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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投资指南

浩华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概况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C座2201室
100022

全称：印度共和国（Republic of India）
地理位置：北纬 10°-30°之间，南亚次大陆最
大国家
面积：298 万平方公里
官方语言：印地语、英语
首府：新德里
宗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十几种
时间：格林威治时间+5:30
货币：印度卢比，1 印度卢比=0.0150 美元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电话: +86 400 610 2588
电邮:hq@horwathcapital.com.cn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与孟加拉国、缅甸、中国、 不
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国家接壤。公元前4
世纪，孔雀王朝统一了印度，到莫卧儿帝国
时期，印度已位于当时世界强国之列。17世
纪英国入侵，印度后沦为英国殖民地。1947
年印巴分治，印度独立，1950年1月26日，印
度共和国成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
印度目前是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
和十大经济体之一，人口超12亿（仅次于中
国），2015-16财年GDP增速达7.9%，位列全
球第一；印度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丰
富，是全球黄金最大消费国，三大产业的比
重分别为49%、20%、31%。当前，外资为印
度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2014-15财
年，印度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309.3
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业获得32.5
亿美元，居各行业之冠，其次为电讯、软／
硬件、制药等行业。同时，“印度制造”在全
球经贸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代表着可靠的质
量和出色的性价比，覆盖了信息科技、制造
业、生物制药、金融服务、汽车零配件以及
农产品等各个领域。
近年来印度不断向全球输送顶尖人才，美国
硅谷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印裔高管。2016 年
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榜前三名的企业（谷歌、
苹果、微软）中就有两家企业的 CEO 由印度
裔担当。此外，印度还贡献了诸如百事公司
的卢英德、花旗银行的潘伟迪、诺基亚的拉
吉夫·苏里等数位世界 500 强企业 CEO，从
而形成了印度人在硅谷所向披靡的现象。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打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和加大
工业4.0及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等，使得印
度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明显提升。2015
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为35.50亿美
元，相较于2014年（11.84亿美元）增长
了3倍。“中国投资、印度制造”正成为中
印经贸发展的契合点，未来三年，印度
在电力、装备制造、生物医疗、城市基
建和公共事业、电信运营、软件信息和
互联网等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在印投资基本情况
中国企业大部分在 2011 年以后进入印
度，特别是 2014 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各
种政策的不断放开，使印度成为外国直
接投资（FDI）目的地，中国企业投资明
显增加。截至 2015 年末，在印注册的中
资企业约 431 家，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和
私人有限公司 326 家，办事处/分公司和
项目办 105 家。
中国企业在印度所投资的行业主要以制
造业（42%）和基建相关行业（25%）为
主，辅以电信运营、石油石化、医疗医
药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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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准路径— 需要印度政府、财政部、外
国投资促进局的事先批准。

浩华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C座2201室
100022

可通过权益资本、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
券的形式在印度进行融资。


融资形式

投资限制

可 100% 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 ：绝大多数领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中国企业如何进入印度市场
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注册形式主要有四种：

电话: +86 400 610 2588
电邮:hq@horwathcapital.com.cn











办事处（联络办公室）、分公司和项目办
公室：印度政府对于此类机构的审查较
为严格，一般需要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审
批，审批时限在一年以上甚至更久，同
时不承诺。完成时限，申请递交后往往
进展缓慢
全资子公司：以私人有限公司为主，主
要因为其注册手续快速（一般周期一个
月），同时又能满足国内母公司绝对控
股的要求，目前为中资企业首选。
合资公司：可作为全资子公司替代方
案，但因中印两国公司法存在较大差
异，导致中印董事所代表的利益不同，
决策过程极易产生易意见分歧，故成功
案例不多，采用该形式注册的中资企业
也不多。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LLP）：要求至少
有 2 位合伙人且其中一位应为印度居
民，合伙人人数无上限、无最低出资要
求，须满足《2008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法》之规定。
审批机构

印度央行（RBI），为公司管理准入的首问部
门，但从2016年4月起，符合相关投资规定申
请成立办事处/分公司/项目办公室，可以由外
汇管理行(Authorized Dealer) 给予批复。


域都可，如：电力、基建（高速公路、机
场、海港、城镇、住房等）、炼油、煤炭、
酒店和旅游业等；

限制和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零售贸易
（单一品牌产品零售占51% 的除外）、房地
产（非印度居民在规定的地区和建设项目中
的投资除外）、原子能、博彩业、农业和种
植业等。

印度税制


税种

印度实行中央、各邦和地方三级征税制度。
中央税种包括直接税（所得税、财富税等）
和间接税（中央消费税、关税、服务税等）
两大类；邦政府税种包括增值税、印花税
等；地方税种包括财产税、入市税等。


税率

办 事 处 /分 公 司 和 项 目 办 公 室 基 本 税 率 为
40%； 全资子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基
本税率为30%，同时上述企业还需缴纳适用
的附加费与地方税。


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印度已与中国签订了免双重课税协议：中国
投资者在印度可获得的抵免额按进行了重复
课税的收入的应缴印度税款与该收入已在中
国缴纳的税款中的较低者计算。

投资路径

1） 自动路径— 不经事先许可，只要求在流
入/发行股票的30天之内通知央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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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财政年度

当年4月1日到次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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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华服务－投资印度

浩华优势

浩华能够协助您收集与分析商业数据，以便
您做出进入印度市场的决策。我们的团队由
战略顾问、分析师、和金融专家组成，我们
可一并提供公司注册、税务、海关、评估和
监管等一系列专业服务，帮助您制定业务拓
展战略：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号
浦汇大厦2305室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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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分析：确定印度运营的最优地理位
置，包括宏观环境、税收优惠和激励政
策等，并拟定首选投资地点名单；
公司服务：董事义务咨询、章程制定、
公司注册和注销、公司登记事项变更、
银行账户开立、薪酬管理和签证申请
等；
投资与并购顾问：战略规划与财务顾问
服务、商业事务谈判与协调，投/融资政
策咨询等、并购顾问等；
会 计 、 税 务 与 外 汇 服 务 ： 印 度税 收筹
划、税务代理、账目组建、审计和尽职
调查、外汇服务等。
其他



悠久历史：浩华成立于1915年，总部位
于美国纽约；
行业地位：浩华国际是全球10大会计、
税务与商业咨询专业服务机构之一；
全球网络：浩华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200多家机构、750余间办公室；
专业经验：浩华在全球投资、海内外并
购等相关领域内为客户提供全球化的专
业顾问服务；
附加价值：客户还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
体验浩华在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服务。

欲了解更多中国区服务详情请联系：
于洋博士－北京

Member of Horwath International

电话： +86 400 610 2588

hq@horwathcapital.com.cn

© 2008 Horwath Capital China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