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h  b = bay       c = chay  d = day e = ay f = ef g = gay
h  = ha i = ee j = jay k = kah  l = el  m = e mn = en
o = oh p = pay        q = kee  r = air  s = es  t = tay        u = oo 
v = fay w = way       x = eks  y = yay z = zet  

字母 q, v, x, z 在印尼语中很少用到，大多出现在一些从英语、荷兰语或阿拉伯语借用的

词语中。

I I I .  比较特殊的辅音:

IV  .  印尼语字母表：

C，如“get your feet off the table”  中的t y    cinta, 

becak

类似于cello中的c，chat中的ch，

（从来不会象cat中c发音） 

H，如house，但不会出现在单词末尾       

R与butter或gotta中的tt相同，通常是弹舌音，                       

rumah, saudara, kabar 

不过有时也有一些颤音（如西班牙语arriba中的rr，

在单词的末尾时尤其如此）             

q类似于英语k                            

v 类似于英语y或f                   

x类似于英语x            

z类似于英语z或j                                     

在你到达印尼后，可以首先报名参加印尼语课程。
课程安排：
常见印尼语（GI） 

专门用途印尼语（ISP） 

在雅加达的突击课程

国际中学文凭（IB）

印尼语等级考试（IPT） 

正式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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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课程

突击课程

专用课程

为了帮助学习者达成目标，BIPA规定每一门课程的掌握水平都分为三（3）级：初

级（BIPA1）、中级（BIPA2）和高级（BIPA3）。

印尼大使馆也会为某些活动组织一些印尼语培训，具体请咨询您所在国家的印尼

大使馆。

●

●

●

●

BIPA（为非本地人开设的印尼语）课程：

自学印尼语，Amin Singgih

印尼语第一册:印度尼西亚介绍，Yohanni Johns & 

Roby Stokes

印尼词典，A.L.N., Sr.Kramer

有用的网站
印尼官方网站

各部门网站

农业部

国防部

教育部

能源与矿山资源部

财政部

外交部

林业部

●

●

●

教材

教育与文化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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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内务部

工业部

司法与人权部

劳动和移民部

海运事务与渔业部

公共工程部

宗教部

社会事务部

贸易部

交通部

地区办公室地址

雅加达

唐格朗

茂物

万隆

国有部门网站

国家通信与信息部

国家合作与中小型企业部

国家文化与旅游部

国家落后地区加快发展部

国家环保部

国家居民住宅部

部门研究与技术部

国家机构改革部

国家国有企业部

国家妇女权益部

国家青少年与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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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

苏加武眉

万丹

梭罗

日惹特区

三宝垄

勿里达

苏腊巴亚

巴厘

登巴沙

龙目岛

西努沙登加拉

松巴洼

东努沙登加拉

古邦

巨港

西苏门答腊

棉兰

亚齐

邦加－勿里洞

南加里曼丹

马辰

西加里曼丹

坤甸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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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南

印尼地图

                                                

印尼主要景点

印尼语学习

●   网上学习印尼语

    

●   印尼语-英语词典

旅游与酒店

印尼艺术、工艺品和古玩

印尼黄页

印尼求职

侨民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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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印尼电信黄页；2006年

(H) - 自动跳驳

仅雅加达有效（其他地区需要在号码请加拨021）

重要的电话

紧急求助电话

公共服务电话

电信服务电话

警察                                                                       急救                                                  消防

印尼SAR（国家搜寻与救援） 115, 352-1111
雅加达SAR（雅加达搜寻与救援） 
Ciliwung河、 Cisadane (防洪)*

电力服务        
供水服务*

公共汽车总站

列车安排

机场*

Tanjung Priok（丹戎不碌）港

收费公路信息*

信息中心*

电信营销信息  

电话网络故障 

账单信息  
 
通话时间信息

信息
本地  
全国

全国  

医院*

分机     和(市内)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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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

2. 奥地利

3. 阿根廷

4. 巴林

5. 比利时

6. 巴西

7. 不列颠

8. 保加利亚

9. 柬埔寨

10. 加拿大

11. 塞浦路斯

12. 丹麦

13. 埃及

允许落地签证的国家

落地签证

27. 列支敦士登

28. 卢森堡

29. 马尔代夫

30. 马耳他

31. 墨西哥

32. 摩纳哥

33. 荷兰

34. 新西兰

35. 挪威

36. 阿曼

37. 波兰

38. 葡萄牙

39. 卡塔尔

40. 中国

41. 俄罗斯

42. 沙特阿拉伯

43. 南非

44. 韩国

45. 西班牙

46. 苏里南

47. 瑞典

48. 瑞士

49. 台湾

50. 阿联酋

51. 英国

52. 美国

14. 芬兰

15. 法国

16. 德国

17. 希腊

18. 匈牙利

19. 冰岛

20. 印度

21. 伊朗

22. 爱尔兰

23. 意大利

24. 日本

25. 科威特

26. 老挝国

棉兰

北干巴鲁

巴东

巴淡

雅加达

雅加达

苏腊巴亚

日惹

苏拉卡尔塔

万隆

三宝垄

登巴萨

马塔兰

古邦

望加锡

万鸦老

巴厘巴板

北苏门答腊

廖内

西苏门答腊

廖内

雅加达特区

雅加达特区

西爪哇

日惹特区

中爪哇

西爪哇

中爪哇

巴厘

西努沙登加拉

东努沙登加拉

南苏拉威西

北苏拉威西

东加里曼丹

可以办理落地签证的机场
城市 机场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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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办理落地签证的海港

旅游信息中心

印尼文化与旅游理事会 巴厘岛旅游信息中心印尼旅游促进局（ITPB）

海港 城市 省份

巴塔

丹戎乌班

勿拉湾

Sibolga

杜迈

-

Tanjung Pinang

巴东

雅加达

三宝垄

-

古邦

毛梅雷

比通

望加锡

帕雷帕雷

查亚普拉

廖内

廖内

北苏门答腊

北苏门答腊

廖内

廖内

廖内

西苏门答腊

雅加达特区

中爪哇

巴厘

东努沙登加拉

东努沙登加拉

北苏拉威西

南苏拉威西

南苏拉威西

巴布亚省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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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航

加拿大航空

中国航空

尼东部航空

法国航空

印度航空

美国航空

澳大利亚安捷航空

亚洲航空

韩亚航空

巴厘航空

巴达维亚航空

Bayu 航空

国际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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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克航空

英国航空

汶莱皇家航空

加拿大国际航空

国泰航空

中国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

Citilink 航空

美国大陆航空公司

埃及航空

阿联酋航空

埃塞俄比亚航空

伊蒂哈德航空

长荣航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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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鹰航

海湾航空

印尼航空

日本航空

嘉塔育航空

JavaJet 亚洲航空 

Kartika 航空

荷兰皇家航空

大韩航空

科威特航空

印尼狮航

汉莎航空

马来西亚航空

国际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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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航空

沙特阿拉伯航空

胜安航空

新加坡航空

斯利那加航空

实里佛航空

曼达拉航空

梅帕蒂航空

美国西北航空

巴基斯坦航空

佩利塔航空

菲律宾航空

澳洲航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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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航空

联合航空

瑞士航空

泰国航空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亚美尼亚

国际航空公司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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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奥地利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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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巴西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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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

保加利亚

柬埔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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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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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东帝汶

厄瓜多尔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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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德国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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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危地马拉

圭亚那

匈牙利

冰岛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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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伊朗

爱尔兰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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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日本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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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

黎巴嫩

黎巴嫩

利比亚

卢森堡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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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他

毛里求斯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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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荷兰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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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挪威

巴基斯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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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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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附录



468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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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史瓦济兰

瑞典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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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叙利亚

坦桑尼亚

台湾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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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英联合王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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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和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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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津巴布韦

大使馆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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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

巴西

文莱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丹麦

埃及

芬兰

法国

德国

大不列颠岛

希腊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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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日本

科威特

马来西亚

摩洛哥

墨西哥

缅甸

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韩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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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瑞士

台湾

荷兰
 

突尼斯

土耳其

美国

委内瑞拉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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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雅加达的酒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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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雅加达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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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万隆的酒店

附录



482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位于万隆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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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84 INDONESIA Business Guide 

位于万隆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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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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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万隆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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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厘的酒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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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厘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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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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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厘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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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泗水的酒店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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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泗水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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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名单

Basr i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母校印

尼大学经济系担任高级讲师，并兼任印尼大学经济系经济与社会调查

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以后，担任印尼财政部特别顾问。在2008年

11月举行的华盛顿G-20会议期间，担任印尼总统的筹备官员。从

2005年开始，为印尼国际贸易谈判国家小组的顾问组成员。他同时是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澳大利亚政府海外援助

计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顾问。Basr i先

生是国际贸易、宏观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他完成了本书中

的印尼经济概况部分。

Adi Hadianto在Bogor Agr icu l tura l  Inst i tute获得学士学位，

并于今年刚获得硕士学位，目前在Bogor Agr icu l tura l  Inst i tute

农学系担任讲师。他曾经担任西爪哇Bogor资源研究中心(SINTESA)

的主任。Hadianto先生在农业政策分析、自然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为一些机构建立各种地区和经济模型，例如合作企业、财政部

、林业部、国家教育部、国土局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本书中，

Hadianto先生完成了咖啡、可可和橡胶工业的相关内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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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adhi l  Hasan先生是印尼棕榈油协会的执行董事，他先后获得了

爱荷华州大学和肯塔基州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拥有在国家和

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经

济顾问的30年经验。他曾任雅加达经济与金融开发署（这是一家独立

的智囊机构）理事。Hasan先生在本书中完成了毛棕榈油行业分析的

内容部分。

Tahl im Sudaryanto先生现担任印尼农业部农业社会经济与政策研

究中心（ICASEPS）理事，到1980年年底，Sudaryanto教授在

Bogor农业大学获得了工程学士学位和农业综合科学与农业经济学硕

士学位。并于1987年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

主要研究方向是农业政策、国际贸易和农村经济。他已经在各类科学

期刊、书籍、杂志、报纸及科学会议公报上发表文章100多篇。

Sudaryanto教授在本书中主要完成了大米行业分析的内容部分。

Terry Lacey是雅加达邮报的开发经济学家和副主编，他曾在东盟国家

、中国、中东、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工作。他是《伊斯兰

世界》经济、能源和现代化栏目的自由撰稿人。在本书中，他在本书中

完成了蔗糖、油气、地热、电力/电子和伊斯兰银行等内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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