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尼西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具体承诺减让表 
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I. 水平承诺 

 本减让表中包括的所有

部门 
  

 
 

 3) 除另行规定外，外国服务提供者实现商业存

在的方式包括设立合资企业和/或代表处。 
 
 合资企业须满足以下要求： 

3) 根据印尼《收入税法》，非居民纳税人从印尼

获取以下收入时，需代扣 20%的所得税。 
 (a) 利息 
 (b) 版税 
 (c) 分红 
 (d) 在印尼提供服务的收费所得 
 

 

  (i)  应为有限责任公司 
 

(ii) 外国合伙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占资本

比例不能超过 49% 
 

 土地获得 
 根据 1960 年颁布的《土地法》，任何外籍人

士（包括法人和自然人）都不允许在印尼拥

有土地。但是，合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和建

筑权，并可以租赁/承租土地和资产。 
 

 

   任何法人和自然人都必须满足职业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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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4) 根据印尼劳工和移民的法律法规，除另有规

定外，只有董事、经理和技术专家/顾问允许

居留两年，期满后可延长两次，每次两年。

其中，经理和技术专家（公司内部流动人员）

的入境取决于经济需求测试。 
 

商务人员的短期入境和居留期最长为 60 天，

最长可延长到 120 天。 

4) 对外籍人士征收的费用 
 所有在印尼提供服务的外国自然人都应交纳

政府征收的相关费用。  
 
 根据劳工法，所有合资企业和代表处雇用的

外国人士，和/或其它类型的法人，以及个体

服务提供者都必须持有劳工移民部发放的工

作许可证。 
  
 

 

定义： 

“董事”：由服务提供主体股东委托的一个或一群人，最终掌控企业的发展方向，并在法庭内和（或）法庭外代表企业承担法律责任。 

“经理”：一服务提供者的高级雇佣人员，主要为管理和组织工作提供指导，接受普遍监督，主要接受来自董事会的指令，包括为服务提供者或一个部门或分部门提

供指导，监督或控制其它指导人员、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或有权力聘用、解聘或推荐这些或其他人员。 

“技术专家/顾问”：一服务提供者的雇佣人员，获得标准、高级或普通的针对某一工种的或有特殊技能知识要求的资格，或拥有有关服务、研究设备、技术或管理的

必须的知识。 

“联合经营者”：联合经营指由一个或数个外国和印尼企业，不通过印尼法律建立新的法定机构而承担一个或数个暂时性质的工程/任务。 

“合资企业”：合资企业是按照印尼法律建立的由外资和印尼资本合作成立的法律主体，在印尼有固定场所。 

“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指按照印尼法律订立、印尼资本和外资间具有暂时性质的管理合作合同。 

“商业人员”：指以参加商业会议、从事与商业合同相关活动为目的的在印尼居留的自然人，包括参加与服务销售谈判，以及准备在印尼设立建立商业存在的其他类

似活动，不从印尼获得报酬或任何其他的直接收入，不从事直销或为公众提供服务。 

II 具体部门的承诺    

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A.  建筑物的总体建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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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建筑物的建筑工作 
 (CPC 512 ，不包括 

CPC 51210)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在印尼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

务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B. 民用工程的总体建筑工作 
 
 民用工程的建筑工作  
 (CPC 513)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3



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C.  安装和组装工作 
 
 预制构造建筑的安装和组装 
 (CPC 514)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D. 其它建筑服务 
 
 - 土地平整和地基工作  
  (CPC 511，CPC     

51110 和 51113 除外)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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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 钢结构支撑和安装

（包括焊接） 
     (CPC 51550)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 与建筑物的建造或拆

除，以及民用工程有关

的设备出租服务，具备

操作员  
    (CPC 518)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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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 建筑基础工作，包括打

桩 
  (CPC 51510)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  燃气供应系统建设   
(CPC 51630)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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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    消防系统建设 
    (CPC 51642)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 防盗系统建设    
(CPC 51643)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

资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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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 电梯和自动扶梯建设  
 (CPC 51691) 

1) 不作承诺 
2) 没有限制 
3) (a) 应以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 
  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 3 年，期满后

可延期； 
(b ) 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

国投资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伙人所占的资

本份额不能超过 55%。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1) 不作承诺 
2) 不作承诺 
3) (a) 1. 需交纳营业执照费 

2. 注册的外国公司应和在建筑服务发展

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的本地合伙

企业联合经营； 
 (b) 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

发展局注册并具有 A/Big 资质。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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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旅馆 
 (CPC 64110)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在印尼东部的明古鲁、占碑等地区，外国投

资者可以拥有 100%的股份。 
4) 除以下人员，不作承诺： 
 a. 旅馆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 总经理 
- 餐饮部经理 
- 客房部经理 
- 审计员 
- 市场营销经理 

b. 高级专业人员 
- 厨师长 
- 副厨师长 
- 特级厨师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a. 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投入资本需高于国内

服务提供者。此项规定将于 2020 年取消。

     b. 只限于 3, 4, 5 星级旅馆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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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1)跨境交付 

包括全部餐厅服务在内的餐饮

服务（CPC 64210）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除在印尼东部的某些地区（苏拉维西、巴布

亚、摩鲁卡斯、努沙登加拉），外国人的持

股比例上限为 49%，此外不作承诺 
4） 除以下人员外，不作承诺： 

-  高层管理人员 
-  高级专业人员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需遵循与《服务贸易协议》 XIV(a)条款一致

的、当地政府实施的与维护道德和公共秩序

有关的法规；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旅游咨询服务  
( CPC 91136)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必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与印

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采用合资

企业、联合经营和合同管理的方式。 
4） 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不作承诺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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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1)跨境交付 

国际酒店经营 
（CPC 91135）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必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与印

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采用合同

管理的方式。 
4） 除以下人员，不作承诺： 
 a. 旅馆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 总经理 
- 餐饮部经理 
- 客房部经理 
- 审计员 
- 市场营销经理 

b. 高级专业人员 
- 厨师长 
- 副厨师长 
- 特级厨师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不作承诺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旅游度假地包括： 
  -  旅馆 (3, 4 , 5 星级) 
 -  游船码头 

-  高尔夫球场和其它体育

设施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在印尼东部的明古鲁、占碑等地区，外国投

资者可以拥有 100%的股份。 
 
4) 除度假区经理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a. 外国服务提供者投入的资本需高于国内

服务提供者。此项规定将于 2020 年取消。

     b. 只限于 3, 4, 5 星级旅馆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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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方式：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部门或分部门 市场准入限制 国民待遇限制 附加承诺 

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

(TA & TO)  
 (CPC 74710)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服务提供者的总数不超过 30 家 
 
4) 除技术顾问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旅游者经营企业必须是设立在雅加达或巴厘

的旅行社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能源服务    
能源服务的一般性规定 
- 印度尼西亚在能源服务部门所作的具体承诺是基于印尼第二次修改的对能源服务业的分类 
 

岩心分析和其它实验室测试，

仅限于同位素分析 (1A.2.7.3)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代表处联合经营  
4) 除主管人员和技术专家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为获取地震数据而提供的地质

和地球物理服务(1A.1.4.1.1)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代表处联合经营 
4) 除主管人员和技术专家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煤炭的液化和气化 
- 煤炭的液化（2.4.4.4） 
- 煤炭的气化（2.4.4.5）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代表处联合经营 
4) 除主管人员和技术专家外，不作承诺 
 

1)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 
3)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4) 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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