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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ink to Success

Invest KOREA是韩国与
外国投资商之间的桥梁，
提供最高层次的的疏通窗口，
以让投资商在韩实现成功投资。

目录

CEO语录

04

3C 优惠

06

关于Invest KOREA 组织

08

主要服务

12

主要活动

16

Invest Korea Plaza

20

全球网络

22

| Invest KOREA | CEO 语录 04 - 05

CEO 语录

Invest KOREA 通晓各产

Invest KOREA、外商投资

Invest KOREA一直以来

业领域，掌握各领域技巧，

监察专员与其他企业机构的最

凭借自己专业性咨询服务，

韩国各种状况的经验专家。

性扶持，以解决外商投资企业

业。另外，为外商安排、斡

并拥有许多能帮助外商适应
他凭借这种价值性服务，全
力以赴辅佐外商，让他们在
韩国的投资变得更加便捷。

大区别是，他们积极提供符合
在韩国遇到的各种困难。帮助
在韩国开展商务活动的美国企
业，解决棘手问题，在这一方
面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帮助外商寻找合适的关系企
旋与相关政府机关、商务合
作伙伴的碰头机会，并通过
合理性的咨询和服务，解决
经营上的困难。

Convenience

Customization

Connection

Andre Nothomb - Solvay

John Schuldt - AMCHAM

Yasuaki Ueno - Fuji Xerox

Finance Officer of Global Business Unit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Solvay Korea

President
AMCHAM Korea

President & CEO
Fuji Xerox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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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s

Invest Korea
以“一站式”
服务，提供
3Cs。

CONVENIENCE

提供帮助，让在韩国的投资变得更加简便。
•
•
•
•
•

咨询

投资行政扶持
红地毯服务
一站式

Invest Korea Plaza

CUSTOMIZATION

量身定制似地提供符合投资条件的服务。
•
•
•
•
•

项目经理

发掘投资商

管理投资项目
扶持行政事务
事后管理

CONNECTION

帮助同韩国企业、相关机关构成工作网。
•
•
•
•
•
•
•
•
•

举办招商引资IR
宣传投资环境

研究与调查招商引资政策
外商投资周

辅助自治体派遣招商引资团
推进外商投资项目的商品化
全球联盟项目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会
社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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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KOREA

大韩民国的招商引资机构

Invest KOREA是KOTRA(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旗下的国家招商引资机构，

是为扶持外国企业成功进入韩国而设立的。Invest KOREA发挥着在海外宣传韩国

投资环境的作用，同时还向外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即从投资洽谈到投资申
报、企业成立，以及扶持在国内的项目活动与解决经营困难等。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

KOTRA是成立于1962年的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通过调查海外市场、振兴中小企业出

口、提供贸易信息服务、实施G2G（政府对政府）的出口等各种贸易促进项目，为韩国的出口

基础—经济开发做出贡献。KOTRA以引进外商投资为目标，通过Invest KOREA，开展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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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招商引资体系

Invest KOREA是由KOTRA员工、专家团体、各政府部门及机关的外派人员组成，同时他

与位于世界各国的36家招商引资贸易馆构成紧密的合作体系。Invest KOREA执行外商投资委
员会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制定的有关外商投资的政府政策。

要负责树立招商引资战略、向海外潜力投资商宣传韩国投资优势、掌握全世界的外商直接投

外商投资委员会

团和与有关机关合作，解决外商咨询事项等开展各种招商引资活动。此外，总管现金补贴等

KOTRA/IK

资动向、制定招商引资政策等。招商引资室主要负责引进外商投资，以及通过派遣政府考察
投资优惠政策。全球M&A扶持团是履行国外M&A扶持项目的必要战略。

综合行政扶持中心是帮助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外商直接投资申报等行政业务的部

门。外商投资监察专员办公室是解决在韩国开展商务活动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国投资商困难

相关部门

(实施)

总部

的部门。

KOTRA海外贸易馆

设定目标 ▶ 发掘项目 ▶ 招商引资 ▶ 商务扶持 ▶ 事后管理

海外组织

Invest KOREA在全世界主要产业与金融中心设置、运营着36家招商引资贸易馆。这些

海外贸易馆作为与海外潜力投资商接触的窗口，宣传韩国投资环境和提供对韩投资的相关信

组织图

息，同时举办国家IR与扶持招商引资TFT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另外，向这些招商引资贸易馆

派遣投资负责官，并通过他们，发掘新投资项目，然后在同总部合作的前提下，重点管理项
目，直至落实。

KOTRA

综合行政扶持中心

Invest KOREA
•
•
•

投资企划室

•

招商引资室

•

•

外资企业困难处理团

欧洲 (13)
中东 (1)

招商引资室

投资战略组

•

投资信息组

•

投资宣传组

投资综合洽谈室

外商投资监察专员

全球M&A扶持团

投资企划室
•

公室。

(政策制定)
(政策调整)

•

KOTRA旗下的招商引资机构有Invest KOREA、综合行政扶持中心和外商投资监察专员办
Invest KOREA包括投资企划室、招商引资室、全球M&A（兼并）扶持团。投资企划室主

产业通商资源部

地方自治体

总部

•

•

招商综合组
北美招商组
欧洲招商组

亚洲中东招商组

招商引资贸易馆
•
•
•
•

北美
欧洲

亚洲及大洋洲
中东

中国 (6)

日本 (4)

东南亚 (1)
大洋洲 (2)

北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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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

提供符合您需求的服务，
以让您在韩国的投资变
得更加简单、方便。

咨询

提供投资程序、法律、税务/会计领域的专业咨询。

另外，还扶持医疗、教育、住宅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咨询。
在线咨询

Invest KOREA网站(http://www.investkorea.org)提供特殊、最新

的投资韩国的相关信息。

扶持投资项目

按照潜力投资商的要求，Invest KOREA提供广泛的服务，其

中包括投资可行性调查、寻找投资合作伙伴、物色投资新项目和
符合性市场调查等。
项目经理

为有效地扶持外商的投资业务，Invest KOREA指定参与主要特定投

资项目的项目经理(PM)。提供针对性服务，即提供投资各阶段的相关信

息、代办行政手续，另外为解决客户苦衷，组成并运营特别工作小组。当
潜力投资商访韩时，PM还帮助斡旋、搭桥牵线，安排与相关政府机关、
投资伙伴间的碰头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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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

投资行政服务

以2015年为准，18家机关(9家政府部门、7家自治体、2家

有关机关)22名公务员和各领域咨询专家9名被派驻投资综合洽谈
室，提供所有与外商投资有关的行政服务。
投资申报/务实:
发放外商投资申报证明和外资企业注册证
成立外商投资法人:
扶持法人登记、各种认许可、发放签证
•

•

2015年Invest KOREA在劳务、税务、法律、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工厂选址等领
域，共提供1,281次商谈。

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服务”是Invest KOREA的核心优势，提供投资洽谈、投资实施和投资

管理等所有服务。

贯穿各投资阶段的
“一站式服务”
提供投资环境信息
早期咨询

投资洽谈

2015年Invest KOREA共提供16,535次与投资商有关的生活定居和行政扶持服务。投

资商的生活定居服务（英语、中国语、日语）包括签证发放、外商投资申报、外资
企业注册、外国驾驶证转换成韩国驾驶证等。

投资申报、落实
投资行政扶持
成立外资企业法人

投资事后管理服务
ombudsman.kotra.or.kr
外商投资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外资企业困难处理团努力向外

资企业提供在韩从事商业活动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解决方案。
指定被称为“家庭医生”的专家，向外商投资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服
务，同时迅速掌握外资企业苦衷并给予解决。

事后管理

解决外资企业困难

针对外商的“红地毯服务”

从2001年到2015年通过家庭医生，共解决5,806件外商投资企业的困难事项。

投资程序：商谈重要事项、

•

提供优惠政策、法律、雇用、

•

•
•

•
•
•

发掘投资商

选址等咨询
实施国内外的现场洽谈
发放外商投资申报证明
发放外资企业注册证
扶持法人登记

帮助处理各种认许可
发放签证

•

帮助处理签证、银行、

•

改善投资环境

医疗、教育等事务

向潜力投资商提供在韩滞留期间所需要的以下所有服务：
•
•
•

•

提供生活、
居住环境的相关咨询

•

•

出入境: CIQ接送、快速通道服务
供应车辆

咨询与斡旋产业视察日程(PM)
提供随行PM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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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帮助外商投资企业
连接韩国企业、
有关机关等，
构成工作网，
提供能实现成功
商务的各种信息。

发掘投资商与管理投资项目

Invest KOREA向潜力投资商持续介绍韩国投资环境与投资

信息，发掘投资项目，同时与海外招商引资贸易馆、项目经理

(PM)、中央部门及自治体开展合作，重点管理投资项目，直至务
实投资为止。

举办招商引资IR

针对海外潜力投资商，举行各地区、各产业的投资环境说明

会等大规模国家IR 。针对主要潜力投资企业，派遣招商引资特
别工作小组等，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宣传投资环境

开展宣传活动，介绍韩国是具有魅力的“投资宝地”。制作发

给潜力投资商的宣传材料，举办国内外投资相关活动，并通过网
站与SNS等，与外商进行疏通、交流。另外，还进行任命海外韩
国投资宣传大使、运营全球志愿团等各角度的宣传活动。

韩国投资宣传大使(Honorary Ambassador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for Korea)

Invest KOREA为取得更多的招商引资成果，同位于美国、法国、德国、

英国、比利时、日本、香港、印度、UAE 等九个国家的当地企业构成网络，
任命当地著名人士为韩国投资宣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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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

研究与调查招商引资政策

Invest KOREA的主要活动是举办投资论坛与发行投资相关报

告等。根据这些论坛与报告书，通过外商投资政策中心，向政府
建议外商投资相关政策。

外商投资周(Foreign Investment Week)
“外商投资周”是韩国最大规模的外国人招商引资活动，它每

年向外国投资商介绍韩国商务环境和提供投资选址视察等机会。

GAPS(Global Alliance Project Series，
全球联盟项目)
GAPS是指全球先进企业同国内企业、研究所等合作投资、

转移技术、实施共同研发扶持项目等策划针对性、多边化招商引
资活动的事业。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会

Invest KOREA每年举办外商投资企业招聘博览会，帮助外商

投资企业发掘优秀人才和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等。

辅助自治体派遣招商引资团

Invest KOREA向自治体、经济自由区及有关机关派遣职员，

扶持招商引资活动。

社会贡献(CSR)

Invest KOREA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共同的服务活动等各

种社会贡献活动，为打造共同生活空间和社会，冲锋在前。

推进外国人招商引资项目的商品化

从自治体、FEZ正在推进的招商引资项目中，选出潜力项目，

然后扶持实现商品化，引导搞活投资。
商品化

通过对收益性与实施可能性进行分析，制定出招商引资战略和主要目

标，并事后扶持招商引资活动。

外商投资规则信息网站服务
(ombudsman.kotra.or.kr/eng/leg/intro.do)
Invest KOREA提供与外国投资商有关的规则信息，并具备在

制定规则时外商可事前搜索相关立法信息和提出意见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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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KOREA
PLAZA
通过便利的商务

设施和行政服务，
提供能实现成功投

资的最佳商务环境。

Invest Korea Plaza (IKP)
Invest Korea Plaza 是韩国首家具备最先进智能系统的外商

投资专用培育机构，这里拥有各种办公空间和会议设施。另外，

在这里还提供关于对韩投资的商务咨询与行政业务等综合性服务。
在IKP内成立投资综合咨询中心(Investment Consulting Center,

ICC)，进一步扩大IK的服务范畴。

ICC提供英语、日语和中文版的各种服务，即包括成立外资法人、注册公司、
咨询税务、发放签证、加入保险及申请信用卡等。
这里还常驻着国税厅、海关、法院、出入境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可迅速提供
各项服务。
•

 2006年IKP建成至2015年，共有164家外商投资企业通过IKP向韩国投资
从

370亿美元。其中136家企业“毕业”于IKP。

| Invest KOREA | 全球网络 22 - 23

Invest KOREA的全球网络

招商引资贸易馆(36)
欧洲

亚洲与大洋洲

德国法兰克福
Tel: (49-69) 2429-920/9
E-mail: frankfurt@kotra.or.kr

意大利米兰
Tel: (39-02) 79-5813
E-mail: kotramil@kotra.it

日本东京
Tel: (81-3) 3214-6951
E-mail: kotratokyo@kotra.or.jp

中国北京
Tel: (86-10) 6410-6162
E-mail: 712467@kotra.or.kr

新加坡
Tel: (65) 6426-7200
E-mail: kotrasin@singnet.com.sg

德国汉堡
Tel: (49-40) 3405-740
E-mail: info@kotra.de

瑞士苏黎世
Tel: (41-44) 202-1232
E-mail: ktc@kotra.ch

日本大阪
Tel: (81-6) 6262-3831
E-mail: osaktc@kotra.or.jp

中国上海
Tel: (86-21) 5108-8771/2
E-mail: shanghai@kotra.or.kr

澳洲墨尔本
Tel: (61-3) 9860-0500
E-mail: info@kotramelbourne.org.au

德国慕尼黑
Tel: (49-89) 2424-2630
E-mail: munich@kotra.or.kr

瑞典斯德哥尔摩
Tel: (46-8) 30-8090
E-mail: kotra.sto@kotra.nu

日本名古屋
Tel: (81-52) 561-3936
E-mail: nagoya@kotra.or.jp

中国广州
Tel: (86-20) 2208-1600
E-mail: 713161@kotra.or.kr

澳洲悉尼
Tel: (61-2) 9264-5199
E-mail: info@kotra.org.au

法国巴黎
Tel: (33-1) 5535-8888
E-mail: paris@kotra.or.kr

丹麦哥本哈根
Tel: (45) 3312-6658
E-mail: info@kotra.dk

日本福冈
Tel: (81-92) 473-2005/6
E-mail: fukuoka@kotra.or.jp

中国青岛
Tel: (86-532) 8388-7931/4
E-mail: qdkbc@kotra.or.kr

西班牙马德里
Tel: (34-91) 556-6241
E-mail: madridktc@kotra.or.kr

荷兰阿姆斯特丹
Tel: (31-20) 673-0555
E-mail: info@koreatradecenter.nl

中国香港
Tel: (852) 2545-9500
E-mail: kotra5@kotra.org.hk

英国伦敦
Tel: (44-20) 7520-5300
E-mail: kotra@kotra.co.uk

奥地利维也纳
Tel: (43-1) 586-3876
E-mail: kotravie@kotra.a

台湾台北
Tel: (886-2) 2725-2324
E-mail: kotra.tpe@msa.hinet.net

比利时布鲁塞尔
Tel: (32-2) 203-2142
E-mail: kotrabru@kotra.or.kr

中东

阿联酋迪拜
Tel: (971-4) 450-4360
E-mail: ktcdxb@emirates.net.ae

北美洲

美国纽约
Tel: (212) 826-0900
E-mail: kotrany@hotmail.com

美国硅谷
Tel: (408) 432-5000
E-mail: info@kotrasv.org

美国洛杉矶
Tel: (323) 954-9500
E-mail: info@kotrala.com

美国底特律
Tel: (248) 619-1601
E-mail: detroit@kotradtt.org

美国芝加哥
Tel: (312) 644-4323
E-mail: info@kotrachicago.com

加拿大温哥华
Tel: (604) 683-1820
E-mail: ktc@kotrayvr.com

美国达拉斯
Tel: (972) 243-9300
E-mail: info@kotradallas.com

加拿大多伦多
Tel: (416) 368-3399
E-mail: info@kotra.ca

美国华盛顿
Tel: (202) 857-7919
E-mail: washington@kotra.org

总部

大韓民国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献陵路13
Tel: (82-2) 1600-7119
Fax: (82-2) 3497-1611
E-mail: ikonline@kotra.or.kr
Homepage: www.investkorea.org
Social Media:
www.facebook.com/InvestKorea
www.linkedin.com/company/invest-korea
www.blog.investkorea.org/wordpress
www.youtube.com/user/INVESTinKO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