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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篇 

境外设立企业或机构（办事处或分公司）的流程 

企 业 登 陆 北 京 国 富 安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下 载 电 子 钥 匙 表 格

（http://www.gfapki.com.cn/support/index.jsp?menu=hzzn.html），申领境外投资电

子钥匙→企业上商务部网站填写申请表（http://femhzs.mofcom.gov.cn/fecpmvc/pages/ 

fem/LoginedHome.html） 

备案类项目：苏州市商务局审核企业网上填报的《境外投资备案表》→企

业去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盖章→企业将盖章后的《境外投资备案表》及营业执

照复印件扫描后，传回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备案（核准）后发放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转交企业→企业凭电子钥匙，进入商务部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系统（http：//zchq.ec.com.cn/gov_login_rst.jsp?flag=g）网上添加境

外企业信息。 

核准类项目：由企业行文，制作境外投资申请报告（附合同、章程）至所

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并由所在地商务部门转报我局，材料一式六份。经商务部

核准后，发放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二）业务管理篇 

1、《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所称境外投资，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

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

行为。 

网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09/20140900723361.shtml 

2、所有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注册启动后，均有义务提供月报，并按时完成

年报工作（月报和年报同时也是企业申请各级专项资金的前提条件），具体见：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网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 zcfg/zcfb/dwtz/201101/1185874_1.html 

3、境外企业（机构）中方负责人应主动向我驻外使（领）馆报到登记，具

体见：《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 

http://www.gfapki.com.cn/support/index.jsp?menu=hzzn.html
http://femhzs.mofcom.gov.cn/fecpmvc/pages/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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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 zcfg/zcfb/dwlwhz/201103/1212009_1.html 

4、企业赴台湾投资请参考《台湾开放大陆企业投资的行业类别》。 

网址：http://hzs.mofcom.gov.cn/ aarticle/zcfb/b/200909/20090906519283.html  

5、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规定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网址：http://hzs.mofcom.gov.cn/ aarticle/zcfb/b/200912/20091206714844.html 

6、境内机构可以使用自有外汇资金、符合规定的国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

汇或实物、无形资产及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资产来源等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投资。具体见：《国家

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网址：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 laws/law_detail.jsp?ID=8040400000000000029&id=4 

7、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具体见：《中国人民银行境外

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网址：http://www.pbc.gov.cn/publish/ tiaofasi/584/2011/20110113160218798684105/20110113160218798684105_.html 

8、对外投资国别（地区）指南 

进入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点击链接：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指南。 

网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9、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网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gjcnhz/zcwj/201511/20151101193011.shtml 

10、《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网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302/20130200039930.shtml 

 

（三）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及人员安全篇 

1、《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 

网址：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zcfb/f/201008/20100807090586.shtml 

《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按照“谁派出，谁负责”

的原则，对派出人员在出国前开展境外安全教育和培训。项目总包企业，应对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
http://hzs.mofcom.gov.cn/
http://hzs.mofcom.gov.cn/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
http://www.pbc.gov.cn/publish/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gjcnhz/zcwj/201511/20151101193011.shtml


 

— 3 — 

其分包单位安全教育和培训负总责。未经安全培训的人员不得派出。此外，企

业要对派出人员提出具体要求，规范驻外人员行为方式，要求其遵纪守法并尊

重当地风俗习惯。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要制订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机制，指导派出机构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同时，对外投资合作

企业应要求境外机构和人员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保护、解决当地就业，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等工作，为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2、《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安全管理指引》 

网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103/20110307466483.shtml 

3、《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指南》 

网址：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jwaq/zcfg/201512/20151201198301.shtml 

4、境外投资安全风险防范预警 

网址：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xx/xmlh/ 

 

（四）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集聚区篇 

 

通过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 

 

1、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 

2、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3、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4、泰中罗勇工业园 

5、越南龙江工业园 

6、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简介 

7、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 

8、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9、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中尼经贸合作区 

10、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bf/201103/20110307466483.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xx/xmlh/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12/20151201203881.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12/20151201202935.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89.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85.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83.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80.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79.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78.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76.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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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12、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13、尼日利亚广东经贸合作区简介 

14、中俄农业产业合作区 

详情请查询商务部合作司网站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其中，埃塞

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是苏州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由我市江苏永元投资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截至 2015 年 12 月，工业园已吸引入园企业 42 家（其中，中资

控股企业 36 家），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8982 万美元，园区累计实现总产值 45615

万美元，上缴埃塞政府各项税收 2990 万美元，为东道国创造就业岗位 6791 个，

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效应已初露端倪。网址：www.e-eiz.com。 

 

（五）各市、区境外投资咨询热线 

1、苏州市商务局        叶  萍  68634016 

                       王  磊  68633660 

                       钱一豪  68633126 

2、张家港市商务局      钱  峰  58696024 

3、常熟市商务局        沈玉山  52816753 

4、昆山市商务局        沈敏珠  57311570 

5、吴江区商务局        马云峰  63982290 

6、太仓市商务局        秦晓敏  53891022 

7、苏州工业园区经发局  徐  晟  66681017 

8、苏州高新区商务局    许  梅  68750935 

9、吴中区商务局        俞娟芳  65631907 

10、相城区商务局       杜燕昌  66836070 

11、姑苏区商务局       梅  蕾  68727530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69.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64.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6/20150601024650.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201509/20150901118241.shtm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c/g/
http://www.e-e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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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策 

 

财政部  商务部 2015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对外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重点  

（一）支持对外投资合作重点项目。鼓励根据国家、我省有关重点规划，

围绕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钢铁、有色金属深加工、建材

及化工生产线、汽车、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优势产业，以及农业、林业等领域，

开展互利共赢的对外投资合作。具体包括： 

1、境外投资。指我省境内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

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 

2、对外承包工程。指我省境内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咨询、勘

察、设计、监理、建造、采购、施工、安装、调试、运营、管理等活动。 

（二）支持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对符合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境外经

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通过商务部、财政部确认

考核或年度考核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予以支持。 

（三）支持改善对外劳务合作公共服务。对外劳务合作指我省境内企业组

织劳务人员赴其他国家或地区为境外的企业或者机构工作的经营性活动。按照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工商总局关于印送

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建设试行办法的函》（商合函[2010]484 号）规定，支持

对外劳务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信息咨询、素质培训、权益保障、规范

引导等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辐射面。 

（四）其他纳入国家、我省有关重点投资合作规划项目。 

二、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直接补助 

1、前期费用 

前期费用是指我省企业为从事境外投资（不包括国内企业之间转让既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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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权益）、境外农、林、牧、渔、矿业合作，在项目所在国注册（登记）、

购买资源权证之前，或对外承包工程签订合同（协议）之前，为获得项目而发

生的相关费用，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法律、技术及商务咨询费。  

指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机构为项目提供法律、技术、商务和投融资咨

询服务所发生的支出。 

（2）勘测、调查费。  

——项目勘察费（不包括油气、矿产资源勘探费）、论证费和规划费；  

——渔业资源探捕费：购买探捕仪器设备费、代理费、船舶注册费。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全评估报告编制费。  

指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预可研报告、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项目安全评估报告所发生的支出。  

（4）购买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等资料费。  

购买项目（资源）勘察许可证、捕捞许可证、标书、技术资料、软件等所

发生的支出。  

（5）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等资料翻译费。  

指委托专业机构或人员翻译规范性文件和标书等资料所发生的支出。  

企业购买以上服务的时间应在项目所在国注册（登记）、购买资源权证之前，

或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签订合同（协议）之前，且款项应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支付。 

支持标准：按不超过申请企业实际支付的前期费用的 50%给予支持，上限

不超过项目中方投资额或合同额的 15%，一个项目只能享受一次支持。 

2、资源回运运保费。  

我省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将其所获权益产量以内的农业（包括大豆、玉

米、小麦、天然橡胶、棕榈油、棉花、木薯）、林业（原木、锯材、板材）、牧

业、渔业和矿业（包括铁、铜、铝、铬、铅、镍、锌、钾、铀）等合作产品运

回国内，对从境外起运地至国内口岸间的运保费，按企业实际支付运保费的一

定比例给予补助。计算运保费的资源产品进口数量以海关统计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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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换回的，不超过与外方签署的开发投资合作协

议合同总金额的资源产品运回国内，对从境外起运地至国内口岸间的运保费给

予补助（享受补助的回运资源种类比照上述境外农、林、牧、渔、矿合作项目

执行）。  

支持标准：按不超过实际支付运保费的 20%予以补贴。  

3、“走出去”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对在境外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的企业，为其在外工作的中方人员向保险

机构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一定比例予以补助（应投保“江苏省出国外

派境外工作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不得申报）。 

支持标准：对“走出去”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按每人最高保险金额

不超过“江苏省出国外派境外工作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额上限，支持

比例不超过实际保费支出的 80%。  

4、境外突发事件处置费用。  

境外突发事件指从事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的企业派出的人员因恐怖、战争、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发生伤亡等紧急事件。相

关处置费用包括企业赴境外处理突发事件工作人员的护照、签证、国际旅费和

临时出国费用，补助标准参照《财政部外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

标准的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1]73 号）执行，且不超过申请企业实际支

付相关费用的 50%。 

5、外派劳务人员的适应性培训费用。 

对开展对外劳务人员适应性培训的企业，按照当地商务部门备案的实际培

训并派出人数，给予每人 500 元的补助。 

6、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保函费用。 

对开展外派劳务业务的对外劳务合作和承包工程企业向银行支付的开具对

外劳务合作备用金保函费用给予补贴，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 2 万元。 

7、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的保费。  

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的保费给予不超过 50%的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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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级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建设费用。 

场所和办公设备购置费用，包括劳务服务平台场所建设、购置、租赁、维

修和办公设备购置等发生的费用；系统开发及运营维护费用，包括劳务服务平

台管理系统开发、数据库建设、购置自助查询终端等发生的费用；宣传推介费

用，包括劳务服务平台举办推荐会、对接会、制作宣传册、拍摄宣传片、发布

广告等发生的费用；培训费用，包括劳务服务平台组织编写、购买培训教材、

聘请培训教师等发生的费用。 

支   持   对   象 扶持资金上限 

报名人数超过 2000 人（含），平台总办公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含） 150 万元 

报名人数超过 1000 人（含），平台总办公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含） 120 万元 

报名人数超过 500 人（含），平台总办公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含） 100 万元 

（二）贷款贴息 

对我省企业从事境外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

用于项目经营的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贷款给予贴息。贷款金额不得高于上述

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协议（合同）金额的 70%，可从境内银行取得，也可由我省

企业在境外设立的控股企业从我国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取得;特许经营类对外

承包工程项目的贷款可由境外项目公司从境内银行取得，也可从我国银行在境

外的分支机构取得。  

人民币贷款贴息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基准利率，实际利率低

于基准利率的，不超过实际利率；外币贷款年贴息率不超过 3%，实际利率低于

3%的，不超过实际利率。  

已累计 3 年享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再给予贴息。  

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实施地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在保持补贴比例不变的

情况下，最高限额可上浮 30%。同一企业当年获得的对外投资合作各类项目补

助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 

三、申请企业和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一）申请企业应当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基本条件,同时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已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核准或备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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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件；  

2、在本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日前，已缴回拖欠的应缴还财政资金借款本金；  

3、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制度〉的通知》（商合函〔2012〕1129 号）、《商务部关于印发〈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统计制度〉、〈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统计制度〉的通知》（商合函〔2012〕1105

号）规定，自觉向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主管部门报送所开展业务的统计资料。  

（二）申请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或备案；  

2、在项目所在国依法注册、登记或备案，项目依法生效；  

3、项目金额标准：  

（1）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1000 万美元（或等值货币），且项

目贷款总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2）境外投资及境外林、渔、矿项目中方投资额不低于 200 万美元（或等

值货币），且项目贷款总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3）境外农业合作中方投资额、对外设计咨询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 100 万

美元（或等值货币），且项目贷款总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货币）；  

4、项目适用时间：  

项目扶持时间均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类型 项目单位应提供的时间节点证明 其他条件 

前期费用 

新设类项目的境外注册（登记）时间、并购类

项目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合同生效时间、对

外设计咨询项目的合同（协议）签订时间、境

外农、林、牧、渔、矿业合作项目的境外注册、

协议（合同）签订、取得资源权证、捕鱼许可

证或租赁土地时间 

包括 2014 年度之前支付的所有相

关费用 

贷款贴息 项目合同和贷款合同执行时间 
本通知规定的申报截止日前已支

付 2014 年利息 

资源回运费用 
境外资源开发项目、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协

议）执行时间 

2014 年内运回的权益类资源产品

（以海关报关单为准）所实际发生

的运保费 

“走出去”人员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 
人员派出时间 实际保费在 2014 年发生，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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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单位应提供的时间节点证明 其他条件 

境外突发事件处

置费用补助 
项目合同（协议）执行时间 突发事件发生时间为 2014 年度 

外派劳务人员适

应培训补助 

外派劳务培训时间、外派劳务实际派遣时间、

外派劳务合同执行时间 

劳务人员在 2014 年实际派出，培

训时间为：2013 年 1 月 1 日至实际

派出时 

对外劳务合作备

用金保函费用 
备用金保函合同执行时间 实际保费在 2014 年发生，已支付 

海外投资保险保

费资助 
项目执行时间 实际保费在 2014 年发生，已支付 

（三）当年已获得相同性质的其他中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

不得申请本年度对外投资合作资金支持。  

四、申报及资金拨付程序  

（一）各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应将申报材料报送所在地财政局、商务局，并

协助商务部门登录商务部“外经贸专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录入相关信息。申

报材料应当完整、清晰，所有复印件一律加盖单位公章。外文材料需提供翻译

件或作翻译标注。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已全部实现属地化管理，所有申报材料都通过企

业所在地商务局、财政局上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不接受任何企业直接递交

材料。 

（二）各市、县财政局、商务局对所属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初审，并联

合出具正式申报文件，申报文件中除附有附表 3-10《申报项目初审意见汇总表》

外，必须附有告知本辖区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证明，如会议纪要、会议回执、

签到簿等，确保申报对象应知尽知。申报文件一式三份分别报送省财政厅工贸

发展处（一份）和省商务厅外经处（两份）。企业申报项目资料一式两份报省商

务厅外经处。材料报送截止日期：2015 年 8 月 21 日。 

（三）省财政厅、商务厅委托中介机构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集中评审后，

综合考虑项目规范性和必要性，确定扶持项目，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向社会进行

公示（依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不适合公开的事项除外），并提出资金支持方案。

省财政厅根据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对经公示无异议项目审核拨付到有关省属企业

和市、县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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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政策 

 

2016 年省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对外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内容及标准 

（一）境外投资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根据当年实际投资额（厂

房、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投入）给予支持。 

 

支    持    内    容 支持比例上限 补助最高限额（万元） 

新设、增资、并购的境外矿产资源、农林牧渔业领域合作企

业，当年实际投资 1000 万美元以上 
5% 300 

新设、增资、并购营销机构或并购国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新科技企业、知名品牌，当年实际投资 200 万美元以上 
5% 300 

新设、增资、并购的境外研发中心产生重大技术突破、形成

自有知识产权等科技成果的，按权威机构评估价值 
5% 300 

从事国际产能合作的境外投资项目，当年实际投资 200 万美

元以上 
3% 200 

经确认的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和省级境外产业集聚区，确认

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实际投资额 
20% 800 

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和省级境外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

当年中方实际投资额 
20% 800 

进入园区投资的我省企业，当年中方实际投资额 5% 300 

（二）对外投资合作保险项目。 

支    持    内    容 支持比例上限 补助最高限额（万元） 

对纳入江苏企业“走出去”统保平台项目进行扶持（免申报） 80% 500 

对我省企业外派人员经“江苏省出国劳务管理与服务系统”

审核备案并投保“江苏省出国外派境外工作人员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的（免申报） 

80%  

“走出去”过程中为承接境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项目投

保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投资保险、租赁保险（免申报） 
4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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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承包大项目。对已开工实施的对外承包工程大项

目，根据项目合同金额分档给予补助。联合承揽境外大项目的，应明确合作各

方的具体承揽份额。我省企业联合承揽的，合同额可合并计算，补助额按其实

际承揽份额计算；我省企业与省外企业联合承揽的，其实际承揽份额也应符合

下列各金额分档的要求。 

项目合同额（万美元） 补助最高限额（万元） 

1、除房屋建筑、交通运输建设（不含高铁、地铁、

轻轨项目）、水利建设（不含水处理和海水淡化）

外的新业态工程项目； 

2、“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波兰、马其顿、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

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工程项目 

≥500，≤3000 30 

＞3000，≤5000 70 

≥3000 30 

≥5000 70 

≥10000 150 

≥30000 500 

（四）对外承包工程保函补贴。对企业当年支付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投标保

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维修保函等费用给予不超过 80%补助，单个项目

补助额不超过 40 万元，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1 亿美元以上的，单个项目补

助额不超过 100 万元。单个项目补助期限累计不超过 3 年。 

（五）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运保费补贴。对我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通

过其境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当年带动出口（非企业贸易行为）超过 500

万美元的，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运保费补贴；带动出口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运保费补贴。 

（六）中介服务费用补助。我省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承包大

项目业务过程中，委托省内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咨询机构等专业

机构提供法律、技术、商务和投融资咨询服务，且对外投资项目、对外承包工

程项目已顺利签约、实施，给予其实际发生的中介服务费用 20%的补贴，每个

企业上限不超过 50 万元。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委托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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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为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包括尚未实际派出的）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法律服务、法律救济，补助其实际发生的服务费用，上限不超过 3 万元。 

（七）省级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开办费补贴。对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设

立并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省级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给予一次性

补助（已享受补助的省级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除外），补助额不超过 30 万元。

（免申报） 

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实施地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或主体被确认为我省国

际化企业培育主体的，除第（五）条之外，补贴比例不变，补助最高限额可上

浮 30%。 

二、申报条件 

1、项目执行期间在 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间。 

2、申报企业（单位）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报送统计资料或取得相关资质。 

3、申报主体：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申报。原省属企业有关项目申报材

料分别报所在地县（市、区）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当年实际投资 200 万美元

以上的从事国际产能合作的境外投资项目、承包工程保函补贴项目由市、县财

政、商务部门根据本指南条件、标准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

前（以送达日为准）报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确定扶持

资金。未按规定时间送达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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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州市政策 

 

关于鼓励企业转型发展的若干商务政策措施 

 

一、鼓励企业投保进出口信用保险和其它政策性保险。对企业投保短期货

物贸易出口信用保险，按当年实缴保费，奖励 30%。对纳入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财政部发布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范围的产品而投保进口预付款

保险的企业按当年实际支付保费的 30%给予奖励。对企业（不含江苏省“走出

去”重点项目政治风险统一保障平台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为大型成套

设备出口或承接境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项目而投保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以

及海外投资保险、租赁保险的，按当年实际支付保费的 20%给予奖励。单一企

业获得奖励总额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 

二、鼓励境外投资。对企业投资境外生产加工企业、服务业企业、农林养

殖企业等生产经营企业及境外研发机构，按中方实际投资额给予一定补贴。其

中，投资额在 50 万～100 万（含 100 万）美元的企业，补贴 10 万元人民币；投

资额在 100 万～500 万（含 500 万）美元的企业，补贴 20 万元人民币；投资

额在 500 万～1000 万（含 1000 万）美元的企业，补贴 30 万元人民币；投资额

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补贴 50 万元人民币。 

三、鼓励境外资源开发。对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按照运回资源在

海关进口报关时价值的 2%予以补贴，但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200 万元人民币。 

四、鼓励设立境外营销网点和销售仓库。对企业投资设立境外品牌专卖店、

柜或者营业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海外贸易中心（产业市场）或境外销售仓库，

按中方实际投资额给予补贴。其中，投资额在 50 万～100 万美元的企业，一次

性补贴 10 万元人民币；投资额在 100 万～200 万（含 100 万）美元的企业，一

次性补贴 30 万元人民币；投资额在 200 万（含 2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一次

性补贴 50 万元人民币。 

五、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对在境外设立三家及以上子公司，

且中方累计实际投资额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企业，一次性追加补贴 10 万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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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对在境外设立十家及以上子公司，且中方累计实际投资额超过 3000 万美元

的企业，一次性再追加补贴 20 万元人民币。 

六、鼓励开发建设各类境外产业集聚区和经贸合作区。对企业在境外购买 1

平方公里以上土地，用作境外产业集聚区和经贸合作区建设，并吸引 3 家及以

上入园企业，按实际投资额给予 10%的补贴，补贴上限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对

通过商务部或江苏省商务厅确认的境外产业集聚区和经贸合作区，按照实际投

资额给予 10%的补贴，但补贴上限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七、鼓励企业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对具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企业，按

当年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每美元补助 0.03 元人民币。如完成的境外承包

工程属境外总承包工程，按营业额每美元追加补贴 0.01 元人民币。并对境外承

包工程中方工作人员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给予 20%的保费补助，每个企业

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 

八、鼓励承接援外项目。对完成援外工程项目的企业，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

人民币补贴。对援外物资经营企业完成的援外物资出口，每 1 美元补助 0.005 元

人民币，出口额按海关报关统计数据核算。 

九、鼓励为苏州本地人提供境外就业和劳务机会。外派劳务企业每外派 1

名本市户籍劳务人员，一次性补贴 1000 元人民币。 

本政策措施按现行财政体制分级承担，其中姑苏区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

吴中区、相城区以及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由市级财政补助 40%。张家港、

常熟、昆山、太仓四市以及吴江区由各市、区本级财政承担。 

对于已经依据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获得过资金奖励的企业，本政策措施不

再重复给予资金奖励。 

本政策措施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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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市“走出去”法律服务平台 

平台功能： 

为我市“走出去”企业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公益平台，提供相关涉外法律

讲座、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志愿服务。帮助“走出去”企业熟悉

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及法律制度，避免或减少法律风险；对企业国际化经营、境

外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争议管理，海外热点移民的政策风

险及防范等问题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服务。 

平台构成： 

由境内外知名律师事务所和市司法局、律师协会、贸促会（苏州市国际商

会）在全市律师行业招募的本市涉外法律服务机构组成。 

平台运行： 

通过不定期地举办沙龙、论坛或召开专题座谈会等方式，推动律师事务所

与企业的交流沟通，对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和律师的法律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分

析；围绕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研讨，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持续关注企业的实际需求，及时响应企业对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的反馈，搭建

好法企沟通桥梁。志愿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讲座等方面的法律服务不收

取报酬，对超出义务服务范围和内容的法律事务，按律师服务收费有关规定收

取费用。 

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及境外律师事务所名录 

序号 姓  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 所在区域 联系电话 

1 陈尚龙 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张家港 

13506227479 

2 刘永平 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 13906241115 

3 刘志成 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 13776241350 

4 方亚林 江苏格致律师事务所 18906249958 

5 刘晓勇 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13962234042 

6 陈  强 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 13701568708 

7 马树立 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 18662138899 

8 高新华 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 
常  熟 

13506232405 

9 孙德荣 江苏华元民信律师事务所 1380157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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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 所在区域 联系电话 

10 姚敏辉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昆  山   

15250122822 

11 鞠  群 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 18962693119 

12 杨明伟 江苏传承律师事务所 13914965996 

13 孙振燕 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 15190198627 

14 袁春晓 上海市树声（昆山）律师事务所 13584965798 

15 王  倩 江苏博事达（昆山）律师事务所 15950918815 

16 刘学飞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吴  江 

15190082703 

17 张玉华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13915514499 

18 赵丽君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相  城 13338653351 

19 刁  永 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 

姑  苏 

13092608108 

20 吴香柱 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 18006211918 

21 顾  学 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 13701416749 

22 林化美 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 13732623175 

23 刘素敏 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 18662403309 

24 王  璟 江苏南凯律师事务所 13914060133 

25 阮志刚 江苏大昶律师事务所 13814859984 

26 李泽亚 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 13032531999 

27 周剑笛 江苏兴苏律师事务所 67729009 

28 唐海燕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68240861 

29 蒋维东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13063818501 

30 张海燕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13861313793 

31 朱明国 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 

新  区 

13182674865 

32 李  红 江苏能成律师事务所 13914027766 

33 闫怀柏 江苏能成律师事务所 13584802669 

34 沈  雷 上海市毅石（苏州）律师事务所 87189696 

35 钱  飞 上海市毅石（苏州）律师事务所 8718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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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 所在区域 联系电话 

36 乐世华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市直属所 

18952409598 

37 朱  瑶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13862077472 

38 肖  翔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 66095590*8021 

39 陈芍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 15950006660 

40 王  纯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 13506205095 

41 孙永旺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 13862051927 

42 武宁宁 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 13584862820 

43 时  丹 江苏剑桥人（苏州）律师事务所 13776316899 

44 黄  勤 江苏合展兆丰律师事务所 13606200011 

45 钱  涛 江苏合展兆丰律师事务所 13806210636 

46 王春兰 江苏合展兆丰律师事务所 18626199388 

47 朱静龙 江苏合展兆丰律师事务所 13906231993 

48 陈瑞良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13806206200 

49 周小梅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13912617250 

50 梅伯澄 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13390895217 

51 王  伟 江苏易天律师事务所 18915500077 

52 黄艳苓 江苏易天律师事务所 18020257656 

53 陆慧文 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 62927100 

54 李浩江 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 13906206166 

55 孙晓彦 江苏颐华律师事务所 13862126060 

56 邵吕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65155150 

57 王  刃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13951110508 

58 赵达军 江苏华海中天律师事务所 13382509621 

59 朱建珍 江苏华海中天律师事务所 13906201796 

60 石  磊 江苏康柏思律师事务所 67635511 

61 王绥润 江苏康柏思律师事务所 67635511 

62 杨丽红 江苏康柏思律师事务所 13405029103 

63 刘宏伟 江苏良翰律师事务所 13606132232 

64 王永和 江苏良翰律师事务所 1391556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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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所在律师事务所 所在区域 联系电话 

65 黄燕筋 苏州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苏  州 68702195 

66 何百全 何韦鲍律师行 （香港） 香  港 +852 2803 3688 

67 
Andrew 

M.Ross 
Law Office of Andrew Ross 纽  约 001-917-443-7867 

 

二、苏州市“走出去”金融服务平台 

平台功能： 

满足“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融资、结算、避险等金融服务需求，为企业提

供境外承包工程、境外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内保外贷等担保融资、

全球清算网络、货币兑换和汇率风险管理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为企业的大

型境外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平台构成： 

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保险机构以及专业金融中介服

务机构组成。 

平台运行： 

上述金融机构自愿接受企业直接咨询，或商务部门委托咨询，无正当理由

不得拒绝、拖延或中止志愿服务事项。金融机构对一般咨询提供免费答复服务；

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具体金融产品和服务按市场化操作；金融机构对服务中获

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责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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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走出去”金融服务平台 

单位名称 部  门 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单位网址 

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分行 国际合作业务处 胡  明 
67887193 

18550271968 
俞  川   

67887231 

18651112899 
yuchuan@adb.cn www.cdb.com.cn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苏州办事处 
主任助理 陆舒春 

67672206 

13812612206 
王  瑶 

67678076 

13915574024 
wangyao@sinosure.com.cn  

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公司金融部 顾美华 
67555308 

13806220223 
许  健 

67555113 

18626293495 
2536125181@qq.com www.boc.cn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 国际业务部 孙  波 
68417701 

13962699965 
李  曌 

68417706 

13771899660 
lizhaoszjs@abchina.com www.abchina.com/cn/branch/szh 

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分行 国际业务部 毛自力 
68629209 

13812625598 
陆融融 68621282 Danzzx_sz@js.ibc.com.cn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中心跨境 

金融中心 

袁  青 
62788535 

13806208320 
徐  敏 

62788568 

18913566782 
xumin.su@ccb.com 

www.ccb.com/su 

沈燕雯 
68599311 

13912618468 
熊  静 

62788557 

13451630509 
xiongjing.su@ccb.com 

中国交通银行苏州分行 国际业务部 肖伟刚 
65163873 

13815253899 
孟祥云 

65185237 

13814859272 
mengxy@bankcomm.com www.95559.com.cn 

招商银行苏州分行 交易银行部 郭晓丹 
69869268 

13063792100 
徐  钰 

69869386 

18625005906 
xuyuxy@cmbchina.com 

www.cmbchina.com 

 

华夏银行苏州分行 公司业务部 周永华 
66601118 

18913569018 
  18913569018@189.cn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 

国际保险部 

/重要客户部 
王  臻 

80986068 

13913125890 

郑  沪 
80986066 

13862007358 
Hyde_piccsz@vip.163.com 

 

王  吉 
80985012 

18914066222 
Jim_piccsz@163.com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个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综合业务二部 王云峰 

67878933 

13962513236 
崔  萍 

67878930 

18915595566 
Cuiping003@pingan.com.cn www.pingan.com 

http://www.cm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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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部  门 负责人 电话 联系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单位网址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司 
市场开发部 陈  敏 

62926218 

13962124881 
吉晓波 

62926200-222 

18661203301 
xb.ji@jiangtai.com www.jiangtai.com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金融事业部 陈菊媛 69868901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行长助理 濮  凯 

67630198 

-872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工商金融部 蒋潇月 67632018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合规部 李国平 62985220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综合管理部 占爱荣 68735083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企业机构银行部 孙  蕾 

88881002 

1381265262 
孙剑波 

88881016 

13616288214 
jianbosun@dbs.com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 
营销管理部 毛薇薇 65095818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苏州营业部 
客户保单服务部 周维初 88163333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司 
办公室 蔡  波 6732682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总部 钱  景 6293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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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州市“走出去”人才服务平台 

平台功能： 

引进能够为我市企业开拓国际新业务的高端国际化人才；为“走出去”企

业提供愿意长期在境外工作、生活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提供包括人才

的甄选、雇佣、培训等在内的定制化人才解决方案以及相关用工法务咨询等服

务。 

平台构成： 

由市人社局、商务局，以及全市各级人才市场和职业技术学院、大中专院

校组成。 

平台运行： 

积极开展对高端国际化人才的招商引智活动。我市“走出去”企业招聘国

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可直接联系各级人才市场、职业技术学院、大中专院校等，

或者委托市“走出去”人才服务平台协调联系相关机构，在人才资源库中甄选

合适人才、发布招聘信息、举行校园招聘会，举行相关职业和技能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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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走出去”人才服务平台 

单位名称 部  门 负责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单位网址 单位地址 

职业技术学院、大中专院校 

苏州大学 人事处 王云杰 
67500133 

13962120580 
章 宪 

67503258 

18626260612 
zhx@suda.edu.cn www.suda.edu.cn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常熟理工学院 人事处 徐本连 
52251170 

13913646026 
包中华 

52251166 

13814842575 
Bzh1290@cslg.cn www.cs1g.cn  

苏州市职业大学 
校长办公室 

（外事办公室） 
张  健 

66503829 

13862062063 
镇  浩 

66503820 

13913141253 
zhao@jssvc.edu.cn www.jssvc.edu.cn  

苏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校企合作与

就业工作处 
章  雯 

66577975 

13915438642 
刘  向 

66551682 

13806212641 
liux@siit.edu.cn www.siit.edu.cn 

吴中大道国际教育园致能大

道 1 号 

苏州大学应用技

术学院 
人力资源部 高国平 

82094801 

13812886011 
钱新芬 

82094986 

15062614096 
xfqian@suda.edu.cn http://tec.suda.edu.cn/ 

苏州市昆山周庄镇大学路 

1 号 

苏州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院长办公室 王艳红 

63118777 

13306250489 
  158931932@qq.com http://www.szitu.cn 苏州市吴江区鲈乡南路1237号 

苏州高博软件职

业学院国际学院 

高博国际 

学院 
赵春铭 

62379501 

13851560698 
陈梅芬 

62379502 

18112772976 

chunming.zhao@intl.

gist.edu.cn 

www.gist-edu,cn 

intl.gist.edu.cn 

苏州市独墅湖高教创新区林

泉街 567 号 

人才服务机构 

苏州市人才市场

服务中心 
 刘鹏程 

65226682 

18168725697 
刘  尚 

65114371 

13771952649 
2851585251@qq.com www.szrc.cn 苏州市干将西路 298 号 

张家港市人才 

市场 
 李建忠 

58799561 

13962218351 
郁国华 

58182330 

18206066602 
30458853@qq.com www.zjgrc.com 华昌路 3 号港城大厦辅 2 楼 

常熟市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中心 
人才服务科 王军彪 

52805336 

13806239699 
殷维华 

520805337 

18962302302 
 www.csrc91.cn 常熟市珠江路 222 号 

太仓人才服务 

中心 
 徐秋菊 

53583522 

13063851578 
吕  燕 

53283650 

15006223588 
tcrencai@126.com www.tchrss.gov.cn 太仓市柳州路 38 号 

http://www.gi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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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部  门 负责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电子邮件 单位网址 单位地址 

昆山人力资源 

市场 
 葛晓华 

55137373 

18906265238 
毛伟华 

55137390 

13906262118 
 www.ksrlzy.gov.cn 昆山市崂山路 9 号 

吴江区人才服务

中心 
 李新龙 

63950701 

13962590500 
曹轶轶 

63950702 

13862522318 
569983232@qq.com  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00 号 

吴中区人才服务

中心 
人才服务科 李  群 

69388613 

13862082525 
尹  松 

66056935 

13913513798 
ys@dwrc.cn http://www.dwrc.cn 

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塔韵路 

178 号 

苏州市相城区人

才服务中心 
招聘服务科 胡  菁 

67591919 

13390895181 
施  展 

67591313 

18626156129 
1030709030@qq.com 

http://www.szxcrc.co

m.cn/ 
苏州市相城区庆元路 168 号 

姑苏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人才开发与

职业培训处 
王  斌 

65523310 

15995810810 
司婧婧 

65523310 

13814809961 
75062426＠qq.com www.gs88591.com 苏州市解放东路 117 号 

苏州高新区（虎

丘区）人力资源

开发管理中心 

人力中心综

合科 
王  澜 

68050355 

13915522569 
侍作芬 

68414172 

18306215070 
389175196@qq.com http://www.sndhr.com 

苏州高新区狮山路 22 号人才

广场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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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州市“走出去”投资促进和保障平台 

平台功能： 

促进境外投资；获取投资东道国和地区的信息；寻求投资合作东道国和地

区的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的支持，保证我市“走出去”项目在东道国和地区能

够获得良好的亲商服务。 

平台构成： 

由全球相关国家和地区（包括苏州市所有的国际友好城市）的政府招商部

门和境外投资促进机构组成。 

平台运行： 

商务局、外办、贸促会与上述机构不定期地联合举办免费的投资说明会、

开展投资促进活动。企业如需进行投资考察或咨询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法律法规、

财税劳工等相关政策，可直接联系上述机构，或者委托市商务局、贸促会协调

联系上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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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促进机构名录 

机  构  名  称 电  话 地     址  

美国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北京办事处 010-65155990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24 号东海中心 608 室 

北美区 

马萨诸塞州国际贸易与投资办公室 001 617-830-5406 Boston Fish Pier,212 Northern Ave, East Building I, Suite 300. 

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经济委员会 001-602-256-7700 2N CENTRAL AVE. SUITE 2500 PHOENIX,AZ 85004 

美国佐治亚州商务咨询中心 010-65679890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甲 10 号赢嘉中信 12 层 

上海美国商会长三角业务中心 0512-69995295 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圆融时代广场 24 幢苏州国际金融中心 803-A 

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上海代表处 021-62366370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99 号 10 楼 10A43 室  

加拿大卑诗省政府贸易投资办公室 021-51166870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20 楼 2082 室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总会 021-33580450 长宁区金钟路 658 号东华大学科技园 10 号楼 212-213 室 

欧洲区 

德国工商大会上海办事处 021-68758502 上海浦电路 480 号浦项商务广场 29 楼 

罗马尼亚总领事馆经济商务促进办公室 021-62701146 静安区成都北路 199 号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 021-32792039 上海商城西峰 301 室 

爱尔兰投资发展局 021-62798510 上海商城 655 室 

英格兰东北经济发展署 021-62185183-17 南京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1701 室 

拉脱维亚中国商业协会 37167809104 里加市 Raina 大街 3-2 号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 021-53599610 淮海中路 381 号中环广场 1521-1541 室 

瑞士贸易与投资促进中心 010-85327537 朝阳区三里屯东五街 3 号 

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馆法兰德斯投资贸易局 021-64378467 武夷路 127 号 

荷兰布拉邦省驻江苏代表处 025-83657195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凤凰广场 B 座 2316 室 

荷兰西伯拉帮特地区发展机构 0031 076-5646790 NV REWIN West-Brabant Mozartlaan 7 

丹麦驻沪总领事馆投资促进局 021-60852000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2 号楼 71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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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电  话 地     址  

芬兰政府投资促进署 021-61042252 上海市碧波路 690 号 2 号楼 401 室 

欧洲区 

荷兰外商投资局 021-22087381 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 

瑞士联邦经济促进署大苏黎地区上海代表处 021-62351889 上海市仙霞路 319 号远东国际广场 A 栋 2201 室 

瑞士琉森州经发局中国联络处 010-51652470-33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丙 2 号天元港中心 B702 

意大利托斯卡纳经济促进局上海代表处 021-63406065/66 上海市湖滨路 222 号企业天地商业中心 1 号楼 1913 室 

威尔士工商发展局 010-65936611 北京市建国门外光华里 15 号三艾科技会所二层 

英国埃塞克斯发展振兴署南京办事处 025-52311740 南京市中华路 50 号裙楼 529 室 

捷克工业和贸易部投资局办公室 021-52954251 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 500 号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代表处 025-84703708 湖南路 1 号凤凰广场 B 座 2316 室 

英国驻上海总领馆投资与贸易处 021-32792028 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商城西峰 301 室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上海代表处 021-62488600 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1901B-1906 

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上海代表处 021-68877708 上海市浦东南路 1289 号华融大厦 17 层 2305 

亚洲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021-63512333-123 上海黄浦区西藏中路 168 号都市总部大厦 2102 室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投资推广署 021-63512333-123 上海黄浦区西藏中路 168 号都市总部大厦 21 楼 

香港贸发局江苏代表处 025-52869696 南京市新街口汉中路 2 号亚太商务楼 17 层 D 单元 

香港贸发局上海代表处 021-63528488 上海市延安东路 588 号东海商业中心东楼 23 楼 

马来西亚总领事馆投资处 021-62894547 上海市南京西路 1515 号嘉里中心 807-809 室 

土耳其共和国投资促进局 010-82563009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5 号，新起点嘉园 6#-711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021-63606500-204 上海市虹桥开发区万山路 89 号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 021-62894547 南京西路 1515 号 

巴基斯坦驻上海总领事馆 021-62377000-818 虹桥路 2272 号虹桥商务大厦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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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名  称 电  话 地     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投资日本） 010-65282781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26 号 7003 室 

亚洲区 

马来西亚驻上海总领事馆投资处 021-60900360 上海市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幢 9 楼 01 室 

新加坡经发局上海代表处 021-63852626 上海市淮海中路 333 号瑞安广场 1908 室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 021-62889728-9 上海市威海路 567 号 

柬埔寨驻沪总领事馆投资处 021-63619646 上海市汉口路 400 号华盛大厦 902 室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馆投资促进处 021-62798337 上海市南京西路 1376 号上海商城东峰 368 室 

土耳其共和国投资促进局 021-68866593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1901 室 

泰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投资处 021-62889278 上海市威海路 567 号晶彩世纪大厦 15 楼 

西澳大利亚州贸易促进上海代表处 021-52925899 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2208 室 
大洋洲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南京商务代表处 025-84701231 汉中路 2 号金陵饭店世界贸易中心 116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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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国际友好城市名录 

   

意大利威尼斯市                Venice, Italy       

加拿大维多利亚市              Victoria, Canada    

日本池田市                    Ikeda, Japan      

日本金泽市                    Kanazawa, Japan  

美国波特兰市                  Portland, USA     

罗马尼亚图尔恰省              Tulcea County, Romania  

韩国全州市                    Chonju, Republic of Korea  

拉脱维亚里加市                Riga, Latvia      

埃及伊斯梅利亚市              Ismailia, Egypt    

法国格勒诺布尔市              Grenoble, France  

荷兰奈梅亨市                 Nijmegen, The Netherlands  

丹麦埃斯比约市                 Esbjerg, Denmark  

巴西阿雷格里港市               Porto Alegre, Brazil 

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市         Antananarivo, Madagascar  

德国康斯坦茨市                 Konstanz, Germany  

新西兰陶波市                   Taupo, New Zealand   

澳大利亚洛根市                 Logan, Australia    

瑞典克鲁努贝里地区           Region Kronoberg, Sweden  

波兰新松奇市                 Nowy Sacz, Po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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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州市“走出去”企业家全球互助服务平台 

平台功能： 

平台可供企业家交流互助，分享对外投资合作的经验、资讯和境外人脉关

系，实现资源共享和抱团“走出去”。依托平台，鼓励在苏州企业投资热点国家

和地区建立苏州商会。 

平台构成： 

由已经在海外成功开展投资合作业务的企业家组成。 

平台运行： 

上述企业家自愿接受企业直接咨询，或商务部门委托咨询，答复对外经济

合作领域相关咨询。对于海外投资合作热点地区，商务部门推荐熟悉当地情况

的企业家担任苏州企业在当地的召集人，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

立苏州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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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海外投资合作热点地区企业家召集人 

重点国别、地区 企业名称 召集人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埃塞俄比亚 江苏其元集团有限公司 卢其元 曹静军 13773234738 cjj@qiyuangroup.com 

印度尼西亚 苏州市本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俞雪元 朱  岩 
66629583 

13506218216 
Zhuyan_sz@126.com 

孟加拉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淦贵生 张晓峰 63278718 Ydtf@yongding.com.cn 

巴基斯坦 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蒋学明 杨敏才 015618502627 mincaiyang@orient-holdings.com 

柬埔寨、越南 常熟市鑫盛制袋有限责任公司 张友根 李明中 13906232096 China-xinsheng@163.com 

泰  国 江苏 AB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惠民 李秋珍 57899088  

伊拉克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刘永利 13862607501  

老  挝 苏州市先锋木业有限公司 俞雪元 鞠家钧 68268888 pioneerwood@126.com 

沙特阿拉伯 南方雄狮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林华 杨  超 15050376566 nfxs@nfxs.net 

日  本 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  海 邵创业 69350310-8006  

泰  国 江苏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之伟 薛  芳 52482506 Rabbit1029@126.com 

香港、澳门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倪  林 马  军 68281918 majun@goldmantis.com 

土耳其 苏州德峰矿产有限公司 胡卫林 蔡  勤 68079999-2786 zbk582000@yahoo.com.cn 

印  度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邹西原 殷敏元 13862121942  

德  国 好孩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宋郑还 张丕革   

波  兰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高玉根 许永红 13013812304  

法  国 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吴贤良 张峰 13862177880 zf@szkinks.com 

英  国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高德康 郑之伟 
02164468886 

 
 

俄罗斯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胡卫林 孙莹琦 13222211882  

匈牙利 苏州顺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黄  炜 陈  旭 13912795270 cx@szie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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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国别、地区 企业名称 召集人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意大利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林建伟 李  娜 15062570662 stock@jolywood.cn 

芬  兰 
中芬智慧（苏州）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朱绮华  13913575759  

美  国 苏州紐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严  琳 严  琳 0512-66616350 ling.yan@neway.com.cn  

墨西哥 江苏高展集团有限公司 周善高 许琴芳 
53233666 

13862298638 
 

巴  西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钱建林 徐云峰 13806257110 htgd@hengtonggroup.com.cn 

澳大利亚 江苏吴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张祥荣 朱  成 13962106809 wzdc@wuzhong.com 

斐  济 苏州青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董小安 沈建萍 13606218478 Shen1360@139.com 

塞班岛 

（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倪  林 马  军 68281918 majun@goldmantis.com 

开曼群岛 

英属维尔京 

萨摩亚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虞苏婷 虞苏婷 0512-666969535 yust@csvc.com.cn 

 

mailto:ling.yan@newa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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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苏州市“走出去”宣传引导平台 

平台功能： 

通过国内外媒体、国际交流和“护航外向行政策法规大讲坛”，加强苏州城

市形象和苏州企业品牌宣传，提高品牌附加值和竞争力，为企业在境外发展提

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借助苏州“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平台，以图文资料、实

体形象展示和交流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大城市和企业在境外的宣传推广力度，

努力提高对苏州品牌的认可度和苏州城市的认知度。 

平台构成： 

由市委外宣办、市商务局、市外办和市侨办、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市

新闻媒体单位组成。     

平台运行： 

宣传部门协调国内外媒体，采取形象性宣传和新闻性宣传并举，国内宣传

和国外传播兼顾的方式，为企业组织新闻宣传，提升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企业为苏州城市外宣工作提供在境外的平台，包括场地、媒介或窗口等。外事

部门协助开展领事保护；侨务部门协助联络当地华侨组织，帮助企业获得当地

社会资源。贸促会协调走出去企业在国际民间组织交流中的宣传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