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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企业策划书 
响应国家政策 全方位专业的服务平台 

我们引导、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 

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在伊朗的政策， 

全面致力于架设国家间经济和文化的桥梁。 

   驻伊朗企业 
           投资贸易 合作

交流   

中国驻伊朗企业交流中心 
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CENTER IN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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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伊朗企业交流合作中心 
为赴伊朗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合作平台 

 

 

 

关于我们 
O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center in Iran 

o 我们有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伊朗驻地，可以提供住宿、正宗中餐以及

为初步进入伊朗的企业提供办公场所，驻地配有随时可调配的车辆和

司机，解决在伊的交通问题； 

o 为在伊朗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在伊朗期间的专业化服务：包括语

言翻译、法律财务、资金解决方案等等； 

o 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利用国家“一带一路”相关政

策，全面致力于架设中伊两国间经济和文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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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五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伙伴 
A strategic partner 

o 作为一个全球性商务平台，通过其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全面致力于架设国家间经济和文化的桥梁。 

o 我们的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由资深律师，注册会计师，国际金融师构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本土化的专
业服务，协助客户进行全面的投资风险评估，市场开拓，项目寻找及资金的解决方案，国际投标策划和标书
的翻译，投标保函和履约保函的开具；中外文合同的起草、谈判和翻译。 

杭州五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美国5CGroup International Corp. 在中国杭州的子
公司, 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拥有国际咨询团队的专业化企业战略策划和咨询公司，为
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提供法律、财务和金融解决方案。也为外国企业进
入中国提供全方位的策划和咨询。主要服务领域在石油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大型基
础设施、生物医药等行业。5CGroup 旗下拥有香港五羲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5CGroup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汉土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
司 （ 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五羲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3000万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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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饮食：正宗中式餐饮、自助餐服务 

 

o 住宿：舒适、便利、经济 

 

o 出行：解决交通问题 

生活服务 商业服务 

我们能提供什么服务？ 
What services can we provide? 

 

o 办公场地提供 

o 翻译及语言培训 

o 清关报关 

o 市场调研 

o 金融解决方案 

o 法律及财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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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中式餐饮，让在异国他乡的你品

尝到熟悉的中国味道。 
驻地位于德黑兰市中心。                   

住宿房间整洁清爽、设施齐全、提供
三餐自助餐、免费无线网络等。不定
期举办商务对接沙龙，促进合作交流。 

我们提供的生活服务 
We provide the service life 

饮食 住宿 出行 
配有专车和司机。 

可提供外出包车和接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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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到伊朗投资的企业提供便利的办公

场地。 

 提供专业翻译，协助企业进行实地项
目考察、交流等。 

每天开设波斯语培训课程。 

我们提供的商业服务 
We provide business services 

提供办公场地 翻译及语言培训 清关报关 

代办理清关报关的相应手续：海关申

报、查验、征税、放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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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拥有“信息共享”、“互动论坛”等功能的

网络平台，调查伊朗市场现状；并且定期举办各

行业展会，了解市场需求。                                   

线上线下相结合，总结伊朗当地各行业的调研情

况，为企业决策提供专业数据和信息支持。 

为中资企业在伊朗提供多样化金融解
决方案。 

我们提供的商业服务 
We provide business services 

市场调研 金融解决方案 法律及财务服务 
中伊两地无缝对接的律师团队，防控

项目的潜在法律风险；                       
专业财务团队协助企业遵循伊朗财务
体系。让企业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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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的组织架构 
Our team'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中国地区 伊朗地区 

专业服务部 
企业交流 
对接部 

政府对接部 
产业园区 
筹建部 

贸易部 伊朗总策划部 
伊朗企业 
对接部 

法务部 金融部 财务税务部 市场调研部 法务部 
伊朗政府 
对接部 



政治大环境下的中伊合作机遇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而这两者也被并称为“一带一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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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政治大环境 
We are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一带一路”引导中伊合作新走向 

经济带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

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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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方带来的投资新策 
Iran's offer of investment strategy 

伊朗方面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为鼓励外资进入伊朗 

o 伊朗在“后制裁时代”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特别为‘一带一路’成立了跨部门
委员会。 

o 为鼓励外资进入伊朗，伊朗政府允许外资企业100%持股，对投资行业
和投资额也没有限制。 

o 在伊朗设立工厂的外商投资公司，如果其产品的20%出口，则可以享受
5年内公司税减免50%的政策。 

o 伊朗在全国设立了七个自由贸易区和四个经济开发区。入园企业可以
享受税费减免、签证便利化、一站式通关等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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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力军，合资共建为主要形式，包括购买资源开采权、工程承建、

技术转让、设备供应、投资设厂、人力资源培训等多种形式多个环节、全方位合作的局面。 

现伊朗活跃的部分中国企业 
Now Iran active Chinese companies 

在伊朗投产运营的北阿扎德甘项目，此项目

启动以来，取得突破性成果，成为伊朗对外

合作项目中首个荣获当地政府颁发环保奖的

模范项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作为伊朗第一大外资汽车企业，奇瑞结合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将以现有6万辆产能

的工厂为基础，建立新增10万辆整车及主要

零部件配套生产的汽车产业园。计划将伊朗

作为整个中中东区域战略的核心。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承接了伊朗首都德黑兰至伊斯法罕的高速铁

路项目，建设完成后的伊朗高铁项目全长达

375公里。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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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两国形势对比 
Both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ran 

天然气储量 

全球第二 石油储量 

全球第四 

大理石储量 

约为270亿吨 

资源紧张 

依赖进口 
原 
 料 
  对 
   比 

伊朗资源丰富 中国资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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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两国形势对比 
Both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ran 

市 
 场 
  对 
   比 

2015年 
粗钢产量为1611万吨 
产能为2300万吨左右 

计划2025年 
其钢铁产能要达到 

5500万吨 
将钢铁产能 

扩大一倍以上 

产能过剩 
2015年钢铁产能约12亿顿 

产能约8亿顿 

产能利用率不到70% 

钢铁行业亏损 
进口铁矿石价格下跌 

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更多 

出现全行业亏损 

以钢铁行业举例，为中伊两国对比市场需求现状 

伊朗产能需求巨大 中国需求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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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两国形势对比 
Both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ran 

成 
 本 
  对 
   比 

7.04% 
用工成本占总成本 

2015年 

9.17% 
用工成本占总成本 

2015年 

拿浙江为例 

最低工资 

折合人民币 

1860元 

 

最低工资 

折合人民币 

1429元 

 

2014年 

人均GDP 

5183美元 

受教育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 

82.5% 

 

人均收入 

位列世界 

第111位 

 

2014年 

人均GDP 

6770元 

 

人均收入 

位列世界 

第57位 

 

用工社保要求 

逐年提升 

伊朗成本相对优势 中国成本负担重 

以用工成本举例，为中伊两国对比基础成本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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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hain 

国内钢铁厂多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环境
污染严重，厂商为达环保指标耗费的成
本高。而伊朗的天然气储量充足，可作
为钢铁厂的燃料，成本低且污染少。 

钢铁行业 

国内化工行业饱和；而伊朗地广人稀，
上游资源多，生产环节便捷。 

化工行业 

以上环节的问题都可以在伊朗得到解决。借助区域优势，上中下游入驻，形成产业链，产业链拓展延伸，

逐步形成综合的产业园区。 

原料  生产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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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设想图 

此图为网络图片 

打造中国产业园区 
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培育企业生态

圈，配套招商服务。  

通过提供完美的一条龙服务，解决中
国企业在伊的种种问题。同时作为交
流平台，积极促成国内外企业交叉合
作。 

未来的发展规划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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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的实施计划 
Industrial park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与伊朗政府及企业沟通对
接，寻求共赢合作。 

多方协商 

寻找国内工业地产开发商
到伊朗开发工业用地，建

造标准厂房。 

 

地产开发 

往“九通一平“发展：道
路，电力，水，气，网络

配套完善。 

 

九通一平 

形成拥有上、中、下游产
业链的产业园 

 

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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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德黑兰革命广场工人北路Nosrat街nosrat餐厅对面                                
Bagh_e_Now Alley,Nosrat St,North Kargar St,Enqelab Square,Tehran 

伊朗电话 

0938 981 7846 / 0903 392 4822 

联系QQ 

501379353 / 826564228 

国内电话 

15068860227 / 13738092708 

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驻伊朗企业交流接待中心 

即刻了解中伊动态 

在伊接待人员微信号 

24小时在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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