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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udidjaja国际律师事务所中，Ghiffari先生投身于建筑、房地产及酒店、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
等领域的法律实践。

Ghiffari先生赢得了各行业客户的信任，其中包括有毒有害废物管理、油漆生产、建筑、采矿和独
立发电商，解决与环境犯罪调查、仲裁、就业、清算、交易（土地收购和登记、股份转让、融资
、外包、分包）、合规（尽职调查）和咨询（外国直接投资、普通公司）相关的纠纷。

Ghiffari先生在帮助本所承接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一个大面积土地收购项目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该项目属于印尼最大的综合废物管理公司的分支机构。



关于BUDIDJAJA国际律师事务所

荣誉: 2021 - 2022

《亚洲法律概况》2022年度推荐

• 于争议纠纷方面被强烈推荐

• 于航空航运、破产与重组方面被推荐

• 于公司并购方面得到公共认可

成立于2007年4月16月，创始人Tony Budidjaja

我们的目标：
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受认可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促进印度尼西
亚法律行业的转型，并留下丰富资源。

我们的使命：
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担保及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

我们以卓越、诚信、可靠为服务宗旨。

我们的业务领域

房地产与酒店

银行与金融

保险与再保险

资本市场

知识产权与特许经营

商业纠纷解决

雇佣与劳资关系

项目与基础设施

企业合并与收购

石油与天然气（能源相关）

破产与企业重组

电商、IT和通信

运输（航运与空运）

宪法与行政法

国际贸易与海关业务

环境与自然资源

外国直接投资或合资企业

调查与合规

建设与基础设施

• 房地产业务显著

• 基准诉讼推荐律所

• 印尼年度最佳商业纠纷解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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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年6月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政策解读

3.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4.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6. 外国劳动力

7. 开展商业活动

演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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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投资趋势及报告
No. 行业 投资额（百万美元） 项目数量

1 金属、金属制品，机械及行业设备除外 2,577.9 443

2 矿业 1,171.1 255

3 供电、供气与供水 982.5 220

4 运输、仓储与电子通讯 872.1 490

5 化学制药工业 854.0 650

6 食品行业 685.9 951

7 车辆与其他运输行业 542.0 468

8 住宅、工业地产及办公楼 516.1 771

9 其他服务 458.3 2,252

10 粮食作物、种植与畜牧 456.2 561

11 贸易和补偿 184.5 3,462

12 造纸与打印业 156.4 198

13 酒店及餐厅 155.3 1,151

14 机械、电子、医疗仪器、电气设备、精密、光学与钟表产业 138.8 466

15 纺织工业 126.1 395

16 非金属行业 101.5 112

17 皮革制品及鞋业 96.8 150

18 橡胶与塑料制品工业 67,2 368

19 其他行业 60,0 389

20 建设 24.5 170

21 木业 22.6 158

22 林业 8.0 26

23 渔业 1.2 67

总计 10,259.0 15,173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
投资协调委员会-外
国直接投资的实现，
基于2022年1 - 3月
(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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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投资趋势及报告 –行业前五名

No. 行业 投资额（百万美元） 项目数量

1 机械、电子、医疗仪器、电气设备、精密、光学与钟表产业 2,577.9 443

2 矿业 1,171.1 255

3 供电、供气与供水 982.5 220

4 运输、仓储与电子通讯 872.1 490

5 化学制药工业 854.0 650

资料来源: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
外国直接投资的实现，基于2022年1 - 3月(第一季度)



卫生协议

• 进入印尼境内的旅客需要有 PeduliLindungi（印度尼西亚防疫APP）上的申请，并且必须通过印尼政府

指定的入境点。

• 外国旅客必须在出发前14天前完成新冠肺炎病毒的第二剂疫苗接种，疫苗接种证明(实体或电子版)应以

英文或印尼语显示。

• 例外情况：(一) 持外交签证、公务签证的外国人;（二）直接入境；(三)未满18周岁的外国人；(四)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患有其他疾

病，无法接种疫苗的外国人。

• 除上述接种过疫苗的外国人外，未接种过疫苗或接种过第一剂疫苗的旅行者必须隔离5 × 24小时。

• 所有必要或非必要的商业部门都可以进行办公室线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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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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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经商：主要步骤

• 通过选择可供外商投资的2020年印尼商业领域分类，确定商业活动的产品和/或服务

• 建立新的外商投资公司（如果100%对外国投资开放），或与当地合作伙伴签订合资协议（如果对外国投资有
限制）

• 通过基于风险的一站式许可证申请系统（OSS-RBA系统）提交申请并符合要求以获得营业执照

• 招聘当地人和外籍人士（如有必要）

• 开展业务活动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

8

• 通过法律与人权部的行政系统保留拟议的公司名称

• 为所需的商业活动选择合适的2020年印尼商业领域分类，这也涵盖了基于商业识别码发放的相关执照/许可证

• 为外商投资企业准备并签署成立契约

• 签署外商投资企业办公室租赁协议

• 获得法律与人权部的批准，使外商投资企业的成立契约成为法律实体

• 在指定的银行开立银行账户，并以发行和实收资本的形式向银行注入最低投资资本100亿印尼盾（或相当于约441.87万元人
民币）

• 通过OSS-RBA系统申请相关营业执照/许可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识别码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备工作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 应采用法人实体/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

• 不允许外商投资的商业领域：
• 第一类麻醉品种植和工业，赌博和赌场活动，化学武器制造业等

• 保留给中央政府和/或中小微企业的活动

• 酒精饮料业、葡萄酒业、含麦芽的饮料业

• 投资价值超过100亿印尼盾（不包括土地和营业场所的建筑）

• 实收资本至少100亿印尼盾

9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Doing Business: 
Main Steps

Establishment of PT
Risk-based Business 

Licensing
Recruitment of 

Foreign Manpower
Do Business

Establishment of 
FDI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业务活动分类
(2021年关于实施基于风险的许可的第5号政

府条例)

商业识别码 标准证明书 执照

低风险 ✓

中低风险 ✓ ✓ (自己评估)

中高风险 ✓ ✓ (政府核准)

高风险 ✓ ✓

商业识别码应作为进口识别号、海关访问权、国家
健康安全登记和首次提交人力强制性报告。

商业识别码
01 1. 环境管理和监测的能力声明

2. 环境管理的工作和环境监测的工作
3. 环境影响分析

环境审批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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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2021年关于实施基于风险的许可的第5号政府条例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Reservation for the 

name of company

Draw up Deed of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to the 

Notary

Acceptance of 

company’s proposed 

name by MOLHR

Open company’s 

bank account and 

inject capital

Registration and 

activation of 

OSS account

Obtain NIB 

(Business 

Identification 

Number)

Apply for Risk-

Based 

Business 

Licensing

1 – 3 

working 

days

1 

working 

day

Start doing 

business

Fulfillment of 

Risk-Based 

Business 

Licensing 

Requirements

OSS

Within 60 (sixty) days 

upon signing of Deed

14 

working 

days

Approx. 90 

working days

Issuance of 

relevant Risk-

Based Business 

Licensing

Registration to the 

Legal Entity 

Administration 

System (SABH) of 

MOLHR

Issuance of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by MOLHR

company 

name shall 

be reserved 

for 60 days

Apply for Taxpayer 
Registration Number 

(NP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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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商业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 2 3 4

5

67

8 9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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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拟议的公司
名称

1-3个
工作日

法律与人权部
接受拟议的公司

名称

从签订契约起
60天内

1个
工作日

公司名
称被保
留60天 开设公司银行账

户并注入资本

签订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契约给公

证处

14个
工作日

申请纳税人税籍
编号

法律与人权部发
布电子注册证书

在法律与人权部
法律实体管理系

统注册

开始经商

符合基于风险
的商业许可的

要求

注册并激活
OSS账号

约90
个工
作日

申请基于风
险的商业许

可

获得商业
识别码

颁发相关的
基于风险的
商业许可

标识：

由公司进行

由相关的当局进行，比如，法律与人权部，税务局，印尼
投资协调委员会,OS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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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商业领域分类 风险等级 营业执照

45101 – 新车批发 低 商业识别码

20221 – 涂料和印刷油墨行业 中低 商业识别码和标准证明书

16101 – 锯木业的中等规模业务 中高 商业识别码和标准证明书

63122 – 具有商业目的的网络门户和/或数字平台 高 商业识别码和电子交易营业执照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NIB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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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招聘

评估外籍人力的分配的职位

确保外籍人力用工计划

办理有期限停留签证和有期限停留许可

拥有一定股份的董事或专员，或符合法律和法规规定的股东，不允许取得
外籍人力用工计划

法律依据：
2021年第34号政府条例《利用外国人力资源》。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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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 履行报告义务（例如，季度投资报告、年度人力强制性报告、税务通知书）

• 从外商投资企业产生的利润中向股东分配红利

在印度尼西亚经商：
主要步骤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
准备工作

基于风险的经营许可 招聘外国劳动力 开展商业活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凯泰集团的业务遍及

五大洲

个国家





凯泰丝路通汇（ Journey）是一个数字平台和微信小程序，为从事海

外业务的中国决策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工具包。

凯泰丝路通汇帮助外向型企业获得相关的全球商业情报——结合西方

世界的投资机会和创新的可行信息。

凯泰丝路通汇将投资者和项目所有者、卖方和买方以及所有成功交易

所需的顾问联系起来。

为您的业务提供数字化工具包：凯泰丝路通汇



I N T C O L AW

PA R T N E R S

上海英科律师事务所

业 务 领 域
Our Practices

境内商事争议解决 涉外（境外）诉讼与国际仲裁 国际投资与贸易

境内外债券发行与上市 投融资架构路线设计 企业重组与并购

海商海事类案件 公司治理与相关争议解决

网址：www.intcolaw.com Tel:021-50433088/13564303121（李见刚主任）

E-mail：robertli@intcolaw.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耀路211号国家电网C座19楼

协
办
单
位



office@cathay.global

https://cathay.global

cr@budidjaja.law

https://budidjaja.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