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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品壽命週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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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社會價值
觀、習慣習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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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政府管制、
立法、國家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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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技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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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律環境

本文係針對印度宏觀環境因素作分析，針對進入印度進行農產業經營分析具體內容，後
續內容將應對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技術(Technological)這四
大類影響企業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進行分析。

印度農產業外部環境分析(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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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環境概述

基
本
環
境

印度，首都新德里
國土面積：3,287,263平方公里
人口總數：13.36億人(2016年估計)
位於南亞，介於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
灣間，北與不丹、尼泊爾接壤，另以喜馬拉
雅山與中國大陸為鄰，東與孟加拉及緬甸為
鄰，西邊與巴基斯坦為鄰。

人
口
結
構

青壯年人口佔65%，男女性別比例為1.06:1，
人口增長率1.26% (2016年)。

全國勞動人口計有4.67億人，其中超過一半
集中在農業(52%)，其次為服務業(34%)。

人均GDP：US$ 1,598.3 （2015年）
同期：斯里蘭卡(US$ 3,926.2)；不丹(US$ 2,656)；巴基斯坦(US$1,434.7)；
孟加拉(US$ 1,211.7)；尼泊爾(US$743.3)。 資料來源：World Bank

與周邊孟加拉、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等五國相比，近10年GDP僅次於斯里蘭卡和不丹。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7/01)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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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治和法律環境-1

※註1：我政府在印度設有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及駐清奈辦事處，為目前在印度的駐外經貿單位，負責相關的
經貿事宜。

註2：其他當地主要工商組織：印度商工總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FICCI)、印度工業總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印度聯合商工會(The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India, ASSOCHAM）、PHD商工會(PHD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PHDCCI）等。

 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聯邦內閣制。

 國家首領：現任總統Pranab
Mukherjee於2012年7月上任迄今，但
實際權力有限，平時以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為首的內閣會議建
議行使職權。

 重要政黨：印度國大黨、印度人民黨。

印度因有長期受外族統治的經驗，印人
習慣與外國人相處，與外國企業亦保良
好互動，且因外資帶來的資金及技術有
助於印度經濟發展及促進就業，印度聯
邦及州政府均積極對外招商，並提供各
式獎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設。

對外關係B

法律環境
主要投資法令
 印度商工部每年定期公布外人直接投資
政策（FDI Policy），目前多數產業已
可經由自動許可途徑進入。

 外資可100%持股投資種植咖啡、橡膠、
荳蔻、棕櫚、橄欖等經濟作物；目前外
資已獲准投資經營茶葉種植。

印度為吸引外資，設立許多投資主管機關
 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門
（DIPP）、印度公司事務部(MCA)、印
度商工部外貿總局（DGFT）、投資印
度服務機構（Invest India)、外人投資
推廣局(FIPB)以及經濟特區(SEZ)主管機
構(DC)等。

投資貿易主管機關

政體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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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治和法律環境-2 (投資規範)

投資申請規範與流程

1 2 3 4 5 6 7

成立全資子公司或合資公司：
外國股權可達100%，但必
須符合印度外人直接投資規
定之股權上限，並應向公司
所在地之公司註冊處
(Registrar of Companies)
申請，一旦合法註冊並成為
印度公司，即須遵守印度當
地法律。

成立非實體公司：外國公司可
透過設立聯絡辦事處(Liason
Office)、專案辦事處(Project 
Office)、分支辦事處(Branch 
Office)等形式在印度從事相關
活動，惟此等辦事處僅可從事
印度2000年外匯管制規所允
許之活動。

在經濟特區(SEZ)內設立分支
辦事處：設在經濟特區SEZ內
其業務僅限區內，不得在經
濟特區外從事任何商業活動
及交易；無需印度儲備銀行
許可，惟需符合產業部門允
許100%外人投資、符合公司
法592-602條規定。

開發經濟特區(SEZ)程序：
擬開發SEZ廠商應檢附申
請書及開發計畫送所在地
的州政府審查，該州檢附
意見書併同申請案轉送印
度商工部複審，並由印度
商工部核發同意函。

廠商進駐經濟特區(SEZ)設立程
序：進駐廠商應向SEZ的主管
機構DC提出申請，如經營自動
核准項目，可由DC在2週內逕
行核發核准函或意向書核准，
如非屬自動核准項目，則由DC
轉陳商工部商業司審核委員會
(Board of Approval)審核。

開發電子軟體園區及電子硬
體園區程序：擬經營項目如
非屬需申請特許證照、設立
地點符合規定，製造或加工
在廠區內即可完成，不需將
原料或半成品外送製造或加
工者均屬自動核准，否則應
轉送至印度資通訊部審核。

廠商進駐電子軟體園區及
電子硬體園區設立程序：
如符合自動核准之規定則
可逕自設立，否則應經財
政部的外人投資促進局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FIPB)
核准。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7/01)



6

印度-政治和法律環境-3 (租稅規範)

1.年營業額低於5,000萬盧比
的小型企業，稅率29%。

2.從事製造業且公司註冊日期
在2016年3月1日之後的新
創製造型企業，稅率25%。

3.其他企業，稅率30%。

4.外商設立公司型態屬分公司、
專案辦公室類型的外國企業，
稅率40%。

1.個人年收入在25萬盧比以下
者免稅。

2.收入25至50萬盧比稅率
10%。

3.收入50萬至100萬盧比稅率
20%。

4.收入100萬盧比以上稅率
30%。

5.課稅所得超過1,000萬盧比
以上，另徵收12%附加稅
(Surcharge)。

1.VAT僅對各州內的商品流動
課稅，服務尚不包括在內，
目前標準VAT稅率為12.5%，
尚有4%及部分特定產品適
用1%、20%等稅率。

2.貨品跨州交易時則依據中央
銷售稅法（Central Sales 
Tax Act, 1956）課中央銷售
稅，稅率2%。

A.公司稅 (2016-2017) B.個人所得稅 C.加值營業稅(VAT）

1.基本稅(Basic Duty)：基本
關稅稅率為10%，少部分項
目為25%-35%，汽車、酒
類等產品高達100-150%以
上。

2.平衡稅(Countervailing 
Duty)：稅率同於該產品在
印度國內製造所課之貨物稅，
稅率多為12%。

3.教育捐(Educational Cess)：
按以上稅率再加3%；

4.進口附加稅(Additional 
Custom Duty)：印度政府
為平衡各項進口貨品與國內
銷售或購買課徵的銷售稅或
VAT稅，對所有進口貨品課
徵4%以下的關稅附加稅。

D.進出口關稅

租稅相關規範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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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別之投資獎勵方案

• 印度聯州政府及各州地方政府
會針對特定產業如農業、食品
加工、紡織、能源、基礎建設、
電子等提供資本投資補助及利
息補貼之獎勵方案。

州政府之投資獎勵

• 印度各州政府均會衡量該州產
業環境及競爭優勢擬定個別產
業之發展及招商政策，地方政
府可運用提供投資者之獎勵工
具，包括減免州稅、利息補貼、
水電費率優惠、提供基礎建設
等。

出口產業之投資優惠

• 為獎勵出口產業，印度政府提
供投資於經濟特區(SEZ)內廠商
前5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
5-10年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
50%，第10-15年增資擴展下
之出口利潤50%免稅。

• 免徵進口機器原物料關稅、貨
物稅、聯邦銷售稅(Central 
Sales Tax，自區外採購貨品)、
服務稅(Service Tax)及電力稅
等。

印度-政治和法律環境-4 (投資獎勵)

投資獎勵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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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1

幣 制 Rupee（盧比）

國內生產毛額 18,135億美元 (2015年)

平均國民所得 1,291美元 (2015年)

匯 率 1US$＝INR66.5（2016.5）

利 率 基本利率6.5%；活期存款利率4%

I M F 預 測 2016經濟成長率7.8%

政 府 債 務
管 理 能 力 低風險

根據印度商工部資料顯示，2014-2015年印度FDI流入達309億美元，較上年成長27%；顯示各國企業對印
度市場之高度興趣及印度政府招商成果。

印度前10大外來投資國為模里西斯、新加坡、英國、日本、美國、荷蘭、賽普勒斯、德國、法國和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前10大外資投資產業為服務業、營建及不動產、電腦軟硬體、電信、車輛、醫藥生技、化學
品、貿易、電力、旅館及觀光。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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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 通貨膨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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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2 (農業概況)

農業經濟現狀：
印度農業佔國民生產總額的17.5%。
 2015年農業佔GDP比重17.5%(服務業佔50.7%；工業
含製造業佔31.8%)

印度以農立國，人口有58%仰賴農業為生，小農、佃農
佔絕大多數，對內採取自給自足政策，對外則採取高關
稅與非關稅措施，限制國外農產品進口。

農業發展劣勢：
水利設施不足，對氣候和雨水等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大。
路況惡劣、倉儲運輸設備不足且行政管理繁冗，使農產
品無法及時、順暢且無損耗的進入市場。

主要農產品：(2015年)
稻米：出口額31.7億美元。
芒果：產量約佔全球50%。
蔗糖：產量佔全球14%，出口額4.3億美元。
腰果：產量佔全球36%，出口額3.3億美元。

其他農產業：
酪農業：印度為世界最大的乳品生產和消費國，目前大部
分可自給自足，2015年乳品產量約14.63億公噸。

漁業(含水產養殖)：印度每年漁撈量400萬公噸佔全球第7
位，養殖魚、蝦產量390萬公噸排名全球第2。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印度產業概況

服務業 工業 農業

31.8%

17.5%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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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3 (農業環境)

農業經濟現狀：

稻米、水牛肉及關華豆膠是目前
印度最重要的出口經濟項目。

農產品主要出口市場為沙烏地阿
拉伯、伊朗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近年稻米及水牛肉的出口有顯著
成長趨勢。

其他國家在印度投資現狀：

據印度商工部統計，2014-15年
度，外人直接投資(FDI)金額為
442.91億美元，2015年4月至
2015年12月累計294.43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成長40%，顯見投資
者對印度總體經濟的信心。

主要投資國家為模里西斯、新加
坡、英國、日本及美國。

投資產業以服務業、營建及不動
產、電腦軟硬體、電信、車輛及
及醫藥生技為主，投資農業的部
分仍較缺乏。

資料來源：印度農業及加工食品出口發展局、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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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4 (農產品貿易-稻米)

資料來源：ITC、農科院整理(2017/01)

 2015年印度稻米總出口額約63.8億美元，主要出口國以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及伊拉克為主，分別占16.8%、11.4%、8.8%及6.3%，出口國家遍及全球超過150國。(出口
臺灣僅15.7萬美元)

4,073,331 

6,127,952 

8,169,519 
7,905,650 

6,380,082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印度稻米出口變化
(USD '000)

175,652 

179,158 

179,978 

195,941 

250,434 

257,176 

400,056 

562,852 

729,711 
1,072,002 

尼泊爾

孟加拉

葉門

巴林

塞內加爾

科威特

伊拉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

印度稻米主要出口市場
(USD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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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5 (農產品貿易-冷凍牛肉)

 2015年印度冷凍牛肉總出口額約40.3億美元，主要出口國為越南，占出口的46.8%，其次為馬
來西亞和埃及，分別占10.3%及8.2%，此三個國家已含括印度冷凍牛肉65.3%的出口額。(2014
年曾出口臺灣約580萬美元)

資料來源：ITC、農科院整理(2017/01)

2,566,806 
2,962,563 

4,410,954 
4,719,091 

4,030,55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印度牛肉(冷凍)出口變化
(USD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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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512 
1,887,16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科威特

菲律賓

阿爾及利亞

伊拉克

泰國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

馬來西亞

越南

印度牛肉(冷凍)主要出口市場
(USD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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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6 (農作物生產問題)

現狀問題

印度雖有1億5,735萬公頃的可耕地，但其農作物
生產卻仍未能滿足本國之需求，探究其原因為：

1

 農業灌溉依賴每年7-
9月的季風降雨，對
氣候環境和雨水的依
賴性大。

 溫室效應造成極端氣
候變化，影響農作物
收穫量。

 全球暖化造成乾旱問
題，使農作物栽種的
困難度增加。

環境氣候問題

 基礎設施如電力、水
利及運輸設備不足。

 灌溉農地面積僅
5,500萬公頃，農作
物產量有待提升。

 農地過度分割面積
小，栽種技術欠佳，
以傳統方式耕種的比
例高。

 農業研發投資較少，
資金匱乏，農業機械
使用率仍低。

2
設備及技術問題

需求合作方式

01

02

03

04

育種—從品種選育、播種及健康種苗等觀念導入。

技術—種植、田間管理及採後處理技術。

農業機械—耕耘機、收割機、噴藥機器...等。

中外策略聯盟—以臺灣技術、人才與資金，結合
海外市場與績優廠商商業合作。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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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經濟環境-7 (畜牧/水產業)

畜牧及水產(漁)業 畜牧業是印度許多小農賴以維生的方式，除了能提供牛、羊和雞肉之外，奶、酪及皮革也是重
要產品；印度漁業天然資源豐富，適合發展海洋、鹹水及內陸漁業，可藉此解決營養不良及食
物不足的困境。逐年成長的產值也顯示印度的畜牧、禽業及漁業市場的高度潛力。

水產(漁)業

 印度是漁業大國，約有1,450萬人從
事漁業，每年漁撈量400萬公噸，
居全球第7位。

 印度養殖魚蝦產量約390萬公噸，
全球排名第2，年產值約50億美
元，其中出口額約18億美元，主要
包括60萬公噸的魚蝦。

 水產養殖業對印度的重要性日益增
加，其中淡水養殖佔95%，目前已
有45.6萬公頃的現代化淡水養殖系
統，對專業人員及人工的需求高。

畜牧業

 印度家禽總數超過7.3億隻，每年生
產340萬噸家禽肉品、747.5億顆
蛋、羊毛4,330萬公斤、牛肉412.5
萬公噸(水牛肉佔8成，內外銷比例
約各佔一半)。

 印度為世界最大的乳品生產和消費
國，目前大部分可自給自足，但由
於國民所得提高使乳品消費快速成
長，未來將需部分仰賴進口乳品。

 2015年印度乳品產量高達14.6億公
噸，市場規模估計達476億美元，
且每年以6.8%的速度成長。

 印度人口仍在持續成長，對於肉類、
魚類及稻米的需求相當大，對於家
畜、家禽的需求量亦逐年成長。

 印度較不重視農業技術研究及設備
之發展，長期忽視基礎建設的重要
性(如電力、水利、道路、運輸等)，
影響農業之發展。

 積極發展農業為目前印度之政策，
然其生產技術仍大幅低於我國，臺
灣業者可就農林漁牧產業，選擇有
利產品項目在印度投資或拓銷。

其他說明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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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會文化環境-1

種族

語言

宗教

重要
城市

 印度族群相當多元，估計超過2,000餘
種。

 印度人習慣以其來自的州別分辨其所
屬族群。

 官方語言為包括北印度語(Hindi)等之
22種語言。

 英語為政府及企業主要語言，亦是未
使用北印度語溝通的主要工具。

 印度教人口約佔總人口78%，回教約
14%，基督教約2.5%、錫克教約2%。

 另有佛教0.8%、耆那教0.4%，以及拜
火教、猶太教等少數宗教族群。

 首都：新德里，為全國政經中
心；第一商業大城：孟買。

 其他重要城市包括：加爾各答、
清奈、班加羅爾、海德拉巴。

教育普及程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World Bank、農科院整理(2017/01)

 印度教育仍未完全普及，全國識字率為74%；其中男性佔
82.14%，女性佔65.46%。

 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年(男性11年、女性9年)，具有中學
文憑佔15%，大專文憑佔12.4%。

91.3% 91.0% 90.8% 91.0% 90.4% 91.6%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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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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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階段入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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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會文化環境-2

民生基礎設施

印度近幾年積極推動清潔
能源太陽能發電計畫，一
方面降低對媒的依賴，一
方面希望促進產業發展。

電力
2016-17年度規劃興建長
度10,000公里之高速公路，
改善運輸品質。

道路

2016年度規劃挹注2,000
億盧比設立長期灌溉基金，
投入600億盧比建立地下
水資源管理系統。

水利
2015年印度IDI指數已提升
到的2.69，但在全球ICT發
展排名僅為131名，目前
正加緊資通訊的基礎建設。

電信

ICT產業

目前印度ICT產業的趨勢為：

 結合IT及手機應用裝置：終端使用者的需求多樣化，
從傳統PC轉移向行動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及筆
記型電腦等。

 數據中心和主機託管服務商機變大：微軟運用Azure
平台在印度建立專用的數據中心，滿足當地市場對
數據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延遲問題以及政府法規對
於國內數據托管的高度需求。

 遠端IT管理服務(RMITS)需求增加：RMITS可為終
端使用者省卻麻煩、及時修正錯誤無須停機時間、
減少內部IT人員壓力、節省成本、提高處理效率等效
益，讓企業能專注於核心競爭力發展。

 社交媒體成為新的行銷工具：越來越多人透過社交
平台分享生活與工作的想法，使用者不再依賴傳統
行銷工具來得到單方資訊，轉向從朋友和同事的評
論及看法來收集訊息。

資料來源：印度能源部、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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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會文化環境-3

未來交通建設：高鐵網建設計畫臺灣在地金融服務機構

印度鐵道部提出「鑽石四邊形」高鐵網建設計畫，規劃興建
連結德里、孟買、清奈及加爾各答四大都會區之高鐵網絡；
主要合作國家包括日本、中國、法國及西班牙。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農科院整理(2017/01)

銀行分行：2家

 新德里(New Delhi)分行

 清奈(Sriperumbudur)分行

重大影響：

1.改善印度交通與運輸效率，
加速四大都會區之間的交通
與物流連結。

2.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於
2015年7月公布興建孟買至阿
美達巴(Ahmedabad)段的高
速鐵路計畫，鐵路全長505公
里，自孟買至阿美達巴交通
時間為2小時，預計2017年動
工，2024年完工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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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會文化環境-4

手機市場和行動網路發展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農科院整理(2017/01)

電商通路迅速發展：

Flipkart、Snapdeal、印度亞馬遜為最重要的三
家電商平台，佔印度電商市場90%的市佔率，且
每3支手機就有1支是透過電商管道賣出。

線下零售通路仍佔大宗，但非常複雜而分散：

手機市場的零售通路仍佔大宗，印度仍是一個「零售主導市場」，但實體通
路複雜且城市之間的差異大；私人零售商對產品的品質、品牌口碑、售後服
務等方面特別看重。

印度人對低價手機需求強烈，但手機替換緩慢：

目前印度正處在一個從功能性手機升級至智慧型手機的過程中，新手機的平
均銷售價格落在60-70美元之間，除了價格低，印度手機及電子產品的更新
也比較緩慢，可能是因為一般民眾的收入仍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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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外國政府、聯合國、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及其他

多邊機構聯絡，在農業研究的各領域永續合作。

任務：負責印度中央和國家機構之間在農業研究及教育等各

方面的聯繫協調。

印度-技術環境-1 (農業主管機關)

1. 參與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ICAR有關的所有事務。

2. 參與有關農業、園藝、自然資源管理、農業工程、漁業等新技術
的開發及規劃。

3. 農業研究及教育領域的國際合作，包括參加國際會議及參與國際
協會機構組織。

4. 協調基礎應用、業務研究及農業高等教育，包括農業、林業、畜
牧業、酪農業、漁業、農業統計、經濟和營銷等。

主要任務方向

資料來源：印度農業部、印度農業研究和教育部、農科院整理(2017/01)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ooperation & Farmers 

Welfare) 該部門主要負責
制定有關農業規章制度、
法律和管理，是管理印度
農業相關法規的最高機
構，其管轄的3大領域包
括農業、食品加工及合
作。

政府單位-印度農業部

印度農業研究和教育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ARE)是
印度農業研究和教育領域
國際合作的節點機構，並
協調外國學生在各印度大
學/ICAR研究所的錄取。

政府單位-D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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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技術環境-2 (農業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ICAR

國際稻米研究所-印度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該
部門的使命是減輕人類的
貧困和飢餓，提高水稻種
植者和消費者的健康水
平，確保水稻生產的栽培
環境可永續發展。

研究機構-IRRI

1. 蒐集、保存、管理稻米品
種資源。

2. 提升稻米整體遺傳資源
(Genetic 
improvement)。

3. 水稻品質研究。

4. 轉基因水稻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1. 協調及促進永續農業的研究
和技術開發。

2. 援助及協調農業教育以實現
優質人力資源開發。

3. 先端農業發展技術應用。

4. 農業研究的合作與諮詢。

主要研究方向

資料來源：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國際稻米研究所、農科院整理(2017/01)

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CAR)是協調、指導和管理
印度農業，包括園藝、漁
業和動物科學研究及教育
的最高機構；通過其研究
和技術開發，引領印度農
業發展，且在促進農業高
等教育方面發揮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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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技術環境-3 (農業研究/學術機構)

資料來源：印度農業科學國家研究院、印度農學會、中央農業大學、農科院整理(2017/01)

農業科學國家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該部門致力於農業科學的
廣泛領域，包括農牧業，
畜牧業，漁業，農林業和
農業與農產工業之間的聯
繫。

研究機構-NAAS

印度農學會(Indian 
Society of Agronomy) -
該單位於1955年由HR
Arakeri博士成立，主要目
標為傳播農業及推廣農業
知識，鼓勵從事作物本身
與土壤、環境關係的科學
研究，並且為農業及農業
推廣研究者提供召開定期
會議的設施。

學術機構-ISA

中央農業大學(Central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為印度農業研究和教育部
DARE依據議會法案所成
立的農業大學，主要使命
是成為農業和相關部門的
教學、研究及推廣教育卓
越中心，該大學致力於開
發可永續經營的農業系
統，以提高農業的生產力
及盈利能力。

學術機構-CAU

1. 促進生態永續型農業。

2. 促進科學家在農業領域的卓
越研究。

3. 促進國內不同機構組織的研
究工作者與全球科學界互
動。

4. 出版具體研究，促進農業政
策制定及農業研究與發展。

5. 實現與上述目標相關的活
動。

主要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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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農林水產外部環境分析-概要

 印度農業產值佔全國GDP的17.5%左右。
 人口有58%仰賴農業為生，小農、佃農佔絕大

多數。
 稻米、水牛肉、關華豆膠是目前印度最重要

的出口經濟項目，農產品主要出口市場為沙
烏地阿拉伯、伊朗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漁業(含水產養殖)：印度每年漁撈量400萬公
噸佔全球第7位，養殖魚、蝦產量390萬公噸
排名全球第2。

經濟環境

農業推動政策社會文化環境

政治法律環境

 農業主管機關：印度農業部。
 2016-2017修建灌溉設施供285公頃農地，撥

款421.1億美元做為糧價平穩基金，另規劃
將於2018年5月供電至所有鄉村。

 推動「漁業綜合發展與管理計畫方案」，目
的在促進印度漁業五年的成長率保持8%，累
計投資金額達到300億盧比。

 種族：印度族群相當多元，估計超過2,000餘
種，印度人習慣以其來自的州別分辨其所屬
族群。

 語言：官方語言為包括北印度語(Hindi)等之
22種語言，英語為政府及企業主要語言。

 基礎建設不足、產業鏈不健全、法令制度不
完備、行政效率低落、教育未完全普及、貧
富不均問題嚴重。

 政體：印度人民黨(BJP)、印度國大黨
(INC)。

 印度聯邦及州政府均積極對外招商，並提供
各式獎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設。。

 法律體系：普通法系。
 投資主管機關：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

部門(DIPP)、外人投資推廣局(FIPB)。
 外商在印度經濟特區投資，可享受土地租

稅、營業所得稅和進出口關稅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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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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