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卢旺达简介

一、基本概况

卢旺达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经济发展平稳。政府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并向外资开放了包括电

信业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此外，卢旺达是多个地区性、国

际性组织的成员国，享受美国、欧盟、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给予的许多出口方面的优惠政策。该国对水利、电力、

通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未来发展有着广阔的

空间。

【投资吸引力】卢旺达目前是东非地区营商环境最好的

国家之一，基加利被认为是非洲最安全的首都之一。据世界

银行公布的《2018 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卢旺达在被评估

的 190 个经济体中排第 41 位，在非洲排名第二。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卢旺达

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58 位，在

非洲排名第二。2018 年，卢旺达发展署被评为东非地区最佳

投资促进机构第二名。

【自然资源】卢旺达自然资源贫乏。已开采的矿藏有锡、

钨、铌、钽、绿柱石、黄金等。锡储藏量约 10 万吨，铌钽

蕴藏量估计为 3000 万吨，尼亚卡班戈钨矿是非洲最大的钨

矿之一。基伍湖天然气蕴藏量约 600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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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万公顷，占全国面积的 24%。卢旺达泥煤储量大约 135 亿

立方米，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

【宏观经济】近年来，卢旺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信息

产业，努力缓解能源短缺困难，经济保持较快速度增长。2017

年，卢旺达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91.4 亿美元，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GDP）75.1 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为 6.1%，人均

GDP 774 美元。

【贸易伙伴】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7 年卢旺达货物

贸易五大出口目的地为刚果（金）、肯尼亚、阿联酋、瑞士

和布隆迪；五大进口来源国为中国、乌干达、肯尼亚、印度、

阿联酋。

【商品结构】卢旺达主要出口货物为茶叶、咖啡、生皮

革、蔬菜、啤酒和麦粉加工产品，主要进口商品为水泥、精

炼和非精炼棕榈油、植物油和服装。

二、经贸往来情况

【贸易】2018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对卢旺达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卢旺达。中国是卢旺达第一

大工程承包方，主要贸易国和投资国之一。中国政府给予卢

旺达出口到中国的绝大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2017 年中国与

卢旺达贸易额为 1.57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卢出口 1.2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25%；从卢旺达进口 0.28 亿美元，同比下

降 12.96%。在非洲国家当中，卢旺达与中国贸易额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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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位。2017 年中国企业在卢旺达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3.3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96 亿美元；2017 年当年中国对卢旺

达直接投资流量 988 万美元；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卢旺

达直接投资存量 9925 万美元

【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当年中国对卢旺达

直接投资流量 988 万美元。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卢旺达

直接投资存量 9925 万美元。中国在卢旺达开展各类业务的

企业已超过 20 家，分布在通讯电子、建筑、基础设施、数

字电视等领域；主要从事修路、建筑、农田整治、工程咨询、

通讯、数字电视、手机装配等业务活动。

【商品种类】中国对卢旺达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机电

产品、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及轻纺产品。中国从卢旺达进口

商品主要类别包括钽铌矿及精矿、钨矿砂及精矿。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企业在卢

旺达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9 份，新签合同额 3.31 亿美元，完

成营业额 1.96 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86 人，年

末在卢旺达劳务人员 1679 人。

【企业合作】我企业未有在卢旺达开发境外园区，进驻

基加利经济特区的有中水电十三局、北京建工及 C&H服装厂、

中辰钢构等私营企业。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水电

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卢旺达胡叶-基贝霍-穆尼

尼 66 公里道路升级改造项目；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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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建卢旺达鲁苏摩水电站项目；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卢旺达卡吉图巴-加比洛公路修复升级工程等。

卢旺达建筑市场容量有限，目前已经有中土公司、中地

公司、北京建工集团、华山国际、河南国际、江西国际等国

内知名建筑公司进入当地市场。目前，卢旺达政府正在采取

措施，要求在所有的政府建设工程中，卢旺达当地公司至少

参与其工程量的 30%，

【基础设施合作协议】2017 年 4 月 11 日，驻卢旺达使

馆经商处张力勇参赞、卢旺达自然资源部水和森林资源管理

局局长 NGABONZIZAPrime 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援卢旺达供

水井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现场考察会谈纪要。根据双方会谈

结果，中方拟在卢旺达 11 个地区打供水井和监测井，供水

水质将达到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该项目实施后，将有

效解决卢旺达偏远地区居民饮水困难，为数十万当地百姓提

供清洁用水。2018 年 1 月 31 日，中卢双方签署项目换文。

三、重点产业

【农业】支柱行业，主要出口农产品为咖啡、茶叶、除

虫菊等。卢旺达的高山红茶品质优良，但目前尚未得到充分

开发，仍有很大潜力。卢旺达气候温和，适合发展桑蚕养殖。

目前，可开发出口的农产品包括鳄梨、菠萝、鲜花等。

【能源】卢旺达能源严重不足，超过 85%家庭依靠柴草

解决燃料问题，电力供应只能覆盖约 29.37%的人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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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世界人均用电量最少的国家之一。卢旺达政府正在

加大力度，鼓励私人参加国家的能源建设，努力通过吸引外

资开发水电、泥炭、地热、沼气、太阳能等现有的资源。

【旅游业】卢旺达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在北部的山区里

栖息着约480只世界上稀有的山地大猩猩，卢旺达还拥有700

多种鸟类。宜人的气候和清洁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但

目前旅游设施仍存在严重不足，全国 250 家酒店和旅馆中仅

有 7 家为高档酒店，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外国游客的需求。

目前政府正在大力吸引外资投资旅游业，力图使旅游业发展

多元化。

【信息通讯产业】卢旺达政府将信息通讯产业确定为国

家的重要产业，在特别经济区内设立了科技园，致力于成为

东非地区的信息产业中心区。

【交通运输业】卢旺达政府历来重视道路交通设施的建

设，每年十分之一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基础建设领域，拥有东

非地区首屈一指的公路网络系统。

公路：卢旺达国土面积狭小，但国内的公路交通相对其

他非洲国家比较完善，省会之间以及边境与首都省会之间基

本都有一条主要公路相连，大部分城镇都有铺面公路连接，

主要为沥青路面，路况较好。公路网主要是以首都基加利为

中心的辐射状公路网，是非洲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首都与

各省会城市主要靠公路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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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卢旺达目前没有铁路，政府正在与东非成员国合

作，探讨修建达累萨拉姆-伊萨卡-基加利铁路项目和蒙巴萨

-内罗毕-坎帕拉-基加利铁路项目。

主要机场：首都基加利国际机场，为军民两用机场，位

于基加利市东部郊区。卢旺达政府计划在博格萨拉

（Bugesera）修建新的现代化国际机场，有关规划已经完成，

但资金尚待落实，政府希望使用 BOT 及 PPP 的方式吸引外资

参与。

水运：卢旺达属于内陆国，没有海港，也无船队，只是

在位于卢旺达与刚果（金）边界的基伍湖上偶尔会有水路运

输和打渔船，且这种运输无固定时间表，通常是包船服务。

【建筑房地产】卢旺达建筑和房地产业近年来发展迅

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预计 2013 年至 2022 年

期间基加利市的住房需求将达到了 460 万套。2017 年卢旺达

基础设施部宣布将投入 2060 亿卢朗（约合 2-2.5 亿美元）

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鼓励月收入为 30-70 万卢朗的人员购

买经济型住房。

【矿产业】自然资源贫乏，拥有一定的矿产资源，目前

出口的矿产主要有钨矿、锡矿和钽铌矿。卢旺达出口的钨、

钽铌矿中，大部分原产于刚果（金）东部地区。政府一直加

大对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勘探力度。目前政府正在通过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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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资来卢旺达勘探开发。位于东方省的花岗岩石材厂是东

非地区唯一的石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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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8 年《世界

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卢旺达吸收外资流量为 3.66 亿

美元；截至 2017 年底，卢旺达吸收外资存量为 17.98 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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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政策

卢旺达政府于 2015 年 5 月公布了新的投资促进法，大

幅度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取消了对中小型投资的

增值税和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鼓励大型外资进入泥煤、太

阳能、地热、水力、生物质能、旅游、出口加工、电子信息

与技术、物流、沼气和风力的发电、输电和配电以及低造价

住房领域，对于符合要求的外资给予公司所得税减免的优

惠。

投资行业：法律对外国投资没有行业限制，所有行业都

对外资开放，且没有股权限制。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有信息

通讯产业、旅游业、基础设施、能源、金融服务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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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式：卢旺达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独资、合资等方

式新设企业，也允许通过收购当地公司或兼并等方式进入卢

旺达市场。对外资通过 BOT 和 PPP 方式在当地的投资没有限

制，政府鼓励外资以多种方式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是能源项目推广公私合营出资。2015 年卢旺达通过了 PPP

法律，以推动投资，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卢旺达现有美国、

韩国、土耳其公司开展了几个为数不多的 BOT/PPP 项目，中

资企业尚未开展 BOT/PPP 项目。

一般而言，卢旺达政府不会特别地审查外国投资。但是，

享受较大税收优惠的外国投资者会被要求向卢旺达政府提

交投资计划，以确保投资质量。2010 年 7 月，卢旺达贸易部

颁布《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主要用于规制企业垄断行

为。卢旺达鼓励外国投资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

2011 年通过了《卢旺达特区法》。卢旺达未对二手设备出资

开展投资合作作出具体规定，但卢旺达禁止进口二手电子产

品，用于教育的电脑除外。

优惠政策框架：

【进口原料免税】用于出口加工的原料免除进口税。

【加速折旧】在基加利和基加利以外地区投资第一年的

加速折旧率为 50%。

【公司所得税减免】卢旺达新投资法鼓励大型外资进入

泥煤、太阳能、地热、水力、生物质能、旅游、出口加工、



13

沼气和风力的发电、输电和配电以及低造价住房领域，对于

符合要求的外资给予公司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包括对跨国公

司来卢旺达设立总部或地区分支机构，在符合卢旺达政府要

求的条件下给予公司所得税减免，对其他符合政府要求的外

资给予公司所得税减半的政策。

行业鼓励政策：卢旺达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有信息通讯

业、旅游业、能源业、出口加工业、金融业、基础设施和制

造业。2015 年卢旺达颁布最新的投资条例，鼓励外国投资者

投资能源、信息技术（ICT）、物流运输和轻工业制造。政

府特别强调能源投资对于卢旺达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此

外，卢旺达也大力倡导服务业的发展，鼓励区域物流中心和

航空运输中心的建设。

地区性鼓励政策：卢旺达没有地区鼓励政策。目前在省

级政府范围内无特殊优惠鼓励政策，地方政府也无权对外资

企业制定鼓励政策。

经济特区法规：2010 年，卢旺达政府建立了经济开发区，

采取土地出让方式吸引投资者。卢旺达政府计划建成具备工

业、商业、行政管理等多种功能的自由贸易园区，吸引咖啡、

茶叶、花卉、信息通讯、纺织服装、物流、高附加值手工艺

品等产业入驻。自由贸易区地址位于基加利市东部，距离基

加利国际机场仅 5 公里。自由经济区准入企业有以下几类：

（1）产品出口比例在 80%以上的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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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出口比例在 80%以上的贸易型企业；

（3）出口服务的专业技术类企业，如金融和技术服务

类。

卢旺达政府于 2015 年规定自由贸易区内企业不再享受

机械设备、原材料（出口加工除外）等免税待遇。

基加利经济特区是卢境内目前唯一投入运营的经济特

区，位于基加利郊区，离市区将近 20 分钟的车程，第一期

98 公顷现已完成建设，并被 61 家企业已经预定，一些企业

已投入运营。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水、电和污水处理。

第二期工程面积为 178 公顷，现已完成 90%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开始接受企业预定。第三期工程占地 134 公顷，尚未开工

招商。目前，已经有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在该经济特区投资建

设建筑配件加工厂，总投资额约 1000 万美元。

五、有关华人机构及企业情况

1. 卢旺达华人华侨协会

2. 卢旺达中资企业协会

卢旺达中资企业已经于 2010 年成立了中资企业协会，

并于 2012 年 8 月在当地正式注册，会长单位是中国路桥卢

旺达分公司，目前共有 15 家会员企业。

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为当地“自尊基金”

捐款及市场协调活动，为会员企业提供了市场信息、对外承

包工程政策解读，代表中资企业与当地保险公司谈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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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驻卢旺达主要中资企业

中国路桥卢旺达办事处

卢旺达四达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国际卢旺达经理部

中土东非有限公司卢旺达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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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简介

一、基本概况

【人口】总人口约为 4970 万，42 个民族，人口分布集

中在首都内罗毕等大城市，其中内罗毕人口超过 400 万。

【地理位置】位于非洲东部，全国面积为 58.3 万平方

公里。赤道横贯其中部，东非大裂谷纵贯南北。东邻索马里，

南接坦桑尼亚，西连乌干达，北与埃塞俄比亚、南苏丹交界，

东南濒临印度洋，海岸线长 536 公里。境内多高原，平均海

拔 1500 米。

【气候】全境位于热带季风区，大部分地区属热带草原

气候，沿海地区湿热，高原气候温和，3-6 月和 10-12 月为

雨季，其余为旱季。年降雨量自西南向东北由 1500 毫米递

减至 200 毫米。全年最高气温为 22-26℃，最低为 10-14℃。

【自然资源】肯尼亚矿藏主要有纯碱、盐、萤石、石灰

石、重晶石、金、银、铜、铝、锌、铌和钍等，但多数矿藏

尚未开发；森林资源丰富，面积达 8.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

面积的 15%，林木储量 9.5 亿吨；肯尼亚地热、太阳能、风

能等清洁能源储量丰富，大裂谷地带蕴藏的地热资源可发电

7000 至 10000 兆瓦，江西国际承建的加里萨太阳能电站装机

容量 55 兆瓦，已于 2018 年 9 月建成发电；旅游资源丰富，

有东非大裂谷、赤道雪山等著名景点；农业资源丰富，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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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0.48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 18%，渔业资源丰富。

【政治】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

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直接普选产生，

每届任期 5 年。是联合国、非洲联盟、不结盟运动、77 国集

团和东非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成员国，与中、美、英、日等

国关系良好。

二、经贸往来情况

【双边贸易】中肯签署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

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建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

2017 年，中肯双边贸易额达 52.03 亿美元，中国向肯尼

亚出口 50.36 亿美元，同比下降 9.9%；从肯尼亚进口 1.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8%。根据肯方数据，中国连续 3 年成

为肯尼亚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肯尼亚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电机、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②非针织服装；③锅炉机械；④针织

服装；⑤钢铁制品；⑥家具；⑦塑料及其制品；⑧鞋靴、护

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⑨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⑩钢铁。

中国从肯尼亚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矿砂、矿渣及矿灰；

②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③其他植物纤维；④鱼及其他

水生无脊椎动物；⑤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⑥塑料

及其制品；⑦铜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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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肯投资】2017 年中国对肯尼亚直接投资流

量 4.10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肯尼亚直接投资存

量 15.43 亿美元，多集中在建筑、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

【目前中国在肯投资的企业】北京四达时代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投资设立四达时代传媒（肯尼亚）有限公司，在肯经

营数字电视；友盛集团投资建设的友盛变压器厂；科达和森

大合资 5500 万美元的特福瓷砖厂；中国武夷投资 9600 万美

元的内罗毕建筑产业化基地。此外，中航国际投资 4.5 亿美

元在内罗毕的非洲总部基地项目近年来我对肯最大的投资

项目。

【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纳瓦沙至基苏木标轨铁路项目；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承建肯尼亚咖啡种植园灌溉系统建设项目；威海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建肯尼亚 Thuci 大坝项目等。

三、重点产业

【农业】农业是肯尼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占 GDP35%，

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和水稻，主要经济作物有咖啡、

茶叶、剑麻、甘蔗、除虫菊精和园艺产品（花卉、蔬菜、水

果）

【工业】工业占 GDP17.5%，其制造业在东非地区相对发

达，国内日用消费品基本自给，独立以后发展较快，门类比

较齐全，是东非地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以制造业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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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业发达。工业主要集中在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三

市。较大的企业有炼油、轮胎、水泥、发电、汽车装备等工

厂。

【服务业】

（1）交通业，地理位置优越，蒙巴萨港是东中非最大

的港口，运输业辐射到周边国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复苏，

运输业发展较快，但是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限制了该行业的

进一步快速发展。目前，肯尼亚正致力于铁路网、公路网和

港口的建设升级。

（2）通讯业，邮政电讯业目前可提供国际直拨、移动

电话、电传、传真、数据传输及相关服务。移动通信服务业

发展迅速，用户数量超过 4280 万。

（3）旅游业，国家支柱产业之一。直接创造就业 25 万

人，间接创造就业 55 万人。

【商品结构】在肯尼亚出口商品中，茶叶、园艺作物（鲜

切花、水果、蔬菜等）、咖啡占 54%，工业机械、石油制品

和车辆则占进口的 36.5%。

肯尼亚远期和中期发展规划均将能源、公路、铁路、港

口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视作实现经济腾飞的基本要素，列

为优先发展领域；在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的基础上，重点发展

旅游、农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采矿业、服务外包和金

融服务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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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环境

【投资营商概况】

肯尼亚自 1963 年独立以来政局一直保持稳定，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政局最稳定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肯政府

为鼓励外国直接投资，除制定有《外国投资保护法》外，还

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投资措施，如取消进出口许可证，降低进

口关税税率，取消出口关税和废除外汇管制，设立出口加工

区（EPZ）、建设经济特区（SEZ）等。肯尼亚投资法规比较

完善，有 30 多个法律法规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肯尼亚还

与 10 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肯尼亚经济发展

较平稳，中产阶级人口增长较快，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

东非区域一体化推进，作为东非交通枢纽和门户，在肯境内

投资还可辐射东非内陆国家，有利于开拓整个东非市场。据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肯尼亚吸收外资流量为 6.72 亿美元。

但肯尼亚外商直接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落

后，办事花费时间较长。肯尼亚法律规定外商直接投资最低

限额为 10 万美元，门槛设置过高，对外资进入造成一定障

碍。在税收、经营范围、企业所有权和土地等方面，对外资

也规定了不同于内资的待遇标准，给外资设置了不少经营限

制；肯税务、移民和海关等部门办事花费时间较长，权力寻

租普遍；港口、公路和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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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且运费昂贵，物流成本占总成本 40%以上；水和电力

供应不稳，价格过高也对外来投资带来一定阻碍。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肯尼亚在

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80 位。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肯尼亚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91 位。

【经济特区】目前，肯尼亚已将蒙巴萨、拉穆和基苏

木作为经济特区试点区域。此外，肯还计划在已有出口加

工区实施经济特区优惠政策，以增强出口加工区活力。

2015 年 9 月，肯尼亚工业化与企业发展部（现工业贸易合

作部） 与中交建集团小签了蒙巴萨 DongoKundu 经济特区

开发协议，授予了中交建投资开发运营该经济特区的特许

经营权。Dongo Kundu 经济特区项目位于蒙巴萨南岸，占

地 3000 英亩（12 平方公里），兼具港口装卸、保税物流、

转口贸易、金融服务等多种功能，在肯尼亚《经济特区法》

下享受土地、关税、税收、行业准入、市场准入和人员往

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自由贸易区】2014 年，肯尼亚政府批准在蒙巴萨建立

该国首个自由贸易区，占地 2000 平方公里。建立自由贸易

区有望通过商品免税交易，提升和加强东部非洲、中部非洲

和南部非洲的区域内贸易。有关商家可以在新的免税区采

购，而不必前往阿联酋、中国和日本等传统目的地。除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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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外，肯尼亚政府还将在西部城市基苏木和东部沿海的拉穆

建立自由贸易区，各占地 700 平方公里。但目前仅蒙巴萨经

济特区有实质性进展，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正与肯尼亚进行蒙

巴萨经济特区商务合同的谈判。蒙巴萨经济特区占地 3000

英亩，兼具港口装卸、保税物流、进出口贸易、加工制造等

多种功能，拟分两期开发，项目总金额约 15 亿美元。

【出口加工区】根据《出口加工区法》，肯尼亚先后建

立了 44 个出口加工区（EPZ），其中 42 个为公有，2 个为私

有。肯政府鼓励出口导向型企业在加工区内投资，希望通过

EPZ，吸引生产性的资本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创造劳动就

业，促进与 EPZ 有关的配套设施的发展和出口的多元化。在

出口加工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享受如下优惠：

（1）给予初始投资额的 100%投资减让（即在应税额中

扣除此项投资金额），期限为 20 年；

（2）前 10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10 年后，按 25%的税

率征收；

（3）前 10 年，利润汇回，不实行预扣税；

（4）单一营业执照；

（5）免征印花税；免征预扣税；

（6）关税返还：超过 7 万美元的资本支出所付的关税

可以从应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中抵扣；

（7）资本商品和基础原材料为零税率，对用于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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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品的原材料免征关税和增值税；

（8）自定折旧率；

（9）允许亏损结转；

（10）不受《企业登记法》、《工厂法》、《统计法》、

《进出口贸易许可法》、《必需品供应法》约束。

除上述优惠外，在出口加工区内还设有海关办事处，以

及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为投资企业提供注册登记及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日常管理一条龙服务，包括已平整过的土地、已建

成待租的厂房、供电、给排水、道路交通、清洁卫生、24 小

时保安等。

【行业鼓励政策】

（1）投资补贴

肯尼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制造业和酒店业以及保税

工厂和出口加工区企业给予投资额 100%的税收减让，即对该

企业相当于投资额的利润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于与生产有关

的基础设施和环保投入也计入投资并享受补贴。

（2）免除税赋项目

对旅游酒店的投资可申请免关税和增值税；资本货物、

工厂设备和机器免除关税；外国投资者自用的车辆、计算机

免除关税；在内罗毕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25%；

大型私人投资项目，投资于再生产的不动产，两年期间超过

500 万美元，并为国家产生净收入的，该项目进口资本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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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关税税额，可与所得税相抵扣；用于加工复出口的材料

及出口产品所需原材料的生产或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免税产

品的生产，免除关税。

五、有关华人机构及企业情况

【肯尼亚中国经贸协会】

目前有 70 余家会员单位，理事单位 11 家，其中中国水

电建设集团东非经理部当选理事长单位，中国路桥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肯尼亚办事处、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非公

司及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当选副理事长单位，中航（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肯尼亚代表处当选秘书长单位。

会长单位：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秘书长单位：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肯尼亚代表处

华为(肯尼亚)公司 通讯

中兴通讯肯尼亚代表处 通讯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石油长城钻井公司 石油勘探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肯尼亚分公司 设备租赁

中石化胜利建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东非代表处 工程承包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罗毕代表处 金融服务

肯尼亚标准银行 金融服务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肯尼亚分公司 石油工程承包

名称 类型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国际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肯尼亚办事处 工程承包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非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武夷肯尼亚分公司 工程承包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国际贸易

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肯尼亚办事处 工程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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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四川华西企业东非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承包

北京送变电公司肯尼亚有限公司 电力工程承包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肯尼亚公司 工程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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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简介

一、基本概况

塞内加尔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资源相对贫乏，2014

年近海发现油田和天然气田，境内有铁矿、金矿、磷酸盐等

矿产。塞内加尔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以花生、水稻为主，渔

业、花生、磷酸盐和旅游为四大创汇产业。

【自然资源】塞内加尔矿产资源贫乏，主要有磷酸盐、

铁、黄金、铜、钻石、钛等，是西非最大的产盐国。近年发

现油气资源，南部海上油田预估储量 15 亿桶。北部与毛里

塔尼亚南部发现西非最大海上天然气田，初步预估储量为

1.4 万亿立方米。油气资源有望于 2021 年实现开采。

【投资吸引力】塞内加尔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劳动力充

足且素质较高，法律法规基本健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购买

力，为外国投资合作提供了很多便利。2014 年 3 月，塞内加

尔提出“振兴计划”（PSE）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目标是

到 2035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 7%，重点涉及农业、能源、矿

业、基础设施、贸易、旅游等领域。

【宏观经济】塞内加尔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

一，56%的人口从事农业，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第三产业

发展较快。粮食不能自给，农业以种植水稻、花生为主。渔

业、花生、磷酸盐出口和旅游是四大传统创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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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出口非货币黄金、鱼产品、水

泥、磷酸盐、石油加工产品等。主要进口原油、粮食、机电

和日常消费品等。

【主要贸易伙伴】塞内加尔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法国、中

国、尼日利亚、印度和荷兰，主要出口国为马里、瑞士、印

度、科特迪瓦和中国。法国、中国、印度为塞内加尔前三大

贸易伙伴

二、经贸往来情况

中塞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优势明显，近年合作规模

和领域不断扩大，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国是这一发展战

略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

【经贸协定】2008 年，中国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含

塞内加尔）442 项商品零关税待遇。2015 年受惠产品范围扩

大至 97%的商品，须提供原产地证书。

【双边贸易】 2017 年中国和塞内加尔双边贸易总额

2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7%，其中中国对塞内加尔出口 20.4

亿美元，同比下降 7%，中国已成为塞内加尔第二大进口来源

国；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 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

【商品种类】中国对塞内加尔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

机电产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冰

箱、空调、洗衣机、电扇、微波炉等）；②运输工具，包括

摩托车及零配件、货车、汽车、自行车；③服装及衣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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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金属制品，主要包括钢材、铝材；⑤陶瓷产品，主要包括

建筑用陶瓷；⑥鞋制品；⑦家具及其零件；⑧食品；⑨箱包；

⑩眼镜。中国从塞内加尔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花生油及

花生；②水海产品，主要是冻鱼。此外，还少量进口锰矿砂

及其精矿、原木、废塑料、废金属等

【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当年中国对塞内加

尔直接投资流量 6541 万美元。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对塞内

加尔直接投资存量 2.14 亿美元。塞内加尔是中国在西非地

区投资热点国家，投资的重点领域为渔业、金属冶炼、花生

加工、建材等，中国企业在塞内加尔主要从事海产品加工、

花生加工出口、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

【承包工程】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企业在塞

内加尔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43 份，新签合同额 7.45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9.48 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938 人，

年末在塞内加尔劳务人员 2112 人。截至 2017 年底，中国企

业在塞内加尔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 65.3 亿美元，完成

营业额 41.8 亿美元，累计直接投资 2.5 亿美元。新签大型

工程承包项目包括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建塞

内加尔联合国驻西非办公楼项目；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方久尼桥梁项目；中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KMS 第三水厂 LOT6 管线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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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中国企业未在塞内加尔投资开发经贸合作

区和工业园区。由塞内加尔政府出资、中国中地海外公司承

建的加姆尼亚久工业园 2017 年竣工，正在对外招商。

【企业合作】中塞互利合作始于 1985 年，主要以承包

工程和劳务合作为主。目前有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地

海外集团公司等在塞开展业务。（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承建塞内加尔联合国驻西非办公楼项目；中国河南国

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方久尼桥梁项目；中地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 KMS 第三水厂 LOT6 管线项目）

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承建塞内加尔联合国驻西非办公楼项目；中国河南国

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方久尼桥梁项目；中地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 KMS 第三水厂 LOT6 管线项目等

我国中国水产有限公司在塞投资建有捕捞公司和加工

厂，是塞内加尔行业龙头企业。

三、重点产业

【农业】塞内加尔是农业国家，约 60%人口生活在农村

地区，并从事农业生产。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高粱、

木薯等。用于经济作物的耕地为 92 万公顷，主要经济作物

有花生、棉花、芝麻以及热带水果、蔬菜和花卉，其中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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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塞内加尔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花生制品出口一直是塞内加

尔重要的外汇来源，自 2014 年中塞双边混委会签订《塞内

加尔花生输华植物卫生要求议定书》以来，塞花生输华大幅

增长，塞内加尔已成为中国海外最大的花生供应国；畜牧业

主要饲养牛、羊、猪、马、家禽等；渔业是塞内加尔的另一

经济支柱，也是第一大创汇产业。

【工业】塞内加尔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食

品、化工、纺织、皮革、炼油、建材等领域。绝大多数工厂

集中在达喀尔地区。花生油生产是当地最重要的出口创汇加

工工业之一。花生粕是生产花生油的副产品，可作牲畜饲料，

绝大部分出口至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渔业加工发

达，产业链齐备，有近 120 家水海产品加工企业，约 60 万

人从事渔业捕捞、加工、销售、贸易相关领域。产品除满足

本国市场，还大量向周边国家出口，对非洲国家出口占出口

总值的半壁江山，此外，产品还远销欧洲和亚洲市场；塞内

加尔萨宝多拉（Sabodola）金矿储量近 50 吨，捷斯地区“大

海岸”（Grand Côte）锆矿储量 250 万吨，随着锆石矿的开

采，塞内加尔将进入世界 10 大锆石原产国之列。

【服务业】塞内加尔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交通运输业、

金融服务业和商业为主。旅游业是塞内加尔经济支柱之一，

对塞内加尔的经济增长贡献位居第三，占塞内加尔外汇收入

约 12%；达喀尔是西非金融中心之一，塞银行业规模在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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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货币联盟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科特迪瓦。金融服务

业是塞内加尔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方面以零售业

为主，大型商场多为外资拥有，主要经营者为法国、黎巴嫩

和印巴商人。

【重大并购事件】2016 年 11 月 3 日，中广核下属的中

广核欧洲能源公司与意大利 Chemtech Solar 公司在塞内加

尔首都达喀尔正式签约，收购塞内加尔 Malicounda44MW 太

阳能电站项目 90%的股权。

四、投资政策

投资行业：塞内加尔 2004 年颁布的《投资法》对外资

可以进入的领域没有明确的限制规定，政府只对一些重点领

域的外资限制其持股比例，并根据投资行业设定最低投资

额。2007 年塞内加尔颁布了新投资法，规定投资重点为农业、

渔业和牧业以及与其相关的加工、储存和包装企业;生产和

加工制造业; 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业; 旅游和相关行业;

中小型企业所从事的文化产业，包括书籍和报纸出版，建立

资料中心和视听产品制作; 大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工业

设备安装和维修以及港口设施基础建设等。新投资法还规

定，外国投资者有权自由转移资金及合法收入，在办理行政

手续和拥有资产权方面与当地投资者享受平等待遇; 从投

资到生产，投资者都可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政府对投资开

发当地自然资源、技术改造和设立在达喀尔市区和郊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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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型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自 2007 年 7 月起，审批

过程从过去的 58 天缩短为 2 天时间。

投资方式:塞内加尔政府允许外资在电力、通信、供水、

采矿以及与安全相关的服务领域占多数股份，但不允许 100%

的独资。外商可直接在塞内加尔成立独资和合资公司开展业

务，投资方式包括现金、设备入股、技术合作等。塞内加尔

欢迎外国“自然人”前来投资，须提交材料给受理单位。塞

内加尔对外资并购无太多限制。

在塞内加尔，只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才可以采用

BOT 模式。项目首先需获基建和财政委员会审批，主要考察

是否有利于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及土地影响、公共投资

策略、国家预算等方面，确认是否适合采取 BOT 模式；之后

由塞总统出具实施法令，项目进入合同签订阶段，一般采用

国际公开招标形式，资质预审通过的候选人才可进行后续投

标流程。合同获国家财政部部长批准后生效。特许经营年限

最多为 5 年。因塞内加尔法律限制，塞内加尔境内 BOT 模式

项目较少。为弥补 BOT 模式的不足， 出现了一种新的融资

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是近年来

塞内加尔政府倾向于实施的合作模式。采用该类模式的项目

一般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对于公共材料、设备等的采

购、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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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框架：塞内加尔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

可以享受到联盟规定的投资和贸易便利。此外，塞内加尔投

资法还根据投资规模、地点和创造就业人数等条件分别给予

不同的关税和税收优惠待遇。

行业鼓励政策:塞内加尔投资法规定，投资者获准在塞

内加尔投资促进局注册，若投资额度分别达到以下额度，可

享有优惠待遇。

以下领域投资额度需达到 1500 万西非法郎（约 23000

欧元）

（1）第一产业及其相关活动：农业、渔业、畜牧业，

以及对当地蔬菜、牲畜的存储、包装、加工等活动，农产食

品加工工业；

（2）社会领域：卫生、教育-培训；

（3）服务领域：工业和电视服务设备的安装、维护；

以下领域投资额度需达到 1 亿西非法郎（约 150000 欧

元）。

（1）生产或加工制造领域；

（2）矿产开采或加工领域；

（3）旅游、酒店业；

（4）文化产业（书籍、唱片、影院、文献中心、影音

生产中心等）；

（5）港口、航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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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业园、旅游区、商业开发区、视听乡村、手工

业中心

具体优惠政策：

【关税优惠】项目投资期，企业进口的建设材料可以获

得 3 年关税减免的优惠待遇。

【增值税优惠】项目投资期，企业进口的建设材料或当

地采购的建设材料可获得 3 年增值税暂缓支付的优惠待遇。

农业领域项目进口设备享有 3 年的增值税免除。

【雇主税优惠】新建企业或者投资扩建的企业可以获得

5 年免征雇主 50 塞内加尔税优惠待遇；如果企业创造的就

业岗位超过 200 个、或者 90%以上的就业岗位在达喀尔以外

地区，优惠待遇期限可延长至 8 年。

【税收抵免】新建企业在 5 年内享有 40%的企业所得税

减免，最高减免额不超过注册投资金额的 50%；若企业位于

达喀尔外，最高减免额不超过注册投资金额的 70%。投资扩

建企业在 5 年内可享有 30%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最高减免额

不超过注册投资金额的 50%；若企业位于达喀尔外，最高减

免额不超过注册投资金额的 70%。

企业投资扩建项目时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产能或

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低于原有项目的 25%；或生产材料投

资不低于 1 亿西非法郎。

【劳动合同】投资企业可与当地雇员在 5 年内签订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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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地区鼓励政策:在塞内加尔投资，不同地理区域享受

5-12 年的优惠政策，如免缴 3%的一次性工资税等。在越不

发达的地区投资优惠越多。投资商也可与政府商谈额外的优

惠待遇。优惠期限内前几年免税，最后三年依次减免的额度

为 75%，50%和 25%。此外，投资企业还享受特别临时性进口、

车辆免税和汽油免税等优惠。

塞内加尔不同地区投资优惠年限

区域 地区 优惠年限

A Dakar, Pikine 5

B Sangalkam, Sebikotane, Thiès 7

C Diourbel, Louga, Kaolack 10

D Fatick, Kolda, Tambacounda, Ziguinchor,

Saint Louis

12

经济特区法规：塞内加尔政府对投资开发区的法人和个

人给予鼓励性税收优惠政策。不同的经济特区有各自的优惠

政策。

【达喀尔出口保税区】1974 年启动，占地面积 60 公顷，

要求入住企业 80%营业额为出口所得。目前该区内有美国、

韩国、意大利、日本和当地企业共 16 家，正式员工 2047 人，

临时工 932 人。其中 7 家食品加工企业，其他有制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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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皮革（意大利）、假发（韩国）、发动机（日本）

和建材等行业。该区面积有限，已无法扩大。

【达喀尔迪亚斯（Diass）一体化经济特区】距达喀尔

市中心 45 公里，有 718 公顷和 1.42 万公顷两块土地，毗邻

2017 年底投入使用的达喀尔新国际机场。2008 年 2 月，塞

内加尔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JAFZA 公司签订了开发达喀

尔经济特区协议，拟投资 8 亿美元，五年内吸引 400 家企业，

但

最终资金未落实。此特区项目是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在其

五年任期内计划实施的项目。目前塞内加尔公司 TEYLIUM

LOGISTICS GROUP 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宣布动工开发其中 90

公顷。此特区项目将主要吸引、与机场服务配套的公司。此

后将开发其余土地，交付后主要吸引一般投资企业前来入

驻。

【加姆尼亚久工业园区】加姆尼亚久工业园是塞内加尔

现任总统马基·萨勒制定的塞内加尔振兴计划（Plan

Sénégal Emergent）的“灯塔”工程，目的是引进外国资

本和技术快速发展出口型工业，以解决塞内加尔严重的失业

状况及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打造塞内加尔工业基础、创造

就业、振兴经济、扩大出口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位于达喀

尔以东 35 公里处的加姆尼亚久市，该市地理位置优越，是

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按政府规划未来达喀尔至新机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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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铁路和高速公路均途径此市，塞政府欲将部分首都行政

功能转移至此，建成集工业园区、达喀尔大学二期、国际会

议中心、

政府办公、住宅区为一体的综合新城。工业园项目分两

期施工，总占面积 53 公顷，其中一期占地 13 公顷，总建筑

面积 1 万平方米，工程造价 3599 万美元，由中地海外集团

2015 年 4 月中标实施， 2016 年 10 月竣工。项目包括 4 座

标准工业厂房、1 座综合办公楼及相关的道路铺设和绿化。

截至 2018 年 5 月，已签署入园合同的企业共七家，分别为

外贸服装制造厂、食品包装厂、银行卡生产厂、PVC 管厂、

鞋厂、太阳能板厂、成衣厂，其中外贸服装厂和 PVC 管厂的

生产设备都已进入园区。

【经济特区法及优惠政策法】2017 年 1 月 6 日塞内加尔

国民议会通过并颁布了第 2017-06 号《经济特区法》及第

2017-07 号《经济特区优惠政策法》，从以下四大方面对原

法进行革新：

（1）一整套优惠政策；

（2）电力买卖自由化；

（3）劳动法例外条款；

（4）经济特区内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

该法律适用于塞内加尔各类经济特区，包括达喀尔一体

化经济特区、加姆尼亚久工业园区。另外桑迪亚哈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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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圣路易旅游园区是否具有经济特区资质正在审核中。

为保证优惠政策法规的落地和实施，塞内加尔政府于

2017年6月2日颁布了第2017-1174号关于第2017-07号《经

济特区优惠政策法》的实施法令，其中规定了经济特区内免

税企业可享有的优惠政策。

1. 关税优惠：免除企业进口货物、产品、原材料、设

备、其它资产和服务时海关征收的所有税费，但共同体税除

外。同时免除出口境外各项税收。

2. 企业所得税优惠：免税企业须缴纳 15%的企业所得

税，若营业额是在本国关税辖区内实现，还须为该部分营业

额缴纳 3%的额外税。

3. 其它免税优惠：

（1）企业动产红利收入税；

（2）雇主定额税或公司应该承担的以员工工资为基础

或工资相关的其它税费；

（3）在经济特区内，因公司章程的创立和更改、房屋

租赁及资产的购买、销售和抵押产生的注册税和印花税；

（4）公司最低定额税；

（5）经济特区内对土地、房屋征收的税费；

（6）营业税；

（7）对企业法人特殊车辆征收的特别税。

五、有关华人机构及企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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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人商会、社团

1.驻塞内加尔中资企业协会

2.中国人联谊会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二）中资企业和机构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中国路桥 27 上海建工

2 华为 28 中成套

3 中兴 29 江苏建工

4 中机 30 青岛建工

5 中电建 31 中水产

6 中水对外 32 塞冶

7 中地国际 33 青岛唐风渔业

8 河南国际 34 达目渔业

9 中地海外 35 塞酷水产

10 威海国际 36 非联农机

11 中铁七局 37 圣路易海产

12 中土集团 38 特福陶瓷

13 中交一公局 39 华非国际

14 港湾 40 SSJ 花生加工厂

15 葛洲坝 41 绿源

16 中航国际 42 中铁七局汽车销售公司

17 中铁建国际 43 中国重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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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太集团 44 四达时代

19 河南地矿 45 向日葵能源

20 四川送变电 46 格林福德物流

21 中铁二十局 47 中安技术

22 水电十四局 48 中铁国际

23 中材国际 49 森大国际

24 南通建工 50 进出口银行代表处

25 中铁国际 51 国家开发银行工作组

26 湖南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