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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
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新时期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商务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有序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
量约1.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位；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1685.9亿美元，69家企业进入美国《工程新闻纪录》
（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榜单，数量列各国
之首。 

当前，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基础并不牢固，新
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
趋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
国国情，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和海外经营水平，加强政
府公共信息服务，自2009年起，商务部每年组织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和中国驻外经商机构编写更新《对外投资
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按照形
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完善覆盖范围和领域，受到
企业广泛欢迎。2017版《指南》点击量约4000万次。2018

版《指南》覆盖了172个国家和地区，对原有数据、信息及
政策法规进行了全面更新，并新增了《冈比亚》分册。 

希望这套《指南》能对有意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
合作的企业具有指导作用，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
出宝贵意见。同时，希望编写单位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
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升企业“走出去”
的能力和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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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赞的话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主要由亚平宁半岛及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岛屿
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组成。北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与法国、瑞士、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接壤，东、南、西三面分别临地中海的属海亚得里亚海、爱奥
尼亚海和第勒尼安海，其领土还包围着圣马力诺与梵蒂冈两个微型国家。
意大利自然资源贫乏，仅有水力、地热、天然气等能源和大理石、粘土、
汞以及少量铅、铝、锌和铝矾土等矿产资源，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供给依
赖进口。 

意大利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由参、众
两院联席会议选出。总理行使管理国家职责，由总统任命，对议会负责。
2018年3月4日大选，反建制政党“五星运动”和极右翼政党联盟强势崛起，
围绕政府施政方案、总理人选和内阁构成等问题，各主要党派进行了数月
的组阁磋商。意大利拥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包括最高司法委员会、宪法法
院、行政法院、审计法院和军事法院等。 

作为发达工业国，意大利是欧洲第四大、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北方工商业发达，南方以农业为主、经济较为落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意经济冲击较大，2014年经济开始复苏，2017年意大
利经济增长1.5%。 

对外贸易是意大利经济的重要支柱，2017年进出口总额9588.4亿美元，
且连续五年保持顺差。意大利产品在国际上有着较强的竞争力，出口商品
种类齐全，主要以机械仪器、汽车、农食品、钢铁、化工化学、药品、家
用电器、服装、鞋、贵重金属等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市场主要为欧盟国
家，占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近年来，意大利对世界其他地区市场出口份
额逐渐增加，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巴西、越南、北非、中东、南
非等国家和地区都是意大利在非欧盟国家中的重要贸易伙伴。 

意大利没有专门针对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外国投资者在意大利投资
享受国民待遇，须遵守《民法典》、《公司法》、《税法》、《劳工法》
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近年来，意大利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将其视为
促进经济加快复苏的重要途径之一，2015和2016年颁布多项改革措施，
以促进投资增长，包括改革就业法、减税、提高司法和行政效率等。2017

年意大利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3位，在全球190个经济体
中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46位。中国对意投资增长迅猛，意大利已成为中
国在欧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国之一。中国企业对意大利投资涉及金融、航空、
能源、机械制造、纺织服装、海运、物流、食品加工、文化体育、法律服
务等领域。作为欧洲第二大工业国，意大利拥有显著的产业和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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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合作态度积极，两国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企业在意大利开展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民粹政党、反
欧盟势力的兴起，引发外界对意改革进程的担忧，为其经济复苏带来更多
不确定因素。此外，意大利劳工保护严苛、法律法规繁杂且司法效率较低、
工作许可和签证申请难。对此，建议计划赴意大利开展投资并购合作的国
内企业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做好项目可行性调研，充分了解目标市
场状况、项目运营成本、企业融资条件、项目相关方资信情况以及政府行
政手续等各项内容。二是注意投资风险防范，建议聘请当地专业法律咨询
机构，了解和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对当地政治风险、商业风险进行分析和
规避，在遵守意大利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展投资合作，切实保障自身
利益。三是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企业员工问题，了解意大利《劳工法》中
关于雇佣、解雇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减少纠纷。四是在申请签证、中
方员工办理居留许可或申请居留延期时，应预留足够时间，避免造成中资
企业人员非法居留的风险或影响中方员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五是意大利
环境保护要求严，应充分了解相关法规，重视投资并购项目的环境影响，
在严格遵守当地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开展业务。 

驻意大利使馆经商参处愿竭诚为国内企业来意开展投资合作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商参处公使衔参赞 徐晓峰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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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意大利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taly，以下简称“意大利”
或“意”）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意大利的投资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
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
意大利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
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意大利开展投资
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
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系列丛书之《意大利》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意大
利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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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意大利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意大利的昨天和今天 

意大利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古罗马文明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
地，拥有大量文物古迹和艺术瑰宝。公元前8世纪形成的罗马文明至今影
响深远。意大利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为世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涌现了
众多的科学家、艺术家。有为中国人熟识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
多纳泰罗等艺术家，也有为中意两国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利玛窦、郎世宁
等传教士。 

公元前753年至公元前510年为王政时期，权力由国王、元老院和平民
大会平分。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8年为共和时期，执政官由选举产生。
公元前27年至公元476年为帝国时期。11世纪诺曼人入侵意大利南部并建
立王国。12-13世纪分裂成许多王国、公国、自治城市和小封建领地。从
16世纪起，意大利先后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占领。1861年3月17日建
立意大利王国。1870年9月王国军队攻克罗马，最终完成统一。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意大利先持中立态度，后站在英国、法国、俄罗斯协约国一边
对德奥宣战，并取得胜利。1922年10月31日，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开
始推行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与德国、日本两国组成轴心
国，向英国、法国宣战。1943年7月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1946年6月2日
举行公民投票，正式宣告废除君主制，同年7月12日组成共和国第一届政
府。 

如今，意大利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是北约、欧盟和欧元区的创始国
之一，也是七国集团成员国。 

1.2 意大利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包括亚平宁半岛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岛屿，
国土面积302073平方公里。北面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接壤，
东、西、南三面临亚德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第勒尼安海。海岸线长7200

多公里。全境4/5为山丘地带。境内的勃朗峰海拔4810米，是意大利的最
高峰。 

意大利首都罗马位于东1时区，与北京有7小时时差。每年4-10月执行
夏令时，期间与北京有6小时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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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行政区划 

意大利全国划分为20个行政大区，其中5个拥有特别自治权（瓦莱—
达奥斯塔、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西西里岛及
撒丁岛）；大区又被分为107个省，7978个市（镇）。大区是最高行政区
域，类似中国的省。首都罗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中心，也
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和旅游中心。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包括：米兰、
都灵、热那亚、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 

斗兽场 

1.2.3 自然资源 

意大利自然资源总体上比较匮乏，仅有水力、地热、天然气、大理石、
汞、硫磺等资源，还有少量铅、铝、锌和铝矾土等。水力资源估计为380

万千瓦。森林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20%。近3/4的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依
赖国外进口。 

作为地中海国家之一，意大利紧邻国际能源供应重要来源地——中东
及北非地区，沿海能源储量具有较大的潜力，特别是亚德里亚海及西西里
岛附近海域。 

根据2017年《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年鉴》，2015年，意大利石油产量
547万吨，同比下降5.1%，进口石油8053万吨，出口石油2747万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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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意大利天然气产量62亿立方米，同比下降5.3%，天然气消费量614亿
立方米，同比增加9.1%。 

全球已有59家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在意大利布局，包括意大利本土的
Eni、Edison以及Enel集团，国际能源企业如荷兰的壳牌（Shell）、法国
的道达尔（Total）、英国的地中海油气开发公司（Medoil）等，油气服务
企业约有100家。这些企业在意大利雇员总数约1.2万人。整个行业年产值
约49亿欧元。 

近年来，为鼓励意大利本土及国际资本投资意境内油气资源勘探及开
发，意大利政府共划出7个区块进行逐步开发。这些区块主要位于意大利
东部亚德里亚海沿岸、意南部地中海海域以及西西里岛周边。 

1.2.4 气候条件 

意大利属典型地中海式气候，夏季干旱少雨，冬季湿润多雨。意大利
年平均气温1月为2-8摄氏度，7月为18-28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500-1000

毫米。 

1.2.5 人口分布 

意大利人口约6050万（2018年1月），人口密度约为200人/平方公里，
居欧盟国家第7位，世界第43位。罗马为第一大城市，人口约436万；米兰
323万；那不勒斯311万；都灵228万。 

目前在意大利华人人数官方数据统计为31.9万（2017年1月），主要
集中于普拉托、米兰、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 

1.3 意大利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意大利是一个建立在1948年宪法基础上的议会共和制国家。宪法规定
意大利是一个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为国家元首，
总理行使管理国家职责。 

【总统】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总统由议会两院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任期7年。总统的权力主要有：颁布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要
求议会重新审议法律；解散议会及宣布举行议会选举；统领武装部队；根
据议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CSM）主席；任命终身
参议员；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其他内阁成员；任命宪法法院三
分之一的法官；批准国际条约。现任总统为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2015年2月3日开始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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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古堡 

【议会】意大利最高立法和监督机构，由共和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两院权力相等，可各自通过决议，但两院决议相互关联。参、众两院分别
有315个和630个席位，参、众议员均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总统有权在
任期内任命5位终身参议员。议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和法律；
选举总统；审议和通过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案；监督政府工作；讨论和
批准国家预算、决算；对总统、总理、部长有弹劾权；决定战争状态和授
予政府必要的政治决定权力等。本届为战后第十八届议会，于2018年3月4

日选举产生，玛利亚·爱丽撒贝塔·卡赛拉迪（Maria Elisabetta Alberti 

Casellati）和罗伯托·菲科（Roberto Fico）分别当选参、众议长。 

【政府】由组成内阁的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须获得议会两院信任。
政府由总理负责并行使执行权利。内阁负责制定本届政府管理国家的总政
策，并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政府可以在议会的授权下颁布非宪法性质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如果有必要，即使没有议会的授权，政府也可颁布
非宪法性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但该法令必须在60天内获得议会批准。 

意大利现任政府成立于2016年12月12日成立，系战后第64届政府。
在2018年议会大选后，围绕政府施政方案、总理人选和内阁构成等问题，
各主要党派进行了数月的组阁磋商，在没有正式结果之前，仍有保罗·真
蒂洛尼（Paolo Gentiloni）代理总理执政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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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神殿 

【司法机构】宪法规定，除了立法和行政外，司法为国家的基本职能。
这一职责的履行委派给统称为法官的国家公务员，法官只服从法律。司法
机构是独立于其他国家机构的自主机构，职责是通过解决在贯彻法规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争执来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 

最高法院设在罗马，包括3个民法庭和6个刑法庭，最高法院与其他各
级法院不同，它不审理案件的事实问题，只审理法律问题，即审理其他各
级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某个案件时，是否严格执法，这种审理被称为“三审”。 

最高司法委员会是最高司法权力机构，有制定独立司法体制和任免法
官的权力，有法官的任命、分配、调遣、晋升和规定措施等项权力。由33

人组成，总统任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为成员。其他成员由议会
选举的10位委员（律师和司法教授）和全体法官选出的20位法官组成，任
期4年，不得连任和兼职。 

宪法法院负责处理法律法规的合宪性，解决中央政府各部门间、中央
与地方间、地方与地方间权力划分争议，并依据宪法处理对总统和部长的
指控。由15名法官组成，任期9年，不得兼职，享有豁免权。 

此外，还设有地方调解法官、初审法院（轻罪）、法庭、初审法院（负
责民事和刑事案件）、上诉法院、审计院（主管公共账目和养老金）等。 

检察机关有权干涉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必
须由检察机关提出诉讼。每个法庭管辖区设有检察院，由共和国检察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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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区设有检察院，由检察官主持，设在罗马的检察院
由最高检察院检察官主持。 

1.3.2 主要党派 

意大利政党大致分为三派，中左联盟、中右联盟和新兴的五星运动。
中左联盟主要政党有：意大利民主党、加欧洲党、人民联盟；中右联盟主
要政党有：联盟党、意大利力量党、意大利兄弟党；五星运动是不属于左
翼和右翼的非传统政党，是意大利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另外还有在民主
进步运动基础上新成立的左翼政党“自由与平等”。 

【意大利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中左翼最大政党，创建于
2007年10月。意大利民主党主要由左翼民主党和雏菊党组成，前者脱胎于
前意大利共产党，后者产生于前天民党左派。2017年，意大利民主党党员
数量直线下降，预计少于10万人。在2018年议会大选中，民主党只赢得
18.7%的选票，排在第三位，在大选中失败，前总理伦齐宣布辞去党内职
务。 

【五星运动党（Movimento 5 Stelle）】不属于左翼、右翼的非传统
政党，五星运动是意大利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由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贝
佩·格里洛和吉安罗伯托·卡塞雷吉奥在2009年10月4日组建。在2017年9

月举行的首次党内初选中，年仅31岁的路易吉·迪马奥获得胜利，成为五
星运动新一届政党领袖。2018年议会大选中,五星运动获得了31.76%的选
票，成为第一大党。。 

【北方联盟（Lega Nord）】右翼政党，创建于1991年，创始人为翁
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现任党首是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2018年议会大选中，北方联盟得票率为18.04%，超过了贝
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的13.90%，成为目前中右翼最大政党。 

【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中右翼最大政党，于1994年1月由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创建，取得了同年3月全国大选
和6月欧洲议会选举的胜利，成为意大利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2009

年与其他中右翼政党联合组成自由人民党（Popolo della Libertà）。2013

年，自由人民党在是否支持大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产生内部分歧，形成反对
大联合政府的“鹰派”和支持大联合政府的“鸽派”。2013年11月，意大利前
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及其“鹰派”支持者宣布解散自由人民党，恢复成
立意大利力量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任党首。 

【自由与平等（Liberi e Uguali）】该党派成立于2017年12月3日，意
识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该党领袖是彼得罗·格
拉索（前参议长）。该党派在2018年意大利大选中获得4个参议院席位和
14个众议院席位。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4%BA%BA%E6%B0%91%E5%85%9A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9%B0%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9%B8%BD%E6%B4%B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B0%94%E7%BB%B4%E5%A5%A5%C2%B7%E8%B4%9D%E5%8D%A2%E6%96%AF%E7%A7%91%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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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外交关系 

【对外关系原则】意大利对外政策基本点是立足欧洲，积极参加欧盟
建设，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依靠北约，重视发展跨大西洋盟友关系，主
张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但坚决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强调联合国在建立国
际新秩序和解决地区冲突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与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加强地区性合作；认为要对现行国
际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地区冲突和
南北差距，减免债务和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关注巴尔干半岛局势
和地中海事务，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拓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强
调维护人权。目前意大利同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欧盟的关系】意大利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高度重视并积极
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认为欧盟一体化建设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效手段，
只有建立强大团结的欧盟才能最大限度维护意安全和利益。支持欧盟机构
改革，积极参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筹建和运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
倡议在欧盟内部设立应对危机的统一基金，支持欧盟三大经济治理措施，
即由欧洲统一发债、赋予欧洲央行更大权力以及加大体制改革协调力度。
随着民粹主义政府上台执政，意大利同欧盟的关系将面临考验。 

【同美国的关系】意大利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战后一直与美国保持密
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重视发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承认美在世界
新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主张发展与美特殊伙伴关系。2013年2月，纳波利
塔诺总统访美。同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意。2013年在美国举办意大利文
化年。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意。2016年10月伦齐总理访问美国。
2017年4月真蒂洛尼总理访问美国。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意。 

【同北约的关系】认为北约仍是欧洲主要防务力量，在保障欧洲大陆
和各成员国安全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主张北约与欧盟在危机处理和维和行
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支持北约组建快反部队，主张北约和欧盟快反部队
应互为补充，共同维护跨大西洋联盟。支持北约东扩，倡导北约与俄罗斯
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主张北约转变职能，在解决地区冲突、反恐和防扩散
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俄罗斯的关系】意大利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视俄为世界政
治、军事和能源大国，重视俄在欧洲政治、安全的合作，率先提出俄与欧
洲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渊源，俄应成为未来大欧洲的一员。支持俄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力促欧盟和北约进一步对俄开放。主张加大融俄力度，建
立包括俄在内的“大欧洲”。同俄在经贸、能源、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
作不断加深，意是俄在欧洲第二、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11月，俄
罗斯总统普京访意。2015年6月，俄总统普京访意并出席米兰世博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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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从地缘政治出发，积极参加“中欧倡议”组
织活动，促进该地区合作，谋求在中南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曾负责联合国驻阿尔巴尼亚多国维和部队的指挥，为阿局势的稳定发挥了
独特作用。对巴尔干重建的投资居欧盟第二位，仅次于德国。还是中东欧
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意大利认为自已是欧洲和地中海的桥梁，历
届政府一直将该地区视为其地缘战略的重点。作为“地中海和平稳定宪章”
的倡议国和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国成员，意积极推动欧盟与地中海国家
对话与合作，实施欧盟—地中海战略，支持巴塞罗那进程。强调北约南翼
的重要性，呼吁欧盟关注地中海地区局势，支持2010年建立欧盟—地中海
自由贸易区。推动北约成立“地中海常设舰队”，与法国、西班牙组建“地
中海快速反应部队”。对中东和平进程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调解行动。意
大利同阿拉伯国家及巴以双方均保持良好关系，为寻求政治解决巴以危机
作出积极努力。 

【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意大利重视同亚太地区国家
的关系，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主张印巴和解，积极推动朝鲜半
岛和平进程，促进印尼的民主进程。意大利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
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意大利重点发展与中国、日本、伊朗及中亚各国
的互利合作关系。意大利是第一个同朝鲜建交的西方国家，关注朝鲜半岛
局势。认为朝核问题涉及国际安全，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意大利
积极加强同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经贸合作，保持援助规模，促进非洲民主
化进程。 

【同中国的关系】1964年11月30日，中意两国在罗马签定互设民间
商务代表处协议，1965年初双方互派商务代表。1970年11月6日两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1985年6月两国分别在米兰、上海互设总领事馆。1998年
6月，中国在佛罗伦萨设总领事馆，同年11月，意大利在广州设总领事馆。
2013年12月30日，意大利驻重庆总领馆开馆。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
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顺利，特别是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增加，政治互
信不断加强，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中意互访频繁。2014年6月，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对中国
进行正式访问。2014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式访问意大利并出席在
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2015年6月7-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
意大利出席米兰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反饥饿杰出
进展”特别活动。2016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拉美途中在意大利
撒丁岛技术经停期间，会见了意大利总理伦齐。2017年2月，意大利总统
马塔雷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真蒂洛尼总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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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中国副部级（含副部级）以上有70余个团组
到访意大利。 

西班牙广场 

1.3.4 政府机构 

意大利现任政府设18个部，其中5个无任所部（不管部）。 

主要部门有：外交部、内政部、司法部、国防部、经济财政部、经济
发展部、农林与食品部、环境、领土与海洋保护部、基础设施与运输部、
卫生部、文化与旅游部、教育、大学与科研部、劳动与社会政策部。 

无任所部（不管部）有：议会关系事务部、公共管理与精简部、大区
事务部、国家凝聚力与南方事务部和体育部。 

1.4 意大利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意大利人口中94%为意大利人，少数民族有法兰西人、拉丁人、弗留
利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等。 

1.4.2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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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语言为意大利语，西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东北部的特伦蒂诺
—上阿迪杰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等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讲法语、德语
和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人英语水平一般，政府部门和工商界人士英语水
平较好，北部地区英语水平高于南部地区。 

1.4.3 宗教 

意大利人90%以上信仰天主教，其余信仰新教、东正教、犹太教、伊
斯兰教和耶和华见证会及佛教。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协议大道 

1.4.4 习俗 

意大利人热情好客，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正式场合，穿着十分讲究。
在各种社交场合奉行女士优先。见面礼是握手或招手示意；亲吻是比较亲
近的朋友间的礼节，一般两人的脸要贴两次。在意大利两个男性好友间也
行亲吻礼。 

对长者、有地位和不太熟悉的人，要称呼他（她）的姓，加上“先生”、
“太太”或“律师”等职称。 

朋友间聚会时多在餐馆一起吃饭，一般会实行AA制，除非对方申明请
客。意大利人如请客人到家里吃饭，表明视客人为上宾，客人可带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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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葡萄酒），甜点或鲜花。客人携带的食物、酒和甜点会当场一同食用。
意大利人习惯当场打开礼物，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 

意大利人忌讳交叉握手，忌讳数字“13”，忌讳送菊花。 

在人前用手指挖鼻孔、挖耳孔是欧洲社交场合的大忌。在公共场合不
要大声喧哗。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技】意大利科技水平较为发达，在机械制造、工业设计、工程机
械、航空航天、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 

【教育】意大利教育水平较高，尤其注重教学与科研联合。国家每年
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与补贴位列欧洲前列。意大利公立学校占90%左右，私
立学校占10%左右。著名大学有罗马大学、米兰“博科尼”大学、米兰理
工大学、都灵理工大学、帕多瓦大学、比萨大学等。意大利大学教育为义
务教育，外国学生同样可免费入学，但自2000年起，由于留学生大量涌入，
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开始对公立院校实行象征性收费，具体收费水
平因学生家庭年收入而异。 

【医疗】意大利医疗水平较为发达，医疗条件较为优越。意大利实行
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由国家承担相关医疗费用。外国人一般可免费看急诊。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意大利全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达到
1121亿欧元，占GDP的6.7%，人均公共医疗年支出2466欧元；2017年意
大利人均寿命为82.7岁。 

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意大利最重要的工会组织是意大利全国劳工联盟（CGIL），成立于
1944年。现注册会员548万，其中267余万为退休工人，总部设在罗马。
意大利全国劳工联盟在意大利国内势力庞大。该联盟主席经常与意大利总
理直接对话争取劳工权益。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Confindustria）是意大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强的商会组织，成立于1910年，其领导层及成员均是在意大利商界领域具
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在意大利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宗旨
是代表整个意大利经济体系的利益及需求，与各行政及社会机构、政府及
议会进行沟通，并提出建议，保护切身利益，促进意大利经济发展。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在意大利20个大区中的18个大区设有分支机构，
下辖100个地方协会，101个行业协会，目前已有15万家企业加入工业家
联合会。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意大利失业率高企，民众经济状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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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恶化，罢工风潮此起彼伏，铁路、机场以及城市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部
门也经常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罢工对民众出行带来较大影
响。 

2017年意大利有组织的罢工时有发生，通常情况是工会组织为争取员
工利益而组织的，持续时间大都在一天左右。2017年没有发生涉及中资企
业的罢工情况。 

1.4.7 主要媒体 

【报刊】新闻出版比较发达，全国有各种报刊杂志56种。2016主要报
纸及其日平均发行量如下：《晚邮报》，36.24万份；《共和国报》，33.78

万份；《24小时太阳报》，18.42万份；《米兰体育报》，27万份；《新
闻报》，23.23万份；《信使报》，16.61万份；《赛场体育邮报》，20.77

万份；《今日报》，13.96万份。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报和主要政党的机
关报。 

主要综合性期刊：《展望》周刊、《快报》周刊、女性周刊《现代妇
女》、宗教性期刊《基督教家庭》等。 

受新媒体发展影响，传统报刊媒体的发行量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 

【通讯社】安莎通讯社创建于1945年建立，是意大利最大的通讯社。
广播电台有3套节目，年播音1.8万多小时。此外，意大利还有大量私营广
播电台。 

【广播电视】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创立于1954年，属国有性质。目前
有3个主要频道播送综合广播电视节目。意广播电视事业发达，全国有私
人广播电视台500余家。意大利有线电视需要付费，SKY公司是主要的收
费电视服务商。 

近年来，意大利当地主要媒体对中国国内政经形势及企业“走出去”
关注日益增多。 

1.4.8 社会治安 

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社会治安欠佳，罗马、米兰个别社区较乱。意大
利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意大利共发生谋杀案件397起，每10万人
比率（下同）为0.67，同比下降15%。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
的影响，意大利国内治安环境有所恶化，室外偷窃、入室盗窃、有组织犯
罪等现象增多，针对外国游客的财物盗窃案件时有发生。2016年年底，中
国一名女留学生在罗马移民局办理居留途中遭遇抢劫并遇难一事震惊了
意大利。 

2017年，意大利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也无直接针对中国企业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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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袭击及绑架案件。但意大利境内存在企图策划、实施恐怖行为的极
端组织或个人，“伊斯兰国”也将意列为袭击目标之一。 

意大利枪支管理严格，一般居民不允许拥有枪支。 

1.4.9 节假日 

意大利全年约1/3的日子是节假日。有的是宗教节日，有的是民间传
统节日，有的是国家纪念日。 

全国性的节日、纪念日有：1月1日，新年；1月6日，主显节，也是意
大利的儿童节；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2月，意大利
各地都会举行狂欢节，尤以威尼斯著名；6月2日，国庆节；8月15日，八
月节；11月2日，万圣节；12月25日圣诞节。此外，意大利人每年8月还
有2-3个星期的假日。 

意大利每周工作5天，周六、周日是法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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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意大利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意大利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投资优势】 

（1）在欧洲和地中海的战略位置。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心位置，是
海陆空连接欧洲大陆和西亚、非洲等其他大洲的交通枢纽。通过意大利，
可以连接三大洲约8亿消费者，直接登陆欧洲统一大市场。 

（2）雄厚的经济实力。意大利是发达工业国，拥有500多万家企业。
生产出的高质量产品覆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制造业尤为突出。很多意大利企业掌握行业领域世界领先技术，并且在全
球拥有广大客户网，是外国企业技术升级和拓展市场的上佳选择。 

（3）宽广的基础设施网络。意大利拥有约31万公里公路，为欧盟第
二大公路网，仅次于法国，其中包括6668公里的高速公路。意大利铁路线
总长17603公里，位居欧盟第五，高速铁路连接主要城市。意大利还具有
先进的国际港口系统、物流平台和中转码头，是欧洲第二大海运大国。 

（4）企业发展的无限商机。意大利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创新服务
和产品拥有6000万消费者的潜在市场。意大利市场在物流、信息通讯技术、
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和旅游等领域为各国企业家提供了无限商机。在欧
债危机背景下，意大利许多企业希望寻求合作伙伴或出售，对于外国企业
来说是投资良机。 

（5）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的便利和支持。为提高引资工作的效率，2017

年意政府对负责引资促进工作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原来投资促进和发展
署（Invitalia）的投资促进职能并入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CE），由该
委员会全面负责从对外宣传、寻找潜在投资者到协助外投落地的一整套投
资促进工作。 

（6）创新的价值体系。意大利拥有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网络，40个
现代化科技园。意大利专利数位居第六，注册商标数位居第四。意大利企
业多中小家族企业，由于世代经营、代代传承，拥有其独到的特点或优势。 

（7）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意大利有20多家大学进入世界500强大学之
列，每年平均近30万高质量的大学毕业生。意大利的产业工人技术水平国
际一流，位居世界第二，为“意大利制造”的世界声誉做出巨大贡献。 

（8）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和质量。意大利拥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悠久
的历史文化。亚平宁半岛三面环海，白色的海滩和夏日明媚的阳光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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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部的游客；意餐在世界美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是世界葡
萄酒生产第一大国；历史古迹众多，古罗马帝国和文艺复兴留下的文化遗
产璀璨夺目，让意大利拥有53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遗产，位居
世界第一；此外，意大利在许多产业均拥有国际知名品牌，例如时尚、设
计、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等，意大利成为旅游和购物的天堂。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意大利在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1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43位。 

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意大利在全球190个经
济体中营商便利度排名第43位。 

【投资劣势】2018年3月4日举行了议会大选，虽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或政党联盟获得超过40%的选票，但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获
得选票最多的中右联盟中，极右翼民粹政党联盟党以超过17%的选票获得
领导地位；而反建制的极右政党五星运动党则以32%的选票成为得票率最
高的单一政党。经过80天的组阁磋商，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达成联合执政
协议，共同提名政治中立的法学教授朱塞佩·孔蒂担任新政府总理。5月
23日，意总统正式批准孔蒂组阁，一旦组阁方案得到参众两院批准，意大
利将产生现欧盟国家中第一个极右政府。目前，欧盟和市场方面对意新政
府的对欧政策、财政政策和经济复苏进程多持观望态度。此外，意大利法
律体系繁冗复杂，税务、劳工、社保、环保等方面的规定五花八门，办事
人员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随意性较强，工作效率较低。司法程序繁杂，耗
时长，费用高。行业协会影响力大，制定很多旨在保护会员企业的技术性
法规。工会势力强大，劳动力市场不够灵活。国内赋税较高，企业经营成
本高。 

【重点投资领域】包括： 

（1）物流业。物流业占意大利GDP的7%，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
物流发展不平衡。北部地区制造业发达，经济发展快，且更靠近欧洲大市
场，如德国、法国，物流业比南部发达和完善得多；南部地区处于地中海
中部，地理位置优越，在欧洲和北非贸易中地位重要，加上欧洲商贸走廊
计划的实施，南部地区物流发展潜力很大。意大利物流业有四方面投资机
遇：一是在港口枢纽中的货柜码头管理或通过港口管理部门给予的特许权
管理支线船舶；二是在物流港和多式联运中设立欧洲分销中心；三是在位
于港区后方的增值物流区设立欧洲分销中心；四是物流用不动产（房地产）。 

（2）信息通信产业。意大利信息通讯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创新传
统。作为欧洲最大的信息通讯市场之一，2016年意大利通讯行业总产值为
319亿欧元。意大利信息通讯产业有两方面投资契机：一是云计算，二是
绿色信息和通信技术。 

（3）生命科学。意大利是欧洲第三大生命科学技术市场，也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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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的生命科学技术市场之一。意大利制药业和生物技术均位于世界前
列，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4）可再生能源。意大利是欧盟第五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可再生能
源年发电量83万亿瓦小时。近年来意大利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快速增长，
主要分布在太阳能和风电行业，今后的发展重点将是风电和水力发电。 

（5）旅游业。意大利是世界级旅游胜地，尤其是其丰富的艺术、文
化和历史遗产，优质的自然资源和秀美风景。意大利旅游业主要有以下投
资机会：一是艺术城镇的酒店开发；二是海上旅游项目，包括游艇、游轮
新建和海边空地开发；三是高尔夫球场项目，包括混合高尔夫度假村等；
四是商务会议中心开发；五是冬季户外旅游的宾馆、体育设施和其他基础
设施开发；六是温泉和疗养项目开发；七是高品质餐厅和专项观光行程开
发。 

2.1.2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详见下表。 

表2-1：2013-2017年意大利经济增长情况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GDP（亿欧元） 15844.04 16160.48 16363.72 16724.38 17162.38 

人均GDP（万欧元） 2.65 2.66 2.70 2.76 2.83 

GDP增长率（%） -1.9 -0.1 0.8 0.9 1.5 

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GDP构成】2017年，意大利投资、消费和出口分别为3005.06亿欧
元、13673.26亿欧元和5373.41亿欧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5%、79.7%

和31.3%。 

【产业结构】2017年，意大利农业占GDP的比重为2.1%，工业占GDP

的比重为24%，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73.9%。 

【财政收支】随着公共财政改革的逐步推进，意大利在财政收支平衡
的管理上取得良好效果。2017年，意大利财政收入7999亿欧元，财政支
出8396亿欧元，财政赤字约397亿欧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3%。 

【公共债务】意大利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意大利公共债务总额约
22561亿欧元，与GDP比值为131.5%。其中，短期债务规模2912亿欧元，
中长期债务规模19649亿欧元；内债规模15326亿欧元，外债规模7235亿
欧元；从贷款来源看，1733亿欧元为货币和存款，19116亿欧元为债券，
1712亿欧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贷款。 

【主权评级】截至2018年5月1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意大利主权
信用评级为BBB，展望为稳定；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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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Baa2，展望为负面；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为BBB，
展望为稳定。 

【通货膨胀率】2017年，意大利通货膨胀率为1.2%。 

【失业率】2017年，意大利失业率为11.2%，较2016年下降0.5个百
分点。 

2.1.3 重点/特色产业 

【航空、航天】意大利在航空领域有其独到的技术与产品，如直升飞
机传动系统及旋翼装置、ATR支线客机等。LEONARDO公司是意大利航
空航天、国防、能源、运输和自动化领域的核心企业。其海上救护、近海
石油平台作业用和军、警用直升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意
具有代表性的航空航天企业主要有： 

阿维奥股份有限公司（Avio S.p.A.）：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企业，是
世界几大主要民用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的合作伙伴。 

阿莱尼亚飞机制造公司（Alenia Aeronautica）：主要从事各种军用
以及民用飞机和飞行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改装。 

阿古斯塔—韦斯特兰（Agusta-Westland）：主要从事直升机和垂直
起落固定翼飞机的研发与制造。 

阿莱尼亚航天公司（Alenia Spazio）：从事电信、遥感、空间轨道系
统和科学探测卫星的研发与制造。 

Vitrociset：空中交通控制综合系统的设计、制造、整合与管理设备软
硬件开发与生产。 

比亚乔航空工业公司（Piaggio Aero Industries）：飞机及飞机发动机
结构部件的设计、制造。 

Telespazio空间通讯：从事卫星技术应用研发以及国际空间站装备的
供应。另外在环境监控技术、自然灾害预警体系、远程医疗技术等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 

意大利的民用电子技术和雷达制造技术也有其独到的产品，主要产品
为气象观测雷达与军用“相控阵”雷达。 

【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意大利在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设计、
施工、铁路安全关键技术的集成和车辆制造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安萨尔多公司生产的无人驾驶城市轨道车辆等技术水平先进；MERMEC

机械制造公司在铁路机车制造、铁路安全控制系统和国际空间站机器人摄
像系统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专用机械设备、机床和机器人】意大利的机械设备产业位居全球第
4位（欧洲第2位），年产值超过420亿欧元，占GDP的2.5%，其中70%以
上出口，2017年出口额接近300亿欧元，德国、中国及美国是意大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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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客户。机器人产业是意机械制造业的精髓，其中用于车辆制造的机
器人系统，如焊接机器人、车辆组装机器人、车身喷涂工艺机器人在世界
处于领先水平。目前，意大利机器人生产企业共50家。意大利机床与机器
人企业中大型企业只占3.2%，中型企业占22.3%，小型企业占44.3%，微
型企业占27.2%。 

【生物技术与医药】意大利生物技术企业约200家。目前世界上的418

种新药中，意大利生物技术企业研发的有77种（18.4%），其中35种处于
临床前研究阶段，42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200多家企业中有160多
家为小型企业。意大利在制药领域具有独特的技术、产品和庞大的研发体
系。尤其是抗肿瘤、抗精神病等药物的制造技术与产品在国际处于领先地
位。由意大利芬尼美卡集团下属企业TELESPAZIO开发生产的远程医疗系
统技术水平先进，已经出口多个国家。 

【汽车制造、设计及零配件】汽车行业是意大利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菲亚特集团为代表，在整车设计、制造和发动机设计与制造方面有
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多点喷射柴油发动机”（Multijet）是目前全球范围
内最先进的柴油发动机产品。 

意大利汽车设计享誉全球，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的许多车型都带着
意大利设计师独特的印记。主要代表企业包括：平尼法利纳集团
（Pininfarina）和乔致·亚罗设计公司。意大利汽车零配件生产历史悠久，
特别是轮胎与精密机械、器具机械、齿轮、连接件和模具的生产，在世界
名列前茅。 

【纺织服装】纺织服装业代表了意大利制造业的核心，共拥有企业9.3

万余家，产业工人近80万人，年营业额超过430亿欧元，拥有意大利工业
2/3的贸易顺差。 

【食品工业】食品工业在意大利制造业中位居第2位。其中葡萄酒是
意大利国家的标志产品，约占整个意大利食品工业出口量的20%。其他特
色农食品还包括：意大利面、蔬菜罐头、橄榄油、大米、甜食糕点、肉食
制品（尤其是猪肉制品）和奶制品等。 

【旅游业】意大利旅游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气候湿润，风景秀丽，
文物古迹众多。截至目前，意大利共有53处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景观被
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旅馆多为中小型，包括宾馆、露营地、旅游村和农业旅游住所
等在内全国共有11.5万家。主要旅游城市是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
旅游从业人员32万人。每年接待的旅游者近5000万人次，其中德国、美国
和法国游客居多，俄罗斯和中国游客数量增长迅速。根据意大利央行统计，
2017年1-11月外国旅游者在意消费总额达到370亿欧元，同比增长7%。根
据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与专业公司Amadeus开展的联合调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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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意大利高端旅游行业收入约73亿欧元，同比增长7%。美国和英国是意
大利高端旅游业的主要客源国，2016年两国游客人数分别增长6%和7.2%。
预计未来10年高端跨境游行业平均增速达6.2%，高出旅游业平均增速
（4.8%）近1/3。 

表2-2：进入世界500强的意大利企业（2017年） 

（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上年排名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 

57 49 
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

（ASSICURAZIONI GENERALI）  
95216.6  2301.3  

84 78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  78063.9  2842.0  

132 65 埃尼石油公司（ENI）  62693.7  -1619.0  

285 305 
意大利邮政集团（POSTE 

ITALIANE）  
36616.8  687.8  

292 224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INTESA 

SANPAOLO）  
36225.3  3440.3  

328 300 
联合信贷集团（UNICREDIT 

GROUP）  
32538.9  -13038.0  

493 404 意大利电信（TELECOM ITALIA）  21941.1  1999.4  

资料来源：《财富》杂志 

2.1.4 发展规划 

【意大利工业4.0】2016年底，意大利政府结合本国工业特点和需求，
推出“意大利工业4.0规划2017-2020”，围绕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
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
实和人工智能等九大工业4.0支柱技术，提出全面普及工业4.0概念、培养
相关技术人才、加强科研创新能力，提高信息通讯、物联网等技术在工业
生产中的应用和管理水平，实现意工业生产方式和价值链运作模式智能升
级的发展目标。其中，农食品、生物技术及节能环保将成为意大利工业4.0

技术的重点推广领域。 

根据规划，2017-2020年意政府推出130亿欧元的减税计划，以带动
约240亿欧元的私人资本投入到工业4.0建设中去；同时投入7亿欧元加强
工业4.0技术的研发和教育培训，投入100亿欧元开展相关基础设施及配套
项目的建设。 

该规划2017年1月起开始实施。 

【2040科技创新计划】2016年意政府提出名为“意大利2040”的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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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计划，根据计划，将以米兰世博会园为基础，建设一世界级科研中心，
并以此推动意大利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长足发展。按初步规划，这一科研
中心将设立6个实验室，致力于癌症基因组学、神经基因组学、食品与营
养、分析模型和大数据研发、软件与生物信息学、社会经济影响等领域的
研究开发。科研中心建成后可吸纳1600名科研人员。 

2.2 意大利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受危机影响，近年来意大利国内市场销售连续下降，2011年销售总额
17479亿欧元，2012年17015亿欧元，2013年下降至16446亿欧元，2014

年16249亿欧元，2015年销售总额在连续4年下降后首次回升，同比小幅
增长0.7%，2016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0.1%,2017年销售额同比增长0.2%。 

2.2.2 生活支出 

根据意大利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意大利家庭平均月支出2524

欧元。其中，住房开支占日常支出的35.8%，饮食支出占17.7%，衣着支
出占4.7%，交通支出占10.7%，医疗支出占4.5%，教育支出占0.6%，娱
乐支出约占5.2%，其他支出占7.3%。 

2.2.3 物价水平 

受石油等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及国内闲置产能过多的影响，意大利商品
价格增长乏力，2017年意大利通胀率为1.2%。 

根据市场调研，目前意大利市场上，大米价格约为1.92美元/公斤，面
粉价格约为1.2美元/公斤，牛奶价格约为2.04美元/公升，鸡蛋价格约为3.0

美元/公斤，牛肉价格约为10.8美元/公斤，猪肉价格约为7.08美元/公斤，
鸡肉价格约为3.60美元/公斤。 

2.3 意大利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2.3.1 公路 

意大利全国公路网总长3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长6668公里，占欧
盟总里程的10%。全国机动车约4000万辆。意大利境内高速公路网北部发
达，南部发展缓慢。意大利高速公路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设施老旧，维
护成本高，高速公路费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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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铁路 

全国铁路网总长1.67万公里，电气化线路约占70%，高于欧洲平均水
平，年运送旅客8.55亿人次，年运送货物接近1亿吨。 

意大利主要城市间均已开通高铁。 

意大利与法国、瑞士、奥地利有铁路直接相通。 

2.3.3 空运 

意大利境内共有大小机场130多个，主要机场有罗马的菲乌米奇诺，
米兰的利纳特、马尔奔萨，都灵的卡塞莱等，其中35个主要机场的年旅客
吞吐量为1.5亿人次，年货运吞吐量95.2万吨。 

意大利与中国的航线有国航北京—罗马，上海—米兰航线；东方航空
上海—罗马航线、罗马—温州航线；南方航空罗马—武汉—广州航线；海
南航空罗马—重庆、罗马—西安航线等。 

2.3.4 水运 

意大利地处亚平宁半岛，三面环海，内连欧洲大陆，地理位置优越，
海运业较为发达，年海运货运量约4.5亿吨。 

意大利装卸量最大的5个港口分别为焦亚陶罗港、热那亚港、拉斯佩
齐亚港、塔兰托港和那不勒斯港。 

意大利海关清关速度较慢，效率较低。 

2.3.5 通信 

【电话】意大利是西欧第四大电信市场和第三大移动通信市场，手
机在意大利的渗透率位居世界前列，共有4800万用户，3000多万部智
能手机，800万台平板电脑和9400多万张手机卡。意大利固定电话得益
于宽带线路的强劲增长，网络总接入量实现增长。根据意通信监管局
发布的《通信观察报告》，2016年前9个月，意宽带线路总量达1640万，
比上年同期增长95万。 

【互联网】意大利的固定宽带市场起步较晚，其普及程度和发展状况
均落后于德、法等西欧地区。近年，意大利政府一直致力于支持固定宽带
业务的发展，鼓励增加光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于2015年8月通过了总
额达120亿欧元的“超宽带”计划，固定宽带用户数目得以逐年上涨。网
络性能方面，速度大于10 Mbit/s的宽带线路占线路总量的64%以上，超宽
带线路（速度在30 Mbit/s以上）占23%以上。相比固定宽带，意大利移动
宽带市场发展迅速，目前意大利97％以上的人口可以通过UMTS/HSDPA

和WiMAX网络使用移动3G网络，实际用户超过3000万。意大利移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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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为3.5G、4G和4G+技术大力投资，推动发展下一代超宽带移动网
络。 

【邮政】意大利邮政网络发达，拥有1.4万个邮局，6万个邮箱，4万
辆邮政专用车，4500个邮政自动取款机，200个包裹和邮件分选中心，在
意大利境内有140个分支机构。但意大利邮政系统工作效率有待提高，运
送成功率有待改善。 

2.3.6 电力 

意大利的电力能源不能自给自足，是欧洲国家中进口电能最多的国家。
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6年意大利电能净进口量为432亿千瓦，约占全
年消费量的14%；装机容量1.18亿千瓦，年发电量2893亿千瓦，其中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为1128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37%，水能、太阳能和风能为
最主要的可再生发电能源。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意大利基础设施和交通部主要负责意大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工作。 

【基础设施战略规划】2010年，意大利基础设施和交通部发布了
2010-2020年度《基础设施战略规划》。规划涉及机场、港口、内陆港、
高速公路、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总金额2330亿欧元，政府出资1300

亿欧元。其中铁路项目包括落实泛欧洲大陆铁路网（波罗的海—亚得里亚
海，泛地中海、赫尔辛基—瓦莱塔、热那亚—鹿特丹等欧洲大陆内部铁路
线），以及进一步加强意大利国内铁路枢纽中心建设（罗马、博洛尼亚、
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等）。港口项目包括建设安科
纳、巴里、热那亚、焦亚陶罗、利沃诺、塔兰托、特里埃斯特等天然良港，
将意大利打造成亚、非、美入欧通道和地中海航运中心。公路项目包括对
主要高速公路进行维修，拓宽连通南北的高速主干道，修建贯穿意南部的
高速公路等。 

2015年，意大利政府根据财政情况和发展状况对该规划进行了调整，
进一步列出25个优先启动项目，总投资额709亿欧元，已到位资金480亿
欧元。其中，铁路项目5个，重点加强跨欧洲铁路网意大利段建设以及意
南部铁路建设；公路项目10个，重点加强意中部交通网的联通，完善多式
联运网络；地铁项目8个，旨在缓解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佛罗
伦萨等大城市的市内交通压力。大部分项目预计于2016-2022年期间结束。 

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2017年5月29日公布了一项为期25年总值470亿
欧元的针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公共投资计划。其中，超过200亿欧元
的基金“用于公路和铁路，特别是本地运输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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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带计划】2015年，意大利部际规划委员会通过一项总额达120

亿欧元的“超宽带”计划。该计划将在意大利境内建立一个可覆盖1000

万用户、800座城市、400家医院、2000所学校以及5000个政府行政部门
的宽带网络。该项目120亿欧元投资资金中有50亿欧元来自私人投资，70

亿欧元来自公共投资。70亿欧元公共投资中有49亿欧元来自政府的启动资
金，21亿欧元来自“大区结构基金”。这一覆盖意大利全国的宽带计划是
意大利未来20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意大利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 

2.4 意大利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贸易总额】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意大利货物贸易总
额8487.66亿欧元；其中，出口总额4481.07亿欧元，同比增长7.4%，进
口总额4006.59亿欧元，同比增长9.0%。 

【主要贸易伙伴】意大利主要出口国为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和西
班牙；主要进口国为德国、法国、中国、荷兰和西班牙。 

【商品结构】主要出口商品：机械设备与机床、服装纺织品、皮革及
制品、金属及制品、农产品；主要进口商品：能源性矿产、化工及人造纤
维产品、金属及制品、家电产品及服装制品。 

【服务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6年意大利服务贸易总额为
2025.4亿美元，其中出口1005.6亿美元，进口1019.8亿美元。出口产品中
交通服务占比13.8%，旅游服务占比40.6%，其他商业服务占比42.1%，
货物相关服务占比3.6%；进口产品中交通服务占比23.6%，旅游服务占比
24.3%，其他商业服务占比49.3%，货物相关服务占比2.8%。意服务贸易
主要出口国为欧盟、瑞士、美国和日本，主要进口国为欧盟、美国、瑞士
和中国。 

2.4.2 辐射市场 

意大利是WTO成员，也是欧盟成员。在欧盟框架内与22个国家和地
区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与3个国家结为关税同盟。 

欧盟框架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有：法罗群岛（丹麦属）、
瑞士、马其顿、韩国、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阿尔及利亚、埃及、以
色列、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叙利亚、突尼斯、智利、墨西
哥、南非、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 

3个关税同盟国家分别是安道尔、圣马力诺与土耳其。其中欧盟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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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诺之间所有货物贸易实行关税互免。而与安道尔、土耳其之间的关税
互免仅限于工业产品。 

2.4.3 吸收外资 

受经济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意大利吸收外资情况不佳，国
内市场欠缺活力。2012年，意大利吸收外资金额仅为9000万欧元，为危
机爆发以来的最低值。2013年以来，意大利政府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外资
规模逐渐扩大。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意大利吸收外资流量为170.77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意大利吸收外
资存量为4132.46亿美元。 

2.4.4 外国援助 

意大利为对外援助国，未接受国际援助。 

2.4.5 中意经贸 

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自1970年11月两国建交以
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顺利。 

【双边贸易】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意大利
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意双边贸易额为
495.98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其中，中方向意出口291.71亿美元，同
比增长10.5%；自意进口204.27亿美元，同比增长22.2%。 

中国对意大利主要出口商品有：电子零部件、服装（不含皮制品）、
鞋、电脑、一般机械品、家用电器、电信产品等。 

表2-3：2013-2017年中意进出口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出口 
同比增长 

（%） 
进口 

同比增长 

（%） 
进出口 

同比增长 

（%） 

2013年 257.56 0.4 175.78 9.4 433.34 3.9 

2014年 287.60 11.7 192.90 9.2 480.40 10.7 

2015年 278.37 -3.2 168.55 -12.6 446.92 -7.0 

2016年 263.61 -5.3 167.04 -0.7 430.65 -3.6 

2017年 291.71 10.5 204.2 22.2 495.98 15.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双边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意大利在华直接投
资项目共计5818个，实际投入70.8亿美元。2017年，意大利对华新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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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201个，实际投入1.95亿美元。意大利在华合资企业主要分布在东
部及沿海省市，行业涉及汽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建材、化工、纺织服
装等。近年来投资领域逐渐从制造业转向节能环保等诸多可持续发展领域。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意直接投资流量4.25亿美元。截
至2017年底，中国对意大利直接投资存量19.04亿美元。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意大利新签承包
工程合同302份，新签合同额7004.35万美元，完成营业额2.01亿美元；累
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171人，年末在意大利劳务人员1332人。新签大型
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意大利场桥项
目；江苏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承建2#8800箱集装箱船修造项目；中石化宁
波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马油Rapid项目渣油加氢项目等。 

【工业园合作】目前中意双方正在积极推进《中意宁波生态园》和《中
意海安生态园》建设。 

【货币互换】中意目前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产能合作】中意目前尚未签署产能合作协议。 

【基础设施合作】中意目前尚未签署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FTA协定】意大利为欧盟成员国，执行欧盟统一贸易政策，中欧之间
目前尚未签署FTA协定。 

【双边经贸磋商机制】根据1979年中意两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
至1988年，中意双方共召开5次混委会会议。1991年5月28日，中意两国
签订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新协定，中意两国每年应召开一次部长
级混委会会议。新协定签署后的中意经济合作混委会会议共召开了12次，
第12次会议于2017年6月在罗马召开。目前，混委会下共设投资、中小企
业、知识产权、高技术、生态园、内贸、贸易强化和医药8个工作组。此
外，2014年意总理伦齐访华期间，双方同意成立中意企业家委员会，作为
双方企业间沟通交流平台，中国商务部和意大利经济发展部负责指导。 

2.5 意大利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意大利货币为欧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 

2018年5月1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为1:1.1883，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1:7.5165。 

2.5.2 外汇管理 

意大利国内不存在外汇管制，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意大利允许资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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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自由流动。利润在缴纳所得税之后，可自由汇出。外国人携带现金
出入境不得超过1万欧元。 

2.5.3 银行和保险公司 

【银行】意大利央行是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负责发行货币
及金融体系调控和监管。 

意大利主要商业银行有：联合圣保罗银行、裕信银行、西耶那牧山银
行等。 

【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均已在意大
利设有分行。 

【中资银行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米兰分行 

地址：Via Santa Margherita,14, Milan,Italy 

电话：0039 02864731 

传真：0039 0289013411 

电邮：Service_IT@bank-of-china.com 

 

中国银行罗马分行 

地址：Via Barberini,97-103, Roma,Italy 

电话：0039 064521016 

传真：0039 06452101618 

 

中国工商银行米兰分行 

地址：Via tommaso grossi,2, Milano,Italy  

    电话：0039 0200668899 

传真：0039 0200668888 

 

中国工商银行罗马分行 

地址：Via Dei Due Macelli,87/88, Roma,Italy  

电话：0039 0645211998 

传真：0039 0645211900 

 

中国建设银行米兰分行 

地址：Viale Della Liberazione,13,Milan,Italy 

电话：0039 0232163088 

传真：0039 0232163092 

 

mailto:Service_IT@bank-o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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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银行（卢森堡）罗马分行 

地址：Piazza Berberini,52,Roma,Italy 

电话：0039 0645751500 

传真：0039 0645751518 

 

【保险公司】意大利主要保险公司有：忠利保险集团、Unipol- 

Fondiaria Sai保险集团、Mediolanum保险集团、Cattolica保险集团等，均
为综合性保险公司。 

【开立银行账户】外国公司在意大利银行开立账户，公司董事必须亲
临银行办理，并带齐所有的开户文件。意大利公司也可以在香港银行开立
离岸帐户，极为方便。 

2.5.4 融资条件 

受经济危机影响，意大利企业融资环境不断恶化。为应对债务危机蔓
延可能对银行业造成冲击，意大利各大银行纷纷收紧了信贷条件，致使1/3

的意大利企业无法获得业务发展所需的资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融资。意大利企业对外国企业给予融资更是难上加难，中资企业很难从意
大利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中资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根据意大利央行数据，2018年3月，意大利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为
1.5121%，购买房屋的平均贷款利率为1.8825%。 

2.5.5 信用卡使用 

意大利信用卡使用较为普遍，大多数居民消费使用信用卡。Visa和
Mastercard卡均可在当地使用。为打击偷税漏税，2011年底蒙蒂政府规定，
现金交易每笔不得超过1000欧元。根据最新调整，2016年起现金交易上
限放宽至3000欧元。中国银联卡可在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特约商户使用。 

2.6 意大利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意大利证券业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已形成较
为成熟和规范的证券市场。意大利证券市场是欧洲主要证券市场之一，意
大利证券交易所（Borsa Italiana S.p.A）位于米兰，目前共有350家上市
公司。 

2.7 意大利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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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水、电、气、油价格 

意大利水资源丰富，工业用水和家庭用水供应充足，用水成本较低。
意大利电力资源匮乏，出于环保考虑基本摒弃了燃煤发电，同时出于安全
考虑也放弃了核电，发电主要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意大利天然气基本
依靠从北非及俄罗斯进口，价格较高，因此意大利电价也偏高。意大利电
费实行分段计价制，即根据消费量划分几个计价等级，消费量越大，价格
越高。意大利自2008年起开放了电、气市场，引入了竞争，居民可自由选
择供电和供气公司，目前电价和天然气价格有所下降。 

【电价】功率小于3千瓦的，电价为0.18美元/千瓦时；功率为3千瓦以
上的，电价为0.28美元/千瓦时，根据用电量多少电价逐级上升。 

【水价】水价相对便宜，家庭用水量每月40立方米以下，水价为0.35

美元/立方米；40-600立方米的，水价为0.4美元/立方米；月消耗超过600

立方米的，水价为0.5美元/立方米。商用水价格为0.4美元/立方米。 

【气价】天然气平均价格为0.98美元/立方米。 

【油价】2018年5月，汽油价格约1.93美元/升。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资源】随着意大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意大利人健康状况
不断改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男性平均寿命为79岁，女性接近85岁。意
大利老龄化问题严重，为缓解养老金压力和保证足够的劳动力，意大利政
府一再提高退休年龄，目前男性退休年龄为65岁。从2010年开始，意大利
女性退休年龄为61岁，此后每两年增加1岁，直至66岁。2018年元月起，
意大利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6岁7个月，与男性的退休年龄持平，
私企员工还要额外增加一年。该政策使意大利成为目前欧盟成员国退休年
龄最高的国家，预计2019年法定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7岁。 

意大利超过20所大学进入全球500所顶级大学之列，每年的高校毕业
生约达30万人。意大利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较好，专业
技术水平较强。 

【劳动力成本和社保】意大利单位小时劳动力成本低于欧元区平均水
平，约为法国的82%，德国的90%。平均工资为21725欧元/年，收入最高
职业是法官，人均年薪约为10万欧元；其次是记者，人均年薪约为4.5万
欧元；信贷和保险从业人员居第3位，人均年薪约为3.6万欧元。普通工人
平均年薪约为2万欧元，文职人员平均年薪约为2.5万欧元。 

2016年，意大利手工业的社保税费为3599.03欧元/年，工商业的社保
税费为3613.02欧元/年。 

意大利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社会保障金，约5500欧元/年，合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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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月。 

2.7.3 外籍劳务需求 

意大利劳动力相对缺乏，对外籍劳务有一定需求，受历史和地域条件
的影响，目前在意大利的外籍务工人员主要来自东欧和北非地区的移民，
约430万，其中罗马尼亚移民比例最高，接近90万罗马尼亚人生活在意大
利。外籍劳工在意大利从事的工作多为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人、冶金机械
工人等。目前在意大利有合法身份的华人人数超过20万。 

根据法律规定，鼓励为降低社会保险成本和工资成本而雇用兼职工人。
政府职业介绍所增加了辐射性，鼓励私人企业从事职业中介服务。意大利
北部由于工业和服务业较发达，缺乏工程、护理、信息技术、销售和熟练
手工操作人员。南部农业和地下经济分布较广，外籍劳工一般从事季节性
的收割、建筑、护理工作，以及其他低工资、不需要技能的工作和对意大
利人没有吸引力的工作。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土地价格】意大利土地平均销售价格约为1400美元/平方米。 

【房屋租金】意大利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异较大，北部米兰、热
那亚、都灵及中部罗马、佛洛伦萨等地的房屋价格较高，而南部那不勒斯、
巴里等地房屋价格较低。罗马市中心100平方米的房屋月租金3000美元以
上，郊区房屋100平方米的月租金在2000美元左右。 

【房屋价格】房价同样因地域不同和所处位置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罗马市内公寓楼房价为10000美元/平方米，高档住宅价格在15000美元/

平方米以上，郊区房价约为4000美元/平方米。罗马市工业厂房售价约为
2300美元/平方米；米兰市工业厂房售价约为3500美元/平方米。 

2.7.5 建筑成本 

意大利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物流业发达，建筑材料供应较充足。
425水泥价格为250美元/吨，325水泥价格为220美元/吨。INDOX钢材价
格为10美元/公斤，混凝土价格约为90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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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意大利对外国投资合作的法规和政策有哪些？ 

3.1 对外贸易的法规和政策规定有哪些？ 

3.1.1 贸易主管部门 

意大利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经济发展部。意大利原有独立的外贸部，
但2008年将外贸部并入生产活动部，成立经济发展部。2013年意大利政
府对该部职能进行了调整。当前，该部职能范围较广，涵盖领域包括能源、
企业和国际化、通讯以及发展四大板块，下设15个司局。与贸易相关的主
要司局包括市场、竞争、消费者、监管和技术法规司、国际贸易政策司以
及国际化政策和贸易促进司。市场、竞争、消费者、监管和技术法规司主
要负责市场竞争、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及合格评定。国际贸易政策司负责
协调和参与欧盟层面贸易政策制定，多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进出口许可证
管理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等。国际化政策和贸易促进司负责协调和管理贸易
促进活动，研究制订出口信贷等出口促进措施和对外投资促进措施以及贸
易统计等。 

3.1.2 贸易法规体系 

作为欧盟成员国，意大利实行统一的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但有关进口
商品的技术安全和卫生检疫方面的标准，则是将欧盟的指令转换成本国法
规后再执行。意大利贸易法规来源较广，具体包括：欧盟法规、欧盟指令
（需转化为意国内法）、立法法、总统令、经济发展部部令、通知、指南
以及多双边协议等，内容涵盖贸易行业秩序管理、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
出口信贷和出口保险计划、产品包装和标签、两用技术和产品进出口、市
场竞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意大利目前执行的欧盟共同贸易政策主要涉及关税政策、普惠制待遇、
共同进口制度、农产品进口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出口管制、出口退
税、共同农渔业政策、共同消费者保护政策等。 

【进口管理】意大利的进口管理包括配额等数量限制、进口许可证管
理两个方面。农产品进口相关限制规定依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实施。获准
进口和销售的转基因商品食品必须在包装上系统性标明。进口含动物产品
的货物需出示原产地主管机构证明，进口水产品需出示捕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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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理】意大利政府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一般商品都可以自由
出口，政府仅对濒危动植物、两用产品等少数产品实行出口管制。 

（1）农产品补贴。意大利遵循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进行扶持。
主要补贴手段分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补贴的方式有价格补贴、种植面积
补贴、产量补贴等。另外，意大利企业在向第三国出口农副产品时还可享
受出口退税政策，具体退税率由欧盟委员会根据农业发展战略和产品类别
制定，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退税资金自欧盟农产品补贴资金，退税方式
包括直接退税、提前退税和预先资金资助。 

（2）出口退税政策。意大利对于生产企业出口货物采取免、抵、退
方式。生产企业生产出口的货物免征本企业生产出口环节的增值税，生产
出口货物所耗用材料等货物的进项税额可与企业的应纳增值税额相抵，并
按年度结算，对上年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可以结转下年继续抵扣；对不愿
结转下年抵扣、急需资金的企业也可申请办理退税。对于贸易商出口货物
也普遍采取免、抵、退的方式，但其出口销售额应达到总销售额10%以上，
该方式的实质是将上年度出口货物应退税额用于抵顶下年度进口货物的
应交税额或本国购进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本年度的限额未全部用完的可
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对个别不愿结转下年度抵顶的进出口商，可申请办
理相应的应退税额，出口销售额未达到总销售额10%的，则不允许采用这
种方式，其出口货物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直接申请办理退税或与企业的应
纳增值税额或者其他税种的应纳税额相抵。 

（3）军品出口。意大利是原“巴黎统筹委员会”和现《瓦森纳安排》
的成员国，按照瓦森纳安排的控制清单对常规武器与敏感两用产品和技术
的出口实行严格控制。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检验检疫管理部门】意大利商品检验检疫部门较多，分工较细，尤
其对动物源性产品和活动物的检验检疫机构庞大。对于从非欧盟国家进口
的农产品检验检疫程序繁琐、条件苛刻。意大利卫生部负责协调管理检验
检疫的整体工作，分布在各地和口岸的机构主要承担执法工作，还有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专业检测实验室。具体介绍如下： 

（1）进口植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他用途产品）的卫生检验检疫
由意大利港口、机场和陆路边境检验检疫处执行； 

（2）农药残留（如杀虫剂残留）的检测，由意大利港口、机场和陆
路边境检验检疫处（USMA）抽样，送至意大利农业部下属的农药专业检
测中心进行分析； 

（3）由欧盟成员国输入的动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他用途产品）
和活动物的卫生检验检疫，由独立于意大利卫生部的设在欧盟各成员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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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兽医卫生检疫办公室（UVAC）执行； 

（4）由非欧盟国家输入的动物源性产品（含食品和其他用途产品）
和活动物的卫生检验检疫，由隶属于意大利卫生部的设在各口岸的兽医卫
生检疫处（P.I.F）具体负责执行。意大利在全国各港口、机场和陆路口岸
共设立了36个P.I.F机构； 

（5）上述各部门既有各自明确的职责和任务，又有彼此间的业务协
调与联系，尤其是和意大利海关的业务联系极为密切。 

【检验检疫程序】包括： 

（1）进口商必须按照规定提供由出口国出具的该批货物的检验检疫
报告，意大利港口、机场和陆路边境检验检疫处将根据所提供的检验报告，
视情况抽检一项或几项指标； 

（2）根据不同货物和来源国，一般抽检率不低于5%（批次抽样检查），
一般规定检验检疫工作在一周内完成； 

（3）对于怀疑一项或几项指标超出规定范围的批次样品，同一批次
样品的抽样检测率不得低于3%； 

（4）对于来自特定国家的特定货物（如中国的花生等），黄曲霉毒
素的抽样检测率可以达到5%，甚至100%； 

（5）有时意大利卫生部还临时颁布部令，对一些商品进行重点检测
和采取限制通关的措施； 

（6）对于经过USMA抽样检测并确认符合有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商品，
USMA为进口商出具进口许可证明，海关根据上述文件予以货物放行； 

（7）对于经过USMA抽样检测并确认不符合有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商
品，USMA将对货物的处理提出意见，作退货或销毁处理。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意大利是欧盟成员国，海关管理遵循欧盟于2013年10月9日通过颁布
的《欧盟海关法典》（欧洲议会和欧委会第952/2013号规定）以及其他欧
盟层面法规制定的统一规则，包括税则、税率、出口退税以及进出口货物
监管规定。为进一步简化海关程序和手续，增加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
意大利政府于1999年7月3日颁布第300号法律，将原财政部管理海关的海
关司和间接税司分离出来，并于2001年1月1日正式成立独立的海关总署，
统一负责管理全国海关，下辖14个大区级海关、102个一级海关办公室和
47个二级海关办公室、225个分支机构、41个消费税征收办公室以及15个
化学分析实验室。 

除《欧盟海关法典》以及欧盟其他有关法规以外，意大利海关总署还
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操作规定，包括关税和国内税征收程序、出口退税（包
括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规定的农产品出口补贴）申请及流程、鲜活农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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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理、进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通关流程等。 

【监管制度】意大利海关负责对意大利进口货物的监管，职责主要包
括：查看货物、核实单证、检查企业账务、检查运输工具、随身物品等，
根据海关规定进行行政调查，或在必要的情况下对监管物品采取措施。在
贸易过程中各项程序直接或间接涉及的人，须在海关当局规定的时间内提
供所要求的文件及必要的协助。各种文件至少保存3年，以备海关当局的
随时检查。 

货物在等待清关期，处于海关的临时监管之下，被称为“临时监管货
物”。它们只能在规定的条件下存放在海关指定的地点。海关当局可随时
要求卸货或拆除包装，以检查货物或运输工具。未经海关允许不得挪动。
海关当局可要求货物的拥有者出具付款担保。若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清
关手续，海关当局将视货物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拍卖。也可在货
物拥有者负担费用和风险的情况下，将货物转移到其监管的特殊地点。此
外，海关当局对转口、保税仓库、进境加工、临时进口等货物也给予监督
和管理。 

【关税制度】意大利海关按照欧盟海关的统一税则，根据关税、配额、
优惠措施和其他进出口规则，对进出口货物按成交价进行计税。 

为做好海关税金的征缴，海关当局可要求进出口商提供其履行海关义
务的担保。担保金额可等于或高于应交付的税金。担保可以是银行的现金
存款或信用担保。公共机构不需要担保，500欧元以下也可不要担保。海
关税金部分交付后，可申请撤回担保。 

进口税金的征收范围包括：应缴纳进口关税的一般商品；可部分免税
的临时进口商品；合法进入欧盟境内应缴纳关税的商品；非法从免税区进
入欧盟境内的商品；逃避海关检查的进口商品；在临时监管或某一海关体
制下未交税金的商品；未严格执行减免税规定的商品。 

出口税金的征收范围包括：报关后出口到欧盟境外应交纳出口税的商
品；未经报关出口到欧盟外的商品；未遵守减免出口税规定的商品。 

表3-1：意大利主要产品进口关税税率 

产品 平均关税税率（%） 

交通设备 4.3 

电子机械设备 2.8 

非电子机械设备 1.9 

工业制成品 2.6 

化学制品 4.5 

原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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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0 

矿产和金属 2 

纺织品 6.5 

服装 11.5 

皮革和鞋类 4.1 

鱼和鱼制品 12 

资料来源：《2017世界关税概览》和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 

3.2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3.2.1 投资主管部门 

意大利主管对外投资和外国在意投资政策的部门是经济发展部，具体
负责司局为产业政策、竞争力和中小企业司，具体职能包括实施吸引外资
的有关政策和项目。此外，2012年意大利立法在经济发展部设立“意大利
之窗”（Desk Italia），负责协调意大利政府各部门工作，简化行政审批
流程，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具体协调工作由产业政策、
竞争力和中小企业司负责，咨询和服务工作由意大利投资促进署（Invitalia）
负责。 

意大利投资促进署为意大利财政部全资持有的公共服务企业，角色类
似于中国国内的招商局，旨在为外商在意投资项目提供全程咨询、指导和
服务，具体包括项目推广、法律法规咨询以及后期跟踪等。 

2014年2月21日，意大利通过“意大利目的地法令”（Destinazione 

Italia），要求意大利政府对本国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并做出改进，
目的是改善投资环境。意大利总理府牵头负责该项工作。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意大利关于外资管理的核心思想源于《民法典》第16条中的对等原则
（Reciprocity Principle），即外国投资者，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可享受
意大利公民在该国能够从事的商业活动中享受的对等权利。欧盟成员国公
民对意投资不受限制，和意大利国民享受同等待遇。过去10年间，意大利
在私有化、市场开放和减少限制等诸多方面修订了有关法规，同时改革了
金融市场和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目前意大利在其行政法规中采纳了绝大多
数OECD原则，市场管理更加透明、公开。 

意大利对外国投资的名义开放程度较高，外国投资者可以拥有100%

产权。根据欧盟协定第43条款，外资企业在意大利享受国民待遇，在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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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惠政策方面与意大利本国企业一致。但也有例外，如意大利的反垄断
法《竞争和公平交易法》赋予意大利政府可以出于“国家经济利益和战略
利益优先”的考虑，或在意大利企业在别国遭受歧视性对待情况下，有权
阻止外资企业的并购计划。意大利法律也授予政府在国防和国家安全、能
源、交通和通信等战略行业否决外商投资、收购或对收购施加限定条件的
权力。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来自任何国家的投资均须经过严格的审核。
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外资审核相对国防领域较宽松，只适用来自非欧
洲经济区（EEA）的投资。 

意大利银行和投资服务、电信、广播、天然气管网和电网等行业的外
商投资需经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上述行业涉及的法规主要如下： 

·银行和投资服务：指令2013/36/EU；指令2004/39/EC；指令
2009/138/EC；欧委会第1024/2013号规定；意大利银行法；意大利证券
法；意大利保险法。 

·电信：意大利电子通信法则（2003年第259号立法法令） 

·广播：意大利1997年7月31日第249号法令；2005年7月31日第177

号立法法令； 

·天然气管网：指令2009/73/EC；意大利2011年6月1日第93号立法
法令； 

·电网：指令2009/72/EU；意大利2011年6月1日第93号立法法令。 

此外，意大利在航空、钢铁、能源、海洋渔业（商业捕捞）、铁路运
输、邮政、博彩、水资源开发和管理、城市垃圾处理等行业对外资进入有
所限制。例如，非欧盟国家公司不得在意大利经营国内航线的客货运输。 

根据意大利航空法规定，经营航空线的个人、代理商或公司需经意大利政
府的批准，外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不得超过49.5%。欧盟国家的航空公
司进入意大利市场的审批程序与意大利本国投资者相同。欧盟航空经营者
在意大利从事航空服务受意大利空运限制（cabotage）的约束，只能作为
国际航空服务的延伸和补充。在地面服务和地面设施管理方面，还没有对
外资开放，仍然由意大利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和管理。外国公司参
股的意大利航空运输企业其董事长和2/3的管理人员必须是意大利公民。
意大利对于非欧盟国家投资意大利火力发电项目、煤炭液化气项目、矿产
资源开采等，强调与投资来源国的对等条件。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国“自然人”投资】1942年意大利王国时代制订的“民法基础原
则”（Preleggi）第16条即已明确，通过双边互惠条约，可给予在意境内
的外国人（包括自然人）民事权利方面的对等国民待遇。意大利共和国政
府继承了该原则。1985年，中意两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根据该互惠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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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中国自然人在意投资实行对等原则。 

【外商投资方式】意大利并无针对外商投资的专门法律规定，包括外
资在内的资本在意投资，须遵守《民法典》中公司法相关规定。外资在意
可投资设立代表处、合资企业、独资企业以及进行并购。并购活动如涉及
欧盟境内市场竞争，需遵守欧盟竞争政策；如仅涉及意大利境内市场，需
要遵守意大利竞争法有关规定。意大利竞争和市场局（AGCM）负责对后
者的审查和批准。另外，并购意上市公司股权超过2%，需向意大利证券
交易委员会报告。 

【外商投资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区规定】意大利工业园
区与中国工业园区在概念、结构以及形成过程上有较大的差别。意大利的
工业园区并非由政府主导或规划，而是某地区的中小企业根据产业传统、
地域特点、竞争优势等因素自发形成的，逐步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意
大利实践中并不存在通过投资“创造”或“设立”工业园区的情况。 

【外国投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合作】目前意大利对于外国投
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合作无限制性规定，投资者在遵循对等原则
的基础上可以二手设备或法律允许的其他资产形式出资，但相关设备或资
产必须经意大利法律认可的会计师或资产评估师进行评估作价，且评估结
果需作为投资文件之一提交注册部门审核。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在外资并购国防、电信、交通、能源和其他一
些涉及公共利益以及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行业、企业和资产时，意大利政府
通过所持有的“黄金股权”，对相关投资和并购进行评估和审查并拥有最
终否决权。“黄金股权”一般由意大利财政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代表意
大利政府持有。2017年意大利政府在法国维旺迪集团控股意大利电信公司
问题上动用“黄金力量”条款，显示出意政府对外资进入战略性行业的干
预倾向。 

【国有企业投资并购】根据意大利1994年5月30日第332号法令以及
1994年7月30日第474号法律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有关规定，为确保对战
略性企业和资产的控制权，意大利政府通过“黄金股权”（Golden Power 

Legislation）的形式，对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防、交通运输、电信、能
源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行业中的企业，享有诸多特殊权利，包括对外国投资
者大量持股和并购的否决权、战略性资产使用和处置权、公司高管任免权
以及重大商业协议否决权。同时，根据第332号法令还授权意政府主管部
门针对特定的公司制定特定的法律，以便实施“黄金股权”。在此种情况
下，意大利财政部、经济发展部以及意大利议会相关委员会（如并购对象
为上市公司，意大利证券交易委员会Consob也会介入）有权对外商投资
和并购交易进行评估、审查。意相关企业也需在其公司章程中明确意大利
政府所享有的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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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大利上述两部法律与欧盟“资本自由流动”原则存在冲突，在
欧委会及欧盟法院的压力下，意大利政府被迫对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和澄清，
以限定“黄金股权”权利的适用范围，这些法律法规包括1999年12月23

日第488号金融法第66条、第192/2001号法令、2003年12月24日第350号
法律以及2004年6月10日颁布的实施细则（限制“黄金股权”权利并提出
实施该权利需满足的门槛）。为满足欧委会和欧盟法院的要求和裁决，2010

年5月21日，意大利政府发布第117号公告，对2004年颁布的“黄金股权”
实施门槛进行了修订。2012年3月15日，意大利政府颁布第21号政府法令，
确立了“战略性资产”的概念，允许政府对相关资产实施“黄金股权”权
利。另外，该法令还规定，对有意参与控制战略性企业的潜在投资者，意
大利政府将进行评估和审查。2014年2月19日第35号总统令规定了审查和
限制外商投资国防和国家安全行业的具体实施部门和审查程序。2014年3

月25日第85号总统令确定了能源、交通以及通讯等行业的战略性资产范围
以及意政府安全审查权的适用范围；第86号总统令对意政府在上述行业行
使安全审查权做出具体规定。2014年6月6日第108号总理令确定了国防和
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活动的范围。 

【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竞争和公平交易法》（第287/90号法律）
为意大利反垄断领域核心法律，1990年颁布，设立了意大利反垄断唯一执
法机构—意大利竞争和市场局（Autorità Garante della Concorrenza e del 

Mercato）。该局为独立于政府的准司法机构，5名执行委员由意大利参众
两院主席任命，任期7年。该局下设反垄断总司、消费者保护总司和利益
冲突总司3个主要职能部门。根据《竞争和公平交易法》，意大利竞争和
市场管理局有权对仅发生在意大利境内且不涉及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
的并购、卡特尔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进行调查
和处理。意大利第241/90号法律及第217/98号总统令对调查程序和相关方
权利、义务做出了详细规定。 

另外，根据第241/90号法律规定，对公共企业和行政垄断企业、涉及
国家总体经济利益的企业并购，意大利总理府有权根据贸易和产业部门的
建议实施禁止令。 

【外资并购主要手续和操作流程】（1）外资企业欲在意大利并购企
业，首先需要进行初步考察和评估，了解企业的品牌、专利、技术、销售
渠道等无形资产；（2）前期接洽和初步估值后，双方签订投资合作意向
书（MOU）；（3）之后由财务顾问、会计及税务顾问、境内外法律顾问
团队进行系统科学评估，确保无重大法律、财务风险；（4）评估后对交
易结构进行论证和磋商，最终确定交易方案并签约。 

在意大利并购企业及今后运营中，需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联
系，处理好并购及运营手续。意大利工会势力强大，企业还应与工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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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妥善安置原有雇员。 

意大利专门负责引进外资的国家机构——意大利投资促进署以公司
名义运营，但其实是由意大利财政部独资、非营利性质的引进外资机构，
相当于中国各地的招商局。该机构向潜在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信息咨询服务，
包括宏观经济、行业前景介绍，签证、雇工、税收方面法律咨询，甚至和
投资者一起，对具体项目进行少量的资本投入。此外，该机构还负责包括
欧盟、意大利以及各大区的吸引外资的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意大利之窗”（Desk Italia）是吸引外资的总协调部门，意大利外
交部、经济财政部、农业部及各大区等政府机构，外贸委员会、引进外资
及企业发展署、对外投资公司等促进机构，均有义务配合“意大利之窗”
工作，在意大利各部门之间产生联动机制。2012年“意大利之窗”成立后，
首先推动行政审批程序简化。意大利国内审批程序繁杂，中央政府、各大
区、各市均有审批权限，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光环保门槛就需6次审批，严
重影响外国企业投资积极性。“意大利之窗”推动对外资企业的“单一窗
口”服务，企业一次申请可完成中央到地方三级审批，同类审批一次完成，
大大简化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迅速“落地”。  

意大利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资普遍持欢迎态度。近三年来未发生
中资企业在意开展并购遭遇阻碍的案例。 

案例：2015年，中国化工集团以71亿欧元收购全球第五大轮胎生产商
倍耐力公司，该交易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意大利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最大投资项目之一。有媒体表示，收购有助于中化集
团学习倍耐力的国际化工业模式和技术，扩张自有品牌在国内外的市场份
额，同时提高倍耐力在亚洲市场的销售额。 

3.2.4 BOT/PPP方式 

意大利在1994 年通过《公共建筑工程法》引入PPP模式，后根据欧
盟相关指令多次废除更新相关法律，最近一次是2016年通过的第50号法令，
即新《公共合同法典》，2017年对该法令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意大利PPP

形式较为多样，包括工程特许经营、服务特许经营、融资租赁、工程委托
和合作公司等，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城市发展和体育设
施等项目开发。意大利PPP项目主要集中在伦巴第、艾米利亚—罗马涅、
威尼托、托斯卡纳和坎帕尼亚等大区。 

特许经营是意大利PPP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适用于天然气、电力、交
通、机场、港口、邮政服务等关于民生的特殊行业，对特许经营者的资质
要求严格，经营风险一般由经营者承担。特许经营年限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确定，一般为20年。 

21世纪以来，意大利PPP市场发展较快，PPP项目占公共工程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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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从2002年的5%增至2013年的25%，2011年曾达到43%。建设运营特
许经营项目占PPP项目一半左右，但目前尚无中国企业在意大利参与上述
项目的成功案例。 

3.3 意大利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是什么？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意大利的税收制度主要体现在国家、大区和市三个层级，主要分为直
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直接税主要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工商业
地税；间接税主要有：增值税、注册税、城市房地产税（IMU税）和地籍
税。意大利实行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并行的税收管辖权，居民纳税人
就其在全世界范围取得的所得承担无限纳税义务，非居民纳税人仅就来源
于意大利境内的所得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其中无常设机构的非居民纳税人
仅就其来源于意大利境内的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有常设机构的非居民纳
税人就其取得与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境内外所得负有纳税义务，构成常
设机构的类型有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矿井、建筑工地等，
对于“工程建设或安装工程”，如工程期限超过3个月，应被视为常设机
构。如意大利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则按照税收协定执行。根据中意
税收协定，由非居民纳税人在意大利境内承建或安装的工程仅以在任何十
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为限，方可被视为在意大利境内有常设机
构。 

【税收征管】因税种不同，各税种的征收管理各异，具体需要咨询专
业会计师。在申报期内纳税人必须提交纳税申报表和增值税申报表，可以
通过网上申报、授权中介机构或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提交。一般来说，在每
个税收期内，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和工商业地税分两次支付税款，其中
预付税款在当期税收征期开始后的6月16日-11月30日之间，余款在下一个
税收征期的6月16日之前缴纳。对于增值税，按月申报的纳税人，在下月
16日之前缴纳税款，按季申报的纳税人，在每季结束后的第二个月16日前
缴纳（具体为当年的5月16日、8月20日、11月16日和次年3月16日）。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必须同时向商会在企业所在地的分支机构
和当地税务机关提交报税文件。其他形式企业仅需向当地商会机构提交相
关文件。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直接税（Imposte Dirette）】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
和工商业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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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所得税（IRE）。意大利居民个人就其在意大利境内和意大
利境外所取得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意大利非居民个人仅就其来源于意
大利境内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收入按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最
高税率为43%，最低税率为23%。另外，上述税率并未包括大区和市对个
人所得征收的附加税率。附加税率由大区和市自行确定，可以是单一固定
税率，也可以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例如：拉齐奥大区2018年的大区附加税
率为1.73%-3.33%。 

（2）公司所得税（IRES）。意大利居民公司就其在意大利境内和意
大利境外所取得的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针对没有常设机构的意大利非居
民企业仅就其来源于意大利境内的收入实行源泉扣缴征收预提所得税。根
据中意税收协定，股息、利息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率为10%，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的预提所得税率为15%。有常设机构的意大利非居民企业就其取得与
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境内境外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税率与意大利居民
企业公司所得税率一致统一按照24%的税率征税。 

（3）工商业地税（IRAP）。它是一个地方税种，指从事经营活动的
人基于其在每一个应纳税期，在某个意大利大区产生的产值而缴纳的税。
意大利非居民公司仅就其在意大利常设机构的产值缴纳大区生产税。税率
各大区略不同，一般在3.9%左右。 

【间接税（Imposte Indirette）】意大利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注册税、
唯一市政税、继承和赠与税。 

（1）增值税（IVA）。意大利的增值税政策完全符合欧盟关于增值税
的规定。根据增值税制度规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抵扣向上一级支
付的增值税，由最终消费者负担增值税。在意大利境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的纳税人应缴纳增值税。目前，意大利普通增值税税率是22%。2017

年意大利全国普通增值税税率为22%。优惠税率为10%.根据2017年第50

号法令第9条规定，从2018年起实行增值税税率改革，普通税率从22%提
高到25%，优惠税率从10%提高到11.4%。目前改革方案已推迟，2018年
实际税率和2017年保持一致。 

（2）注册税（Imposta di Registro）。注册税在以下情况下缴纳：①

在意大利境内形成的特定的合同；②在意大利境内、境外达成的涉及意大
利境内商业企业或不动产的转让与租赁业务的合同。征税基础和税率根据
相关合同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状况确定。 

如果是不动产转让，则还需另外缴纳土地登记税和抵押税，在公共注
册机关办理正式书面手续时缴纳。 

2017年不动产转让相关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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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不动产转让相关税率表 

税种 第一套住房（从

私人手中购买） 

第二套及以上（从私

人手中购买） 

从开发商手中购买的住

房 

注册税 2% 9% 200 欧元 

地籍税 50 欧元 50 欧元 200 欧元 

抵押税 50 欧元 50 欧元 200 欧元 

（3）唯一市政税（IUC）。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包括以下三个
税种：房地产税（IMU），任何意大利境内的房地产所有权人（居民或非
居民）每年必须缴纳城市房地产税。税基是由土地局按照不动产种类和级
别确定的估价乘以给定的系数得出的值。税率由不动产所在地政府在
0.4%-0.7%的范围内规定。另两个是市政服务税（TASI）和垃圾废物处理
税（TARI）。 

（4）遗产和赠与税（imposta di successione、dono fiscale）。遗产
税和赠与税均根据财产转让的价值征收，税率为4%-8%。如果转让的财产
为不动产，还要额外征收1%的土地登记税和2%的抵押税。但是如果将公
司或其股份转让给配偶或后代，则免交遗产税和赠与税，同时规定受赠人
或继承人从受让或继承之日起至少持有股份或保持公司经营5年。 

3.4 意大利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意大利没有专门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或鼓励政策，一些行业和地区投
资优惠措施普遍适用于包括外资在内的所有投资。作为欧盟成员国，意大
利必须在欧盟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鼓励投资政策，即对按欧盟标准划定的
特定地区/行业的投资给予资助，并针对地域和企业规模制定不同的资助标
准，南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享有最大幅度的资助。对钢铁、造船、汽车制造、
人造纤维等敏感行业禁止提供资助或需得到欧盟特别授权。此外，对农、
渔、食品和交通业也存在类似的禁止、限制和特殊规定。 

意大利为企业投资与增资提供了广泛的优惠政策，包括赠款、免税、
低息贷款和政府信贷担保等。这些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外国投资企
业，并都针对商业活动的主要需求，体现特定目标，如新建工厂、技术改
造、扩大规模、增置新设备、研发、融资、培训、雇工等。 

近年来意大利政府提供的投资优惠或鼓励政策主要包括：1）发展合
同。可提供无偿资助、政府补贴和利息补贴等优惠，主要针对工业、农产
品业、旅游、环保等行业和研发、创新。最低投资要求为2000万欧元，不
含基础设施成本。外资企业和意本国企业均可享受此政策优惠。2）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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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计划。主要针对数字和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分析和新材料等
行业。投资者可享受税收减免、超级折旧、专利使用等多种优惠措施。3）
研究创新实施计划。主要针对航空航天、海洋经济、能源、智能制造、健
康、环保和可持续交通等领域，重点关注研发、教育、培训和技术创新。 

意大利政府还专门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一些优惠政策。 

3.4.2 行业鼓励政策 

【对按欧盟标准划定的特定地区和行业的投资给予补助】作为欧盟成
员国，意大利必须在欧盟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鼓励投资政策： 

（1）补助的特定地区。一类地区：包括南部6个大区，巴西里卡塔
（BASILICAT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坎帕尼亚（CAMPANIA）、
普里亚（PUGLIA）、撒丁岛（SARDEGNA）、西西里岛（SICILIA）。
二类地区：包括阿布鲁左（ABRUZZO）、摩里赛（MOLISE）大区内的
诸多地区和其他中北部大区内的部分地区，其符合欧盟有关法令规定，享
有不超过一类地区和产业恢复地区的优惠待遇。 

（2）补助的最高额度。根据欧盟相应法令规定，意大利针对地域和
企业规模制定不同的补助标准，南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享有最大幅度的补助。
欧盟采用资本净投入补助比率以精确估算优惠措施的实际作用。 

（3）补贴的行业限制。对一些制造行业的补助为欧盟委员会所禁止，
或需得到特殊授权。这些敏感行业多与对外出口和生产过剩有关，包括：
钢铁、造船、汽车制造、人造纤维等。此外，对农、渔、食品和交通业也
存在类似的禁止、限制和特殊规定。 

（4）优惠措施的累加限制。对于一个投资项目，禁止同时享受多项
相同类型的优惠措施。 

【对生产活动的鼓励政策】包括： 

（1）对投资项目整个周期内设施购置的补助。意大利488/92号法律
针对上述3类补助的特定地区，及在《罗马协议》第92.3.C章列明的、属
于除外条款范围内的行业地区的生产—开采型企业。 

（2）协商计划机制。旨在促成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实现地方发展计
划而投产的工具。 

（3）对购置厂房、机器设备的税收补助。意大利341/95和266/97号
法律针对意大利境内所有生产—开采及信息技术行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
税收补助（抵税券）。 

【针对研究开发的鼓励政策】意大利政府对研究与开发提供的鼓励政
策主要体现在3个法律文件之中，即技术创新特别基金46/82号法律，工业
研发优惠297/99号法律，研究开发的税收补助140/97号法律。 

【整体综合投资项目的优惠】当投资项目涵盖多方面内容，比如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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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培训等，企业可以获得特别整体投资项目优惠，称为“一揽子优惠”，
包括2种类型：技术创新一揽子优惠；培训一揽子优惠。这些优惠适用于
目标1地区，参照488/92号法律执行。 

【对中小型企业的优惠政策】意大利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小企业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约98%，政府对企业的
补助政策向中小企业倾斜，使这些企业成为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意大利为其中小企业量身定制多种优惠政策，涉及创建、设备采购、
技术创新及改造、环保和融资等各个方面，有关法律如下：（1）SABATINI

法律——欧洲投资银行为企业采购设备提供低息贷款；（2）698/91号法
律——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环保提供低息贷款；（3）449/97号法律—
—对旅游和商业领域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4）266/97号法律——
为中小企业贷款设立中央担保基金，该项基金由中期信贷银行总行以意大
利经济发展部的名义管理；（5）创业扶持——对青年企业家创业提供低
息贷款，对妇女企业家创业提供优惠赠款；（6）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贷款
——为整个投资计划提供的贷款不超过2500万欧元，还款期限不超过10

年，贷款利率由欧洲投资银行根据贷款金额确定，贷款可占到资本投入的
50%；（7）2015/03号法令——为技术创新领域中小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融资支持、专利保护方面的优惠政策。 

【税收和财政补贴优惠措施具体形式】意大利对投资企业实施的财税
优惠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超级折旧。新增有型资产投资可享受
100%的成本计提，在计算公司税时可再享受40%的额外购置成本计提，
新增特定无形资产也可享受40%的额外购置成本计提，对特定资产，主要
是和生产体系严格相关的机器和工厂，可享受50%的额外购置成本计提。
（2）经济增长补贴。以现金注资或留存利润形式实现的新增股份可享受
2.7%的税收减免，以促进公司再资本化。（3）贷款利息补贴。用于投资
建厂和购买机器设备、软硬件的贷款可享受利息补贴，但只适用于中型企
业，例如雇员少于250人，收入少于5000万欧元，贷款额为2万-200万欧
元，贷款期短于五年。（4）税收减免。直接或间接投资创建创新性企业
可享受特殊的税收减免优惠。 

【限制和禁止领域】意大利在以下行业对外资有所限制：航空、钢铁、
能源、海洋渔业（商业捕捞）、铁路运输、邮政、博彩、水资源开发和管
理、城市垃圾处理、电影业、银行业、国内航线运营和造船业。国防和其
他涉及维护公共安全的领域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3.4.3 地区鼓励政策 

【意大利南方发展战略】意大利南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享受优
惠政策倾斜，意大利政府针对在南方投资和增加就业制定了众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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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一般性的财政金融激励措施、雇工鼓励措施和基础设施投资的
融资扶助计划。根据意大利488/92号法律，在以下领域经营的大中小型企
业可获得资助：采矿、制造、建筑、能源开采和分配、服务业、贸易和旅
游。资助的项目要有利于：新建、扩建工厂，技术更新，重组、生产复苏，
改建或转移现有生产单位。适用地区包括意大利南部和中北部具有增长点、
有发展潜力的未开发地区。 

意大利鼓励企业在南部投资，意大利引进外资及企业发展署负责落实
意大利“发展合同”基金补贴。目前在坎帕尼亚、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
西西里等4个大区投资超过3000万欧元以上的项目可以申请补贴，而且投
资必须是新建工厂、设备，并且外资企业在意大利拥有可信的投资实体。
“发展合同”可以给予外资企业30%的项目投资补贴。由于意大利南部经
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等配套项目不齐全，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南部投资
很少，主要是一些光伏发电项目。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3.5.1 经济特区法规 

【自由贸易区】意大利自由贸易区内的货物享受零关税待遇。货物可
以不受海关监管措施的限制进行自由流动和加工；对出口欧盟其他国家的
货物自离开保税区之日起，180天内缴纳关税。区内可雇投资来源国的劳
工和技术人员，但需要遵守意大利的劳工法律和社会安全法律。意大利自
由贸易区有的里亚斯特自由港和和威尼斯自由贸易区。 

【工业园区】1991年，意大利政府颁布317/91号法规，从法律层面明
确了工业园区的定义。工业园区是指众多独立的小型专业性企业集中在一
个地区，并在该地区建立起统一的产业链；各企业负责产业链中不同的生
产环节，并可利用这一地区的文化、历史、特色作为共同的企业标识。 

【特殊经济区】意大利通过2017年第91号法令和2018年1月25日部长
理事会主席令允许在南部坎帕尼亚、巴西里卡塔、普里亚、卡拉布里亚、
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等六个大区设立特殊经济区（SEZ），提供较其他地区
更加优惠的税收激励措施，简化行政手续，以促进南部地区经济发展。预
计每个大区设立两个SEZ，三年内投资2亿欧元。目前有关设立SEZ的规
定已生效，但具体的行动计划尚未制定，具体措施仍需符合欧盟关于国家
援助和竞争的规定。 

3.5.2 经济特区介绍 

【自由贸易区】的里亚斯特自由港位于意大利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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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首府的里亚斯特市，含5个自由区，3个用于商业活动，2个用于工业
活动。的里亚斯特港是联通中东欧海陆贸易的重要国际枢纽，每月有超过
400辆列车往返的里亚斯特和意大利东北部及中欧工业和制造业基地。
2017年货物吞吐量6196万吨，同比增长4.6%,集装箱吞吐量61.6万个标箱，
同比增长26.7%。威尼斯自由贸易区位于威尼托大区首府威尼斯市，拥有
8000平米的关税自由区，无货物存放时间限制。2017年威尼斯港货物吞
吐量2513万吨，集装箱吞吐量61.1万个标箱。 

【工业园区】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型工业园区被誉为“意大利中小企业
成功之母”，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数据，目前意大利共有产业集群156个，居住人口1250万；集群内制造业
企业21.5万家，占全国制造业企业的40%；制造业从业人员200万人，占
全国的39.3%。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2%。 

意大利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传统工业地区，数量达45个，集中
了该地区制造业67.2%的劳动力；西北部地区有37个工业园区，集中了该
地区制造业58.7%的劳动力；中部地区有38个工业园区，集中了该地区制
造业71.7%的劳动力；南部地区有17个工业园区，分布在普里亚、坎帕尼
亚和阿布鲁佐3个大区，集中了该地区制造业54.8%的劳动力；此外在撒
丁岛大区还有4个工业园区，集中了该地区制造业66.7%的劳动力。从行
业方面看，意大利工业园区内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纺织品服装、家居制
品、皮革、制鞋、珠宝等方面，并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不同产业集群，如
米兰—威尼斯沿线的机械制造业工业区，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农业
及纺织业工业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汽车制造及农副食品加工业区
等。 

欧盟及意大利政府扶持意大利南部发展，对于南部企业在贷款、用工
方面都给予优惠。 

3.6 意大利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为降低失业率，意大利劳动法令（276/2003）对雇佣规定作出了重要
修订，增加了意大利劳工市场用工的灵活性。主要的变化是：（1）制定
了新的合同方案，允许在一段时间内使生产保持特殊的增长趋势，也允许
在生产下降的情况下显著地降低劳工成本；（2）颁布了有关自雇佣的法
令，对于某些特殊项目允许采用自雇佣的用工形式。 

债务危机以来，意大利失业率持续攀升，青年人失业问题尤其严重。
2012年6月28日意大利政府通过第92号法律，对劳动力市场进行部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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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3方面：缩小临时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鼓励采用学徒工劳动
合同，促进青年人就业；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对解雇劳工程序进行了调整；
对社保体系进行改革，使其更加高效、一致和平等。 

此外，宪法、民法、劳工权利法案（Statuto dei Lavoratori）和其他
的法律法令对雇佣关系进行了规定。集体劳动合同按不同的专业类别，定
期对劳工雇佣时间和用工条件等作出规定。 

【雇佣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有以下形式： 

（1）随叫随到劳动合同：适用于不连续的专业工作； 

（2）辅助性劳动合同：适用于由同一劳动者开展不连续的专业工作； 

（3）学徒工劳动合同：适用于青年人就业，合同期至少6个月； 

（4）兼职工作合同：工作时间少于每周全职工作时间，劳动者需提
前同意； 

（5）项目工作合同：需明确该特定项目、主要工作任务以及项目执
行结果； 

（6）实习合同：企业需要与实习组织单位明确实习项目以及薪资，
实习单位需要与大区、劳动部以及接收实习的企业进行沟通； 

（7）定期合同：劳资双方明确劳动时间，劳工派遣机构与各专业就
业机构（在劳动与社会政策部有注册）共同确保支付劳动者工资、社保并
且遵守劳动环境安全相关法规。 

法律未规定雇佣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绝大多数集体劳动合同采
用此种形式。雇用员工的依据是工作合同，雇主与员工应以书面形式签订
定期合同和非全日制工作合同。在特定情况下，如季节性工作或填补暂时
空缺时，允许订立定期合同。 

雇员不得从事与雇主直接竞争的商业活动，不得泄露雇主或生产方法
方面的机密或内部信息。在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内以及支付报酬的情况下，
雇员的创造发明属于雇主。 

【薪水与福利】意大利没有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但是意大利宪法赋
予了每个人获取公平收入的权利。集体劳动合同通常定义了工资和福利的
最低标准。2004年国家集体劳动合同规定，劳资双方应每两年协商一次工
资增长，协商时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 

【工作时间】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是8小时。每周的最多工作时间（包
括加班时间）是48个小时，但这种状况不能连续超过4个月。 

（1）加班。集体劳动合同对加班作出了规定。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
况下，加班时间每年不得超过250小时。雇主不遵守上述时间限制将会被
处以行政罚款。 

（2）假期。在意大利有11个宗教或国家的假日。宪法赋予每个人每
周休息一天的权利（通常是星期天），雇员每年享受4周的休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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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休。员工病休有权保留职位。资深员工等病休时间可超过6个
月，具体由集体劳动合同进行约定。 

（4）事假。出于结婚以及家庭责任，员工每年可请15天事假，须全
额支付工资。 

（5）产假。生产前两个月以及产后3个月可休产假，须支付80%的工
资。如婴儿母亲死亡或病重，婴儿父亲可休同样期限的假期。 

【解雇】2012年6月28日第92号法律关于解雇程序的新规主要适用于
15人以上的企业。 

在意大利的法律下，雇员可以在如下情况被解雇：（1）充分理由，
是指员工严重违背他/她的职责或有其他导致工作关系的连续性不能维持
的行为；（2）正当理由，包括主观原因，雇员不遵守职责但不足以构成
“充分理由”，如不执行管理者发布的重要指令、对机器和设备造成实质
性损坏、业绩差；也包括客观原因，雇主希望重组生产或者劳动力（例如
裁减冗员）。 

解雇通常要采用书面形式并且详细列明解雇原因，否则解雇将是无效
的。如果雇员认为解雇是不公平的，可在60天内向法院提出申诉。如解雇
是出于“客观原因”或“经济原因”，复职将不再是自动的。只有当该解
雇不包含似是而非的理由时，该程序方才适用，其他情况下雇主需要支付
工资补偿。补偿不超过最近12个月的工资总和。雇主需要将解雇计划及原
因向省级劳动部门作出报告，该报告是强制性的且需要在解雇前进行。之
后，劳动部门将对劳资双方居中调解，如调解不成功，将按照书面解雇通
知解雇劳动者。如调解有积极结果且雇佣合同终止，新的就业社保体系
（ASPI）开始运作，就业机构将为劳动者重新寻找工作。如基于政治、宗
教或工会活动等理由进行歧视性解雇，解雇无效且劳动者有权重返工作岗
位。 

如属于开除、充分理由或正当性主观理由解雇，重返工作岗位职能依
据集体劳动合同，法庭或仅依据合同条款作出裁决。在上述情况下以及出
于经济原因的解雇行为，资方必须向省级劳动部门报告解雇决定。 

无论资方以何种原因以及劳动者处于何种身份（如管理者、白领工人
或蓝领工人），雇员被解雇后有权获得如下强制性赔偿金：（1）解雇费，
金额为雇员每年的总工资除以13.5。解雇费需要纳税，但是不必承担社会
保障支出。（2）其他费用，在可适用的情况下，雇员有权利对于没有使
用的假日和准许休息的日期获取补偿，有权利获得第13个月和/或第14个
月的工资。（3）解雇通知期。以“充分理由”以外的原因解雇雇员，需
要给雇员一个通知期。在通知期内雇主可以免除雇员的工作，同时支付一
笔赔偿金，数额相当于雇员在通知期内应得的工资。获取这种赔偿金有义
务缴纳社会保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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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裁员】一个雇用超过15个人的雇主，如果在120天之内裁员涉
及5人以上，那么公司必须提前按照“集体解雇程序”同工会进行协商。
被某些公司（工业企业，雇用超过15名员工）裁减的雇员，若在该公司拥
有至少12个月的工作资历，则可获得意大利社会保障局（INPS）发放的
一定时期的失业补助。对于被集体解雇的每一个雇员，雇主应当向意大利
社会保障局支付一项资金，金额为30个月的INPS社保费用。对于任何悬
而未决的解雇行为，雇主必须提前支付该项资金。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站：www.inps.it 

【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意大利社保和救助体系保证向本国、外国在
意劳动者提供充分的保障，应对事故、疾病、残疾、老龄以及失业等。意
大利负责社会保障和救助的机构是意大利社会保障局（INPS）和劳动者补
偿局（INAIL），为劳动者提供退休、福利以及因事故、疾病和因退休、
残疾等导致的劳动合同终止方面的福利。雇主和雇员（按照总收入核算）
共同担负社会保障支出，雇主承担2/3，雇员承担1/3。对于雇工和自雇工，
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缴费率以及支付条件。劳动者补偿局负责劳动事故
以及生病等方面的强制保险。 

（1）工资补偿基金。意大利劳工法有以下的特殊规定： 

①在临时停工期间，或者发生了不归咎于雇主或雇员、或由总体经济
环境造成的公司活动临时减少的情况，要保证工人的工资；②一旦生产恢
复，要确保恢复雇佣关系。产业工人可以享受工资补偿基金。雇主要在雇
员不工作的情况下支付总工资的80%，这笔支出随后将由意大利社会保障
局偿还。额外工资补偿基金有助于保证改组、改造和转换机制后恢复生产
的企业恢复先前的雇佣关系。只有雇用超过15人（含15人）的公司可以享
受额外工资补偿基金。这项基金在工人不工作期间补偿其总工资的80%，
可连续支付12个月。 

（2）退休规定。意大利的强制性国家养老金体系由雇主为雇员在其
工作生涯中支付的社会资助金提供，这笔资助金是在精确测算的基础上缴
纳的。退休年龄介于60到65岁之间。 

根据2011年第12号法律，从2012年1月开始，退休年龄调整如下：到
2018年，私营部门中的女性雇员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6岁，女性自雇
员工从63岁提高到66岁。公、私部门中的男性雇员、公共部门中的女性雇
员以及男性自雇雇员，退休年龄统一为66岁。同时，该法律还规定对继续
工作到70岁的劳动者给予额外补助。 

（3）完整的养老金基金。意大利的额外养老金准备无论对于工人还
是公司都是自愿的。法律保证个人可以自由地加入额外养老金体系，同时
公司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建立它们自己的养老基金。几乎所有的基金以预
先制定的贡献率为基础。关于支出额，受益人通常最多可以一次提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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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部分则作为年金提取。 

（4）雇用残障人员的义务。拥有15名及以上雇员的单位必须雇用“受
保护类别”的人员，诸如寡妇、孤儿、难民和伤残人士。 

2014年5月，意大利众议院正式通过伦齐政府关于劳动法改革的议案。
新劳动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将雇主可以无理由终止合同的时间由12个月延
长至36个月，合同工的合同3年内最多可以续签5次，以及公司可直接延期
合同工合同等。新的劳动法使公司和企业在雇工方面更具灵活性，同时也
保障了员工尤其是合同工的权益，将有利于刺激就业，降低失业率。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90天内短期商务访问需要签证。欧盟成员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
巴西以及日本等国免签证。 

非欧盟国家外国人在意大利工作，首先要取得工作许可，由雇主通过
各地移民事务办公室申请，后者根据每年的外国劳工数量配额情况签发。
该许可审批签发后，外国人须凭此到意大利驻外国领事机构办理申请工作
签证相关手续。随后，移民事务办公室将通知雇主和拟雇用外国人签署就
业合同并在30天内签发工作签证。该许可从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外
国劳工须在此期间进入意大利境内。抵达意大利8天内，外国劳工须赴签
发该特定许可的移民事务办公室签订劳动合同并申请在该国的居留许可。
获得居留许可后，需要持该许可及有效护照赴所居住的当地警官处
（Anagrafe）进行登记。 

意大利286/98号移民法对以下特定类别的外国人进入意大利的申请
程序、工作许可签发条件、入境签证以及居留许可作出特殊规定，不受年
度外国劳工数量配额限制：总部或分支机构位于意境内的企业，其管理层
和高度专业性的工作人员；以意大利语为母语的大学教师交换项目、与意
大利学术机构或参与其他境内活动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总部设在意境
外的企业，临时借调至意大利境内的雇员。 

所有意大利及外国居民均须持有税号（Codice Fiscale），用于与政
府及公共机构打交道时的身份识别。该税号可在移民事务办公室、特定警
察部门或当地税收办公室办理。 

外国人在意大利工作需缴税和缴纳各项社保费用，但离职返回时不予
退还。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人身财产安全风险】意大利尤其是米兰、罗马等大城市存在一定排
外情绪，加上最近几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非洲和东南欧移民的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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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在意中资企业曾多次遭遇入室偷窃事件，
需要高度关注。 

【工作身份（签证居留）发放延续风险】鉴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外国
人偷渡滞留不归的问题，意大利政府在外国人居留发放上严格把关，很多
情况下影响到了外国人在当地的合法工作。 

意大利在各省设有劳动部门，负责劳务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另外，意
大利宪兵部队设有“劳工保护宪兵”部门，对劳动者权利进行执法保护。 

3.7 外国企业在意大利是否可以获得土地？ 

   外国企业在意大利享有与意大利企业同等待遇，在不违背意大利国
内土地开发及使用的法律法规前提下，外国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土地
私有。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在意大利，土地被视为不动产的一种，适用不动产有关法律法规。根
据法律规定，自然人及法人均可获得土地所有权。土地购买协议须以书面
形式，由一名意大利公证员参与，由公证员对土地的登记情况，包括税收
信息、抵押情况、市政当局规划用途证书等进行充分地核实，从而保障购
买者的权利。如需对土地规划用途进行变更，需要提前获得市政当局授权；
如在土地上新建建筑物、改变已有建筑物用途以及变更建筑物结构，均需
获得市政当局的许可；如存在环境污染相关问题，土地所有人须承担污染
治理费用并执行环境保护措施，违反者将受到处罚；如土地上有文物古迹，
所有人需向意大利文化和遗产部进行报告，后者将在报告后60天内做出是
否优先购买的决定。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资企业在意大利获得土地所有权方面享有与意大利本国个人和企
业同等的私有财产保护权。外资企业可通过购买方式获得土地永久所有权，
通过租赁方式获得合同规定年限的使用权。 

3.7.3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目前意大利法律对外资投资农业领域无限制性规定。根据意大利投资
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符合对等原则（即投资来源国亦给予意大利投资
者相同的待遇）的基础上，可获得意大利农业耕地的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
相关权利无法定期限，亦不存在法定附加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农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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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转移涉及多项关联性法律问题，例如邻接农地所有权人优先购买问
题、禁止外国投资者购买边境土地问题等，建议投资者就具体项目咨询专
业律师意见。 

3.7.4 外资参与当地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目前意大利法律对外资投资林业领域无限制性规定。根据意大利投资
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符合对等原则（即投资来源国亦给予意大利投资
者相同的待遇）的基础上，可获得意大利林地的所有权或承包经营权，相
关权利无法定期限，亦不存在法定附加条件。与农业用地所有权转移类似，
林地所有权转移也涉及多项关联性法律问题，建议投资者就具体项目咨询
专业律师意见。 

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在意大利注册的外国公司参与证券交易与本土
公司享受同等待遇。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3.9.1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 

【整体性规定】根据意大利“金融中介规定”，从事投资服务的金融
机构，需向意大利证监会（CONSOB）提交申请，申请里需列明公司名字、
注册地址、管理层成员、电话号码和拟从事的投资活动，并附带公司章程、
公司注册证明、财务报表、股东成员清单、加入一项保障机制的证明和其
他相关文件。意大利证监会在收到文件的10天之内，审核所有文件的完整
性，如有缺失，申请人有义务在90天补充完整。之后，在听取意大利央行
意见的基础上，于120天之内作出审批决议。在此过程中，监管机构审查
的项目之一是检查公司管理层是否具备诚信、专业和独立性的要求。但银
行拟从事投资服务时，则需向意大利央行（Banca d'Italia）提交申请，意
大利央行在听取意大利证监会的意见后，作出审批决议。 

股比方面，如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大于10%，则被认为是重
要性参股，须经意大利央行审批；但当涉及上市的金融机构时，重要性参
股的标准降为2%，一旦超过这一标准，须监管机构审批。 

目前意大利法律在金融业的管理层人员国籍方面没有区别性规定，也
没有资本汇入汇出的限制。 

【外资进入银行业的规定】根据1993年9月1日第385号法令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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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1999年4月21日第229号有关监管条例，对外资银行进入意大利市场
的准入条件做了明确规定。意大利首先将外资银行分为欧盟成员国银行和
非欧盟成员国银行，并在市场准入和营运监管方面区别对待，对前者实行
较为宽松的政策，一般由相关银行总部所在国的中央银行延伸监管，意大
利央行不做特别规定。对于后者欲在意大利设立机构的，意大利制订了以
下一些特殊规定；非欧盟成员国银行在意大利开办首家分行须经意大利财
政部批准，并征得意大利外交部和央行的同意。意大利主管部门在批准授
权时将考虑双边市场准入的对等条件： 

（1）资金投入不得低于意大利央行规定的标准（650万欧元）。 

（2）代表处的设立：非欧盟国家银行在意大利设立代表处须报意大
利央行审批，如在收到设立代表处申请后60天内不提出异议，代表处即可
开业。 

（3）首家分行的设立：非欧盟国家银行在意大利设立第一家分行，
应报请意大利央银审批并征求意大利外交部和经济财政部意见。在对申请
进行审查时，意大利强调双方国家市场准入和可经营业务范围的对等性。
详情可参见意大利385/1993号法令第14章。 

已在意大利开展经营活动的非欧盟国家银行申请设立新分行的，应报
请意大利央行审批。详情可参见意大利385/1993号法令第15章。 

未在意大利设立任何分行的非欧盟国家银行拟开展活动的，应报请意
大利央行审批，其中涉及金融中介服务的，还需征求意大利证监会意见。
详情可参见意大利385/1993号法令第16章。 

（4）经营网点的延伸：第一家分行获准开业后，业务网点的延伸相
对容易，无论是在同一城市或在另一城市设立新网点，只要报意大利央行
备案即可。 

（5）营运监管和税务政策：一旦获准开业，非欧盟国家的银行在意
大利的分行在营运监管和税务政策上享有意大利商业银行的同等待遇，只
是在中长期信贷的发放比例上需遵守另外的规定。对非欧盟国家银行分行
的监管指标是按照分行自有营运资金计算，而本地银行和欧盟国家银行按
照其母行的监管资本计算（对于18个月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对本地银行的
限制是要求低于客户存款的30%，而对非欧盟银行分行的要求是低于客户
贷款和同业资产的30%）。 

（6）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的非银行公司不得购买超过15%的意大利
银行股份。 

如果外资要并购意大利现有银行，则将受欧洲央行（ECB）和意大利
央行的双重管辖，具体法规可参见385/1993号法令第19章。 

【外资进入保险业的规定】根据意大利法律规定，外商投资进入意大
利保险领域的相关限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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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意大利设立人身和财产保险机构或公司必须得到意大利政府
主管部门的许可； 

（2）意大利政府的批准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保险类公司
在国外所受的对等待遇； 

（3）欲在意大利开设保险公司的外资企业必须具有从事保险业经营
10年以上经验； 

（4）必须在意大利当地指定总代理人。 

如果外资要并购意大利现有保险公司，则将受意大利保险业监督管理
机构IVASS管辖，具体法规可参见209/2005号法令第68章。 

3.9.2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 

意大利金融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有意大利证监会和意大利央行。意大
利证监会的职能是检查金融操作人员行为的透明度和正确性，以维护金融
市场的信誉和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保证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得到
遵守，并对不合规行为进行处罚。意大利央行则承担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
的职责。 

意大利金融业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金融法（Testo Unico 

Finanziario），意大利央行288/2015号“金融中介监管规定” （Disposizioni 

di Vigilanza per gli intermediary finanziari），意大利证监会和意大利央行
于2007年10月29日共同出台的关于“从事投资或资产管理服务的金融中
介的组织架构和规程”，意大利证监会出台的第16190/2007号“金融中介
规定”（Regolamento Intermediari）。在银行业领域，设有银行法（Testo 

Unico Bancario），意大利央行第285/2013号“银行监管规定”（Disposizioni 

di Vigilanza per le banche）和229/1999号“银行监管指引”（Istruzioni di 

Vigilanza per le banche）。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意大利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保护部，
该部的主要职责是拟订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规划、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制
定部门规章，组织制定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基准和技术规范，监督法规和
规章的执行。该部负责意大利国土、海洋、河流、湿地、山林等环境资源
的保护工作。 

网址：www.minambiente.it 

地址：VialeCristoforo Colombo,44-00147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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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9-65722 

电邮：segr.ufficiostampa@minambiente.it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意大利是欧盟成员国，在立法方面与欧盟立法保持一致，在欧盟法规
的框架下，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法规，在环保方面也是如此。
意大利基础环保法律法规包括《统一环境法》、《自然环境保护法》、《废
物处理及污染防治法》等。 

网址：www.minambiente.it/index.php?id_sezione=26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意大利对排污设施、设备的建设管理，以及对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方
面均遵循欧盟标准，严禁以破坏环境资源换取商业利益。违规处罚包括对
环境损害进行赔偿、要求恢复环境原貌甚至停止项目运作。意大利环保法
律法规遵循欧盟有关法律和指令，特别是欧盟对其进口、生产和使用化学
物质进行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第1907/2006号法规（简称REACH

法规）。 

【水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在水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方面，2000年10

月欧盟通过关于建立共同体在水政策方面行动框架的第2000/60/EC号指
令，2006年4月3日意大利通过第152号立法法令，将该指令转化为国内法。
根据该立法，意大利将全国划分为8个河流流域区，每个流域区均制定了
管理规划，并设立了流域区管理机构进行监管执法。同时，2008年12月
30日第208号法令和2009年2月27日第13号法律针对水资源和环境保护制
定了特别措施，确立了流域区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共同实施管理规划。另
外，在转化欧盟第2000/60/EC号指令之前，意大利第183/89号法律即已确
立了流域范围规划的概念以及水资源节约，第152/1999号立法法律明确了
实现环保和水资源节约目标的具体规划措施。关于地表水技术标准，根据
欧盟关于地表水污染和水质恶化的第2006/118/EC指令规定，硝酸盐不高
于50毫克/升，杀虫剂中的活性物质总量不超过0.5微克/升，单项活性物质
含量不超过0.1微克/升。另外，对于重金属、硫酸盐、氯化物等污染物质，
欧盟正根据成员国建议制定污染物控制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意大利于1966年制定了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
但由于该法对罚金规定得较少，未能得到很好执行。意大利控制污染物质
监控对象包括：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非甲烷类碳氢化
合物、颗粒物、金属、PM10、PM2.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多环芳烃
类物质等。目前，意大利大气保护主要通过“空气质量管理国家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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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施。在此文件指导下，各大区依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大区的规划文件。 

【森林和动植物保护】为保护森林和动植物，意大利设立了自然保护
区、国家公园和湿地公园。目前，上述保护区总面积约为130万公顷。另
外，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森林等的保护，对大型树木进行砍伐前需要报
市政当局审批。 

此外，意大利于2003年将环境法与财政法案联系在一起，可以使环境
保护在预算上先行列支，使环境保护的投入更加明确。意大利对环境保护
的投入大约占GDP的1%。意大利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上的主导原则是，
以鼓励环保者为主旨，以预防为主，不以惩罚污染者为目的。因此，在税
收法律方面有鼓励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的措施。 

尽管出台了环保法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强，中央法规没有
得到彻底执行，加之执法机关也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意大利环境违法现
象时有发生。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在环境评估方面，根据欧盟和意大利相关规定，任何自然或人工工程
如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进行环境评估。意大利第443/2001号法
律即已明确，政府有责任监管公共或私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生产设施建
设项目。为此，2006年意大利专门制定了第163/2006号法律，规定中央
政府会同地方政府对上述项目的设计、批准和实施进行监管，特别是制定
了环境评估的程序，包括环评时间和程序要求。同时，为实施欧盟关于“就
部分工程和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的第2001/42/EC指令，2006年
意大利出台了第152/06号环境法规，后于2008年4月3日修订第152/06号
立法法令，规定对涉及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如土壤保护、废弃物处理、
空气污染、环境损害）等进行监管，对战略性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以
及整体环境授权批准等程序作出了规定，专门设立环境评估技术委员会
（CTVIA，由环境部任命的50名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意大利环保部设环境评估司，司内设环境评估技术委员会，该司与地
方环境机构配合，对于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并对项目环境生产进行监督。
一般手续是向地方政府提出项目申请，重大环保类项目提交环保部评估司
进行评估。网址： 

www.minambiente.it/pagina/direzione-generale-le-valutazioni-ambi

entali 

意大利环评具体程序包括意大利环境部环评公告、材料核查、环评技
术委员会（CTVIA）技术调查、CTVIA审查、对环评涉及的其他因素征求
法律意见、做出决定等。根据2006年第152号环评程序法规定，一般环评
程序持续时间为150天，根据涉及因素的复杂性以及参与方要求，环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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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最长可达330天。 

3.11 意大利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近年来，意大利反腐败法的执行更加密集，处罚更为严厉。2012年11

月6日意大利颁布了第190号法律（自11月28日起实施），及《反腐败法》。
该法律是在意大利现行法律制度中为预防和惩治公共行政部门腐败和违
法行为建立起的一套特别规范体系。 

【反对商业贿赂和官员腐败行为法规要点】意大利反商业贿赂主要根
据2011年第231号法规（231/2011），其中规定： 

（1）关于诱惑或给予好处的行为。如果被贿赂人利用通过自身资源
和权力对社会、公共服务或者第三方构成犯罪，可判处3-8年有期徒刑。
对于实施贿赂的人，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2）关于私人腐败，如果公司管理层的总经理、会计师、核算师或
清盘人，向第三方承诺金钱或其他利益，或者自身受益，违反自身义务，
对公司造成损失，根据情节轻重，可判处1至3年监禁。 

（3）对第一项款中腐败犯罪人有领导或监督义务的人，涉及监管不
力，判处6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 

（4）如果上述腐败行为过程涉及上市公司，无论在意大利境内或欧
盟国家，判罚翻倍。 

详见网址：www.camera.it/parlam/leggi/deleghe/01231dl.htm 

另外，2004年意大利通过第215/04号法律，授权意大利竞争和市场管
理局对政府人员商业利益冲突进行调查和处理，以保护正常商业行为不受
政府人员干扰。 

在反腐败方面，意大利政府发布的关于反腐败的通知将腐败行为定义
为“权利主体为获得个人利益而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一切擅权行为”。
这一定义突破了《刑法典》规定的“全部侵犯公共管理的犯罪”的范围，
将“任何为私人目的滥用职权而对行政管理运作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也
涵盖在内。在惩处措施方面，《反腐败法》采用“综合治理”模式，兼用
刑事和非刑事手段实施处罚，包括针对个人或企业的经济制裁，针对个人
的有期徒刑或其他处罚（包括取消资格、没收非法所得的金钱或损害索赔
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处罚对公司的声誉和筹集资金的能力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外企参与意大利政党、政治限制】有关外企参与意大利政党或政治
的行为可能涉及多种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管理，建议投资者就具体项目咨
询专业律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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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意大利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作为欧盟成员国，意大利是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之一，
有义务向该协定缔约方开放一定金额门槛（624.2万欧元）以上的公共工
程建设项目。目前，中国尚不是《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对于该门槛以
下的公共工程项目，意大利无义务对外国企业开放。 

针对向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缔约方开放的公共工程采购，2004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颁布了欧盟层面政府采购法律《关于协调公共工
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程序的指令》以及《关于协调供水、能源、交通和邮
政服务程序的指令》。为确保欧盟有关指令在本国实施，2006年4月12日，
意大利颁布第163号立法法令《公共合同法》（Il Codice dei Contratti 

Pubblici relativi a lavori, servizi e forniture in attuazione delle direttive 

2004/17/CE e 2004/18/CE）。 

意大利《公共合同法》第121-125条适用于不承担开放义务的公共工
程采购，主要管辖法律为2001年8月20日颁布的第384号法律。 

欧盟《关于协调公共工程、货物和服务采购程序的指令》（2004/18/EC）
并未禁止自然人承揽公共工程项目，但对投标人的专业资质、从业经验、
技术团队、资金实力等有较严格的规定。 

3.12.2 禁止领域 

意大利禁止外国公司承揽军工、国防等行业的工程项目。此外，意大
利对能源、电力等行业有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外国企业进入这些行业面
临一定限制。 

3.12.3 招标方式 

意大利对公共工程承包实行严格的招标制度，不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
需要作出特别说明。招标方式包括： 

【公开招标采购】对以价格为主要因素的一般性采购合同，通常采取
公开招标方式，政府采购主体应在所在国或欧盟的官方公报上刊登招标通
告，邀请所有对合同感兴趣的供应商参与投标。 

【两阶段招标采购】指对某工程或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分别进行招标。
两个阶段可以由同一个公司中标，也可以由不同的公司分别中标。 

【谈判采购】指事先不通过公告程序，直接邀请供应商通过谈判方式
进行采购。此种采购方式应符合一定条件：一是公开招标无合格标，或无
人应标（或因技术、艺术和专利保护原因，只有1-2家供应商，且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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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产品可供选择）；二是选中一家供应商后，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另外再
增加一家供应商，采购主体可以和已中标供应商共同与其他企业谈判，增
选其他企业；三是在两阶段招标采购中，确定设计阶段中标企业后，为了
节省时间，采购主体可以和该企业谈判，看其是否拥有符合实施阶段的标
的条件；四是招标后，事先可能没有预计到有些配套设施和服务，此时，
只要中标补充不超过原招标价值的50%，可以采取单个谈判方式。 

【快速招标采购】紧急情况下（如战争、自然灾害等），在以上采购
形式之外，采取不规范的招标采购，以达到快速采购的目的。 

投标方式包括电子投标和书面纸质文件投标。 

3.13 意大利对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的保护政策有哪些？ 

3.13.1 中国与意大利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1985年1月，中意两国政府签订《中意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3.13.2 中国与意大利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1986年10月，中意两国政府签订《中意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 

3.13.3 中国与意大利签署的其他协定 

1978年10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文化合作协定》、《中意科技合作
协定》； 

1984年3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空间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1991年5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经济合作协定》； 

1991年7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关于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
进行合作的协定》； 

2004年6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两国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2012年，中意政府签订《加强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协议》； 

2014年，中意政府签订《中意关于加强经贸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 

2014年，中意政府签订《关于在五个优先领域加强经贸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 

2014年，中意政府签订《关于共同支持建立中意生态园的谅解备忘录》； 

2014年，中意政府签订《中意关于建立文化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2014年，中意政府签订《中意环境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2017年，中意政府签订《中国和意大利关于加强经贸、文化和科技合
作的行动计划（2017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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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2009年12月1日，欧盟《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外资政策统归欧盟负
责。欧盟第1219/2012号法规也对成员国与非欧盟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协
定的效力做出过渡安排，即在欧盟与相关国家谈判缔结双边投资协定之前，
成员国单独缔结的投资协定继续有效。目前，中国与欧盟正就双边投资协
定进行商谈，一旦达成协议，将对中国企业赴意投资提供更多便利和保护。 

3.14 意大利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3.14.1 当地关于文化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 

目前意大利没有针对文化产业的整体法律或法规。 

3.14.2 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规定和限制 

【广播及视听媒体服务领域】《意大利广播与视听媒体综合法令》
（2005年7月31日，编号177）对该领域投资行为设定了限制性条件，其
中意大利通信保障管理局（AGCOM）作为主管部门，负责相关市场的监
管活动，并依据2002/21/CE号指令所设定的条件，对从业人员资质进行审
核。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投资者在审核中享受国民待遇。 

为避免垄断行为限制竞争，意大利法律对广播及视听媒体服务领域经
营活动做出了如下限制性规定：（1）电子通讯领域企业（包括其控股企
业和附属企业）营业额超过该行业总营业额40％的，其在通信融合系统领
域营业额不得超过该行业总营业额的10％。（2）银行等信贷机构（包括
公共管理和其他公立机构）不得从事“网络运营”、“广播（含数字广播）”
或“依请求的媒体服务”经营活动。（3）电视企业（包括其控股及附属
企业）营业收入超过通信融合系统产业总值8％的，不得在2017年12月31

日前，设立或并购日报类企业（专职从事在线报纸编辑工作的企业除外）。
（4）应当依法注册的通讯运营商（包括其通过非直接方式控制的企业和
关联企业）的营业额不得超过通信融合系统产业总营业收入的20%。 

【教育领域】2005年7月4日，中意两国签署了《关于互相承认高等教
育学位的协议》（意大利54/2016号法律正式批准）。根据协议，两国相
互承认对方的高等教育机构。 

目前意大利高等教育机构包括：（1）国立大学；（2）经政府认可的
非国立大学；（3）其他（包括高等研究机构，远程大学）。需要说明的
是，经政府认可的非国立大学的设立必须经意大利教育部批准。根据意大
利1933年8月31日的皇家法令第1592号及其修正案的规定，意大利教育部
对上述教育机构的章程进行审核，以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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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 文化领域合作机制 

1978年10月，中意两国签订《中意文化合作协定》。目前中意两国尚
未设立任何有政府背景的学会或其他组织。意大利机构中参与文化领域交
流较多的包括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TA）和意中基金会（Fondazione 

Italia Cina）。此外，中国旅意艺术家也自发成立了意大利华人艺术家协
会（ASSOCIAZIONE DEGLI ARTISTI CINESI IN ITALIA）。 

2014年6月，两国文化部签署《关于建立文化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并于2017年2月举办中意文化合作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2015年4月，签
署《2015—2019年文化合作执行计划》。2016年7月双方签署《中意文化
合作机制章程》。双方已在意合作建立12所孔子学院，38所孔子课堂。截
至2018年3月，中意两国已建立90对友好省市和地区关系。 

3.15 意大利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3.15.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意大利遵守所有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同时作为欧盟成员国，意
大利不断修订其国内法律，以符合欧盟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在意大利投
资的外国公司享有与意大利公司相同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大利知识产
权的法规主要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和外观设计保
护的相关法规。 

近年来，意大利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全国12个城市建立了知
识产权法庭，成立了“防范与打击伪造商品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处理
有关反盗版和假冒商品工作，鼓励企业采用统一“意大利制造”的标识等。
其主管部门为经济发展部下属的意大利专利与商标管理局。 

【专利法】意大利规定，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是新产品还
是新方法，均可获得专利。但对于人类或动物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植物品
种或繁殖动物或植物的主要生物方法，可不授予专利权。意大利专利在《巴
黎公约》任何成员国的申请都可以享受《巴黎公约》中规定的基本原则。 

【商标法】意大利商标法授予注册商标持有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商标
持有人有权使用新的、合法的、有显著特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图形标志，
包括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海关查封假冒商标货物的权
力。根据意大利法律，三维标识、音像、颜色组合及原色调均可注册为商
标。意大利法律不强制使用标识以表明商标已经申请或注册。商标一旦在
意大利专利商标局（PTO）申请就享有保护。根据《巴黎公约》关于不公
平竞争的条款，对没有登记注册的商标也实行保护。 

商标的有效期为自申请之日起10年，以后，每次续展10年，次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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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分类以《尼斯协定》为依据。商标所有人可
就商标所代表的全部或部分商品和/或服务进行转让或授予许可。 

【版权法】意大利的《版权法》是基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
约》基本原则制定的。作者的原始作品从创作之日起就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不需提出申请或履行其他程序就可享有知识产权保护。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包括文学作品、动画、音乐作品、录音、软件、资料库、建筑作品及平面
艺术。 

版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70年，复制品适用于不同的保
护期限。 

【外观设计保护】外观设计保护须具备：（1）新颖性，即在注册申
请前该设计不为公众所知；（2）独创性，即在注册申请前，该设计给专
业使用人的全部印象必须显著区别于公开使用的其他设计。在注册登记后，
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一个或多个5年，从申请之日算起，续展期总共不超
过25年。外观设计注册后，其所有权人享有专用权（包括制造、供应、进
入市场、进口、出口），并有权制止任何第三方未经所有权人同意使用该
设计。 

【工业产权法】2005年2月10日，意大利政府颁布了30/2005号法令
（即《工业产权法》），《工业产权法》提出了关于工业产权的新定义，
明确指出工业产权还包括原产地名称、地理标识，以及公司机密信息。公
司机密信息是指那些内容不被人所知（无法从外形结构获知其内容）或同
一领域专家不能轻易获得的秘密信息，其经济价值是基于其秘密性，并且
有充足的控制程序以保证其秘密性。产品投入市场前有关的测试信息也属
于公司机密信息。 

依照《工业产权法》规定，只要发明与雇佣合同确定的工作有关，并
且已经支付给雇员特定的补偿，雇员创造的发明属于雇主。如果针对发明
的特定补偿没有在雇用合同中予以明确，同时发明是在履行雇佣关系时创
造的，若发明获得专利，则该发明属于雇主，但必须付给雇员相当的补偿。
如果上述条件不能满足，而发明与雇主经营的领域有关，则发明属于雇员，
但雇主有权选择独家使用、或非独家使用、或购买发明。如果雇主与雇员
未能就补偿金额或发明报酬达成一致，可以由一个仲裁小组进行评估。 

对侵犯工业产权的刑事处罚更加严格。另外，为了确定因伪造而产生
的损失，法院将有权把伪造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他违法使用工业产权许可
而应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考虑在内。 

3.15.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意大利对知识产权保护较严格，对侵权行为的处罚较严厉。根据意大
利第168/2003号法律规定，意大利法院设有专门的工业产权侵权争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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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持有人如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在提供初步证据的情况下，可要
求该专门法庭采取紧急预防措施，包括：没收产品以及构成证据的生产工
具、文件及商品；抑制侵权行为，侵权人如继续侵权、不执行法官命令或
拖延执行，则进行罚款；在无法获得充分赔偿的情况下，可没收侵权人的
货物和财产。 

最终处罚措施包括：禁止生产或销售产品、消除或销毁构成侵权的所
有内容（产品、货物、工具、标志）、罚款、公布侵权行为、赔偿损失（经
济损失或商誉损失）。 

3.16 在意大利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解决在意大利投资合作纠纷主要途径包括诉讼、调解和仲裁。 

【诉讼】意大利民商法和企业破产法较完备，可保证实施财产及合约
有关权利。根据法律体系原则，双边投资协定被视为管辖外商投资方面的
“专门法”（lex specialis），其效力优于国内法。如发生投资合作纠纷，
双边投资协定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关于司法管辖权，欧盟第44/2001号法
规（关于民事及商事案件判决权及其执行的规范）、意大利第218/1995

号法律以及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进行了具体规范。另外，1991年意大利
与中国签订了民事司法协助协议，也建立了司法管辖权的标准，包括被告
所在国法院、订立合同所在国法院以及合同履行或将要履行所在国的法院。
投资合作方可在合同中约定司法管辖权条款。 

【调解】在意大利有许多调解中心，包括意大利国家仲裁商会、米兰
国际仲裁商会。另外，2004年意中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米兰
商会仲裁院共同成立了意中调解中心，可为中意两国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仲裁】投资合作纠纷也可诉诸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仲裁，在提出要求
的情况下，意大利法院一般接受并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 

意大利是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成员之一。意大
利签署并批准了《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也
是《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纽约公约）的签字国之
一。根据意大利的声明保留，意大利仅要求对来自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
的投资者提出的投资争议仲裁请求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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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意大利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意大利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根据意大利相关法规，在意大利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包括代表处、分
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4种。 

【代表处】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公司应在当地公司注册机构办理一定的
正式注册手续。须登记备案的信息包括：有关代表处所属公司的详细情况、
代表处法人代表的个人（或几个人）信息以及公司注册信息。 

【分公司】外国投资者也可以在意大利设立分公司开展商务活动。分
公司被看成长期组织形式，要缴纳公司所得税并保留账簿，提交增值税
（VAT）纳税申报，以及包括损益表在内的母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有限责任公司（S.R.L）】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以股权表示，股权
份额可有所不同。有限责任公司仅以自身资产为限负有限责任。最低资本
为1万欧元。 

【股份有限公司（S.P.A）】股份有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是相对于
股东分立的实体。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资产和资源，股东在股份有限
公司的参与以股票份额表现。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意大利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为意大利商会（Camera di Commercio），
意大利各大区，各省市都有商会。企业在意大利注册，一般在当地律师及
会计师协助下办理。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设立代表处】程序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需要凭签证、经当地警察局鉴定盖章后的住宿证明、4张2吋免
冠照、一张印花票（可在任何烟草店买到）到警察局（QUESTTURA）移
民办公室办理短期居留，通常需要40天左右。 

（2）凭警察局提供的回执、本人护照以及从中国携带的有效法律文
件，外派人员到当地税务局申请个人税号。凭此税号，外派人员可以用公
司名义在意大利银行开立外国账户。 

（3）在寻找办公场所开展业务的同时，外派人员需要在当地劳动局
申请长期工作的证明。收到此证明后，到警察局盖章，凭盖章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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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护照，回国到意大利驻华使馆申请长期工作签证。 

（4）设立办事处需要在当地商会（CCIAA）注册，以便开展各项业
务，然后，由获得长期签证的公司代表到税务局申请增值税号码。注册增
值税号后，业务要受到商会和税务局监控，必须按时提交财务报表并缴纳
增值税，所以，最好聘请专业的会计进行账务处理。 

【设立分公司】在意大利注册分支机构所需的文件包括：经认证的公
司设立文件及公司章程；母公司良好运营状况的证明；申请分支机构增值
税号以及申请母公司法人代表和经理人的税号；在国外官方的工商管理部
门登记注册的证明。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S.R.L.）】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营业期限限制。
出资形式可以是任何可估价资本（应收账款、劳务、提供的服务、专有技
术、财产权等）。实物资本或应收账款资本必须由出资方指定的注册审计
员或审计公司进行评估。建立公司需要股东缴清1/4出资额，并全部认购
资本金。公司组织章程和公司规章制度应以公证书的形式订立。 

建立有限责任公司需要：（1）单方面契据；（2）资本金全部缴清；
（3）特殊的信息披露要求。如果股东收购一个已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则要向公众披露股东变化的信息，并须全额缴清未支付的出资额。一旦发
生公司清算，股东应对以下情况负无限责任：出资额未完全缴清或没有满
足信息披露要求。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S.P.A）】股份有限公司可通过合同或单一股
东的单边契约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也可以是合伙公司或其他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2万欧元。股份有限公司没有营业期限
限制。设立程序的主要步骤包括：（1）以公证书形式订立包括公司组织
章程和规章制度在内的合同（或单边契约）；（2）全额认购资本金；（3）
将1/4的认购资本金存入银行，单一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存入全额认购
资本金；（4）检查是否有特殊的法律要求（例如公司业务是否需要政府
批准）；（5）由公证机构审查公司的设立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程序要求；
（6）在有关公司文件签署后20天内，由公证机构将上述文件整理归档，
提交公司注册机构备案。 

【设立合资企业】中国公司在意大利设立合资公司需准备的文件及相
关操作步骤如下：（1）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批准文件；
（2）中方公司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3）中方公司董
事会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决议（董事会讨论成立合资公司的会议记录，内
容涉及成立公司的目的、性质、业务范围等，记录由会议主席和记录员签
字）；（4）中方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书、职务证书、护照影印件；（5）
在意大利办理合资公司注册手续的中方代表的委托书、身份证书；以上5

项需经以下有关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或认证：①中国有关地方公证处的公证。



66 意大利 

 

公证内容：如“有关文件上所盖之印鉴及总经理XX签名属实，并证明所附
英文译本与中文原本内容相符”。②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认证。认证内容：
证明前面已经公证过的文书上XX市公证处的印章和公证员的签名印章属
实。③将上述公证和认证过的所有文件、证书译成意大利语，并经意大利
驻华使馆或总领馆认证，有时还要求中方公司提供近年的资产负债表。（6）
中方投资款必须从意大利境外的银行汇出，汇款银行出具汇款证明，用以
证明此项汇款并非来自意大利；（7）合资公司中意双方草拟的公司章程；
（8）聘请合资公司审计员，组成公司审计会（一般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
3人为正式成员，2人为候补成员）；（9）聘请意大利公证处的公证人草
拟合资公司注册文件，办理注册手续；（10）办理注册前，需到意大利当
地税务部门申请办理中方人员个人税号和合资公司税号。之后持注册文件
报请当地商会批准，并在当地法院商业办公室备案。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意大利市场比较开放、规范，国家类项目一般由各主管部门通过公共
渠道发布信息，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是意大利基础设施和运输部（网
址：www.mit.gov.it）。此外，各大区和市镇的工程项目也由各级政府通
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发布，一般由市政基础设施管理部门负责。 

4.2.2 招标投标 

根据意大利规定，国家投资工程项目通过招标方式进行，工程项目的
招标程序复杂，且涉及很多法律程序，一般需要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小
型项目如不通过招标方式，须向主管部门陈述理由，获准后可通过其他方
式进行。 

4.2.3 许可手续 

意大利工程承包主管机构是基础设施和运输部下的公共合同事务局，
该机构负责接受承包商承包许可申请、审核承包商资质等工作（网址：
www.serviziocontrattipubblici.it）。承包商承揽意大利工程需要到该部门
申请许可，并接受相应的资质核查，在工程进行时接受其项目监督。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4.3.1 申请专利 



67 意大利 

 

【申请专利的条件】意大利法律规定，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无
论是新产品还是新方法，均可获得专利。但对于人类或动物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植物品种或繁殖动物或植物的主要生物方法，可不授予专利权。获
得专利的发明须满足以下条件： 

（1）可供工业应用：可应用于一个或多个部门。 

（2）新颖性：在专利申请日之前，专利授予机构未发现任何相关的
信息。 

（3）创造性：该发明应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进步，该技术进步对于相
关工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 

发明者使用发明的专有权力只有向意大利专利商标局（UIBM）或向
当地商会提交申请后才能享有。从提交专利申请之日起，专利持续20年的
时间，到期后专利权不可更新。特殊模型是能够为机器、仪器、工具或物
件提供特殊效能或应用案例的发明。从提交专利申请之日起，专利权持续
10年，到期后专利权不可更新。此外，有个性的装饰模型和设计也可以申
请专利，专利权持续5年，到期后可延长5年，但从提交专利申请开始，此
类专利权的总持续时间不得超过25年。 

意大利已加入《欧洲专利公约》和《专利合作条约》。 

4.3.2 注册商标 

申请意大利商标，须向意大利经济发展部下属的意大利专利商标局
（UIBM）申请。商标应具有独特个性和新颖性。商标的有效期为自申请
之日起10年，以后，每次续展10年，次数不限。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分类以
《尼斯协定》为依据。 

申请欧盟商标，须向设在西班牙的协调办公室申请。 

申请国际商标保护，须向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办公室
申请。 

4.4 企业在意大利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纳税人取得的应税所得必须每年向税务当局进行申报。意大利居民企
业必须在相关会计年度结束后10个月以内提交纳税申报。2018年的申报截
至日期为2018年10月31日。 

4.4.2 报税渠道 

在意大利企业需主动到税务部门申报各项税款，可以通过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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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中介机构或通过邮寄方式进行申报，除了关税在海关申报以外，其余
税费向到所在地税务局申报。 

4.4.3 报税手续 

按照规定，企业需要有自己的会计师，企业纳税申报报税手续一般由
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无需企业主自身申报。会计师按月或按季向
税务局进行纳税申报，年度终了出具企业年审报告并向意税务局（agenzia 

delle entrate）进行公司上一年度纳税申报。 

4.4.4 报税资料 

在报税方面，企业无须提供其他材料，只需要每月向本企业的专属会
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经营发票，包括各种账目单据。 

4.5 赴意大利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意大利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各省级劳工办公室。 

4.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赴意大利工作必须办理工作许可。在意大利工作或者希望在意
大利工作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无论拥有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居住权，均须获
得工作许可（Autorizzazione di lavoro）。得到工作许可后，还应当向警
察总局申请入境许可（通常在20天以内可获批准）。受雇者可凭“入境许
可”和“工作许可”到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意大利工作签证，
签证发放通常需要30天。 

在入境意大利之后的8天以内，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到当地警察
局申请获得意大利居留许可（Permesso di soggiorno）。居留许可签发后，
申请人须在到达意大利20日内前往本人所在行政辖区（Comune）的常驻
人口登记处（Anagrafe）进行登记。 

4.5.3 申请程序 

意大利雇主负责办理雇员的工作许可。雇主必须向意大利省级劳工办
公室（Ufficio provinciale del lavoro）提出许可申请。申请得到批准后，
雇主还须到大区或者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获取认可。 

4.5.4 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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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工作许可所需资料】申请意大利工作许可，需要提交以下资料：
（1）意大利商会颁发给意大利雇主的注册执照复印件；（2）雇佣合同复
印件或者详细描述任务条款的信函复印件；（3）公司的纳税申报单复印
件；（4）有效护照。 

工作许可的审查时间较长，自递交申请到许可发放大约需要3个月时
间。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站：www.poliziadistato.it 

4.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有哪些？ 

4.6.1 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经商参处（室）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地址：Via della Camilluccia 613，00135 Roma  

电话：0039-0636308534 

传真：0039-0636308552 

电邮：it@mofcom.gov.cn 

网址：it.mofcom.gov.cn/index.shtml 

 

中国驻米兰总领馆经济商务室 

地址：Via Flavio Vegezio 19, 20149 Milano 

传真：0238240160 

电邮：milan@mofcom.gov.cn 

网址：milan.mofcom.gov.cn/index.shtml 

4.6.2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 

2006年7月，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成立，协会所在地在米兰市，现有
会员企业56家，秘书处设在中国贸促会米兰办事处。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主要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信息咨询等服务；同
时规范在意大利中资企业行为，代表中资企业与意大利政府、行业协会及
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联络。 

联系人：张钢（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 

地址：Largo Schuster，1，20122，Milano. 

电话：0039-02-8056371  

4.6.3 意大利驻中国使（领）馆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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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三里屯东2街2号 

电话：010-65322131/2/3/4 

传真：010-65326476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 

电话/传真：010-85327655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馆（领区涵盖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浙江省） 

地址：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19楼 

邮编：200031 

电话：021-54075588 

传真：021-64716977 

电邮：info.shanghai@esteri.it  

 

意大利驻广州总领馆（领区涵盖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和海南省）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14层03

单元 

电话：020-38396225 

传真：020-85506370 

电邮：consolato.canton@esteri.it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馆（领区涵盖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01号 

电话：023-63822511 

4.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kgjyb@126.com 

网址：www.caitec.org.cn 

4.6.5 UNDP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2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电话：010-85320733、85320776 

4.6.6 南南合作促进会海外投资项目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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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南里甲2号 

电话：010-65280465、56765617 

网址：www.china-ofdi.org 

4.6.7 意大利投资促进机构 

意大利国家吸引投资和企业发展署是该国投资促进机构，该署专门设
有中国事务处，负责吸引中国投资。该机构工作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
午9时至下午18时。 

地址：Via Calabria 46，00187 Roma 

电话：0039-642160340 

传真：0039-642160537 

网站：www.invitali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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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意大利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虽然意大利政府高度重视吸引外资，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改
善投资环境，但意大利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投资便利化水平仍有待提高。主
要体现为： 

    （1）政府官僚作风较重，行政效率较低，投资便利化服务远不如美
德等国家。在意大利的中资机构普遍反映，中方派驻意大利人员的工作签
证和居留申请手续繁复、周期长。 

（2）劳工保护较为严苛。意大利《劳动法》强调对雇员的保护，除
非员工主动提出辞职，否则企业很难辞退长期雇员。过于僵硬的劳动保护
体系一方面造成企业负担较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3）意大利不承认中国驾照，因此中资企业外派员工必须考取意大
利驾照后方可驾车。但意大利驾照考试语言为意大利语，不设英文或中文
考试。受语言限制，中方员工很难考取意大利驾照，有车不能开也是一大
困扰。 

（4）法律问题频发。意法律法规繁复，司法程序复杂，由于不熟悉
当地法律法规，中国企业很难在法律问题上掌握主动，经常在税法、劳工
法等领域遇到困扰。此外，意大利司法周期长，平均案件诉讼周期长达7

年，远高于欧盟400天的平均水平，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企业将面临高昂
的诉讼成本。 

5.2 贸易方面 

中国企业与意大利客户开展贸易合作应注意： 

（1）延付货款。由于意大利中小企业很难从意大利银行获得资金支
持，所以很多中小企业通过拖延付款的方式周转资金。荷兰一家专门从事
信贷保险的企业Atradius在对欧洲6个国家企业作调查后提供的研究报告
显示，意大利企业被抱怨付款问题最多。意大利合作方常常试图晚于付款
期限付款。一般来说，欧洲规定的付款时间为60天，而意大利企业平均会
晚14天付款，即74天左右付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反映，该公司在意
大利的出口信用保险赔付率高达230%，意部分企业外贸信用较差。 

（2）商业诈骗。近年来意大利企业利用中资企业急于出口的心理，
恶意诈骗的事件屡有发生，其主要手法有：①先是与中资企业进行小批量
贸易，付款都非常及时，取得中方的信任后，突然加大订单，货物到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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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种理由骗取中方的提货单，提取货物后就杳无音信，甚至将公司关闭，
另行开立新的公司，以逃避中方的索赔。②意方企业与中方签订销售合同
时，只付极少的订金，货物到港后，往往以质量不好为由，拒绝付款，然
后要求中方降价。中方因为考虑滞港费、来回运费等因素，只能忍痛接受
对方提出的条件。③一些比较谨慎的中资企业在进行出口贸易时，要求用
远期信用证方式付款。但是意方企业在收到货物后，采取“恶人先告状”
的方式，指责中方货物质量不好，使其不能履行与下游客户的合同，给其
信誉带来巨大损失，反而要求中方赔偿，并到当地法院控告，申请止付，
冻结意大利银行应该付给中方的货款。 

因此，与意大利客户进行贸易时，一定要注意对方公司的信誉度，注
意合同细节，如付款方式和交货方式等，防止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经商参处经常接到中国企业来信，称意大利公司在
对外贸易中拒付或逃避货款，要求使馆协助解决。但现实中，多因合同缺
失或缺乏相关索赔和仲裁条款而难以追索。 

案例：某中国企业出口50吨镁锭给意大利的Orgrame SPA公司，付款
方式是D/P at sight。客户要求把海运单据寄给意大利银行UNICREDIT 

S.P.A，地址：VIA BOSCOFANGONE 2 cis Nola torre 2 80035 Nola。 

由于中国公司用意方客户提供的Swift code：UNCRITM1N69查出来
的地址是C-O C.I.S. - Isola 6 80035 Nola，与意方客户提供的银行地址不
一致，因此该公司要求意公司让银行给中方发封邮件再次确认地址，一个
叫Carlo的意大利人用UNICREDIT S.P.A邮箱给中国公司发送了确认邮件。 

之后，待中国公司将海运单据通过国内某银行用DHL发给意方后，意
方公司迟迟不付款。1个月后，船公司MSC网上记录显示，货已被提走。
之后，中方公司了解到，Orgrame SPA通过货代公司在Genoa港口清关，
在港口产生的费用也是用Orgrame SPA公司账户直接付给货代公司。 

中方公司曾多次拨打Orgrame SPA公司电话催要货款，但一直无人接
听。 

5.3 承包工程方面 

由于意大利承包工程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目前尚无中资企业进入意大
利承包工程市场。 

5.4 劳务合作方面 

意大利是一个移民国家，有超过240万的移民人口，但因地缘和历史
原因，移民主要来自环地中海地区和东欧地区，临时外籍劳工多来自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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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利比亚和菲律宾等国。由于地域相隔较远，意本国生产率较高，语
言文化差异较大，加之渠道不畅，中国企业尚未开展与意大利的劳务合作。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
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
估，当地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等。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
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
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
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
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
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
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
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5.6 其他应注意的事项 

（1）与西欧国家相比，意大利政府办事效率较低，中资企业赴意大
利开展投资和贸易活动，要做好相关的准备，预留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 

（2）意大利存在一定的商业欺诈行为，中资企业被意大利企业以虚
假合同、恶意压价等方式欺骗的情况时有发生。中资企业一定要提高警惕。 

（3）意大利是欧元区国家，使用欧元货币。近2年，欧元对美元和人
民币的汇率波动较大，存在一定的外汇风险。 

（4）近年来，欧洲地区恐怖袭击频发，安全局势较为紧张。意大利
虽未发生过恐袭事件，但也被恐怖组织列为袭击目标，2016年意大利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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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将反恐级别调至最高等级，罗马、米兰等重要城市的核心区域都有军队
巡逻。因此，意大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恐袭的风险。 

此外，由于外来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意大利社会治安情况不断恶
化，中国旅行者、中资企业员工被盗、被抢的事件时有发生。 

（5）意大利政府任期为5年，但二战后政府更迭较为频繁，70多年来
仅有一届政府任满5年。但意大利政府更迭较为平稳，一般不会出现大规
模混乱和动荡局面。2018年5月下旬，意大利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联合
组阁成功，成为欧元区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府，政治风险上升。 

（6）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领事保护电话为： 00393939110852；驻米
兰总领馆领事保护电话为：00393272862927；驻佛罗伦萨总领馆领事保
护电话为：00393357748753。中国企业人员如遇到紧急领事保护事项可
与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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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意大利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意大利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政体决定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相辅相成
的关系。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开展投资合作需要重视发展与政府和议会的良
好关系。 

（1）中资企业要关注意大利政局的情况，了解时局，特别是在政局
变动时，了解不同党派的政策主张，防止政府更迭导致政策变化带来的经
济损失。 

（2）中资企业应关注意大利议会的热点议题，对议会可能出台或正
在制定的法规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涉及外资企业的重要议题。 

（3）中资企业可与所在地区对经济、产业和就业事务有影响力的议
员、政府官员加强交流和沟通，通过推介会、展会、联谊会、经贸论坛等
形式向对方介绍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增进了解；同时，也可向对方反
映企业遇到的问题，寻求帮助。 

作为传统发达国家，意大利市场成熟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政府对企
业直接干预很少，在意投资运营的中资企业与政府和议会的直接互动并不
多。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意大利工会组织比较活跃，时常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集会活动，为工
人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意大利《劳动法》对工人的保护较为全面，
企业不得无故辞退已签订不定期合同的员工。为减少劳资摩擦，合理控制
工薪成本，中资企业需要学会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1）充分了解意大利的劳动法及其相关法规。中资企业要严格遵守
意大利关于工人雇佣、解聘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依法签订劳工合同，
按时发放工人工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2）深入了解意大利工会组织的结构、规章制度和运行模式。根据
意大利法律规定，50人以上的企业需成立本企业的工会组织。中资企业要
加强与当地工会的沟通和交流，认真了解企业所在地工会的基本情况。多
与企业内工会代表沟通，积极对话，了解工人动向，将可能发生的劳资纠
纷解决在萌芽阶段，避免极端事件的发生。 

（3）努力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创造团结、合作的企业文化，培养
当地员工的主人翁精神，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以保证企业正常、



77 意大利 

 

高效地运营。 

在意中资企业规模多在50人以下，很少成立本企业工会，但会和企业
所在地的工会组织有所关联。比如华为意大利公司通过资深本地人力资源
高管保持与工会适度沟通，在妥善处理与工会关系的问题上，主要方法就
是严格遵守意大利劳工法规和工会的规章制度，避免产生摩擦。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融入当地社会是已经进入意大利市场的中资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
难题，文化、历史、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是阻碍中资企业融入当
地社会的因素。中资企业要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主要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1）学习、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通过了解当地的民情、
地情，进而了解居民的喜好和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禁忌，是中资企
业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2）提高员工本地化程度，弱化中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差异。通过
聘用当地雇员，提高员工本地化程度，将企业视为本地企业，并通过员工
向当地居民传递中资企业的友好愿望和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增加当地居民
对中资企业的认同感。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3）加大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中资企业可利用中国的传统节日，举
办一些特色活动，邀请当地居民共同参加，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与当地居
民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拉近中资企业与当地居民的距离。 

案例：华为通过其欧洲第一家集聚创新力和超现代感高级体验店——

意大利米兰Citylife H-HES旗舰店，让当地消费者在感受新款智能手机的
同时，通过开设跑步、摄影、语言、音乐、绘画、少儿编程、办公软件等
各类可通过华为终端学习的课程，使消费者能够在兴趣学习中与华为产品
进行深度互动，更深入体验产品功能。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国和意大利都是礼仪之邦。中资企业在意大利要树立友好、礼貌的
形象。 

（1）尊重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理解并尊重天主教的习惯。 

（2）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注意酒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喝酒喜欢劝酒，
并经常干杯。意大利人喝酒习惯以个人随意，并常饮葡萄酒，即使碰杯，
也不会干杯。中资企业在与当地人举行商务酒会时一定不要劝酒。此外，
不要打听别人隐私；吸烟时要注意场合，在公共场所一定不要吸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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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在场要征求女士意见；工作、会谈及社交场合注意着装得体。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意大利非常重视生态及环境保护，并有严格的立法。中资企业要了解
当地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并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开展投资合作，要增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承
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1）关注资源、环境、劳工、安全生产等问题，避免引起当地居民
的反感。 

（2）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要树立企业守法、诚信的形象，严禁商
业贿赂。 

（3）遵守社会公德，除常规的本地雇佣/采购，依法纳税等基本义务
外，积极参与力所能及且简单易行的公益事业。如赞助论坛（技术，环保，
经济等），与本地企业/机构/大学联合建立或捐赠实验室，协助本地人才
培养（回中国交流培训等）。在意大利经营的中资企业中，很多都致力于
社会公益事业，并获得了当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案例：2013年，华为与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合作，在意大利启
动了“未来种子”项目， “未来种子”是一项由华为独自出资支持的全球CSR

项目，为意大利电信和信息技术工程专业的杰出大学生提供培训，4年来，
超过百名意大利顶尖大学的电信工程、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优秀
本科生通过项目受益。 

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要学会以积极的态度与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媒体
舆论。企业要积极扩大外宣，增进当地社会和媒体对企业的了解，做到信
息公开，消除媒体对企业的不信任。利用适当的场合和机会，向媒体公布
主导性消息，引导媒体对企业的宣传导向。除正常接触外，可以聘请本地
的公共关系/媒体咨询公司作为顾问，帮助设计媒体接触和活动。 

要尊重媒体，与媒体记者交朋友。意大利人非常讲究交情，也很注重
人与人的关系，企业要广交朋友，特别要与媒体记者多交流。 

案例：华为意大利公司在意运营期间，同中国教育部合作，组织意大
利大学生到中国华为参观培训，全程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合作，由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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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播，在当地反响良好。 

6.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意大利是法治国家，警察等国家强制机关有执行法律的权利，中资企
业一定要了解法律，尊重执法人员，接受必要的检查，不要无理拒绝或扰
乱执法人员执法。企业要加强对员工尤其是中方员工的普法教育，让员工
了解当地法律常识和应对措施，做到知法、守法。 

中方员工要随身携带居留许可或护照，企业要保证营业执照等文件齐
全，以备核查。如遇到检查，要积极配合，不要慌乱，即使没有携带证件
也不要逃避，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请警察与公司联系确认。如确实遇到
不公正待遇，不要与执法人员发生正面冲突，更不能攻击执法人员，要指
出对方的错误，表明自己的立场，记下不良执法人员的姓名，通过律师或
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解决。 

另外，可聘请专业的本地律师或本地律师事务所作为顾问，负责与当
地执法部门的对接。 

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意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意大利是古罗马文明的发祥地和欧洲
文艺复兴的摇篮，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古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
界优秀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不可避免地会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走进
意大利。中国企业在意投资时宜将中国文化同“入乡随俗”有机结合起来，
在投资合作、融入社区的过程中，主动介绍中意文化差异，以便意方更好
地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理念和目的。还可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合适的方
式与当地员工甚至社区共同庆祝，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
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意中资企业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良好的传统，主要是通过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借助中意文化年等平台，宣传推广中国文化。例如
华为、海尔等企业资助由使馆举办的中国新年活动，华为资助中意文化活
动，中国残疾人歌舞团“我的梦”表演等，将自身品牌宣传和中国文化推
广较好地结合。 

6.10 其他 

    在意中资企业还应该注意与当地同行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和谐相处、
有序竞争，进一步熟悉当地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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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意大利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意大利是法治国家，企业遇到问题，如商业纠纷、劳工问题等，可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意大利与经济活动有关的案件由民事法院负责。由于语言和法律体系
的巨大差异，中资企业到意大利后应聘请当地的律师负责法律事务，如有
必要可聘请专门的商法顾问和税法顾问。目前，意大利很多律师事务所都
与中资企业有广泛的合作，很多律师事务所还在中国开办了办事处等分支
机构。这些律师事务所对中国企业有一定的认知，并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他们可以为中资企业赴意大利投资合作提供较大帮助。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意大利政府越来越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中资企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要充分相信意大利当地政府，积极寻求他们的帮助。意大利负责吸引外
资的部门是国家吸引投资和企业发展局，该机构总部设在罗马，在各大区
都有分支机构，企业遇到问题可向他们寻求帮助。此外，意大利各大区还
有自己的投资促进机构，如皮埃蒙特大区招商引资局等。这些机构更熟悉
当地情况，能为企业提供很大帮助。企业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争取他们
的 帮 助 。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 请 参 阅 意 大 利 投 资 促 进 署 网 站 : 

www.investinitaly.com 

7.3 取得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保护 

中资企业在意大利遇到困难可与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和经商参处
（室）联系。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为企业提供帮助。中国驻意大利使（领）
馆领事部的职责是领事保护，如企业中方人员丢失护照，可向领事部寻求
帮助，补办相关证件。如遇到人身攻击或伤害，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告，
并索要一份警察报告复印件。此外，还应当与律师或医生（如需就医）联
系，也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反映情况并寻求帮助。中国驻意大利大
使馆领事部电话：00390696524265（工作日9时至13时，15：30至18：30），
领事保护应急手机：00393939110852（24小时）。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网址：it.chineseembassy.org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网址：milano.china-consul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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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网址：firenze.china-consulate.org  

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经商参处（室）负责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
的事务。中资企业在意大利设立企业前，需要征求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
商参处（室）的意见；投资注册后，企业要按照规定及时到使领馆经商参
处（室）报到备案，并与经商参处（室）保持联络。如企业遇到了商业、
贸易或投资等方面的困难，可向经商参处（室）寻求帮助。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商参处网址：it.mofcom.gov.cn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经商室网址：ml.mofcom.gov.cn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赴意大利投资设立企业后，要根据企业所在环境和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紧急情况应急机制，成立由企业负责人牵头的安全小
组，并制定应急预案。中资企业要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设专人负责生产安全和企业安保工作，购置必要的安防设备，以应对
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 

如遇突发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企业应立刻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与当地警方或消防等相关部门联系，争取将灾害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及时与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取得联系，报告有关情况，寻求帮助。 

意大利当地紧急电话：急救—118，火警—115，匪警—112（宪兵）、
113（警察）。  

7.5 其他应对措施 

在意中资企业也可与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详见附录2）等保持联系，
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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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意大利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外交部，网址：www.esteri.it 

（2）内政部，网址：www.interno.it 

（3）司法部，网址：www.giustizia.it 

（4）国防部，网址：www.difesa.it 

（5）经济财政部，网址：www.mef.gov.it 

（6）经济发展部，网址：www.sviluppoeconomico.gov.it 

（7）农林与食品部，网址：www.politicheagricole.gov.it 

（8）环境、领土与海洋保护部，网址：www.minambiente.it 

（9）基础设施和运输部，网址：www.infrastrutture.gov.it 

（10）劳动与社会政策部，网址：www.ministerosalute.it 

（11）教育、大学和科研部，网址：www.miur.it 

（12）文化和遗产部，网址：www.beniculturali.it 

（13）联邦体制改革部，网址：www.riformeistituzionali.it 

（14）欧盟政策部，网址：www.politichecomunitarie.it 

（15）议会关系事务部，网址：www.rapportiparlamento.it 

（16）公共职能（创新）部，网址：www.innovazionepa.gov.it 

（17）精简部，网址：www.semplificazionenormativa.it 

（18）大区事务部，网址：www.affariregionali.it 

（19）青年政策部，网址：www.gioventu.it 

（20）机会平等部，网址：www.pariopportunita.gov.it 

（21）政策执行部，网址：www.attuazione.it 

（22）中央银行，网址：www.bancaditalia.it 

（23）反垄断局，网址：www.agcm.it 

（24）外贸委员会，网址：www.ice.it 

（25）投资促进署，网址：www.invitalia.it 

（26）阿布鲁佐大区，网址：www.regione.abruzzo.it/ 

（27）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网址：www.regione.vda.it 

（28）普里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puglia.it/  

（29）巴西利卡塔大区，网址：www.regione.basilicata.it 

（30）卡拉布里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calabria.it 

（31）坎帕尼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campania.it 

（32）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网址：www.regione.emilia-romagna.it 

（33）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fvg.it 



83 意大利 

 

  （34） 拉齐奥大区，网址：www.regione.lazio.it 

  （35） 利古里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liguria.it 

  （36） 伦巴第大区，网址：www.regione.lombardia.it 

  （37） 马尔凯大区，网址：www.regione.marche.it 

  （38） 莫利塞大区，网址：www.regione.molise.it 

  （39） 皮埃蒙特大区，网址：www.regione.piemonte.it 

  （40） 撒丁大区，网址：www.regione.sardegna.it 

  （41） 西西里大区，网址：pti.regione.sicilia.it 

  （42）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网址：www.regione.taa.it 

  （43） 托斯卡纳大区，网址：www.regione.toscana.it 

  （44） 翁布里亚大区，网址：www.regione.umbria.it/home 

  （45） 威尼托大区，网址：www.regione.veneto.it/web/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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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意大利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6年，现有会员企业61家，本届会长单
位为中国银行米兰分行。 

意大利中资企业协会主要为会员企业提供法律、信息咨询等服务；同
时规范在意大利中资企业行为，代表中资企业与意大利政府、行业协会及
中国驻意大利使领馆联络。 

中资企业协会设在米兰。 

联系人：张钢（秘书长，中国贸促会驻意大利代表） 

地址：VIA VITTOR PISANI 9, 20124, MILANO, ITALIA 

电话：0039-02-35945567 

 

（2）中意商事调解中心（ICBMC） 

该中心是解决中国和意大利企业之间商事争议的调解机构，根据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与意中商会、米兰商会仲裁院2004年12月7

日在北京签署的合作协议成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 

地址：北京市南礼士路66号建威大厦12层 

邮编：100045 

传真：0086-10-68080240/68011369 

 

米兰商会仲裁院调解服务处 

地址：Chamber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 Milan 

Via Meravigli, 9/B 

201233 Milano-Italy 

传真：0039-02-85154577 

 

（3）意大利罗马侨团 

意大利罗马侨团一览表 

序号 侨团名称 联系方式（区号0039） 

1 罗马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06 490815 

2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 06 44704582 

3 意大利华商总会 06 445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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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大利青田同乡会 06 8603031 

5 罗马温州工商总会 06 4450710 

6 罗马华侨华人妇女联谊总会 06 44361268 

7 意大利企业联盟华人联合会 06 671072334 

8 意大利中国鞋业商会 06 45433545 

9 意大利华侨华人餐饮协会 06 22445405 

10 意大利福建华商会 081 0123508 

 

（4）意大利主要中资企业 

意大利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联系方式 

（区号0039） 

1 中国银行米兰分行 米兰 02 86473200 

2 中国银行罗马分行 罗马 06 452101604 

3 工商银行米兰分行 米兰 02 00668899 

4 工商银行罗马分行 罗马 06 45211999 

5 中国建设银行米兰分行 米兰 02 32163088 

6 中国交通银行罗马分行 罗马 06 45751500 

7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意大利公司 热那亚 010 2707201 

8 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公司 米兰 02 8392270 

9 华为意大利公司 罗马 06 6424400 

10 中兴意大利公司 罗马 06 6632806 

11 宝钢意大利集散中心 热那亚 010 530881 

12 中国驻罗马旅游办事处 罗马 06 4828888 

13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罗马 06 8541389 

14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罗马 06 420470888 

15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罗马 06-42884111 

16 中国海南航空公司罗马办事处 罗马 06 91519200 

17 国家电网CDP Rete公司 罗马 N/A 

18 中联重科CIFA公司 米兰 02 990131 

19 潍柴集团法拉帝游艇公司 佛利 0543 787511 

20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意大利代表处 罗马 06 65986146 

 

file:///C:/网易闪电邮/tmp/M5-1-3789/066598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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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意大利》，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意大利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
行了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意大利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
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意大利的入门向导。但是，
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仅
供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本《指南》的编制工作，《指
南》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商参处编写。。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
研究所和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和
修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志们对文中的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网站、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意大利投资促进署、意大利Chiomenti律师事务所等
部门的信息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
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