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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企业设立指南



在比利时成立公司
当贵企业考虑全球业务拓展的时候， 选择比利时是您英明的
决定， 因为这里稳固的经济环境受到外国投资者的一致肯
定。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投资机会的全部优势，投资者们必须
首先了解在海外设立企业实际操作方面的信息。毕马威比利
时的专业团队对比利时和中国双方的体制都有深入的了解，
并随时准备好为您的海外扩张提供便利。

下图概括了成立一家比利时公共或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致
程序。 请注意的是，如果您计划派遣中国公民到比利时工作
超过90天，首先您需要为被派遣的雇员申请比利时单一许可
证，或是为自雇人士（比如公司董事）申请职业卡。 单一许
可证和/或职业卡是为了允许持卡人在比利时从事职业活动。 
另外， 在合法进入比利时国境之前，还需要获得签证。

企业注册时间表

企业注册、办理比利时单一许可证和
签证的时间表

企业注册、办理比利时职业卡和签证
的时间表

企业注册、办理比利时单一工作许可
证 、职业卡和签证的时间表

2-4 周

2-4 周

3-4个月

2-4 周

6-10 个月

2-4 周

3-4个月

6-10 个月

（*）在布鲁塞尔或瓦隆大区经营的中小企业都需要提供具备基本管理知识的证明 。 然而， 如果一名或多名持有公司25%以上股份（或是与之相
关的投票权）的合伙人/股东满足以下至少一项条件，将要成立的公司就可以被认定为大型企业，因而不需证明基本的管理知识:    （1）该合伙人
或股东的年均雇员人数超过50；（2）该合伙人或股东的年销售额超过七百万欧元或是总资产超过五百万欧元。 如果公司被认定为中小企业， 则
需要提供经理人/董事总经理之一的学历或资历用来证明基本的管理知识。 在证明基本管理知识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这些经理人/董事总经理事是
否需申请职业卡。对在佛兰芒区成立的企业不存在此项规定。

 公司成立程序 第一张单一许可证 第一张职业卡

首先所需提供的信息包括：
公司名称(以备预核)，注册办公地址，
公司目的（经营范围） ，股本/充足的
起始资金，股东，董事，法定审计师，
等等。

申请单一工作许可证所需准备的文件
包括：
 - 有效国际护照
 - 护照照片
 - 缴费证明
 - 社保情况确认及其证明
 - 中国劳务合同、派遣函或是比利时

劳务合同
 - 符合最低工资要求
 - 健康证明
 - 6个月之内签发的良好品行证（带

宣誓翻译的认证件）
 - 取得的最高学历和翻译件
 - 最低保额为3万欧元的旅游保险

证明

申请职业卡所需准备的文件：
 - 有效国际护照
 - 简历及相关执业经历的证明
 - 护照照片
 - 社保情况确认和证明
 - 户口及认证
 - 最高学历证明和宣誓翻译件
 - 职务和从事业务的描述
 - 为比利时和投资地区能够创造经济

价值的证明，包括：商业计划；比
利时公司成立的证明（如适用）；
董事任命的证明（如适用）；在比
利时租赁或是购买营业场所的合同
（如适用）；年度报表（如适用）
；在企业十字路口银行数据库登记
的证明（如适用）；创造未来就业
的证明；推荐信；等。

 - 过去12个月的收入证明和反映最近
3个月交易记录的存款账户的银行
对账单

 - 有投资和生活所需的充足流动资产
的证明及其支持文件

 - 6个月之内签发的公证并认证的、涵
盖过去一年时间的无犯罪证明， 涵
宣誓翻译

 - 填写完整的职业卡申请表
 - 缴纳申请费

起草公司章程。

 - 以将要设立的新公司名义开立一个
特殊的比利时银行帐户

 - 转入股本/充足的资本金
 - 银行出具资金证明

起草头两年的财务预算，该预算最晚需
要在公司章程签字日提交给公证员。

向比利时主管部门提交工卡的申 向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递交
职业卡的申请材料， 并申请长期居留
签证

根据情况，签署必要的委托函，由律
师代表发起人出席，在公证员处成立
公司。

比利时主管机关可能会要求提供额外
信息

申请文件发往比利时有关主管机关，由
其做出决定

在公证员面前成立公司。需要提
供以下文件：
 - 银行资金证明
 - 财务计划书
 - 律师委托函（如适用）
 - 受任命董事的身份证件
 - 外国发起人为法人的营业执照

一般来讲，单一许可证会在申请提交后
的3-4月左右批准

比利时主管机关可能会要求提供额外
信息

公证员负责在主管商业法庭书记处提交
公司成立的章程

比利时主管大使馆/领事馆批准单一许
可证

一般来讲， 职业卡/长期签证在申请后
的6-10个月左右发放

在公司章程递交十日之内，章程摘要
将在比利时官报中进行公告

在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申请长期
D类签证

拟定股份登记册,发起人在股份登记册
上进行登记

一般来讲， 长期签证可以在申请后的
1-2周

在十字路口银行企业数据库CBE（*）
中登记

持证入境比利时 持职业卡和签证入境比利时

在增值税部门进行登记，激活增值税号
（如适用）

在一家社保基金处进行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