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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A 

1.0 简介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它也是最大的海洋国家之一，从东到西

5,120 公里，从北到南 1,760 公里。它的海岸线长达 54,720 公里，仅次于加拿大

（202,080 公里）和挪威（58,033 公里）。据国家海洋事务部记录，印度尼西亚

有 17,000 多个岛屿，其中只有 6,000 个岛屿有人居住。印度尼西亚全部或部分

控制的五个最大岛屿是新几内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共享），婆罗洲，俗称加

里曼丹（与文莱和东马来西亚共享），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的。同

时，印度尼西亚还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帕劳（位

于西太平洋）共享海上边界 [1] [2]。 

据估计，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在过去 4 年中增加了 4.88％（1254 万），从 2015 年

的 2.57 亿增加到 2019 年的 2.6954 亿。人口最多的五个岛屿是爪哇岛（1.4 亿），

苏门答腊岛（4700 万），苏拉威西（1700 万），加里曼丹（1500 万）和新几

内亚（400 万）。从地理和人口角度来看，土地面积和人口分布不均间接地决

定了印度尼西亚海运业中人员货物流动模式而且产生了国内和国际自然资源的

进出口问题（图 1）。 

 

 
图 1   印度尼西亚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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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图 2 的印度尼西亚群岛物流基础设施分

布显示了为满足国民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需求而需要开发的区域。为了促进经济

增长，并在区域和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政府将海事部门作为其国家经济发

展的核心支柱之一。印度尼西亚总统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曾说： “我努

力将印度尼西亚变成世界的海洋轴线，同时加强群岛之间的连通性，特别是在

海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建造深水海港” [3] 。 

 
图 2   印度尼西亚群岛物流基础设施分布 

                                  (来源: www.maritimexpo.co.id/About-IME/Why-Indonesia/) 

 

 

2.0 印度尼西亚海事基础设施建设 

为满足海运物流的需求，印度尼西亚现有大约 2,400 个海港和码头（图 3），其

中包括大约 25 个主要港口，300 个收集港口和位于分散岛屿上的 1300 多个支线

港口。但是，大多数港口联接不良，管理不善，无法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效

地支持货物和人员的流动。据称，过去多年来海事基础设施的缺乏是造成印度

尼西亚海洋领域海港业务表现疲弱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高物流成本和对港口基

础设施的投资程度低促使印尼政府考虑拥有高效和高效的海港，以支持该国经

济增长的需求。 

http://www.maritimexpo.co.id/About-IME/Why-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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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印度尼西亚港口结构 

 

 

作为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 PT Pelindo II 经营的最繁忙和最先进的海港，尽管可以

处理超过 50％的转运货物运输业务（包括国内业务），Tanjung Priok 仍然表现

不佳，无法比肩高效的邻国。尽管长期扩建计划将使 Tanjung Priok 能够处理容

量高达 18,000 TEU（20 英尺当量单位）的船只，但它依然无法容纳超大型集装

箱船。目前其每年 600 万 TEU 的吞吐量远远低于邻国的一些港口，例如超过

3100 万 TEU 吞吐量的新加坡港口 [4] [5] 。雅加达北部 Tanjung Priok 港口的鸟瞰

图如图 4 所示。 

Tanjung Priok 港口的设计总容量约为 800 万 TEU，2016 年，它装卸了大约 600

万 TEU 的货物。但是，从卸载集装箱到离开港口大门所需时间大约马拉西亚的

两倍，而新加坡的效率是马来西亚的五倍。海关处理和清关缓慢以及港口容量

有限是造成港口严重拥堵的主要原因。印度尼西亚政府目前正试图改造该港口，

以便在 2023 年全面运营后将停留时间缩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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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anjung Priok 港口, 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 

                                (来源: https://dlca.logcluster.org/display/public/DLCA/) 

 

 

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航运和港口服务能力现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府议程的当务之

急。自 2014 年以来，重点关注海洋基础设施的主要政策已经实施。预计，在总

统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于 2019 年继续他的第二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之后，

一些对开发工作有重大影响的新政策会出台，尤其在于海事部门开放非政府投

资以及清除外商投资和后勤及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在加强海运基础设施以促进航运和造船部门发展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并

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公共 - 私人投资进入港口和造船厂设施，特别是苏门

答腊，苏拉威西和巴布亚主要岛屿等欠发达地区，例如望加锡的新港口项目，

旨在将南苏拉威西省省会变为该国的东部门户。新建或扩建港口的其他项目也

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尤其是爪哇岛。 

西爪哇岛和东爪哇岛（分别是雅加达和泗水地区）的港口处理能力的增加迫切

需要通过更有效的货运和客运方式来缓解海上交通。由于海事基础设施的限制，

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货物必须通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港口转运。这促使印度

尼西亚政府将海事基础设施作为其主要议程，力求成为世界转运中心，以促进

该国的经济增长。 

印度尼西亚发展海事基础设施的主要挑战仍然存在。自 2014 年以来，印度尼西

亚总统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全球海上支点（GMF）总体规划下进行了

大量基础设施的开发，其目标是将印度尼西亚转变为印度太平洋海上活动的中

心。该国的海事部门现在可以贡献高达 25％的 GDP，是当时 11％的两倍。尽管

海事部门会继续面临一些障碍和挑战，但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大多数议题，并且

https://dlca.logcluster.org/display/public/D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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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总统选举之后也已经开始意识到发展海事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增长的

一部分 [6] 。 

印度尼西亚海上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原因是由于港口的不良运作和管理而造成

的高物流成本。由于出口导向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高。

因此，与邻国相比，印度尼西亚的物流成本约占 GDP 的 25％; 显著高于马来西

亚（13％），泰国（15％）和新加坡（8％）（图 5）。除了基础设施运作表现

不佳外，印度尼西亚拥有众多岛屿和人口分布不均的地理现状也是造成海运业

物流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由于业绩不佳，印尼的物流系统无法充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链。因此，海事基

础设施的发展，对于解决由于各岛屿人口分布不均而导致的国家区域差异至关

重要，这样可以实现国家的经济潜力。 

 
图 5   印度尼西亚的物流成本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最新发展之一是扩建和装备现代化的码头设施，并为技术专

业的工作团队提供支持，以及为印度尼西亚西部的主要海事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特别是占全国经济增长的近 80％的西爪哇省。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发展的限制，印度尼西亚政府于 2014 年启动了新的 Tanjung 

Priok 港口项目，以扩建现有港口并提高其货物处理能力。新加坡 PSA 国际公司

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港口运营商 PT Pelabuhan Indonesia II（Persero）以及两家日

本公司 Mitsui＆Co 和 Nippon Yusen Kabushiki Kaisha 携手合作，在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兴建和运营集装箱码头。2018 年 3 月 12 日，新港口庆祝自 2016 年 8

月开始运营以来处理首批百万标准箱的里程碑。雅加达港口的集装箱装卸能力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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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港口当局通过其在线一站式综合服务简化了许可程序。通过这样做，货

物滞留时间从七天减少到几乎只有三天，政府的目标是将其进一步降低到 2.2-

2.5 天。这凸显了软基础设施对于硬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围绕官僚主义

和通关以及工人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阻碍了印度尼西亚海事部门的发展。 

3.0 海事战略和发展计划 

在 2014 年东亚峰会中，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总统强调了五大核心支柱

的愿景，即海洋文化，海事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海洋资源保护，海上外交和海

上防御，以及两个辅助支柱，即海洋治理和海洋环境，并以此作为国家海洋战

略，政策和安全的基本原则。这些愿景已经正式备案并在 2017 年作为印度尼西

亚海洋政策总统规定引入 [9] 。 

在 2014 年总统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当选之后，政府一直致力于海洋开

发的巨大努力，以推动后勤支出的份额。总统强调了统一所有政府机构实施国

家海洋政策的重要性，以便将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为世界上强大的海洋国家之一

[10]。 

2018 年印度尼西亚海事部门的物流成本仍然很高。人们认为，高物流成本主要

归因于海事基础设施质量差，海港周边交通不畅通，货物转运终端设施不足，

降低了全国进出口业务的竞争力。 

加速优先基础设施交付委员会（KPPIP）主席 Wahyu Utomo 强调，72％的物流成

本实际上花费在运输环节。他引用了世界银行 2016 年物流报告指数的数据，即

印度尼西亚在 160 个国家的物流成本中排名第 63 位。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其海

上公路计划，以改善爪哇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连通性，以及运输和经济特区的整

合，进而降低物流成本（图 6） [11] [12] 。 

印度尼西亚政府目前的目标是在三个新的经济特区投资 77 亿美元，到 2025 年

在东加里曼丹，北苏拉威西和北马鲁古创造 12 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这些

经济特区的投资者将享有优惠政策，例如取消出口货物制造的进口关税，以及

享有更方便的土地和就业规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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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印度尼西亚的 12 个经济特区 

                                   (来源: https://www5.investindonesia.go.id/en) 

 

因此，降低成本和提高物流绩效将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群岛地区发展海上连

通性的目标。世界银行集团（2015）报告称，如果印度尼西亚的高物流成本可

以降低到 GDP 的 16％，那么每年可以为企业，政府和家庭节省开支 700 到 800

亿美元。 [14] 。 

3.1 海事发展计划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发达的海事部门经济潜力巨大。

海事和渔业部估计，该部门每年的市场总价值为 3300 亿美元，其中包括一些子

行业，如渔业（320 亿美元），沿海设施（560 亿美元），海洋旅游（20 亿美

元），石化行业（210 亿美元），海运（200 亿美元）和其他海上活动，包括沿

海和离岸业务。 

印尼政府计划开发 24 个海港，包括国际枢纽港，主要港口和收集港，能够向偏

远地区分发货物和服务，以支持海上活动和现代渔船的国民经济增长（图 7） 。

此外，政府还计划建设配套的海港设施，船舶和货物设施，商业港口开发和多

模式运输。 

 

https://www5.investindonesia.go.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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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印度尼西亚的 24 个战略海港 

 

 

为了发展这些主要海事基础设施，估计将有 554 亿美元的巨额投资用于资助印

度尼西亚的海事部门。 2015 年，政府需要资助 84 亿美元用于启动发展计划。

因此，为实现政府的愿景和使命，使印尼成为世界海洋中心，私营部门和外国

直接投资（FDI）进行投资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发展海事部门的预算庞大，但投资者进入海事部门核心产业的计划仍集中

于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海港（包括码头）的发展，以及中国和日本的渔业

发展。 

3.2 旗舰计划（海上收费公路）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海事基础设施目标的旗舰计划是实施海上通行费，将雅加达

的 Tanjung Priok 港口和泗水的 Tanjung Perak 港口与该国主要岛屿的其他新港口

连接起来，即 Maluku，Riau 和巴布亚。它最初于 2015 年开始使用六条路线，

2018 年又增加了 15 条路线。该计划已将 212,000 吨货物从西部（主要是西爪哇

省）运往印度尼西亚东部，总目标为 517,000 吨。然而，另一方面，517,000 吨

中只有 2 万吨货物是从东部运往印度尼西亚西部（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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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海上收费公路的六条常规货运航线 

 

 

印度尼西亚东部和西部之间货物转运的巨大不平衡分布归因于诸如基础设施不

足，仓储短缺，码头设施不足，以及该国欠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公路和铁路运输

不足等因素。此外，新基础设施业绩不佳也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以及治理

薄弱，最终导致不同经济体的发展和工业发展不足。 

人们认识到，海事基础设施在政府 GMF 愿景的成功中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作用。该愿景要求投资 550 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开发 24 个海港和多达 1000

个货运处理中心。然而，这也同时解决了印度尼西亚经常面临的非法捕鱼，污

染和非法贩运（武器，毒品和人类）等威胁。图 9 中显示的统计数据显示了印

度尼西亚领海内实际和未遂海盗袭击事件的总数，多年来已从 2015 年的 108 起

减少到 2018 年的 36 起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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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印度尼西亚领海内实际和未遂海盗袭击事件的总数 

(来源: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0866) 

 

 

政府 GMF 愿景尚未实现，主要是由于缺乏资源和官僚作风，因为一些国家机构

在海事部门的发展中发挥着重叠作用。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特别

是那些位于东部外岛的地区，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沟通不足，需要加强。这些

地区可能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它们可能不会对更广泛的国家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发展计划中，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推动目前分别占 GDP 总

量的 60％和 20％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以外的经济增长，同时促使其水域交通

占有 40％的世界海上交通量。 

印度尼西亚海事基础设施的升级将取决于外国和国内私人投资的贡献。虽然投

资者已表现出对此类项目的兴趣，但创建各种中心以与邻国的港口竞争需要付

出努力和时间。此外，外国投资者也对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业务的条件保持警惕。

然而，这些项目的成功对于该国实现更大的连通性是必要的，通过这种连通性，

偏远社区不再与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脱节，从而将国家的海洋领域转变为战

略资产。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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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航运，造船厂和造船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这为海上运输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由于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的货运需求强劲，2013 年海洋部门从投资和消费

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良好。从长远来看，预计由于国际市场的出口需求，制造业

和矿产资源的生产和加工将不断增长。然而，从海外进口货物将会继续有利于

国内企业的本地消费。 

对于运输，外国籍船舶不得从事大多数国内活动。然而，投资者可以利用运输

货物和人员的巨大需求获利。国内航运和港口管理的自由化正在降低工业竞争

力的物流成本。 

对于港口装卸，其中许多都是使用只能满足国内需求的小型船只。只有少数码

头有集装箱船务设施。在筹备东盟单一市场时，雅加达一直在努力升级和开放

一些最大的港口来处理国际交通。然而，能够接收跨洋船舶的大型港口短缺导

致印度尼西亚海事部门的系统效率低下。 

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船东协会（INSA）的看法，对于船只来说，商业船队对国

内航运有巨大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船舶数量从 2005 年的 6,041 艘增加到

2013 年的 12,536 艘，在 8 年期间大幅增加了 6,495 艘。船舶数量增加了三倍，

总产能从 2005 年的 5.67 百万吨总吨位增加到 2013 年的 17.89 百万吨总吨位。 

根据关于航运的第 17/2008 号法律中的沿海航行原则，印度尼西亚国旗船只和

印度尼西亚船员的国家航运公司受益最多，因为他们有权在国内航运业经营。

然而，鉴于近海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利基市场，政府法规 22/2011 允许对

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运输服务豁免执行沿海原则。 

对于造船厂而言，其运输能力不会随着运输业务的增长而增长。该国大约 200

个造船厂的年建造能力约为80万载重吨（DWT），维修能力为1000万载重吨。

虽然这些数字代表了过去几年的显著增长，但它们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家船

队的需求，尤其是因为许多当地船厂无法建造大型船只。 Batam-Bintan-Karimun

自由贸易区（FTZ）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造船中心，它靠近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大

部分海外投资都来自新加坡。虽然该项目的成功与否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但自

由贸易区确实给予在其境内运营的行业在税收和关税方面以巨大优惠。 

 

 

 



 

Page 15 of 69 

 

4.1 造船业 

由于需要服务的岛屿众多，在劳动力低成本和巨大增长潜力的支持下，印度尼

西亚政府加强海事部门的关键政策之一是扩大其造船能力和能力。印度尼西亚

主要岛屿共有 19 艘造船厂（图 10）。自 2015 年以来，已实施若干政策和激励

措施作为支持机制。这包括限制国有企业从海外购买船只，但造船商不得对进

口组件的组装征收增值税（VAT）。 

鉴于扩大和翻新造船厂需要大量时间和劳动力，而且需要技术和知识转让来建

造较大的船舶，以往执行的措施可能会鼓励投资者进入市场，特别是维修和维

护服务以及建造小型船舶和船舶改装的造船厂。 

然而，高昂的材料成本，还有限制造船投资和与海外供应商竞争的商品和服务

税，以及需要知识和技术转让的企业，都会形成挑战。 

 

 
图 10   印度尼西亚造船业 

 

 

Dumas Tanjung Perak 造船厂总裁兼总裁 Yance Gunawan 接受采访强调说， 

•“印度尼西亚造船业的主要问题是只有部分部件和设备可以在国内生产的，其

他的部件和设备必须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而且它们很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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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对外国公司也比印度尼西亚公司更有利。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订购

一艘船你需要支付很多税？其实你可以直接从国外获得 0％增值税的船舶。” 

2018 年，经过 17 年的当局二元制，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巴淡岛发展局完全置于巴

淡岛地方政府之下，并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个经济特区（SEZ）的自由贸易区。

在巴淡岛自由区运营的造船公司取消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后，海事活动明显增加 

[16] 。 

2017 年，印尼政府拨出 300 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基础设施支出。但是在为国有企

业（SOEs）提供资金用于兴建大型海事基础设施项目和扩建港口方面，并未取

得很多进展。 2015 年，印尼政府已向 24 家国有企业分配了 36 亿美元的预算，

包括基础设施和海运。 2016 年的注资额修订为 27 亿美元。在 2017 年预算草案

中，它减少到 5.43 亿美元。 

公共支出的预算分配限制给海事部门的国有企业带来了一些财务压力，转向全

球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以资助项目。港口运营商 Pelabuhan Indonesia II 是该国第一

家发行全球债券的国有企业，2015 年 5 月在两个独立的无担保证券筹集了 16 亿

美元资金，用于升级雅加达 Tanjung Priok 港的结构性融资。这一趋势并不意外，

更多的国有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寻求债券发行公告，作为资助港口基础设施发展

的一种选择。 

未来资本债券的发行也可能受益于国家支持的担保，最近政府对国有企业借贷

和债务问题的融资结构进行了担保。从国内和国际来源获得的稳定资金可以减

少印度尼西亚对外国造船厂生产和供应的依赖，并且还有船舶出口和船舶改装，

维护和修理服务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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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运输政策和岛间运输 

根据航运法 N0. 17/2008，国家航运政策（和港口政策）有以下几个目的： 

•消除垄断行为中对港口运营的排他性和控制权 

•建立港口管理局，制定专门针对港口运营的法规 

•为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设立区域自治并独立于外部权力机构 

在 2030 年印度尼西亚港口愿景方面，政府计划开发一个更高效，更具竞争力和

反应灵敏的港口系统，将所有海港与主要的国际转运枢纽连接起来，以支持国

内和国际航运市场的经济增长。这些港口将形成一个战略网络，以促进运输物

流，并以整个群岛的战略位置访问以前无法进入的市场，进而推动国民经济。 

2008 年的 “航运法” 简化了商业许可和港口管理的规定，旨在促进竞争并吸引更

多私人投资。该法律消除了由国有港口运营商 Pelindo（或更确切地说，Pelindo 

I，II，III 和 IV，每个都在不同地区运营）管理港口服务的垄断（图 11）。然而，

该行业的竞争力仍然令人失望，进口和出口公司感到印度尼西亚港口拥挤和服

务质量不佳。世界银行的全球竞争力调查实际上显示了印度尼西亚的跨境货运

贸易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表 1）。 

表格 1   印度尼西亚跨境货运贸易 

 
 

2005 年，在赋予全国航运业权力的第 5/2005 号总统令中，印度尼西亚航运管理

局获取了沿海原则的批准。该原则进一步纳入了第 17/2008 号航运法，其中沿

海航行原则要求印度尼西亚水域内的海上运输活动仅由印度尼西亚船员配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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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国旗船只完成。要注册并标记为印度尼西亚船籍，这些船只必须由

印度尼西亚公民或印度尼西亚航运公司拥有 [17] 。 

 

  
图 11   印尼国有企业管理的港口和码头 

 

根据“航运法”，印度尼西亚航运公司可以是印度尼西亚和/或法人实体与外国实

体之间的合资公司，拥有至少一艘印度尼西亚国旗而且总吨位至少 5000 吨的船

舶。根据“航运法” 第 158 条的规定，这种合资企业必须由印度尼西亚人和/或实

体拥有多数股权。 2014 年 DNI 与其前身一样，规定合资船公司允许的外资所有

权不得超过 49％，但从 2010 年 DNI 开始，对于从事海外运输业务的公司，东盟

投资者可以拥有 60％的外资所有权。 

关于船舶登记和国籍，2012 年生效的运输部第 13/2012 号条例规定，船舶的登

记只能由一家印度尼西亚人和/或实体拥有多数股权的合资船公司进行。 

有人指出，2014 年 DNI 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与印度尼西亚现行的运输规定之间

存在不一致，特别是航运法和条例第 13/2012 号。东盟投资者可以向印度尼西

亚资本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提交申请，以持有航运合资企业 60％的股份。

但是，在这种航运合资企业船舶的注册方面，会出现问题。实际上，由于上述

规定[18]，拥有超过 49％外国所有权的航运合资企业所属的船只尚未成功注册。 

尽管 2014 年 DNI 起草时考虑了不同部委的建议，但对于给予来自东盟国家的投

资者在印度尼西亚航运公司的股权方面的待遇方面显然未注意到目前适用的要

求和限制，同时，是否修订法规以适应 2014 年 DNI 允许的东盟投资者外国所有

权，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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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国际航运 

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支持国家航运业。这包括保留印度尼西

亚船只运输的特许货物，与贸易伙伴签订双边货物共享协议，分享两国之间运

输的货物，并限制对国际航运开放的港口数量。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大多数限制都被消除或大幅放松，现在对印度尼西亚国际贸易运输

的限制似乎非常有限。货物特许现在只限于政府和国有企业进口货物，例如必

须由印度尼西亚国旗船只运输的煤炭，棕榈油和大米的出口。 

2008 年的航运法包括有效简化印尼航运公司国际和国内航运注册标准。船东不

再需要持有船舶的营业执照和营业执照。基本要求是，是一个法人实体的一家

公司，拥有至少 175 吨位的印度尼西亚国旗船只。根据 PP82 / 1999（第三部

分），海运公司必须为此目的合法注册，并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这反过来要

求公司向相关部门提供公司的详细信息，大于 175 吨位的船舶的所有权证明，

雇用合格的工作人员，公司住所证明和税号。可能是因为该法案的实施，印度

尼西亚国旗货船承载的印度尼西亚国际货物份额有显着增加。 

但是，新法律中似乎没有任何条款直接对竞争印尼国际货物的外国航空公司施

加额外限制。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在人口稠密的航线上增加使用印尼船只。一些

国际航线要求船只在多个印度尼西亚港口停靠。 

例如，许多航路运营新加坡到泗水和/或雅加达的服务。随着沿海航行规则的收

紧，外国船只现在更难以在泗水装载货物和在雅加达卸货。根据沿海原则，“航

运法”要求由印尼航运公司使用印度尼西亚国旗的船只和印度尼西亚船员进行国

内海上运输。这种更大的灵活性使印度尼西亚船只在这条航线上比其外国竞争

对手具有竞争优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使外国船只被印度尼西亚船只

取代。 

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船东协会（ECSA）对 2018 年印度尼西亚通过的关于某些

货物海运的法令表示关注。2017 年 10 月 31 日颁布的新法律规定，某些商品如

煤炭，原棕油，大米和政府采购的货物，只能由国家海运公司运输进出口。 

ECSA 评论说，新法律 “是明确的贸易保护措施，它将严重影响到长期进入这一

市场的欧洲航运公司。” 

ECSA 秘书长 Martin Dorsman 进一步强调，这项法令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在欧盟和印度尼西亚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当局通过这

项法律是不可接受的。” 



 

Page 20 of 69 

 

ECSA 表示担心，一旦船舶满足要求并且服务供应商就新规则达成一致，它们将

成为强制性规则。这项措施面临着国际社会船主将其作为保护主义者和违反自

由贸易原则而进行的严厉批评。 

因此，ECSA 呼吁欧盟与印度尼西亚当局接触，以取消该法律，并确保在未来与

印度尼西亚达成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中纳入有关海运服务的强有力原则，以避

免任何此类规则重新出现[ 19] [20]。 

印尼政府已决定无限期推迟执行新法律，以限制某些货物的海上运输。人们认

为，执行新法律的举措将会提升印度尼西亚籍船队的力量，因为这些商品的大

部分出口都是由外国船只进行的。然而，这一决定似乎引起了海外买家以及印

度尼西亚出口商的波动，有几份合同正在等待最终确定[21]。 

5.2 国内船运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总体趋势反映在对印度尼西亚的沿海运输要求的放

宽上，导致 2005 年外籍船舶的国内货物份额增加到 45％左右。2008 年的 “航运

法” 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加强了沿海运输的限制，正式要求所有在印度尼

西亚国内贸易中运营的外国国旗船舶必须由（或重新登记）印度尼西亚国旗船

舶替换，并在 2011 年前使用印度尼西亚船员作业。 

虽然 2008 年的“航运法”（以及之前的第 5/2005 号条款）似乎通过大幅加强沿海

航行的要求扭转了自由化的趋势，但它似乎没有重新引入任何其他限制措施，

如航线许可和容量控制这些早期监管手段。 

印度尼西亚国家船东协会（INSA）对更严格的沿海运输制度表示欢迎。这会使

印度尼西亚船舶在国内航线上运载的货物量大幅增加。实施沿海运输原则将大

大提高航运业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吸引力，大大增加国家承运的货运量，从而

需要更多的货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海运集装箱网络和渡轮网络路线分别如图

12 和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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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印度尼西亚海运集装箱网络路线图 

           (来源: 交通运输部-研究和开发) 

 

 

图 13   印度尼西亚渡轮网络路线图（2011 年） 

  (来源: 交通运输部-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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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沿海航行的原则和限制 

虽然实施沿海航行限制可能对本国船东有所帮助，但运营船舶的公司的名义所

有权反映实际受益所有权的程度尚不确定。获取有关印度尼西亚公司所有权信

息会遭遇一些困难，另外沿海航行管理规定的大部分利益也可能成为非国家利

益。更严格的法规可能会增加国家托运人的成本，因为他们面临着可选择的船

东减少和成本增加的问题。 

印尼货物需要通过印度尼西亚籍的船舶进行运输和限制外籍船舶进入印度尼西

亚港口的要求提高了对外关税，而陆地和海上的国内运输效率低下则提高了内

部关税。因此，经济可能无法像预期的那样快速增长，失业率和贫困率依然很

高。 

沿海运输要求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离岸支持船以及实际

涉及货物运输的船只。这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国内航运装备不足以满

足该行业的需求。该问题已在批准的关于水运的第 20/2010 号政府条例修正案

的第 22/2011 号政府条例中得到证实。该修正案旨在通过放宽使用外籍船舶的

限制，将某些船舶排除在不提供货物或人员的国内海上运输服务的沿海运输要

求之外。 

在获得交通部长的许可下，通过豁免法规，外籍船舶可以开展包括石油和天然

气勘测，钻探，海上建设，海上作业支持，疏浚，打捞和水下工程。交通运输

部还发布了关于获得使用外籍船只许可证的程序的第 48/2011 号条例。 “交通条

例” 是 “修正案” 的实施条例，并明确规定只有在没有印度尼西亚籍船舶或者没

有足够的可用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许可证。这些规定对外籍船只的使用仍然非

常严格，特别是三个月的许可证可能不足以履行合同。 

交通运输部（MOT）是负责印度尼西亚交通运输治理和管理的政府部门，其主

要任务是在印度尼西亚执行交通事务，交通运输部的职能如下： 

•制定，制定和执行运输政策 

•运输责任部下辖的资产管理 

•提供区域层面的技术支持和监督 

•监督运输政策的执行 

•国家一级的技术援助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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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总局下属的交通运输部的组织结构包括以下部门： 

•总局秘书处 

•海上交通局 

•海港和疏浚局 

•船舶和水手局 

•海上导航局 

•海洋和海岸警卫队 

•海上和海岸警卫队基地等技术执行单位 

经济学家和监管分析师普遍认为严格的沿海地区法规正在损害国家贸易和经济。

对国内航运市场的航运业务保护的效率往往低于公开市场运营的效率。这是因

为国内航运运营商往往缺乏资金来进行提高效率的投资，将国内贸易限制在国

内运营商中，排除了重要的创新来源和国际最佳实践经验。 沿海航行权将限制

或消除整合国际和国内航运业务的机会，因为受保护的市场很容易受到能够主

导市场并行使重要市场力量的强大运营商的影响。 

6.1 沿海航行政策 (东盟市场) 

目前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的沿海航行政策是否会削弱其参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时的承诺。该协会于 2015 年成立，致力于促进 10 个东南亚国家的在

区域单一市场的经济增长。海洋领域的主要是构建和整合由东盟主导的具备竞

争力的海运路线图。意识到各个东盟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具有不同

的优势，路线图制定了一套原则，而不是侧重于明确的目标。东盟国家接受这

个路线图并承诺： 

• 促进航运市场的竞争 

•遵守东盟国家之间或之间货物运输的商业自由竞争原则 

•防止或尽量减少航运公司或航运公司协会对来自东盟或东盟内部的任何贸易中

的主导地位征收不合理的费用，附加费或税款 

•确保根据政府所有权保留的任何国际航运业务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公司化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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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向政府拥有的航线提供优惠的路线，货物或合同，并采取时间表，以消除

目前存在的此类偏好 

•共同努力，逐步发展单一的东盟综合航运市场 

•根据服务成本和基础设施提供，制定提供港口服务的指导原则。 

但是，提供通往政府拥有航线的路线的承诺与沿海航行政策直接相关。 

6.2 对国有航运公司的补贴 

长期以来，对向群岛偏远地区提供航运服务的提供支持一直是印度尼西亚海事

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包括通过公共部门提供服务（例如通过 PELNI）和对特

定路线上的私营业务的补贴。 

PELNI（Pelayaran Nasional Indonesia）是国有航运公司，在印尼运输系统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它作为一个连接器，在大城市和偏远岛屿之间服务网络横跨印度

尼西亚群岛。 PELNI 是该国为数不多的廉价长途客运船运营商之一。值得注意

的是，由于市场转向以飞机运输为主的趋势，世界上大多数著名的客船公司已

经停止了自六十年代以来的低预算客运服务。但在印度尼西亚并非如此。 PELNI

的生存主要是依靠某些路线的垄断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资助的补贴路线（图 14）。 

PELNI 一共经营二十六艘船，其中二十三艘是客船，业务遍及印度尼西亚 23 个

省际和省内的 100 多个港口。政府向 PELNI 提供的补贴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即： 

•直接支付相关费用的补偿，包括适当的利润率 

•包括燃料在内的进口补贴 

•股权注入，主要是以投资船舶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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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PELNI 运作的印尼客运路线（2006） 

 

 

对于私营运营商提供的运输服务，政府的补贴是通过明确支付运营成本（包括

合同约定的利润率）和政府监管的关税收入之间的差额实现的。服务合同每年

通过竞争性招标程序分配。 

新的“航运法”规定继续提供此类服务，但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框架，以及作出决

定和分配补贴的依据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2008 年法律规定，向落后和偏远地区的运输应由政府进行，但允许在政府补贴

下将任务长期承包给国有航运公司并进行年度审查。这可能成为更严格的社区

服务义务方法的框架，但这种发展似乎并不紧迫。 

对私人服务提供补贴的系统和透明方法很重要。这有助于确保目标社区实际获

得服务的标准，并确保以最低成本向政府提供这些服务。 

在确定和分配向偏远地区提供航运服务补贴时，应采取三项关键政策， 

•补贴的提供应基于合同的安排，要求承包商提供最低性能标准，而不是偿还投

入成本; 

•应通过向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所有主管服务提供者开放的公开竞争性招标程序选

择接受补贴的服务提供者;  

•合同和服务提供的期限应足够长，以鼓励承包商购买合适的船舶并扩大潜在服

务提供商的范围。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通过简化获得许可证的要求和延长许可证有效期限，可

以加强限制沿海运输法律使其适用于不涉及货物运输的船舶的修正案。 此外，

印度尼西亚应充分参与东盟综合和竞争性海运路线图所概述的方案，以促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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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增长。未来提供的补贴服务应以提供明确规定产出的多年期合同为基础，

并保证竞标应面向所有主管供应商开放。 

7.0 印度尼西亚物流部门 

由于国内弹性需求推动印尼经济持续发展，印尼物流业目前取得强劲的两位数

增长。私人消费增长强劲，贸易增长加快，外部融资成本下降，油价下跌以及

基础设施发展继续推动印尼物流业的发展。 

多年来，印度尼西亚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发展的预算大幅增加，2017 年达到约

390 万亿印尼盾（图 15）。此外，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还任命了一些国有公

司作为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商。与私营公司相比，这些国有公司拥有更大

的资产，并且还能够从国有银行筹集更多资金。从国家预算到几家主要的国有

建筑公司的资本注入也有所增加[22] 

 

 
 

图 15  基础设施的政府预算 

                                    (来源: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business/risks/infrastructure) 

 

然而，印度尼西亚的物流业绩在国际排名中仍然靠后。 2016 年世界银行的物流

绩效指数显示印度尼西亚在 160 个国家中排名第 63 位，远低于东南亚邻国新加

坡（5），马来西亚（32），泰国（45）（表 2）。印度尼西亚的物流成本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25％，明显高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其他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

未来这一比例会降至与泰国一样（占 GDP 的 16％），每年节省约 800 亿美元。

按照政府的计划，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在 2019 年之前减少到 GDP 的 19.2％。虽然

有所改善，但远高于发达国家的 GDP 的 8％。发达国家的公司通过减少物流负

担，留下了充足的投资和创新解决方案。 

 

https://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business/risks/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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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 

 
 

 

为了在物流领域建立连通性，印尼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物流业的格局。印度

尼西亚总统维多多（Joko Widodo）强调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性，并概述了雄心

勃勃的支出计划，规划数百亿美元用于建设3,600公里的新公路，15个新机场，

24 个新海港，铁路网扩建 3,258 公里。 2014 年上任后，29 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状

况得到改善。政府通过减少燃料补贴来吸收大量财政资源，公共工程和交通部

的预算都得到提高，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近 50％，达到 290 万亿

印尼盾。 

总统的施政远景是发展现代海上运输系统，如前所述，称为“海上高速公路”，

以实现连接巴布亚 Sorong 和 Wai Sai 的货轮的日常运作。连接 Sorong-Waisai

和东爪哇泗水与南苏拉威西望加锡的两天货运服务标志着政府承诺的实现（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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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海上高速公路 

 

 

航运服务由国有航运公司 PELNI 运营，作为向偏远地区提供补贴货物运输服务

计划的一部分，显示政府努力降低群岛国家的价格差异并支持海上公路倡议。

预计公私伙伴关系也将在基础设施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私营部门投资

创造机会。此外，政府优先考虑港口的扩建和现代化，为基础设施和港口管理

方面的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私营公司也表示有兴趣参与国内市场的运输。马士基集团 （Maersk Group）与

印度尼西亚政府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以改善东部港口 Bitung 的物流状况，并加

速欠发达地区的海事经济发展。但外国投资受到 2008 年法律的限制，该法律规

定只有国内控制的航运公司才能使用当地注册的船舶和印度尼西亚籍船长在群

岛之间运输货物。印度尼西亚还在 2005 年引入了沿海原则，规定只有国有船只

才能运载国家货物。 

在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承诺下，东南亚地区也寻求实现其东盟连通性总体

规划（MPAC）及其东盟战略运输计划（图 17）。然而，许多问题阻碍了 MPAC的

全面实现。由于税收和燃料成本上升以及机场效率低下，印度尼西亚航空公司

担心该国尚未做好开放天空政策的准备。海事部门也提出了类似的反对意见。

创建单一的东盟航运市场也违背了旨在帮助国内运营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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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东盟经济共同体成员国 

 

 

 

印度尼西亚还存在各种基础设施障碍，例如港口拥堵和接纳大型船只的草案不

足。这些挑战导致印度尼西亚依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为转运中心，增加了成

本。基础设施的限制也是陆路运输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缺乏主要的铁路基础

设施，印度尼西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物的公路商业运输。这也影响了该国

在 AEC 举措中应对单一市场挑战的能力。 

尽管由于缺乏连通性和基础设施发展不足而导致瓶颈，但随着中产阶级与经济

的扩张，印尼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将继续。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根据目前的基础设施状况，东盟单一市场可能成为威胁，

而不是印尼公司的机会。为改善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连通性和出口竞争力，仍有

许多工作要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印度尼西亚的物流部门必须开始采用更加

综合的方法来确保整个供应链的效率。 

在这方面，本地和外国投资者有一些主要的商业机会。除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外，技术引进在改善印度尼西亚物流业的表现以及促使该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的

方面发挥着巨大潜力。其中一个应用是 GPS 跟踪和射频识别，它们广泛应用于

西方和其他亚洲市场，但尚未在印度尼西亚的物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受益于

移动电话广泛普及的简化技术也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简化货运交换和货运配对

的在线门户网站也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印度尼西亚的物流需求相当复杂。它需要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定期

监控和管理公司的整个供应链，如优化运输系统，现金流，仓储，以及海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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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公司可以与供应链管理专家保持联系，

监督整个供应链的管理，以优化成本，而不是与多个服务提供商组织供应链。 

目前，印度尼西亚的物流部门有巨大的机会优化货物运输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

的人员流动。因此，贸易增长和物流管理将是印度尼西亚成功实现 AEC 成功的

关键，因为它们可以提高商业竞争力并降低成本。 

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新技术和高效的综合后勤支持服务是投资和改善的

主要领域。能够提供技术诀窍和技术的外国投资者有机会通过合资企业进行合

作，并有助于加强印度尼西亚竞争力中最薄弱的环节。 

8.0 对于海事部门的投资 

印度尼西亚将成为全球海洋世界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近年来，可以看到政府一

直强调港口和海上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以支持当地的航运和造船业。 

总统条例 16/2017 的新港口政策显示，政府于 2014 年通过了扩大全球海上支点

（GMF）的规定，重点关注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开发港口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

面，以提高海运和物流部门。投资 554 亿美元用于开发 24 个主要海港和约

1,000 个小型货运中心是重点。但是，通过对该倡议的重新评估显示，应该开

发具有战略性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的 5 个主要国际海港，以便更好地连

通整个群岛的所有海港 [23]。 

在港口和码头设施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海运部门远远落后于邻国的海运部门。

为了使该国加快其海上经济改革，总统承认有必要寻求其他国家的发达海港的

支持，以获得知识和技术的建议和转让。 

牛津商业集团（OBG）与鹿特丹港务局之间就印度尼西亚海事部门的发展进行的

沟通表明，在开发其他服务之前，应该关注为当地企业服务的本地贸易和基础

设施，以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的贸易线为目标。 

印尼政府已于 2016 年与鹿特丹港务局签署了初步协议，以提升其货运处理能力。

这包括位于苏门答腊北部马六甲海峡的 Kuala Tanjung 新开发的深水设施，以

及雅加达 Tanjung Priok 港口的升级。 

此外，海上收费公路战略于 2015 年启动，旨在改善岛屿间物流，旨在降低运输

成本，抑制全国各地的价格差异。在这一战略计划中，共有六个主要海港将成

为国家和国际海上贸易综合系统的主要中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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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 Tanjung Priok 港口 

•东爪哇省泗水 Tanjung Perak港口 

•苏门答腊东北海岸 Belawan港 

•南苏拉威西省望加锡望加锡港 

•巴布亚西部的索龙港 

•巴淡岛港口（新加坡边境附近） 

维多多（Joko Widodo）先生在 2014 年担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之前就已经计划将

印度尼西亚变成一个主要航运大国。由于印度尼西亚属于世界工业化的一部分，

直接进入重要的海上航线例如马六甲海峡和望加锡海峡会使其占据一个理想的

位置，并成为全球海上贸易的主要枢纽。总统行政部门称之为“海上高速公路” 

的旗舰计划被提议用于改善国内运输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运和货运需求

（图 18）。 

然而，海上高速公路改道，拆除了几条已经由商业航运公司航行的航线。正如

交通部长 Budi Karya Sumadi 所引述的那样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角色应该更加

平衡。因此，海上高速公路路线应以非商业路线为重点，而商业路线应以私营

经营者或国有企业为重点。” 

政府指派国营航运公司 Pelayaran Nasional Indonesia（PELNI）在六条航线上

经营运输大米，糖，面粉，食用油，鸡蛋，钢铁和水泥等主要货物。预计这些

货物的交付将使偏远地区的货物价格，特别是在该国东部地区，变得可以承受。 

 
图 18   海上高速公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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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的海事政策旨在为国内和国际航运服务中增加集装箱货物，以及为货

物和人员转运提供额外需求。群岛的海上连通性是降低该国物流成本的重要国

家战略。低物流成本将使当地公司能够与该地区的同行竞争。这为外国投资者

提供了重要的商业机会，可以投资港口建设和管理，以提高海港和辅助基础设

施的能力和性能，以支持“海上高速公路”计划。 

港口建设将由国家预算基金和私人投资者在公私合作（PPP）计划中提供资金。

港口建设需要辅以基础设施，如发电站，废物和废水处理，铁路和公路通道连

接以及其他终端设施。疏浚，清理沉船，实时监控，海上电信系统，人力资源

和设备以及其他一些涉及技术知识的工作将需要当地公司无法提供的一些专业

知识。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鼓励外国和本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加强国内产业，

这为私营部门的参与提供了额外的机会。 

8.1 税务特赦计划 

税收特赦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改善税收合规并提高国家税收，并鼓励将离岸资产

汇回印度尼西亚。该计划于 2016年 7月启动，到 2017年 3月止运行了 9个月。 

印度尼西亚政府估计，在新加坡，巴拿马，伦敦，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

税天堂中，有大约 3000 亿美元的离岸资产被存放或存放在国外。这实际上意味

着政府已经失去了非国内金融体系中急需的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对印度尼西亚

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印尼政府以友好的方式实施了这项政策，但却对于逃税者向印尼税务机关申报

离岸资金具有吸引力。这项政策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免于起诉的豁免来将资

金汇回印度尼西亚来实现的。在资产申报和额外的州收入方面，税收特赦计划

在第一阶段（2016 年 7 月至 9 月）取得了成功。由于印尼商人的支持，印尼政

府设法收取约 75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占九个月全额目标金额的 58.9％，而资产

申报总额约为 2770 亿美元，占政府目标金额的 90.1％。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升级也取决于税收特赦计划的成功，它为政府带来了约 110

亿美元的收入，占 GDP的 0.9％。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税收特赦计划，该计划有

80万人在海外申报其未申报的资产，总额超过 33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 GDP的

近 40％。税收特赦改善了 2016年的支出，但也使政府扩大了税基。 

为了让印度尼西亚吸引更多投资并利用其提高的信用评级，该国需要推行有意

义的立法来改革税收制度。印度尼西亚总统乔科·维多多（Joko Widodo）表示，

税收增加是提高基础设施支出和增长的关键。税率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

目标是在 2020年将税率提高到 15％。尽管未申报资产的价值尚未达到汇回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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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目标，税收特赦还是暴露了印度尼西亚公民大量的未征税税款。这归因

于该国与新加坡和香港相比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工具。 

印尼的就业人口为 1.1 亿人，只有 3000 万人在税务局登记，不到 1000 万人定

期报税。因此，税务局必须集中追查逃税者，并对能够渗透到非正规部门的税

收制度实施更大的改革，而非正规部门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做，该

国可以扩大其税基，从而为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创造巨额资金。尽管

如此，税收特赦的进展是印度尼西亚启动财政改革和未来可能进一步提升信用

评级所需的垫脚石。 

正如雅加达邮报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报道的那样，印度尼西亚赢得了标准普尔

全球评级的主权评级升级，从 BBB-升至 BBB，“强劲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谨慎

的财政政策显示了稳定的远景。如果外部状况大幅改善，或者其财政状况在未

来两年内有所改善，则可能会再次提高长期评级。 

在政府管理部门加快努力提高税收与 GDP 比率之后，即使提高了政府支出，印

度尼西亚依然首次赢得了所有顶级评级公司的投资评级。 

“在类似的收入水平上，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球同行。这反映出政

府的政策制定有效地促进了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和均衡的经济增长，“标准普尔表

示。 

8.2 信用评级升级 

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来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东盟区域环境中，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群岛一体化是不可或缺的。在未来几年内，基础设施升级需要多达 4500 亿

美元。投资规则经过大幅度改革，将使其对私营部门合作伙伴更具吸引力。随

着最近的信用评级升级，印度尼西亚将有更广泛的机会接触国际投资者，从而

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基础设施投资。 

此外，通过全套投资等级评级，这将开辟潜在的新资本来源，特别是来自仅投

资至少是投资级别相关资产的投资者。这可能会降低融资成本并影响“准主权

资产”;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世界上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级市场之一。因此，

印尼政府于 2017 年 6 月发行了以日元为主导的政府债券（Samurai 债券），价

值 9 亿美元，这是在 30 年内的首次公开发行。此前，印度尼西亚在私人配售计

划下发行了相同的武士债券（Samurai 债券），而改为公共配售计划以吸引更

多的投资者。这种资金流入不仅可以加速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部门的建设，而且

还将加速重要的制造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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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升级表明投资者对印度尼西亚商业环境的信心日益增强，因

为它致力于成为全球海运市场的主要经济参与者。政府对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

的关注表明，体制改革的努力正在改善。因此，国家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投资，

燃料补贴的修订和负面投资清单的出台也可以有助于减少印度尼西亚长期面临

的外部脆弱性。此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抵御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

续下跌产生的收入压力，使得预算赤字仅占 GDP的 2.5％，从而为该国的经济增

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9.0 外国直接投资 (FDI)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用于发展海事部门的国家预算不足，所以外国直接投资（FDI）

政府和非政府投资可以弥补相应的预算赤字。据估计，国家海洋开发预算为

554 亿美元，另外，还需要政府（85 亿美元），私人投资（25 亿美元）和外国

直接投资（110 亿美元）的额外预算。2015 年的数据表明，中国，韩国，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尼西亚海事部门的发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8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布了印度尼西亚外国

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数据）的相关指标。从表中可以看出，

2014 年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年内外国的直接投资流入激增，2017 年增加至

230.63 亿美元，预计 2017年后直接投资流入将进一步提高（图 19）[24]。 

在国内和国际海事的各种活动中，下面表 3 的内容摘自政府法规 No.39/2014，

表明海事部门对交通领域的私人参与和外国直接投资更加开放。 

 

 
 

图 19   1970-2014 年间流入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来源: UNCTA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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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国直接投资概述 (2005-2017) 

 

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布的国内外直接投资

数据（DDI 和 FDI）显示，国内直接投资增长 11％至 76.4 万亿印尼盾，外国直

接投资增长 12.4％至 108.9 万亿印尼盾（图 20） 。新加坡仍然是最大的外国

投资者，总额约 26 亿美元，其次是日本（14 亿美元），韩国（9 亿美元），中

国（7亿美元）和香港（5亿美元）（图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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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18年第一季度实现的投资额 (1 美元 = 13,400 印尼盾) 

 

 

 
 

图 21   按国家显示的投资比例（2018年第一季度） 

 

大多数直接投资进入建筑行业（13.0 万亿印尼盾），粮食作物和种植园行业

（10.4 万亿印尼盾），以及运输，仓储和电信部门（10.3 万亿印尼盾）（图

22）。从地理划分上讲，爪哇岛的投资达到了 111.8 万亿印尼盾（特别是在西

爪哇和雅加达的特殊领域），占投资额的 50%以上，而爪哇岛以外的地区的投

资只有 73.5万亿印尼盾（图 23）。这并不意外，因为爪哇岛是印度尼西亚人口

最多的岛屿，与该国其他地区相比，基础设施也相对发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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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8年一季度按行业划分的实际投资状况 

 

 

图 23  爪哇岛和爪哇岛以外的投资状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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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家安全，主权，工人福利，环境，技术转让等非经济

问题方面的潜在负面影响是海事部门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在这方面，印度尼

西亚政府已制定一些政策，通过使社会更加社会化，并向流离失所的当地无竞

争力公司和未受过教育和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补偿和帮助，尽量减少外国

直接投资的潜在负面影响。鉴于海事部门的国家安全，政府还控制着来自外国

直接投资的垄断商业运作的可能性。一些海事项目仅分配给国内公司，例如短

海运（SSS）和国内航运。 

印度尼西亚承诺欢迎 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的实施，总统令第 39/2014

号关于有条件允许和不允许投资的业务领域清单（2014年 4月 24日（2014年） 

DNI）明确将继续以不同于其他国家投资者的方式对待来自东盟国家的外国投资

者。根据总统条例第 36/2010 号（2010 年 DNI），之前的负面投资清单也是如

此。 2014 年 DNI 和 2010 年 DNI 均允许东盟国家的投资者在从事海外运输业务

活动的印尼航运公司中持有 60％的股权。 

9.1 中国是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之一 

 
图 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992-2015) 

 

多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FDI）大幅增长。图 24 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在 2015 年贡献了 1457 亿美元。据香港贸发局研究报告，中国目前是全球排名

第二的对外直接投资者，而香港仍然是首选的服务平台。中国是对外直接投资

的主要来源之一，迄今为止对外直接投资预计将远高于 2015 年。中国政府放宽

对外投资的相关管理措施，使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发展计划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大约 60％的对外投资流入香港，据信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的服务平台进行

海外投资以进行各种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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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仅仅计划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 242 亿美元。尽

管两国贸易关系密切，但投资成功率仅为 7％。为将这一比例提高到 30％，印

度尼西亚总统乔科维多多试图清除一些主要障碍。根据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

员会（BKPM）主席 Franky Sibarani 先生的说法，缺乏对印度尼西亚投资许可

证程序的了解以及难以找到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这些对中国投资者不利。因

此，除了已有的首尔，纽约，伦敦，新加坡和东京运营的分支机构，印度尼西

亚又在北京增开了 BKPM代表处。 

BKPM 的这一行动方案是积极的，但仅仅是一个解决复杂问题的补救措施。中国

投资者对投资印尼经济增长计划的普遍消极态度可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

括他们希望对允许外国所有权的项目占多数股份。印度尼西亚的负面投资名单

禁止许多行业的这种所有制结构，包括中国在海外最积极进入的业务领域，如

天然和矿产资源。因此，中国参与投资或多或少局限于有诸多要求的各个部门，

例如基础设施发展和发电，这并不奇怪。 

未来的变化与否部分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向下游推进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够推出

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增值制造专业知识的吸引力的项目。智能手机和电子产业是

证明这种合作具有潜力巨大的依据，并且可以将其作为政府推动当地生产全球

广受欢迎商品的蓝图。考虑到目前的贸易不平衡依赖进口的外部资源以及过度

暴露于资源匮乏的出口市场，因此印度尼西亚在经济整体健康方面取得进展的

重要性不容忽视。 

根据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公布的数据，2017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

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中国大陆和香港合计投资激增 12％

至 55 亿美元。日本投资下降 7％至 50亿美元。 

正如 BKPM 的负责人 Thomas Lembong所说，“中国现在占据了第二位，[中国投

资]的增长将保持强劲。我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Lembong 进一步补充说，从中国投资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数额甚至可能更大，因

为一些投资是通过新加坡实体而实现的，新加坡是一个庞大的华人占主导的国

家。新加坡还为日本和其他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全球公司担任金融中心的角色。 

与中国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一些投资也通过雅加达与北京之间的协议，

共同开发了 3 个印度尼西亚省的基础设施项目，这 3 个省份，北苏门答腊，北

加里曼丹和北苏拉威西被指定接纳一带一路的投资。 “一带一路” 的资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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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 3 个部门，即交通，工业和旅游业，工作范围包括港口，机场，铁路和邮

轮码头的建设。 

2018 年印度尼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322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11％。部

分是由于政府税收特赦计划的资金回流，同时国内投资也增长了 21％，达到

195 亿美元。 BKPM 的目标是在 2019年增加 10％的投资。 

 

9.2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否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资金是否流

向具有吸引力且回报高的部门。由于缺乏国家预算，主要海事基础设施的发展

将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来弥补预算赤字。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非经济因素的问题

需要仔细研究，以确定发展项目的成功与否。 

海港建设属于海上货物和服务运输的国家战略发展。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港都

是由符合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政府和/或国有企业控制和管理的，在印度尼西亚也

是如此。印度尼西亚海事研究所（IMI 2015）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应努力将自

己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而实施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海洋中心之一的计划

应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优先考虑国内公司而非外国公司。 

 

10.0 市场准入战略 

印度尼西亚政府仍致力于控制赤字，并继续推动所有部门的改革，以改善其投

资环境。在机构实力，法治和发腐等方面，它仍然比新兴市场同行逊色。印度

尼西亚正实施进一步改革，为政府可持续收入开辟新的多样化渠道，例如将非

正规部门纳入税收制度。这也是为了避免由于疲弱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以及

政府为发展经济而采取的低税基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了实现其成为全球海运伙伴的目标，印尼政府一直在寻求和鼓励外国投资者

的参与。日本公司 Penta-Ocean Construction，Toa Corporation 和 Rinkai 

Nissan Construction 正在与当地建筑公司 Wijaya Karya 和 Pembangunan 

Perumahan 合作，在西爪哇省 Subang 建造 Patimban 港口。这个价值 12 亿美元

的深海港口将于 2019年部分投入运营，产能为 150万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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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将支持往返 Tanjung Priok 的省内货物运输服务。这表明外国投资者更愿

意投资在西爪哇省，大雅加达省和万丹省等工业生产区的地方，而不是该国工

业生产率较低的东部地区的更先进项目。 

旨在扩大该国造船业的进一步政策陆续颁布。航运部门的国有企业被禁止从国

外购买船只，进口零部件的税收优惠也被取消了。这些措施旨在鼓励投资，但

因为该国大部分船厂都是为小型船舶提供服务，因此航运部门尚未具备建造大

型船舶的能力。 

由于印尼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除了发展船舶维修和维护服务行业外，

印度尼西亚还拥有出口船舶的潜力。船舶出口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设备和部

件的供应有限，在国内生产的设备和部件太昂贵，因此必须进口，这也削弱了

行业与海外供应商的竞争力。 

由于需要外国直接投资，政府一直在考虑开放投资，这可以通过一些海事行业

方面的特定限制来监管。当然，国内外投资的监管存在差异，但是，一些现有

的政策对投资还是存在区别对待的。人们普遍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并有以下好处： 

•增强竞争力以优化收入 

•更好的资本和运营支出用于发展 

•在国际层面更好地提供商品和服务 

•技术转让，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工人提供更好的福利 

但是，一些外国直接投资的申请可能被驳回，原因包括限制外国所有权，筛选

或通知程序，管理和运营限制，此外还有以下内容： 

•当地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和非熟练工人的流离失所 

•可能危害国民经济的垄断性商业运作 

•外国所有权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涉及与电信和能源供应有关的

服务 

•敏感部门涉及国家安全，主权和人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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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市场概况可归纳如下： 

•人口（2017年）：269.54百万 

•GDP：1.02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排名（2018年）：72 

•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594亿新元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相对年轻的人口人数众

多，因此，既有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也有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此外，该国 2017 年经济

增长 5.1％，预计 2018 年增长 5.1-5.5％。 

作为东南亚最具经济和技术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投资

者的关注。虽然投资者对印度尼西亚的海事项目表现出兴趣，但创建与邻国竞争的枢

纽和海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一般而言，从海外实体的反馈到风险投资印度尼西亚，

进入市场的最佳策略可归纳为此： 

•访问印度尼西亚（定期访问）以了解更好的市场情况 

•正确聘用适当的当地代理或合作伙伴。任命代表需要谨慎。耐心，坚持和存在是印度

尼西亚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影响印度尼西亚采购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定价，融资，技术技能和售后服务。企业应该

准备为当地员工进行培训，包括培养从入门级人员到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 

•印尼非金融公司通常依靠贸易融资，其近 50％的融资通过贷款，债券和其他信贷从

国外获得。来自中国的金融机构是一些本地项目的贸易和投资融资的积极提供者。 

•虽然公司可以直接向政府和国有公司销售，但当地代理商或合作伙伴通常对项目开发

和产品或服务的成功开展至关重要（有时是法律要求）。许多政府招标是根据供应商

的成功记录或政府机构与代理商或其合作伙伴之间长期建立的关系而授予的。 

在印度尼西亚各行业开展业务存在挑战。对于印尼航运业务，保险公司倾向于收取保

费以抵消一些特定的风险因素，包括盗版和劳资纠纷。国际海事局（IMB）的一份报告

将印度尼西亚列为受海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12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数

量最多，但其中大部分都是 “针对船只进行盗窃的低级攻击，不应与几内亚湾和索马

里境外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暴力袭击相提并论。” 多年来，印度尼西亚领海的实际和企

图海盗袭击事件的数量有所减少，2018年记录了 3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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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劳资纠纷不时会严重扰乱港口和造船厂的工作。巴淡岛的工业中心也拥

有许多外国造船业务，尽管那里的工资已经超过了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仍然

经历了多次罢工和一些暴力抗议。有迹象表明，自 2011 年以来的一些抗议活动

在政治上受到煽动，这使人们产生希望，大选后劳资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 

综上所述，海上运输的自然需求和制造业方面可预料的强劲增长以及东盟地区

内贸易的增加使印尼航运业能够从疲软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

对于外国投资者/参与者来说，在航运，造船，港口开发或港口管理方面，最简

单的方法是寻求当地顾问的法律和财务建议，并与当地公司合作。经验丰富的

全球公司可以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帮助当地公司提升其业务的规模和现代化，

为东盟地区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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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B 

11.0 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条款 

截至 2015 年 9 月，印尼经济增长率为 4.73％，2019 年第一季度为 5.18％，低

于该国预计到 2025 年成为发达国家的所需的最低增长率 7％（图 25）[25]。为

了加快国家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尽一切努力加大对基础设施发展相关

领域的投资，海事基础设施是关键的部分之一。为了促进优先项目里程碑的实

现，逐步审查了国家层面的监管，财政和体制方面的改进领域，并实施了新的

政策来执行项目。 

 

 
图 25  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然而，由于从准备到执行的各个项目阶段遇到困难，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建

设普遍缓慢。总体来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不良往往会拖延决策过程。在

准备阶段，由于项目筹备质量低和资金分配受限，通常会出现问题。同样，项

目往往受到土地征用问题的阻碍，导致公共私营伙伴关系（PPP）项目的财务结

算延迟。此外，从财务角度来看，由政府和企业实体之间的平等风险分担机制

不一致或分歧导致的无效支持是经常出现的另一个限制因素。除了财政支持外，

政府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担保限制也降低了投资者对印度尼西亚投资的兴趣。 

为克服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印尼政府已在国家层面采取了监管以及财

政和体制方面的纠正措施。 2014年，政府成立了加速优先基础设施交付委员会

（KPPIP），负责领导协调，通过采用大纲商业案例（OBC）指南 [26] ，加快

优先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项目筹备质量。国家发展规划部（PPN）和国家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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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penas）在提供项目筹备设施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得到了这些纠

正措施的支持，然后由财政部的 PPP 部门继续提供项目开发设施。（PDF）和

PPP 项目的交易咨询，也增加了投资者对项目融资的兴趣。 

 

 11.1 加速优先基础设施交付委员会 

设立 KPPIP 的主要目标是使其成为决策过程的协调单位。它在解决因各利益方

之间缺乏有效协调而产生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作为联络点，促进协

调解决国家战略项目和优先项目的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瓶颈工作。KPPIP 还

是所有政府机构，潜在资助者和私营部门投资者的单一联络点，用于协调和实

施战略和优先基础设施项目；保证在预算范围内最佳质量协调项目的准时交付;

启用并促进政府承包商（GCA）通过各种财政和技术支持计划提供项目的能力

[27][28]。 

 

12.0 基础设施交付和业务实体的投资 

土地采购是任何建筑工程之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已经颁布的第 2/2012

号法律，其目的就是为公共利益加速征地过程。该特定法规提供了根据需要进

行修订的衍生法规。 

考虑到政府支持对吸引企业实体投资至关重要，政府已颁布法规，提供可行性

差距融资（VGF）和可用性支付。为了加强政府的支持，政府提供的担保已经扩

大到允许在其结构发展中被指派的国有企业（SOE）获得这种担保。 

2015 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起草并发布了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改

善政策和法规以促进印尼经济发展，包括制定国家战略项目总统条例和国内炼

油厂发展和建设的总统条例。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直接贷款设施，并从 APBN

（国家预算）中获取了可用性支付设施，这些设施有望提高项目的可行性。此

外，PT Sarana Multi Infrastruktur（PT SMI）与政府投资中心（Pusat 

Investasi Pemerintah）合并，以及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担保基金（ PT 

Penjaminan Infrastruktur Indonesia 或 PT PII）的授权延期，都可以看到指

导方面的改进。 

虽然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已经对基础设施交付和商业实体投资兴趣产生了积极

影响，但有必要记住，监管，财政和体制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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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 

在 2015 年和 2018 年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了 16 项经济政策方案，这些方

案被设计为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急救箱，重点放在放松管制，基础设施发展以及

之前对外国投资者关闭的部分行业的自由化[29]。政府削减燃料补贴的决定已

经释放了大部分经修订的国家预算计划和急需投资的项目。在这方面，该国通

过削减燃料补贴在 2015 年节省了 70.1 亿美元。此外，再加上 2016 年任命财政

部长 Sri Mulyani 女士，投资者对政府执行重要改革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因

此，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印度尼西亚已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之一，2017 年增长 10％，达到 10.9 亿美元。由于美中贸易冲突和 4 月 17 日的

国家总统选举导致投资成本高昂，印度尼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2019 年第一季

度增加到 107.9 万亿印尼盾，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1.6％。（图 26）[30]。 

 

 
图 26   印度尼西亚外国直接投资(印尼盾) 

 

 

提升积极的商业环境无疑有助于印度尼西亚积极的信用评级展望。印度尼西亚

需要证明它可以实施其所有预期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停留在语言上。到目前为

止，总共颁布了 16 项经济政策方案，尽管进展有限，但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努

力。例如，政府通过小额贷款计划提供激励措施，帮助中小企业（SMEs），并

在 2016 年降低利率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不断

增加的劳动力成本和能源价格，它们继续给公司带来负担，并降低了印度尼西

亚在区域同行中的竞争优势。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希望看到印尼政府推出更多

政策方案以支持经济增长，并通过遏制官僚主义和放松管制的计划来增强投资

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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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监管改进的发展 

以下是印尼政府自 2015 年起采取的监管纠正措施摘要，旨在为加速印度尼西亚

的基础设施交付创造有利环境。迄今共发布了 16 项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表 4） 

[27] [28] [29]。政府此前已于 2015年发布了前 8个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旨

在重组印尼阻碍经济增长（放松管制）的法规，重组印尼官僚机构，并提供便

利，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印尼的经济。每项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和预期

的积极影响总结如下。 

表 4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来源: 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 

 

Package Unveiled Main Points 

1 09/09/2015 •通过放松管制提高工业竞争力 

•缩减繁文缛节，加强执法和业务确定性  
2 30/09/2015 •出口商降低利率 

•加快工业区投资的投资许可 

•放宽对工业区/航空资本品的进口税  
3 07/10/2015 •削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关税 

4 15/10/2015 •确定了确定劳动工资增长的公式 

•针对超过 30 种中小型，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小额

贷款  
5 22/10/2015 •资产重估的税收激励 

•废除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双重征税 

•伊斯兰银行业放松管制  
6 05/11/2015 •对经济特区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7 04/12/2015 •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免征所得税 

•在 34 个国有指定区域运营的街头小贩的免费租赁证书  
8 21/12/2015 •21 种飞机零配件的废钢所得税 

•私营部门对炼油厂发展的激励措施 

•统一土地利用的单一地图政策  
9 27/01/2016 •国有企业进行港口服务的单一计费系统 

•将国家单一窗口系统与“印尼港口网”系统集成 

•强制使用印尼盾进行与运输活动相关的付款 

•消除私人和州邮政服务之间的价格差异  
10 11/02/2016 •取消 35 家企业的外资所有权上限 

•保护中小型企业和合作社  
11 29/03/2016 •当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降低房产税率 

•统一港口海关检查（缩短停留时间） 

•政府为出口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补贴 

http://www.indonesia-investments.co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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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行业路线图  
12 28/04/2016 •通过削减程序，许可证和成本，增强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业务

的便利性  
13 24/08/2016 •对低收入家庭的住宅房地产项目放松管制  

14 10/11/2016 •为国有电子商务行业制定路线图： 

 - 放宽和扩大获得资金的渠道 

 - 提供税收优惠 

 - 协调法规并建立国家支付网关 

 - 提高电子商务意识，改善电子商务教育 

 - 加快高速宽带网络的发展 

 - 完善电子商务物流系统  
15 15/06/2017 •改善印度尼西亚的物流： 

 - 加强运输保险的作用 

 - 降低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成本 

 - 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家单一窗口（INSW）的权威 

 - 减少禁止和限制货物的数量  
16 16/11/2018 •改善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环境： 

 - 修订该国的负面投资清单 

 - 扩大印度尼西亚的免税期计划 

 - 为新规定的出口收入转换为印尼盾提供税收优惠  
 

13.0 国家战略项目的总统规定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布了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政策，但在实践中，它们的执行往

往遇到困难。考虑到基础设施交付需要准时，需要额外的措施来加速完成被认

为具有国家战略利益的项目。措施包括许可证和非许可证申请中的特权或特殊

待遇，政府采购，土地采购，当地员工占比，消除瓶颈，空间规划和政府担保。 

总统条例发布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 225 个项目，这些项目可享有法规正文规

定的设施和特权/特殊权利。 KPPIP 在选择与作为项目协调员的部委/政府机构

/地区政府进行咨询时开展的国家战略项目中发挥着作用。 

2016年 1月发布了关于加快实施国家战略项目的第 3/2016号总统条例和关于加

快国家战略项目的第 6/2016号总统令。 

 

 13.1 国内炼油厂的建设和发展 

作为第三个经济政策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为了支持 KPPIP 优先项目，即兴建

国内炼油厂，已颁布了关于国内炼油厂建设和发展的第 146/2015 号总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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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使用 PPP 计划或国有企业转让以及商业实体进行炼油项目，该法规可

作为实施和促进措施的指导原则。此外，如果项目采用 PPP 计划，总统条例还

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T Pertamina）成为政府承包机构（GCA）提供了空间。

该总统条例进一步规定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作为承购商的各方可以给予的激励

措施。 

 

 13.2 在基础设施交付中的采购业务实体 

参阅国家公共采购局（LKPP）第 19 号关于基础设施交付中商业实体采购程序的

规定[31] [32]。 

1）关于基础设施供应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第 38/2015 号总统条例

要求有关实施业务实体的可用性支付和采购的若干衍生法规，以支持在印度尼

西亚实施 PPP。 

2）作为后续，LKPP法规第 19/2015号发布了关于基础设施交付业务实体的采购

程序，管理采购预备业务实体和实施 PPP 项目的业务实体。 

3）在实施业务实体采购中，采购旨在选择一个业务实体作为 GCA 执行 PPP 项目

的对应方。通过资格预审或在特定条件下直接预约的方式进行招标。而直接预

约可以减少招标失败并加快交付过程。 

4）在采购预备业务实体时，采购旨在通过遴选机制或协商选择一个的商业实体，

机构，国家或国际组织。然后，被选中的实体将会提供支持，以便为 PPP 交易

做准备。 

 13.3 KPPIP 在制定和修订法规方面的作用 

根据 2014年第 75号总统条例，KPPIP的任务是协助，促进，协调，建议修订和

/或发布新法规，以加速基础设施交付，包括解决基础设施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授权，KPPIP 开展了若干活动，以制定和修订与基础设施交付相关的法规，

总结如下（表 5）。 

 

表 5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Regulations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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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加快优先基础

设施提供的总统条例

75/2014 的修正案 

•第 75/2014 号总统条例规定了 KPPIP 的成员资格，以

及其他将被纳入 KPPIP 的机构，包括海事协调部和环

境与林业部。 

•加强 KPPIP 在采购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运作，并支持

成立咨询公司。 

•容纳加速提供优先基础设施的尝试（第 75/2014 号待

修订）  
(2) 负责组建加速征地

工作小组的 KPPIP 法

令 

•第 2/2012 号法规已发布，但土地采购仍然是基础设

施项目执行的最大问题。确定的障碍是： 

（a）项目执行机构与土地事务和空间规划部之间在

土地采购地点和规划方面的信息差异; 

（b）在出现土地采购障碍时，利益方之间协调不力;

和 

（c）在提供政府/国有企业/ 地区政府企业的土地供公

众使用时缺乏监督和同步 

•KPPIP 组建了一个加速征地工作小组，以解决上述

障碍，并扩大加速所需的能力。 

  
(3) 颁布关于加快电力

基础设施建设的总统

规定  

到 2019 年，政府计划建设总容量为 35,000 兆瓦的电

厂。十年电力基础设施发展计划（RUPTL）中的所有

项目，包括 PT PLN 开发的项目以及与私营部门合作

的项目，均包含在本总统条例中。 

 

14.0 财政政策，直接贷款和发展基金的担保 

第 38/2015号总统条例，为可用性付款提供了法律依据。可用性支付意味着 GCA

定期向业务实体支付满足 PPP 合同中设定的质量和标准的基础设施。可用性支

付预计将提高项目可行性，以提高投资者的兴趣。 

2015 年 10月，财政部颁布了第 190 / PMK.08 / 2015 号条例，用于管理国家预

算（APBN）提供的可用性支付机制。之后由内政部制定法规，规定区域预算

（APBD）的可用性支付机制。 

以前项目担保仅侧重于通过 PPP计划或政府预算（APBN / APBD）资助的项目。

但是，政府已将其担保范围扩大到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直接贷款的项目，这些项

目受第 82/2015 号总统条例的管辖。 

根据财政部第 189 / PMK.08 / 2015 号条例，符合政府担保条件的项目范围扩

大到总统条例下的国有企业（SOE）的项目或完全国有企业。[33]. 

在项目开发基金方面，PPP 资助计划的实施仍然有限，这是因为高质量项目需

要的专业知识和专项资金不足。考虑到 PPP 计划的实施可以促进私营部门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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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发展的投资，财政部成立了政府支持理事会和基础设施融资管理局（PPP

下属部门），按照第 75/2014号总统条例的规定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 该设施

由财政部第 265 号/ PMK.08 / 2015号条例管理的基金提供资助。 

2015 年 12月，财政部颁布了第 232 / PMK.06 / 2015 号条例，原来的政府投资

通过政府投资中心实现，现在改为直接注资有限责任公司 PT Sarana Multi 

Infrastruktur（PT SMI），总金额 12. 9 亿美元，而注资前 PT SMI 的资本限

制为 1.4亿美元。 

随着财政部的注资，PT SMI 已扩大其作用，成为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融资中心，

具备资助国有企业（SOE），地区政府所有企业（ROE）和地区政府发展基础设

施的能力。 

政府担保是吸引项目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过去只能为 PPP 方案下的项

目提供担保。第 82/2015 号总统条例的颁布，扩大了符合此类担保条件的项目

范围，在中央政府担保下，国际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投资于国有企业的基础建设。

这种担保可以由政府全资的国有企业提供。根据总统条例转让的国有企业也可

获得担保。因此，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担保基金（IIGF）提供的有资格担保的

项目数量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增加。 

此外，政府监管及体制政策的改进和新举措有望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遇到的障

碍，以便中央和地方政府迅速做出决策。 

 

 

 

15.0 国家战略和优先海港项目 

根据总统条例第 58/2017 号对总统条例第 3/2016 号关于加快国家战略项目实施

的修正案，决定了国家战略项目（PSN）的数量为 245 个项目加两个规划，电力

和飞机行业。这 245 个项目和两个规划需要大约 4,197 万亿印尼盾，资金来源

来自国家预算 525 万亿印尼盾，国有企业（BUMN / D）1,258万亿印尼盾和私营

部门 2.414万亿印尼盾（图 27）。对于海事部门，有 10个海港被列为国家战略

项目，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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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国家战略项目 

      (来源: https://kppip.go.id/en/national-strategic-projects/) 

 

表 6   新的海港发展国家战略项目 

   (来源: https://kppip.go.id/en/national-strategic-projects) 

 

编号 项目 位置 

1. 内陆水道/ CBL Cikarang-Bekasi-爪哇海  雅加达特区，西爪哇省  
2. Patimban 海港的建设  西爪哇  
3. 扩建瓜拉丹戎国际海港 北苏门答腊岛 

4. 索龙海港的建设  西巴布亚  
5. 扩建国际枢纽海港 Bitung 北苏拉威西岛 

6. 望加锡新港  南苏拉威西岛  
7. 扩建 Palu 海港（Pantoloan，Palu Bay）  中苏拉威西岛  
8. KEK Maloy 海港 东加里曼丹 

9. Kijing海港的发展  西加里曼丹  
10. 古邦海港的发展  东努沙登加拉  

 

（1）瓜拉丹戎国际枢纽海港 

https://kppip.go.id/en/national-strategic-projects


 

Page 53 of 69 

 

瓜拉丹戎国际枢纽海港旨在为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的物流提供入口（图 28）。

根据交通部 2015 年的评估结果，该港口的发展将使集装箱运输量在 2039 年增

加到 1240万标准箱。集装箱运量增加来自从 Sei Mangkei 经济特区到占碑省的

需求，海港预计也将获得四个竞争对手的额外需求，即新加坡港，丹戎帕拉帕

斯港，巴生港和槟城港。 

通过这个国际枢纽，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受益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长期享有的海

港需求。根据 2012 年瓜拉丹戎港口计划，这个海港的建设将容纳货物以支持

Sei Mangkei 经济特区和 Belawan港的发展。 

投资价值 30万亿印尼盾（21亿美元） 

资助计划 国有企业 

位置 北苏门答腊的瓜拉丹戎 

项目业主 交通部 

施工起始日期 2015 

商业运营日期 2018 

项目状况 2018年建设和运营 

 

 

 

图 28(a)   瓜拉丹戎项目 (来源: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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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b)   Belawan 港口发展计划 

         (来源: PT Pelindo I) 

 

 

图 28(c)   北苏门答腊门户区域 

 

        (来源: PT Pelindo I) 

 

（2）比通国际枢纽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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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通国际枢纽海港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主要的考量如下（图 29）。 

•与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相比，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的增长潜力更大; 

•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的物流动态预计将呈指数增长。 

该海港将支持比通经济特区的发展，而比通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印度尼西亚政府

优先考虑事项之一。除此之外，比通国际枢纽港的存在还将支持印度尼西亚东

部地区的工业活动，包括 Ambon 和 Ternate（农业，工业和采矿）以及

Samarinda，Balikpapan，Tarakan和 Nunukan（煤炭，石油和胶合板）。 

 

投资价值 34.365万亿印尼盾（24.2 亿美元） 

资助计划 资助计划国有企业（BUMN）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位置 比通，北苏拉威西岛 

项目业主 PT Pelindo II 

施工起始日期 2017 

商业运营日期 2019 

项目状况 在 2019年建设和运营 

 

 

 
图 29   比通港 (谷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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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爪哇岛北部的海港 

该项目旨在开发一个集装箱码头的海港，预计年产能为 750 万标准箱，以满足

西爪哇东部地区物流需求的预期增长。这个海港的发展符合政府减少雅加达

Tanjung Priok海港过剩能力的战略。预计这个海港也将成为梳邦地区的区域发

展刺激因素。 

 

 

投资价值 43.221 万亿印尼盾（30.4亿美元） 

资助计划 资助计划国家预算/区域预算（APBN / 

D）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私人融资 

位置 Patimban，梳邦，西爪哇省 

项目业主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施工起始日期 2018 

商业运营日期 2019 

项目状况 准备阶段 

 

 

（4）内陆水道/ Cikarang-Bekasi-Java Sea（CBL） 

内陆水道/ CBL 开发将利用河道运输路线作为替代物流运输，将 Tanjung Priok

海港的越野区域与腹地区域连接起来。在第一阶段，运河运输系统将利用公共

工程和公共住房部开发的现有运河，即 Cikarang Bekasi Laut（CBL）通过雅加

达北部的 Marunda。在第二阶段，PT Pelindo II 计划将 Tanjung Priok 的运河

路线添加到 Cikampek，运河将连接 Tanjung Priok 到 Bekasi 的 Cibitung-

Cikarang 工业区以及 Karawang 的 Cikampek 物流线路。内陆水道/ CBL 开发预

计将减少从 Cikarang 和 Karawang 工业区到 Tanjung Priok 海港的道路交通拥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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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价值 3.4 万亿印尼盾（2.39亿美元） 

资助计划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位置 雅加达首都特区和西爪哇 

项目业主 PT Pelabuhan Indonesia II 

施工起始日期 2019 

商业运营日期 2021 

项目状况 准备阶段 

 

 

 

（5）爪哇集成工业和港口地产（JIIPE） 

爪哇集成工业和港口地产（JIIPE）综合体由 PT AKA Corp Prarama Nusantara

（PT AKR Corporindo Tbk 的子公司）和 PT Berlian Jasa Terminal Indonesia

（国有公司 Pelindo III 的子公司）联合开发。它位于爪哇东部的战略位置，

旨在成为印度尼西亚和亚太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制造中心[34]。 

JIIPE 总面积为 2,933 公顷，包括 1,761 公顷的工业园区，400 公顷的海港和

800 公顷的住宅区，称为庄园海滨城市（图 29）。到 2030 年建成后，它可以容

纳大约 183 个行业和近 200 家公司。它可以直通 Gresik，Surabaya，Juanda 国

际机场和 Tanjung Perak 港口的收费公路。 

JIIPE 海港将在马杜拉海峡建造，总泊位长度为 6,200 米，吃水深度为 16 米，

可满足 100,000 吨以下的船舶需求，可处理从干散货，集装箱到石油和液化天

然气的各种类型的货物。它的建成预计将减少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第二繁忙港口

Tanjung Perak 的工作量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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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未来的爪哇集成工业和港口地产 

 (来源: JIIPE) 

 

“通过与深海港口的整合，这个公园将直接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总统 Joko 

Widodo 在 2018 年 JIIPE第一阶段开幕式上表示。 

“在 Tanjung Perak，船只经常需要在[港口]之外等待一周才能停靠。我们应该

在三五年前开发[新港口]” ，正如 JIIPE 项目主管所评论的那样。 

鹿特丹港务局向印度尼西亚港口运营商 Pelindo I 提供了有关北苏门答腊瓜拉

丹戎港一期开发的咨询服务，据报道他们计划在下一阶段进行投资[36]。 2017

年，日本政府签署了 10 亿美元贷款，用于建设西爪哇的 Patimban 深海港口。

新加坡港口运营商 PSA International 已与三家公司合作，共同参与雅加达

Tanjung Priok港口新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和运营，以满足集装箱运输量的快速增

长 [37] [38] 。 

印度尼西亚现在努力通过一些自己的港口项目挑战该地区的一些大型港口，其

中包括 5个主要港口项目（图 30），旨在成为世界上新的全球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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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印度尼西亚五大主要港口项目于 (来源: KPPIP) 

 

16.0 港口建设和管理 

第 17/2008 号航运法律通过取消四家国有印度尼西亚港口公司（IPC I，IPC II，

IPC III 和 IPC IV）的垄断，增加了港口之间的竞争范围，而这四家公司过去

的每一个都是经营其指定地区的所有商业港口。该法律允许私人港口设施运营

商和港口服务提供商进入该行业。 

根据相同的法律，国家港口总体规划建立了监管框架，并为印度尼西亚港口发

展制定了目标，到 2030 年，展望建设数十个国家港口和数百个较小的支线港口。

预计到 2030年，总体货运量将从 2009年的 9.767亿吨增加一倍以上，达到 21. 

44 亿吨。印度尼西亚未来的进出口集装箱货物物流路线如图 31 所示。图 32 显

示了印度尼西亚主要港口到 2030年为止集装箱货运量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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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印度尼西亚未来的进出口路线 

     (来源: 交通部)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考虑到未来的强大竞争，有必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升级，

到 2030 年为止估计的总体投资需求超过 460 亿美元。根据运输部第 414/2013

号法令，预计私营部门将承担港口开发所需的 70％的资金。但批评者指出，根

据评估，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不足，因此对于私人投资的需求可能更大。

在谈到 2015年国家的预算时，印度尼西亚工商会（KADIN）主席 Suryo Bambang 

Sulisto 表示，政府需要寻求外国资金来解决其基础设施融资问题。

 

图 32   印度尼西亚主要港口的集装箱运输量预测       (来源: 交通部) 

由于缺乏发展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政府行政部门通过第 39/2014 号总统令提

高了外资对港口业务的参与度。负面投资清单的修订版允许外国资本在港口设

施供应中的所有权 （以前上限为 49％ ）在 PPP计划的特许期内达到最高 95％。



 

Page 61 of 69 

 

这包括码头，建筑物，集装箱，散货码头以及滚装码头的供应。在 PPP 计划之

外，仍然保留 49％的外国直接投资上限。近年来，通过提高法律透明度和政府

担保以及其他措施，政府对 PPP项目的总体投资框架也有所改善。 

中国一带一路（OBOR）倡议是对印尼政府的愿景的补充，有助于其进行海事基

础设施建设，并成为全球海运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舟山港及中国交通建设

工程与印尼港口运营商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共同开发新 Priok 和 Kendal 国

际港口的内容，表明了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港口投资的兴趣 [39] 。 

17.0 印尼的外国投资 

印度尼西亚政府鼓励外国人或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大多数地区进行直接投资，

以协助其发展经济和技能基础，例如发展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外国投资的

批准将由印度尼西亚投资局（BKPM）在雅加达或每个省的投资委员会（BPM），

Regency 市的投资机构或通过印度尼西亚在几个国家的代表处签发。 

“投资法” 通过将 BKPM 掌控的政府许可程序授予外国企业进入权的方式，对

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管理。 

投资者必须与印度尼西亚人或实体签订合伙协议而成为股东。根据不同的行业

和业务领域划分，外国投资者可以持有各行业 30％至 95％的所有权，甚至高达

100％。 

允许外国人投资各个行业，而且不限制投资的最大规模，资金来源，也不限定

产品是出口还是在国内市场消费。但是，在负面投资清单上根据总统条例被列

为不允许对外投资的工业部门除外。 

2016 年交通部门和土木工程的负面投资清单见表 7 和表 8 [40] 。除非在负面

清单中另有说明，初步设定所有行业或业务领域都对外国投资开放。这是因为

在某些条件下，行业的外国投资也不受部门或其他法律，法规和法令的管制。 

因此，要在印度尼西亚投资，投资者必须首先审查负面清单，根据“投资法”

该清单每三年更新一次。如上所述，负面清单中未提及的业务领域，视为对外

国投资“开放”。 

 

另外还需要注意活动领域和当地合资伙伴关系中的外国投资限制。 BKPM的初始

投资提案需要限制在目前对外国人开放的领域。对于那些在初始阶段获得外商

独资的公司，无论是从项目开始，还是在规定期限内，通常会要求外国投资者

与至少一个当地合作伙伴的进行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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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位可靠而且了解当地情况的印尼股东和合作伙伴至关重要。一般而言，

本地和海外外国股东之间紧张关系的可能是影响外国投资企业成功的因素之一。 

BKPM 和行业监管机构可能会不时在某些领域保留潜在的当地合作伙伴名单，而

银行，大使馆和会计师事务所通常可以提供类似性质的信息和援助。此外，会

计和调查服务公司可以对有名或低调的当地个人的背景和诚信进行独立保密的

调查。 

在印度尼西亚成立公司需要办理约 10 道手续，这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亚

太地区平均需要约一个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仅需要不到 6 天。在印

度尼西亚，需要与四个不同的部门以及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申请一系列不同

的营业执照，许可证和证书。 

•法律和人权部 

•人力部 

•贸易部 

•国库 

在法律方面，“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应采用有限责任公司 Perseroan 

Terbatas（PT）的形式，并根据法律和人权部（MOLHR）的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注

册成立 。 

“投资法” 授予外国投资者在许可证批准期限内管理公司的自由，其中包括任

命董事和在没有熟练工人的情况下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权利。而某

些行业仅允许雇佣外籍技术顾问（董事会和专员除外）。 

外国投资者在市场准入方面有很多选择： 

•通过并购分享收购（收购多数和少数股权） 

•通过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创建新公司 

•资产收购交易或通过并购转移 

•根据与印尼经销商或进口商签订的分销协议进行合作安排 

根据“投资法”和 BKPM规则和条例的要求与外国股东组成的 PT公司称为 PMA公

司，具有国内投资地位的 PT称为国内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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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投资和建立合资伙伴关系之前，分析和讨论企业的利益，风险，挑战，

机遇和隐藏议程以及对市场情况的了解非常重要。 

虽然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某些规定仍然不够明确，在某些情况下土地

征用和许可程序可能很繁琐，开放该部门并且增加外国参与和放宽监管可以加

强全国海港的建设和管理。除了直接投资，开放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为项目和

法律顾问咨询服务带来商业机会。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人口的增长，经济日益繁

荣以及区域和全球贸易的增加，该国的海港和海上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商业和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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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运输部门的负面投资清单 (2016) 

        （来源: Widyawan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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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土建工程的负面投资清单 (2016) 

          (来源: Widyawanpartn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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