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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进行合营的几种架构 

 

概述 

合营（“JVs”）在以色列不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实体，因此没有专门

适用于合营的法规。大多数可以在以色列适用的法律架构都可以

用于进行合营，即合营可以设立为公司（“合营公司”）或合伙

（普通合伙或者有限合伙）（“合营合伙”），或者不成立新的法

律实体，比如通过协议联合（合同型合营）。前述任何架构形式

都可以用于任何合法的目的。 

合营可以在任何行业进行经营，但须遵守应适用的法律法规，符

合相应的牌照和许可要求。如果合营在受监管的行业进行经营，

例如银行、电力或能源领域，则相应行业应适用的法律也适用于

合营。 

合营的架构 

合同型合营 

合同型合营不需要注册，因为没有设立独立的法律实体。合营各

方通过合同确立合作关系，合同可以为任何目的，且期限不受限

制——可以约定特定的期限，也可以不设期限。合同型合营应遵

守以色列《合同（总则）法》（1973）和《合同（违约救济）

法》（1970）（统称为“《合同法》”），合营各方可以此方式迅

速建立起联合，界定各方间的内部关系，并且受到的限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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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合同型合营的合同通常规定了合营的目标、合营各方的投

入、合营各方间利润和损失的分配、合营各方的内部运营活动、

合营终止的条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项。合营各方间的义务和风

险负担因各个合同型合营的情况不同而各有不同。 

如果设立合营的合同没有规定合营的组织形式，则该合同可能被

视为设立未注册的合伙（详见下文）。 

合营各方有时倾向于采用合同型合营的方式，而非合营公司或合

营合伙，原因主要有：合营各方不需要将财产和营业转移到一个

独立的法律实体，从而得以保留对其财产和营业的控制；由于不

需要注册，合同型合营需要履行的手续更少；较之以单独法律实

体运营的合营企业而言，合同型合营的终止程序更加简便，并

且，合同型合营对合营各方缴纳直接税没有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应当遵守以色列《公司法》（1999）和该法下颁布的法规

（以下简称“《公司法》”），成立公司必须向以色列公司注册处

进行注册。注册程序要求提交初始的公司章程（希伯来文，或者

英文并附希伯来语译文），公司的初始董事和股东签署的声明，

并缴纳注册费。注册程序通常需要四个工作日，由于注册文件需

要律师见证，故注册程序一般由律师处理。以色列法律不要求任

何最低注册资本，但合营公司的初始章程必须写明公司的注册资

本（以谢克表示），包括注册股份的数量和种类。公司的股份可

以没有名义价值。 

合营公司的股东可以起草一个股东协议来规范股东间的内部关

系，并就合营公司章程中的任何安排进行补充。股东协议不需要

提交给公司注册处，因此，股东协议对第三方没有约束力，除非

第三方同意受股东协议中条款的约束。 

在合营公司中，股东以其出资额（或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

承担义务，各股东按其在已发行流通的股份中所占的比例享有权

益。根据以色列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法庭可以将合营公司的债

务分配给公司的股东，或者中止股东对赎回股东贷款的权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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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第三方借款人的债务已还清，这些情况包括：合营公司使用

单独实体地位是欺骗性的，或者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或者对合

营公司的目标是不利的，并且体现出合营公司偿债能力的不合理

风险。 

非上市公司应向其股东和以色列公司注册处提交年报和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以色列公司注册处的记录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公司

的基本信息，例如名称、地址、注册号、注册资本、每股的名义

价值、注册日期、设立目的、董事名称、股权结构，以及公司财

产的质押情况。此外，公司应当缴纳公司税，发放股息应当在源

头由合营公司预扣税款。 

合营公司成立之后，应当在以色列增值税部门（这一程序要求至

少一个以色列居民担任该合营公司的增值税代表）、所得税部门

和国民保险协会进行注册。这些程序一般需要15个工作日左右。 

合伙 

合营合伙应遵守以色列《合伙条例（新版）》（1975）（以下简

称“《合伙条例》”）。合伙有两种形式：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

（“GP”），和有限合伙（“LP”）。《合伙条例》规定，有限合伙

应至少有一名对合伙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至少有一名有

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或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承担责任。有限

合伙人不能参与合伙管理，其行为不能约束合伙；如果有限合伙

人进行了约束合伙的行为，则其应当像普通合伙人一样承担无限

责任。在以色列，公司经常在有限合伙中担任普通合伙人。 

在普通合伙中，所有合伙人对合伙的义务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这

种责任可能需要合伙人以个人财产承担。每个合伙人都有权利作

为合伙的代理人，有权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 

根据《合伙条例》，在合伙注册处注册是有限合伙成立的构成要

件。合伙注册处和司法部的批准是有限合伙开始进行活动的前提

条件。有限合伙的初始合伙人需要向合伙注册处提交一份书面的

《合伙协议》（希伯来文，或者英文并附希伯来语译文）并支付

一笔注册费。《合伙协议》一般会规定合伙的类型、合伙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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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每个合伙人的限制和责任、每个有限合伙人投资的数额、每

个合伙人使合伙受约束的权利的限制、利润和损失的分发和分

配、补偿条款，以及类似的事项。 

普通合伙应当在成立一个月以内向合伙注册处注册；不过，该项

注册仅是普通合伙成立的宣示性要件，不影响普通合伙的成立。 

与公司不同，合伙企业被视为纳税虚体，在合伙企业层面不征

税。因此，在合营的一方可以利用税收优惠（例如损失）时，该

方会倾向于使用合营合伙而非合营公司，从而在合伙结构下利用

其税收优惠。 

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或实体以营业为目的联合，若未向合伙注册

处注册，则可能被视为未注册的普通合伙。是否将一个未注册的

联合视为普通合伙，应依据《合伙条例》中规定的习惯法标准和

以色列判例法来决定，例如各方的意图、对公众的表现、利润分

配、关系存续期间、各方的管理权，以及类似的标准。如果联合

关系被视为实际上的普通合伙，《合伙条例》的规定将会适用，

每个合伙人将承担不受限制的共同连带义务。 

合营合伙常见于下列行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和能源投资（例

如：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勘探）。 

合营的管理机构 

合同型合营的各方可以规定自己的管理和治理机构。这些机构不

直接受制于《公司法》，因为《公司法》规制的是公司管理机构

的角色和责任。不过，《公司法》的特定原则可能适用于合同型

合营的管理机构，包括信托责任原则等。 

在合营公司中，管理机构是董事会，《公司法》要求一个公司有

至少一名董事，其可以是以色列人或外国人。 

合营的治理文件中经常会规定处理僵局的方法。处理僵局通常使

用的方法包括投票、独立第三方决定、买你—买我机制，以及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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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的成员 

参与合营的成员可以是（以色列或外国）个人或者实体。此外，

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也可以缔结合营协议，但是，在

这些情况下，适用于政府机构或上市公司的相关行政法律或其他

法律可能适用于合营。 

以色列法律对合营的成员数量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如果向35个

以上不合格潜在购买者发出购买合营股份或权益的要约，则会被

视为以色列《证券法》（1968）下的“向公众发出要约”，需要符

合《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要求，包括需要发布经以色列证券局

批准的招股说明书。 

合营合伙（包括有限合伙和普通合伙）必须包括至少一个普通合

伙人，并且不得包括多于二十个普通合伙人，但是，合伙人可以

是拥有多于一个所有者的法律实体，从而增加实际合伙人的数

量。 

在以色列法律下，仅有很少的限制适用于合营各方的投票权或各

方对合营的出资。合营各方可以就这些事项自由做出约定。合营

各方可以以现金、服务或财产出资。在合营公司和合营有限合伙

中，必须记录各方的出资，且《合伙协议》应当规定各合伙人的

权利。合营公司可以就不同种类的股份规定不同的投票权。 

所有的合营都需要遵守普遍适用的法律。此外，不论合营的设立

形式如何，个人间或法律实体间的安排如果对其中任一方做出限

制，且该限制可能阻止或减少该方与其他各方间或与第三方间的

竞争，则该安排被视为限制性协议。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竞争者

之间的合作也会被视为禁止的限制性协议。《限制性贸易行为

法》（1988）（以下简称《限制性贸易行为法》）禁止所有这些

安排，除非经有权的反垄断机构批准。《限制性贸易行为法》规

定了特定的不视为限制性安排的法定例外，包括：与不动产权利

转让相关的安排；特定的某些商业领域（国际空运和海运、农

业，以及其他）；由母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订立的安排；以及其

他特定事由。此外，以色列反垄断局局长也颁布了一系列成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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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使特定种类限制性协议的成员无需向反垄断局局长寻求专

门的豁免。竞争者之间在设立合营之前，或各方在设立限制竞争

的合营之前，建议向反垄断律师咨询相关事宜。 

合营成员间的利润和损失分配 

只有在经董事会决定，合营公司已有的和可预见的义务承担不会

因分配股利而受到影响，合营企业才可以宣告和支付股利。根据

《公司法》，分配的数额以合营公司的保留盈余或者过去两年内

产生的利润中更高者为限，以合营公司最近经审阅或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为准，该财务报表的日期不得早于股利分配日期前六个

月。经法庭批准，合营公司分配股利可以不遵循该标准。由于公

司是有限责任实体，公司的损失不由其股东承担。 

在合营合伙中，合伙人有权决定怎样分配合伙利润及分配的时

间，对该事项没有任何法律限制，但是，普通合伙中由所有的合

伙人对合伙的损失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中只有普通合伙人对合伙

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而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或认缴的出资额

为限对损失承担责任）。 

合营的期限和终止 

以色列法律对合营的存续期限没有任何限制。合营可以永久存续，除非

合营各方希望终止此种联合，或者合营各方成立的是在有限时间内存续

的合营合伙或者合同型合营。 

在合同型合营中，与其他合同的情况相同，在符合合同的规定和

限制及符合《合同法》的前提下，各方可以随时因任何事由决定

终止联合。 

在合营公司中，任何股东都可以通过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而退

出合营企业，条件是需要符合合营公司的章程，章程中可能包括

限制股份转移的规定。这些限制股份转移的规定可能包括要求董

事会的事先同意、优先购买权或共售权、锁定期或领售权。此

外，股东可以决定通过清算合营公司来终止合营企业。合营公司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清算前持续存在，即使其股东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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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存续已经终止。 

一个合营普通合伙在发生特定事项后必须进行清算，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事项：各方合意设立一个存续期间有限或者目的为特定业

务的合营普通合伙，在该存续期间或该特定业务终止时，合伙自

动解散，除非合伙继续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合伙被视为设

立为无存续期间限制的合伙；如果对普通合伙没有设定存续期

限，则普通合伙在一个合伙人向其他合伙人宣告解散合伙的意图

后即解散；如果一位合伙人宣告破产，合伙自动解散；如果一个

合伙人在合伙中的份额因其个人债务被质押，则其他合伙人可以

清算该普通合伙；以及类似的情形。 

在合营有限合伙中，有限合伙人不能请求清算合营合伙；如果一

个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中的份额因其个人债务被质押，其他合伙人

不可以清算合营有限合伙，如果一个有限合伙人宣告破产，合营

有限合伙也不会解散。 

合营的外国成员方 

如果一个合营企业的任何股东或者董事是非以色列公民或非以色

列法律实体，则在成立该合营公司或者合营合伙的注册程序中，

须提交经公证的该公民的护照副本或该实体的注册文件。 

以色列法律（例如《资本投资鼓励法》和《工业研究和开发鼓励

法》）向在本地经商提供若干优惠政策，例如补贴、降低税率、

免税及其他税收优惠，鼓励外国资本到以色列进行投资。 

 

以色列监管机构 

• 公司注册处 

https://havarot.justice.gov.il/ 

• 合伙注册处 

http://www.justice.gov.il/Units/RasutHataagidim/units/Rasham
Sutfuyot/Pages/default.aspx 

• 反垄断局 

http://www.antitrust.gov.il/ 

https://havarot.justice.gov.il/
http://www.justice.gov.il/Units/RasutHataagidim/units/RashamSutfuyot/Pages/default.aspx
http://www.justice.gov.il/Units/RasutHataagidim/units/RashamSutfuyot/Pages/default.aspx
http://www.antitrus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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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局 

https://taxes.gov.il/Pages/HomePage.aspx 

• 增值税局 

https://taxes.gov.il/Vat/Pages/VatLobby.aspx 

 

We would be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that you might have. 

 

Sincerely, 

Fischer Behar Chen Well Orion & Co.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972.3.694.4194 rtepper@fbclawyers.com  Raz Tepper Adv.  

 
1325+972.3.694.     ygao@fbclawyers.com   Yue Gao     Ad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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