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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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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加纳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hana，

简称加纳）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

西邻科特迪瓦，北接布基纳法索，东毗多哥，

南濒大西洋，海岸线长约 562 公里。面积

23.854 万平方公里。

加纳位于零时区，当地时间与格林威治

时间相同，比北京时间晚 8 小时，不实行夏

时制。

气候

加纳属热带气候，沿海平原和西南部阿

散蒂高原属热带雨林气候，沃尔特河谷和北

部高原地区属热带草原气候。4 月至 9 月为雨

季，11 月至翌年 4 月为旱季。各地降雨量差

别很大，西南部地区平均年降雨量2180毫米，

北部地区为 1000 毫米。3~4 月气温最高，为

23~35℃，最高可达 43℃；8~9 月较凉爽，为

22~27℃，最低气温 15℃左右。空气湿度较

大，保持在 90% 左右。

人口

据 加 纳 统 计 局（Ghana  Statistical 

Service，GSS）统计，2019 年加纳总人口

3028 万。人口数量排在前 3 位的省依次是阿

散蒂省（579 万）、大阿克拉省（494 万）、

东部省（324 万）。人口较多的城市有库马

西市（Kumasi）（209.6 万人）、阿克拉市

（Accra）（205.2 万人）、赛康第 - 塔科拉

迪市（Sekondi-Takoradi）（72.8 万人）、

特 马 市（Tema）（36 万 人 ）、 塔 马 利 市

（Tamale）（27.5 万人）等。

首都

阿克拉市，位于加纳南部，濒临几内亚

湾，城市面积 225.67 平方公里，分为 12个地

方行政区（Local Governmental District），

其中有 11 个市辖区（Municipal District）

和 1个阿克拉大都市区（Accra Metropolitan 

District）。阿克拉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其经济主要依靠金融、商业和工业，其中

工业包括食品加工和纺织品生产等。加纳 70%

的工业都集中在阿克拉市周围。

居住在阿克拉的主要族群除了当地的加

族外，还有阿肯族、加 - 阿丹格贝族和埃维

族。83% 的人口信仰基督教，10.2% 的人口信

仰伊斯兰教。

行政区划

全国共设16个省，即大阿克拉省（Greater 

Accra Region）、阿散蒂省（Ashanti Region）、

博诺省（Bono  Region）、中部省（Central 

Region）、东部省（Eastern Region）、沃尔

特 省（Volta  Region）、 西 部 省（Western 

Region）、上东部省（Upper East Region）、

上西部省（Upper  West  Region）、北部省

（Northern  Region）、萨瓦纳省（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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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加纳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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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东北省（North  East  Region）、

阿哈福省（Ahafo Region）、博诺东省（Bono 

East Region）、奥蒂省（Oti Region）、西

北省（Western  North  Region）。省下共设

260 个县。

1.2 政治制度

宪法

加纳现行宪法于 1992 年 4 月 26 日全民

公决通过，1993年1月7日起生效。宪法规定：

加纳是一个民主国家，致力于实现自由和公

正，尊重基本人权、自由和尊严；总统是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 4

年，可连任一届；内阁由总统任命，议会批

准；议会须在通过法案并得到总统同意后方

可行使制宪权；司法独立，有解释、执行和

强制执行法律的权力。

总统

2016 年 12 月，加纳举行总统和议会选

举。新爱国党候选人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1944 年 3 月 29 日出生）大选

获胜，2017 年 1 月 7 日宣誓就职。新爱国党

赢得议会选举。新一届总统和议会选举将于

2020 年底举行。

议会

议会实行一院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有立法和修宪的权力。议员经全国选举产生，

任期 4 年。本届议会于 2016 年 12 月选举产

生，共 275 个议席。其中新爱国党 169 席，

全国民主大会 106席。议长为迈克尔·阿伦·

奥夸耶（Michael  Aaron Oquaye），2017 年

1 月 7 日就职。

政府

本届政府于 2017 年 1 月组成，由总统、

副总统和 36 名部长组成。

政党

加纳 1992 年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开放

党禁后，形成罗林斯派、丹夸—布西亚派和

恩克鲁玛派三大政党派系，共17个合法政党，

主要包括：

新爱国党（New Patriotic Party）。执政党，

丹夸—布西亚派，现有党员约400万。1992年

6月 2日成立。以知识界精英为骨干。2001—

2008年执政，重视人权、民主和法制，主张实

行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推动私有化，对外

奉行务实外交，以吸引外资，解决经济问题。

党主席弗雷迪·布莱（Freddie Blay），总书

记约翰·博阿杜（John Boadu）。目前该党拥

有议会169个席位。

全国民主大会党（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最大在野党，现有党员约 300

万。1992 年 6 月 10 日成立。成员多为罗林

斯的支持者，也有不少恩克鲁玛派和丹夸—

布 西 亚 派 的 成 员。1993—2000 年、2009—

2016 年执政。主张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

化，开展多方位外交。主席萨缪尔·奥福苏 -

安波福（Samuel Ofosu-Ampofo），总书记约

翰逊·阿塞杜·恩凯提亚（Johnson  Aseidu 

Nketia）。目前该党拥有议会 106 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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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人民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

在野党。恩克鲁玛派。1998 年 6 月 15 日，由

人民大会党（People’s  Convention  Party）

和 全 国 大 会 党（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合并而成。成员主要为社会知名人士。

主张根据恩克鲁玛思想建立关心社会正义和

人民福利的政府，实行混合经济，维护非洲

团结与世界和平。主席萨米娅·雅巴·恩克

鲁玛（Samia  Yaba  Nkrumah），总书记伊瓦

尔·科比纳·格林斯特里特（Ivor  Kobbina 

Greenstreet）。

人民全国大会党（People’s National 

Convention）。在野党。恩克鲁玛派。1992

年 5 月 29 日成立。主张捍卫恩克鲁玛思想，

造福人民，积极致力于非洲的政治、经济彻

底解放。主席阿尔哈吉 • 阿赫迈德 • 拉马丹

（Alhaji Ahmed Ramadan），总书记贝尔纳德•

莫纳赫（Bernard A. Mornarh）。

1.3 司法体系

加纳的法律制度建立在英美法系和当地

习惯法的基础上。英国作为加纳曾经的宗主

国，其法律对现代的加纳司法体系有重要的

影响。在婚姻家庭和继承事项上，原土著习

惯法和宗教法一直延续。

根据 1992 年《宪法》，加纳实行司法独

立，其司法体系分为司法系统和公共法庭系

统。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

等法院、商业法庭、地区法院、县级法院、

巡回法院、速审法院、少年法庭、检察长办

公室等。最高法院为终审法院，由首席法官

和 6 名以上法官组成，首席法官任院长。

各级公共法庭是为了确保“人民参加司法程

序”、最终实现司法民主化而于 1982 年建立

的。全国公共法庭为终审法庭。

加纳还存在传统法庭。根据《酋长地位

法》（1971），酋长或族长有权根据部落习

惯法通过传统法庭解决当地的离婚、孩子抚

养、财产等民事纠纷。

1.4 外交关系

加纳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重

视开展经济外交。优先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

的关系，寻求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谋求

与邻国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努力维护次区

域和平与稳定，推动西非区域一体化进程。

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合作，树立西非重要国

家形象，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重视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促进经贸合作。加纳是

非盟前身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

之一。

同中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纳

共和国于 1960 年 7 月 5 日建交，加纳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66

年 10 月，政变上台的加纳政府单方面中断同

中国的外交关系。1972 年 2 月，阿昌庞政府

主动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此后中加关系

发展顺利。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

贸关系紧密。2018 年 8—9 月，加纳总统阿库

福—阿多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

中国自 2009 年起向加纳派遣医疗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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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开展“光明行”“爱心行”活动，为加

纳人民免费实施白内障和心脏手术，受到加

纳民众热烈欢迎。2008 年以来，中国为加纳

培训人员近 7000 人，邀请超过 100 名加纳留

学生来华参加援外学历教育项目。

同英国的关系。英国是加纳原宗主国，

在加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存在

传统利益和影响。英国是加纳最大投资国和

重要贸易伙伴国。加纳是英国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第三大市场和最大受援国。20 世纪 70

年代及 80 年代初，两国关系一度较冷，后渐

有好转。

同美国的关系。美国对加纳经济技术援

助始于 1955 年。1976 年后，两国关系一度

冷淡。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支持加

纳经济改革，恢复对加纳援助。2005—2017

年，加纳总统库福尔、米尔斯、马哈马、阿

库福 - 阿多先后访美。2008 年，美总统布

什和奥巴马分别访问加纳。加纳是美国《非

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的受惠国之一。

同日本的关系。1983 年以来，两国关系

迅速发展。近年来，日本将加纳作为援非重

要基地，向加纳提供官方发展援助、赠款和

优惠贷款等，金额近 4 亿美元。日本前首相

小泉纯一郎曾几度访问加纳，加纳总统库福

尔、米尔斯、阿库福 -阿多曾访问日本。

同尼日利亚的关系。两国关系密切，都

积极推动西非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就以

“快车道”方式加速地区一体化进程达成协

议。两国在调解地区冲突和联合国安理会改

革等问题上相互协调，加纳支持尼日利亚关

于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改

革方案。

1.5 社会人文

简史

古加纳王国建于公元 3~4 世纪，其版图

在今天的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一带，10~11 世纪

时达到鼎盛时期。1471年起，葡萄牙、荷兰、

法国和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现加纳沿海地区，

掠夺黄金、贩卖黑奴，这一带被称为“黄金

海岸”。1897 年，黄金海岸全境沦为英国殖

民地。1957 年 3 月 6 日，黄金海岸独立，改

名加纳，原英国托管的“西多哥”并入加纳。

1960 年 7 月 1 日，加纳共和国成立，仍

留在英联邦内，首任总统为恩克鲁玛。1966

年，恩克鲁玛政府被推翻，此后加纳政局动

荡不安，军事政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

1981 年 12 月，罗林斯政变上台后，政局一直

较为稳定。1992 年，加纳实行多党制，同年

底罗林斯当选总统，顺利实现由军政府向民

选政府的过渡。

民族

全国有4个主要部族：阿肯族（52.4%）、

莫西—达戈姆巴族（15.8%）、埃维族（11.9%）

和加—阿丹格贝族（7.8%）。由于统计标准

的不同，对于加纳部族的数量说法不一，从

50~80 个不等。

语言

加纳官方语言为英语。9 种民族语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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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语言局（Bureau of Ghana Languages）

所提倡，其中包括阿肯语（Akan）、埃维

语（Ewe）、达格瑞语（Dagaare）、堂贝语

（Dangbe）等。阿肯语是最为广泛使用的

民族语言，阿散蒂语（Ashanti）、芳蒂语

（Fante）、阿夸贝语（Akuapem）、阿克耶

语（Akyem）、瓦胡语（Kwahu）等都属于阿

肯语。

西部非洲讲法语的国家较多，受其影响，

在加纳的中小学及大学一般都会开设法语课

程，商务交往中也常常会使用法语。

宗教

加纳宪法禁止宗教歧视，允许宗教信仰

自由，也没有指定某一宗教作为国家宗教。

加纳约 71% 的人口信奉基督教，18% 的人口信

奉伊斯兰教，其他人口信奉本土传统宗教及

其他宗教或为无神论者。

社会文化

加纳人重视家族，使家族不断发展壮大

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责任。加纳文化有较

强的集体主义色彩，一个人的尊严、荣誉和

名声，也是家族的尊严、荣誉和名声，一个

人遭受名誉上的损失，整个家族都会引以为

耻。加纳人也因此十分注意保持人际关系的

和谐，约束自己在社交场合不让任何人感觉

尴尬窘迫、丢失脸面。

加纳人尊重年长者，认为年长者拥有更

多的智慧。年长者在享受尊重的同时也承担

着责任，人们期待年长者能够从大局出发为

团体的利益作出明智的决策。

日常礼仪

加纳人重右手轻左手，视左手为“不洁

手”，忌讳用左手握手、吃饭、做手势、递

送或接收物品等。见面或告别时习惯用右手

握手致礼。

加纳人打招呼的习俗很特殊，客到主家

时，客人应先向主人致意；两人相遇时，先

看到对方者应先打招呼；如果一个人站着，

一个人走来，走来的人应先打招呼。忽视了

上述规矩，容易被对方误解成你侮辱他，或

是在与他故意找麻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埃维族人打招呼与以上的方式不同，须由主

人、站着的人和后被看见的人首先打招呼。

加纳人把凳子视为吉祥物，并视其为神

圣的象征。他们还常把珍贵的凳子当作最好

的礼品馈赠给客人。

商务礼仪

与加纳人进行第一次商务会谈时，不要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而是在用右手行完握手

礼后，先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并询问对方的

家庭情况。第一次商务会谈很有可能谈及业

务的内容并不多，因为加纳人认为此次会谈

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彼此，为以后建立更密切

的联系打下基础。

加纳人时间观念不强，会谈往往不能准

时开始。加纳人在会谈中不愿意直接提出否

定意见，以免伤害对方的面子。他们或是用

沉默表示不认可，或是引用谚语、打比方来

委婉地透露反对的意思。在商务会谈中可以

交换名片，切忌用左手递名片、接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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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服饰

加纳人重视本国的传统和文化。肯特

（kente）是加纳的传统服饰，一般在正式的

场合穿着，用肯特布制成。肯特布是西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织物

之一，肯特布品种多样，花色繁多，颜色以

红、黄、绿等亮色为主。肯特布制作费时费

力、产量低，售价又高，但是非洲居民依然

将其作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并传承，这主要

受当地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与肯特布的民族

性和其特有的文化传承功能有关。

当地货币

加纳唯一法定货币为塞地（Cedi）。1美

元约合 5.7 塞地，1欧元约合 6.2 塞地。

主要媒体

加纳的主要媒体见表 1-1。

表 1-1　加纳主要媒体①

类别 媒体名称 简介

广播 加纳广播公司（GBC）
广播是加纳最为普遍的媒体。加纳广播公司

是广播行业的领导者，旗下拥有 11 个电台。

电视

加纳电视台（GTV）、电视三台（TV3）、都

市电视台（Metro TV）、非洲电视台（TV Af-

rica）

加纳电视台（GTV）由加纳政府主要掌管。

报纸

《每日写真报》（Daily Graphic）、《加纳时

报》（Ghanaian Times）、《商务和金融时报》

（Business and Financial Times）

《每日写真报》为官方报纸，是加纳最大的

英文全国性日报。《加纳时报》是第二大英

文官方报纸。《商务和金融时报》为商业类

报纸。

通讯社 加纳通讯社（Ghana News Agency，GNA） 加纳通讯社为官方通讯社。

新闻网站 加纳新闻网（www.ghanaweb.com）
以独立、中立的立场报道加纳新闻，并提供

背景资料、观点。

新闻组织 加纳记者联合会（Gha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GJA）
加纳记者联合会是当地主要的媒体协会，是

加纳媒体记者的代表机构。

                                          

 ①    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加纳》（2019 年版）、加纳新闻网（www.ghanaweb.com）介

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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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加纳矿产、森林、旅游资源丰富，政局

稳定（加纳政府是非洲最稳定的政府之一），

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动经济多元

化发展，是非洲大陆经济调整和改革比较好

的国家之一，被世界银行誉为“非洲经济复

兴的中心”。随着海上油气田的商业开发，

法定节假日

2020 年加纳法定节假日见表 1-2。

表 1-2　2020 年加纳法定节假日一览表①

日期 中文名称 加纳名称

1 月 1 日 元旦 New Year’s Day

1 月 7 日 宪法日 Constitution Day

3 月 6 日 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4 月 10 日 耶稣受难日 Good Friday

4 月 11 日 圣周六 Holy Saturday

4 月 12 日 复活节 Easter Sunday

4 月 13 日 复活节翌日 Easter Monday

5 月 1 日 劳动节 May Day

5 月 24 日 开斋节 Id ul Fitr

7 月 31 日 宰牲节 Eid al-Adha

8 月 4 日 国父日 Founder’s Day observed

9 月 21 日 夸梅·恩克鲁玛纪念日 Kwame Nkrumah Memorial Day

12 月 4 日 农民节 Farmer’s Day

12 月 24 日 平安夜 Christmas Eve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Christmas Day

12 月 26 日 节礼日 / 圣诞节翌日 Boxing Day

12 月 31 日 新年前夜 New Year’s Eve

                                          

 ①    时间网 .http://www.shijia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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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后，外国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加纳。

2010—2013 年，加纳年均 GDP 增长率高达

9.6%，此后经济发展放缓，2014—2019 年，

年均 GDP 增长率维持在 4.9% 左右。

加纳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经济较为依

赖初级产品如黄金、可可、石油和天然气的

出口以及外国援助，易受全球经济放缓及商

品价格冲击的影响。此外，高额的政府债务、

较低的政府税收收入以及严重的能源浪费等

都是加纳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国际评级机构

惠誉（Fitch  Ratings）对加纳主权信用评级

为 B，展望为稳定。截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Standards  &  Poor’s）

对加纳主权信用评级为 B/B，展望为负面。

截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Moody’s）对加纳主权信用评级为 B3，展望

为负面。

经济增长率

据加纳统计局统计，2013 年，加纳 GDP

为 644.01 亿美元，在接下来的 4 年中，加

纳 GDP 均未超过 600 亿美元，经济发展陷入

困境。2018 年，主要由于国内石油产量增加

和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加纳经济情况好转，

GDP 回升至 655.56 亿美元。2019 年，加纳

GDP 达 669.84 亿美元，创近年来新高，增长

率为 6.5%。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 年 4 月预测，加纳

2020 年 GDP 增长率将降至 1.5%。

2013—2019 年加纳 GDP 及增长率如图

1-2 所示，2013—2019 年加纳人均 GDP 如图

1-3 所示。

图 1-2　2013—2019 年加纳GDP及增长率①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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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9 年加纳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②

产业结构

2013—2019 年，加纳农业、工业、服

务业产值占 GDP 的平均比重分别为 21.1%、

34.4% 和 44.5%。2016 年后，农业产值占比

逐年下降，2019 年降至 18.6%；工业产值、

服务业产值占比逐年上升，2019 年分别达到

34.2% 和 47.2%。2019 年，加纳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如图 1-4 所示。

图 1-3　2013—2019 年加纳人均GDP①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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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据加纳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ce）

统计，2019年，加纳财政收入588.97亿塞地，

财政支出 738.82 亿塞地，财政赤字为 157.15

亿塞地，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为 4.5%（2018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为 3.88%）。

公共债务

根据加纳财政部报告，2019 年，加纳公

共债务余额达到2179.9亿塞地，创历史新高，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3%。2013—2019 年，加

纳债务余额持续攀升，所占 GDP 的比重也持

续攀升，如图 1-5 所示。

图 1-5　2013—2019 年加纳公共债务余额及占GDP比重①

外汇储备

加纳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可可、黄金、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政府债券、国外援助和

个人汇款。

根据加纳财政部发布的报告，其国际储备

总额平均维持在相当于 3.8个月进口额。具体

为2015—2016年，3.5个月；2017年，4.3个月；

2018 年，3.7 个月；2019 年，4 个月。2015—

2019 年加纳国际储备总额如图 1-6所示。

通货膨胀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自 2013 年

到 2016 年，加纳通货膨胀率呈上升趋势，

2016 年达到 17.5%，此后持续下降，2019 年

通货膨胀率为 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0 年加纳的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到 9.7%。如

图 1-7 所示。

                                          

①    根据加纳银行（https://www.bog.gov.gh）、加纳财政部（https://www.mofep.gov.gh）、加纳统计局（https://

statsghana.gov.gh）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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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5—2019 年加纳国际储备总额①

图 1-7　2013—2019 年加纳通货膨胀率②

                                          

①    加纳财政部 .https://www.mofep.gov.gh.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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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在加纳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

位，2014—2018 年，加纳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32.64%。据加纳银行统计，

2019 年 1—3 月，加纳货物贸易总额为 72.02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 39.98 亿美元，进口

额为 32.04 亿美元。2014—2018 年加纳货物

贸易金额如图 1-8 所示。

图 1-8　2014—2018 年加纳货物贸易金额①

2014—2018 年加纳外贸依存度情况如图

1-9 所示。

加纳主要出口商品为黄金、石油、可可、

木材、锰矿石等，主要进口商品为汽车、水

泥、食品（大米、冷冻鱼、小麦、棕榈油）、

农药（杀虫剂、杀鼠剂、杀真菌剂、除草剂）、

药品、推土机、平地机等。加纳主要出口对

象国为印度、中国、南非、瑞士、荷兰、马

来西亚、美国、阿联酋、西班牙、英国等；

主要进口来源国为中国、美国、比利时、印

度、英国、南非、越南、加拿大、土耳其、

德国等。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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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4—2018 年加纳外贸依存度

                                          

①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ghana.

2.3 发展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加纳政府于 2017 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2017—2024）提出，到 2024 年，

把加纳人均 GDP 提高到 3500 美元，年均经济

增长率保持在7.2%以上。拟采取的措施包括：

充分开发朱比利（Jubilee）、TEN（Tweneboa、

Enyenra、Ntomme）和 Sankofa-Gye  Nyame 等

油气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拉动经济增长。

大力推动建筑、电力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提高出口竞争力，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通过实施全国身份认证系统等项目，在金融

领域进行技术创新。推进“一村一坝”“为

了粮食和工作而种植”“让渔业和水产养殖

业为农村青年和鱼商创造就业机会”“为了

粮食和工作而扩大水产养殖企业规模”等项

目，大幅提高粮食、牲畜和水产品产量。

“加纳不依赖援助”战略

2018 年，加纳政府出台“加纳不依赖援

助”（Ghana  beyond  Aid）战略，拟在农业

现代化、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民营经济

和企业发展、社会救助、国内资源有效利用

等方面推出系列重大举措，进行社会转型，

把加纳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包容、可持续发

展、充满活力、具有韧性的国家。加纳政府

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监督、规划、统筹协调

战略的实施。战略举措具体情况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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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加纳不依赖援助”战略举措①

六大改革领域 具体举措

农业现代化

推动实施

1.“为了粮食和工作而种植计划”（Planting for Food and Jobs）；

2.“为了粮食和工作而养殖计划”（Rearing for Food and Jobs）；

3.“为了出口和农村发展而种植计划”（Planting for Export and Rural Development）；

4.“仓储发展计划”（Warehousing Development Programme）；

5.“加纳灌溉开发委员会灌溉计划”（Ghana Irrigation Development Authority (GIDA) 

Irrigation Schemes）

6.“一村一坝计划”（One-Village-One-Dam）；

7“草地粘虫控制计划”（Fall Army Worm Control）；

8.“加纳—科特迪瓦倡议”（Ghana-Cote D'Ivoire Initiative）；

9.“国家家畜繁育站项目”（National Livestock Breeding Stations Project）。

工业化

1. 推动实施“一县一厂计划”（One District At  least One Factory），在每个县至少要

建立一座工厂，摆脱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可可、黄金、天然气和石油等原材料出口的

局面；

2. 推动实施“一地区一园区计划”（One Region, At  least One Park），在全国 13 个

地区每个地区至少建立一座工业园区；

3. 针对陷入困境的公司实施经济刺激；

4. 建立加纳综合铝业开发公司（Ghana Integrated Aluminium Development Company）；

5. 建立汽车装配厂；

6. 建立拖拉机装配厂；

7. 支持纺织业发展；

8. 推动实施“石油枢纽总体规划”（Petroleum Hub Master Plan）；

9. 促进地方化肥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

1. 建设道路、桥梁和立体交叉道路；

2. 推动实施“道路开发和服务计划”（Railway Development and Services Program）；

3. 在阿克拉和库马西发展地铁 / 轻轨交通系统；

4. 加强阿克拉城市规划和废物管理；

5. 推动实施“人居环境发展计划”（Human 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6. 推动实施“港口扩张项目”（Ports Expansion Projects）；

7. 扩大水产登陆地；

8. 推动实施“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计划”（Sinohydro Financing 

Programme）；

9. 推动实施“国家身份确认计划”（N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ogramme）；

10. 建立国家地址系统；

11. 推动实施“数字国土管理项目”（Digital Land Administration Project）。

                                          

①    加纳政府 .《加纳不依赖援助章程及战略文件》（Ghana Beyond Aid Charter and Strategy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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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改革领域 具体举措

民营经济和

企业发展

1. 修订并颁布新的企业法；

2. 通过改革提高加纳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

3. 加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力度（包括汽车工作、拖拉机装配、化肥生产）；

4. 发展小微金融和小额贷款中心；

5. 建立国家小规模工业委员会；

6. 推动实施“国家企业家和创新计划”（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 Innovation 

Programme, NEIP）；

7. 建立风险投资信托基金；

8. 建立技术枢纽和创新中心；

9. 建立年轻人就业局；

10. 加强手工采矿管理。

社会救助

1.“免费高中教育和免费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计划”（Free Senior High School 

&TVET education）；

2.“国家建设者集团计划”（Nation Builders Corp）；

3.“基础设施减贫计划”（Infrastructure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Programme, IPEP）；

4.“宗戈发展基金”项目（Zongo Development Fund），改善宗戈社区的生存状况；

5.“护理和教师培训津贴计划”（Nursing and Teacher Training Allowances）；

6.“国家学校营养计划”（National School Feeding Programme）；

7.“反对贫困保护生存权计划”（Livelihood Empowerment Against Poverty）；

8.“国家健康保险计划”（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9.“非正式行业和可可种植者养老金计划”（Informal Sector and Cocoa Farmers 

Pension Scheme）。

国内资源

有效利用

1. 推进政府服务收费自动支付；

2. 改革加纳税务局；

3. 改革国家彩票委员会；

4. 推广纳税人身份识别码；

5. 加强行业合规（特别是采掘业）；

6. 系统梳理各免税规定；

7. 对税收和税务服务进行科学分析；

8. 梳理小规模采矿业的预提所得税；

9. 梳理和改革政府工资系统；

10. 制定新的法律确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效率和透明度；

11. 实施单一实体法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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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加纳 16 省分布图

2.4 地区情况

加纳原来分为 10 个省。2018 年 12 月 27

日，加纳举行全民公决，新增 6 个省的提议

获得通过。目前，加纳全国共设 16 个省。各

省基本情况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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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加纳 16 省基本情况一览表①

序号 省份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2019）
基本情况 省会城市

1 大阿克拉省 3245 4943075

南濒几内亚湾，是加纳面积

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

也是最为城市化、经济最发

达的省，80% 以上的人口生

活在城市。加纳首都阿克拉、

第一大海港城市特马位于该

省。特马市在阿克拉以东 40

公里，是加纳的工业中心，

也是加纳熟练劳动力集中的

城市。阿克拉平原种植蔬菜、

玉米、胡椒、木薯等，沿海

居民以捕鱼为生。

阿克拉市（Accra）。加

纳第一大城市，也是加

纳的首都

2 阿散蒂省 24389 5792187

位于加纳南部，与 6 个省接

壤，是加纳人口最多的省。

自然资源丰富，以出产可可、

黄金、原木和木材、皮革著

称，旅游景点也较多。平均

年降雨量为 1270 毫米。加纳

唯一在运营的铝土矿位于该

省的 Awaso 村。

库 马 西（Kumasi）。 是

仅次于阿克拉的加纳第

二大城市，本省的商业、

工业和文化中心。主要

产业有金融、商业、制

陶、制衣和纺织、木材

加工等。加纳木材加工

业的 50% 以上集中在库

马西。该市植物种类繁

多，鲜花盛开，有“花

园城市”的美称。

3 博诺省 11481 1082520

西邻科特迪瓦，海拔不超过

152 米，植被多为湿润半落叶

林，土壤肥沃。经济以农耕

为主，出产林木、腰果、玉

米、木薯、大蕉、芋头、西

红柿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

苏 尼 亚 尼（Sunyani）。

以绿色城市著称，曾获

评加纳最清洁的省会城

市，也是一个会议目的

地城市。经济以农耕为

主，其次为商业和工业。

                                          

①    根据加纳统计局（https://statsghana.gov.gh）、加纳地区网（http://ghanadistricts.com）及收集的其他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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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2019）
基本情况 省会城市

4 中部省 9826 2563228

南濒几内亚湾。矿产和渔业

资源丰富，与矿产和渔业相

关的行业较为发达。可可和

油棕也有广泛种植。城堡、

要塞和美丽的海滩沿海岸线

分布，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

独厚的良好条件，是加纳的

旅游胜地。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和埃尔米纳城堡

（Elmina Castle）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世

界遗产名录。

海岸角（Cape Coast）。

海港城市，市内有多处

名胜古迹，还有海岸角

大学、海岸角理工大学

等著名高校。海岸角人

擅长用多样的烹饪手法

把鱼、肉等食材做成丰

盛的美食，是加纳公认

的厨艺高手。

5 东部省 19323 3244834

东邻沃尔特湖，阿科索姆波

（Akosombo）大坝建于该省，

经济以电力行业为主，种植可

可和粮食作物、喂养牲畜等。

科福里杜亚（Koforidua）。

该省的经济中心，制药、

纺织、制陶、手工艺品

制作、饮料生产和金融

业较发达。

6 沃尔特省 20570 1865332

东部接壤多哥，西邻沃尔特

湖，埃维族人占人口的 60%

以上。经济以农业为主。

霍城（Ho）。经济以农

业为主，出产棕榈油、

棉花和可可等。地处连

接加纳沿海地区与多哥

的交通要道上，是本省

的商业中心。

7 西部省 23921 2165241

经济以金矿开采和海上石油

开发为主。努利佐（Nzulezo）

村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名录。

赛康第 - 塔克拉迪。有

石油城之称，是本省工

业、商业中心。主要产业

包括木材、可可加工、造

船、铁路维修、原油开

采、捕鱼、金矿开采等。

8 上东部省 8842 1273677

北部接壤布基纳法索，东部

接壤多哥。经济以农耕为主，

种植小米、玉米、水稻、豆

类、花生、洋葱、西红柿、

胡椒等作物。

博 尔 加 坦 加（Bolgatan-

ga）。南距加纳塔马利市

161 公里，是该省的手工

艺品制作中心。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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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2019）
基本情况 省会城市

9 上西部省 18476 849123

西部、北部接壤布基纳法索。

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

玉米、小米、花生、秋葵、

水稻等。干季从 10 月直到次

年 5 月，由于干季持续时间

长，许多人在干季去其他省

寻找工作。

瓦城（Wa）。是本省的

交通中心，经济以小规

模农耕为主。

10 北部省 34522 1905628

植被类型为稀树草原，耐干

旱的猴面包树、金合欢树等

点缀其上。经济以农业为主，

75% 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与

加纳大多数省份多数人口信

奉基督教不同，北部省 60%

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塔马利（Tamale）。在阿

克拉以北 600 公里，是

该省的政治、经济、金

融中心，也是加纳第三

大城市、西非经济增长

最快的城市之一，许多

企业、金融机构的地方

分支机构以及国际非政

府组织在这里落户。近

年来，该省酒店业发展

迅速。

11 萨瓦纳省 35862 599852

西边接壤科特迪瓦，是加纳

面积最大的省，人口密度低。

植被类型为稀树草原。与加

纳大多数省份多数人口信奉

基督教不同，萨瓦纳省居民

主要信奉伊斯兰教。

达蒙戈（Damongo）。有

魔力（Mole）国家公园、

拉若邦加（Larabanga）清

真寺、拉若邦加奇石等著

名的旅游景点。

12 东北省 9072 575558

东边接壤多哥，植被类型为

稀树草原。经济以农业为主，

85% 的人口从事农业。

纳莱瑞古（Nalerigu）。

是一个以医疗出名的小

镇，有浸礼会医疗中心

（Baptist Medical Centre）

和健康科学学院，不但

本国周边地区的患者，

甚至周边国家布基纳法

索、多哥的患者也前来

就医。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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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2019）
基本情况 省会城市

13 阿哈福省 5193 927960

植被类型为稀树草原。经济

以农业为主，积极推动实施

加纳政府“为了粮食和工作

而种植计划”。

戈阿索（Goaso）。主要

种植可可和粮食作物，

因盛产粮食而被称为“加

纳的食物篮子”。

14 博诺东省 22952 581368

东邻沃尔特湖（Volta），气

候温和，森林茂密，土壤肥

沃，经济以农耕为主，出产

山药、豆类、玉米、木薯、

芋头、水稻、大蕉等，沃尔

特湖沿岸居民从事捕鱼活动。

泰奇曼（Techiman）。

经济以农业为主，以集

市经济闻名加纳。

15 奥蒂省 未公布 742664

东部接壤多哥，西邻沃尔特

湖。植被类型为稀树草原。

经济以农耕和渔业为主。

达姆比（Dambi）。位于

沃尔特湖畔，土地肥沃，

水源丰富，城市周边狮

子、大象等野生动物出

没，植被茂密。经济以

农业和渔业为主，每周

一、三的集市甚至吸引

多哥人前来。

16 西北省 未公布 1168235 经济以金矿开采为主。

维 奥 索（Wiawso）。 经

济以农业为主，少数人

从事林业和渔业。

续	 	 表

2.5 基础设施

公路

公路运输对加纳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运

输量占全国客运量和货运量的 96%。据加纳公

路部（Ministry  of  Roads  and  Highways）

统计，2018年加纳公路总里程为78401公里，

其中干线公路 14583 公里，城市道路 15462

公里，支线公路 48357 公里。路况良好的路

段占公路总里程的 41%，主要为干线公路，路

况一般的占 33%，路况较差的占 26%。公路修

复养护的比率为 49%。从公路路面硬化情况

看，干线公路硬化率约为 62%，城市道路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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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约为 39%，支线公路的硬化率约为 5%。加

纳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道路状况要差。

近年来，加纳政府重点实施东部走廊道

路建设项目。东部走廊全长 695公里，南起特

马港口，向北经沃尔特省省会霍城（Ho），一

直延伸到加纳与布基纳法索边境的 Kulungugu

地区。该项目旨在实现加纳南方与北方的道

路畅通，增强经济合作，并打通西非内陆国

家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等进出大洋的

通道。

铁路

加纳铁路网由西部、中部、东部三条干

线及若干支线组成，分布在加纳南部地区。

铁路总长 940 公里，全部修建于殖民地时

期，具体时间为从 1901 年到 1956 年，都是

窄轨铁路，迄今已经年久失修，只有约 1/6

的线路还在运营，且机车老旧，破损严重。

据加纳铁路发展部（Ministry  of  Railways 

Development）报告，2017 年加纳铁路客运人

数 26.1 万人次，货运量为 63 万吨。2019 年

1 月，阿克拉至特马的铁路经修复后投入运

营，全长 30 公里，列车走行一个半小时。

2013 年，加纳政府提出铁路建设总体规

划（Master Plan），计划到 2048 年将铁路

里程提高到 4000 公里，规划线路一是从阿克

拉市（Accra）向西南联通赛康第 -塔科拉迪

（Sekondi-Takoradi）、向北联通中部的库马

西市（Kumasi）以及北部的塔马利市(Tamale)，

二是从特马（Tema）北上直抵北部边界，与

布基纳法索的铁路对接。铁路建设费用预计

210.5 亿美元。2017 年，加纳政府设立铁路

发展部，该部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牵头负责修

复殖民地时期的铁路线路，建设新的铁路线

路。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 年世

界投资报告》，该计划在 2019 年吸引到了外

国直接投资，将在 2020 年启动建设。

空运

加纳目前有 9 座机场，分别是科托卡

（Kotoka）国际机场、库马西（Kumasi）国

际机场（有一座航站楼和一条飞机跑道）、

霍城（Ho）机场、纳夫龙戈（Navrongo）机

场、塔科拉迪（Takoradi）机场、苏尼亚

尼（Sunyani）机场、塔马利（Tamale）机

场、瓦城（Wa）机场、延迪（Yendi）机场。

科托克国际机场位于阿克拉市，是加纳最大

的国际机场，由加纳机场有限公司（Ghana 

Airports  Company  Limited，GACL）运营管

理，目前有 40 余条国际航线。2019 年，旅

客运送量为 280.09 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

211.06 万人次，国内旅客 69.03 万人。货物

吞吐量为 4.98 万吨。

加纳目前没有国有的航空公司。国有的加

纳航空有限公司（Ghana Airways Limited）于

1958 年成立，2005 年停止运营。国有的加纳

国际航空（Ghana International Airlines，

GIA）于 2005 年成立，2010 年停止运营。

中国与加纳之间有多条航线往来，阿联

酋航空公司有从北京、上海、广州、银川、

香港经停迪拜直达阿克拉的航班，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也有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出发经停亚的斯亚贝巴到阿克拉的航线，也

可从荷兰、英国、埃及、土耳其、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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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等国中转往返北京和阿克拉。

水运

加纳有两大海港，即特马港（Tema  Har-

bour）和塔科拉迪港（Takoradi Harbour），

均在几内亚湾沿岸。特马港于 1962 年投入运

营，是非洲最大的人造海港，占地面积 390

万平方米，西距阿克拉市 28.96 公里。塔科

拉迪港建成于 1928 年，东距阿克拉市 230 公

里。加纳码头和港口局（Ghana  Ports  and 

Harbours  Authority，GPHA）负责特马港和

塔科拉迪港以及其他港口、码头的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工作。该局是依据《加纳码

头和港口局法》于 1986 年成立的公司。

根据加纳码头和港口局发布的报告，

2017 年，特马港和塔科拉迪港的货物吞吐量

从 2016 年的 1945.98 万吨增加到 2208.66 万

吨，增长率为 13%；转运货物量从 2016 年的

94.41 万吨增加到 124.93 万吨，增长率达到

32%；集装箱吞吐量从 2016 年的 94.25 万 TEU

（国际标准箱单位）增加到 100.98 万 TEU，

增长率为 7%。其中，特马港货物吞吐量超过

1400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接近 100 万 TEU。

2020 年 3 月，加纳运输部（Ministry of 

Transport）部长Kwasi Ofori Asiamah透露，

加纳第三个海港—凯塔港（Keta  Port）的选

址工作已经结束，项目有望于年底启动。凯

塔港位于沃尔特省南部。

电力

加纳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439.9 万千瓦，

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158 万千瓦，热电装机容

量 279.6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3 万千瓦。供电覆盖率（用电人口数占总

人口数的比例）为 83%，其中城市覆盖率为

91%，农村覆盖率为 50%，未曾通电的家庭有

120 万户。加纳政府计划到 2020 年实现供电

全覆盖。

根据加纳能源委员会（Energy  Commiss-

ion）报告，2018 年，加纳发电量为 1596

万兆瓦时，其中水力发电量 601.7 万兆瓦

时，热电发电量 980.3 万兆瓦时，进口电量

14 万兆瓦时。预计 2019 年发电量最高可达

1801.4 万兆瓦时，比 2018 年增长约 8%。

通信

近年来，加纳信息通讯产业发展迅速。

据加纳统计局统计，加纳信息通讯产业的产

值从 2013 年的 18.76 亿塞地增加到 2019 年

的97.94亿塞地，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6%

增加到 2019 年的 3%。

移 动 电 话。加纳通讯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所属的全国通讯局（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NCA） 发 布 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 月，加纳 2G/3G

移动电话用户达 2867.55 万户，普及率达

到 94.79%。MTN、 沃 达 丰（Vodafone）、

AirtelTigo、Glo 等四大运营商的 2G/3G 市场

占有率如图 1-11 所示。

截至 2020 年 1 月，加纳 4G 移动电话

用户为 257.46 万户。其中，运营商 MTN 独

占鳌头，市场占有率高达 91.4%，运营商

Vodafone 位居第二，占比仅为 6%。各运营商

的 4G 移动电话用户数量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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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四大运营商 2G/3G 市场占有率①

表 1-5　各运营商 4G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一览表②

序号 运营商名称 4G 移动电话用户数量

1 MTN 2352910

2 Vodafone 174653

3 Surfline 43889

4 Telesol 1910

5 Broadband Home 1056

6 Blu Ghana 195

固 定 电 话。据全国通讯局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加纳有固定电话用户 28.98 万

户，提供固定电话服务的运营商为 Vodafone、

AirtelTigo、MTN 等三家，其中 Vodafone 拥

有固定电话用户 28.36 万，占有绝对的市场

优势。

互 联 网。根据 Datereportal 发布的数

据，截至 2020 年 1 月，加纳互联网用户为

                                          

①    全国通讯局 .https://www.nca.org.gh.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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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 万人，同比增长 100 万人。其中，使用

社交媒体的互联网用户为 600 万人，同比增

长 62.9 万人。

在华为公司发布的全球联接指数（GCI）

2019 报告中，加纳在 79 个国家中排名第 71

位。报告指出，由于国家固网条件差、连接

成本高，加纳的互联网用户多年增长迟缓，

但智能手机渗透率持续提升。根据 GCI 的标

准，加纳仍是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的起

步者，在宽带基础设施建设、连接服务、计

算机技术知识普及等方面有待提高。

2.6 经济园区

加纳经济园区的主要形式为免税区。加

纳免税区计划是由世界银行支持的综合性计

划，目的是通过吸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直接

投资，建立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EPZs）促进货物加工和生产，同时鼓

励在海港和机场区发展商业和服务业。为推

动加纳免税区的建设，并为免税区的监督管

理提供法律依据，1995年，加纳议会通过《免

税区法》（the Free Zone Act）。1995 年 8

月，加纳免税区管理局（Ghana  Free  Zones 

Authority，GFZA）依据《免税区法》（1995）

建立，具体负责实施加纳的免税区计划。

免税区简介

加纳本国目前共开发建设有 4个免税区，

分别是特马出口加工区、赛康第出口加工区、

夏玛出口加工区、阿散蒂科技园区。据加纳

免税区管理局统计，截至 2019 年 2 月，加纳

全国共有 235 家免税区企业，其中生产经营

表现活跃的企业有 178 家，其他 57 家表现不

活跃。免税区基本情况见表 1-6。

中国企业开发建设的免税区有一个，即

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Bright International 

Free  Zone），具体情况见第三篇“2.4 境外

经贸合作区”。

表 1-6　加纳免税区基本情况①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英亩） 简介

1 特马出口加工区 大阿克拉省 1200

加工区定位为多功能出口加工区。加工区道

路状况良好，公路联通特马港和阿克拉国际

机场，距离阿克拉国际机场仅 24 公里。拥

有中央污水处理系统和集中供水系统（大型

水库），电力、电讯配套设施齐备。加纳税

务、海关、环保、警务、移民等部门组成“一

站式”服务机构，为投资者提供便利。

                                          

①    加纳免税区管理局 .https://gfzb.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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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区对企业最低投资金额没有要求，

但规定：免税区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

服务，至少 70% 产品及服务必须出口，30% 产

品及服务用于在国内市场销售。免税产品及

服务区完全由私营机构经营，免税区管理局

（GFZA）主要是实行法律与政策调控，监督

免税区开发商和区内企业的活动，并为他们

提供基础设施等便利。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英亩） 简介

2 赛康第出口加工区 西部省 2200

重点发展重工业和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开

发。目前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其他可行

性研究。加纳免税区管理局正在寻找合作伙

伴和战略投资者。

3 夏玛出口加工区 西部省 3200

重点发展石油石化产业。支持投资者建立炼

油厂、油品的分销和运输、塑料和果冻等石

化副产品的生产。支持发展配套物流产业。

4 阿散蒂科技园区 阿散蒂省 1099

邻近内陆港伯恩卡拉（Boankra），距阿散

蒂省省会城市库玛西仅 20.7 公里。重点发展

领域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可可加工、轻工业

制造、重工业制造、仓储和物流、创新孵化

中心和研发中心、生物技术开发等。加纳免

税区管理局正在寻找联合开发科技园区的投

资者，合作方式可以为合资企业。

续	 	 表

2019 年 2 月，加纳免税区管理局透露，正在推动对《免税区法》（1995）的修订

工作。该管理局提出，《免税区法》自 1995 年生效以来，没有进行过重要的修改，时

至今日，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加纳投资促进中心的有关规定与免税区有关国际法以及加纳

银行等的规定存在冲突，需要通过修改达成法律法规上的统一。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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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区重点发展的领域

免税区为企业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详

见第二篇 2.6 外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

免税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免税区重点发展

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技术、

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等。具

体见表 1-7。

表 1-7　加纳免税区重点发展的领域①

序号 领域 主要内容

1 基础设施建设

1. 利用热力、生物能、太阳能、风能和天然气发电以及配电；2. 贮水及输水；

3. 公路、铁路建设；4. 物流园区和办公楼开发；5. 电信基础设施；6. 排水系统；

7. 仓库和厂房建造

2 信息通信技术
1. 数据输入和处理；2. 呼叫中心；3. 软件开发；4. 硬件组装；5. 研发 / 创新孵

化中心

3 农产品加工
1. 水果、蔬菜加工；2. 腰果、乳木果加工；3. 棕榈油加工；4. 香料；5. 可可加工；

6. 采盐和盐加工

4 制造业
1. 纺织品和服装；2. 轻工业；3. 手工工具和机器制造；4. 珠宝制作；5. 巧克力

生产

5 石油和天然气 1. 炼油厂和油品输送；2. 石油、天然气副产品生产；3. 石油工业使用的化学品

企业在加纳免税区注册登记的要求

加纳免税区管理局负责企业在免税区的

注册登记。相关要求如下：

（1） 企 业 需 在 加 纳 注 册 总 局（the 

Register General’s Department）注册登记；

（2）填写加纳免税区管理局申请表格，

并交纳 100 美元手续费；

（3）企业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商业

计划；公司注册文件复印件；土地租赁的

证明或计划租赁土地的证明；与潜在客户

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环境保护事务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签发的环境许可证书；资金证明。

2.7 多双边经贸协定

多边和区域经贸协定

加纳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西非

经济共同体（ECOWAS）成员国、经济合作组

织发展中心（OECD  Development  Centre）

成员。

加纳已签订《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fCFTA），签订并生效的多边经贸协定主要有

《经济伙伴协定》（EPA，与欧盟签署）、《西

共体关于投资的补充法案》（ECOWAS Supplem

entary Act on Investment）、《科托努协议》

                                          

①    加纳免税区管理局介绍材料 .https://www.jetro.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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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onou Agreement, 与欧盟签订）、《西共

体条约（修订）》（Revised ECOWAS Treaty）、

《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AU Treaty）、

《西共体条约》。加纳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

区协议秘书处所在国，首都阿克拉将建立非

盟自贸试验区。

双边投资协定（BIT）

加纳与中国、布基纳法索、塞尔维亚、

马来西亚、德国、丹麦、瑞士、荷兰、英国

等 9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并已生效。

加纳还与 19 个国家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

但迄今尚未生效，包括非洲9国（博茨瓦纳、

津巴布韦、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赞比亚、

贝宁、几内亚、南非、科特迪瓦、埃及）、

欧洲 5 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亚洲2国（土耳其、印度）、

美洲 2国（巴巴多斯、古巴）。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A）

加纳与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德

国、南非、意大利、法国、英国等 9 个国家

签订并批准生效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已生

效。与新加坡、毛里求斯、摩洛哥等 3个国家

签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但迄今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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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纳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加纳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190 个经

济体中排名第 118 位，各细项排名分别为：

开办企业（116）、办理施工许可证（104）、

获得电力（79）、登记财产（111）、获得

信贷（80）、保护少数投资者（72）、纳税

（152）、跨境贸易（158）、执行合同（117）、

办理破产（161）。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

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 141 个经济体中，

加纳排名第 111 位，比 2018 年下降 5 位。

各细项排名分别为：制度（69）、基础设施

（118）、信息通信技术应用（90）、宏观经

济稳定性（132）、健康（119）、技能（102）、

产品市场（85）、劳动力市场（93）、金融

系统（116）、市场规模（65）、商业活力

（102）、创新能力（8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9 年全球创

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显

示，在全球 129 个经济体中，加纳排名第 106

位，比 2018 年上升 1位。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设立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hana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re，GIPC）依据《加纳投资

促进中心法》（2013）创建，属于政府机构，

旨在鼓励和促进对加纳的投资，为加纳经济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

制定投资促进政策和方案，汇总、整理、发

布投资优惠政策；出台并支持改进加纳投资

环境的措施；负责在加纳所有企业的登记、

管理并保存企业有关记录等。

进行营商监管改革

2017 年，加纳政府发起营商监管改革计

划。该计划由加纳贸易和工业部牵头，会同

各有关部门共同实施，具体措施包括：

提高营商便利度。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

境年度报告的评价标准，在与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各环节改进政府

工作，提高加纳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年度报

告的排名。对标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

指数（GCI），推动加纳经济、社会改革，增

强加纳全球竞争力。

建立法律法规审视、评估机制。对已有

的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减少不必要的费用

和要求，包括对基础设施的设计和费用进行标

准化管理、完全禁止对政府合同的主动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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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rohibition  of  Unsolicited  Bids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对政府采购汽

车、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等实行标准化和集

中管理等；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减少对其创

业初期的监管要求，激励创业热情，促进就业；

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影响评估，分析

其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提出替代性解

决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2016 年 1 月，加纳政府发布《国家知识

产权政策和策略》（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and Strategy，NIPPS），

旨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执法的法律

框架建设，使加纳的知识产权体系更好地与

国际接轨，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要求。

政策和策略实施的时间是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在集成电路布图、

不公平竞争、植物多样性、传统知识和基因

资源等方面的立法；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办

公室；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创新

活动，促进知识产权的利用；推动知识产权

服务业发展，建立知识产权集体管理机构和

知识产权利益相关者联盟等。

加强标准化管理

自从加纳 1995 年 1 月成为 WTO 成员后，

加纳标准局（Ghana  Standards  Authority）

发布了 500 多项产品的国家标准，采用

了 2000 多项国际认证标准。加纳食品和

药 品 管 理 局（Ghanaian  Food  and  Drugs 

Authority）也加大食品、药品、化妆品及保

健品标准的实施力度。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 年世界投资

报告》，2018 年，加纳吸引外国投资 29.89

亿美元，成为西非吸引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外国投资较多投向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业，

其中包括意大利埃尼集团（Eni  Group）扩大

Sonkofa 油气田的绿地投资项目，南非金田野

有限公司（Gold  Fields  Ltd）以 1.85 亿美

元获得加纳 Asanko Gold Ghana 有限公司 50%

股份的并购项目。2018 年，加纳外国投资存

量为 361.26 亿美元。

但是到 2019 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加纳吸引的外国

投资降至 23.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外国

投资依然较多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采

矿业（包括金矿和锰矿），在农业领域（可可）

也有部分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加纳的铁路

建设总体规划（Railway  Master  Plan）项目

在 2019 年吸引到了外国投资。

2019 年，加纳外国投资存量为 384.45 亿

美元，是非洲第六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第

一名为南非，为 1509.51 亿美元；第二名为

埃及，为 1266.39 亿美元；第三名为尼日利

亚，为 986.18 亿美元；第四名为摩洛哥，

为 665.23 亿美元；第五名为莫桑比克，为

428.93 亿美元）。2013—2019 年加纳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金额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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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3—2019 年加纳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①

投资来源地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报告，2018 年，

外国直接投资占当年加纳投资额的 94%，共涉

及 168 个投资项目，其中 117 个项目为外国

独资，其余 51 个项目由加纳与外国合资。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报告，从 2018 年

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来看，在 168 个项目

中，中国参与的项目有 37 个，位列第一，投

资金额 1.59 亿美元；其次是印度，参与的项

目有 18 个；荷兰和英国位列第 3 和第 4，项

目数分别为 15 个和 12 个。

从投资金额来看，荷兰以 18.9 亿美元拔

得头筹，印度以 5.11 亿美元位列第 2。

投资领域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报告，在 168 个

项目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制造业项目最多，

共 50 个；其次是服务业项目，共 42 个；居

于第 3 位的是一般贸易项目，共 32 个。具体

项目领域分布见表 2-1。

                                          

①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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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8 年加纳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分类①

项目投资
类型

项目
数量

                  项目分类

农业项目 建筑项目
出口贸易

项目
一般贸易

项目

联络办
事处

（Liaison）
项目

制造业
项目

服务业
项目

外商独资 117 个 2 个 11 个 6 个 25 个 17 个 39 个 17 个

加纳与

外国合资
51 个 4 个 4 个 — 7 个 — 11 个 25 个

投资地区分布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报告，168 个投

资项目分布在加纳 8 个省。其中大阿克拉省

的项目数和投资金额均遥遥领先。具体见表

2-2。

表 2-2　2018 年加纳外国直接投资地区和金额②

序号 省份    项目数量
总投资额

（百万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额
（百万美元）

1 大阿克拉省 138 3069.52 2867.32

2 东部省 8 9.13 9.11

3 阿散蒂省 7 4.95 4.03

4
西部省

（现在的西部省和西北省）
7 34.02 33.77

5 中部省 3 20.62 6.30

6
北部省

（现在的北部省和萨瓦纳省）
2 400.50 400.50

7
布朗阿哈福省

（现在的博诺省和博诺东省）
2 1.41 1.30

8
沃尔塔省

（现在的沃尔塔省和奥蒂省）
1 0.42 0.38

                                          

①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https://www.gipcghana.com/press-and-media/downloads/reports.html.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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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产要素概况

电价。加纳电价分为居民用电（Residen-

tial）和非居民用电 (Non-Residential)，

电价使用阶梯计价法，使用越多，价格越

高。根据加纳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PURC）发

布的 2020 年第二季度电力价格见表 2-3。

表 2-3　2020 年加纳用电价格①

类型 月用电量 每度电价格（塞地）

居民用电

0~50 度 0.32606

51~300 度 0.654161

301~600 度 0.848974

601 度及以上 0.943304

非居民用电

0~300 度 0.797943

301~600 度 0.849097

601 度及以上 1.339765

水价。加纳水价针对有表居民用户、商

业、工业、公共 / 政府机构等分类征收。加

纳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PURC）发布的 2020

年第二季度水价见表 2-4。

表 2-4　2020 年加纳用水价格②

类型      用水量   每吨水价（塞地） 服务费

有表居民用户
每月用水 0~5 吨（不含 5 吨） 3.292121

每月收取服务费 6 塞地

5 吨及以上 5.602083

商业用水 每吨 9.23039

工业用水 每吨 11.118338

公共 / 政府机构 每吨 7.186628

                                          

①    加纳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 .http://www.purc.com.gh.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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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价。2020 年 6 月 22 日，加纳汽油价

格每升4.646塞地，柴油价格每升4.66塞地。

土地价格。加纳各地土地价格差别较大。

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因地段不同，

土地的价格也会随之变动。2020 年 6 月，检

索加纳某土地、房屋销售中介机构网站，同

样是在大阿克拉地区一块650平方米的土地，

位于东机场（East airport）的售价 70.7057

万塞地，位于奥亚瑞法（Oyarifa）镇附近的

售价仅为 7.5 万塞地。

劳动力价格。尽管加纳并不属于最不发

达国家，但劳动力价格却处于非洲地区较低

水平。2019 年 1 月起，加纳政府、劳工组织

和雇主三方委员会宣布将加纳最低日工资标

准提高至 10.65 加纳塞地（约合 2 美元）。

劳动力价格根据工种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别，

见表 2-5。

表 2-5　加纳劳动力价格①

序号 分类 月工资

1 非熟练工 500~600 元人民币

2 熟练工 600~800 元人民币

3 一般技术人员 1000~1500 元人民币

4 高级技术人员 1800~3000 元人民币

5 普通管理人员 800~1500 元人民币

6 中级管理人员 1200~1800 元人民币

7 高级管理人员 1800~4000 元人民币

物流。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物流

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在全球 160 个经济体中，加纳排名

第 106 位，综合分数为 2.57 分。各细项排名

分别为：清关程序的效率（92，Customs）、

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的质量（90，

Infrastructure）、国际货运的难易度（109，

International Shipment）、物流服务的能力和质

量（95，Logistics quality and competence）、

追踪查询货物的能力（106，Tracking and 

tracing）、货物在预定或预期的时间内到达

收货人的频率（115，Timeliness）。

                                          

①    《西非加纳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招商引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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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纳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法》（2013

年）（Ghana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er 

Act，GNPCA），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作

为政府机构对在加纳经营的所有企业进行登

记注册、监管和保存记录。投资石油和天然

气、矿产和采矿、能源、保险、电信、房地产、

免税区、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渔业、证券

等领域，由能源部（Ministry of Energy）、

石油委员会（Petroleum Commission，PC）、

矿产委员会（Mineral  Commission，MC）、

国家保险委员会（National Insurance Comm-

ission，NIC）、国家通讯管理局（National 

Communication Authority，NCA）等相关政府部

门和机构依据部门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投资

这些领域的外国投资者，既要符合《加纳投

资促进中心法》的要求，也要符合部门法律

法规的要求。

2.2 市场准入

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对外国投

资者较为开放的国家，大部分领域对外国资

本参与全面开放，但对投资项目有最低注册

资本要求。出租车运营、药品零售等 8 类行

业由加纳人和加纳企业专营。石油和天然气、

矿产和采矿、能源、保险、电信等领域的外

国投资受到限制。

最低注册资本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法》（GNPCA），

所有外国投资项目必须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办理登记注册，注册资本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与加纳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注册资

本应不少于 20 万美元，其中加纳合作伙伴所

占比例不低于 10%。设立外国独资企业，注册

资本应不少于50万美元。设立独资贸易公司，

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美元，且雇佣至少 20

名加纳人员。注册资本可以是货币，也可以

是与投资相关的资本货物。

专营行业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法》（GNPCA），

以下 8类行业由加纳人和加纳企业专营：

（1）在集市中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或

在任何地方摆摊设点出售商品，或沿街叫卖；

（2）少于 25 辆车的出租车运营、车辆

租赁；

（3）开设美容院或理发店；

（4）电信充值刮刮卡印制；

（5）练习本及其他必备文具制造；

（6）药品零售；

（7）袋装水生产、供应和零售；

（8）除足球彩票外的其他博彩业。

限制投资

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石油（勘探和生

产）法》（2016）（Petroleum(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Act）规定，外国投资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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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获得石油勘探证书，必须成立一个财团，

国有企业加纳国家石油公司（GNPC）在其中

须获得15%附带权益。石油委员会（Petroleum 

Commission，PC）负责签发证书，但勘探证

书须经议会批准。与石油经营相关的商品、

服务、劳动力雇佣和培训，必须在国内采购。

所有超过 10 万美元的合同、分包合同和采购

订单都必须经过能源部批准。违反上述规定

者将受刑事处罚，最高监禁 5年。

矿 产 和 采 矿 领 域。《矿产和采矿法》

（2006）（Minerals and Mining Act）规定，

外国投资者只允许获得小规模开采证书，开

采区域不得超过 10 公顷；为获得证书，外国

投资者必须以分公司或子公司的方式在加纳

注册登记，且分公司或子公司需根据加纳《公

司法》或《私人合伙公司法》设立。此外，

加纳地方政府强制参股，可以无偿获得 10%

的合资企业股权。根据 2015 年修订的《矿产

和采矿法》，采矿租赁权人要以适当的方式

和比例向国家支付租赁许可费。需缴纳的费

用比例为矿产总收入的 3%~5%，由矿产委员会

（Mineral Commission，MC）监督执行。

根据《矿产和矿业（一般）规则》（2012）

（Minerals  And  Mining（General）Regula-

tions），采矿支持服务的供应商、矿业权持

有人或从事矿产出口或交易许可证的持有人，

应购买具有加纳成分的商品和服务。为此，

这些供应商或持有人应向加纳矿产委员会提

交一份 5 年期的采购计划，计划中应包含采

购矿产委员会所提供的采购清单中商品的目

标、当地采购的前景以及对加纳当地的商品

或服务提供商或供应商提供的专门支持措施。

对于未提交此类采购计划的供应商或持有人，

加纳矿产委员会将对他们处以相应的罚款。

而对于那些没有按照批准后的采购计划从加

纳矿产委员会提供的加纳商品或服务清单中

进行采购的矿业权持有人或矿产出口或交易

许可证的持有人、采购支持服务供应商，加

纳矿产委员会将对他们从外国进口的相应商

品征收全部进口关税，并处以相应罚款。

能源领域。2017 年 12 月，加纳政府出台

《能源委员会（当地成分和当地参与）（电力

供应行业）规章》（Energy Commission(Local 

Content and Local Participation）（Electricity 

Supply Industry）Regulations)，明确规定了

电力供应行业的当地参与 / 当地所有权的起

始最低标准和 10 年目标，见表 2-6。

表 2-6　电力供应当地参与 / 当地所有权的

起始标准和 10年目标①

电力供应
种类

起始标准
（%）

10 年后达到的
标准（%）

电力批发 15 51

可再生能源 15 51

电力分配 30 51

电力传输 15 49

电力销售 80 100

电力经纪 80 100

规章同时明确了与电力供应行业相关的

工程和采购、施工、管理、运营、人员等当

地成分的起始标准和目标。有意进入供电行

                                          

①    《能源委员会（当地成分和当地参与）（电力供应行业）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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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投资者须在电力供应当地成分与参与委

员 会（Electricity  Supply  Local  Content 

and Local Participation Committee）登记

注册。违反规定者，处以罚款或监禁。

保险领域。国家保险委员会（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NIC）要求，在加纳

注册成立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其公司董事会

成员中至少有两名加纳人，董事长或首席执

行官中的一人必须是加纳人。如果首席执行

官不是加纳人，则首席财务官必须是加纳人。

在保险领域投资的最低初始资本为 1500 万塞

地（约合 300 万美元）。

电信领域。根据《电子通讯法》（2008）

（Electronic Commmunications Act），国家通

讯管理局（National Communication Authority，

NCA）负责管理全国通信和广播领域。外国投

资者申请移动通讯 800兆赫许可证，需通过合

资公司或联营公司的形式，且加纳方所占股份

不低于 25%。申请者可以通过两年时间达到要

求，且能在加纳证券交易所出售25%的股权。

在一级市场上购买股票者须为加纳人，但对

于二级市场的交易没有限制。

2.3 企业税收

加纳实行属地税制。税收分为直接税

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资本

收益税、礼品税和印花税；间接税包括关

税、消费税及增值税。加纳负责税收征收及

监管的机构为加纳税务局（Ghana  Revenue 

Authority，GRA）。

加纳主要税种税率见表 2-7。

表 2-7　加纳主要税种税率①

序号 税种 税率   说明

1 企业所得税 25% 采矿和石油开采企业税率为 35%。

2 个人所得税
0~30%

居民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分五级征收。月工资 419

塞地为起征点，税率为 5%；月工资 539 塞地为第二级起征点，税率

为 10%；月工资 3539 塞地为第三级起征点，税率为 17.5%；月工资 2

万塞地为第四级，税率为 20%；月工资超过 4 万塞地，税率为 30%。

20% 非居民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

3 增值税 12.5%
针对生产制造或进口应税货物征收。加纳批发商和零售商销售货物

统一适用 3% 税率，获得豁免除外。

4 进口关税 0~20.7%

（1）进口农业和工业机械设备、教学材料、太阳能电池或太阳能

板：0；

（2）可互换工具、特定的汽车、制造或探矿用的材料、木材及其他

自然资源类产品：5%；

                                          

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居民赴加纳投资税收指南》、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加纳》（2019年版）、

加纳税务局公布的个人所得税调整文件（截至 2020 年 6 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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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种 税率   说明

进口关税 0~20.7%

（3）原料、计算机软件、记录声音的空白媒介：10%；

（4）进口其他产品：20%。从西共体（ECOWAS）以外国家进口的

商品要加征 0.5% 的 ECOWAS 税，还要加征 0.2% 的非洲联盟进口

关税；

（5）为调节特定货物的进出口，对烈性啤酒、香烟、水泥管、屋顶

薄钢板、石棉或纤维制品征收限制性关税。

5 消费税 5%~175%

加纳对特定商品，如烟草制品、啤酒、饮料、麦芽糖饮料、烈性酒

等征收消费税。啤酒税率为出厂价的 10%~47.5%，烟草制品税率为

出厂价的 175%，矿泉水等软饮料税率为 20%，麦芽糖饮料和烈性酒

税率分别是出厂价的 5% 和 25%。

6 环境税 10% 针对塑料及塑料制品征收。

续	 	 表

2.4 土地获得

加纳《宪法》（1992）承认既有的私有

土地和传统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私有，但

禁止新的自由保有权土地权益的形成（传统

体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转让除外），非

加纳公民不能永久持有加纳的土地，只能持

有加纳土地的租赁权益。外国人可以通过租

赁的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租期最长为50年，

期满可以续约，续租年限也不得超过 50 年。

加纳人和在加纳注册的企业可以获得长达 99

年的租期。

根据土地所有权的不同，加纳土地划分为

4种类型：私有土地、部落土地、家族土地、

国有土地。私有土地由个人和私人实体拥有，

部落土地由不同的酋长管理，家族土地由家族

的族长管理、家族的主要成员协助管理，国有

土地由土地委员会（Lands Commission）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加纳租赁土地，务必做好

尽职调查等前期功课，以免事后陷入难以了

断的土地纠纷。一是要与法律承认的真正的

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易。除了向自称是土地所有

者的人索取证明文件、实地调查并询问其周

围邻居外，还要进行官方信息查询，查明目标

土地的原始的土地调查结果。二是要聘请持

有证书的测量师或在加纳测量师协会（Ghana 

Institution of Surveyors，GhIS）注册登记

的测量师提供专业服务。三是要针对不同类型

的土地采取相应的土地租赁注册登记程序。具

体见表 2-8。



  4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加纳（2020）

表 2-8　土地租赁注册登记流程①

土地类型 租赁注册登记流程

私有土地

（Individual/Private 

Lands）

1. 投资者（承租人）与私有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出租人）就土地租赁事项进行

协商，订立租约。租约一式三份，每份租约均需有两名主要证人；

2. 承租人与出租人准备土地平面图并背书，并由持有证书的测量师和地区测量

师（the Regional Surveyor）出具证明，签署日期；

3. 最高法院的律师在租约上背书；

4. 租约、平面图等文件提交土地委员会审核。缴纳手续费；

5. 租约、平面图等文件提交土地评估理事会（Land Valuation Board）盖章，并

在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取得完税证明；

6. 在土地委员会契约登记处（Deeds Registry）注册登记。向承租人发放地契。

部落土地

（凳子土地）

（Stool/Skin 

Lands）

1. 投资者（承租人）通过谈判、召集全体会议等，说明投资计划及土地利用计

划，获得部落成员对租赁土地的认可；

2. 投资者（承租人）与部落酋长（出租人）订立租约，租约一式三份；

3. 承租人与出租人准备土地平面图并背书，并由持有证书的测量师和地区测量

师出具证明，签署日期；

4. 最高法院的律师在租约上背书；

5. 租约、平面图等文件提交土地委员会审核。缴纳手续费；

6. 土地委员会主席签字批准，文件提交土地评估理事会盖章；

7. 承租人在国税局取得完税证明，在土地委员会契约登记处注册登记；

8. 承租人从契约登记处取得地契后，向出租人交付第一年土地租赁费用。

家族土地

（Family Lands）

1. 投资者（承租人）与家族族长和家族主要成员（出租人）就土地租赁事项进

行谈判，订立租约。租约一式三份，每份租约均需有两名主要证人；

2. 承租人与出租人准备土地平面图并背书，并由持有证书的测量师和地区测量

师出具证明，签署日期；

3. 最高法院的律师在租约上背书；

4. 租约、平面图等文件提交土地委员会审核。缴纳手续费；

5. 租约、平面图等文件提交土地评估理事会盖章，并在国税局取得完税证明；

6. 在土地委员会契约登记处注册登记。向承租人发放地契。

国有土地

（State and Stool 

Vested Lands）

1. 投资者（承租人）向土地委员会提出租赁土地申请；

2. 如有土地，土地委员会同意申请；

3. 承租人缴纳手续费。土地委员会秘书处准备相关文件；

4. 土地委员会主席与承租人订立租约；

5. 承租人支付土地租赁费用和注册登记费。文件提交土地评估理事会盖章；

6. 承租人在国税局取得完税证明，在土地委员会契约登记处注册登记。向承租

人发放租赁许可。

                                          

①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 https://www.gipc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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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土地租赁进行尽职调查时，

如果目标土地是公司的土地，应在加纳

投资促进中心、加纳银行进行土地调

查，并要求公司出具公司董事会有关决

议及股东的认可。

特别提示

2.5 外汇管制

加纳《外汇法》（2006）为加纳的外汇

交易管理提供了法律框架。《外汇法》完全放

开了对资本账户交易的限制，包括允许外国

人在加纳购买某些有价证券。同时对离岸贷

款不再要求加纳银行（Bank  of  Ghana）的批

准。外汇的支付或转移需经由获得货币转移

许可证书的银行或机构办理。如果受让人能

够确定资金来源，则资金的转移不受限制。

居民和非居民携带超过1万美元现金出入境，

须进行申报。

2.6 外资优惠政策

加纳政府将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

要任务，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投

资者。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发布的

《加纳优惠政策清单》（Ghana  Incentives 

Inventory）列举了加纳政府提供给投资者的

各项优惠政策，涉及优惠政策类型、合格标

准、相关法律法规、优惠政策实施部门等，

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优惠政策指引。清

单阶段性地进行更新，以体现最新的政策变

化。清单可从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官网获得，

网址：http://gipcghana.com。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依据加纳《所得税法（2015）》及其修

正案，投资酒店业、非传统货物出口、向农

业企业和租赁公司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在

特定地区从事制造业、在免税区从事开发或

投资设厂等 16 个领域，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

优惠（未经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所得税优惠政策由加纳税务局（GRA）负责实

施。具体优惠税率见表 2-9。

表 2-9　企业所得税优惠清单①

序号 领域 / 行业 优惠税率 简要说明

1 酒店业 22% —

2 非传统货物出口 8%
非传统货物是指园艺产品、加工过的或生鲜的加纳农产

品，不包括可可、木制品、木材和原木、手工艺品等

3
向农业企业和租赁公司

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
20% —

                                          

①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https://www.gipc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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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领域 / 行业 优惠税率 简要说明

4 在特定地区从事制造业 0~18.75%

在阿克拉、特马及各省会城市以外的地区从事制造业，

企业所得税按 12.5% 税率征收；在阿克拉、特马以外的

省会城市从事制造业，企业所得税按 18.75% 税率征收。

在阿克拉、特马从事制造业，不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5
在免税区从事开发或投

资设厂
0~15%

在免税区从事开发或投资设厂，10 年内免缴企业所得

税；10 年后在免税区从事货物和服务出口的企业，企业

所得税按 15% 税率征收。10 年后在免税区从事国内销售

的企业，不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6 风险投资公司 1%
在加纳开始运营的第一个 10 年内享受 1% 所得税税率优

惠。外国投资者可以将利润、分红等汇往国外。

7
根据议会批准的书面协

议进行矿业经营

按照协议

确定的税

率减税

矿业运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5%。与加纳政府签订稳

定协议或投资协议的，按协议确定的税率减税。签订

协议须向矿业委员会提出申请，且申请需议会同意并

批准。

8
在加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
22% —

9 农产品加工 1% 在加纳开始运营的第一个 5 年。

10 可可副产品加工 1%
在加纳开始运营的第一个5年。可可副产品包括可可壳、

不合规格的可可豆等。

11 农村银行 1% 在加纳开始运营的第一个 10 年。

12 林木种植 1% 第一个 5 年。

13
经济作物种植或家畜养

殖（牛除外）
1%

第一个 5 年。经济作物包括木薯、玉米、菠萝、水稻、

山药。

14 废弃物处理 1% 第一个 7 年。

15 低成本廉价住房开发 1% 第一个 5 年。项目需经就业和住房部部长批准。

16
互惠基金和

单位信托基金
0 互惠基金和单位信托基金免征企业所得税。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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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纳《所得税法（修订）

（2019）》，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为实施《加纳汽车发展计划》，生产或

组装半散装件汽车，免征 3 年企业所

得税；生产或组装全散装件汽车，免征

10 年企业所得税。

特别提示

免税区优惠政策

根据《免税区法（1995）》，在免税区

从事开发或投资设厂的企业，除享受表 2-6

中第 5 条所示的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外，还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企业可通过授权银行无条件地、采用自

由选择的币种转移投资所得的净利润或分红，

支付国外贷款，支付和收取技术转移协议费

用，汇出扣除税款和其他应缴费用后的收益

或企业清算收益等。此外，免税区实施保护

投资者政策，企业不会被加纳政府国有化或

征用，投资者本人的资产不会被强制转移给

他人。

免税区优惠政策由免税区董事会具体负

责实施。

消费税优惠政策

加纳政府鼓励采用本国原材料制造麦芽

饮料和黑啤酒。采用本国原材料越多，消费

税税率越低。具体见表 2-10。

表 2-10　麦芽饮料和黑啤酒消费税优惠税率一览表①

类别
本国原材料
采用比率

消费税税率
（按出厂价征收）

相关法律法规 实施部门

麦芽饮料

低于 50% 17.5%

《消费税法（修订）

（2015）》
加纳税务局

50%~70% 10%

超过 70% 7.5%

黑啤酒

低于 50% 47.5%

50%~70% 32.5%

超过 70% 10%

进口关税优惠政策

进口用于采掘、林木种植的机械设备，可享受减免进口税的优惠政策，见表 2-11。

                                          

①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https://www.gipc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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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进口税优惠政策一览表①

类别
进口税

减免比率
说明 相关法律法规 实施部门

进口采掘

设备和机械
5%

在 加 纳 矿 产 委 员 会（Minerals 

Commission Ghana）登记注册的

采掘企业，进口列在采掘清单

上的 253 种机械设备，进口税减

免 5%。采掘清单由加纳税务局

（GRA）会同加纳采掘商会（the 

Ghana Chamber of Mines）共同确

定并阶段性更新。

《矿产和采掘

法》（2006）

加纳采掘商会

（Ghana Chamber 

of Mines）

进口林木

种植设备

和机械

5%

从事林木种植的开发商，除享受

表 2-6 中第 12 条的减免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外，其进口机器设备，

进口税减免 5%。

《森林资源管理

法（修订）》

（2002）

国土林业和矿业

部（Ministry of 

Lands，Forestry 

& Mines）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进口汽车

工业使用的机器设备和零配件的企业，

免征进口增值税。

特别提示

战略项目投资优惠政策

为鼓励投资者投资加纳政府重点发展的

战略项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经会商政府有

关部门并取得总统批准，可向投资者提供包

括进口税及其他税收、收费减免的优惠政策。

战略项目由加纳投资促进中心确定，投资额

应不少于 5000 万美元。战略项目主要涉及加

纳政府重点发展的领域行业，包括能源、公

路、铁路、港口、农业、制造业、石油和天

然气服务业、旅游业、信息与通信技术、教

育和金融等。

                                          

①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https://www.gipc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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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加经贸合作

1.1 中加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 年，中国与加纳

双边贸易额为74.63亿美元，同比增长2.9%。

其中，中国对加纳出口 49.03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9%；中国从加纳进口 25.60 亿美元，

同比增长4.9%。中方主要出口机电、纺织品、

钢材等，进口原油、锰矿石、可可豆等。在

中非进出口额排名前十的非洲国家中，加纳

居第 6 位，前 5 位分别是尼日利亚、南非、

埃及、阿尔及利亚、肯尼亚。2014—2019 年

中加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如图 3-1 所示。

图 3-1　2014—2019 年中加双边进出口贸易额

1.2 中国对加纳投资概况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 年 1—12 月，

中国企业对加纳全行业直接投资额为 2776 万

美元。截至 2018 年，中国对加纳直接投资存

量为 17.97 亿美元。2010—2018 年中国对加

纳直接投资流量如图 3-2 所示。

中国企业在加纳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

业、大宗贸易、旅游餐饮业、服务业等领域。

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承包工程领域，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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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0—2018 年中国对加纳直接投资流量①

量较多，竞争激烈。其他领域如矿业、贸易

方面等企业数量较多，但是总体规模较小，

部分行业如小规模金矿开采存在不规范经营

情况。

中国在加纳投资的主要企业有：深能安

所固电厂、非洲世界航空公司以及华为、中

兴、中国水产、安徽凯泰、新安阳光、森拓

（钢铁、瓷砖）、森大集团（五金、纸尿裤、

洗衣粉、瓷砖、房产）、旺康陶瓷、三宝药

业、瑞贝卡假发等。从事工程承包的主要企

业有：中国地质工程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

外公司、华山国际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

公司、中铁五局、华陇（加纳）集团公司、

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葛洲坝集团公

司等。2018 年，世界最大的电解金属锰生产

企业—宁夏天元锰业集团在加纳的高品位矿

山正式投产。

2019 年 11 月 5日，加纳副总统办公室经

济技术顾问阿罗罗博士（Dr  Mutaka  Alolo）

透露，加纳政府于 2018 年 7 月与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基础设施换铝

土矿资源协议》有望 2020 年开始实施。根据

该协议，中方将投入 20 亿美元建设加纳的铁

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同时也将获得

加纳的铝土矿资源开发权利。

1.3 中加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加纳经贸联委会

中国加纳经贸联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

                                          

①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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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联合委员会的协定》成立，主要职能是探

讨发展缔约双方之间经济、技术和贸易关系

的各种合作途径，研究并解决在实施上述领

域内缔约双方行将达成的协议中可能产生的

问题。1989 年，经贸联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至今双方已召开四次联委会会议。

双边经贸协定

中国与加纳签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

易协定和保护投资等多项协定，见表 3-1。

表 3-1　中国与加纳签署的部分经贸协定①

序号 协定名称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和支付协定》 1972 年 9 月 1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

的协定》
1988 年 1 月 8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1989 年 7 月 27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89 年 10 月 12 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8 年 4 月 6 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8 年 9 月 1 日

1.4 中加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中国贸促会与加纳工商界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互动交流。2016年 9月，中国贸促会（中

国国际商会）和加纳阿克拉世界贸易中心在

北京共同举办中国—加纳经贸投资洽谈会，

中加企业代表等 150 多人参会并进行业务交

流与洽谈对接。2017 年 6 月，中国贸促会与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加纳驻华使馆在北京共

同举办中非产能合作中国—加纳贸易投资论

坛，正在中国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副总统巴武

米亚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400 多位中

加企业代表出席论坛并进行对口洽谈。2019

年 7 月，中国贸促会与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在

加纳首都阿克拉共同举办中国—加纳经贸合

作论坛，中加两国企业代表近 100 人出席并

在会后进行对接洽谈。

加纳中资企业商会

加纳中资企业商会（China  Enterprise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Ghana）于 2007 年

2 月 27 日在加纳阿克拉市注册成立，是在中

                                          

①    中国外交部 .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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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加纳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的指导下致力于

服务在加纳中国企业的企业间联合组织和非

营利性社会团体，也是驻加纳中国企业相互

沟通交流的最主要平台。其宗旨：推动中国

驻加纳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信息沟通和业务

合作；增进和加纳工商界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代表会员对外交

涉；指导和协调中资企业合法经营、公平竞

争，协商解决重大经营问题；为促进中加经

贸关系健康、快速地发展，发挥桥梁和纽带

的作用。目前商会成员企业近 70 家，主要来

自国有大型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

加纳中资企业商会

       
        Tang Palace Hotel, No.6 Borstal 

地址        Avenue, South Airport Residential 
               Area, Accra, Ghana

电话        +233-555-940606

邮箱        ceccg1@gmail.com

微信公众号        加纳中资企业商会

加纳全国工商会

加纳全国工商会（Ghana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成立于 1961 年 11

月，是代表加纳工商界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是加纳工商界与政府机构沟通的桥梁纽带。

主要职能包括：代表加纳工商界对政府有关

经贸的政策、举措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加纳

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行业委员会服务工商企

业，提供政策咨询与指导、商业机会、市场

分析等服务，并为企业进行国际交流提供渠

道便利。

加纳全国工商会与泛非商会（Pan Af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PACCI)、西非工商会联

盟（Federation of West Af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FEWACCI)、国际商会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建立有机制性的合作关系。

加纳全国工商会

　　        1st floor, World Trade Center, Opp. 
地址        Children’s Park, National Theatre-
　　　　Accra

电话        +233-302-662860
　　　　+233-544-114306

邮箱        info@ghanachamber.org

网址        https://www.ghanachamb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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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加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外国投资者可以依照加纳有关法律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通过分支机构

（External  Company）的方式在加纳开展经

营活动。管理公司设立事务的机构为加纳注

册总局（Registrar-General’s Department，

RGD）。外国投资者除在加纳注册总局注册登

记外，还必须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注册登记，

并在其他若干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如外国投

资者经营活动涉及特定行业领域，还需在相

关监管部门获得许可证书。

需要注意的是，外国投资者在加纳建

立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独资贸易公司，有

最低注册资本等的限制和要求。参见第二篇

“2.2 市场准入”。

在加纳注册总局办理公司注册登记

在进行注册登记前，公司的董事、秘书

或分支机构授权的地方管理者需在加纳注册

总局注册登记获得税号（TIN）。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外国投资者

可以与加纳居民或企业合资设立有限责任公

司，也可以成立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有

限责任公司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拥有，股

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

责任公司至少要有两位董事、1 名公司秘书

和 1 名审计师。其中 1 需位董事必须常年在

加纳居住，审计师必须是加纳特许会计师协

会（Institute  of  Charted  Accountants，

Ghana，ICAG）的成员，但不应是公司职员或

公司职员的雇员或合作伙伴。

进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加纳注册

总局按公司法定资本的 0.5% 征收印花税，并

收取 330 塞地的登记注册费用。需要提交的

材料和信息包括：

（1）公司名称（须经加纳注册总局公司

注册处检索、确认、保留）；

（2）公司经营性质；

（3）首任董事介绍；

（4）股份的数量；

（5）审计师的姓名和地址；

（6）办公地点、主营业场所、通讯地址；

（7）授权股份的数量 ；

（8）法定资本；

（9）发行的股票数量；

（10）股东的姓名和地址；

（11）公司秘书的姓名。

分支机构注册登记。除有限责任公司外，

外国投资者也经常通过分支机构在加纳开展

经营活动。在加纳境外成立的公司，如果在

加纳境内开展经营活动，须在加纳注册总局

注册登记其在加纳的分支机构，且有固定的

营业地点，并指定一位本地管理者负责管理

业务。进行分支机构注册登记需要提交的材

料和信息包括：

（1）分支机构名称、总公司名称；

（2）经营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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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支机构加纳本地经理的姓名、详

细介绍；

（4）总公司法定股本；

（5）总公司已发行的股本；

（6）在加纳的主营业场所；

（7）分支机构在哪个国家成立及注册办

事处地址；

（8）负责接收法律文件的代理人的姓名

和地址；

（9）总公司的备忘录、公司章程和注册

证书。备忘录、公司章程、注册证书需经总

公司注册登记所在国家的公证人公证。

（10）给予分支机构地方管理者的授权

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也要经过公证。

注册登记的批准。外国投资者提供有限

责任公司或分支机构的上述信息和材料后，

加纳注册总局在 5~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通过后即颁发公司法人证明、营业证明等，

完成批准手续。

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注册登记

根据《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法（2013）》，

外国投资者在加纳注册总局完成有限责任公

司或分支机构的注册登记手续后，还需在加

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办理注册登记。投

资者需填写注册登记表（GIPC/R1 表），加纳

投资促进中心在接到注册登记表及其附件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批准手续。

在其他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除在加纳注册总局和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办理注册登记外，外国投资者还需在以下部

门办理注册登记。

（1）地方政府。获得经营许可证。

（2）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基金管理

局（Soci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surance 

Trust，SSNIT）。办理雇员的社会保障缴款。

（3）环境保护事务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办理环境许可证。

（4）加纳国家消防局（Ghana  National 

Fire Service，GNFS）。办理消防证书。

（5）加纳税务局（Ghana Revenue Auth-

ority，GRA）。办理增值税登记等税务事宜。

（6）加纳移民局（Ghana  Immigration 

Se-rvice，GIS）。为外籍员工办理工作许可。

在特定行业领域获得经营许可

根据公司性质和经营范围，如公司经营

涉及以下行业领域，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

许可证书 ,见表 3-2。

表 3-2　需获得经营许可的特定行业领域①

序号 行业领域 监管部门 说明

1 免税区
加纳免税区管理局

（Ghana Free Zones Authority，GFZA）

外国投资者如有意进行免税区开发

或成为免税区企业，需获得加纳免

税区局的许可证书。

                                          

①    普华永道加纳 .《在加纳营商与投资 2018》（Doing business and investing in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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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领域 监管部门 说明

1
采矿业和矿业支持

服务

矿产委员会

（Mineral Commission，MC）
—

2 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委员会

（Petroleum Commission，PC）

不管是承包商，还是分包商以及再

分包商（sub-subcontractor），都需

在石油委员会注册登记，并缴纳规

定的费用。

3 进口电信设备

国家通讯管理局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uthority，

NCA）

电信设备包括服务器、手机、传真

机、无绳电话、收音机等。需获得

许可证书。

4 银行业
加纳银行

（Bank of Ghana，BoG）

从事银行业务需获得加纳银行的许

可证书。

5 保险业
国家保险委员会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NIC）

从事保险业务需获得全国保险委员

会许可证书。

续	 	 表

2.2 兼并收购

近年来，加纳经济发展较好，并购市场

随之开始活跃，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石油、

保险、农业、金融等领域都有国际资本参与

的并购业务。

在加纳实施并购的具体途径包括资产

并购、股权并购、合资等。外国企业在加纳

从事并购业务需要遵守对外国投资的资本要

求，即：如果并购合资企业，最低投资额不

能低于 20 万美元；如果并购独资企业，则最

低投资额不能低于 50 万美元；如果并购对象

是加纳的上市公司，则并购需要得到加纳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的批准；如果并购的份额

占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则触发强制收购

要约。

特定领域的并购有特别的法律限制，具

体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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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在特定领域实施并购的法律限制①

序号 并购发生的领域 要求

1 银行业
如果并购份额超过有表决权的股份的 10%，改变了原来的控股或者持股

安排，需要得到加纳银行（Bank of Ghana，BoG）的批准。

2 石油行业

1. 并购如果导致新企业的成立，应通知能源部（Ministry of Energy）部长；

2. 如并购金额达到并购对象股份的 5%，需能源部部长批准并购协议；

3. 如并购的发生导致原有企业停止继续经营，则加纳国家石油公司

（Gha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GNPC）有购买该企业的优先权。

3 采矿业
并购如果涉及超过 20% 的被并购企业的有表决权的股份，则应该获得主

管采矿业的部长的同意。

4 渔业

1. 在加纳的沿海和内河捕鱼需要许可证，而非经渔业委员会（Fisheries 

Commission）的同意，捕鱼许可证不可转让。所以，渔业领域的并购，

如果导致原有的持有捕鱼许可证的船舶从一个公司转让给另外一个公

司，需要得到渔业委员会的批准；

2. 商业化捕鱼船的船长和 75% 的船员必须是加纳人。

5 电讯业

根据《电讯法》（2008），在电讯行业从事经营需要获得许可证。

如果并购的发生导致原来持有许可证的公司的控股权发生变化，继

而违反了有关许可证的条款，则需要得到国家通讯管理局（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NCA）对交易的批准。

6 保险业
如果涉及保险公司重大利益的转让，需要得到国家保险委员会（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NIC）的批准。

加纳第一国民银行并购 GHL 银行。2020 年 5 月 4 日，加纳第一国民银行完成对

GHL 银行 100% 股份的收购，GHL 银行成为加纳第一国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此项并购交

易分别得到了双方银行董事会的同意，并获得两国金融业监管机构加纳银行（Bank of 

Ghana）和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的批准。加纳第一国民银行首

席执行官理查德·哈德森（Richard Hudson）表示：“并购将会推动第一国民银行进一

步深耕加纳金融市场，我们对加纳银行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案例 1

                                          

①    https://www.lex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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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第一国民银行是南非 FirstRand 集团（FirstRand Group）在加纳设立的分支

机构，FirstRand 集团是非洲总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最高的金融机构。GHL

银行是加纳的本土银行，其提供的抵押融资（Mortgage Financing）服务在加纳居于领

先地位。

此项并购交易始于 2018 年下半年。GHL 银行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满足加纳银行

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金最低限额的要求，因而向加纳第一国民银行提出了接受并购的

意向。

2017 年 9 月，加纳银行为推动银行业资本重组，把商业银行资本金最低限额从

1.2 亿塞地（约合 2400 万美元）提高到 4 亿塞地（约合 8000 万美元），要求各商业银

行在 2018 年底前达标。加纳第一国民银行有来自母公司南非 FirstRand 集团的资金支

持，不但可以轻松达标，而且抓住这一银行业大变动的时机适时启动了对 GHL 银行的

并购，从而将 GHL 优质的抵押融资业务纳入自己的业务领域，实现了拓展业务领域、

增加收入来源、扩大生存空间以及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从国际银行业经验看，世

界前 100 名银行中，大多数银行都有并购其他银行、扩大规模的经历。除了中资银行，

规模较大、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都是在并购重组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特别是 20 世纪末

出现的大规模银行并购浪潮产生了许多金融巨擘，如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汇丰控股、

瑞穗集团等。

启示

2.3 联合研发

中国—加纳南南合作可再生能源技

术转移项目

2014 年 9 月 8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与加纳能源委员会在加纳首都阿克拉

签署《中国—加纳南南合作可再生能源技术

转移项目协议》。该项目由丹麦政府出资 272

万美元，为期 4 年，在 2015—2018 年间由中

国科技部向加纳能源委员会提供可再生能源

如风能、太阳能、沼气能、小水电等方面的

技术支持，帮助那些未能接入国家电网的加

纳偏远地区家庭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贫困人

口，应对气候变化。2014 年 8 月 19 日，有关

各方已在中国北京签署了相关总体协议，由

丹麦政府出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中国向

非洲的加纳和赞比亚两国实现可再生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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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

该项目一方面识别并填补非方技术转移

政策环境的空白；另一方面则注重加强中国

国内企业与研究机构对非深入开展技术合作

的能力，充分运用非洲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是中国对非援助方式“从实物支持向技术分

享”转变的具体体现。2015 年 3 月 30 日，中

国加纳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指导委员会在加

纳成立。

项目自执行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

士的普遍关注。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南南合

作的三边模式，特别是采取“授之于渔而非

授之于鱼”的技术转移方式，获得了时任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高度赞扬。项目技术转

移的成功模式和经验正在“埃塞俄比亚—中

国—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三边合作”等项目

中得到推广。

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

2019 年 9 月 12 日，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

心揭牌仪式在联合国驻华代表处举行。技术

转移南南合作中心是中国—加纳 / 赞比亚可

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合作项目的重要成果，是

落实《科技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谅解备忘

录》的具体举措，旨在通过搭建技术转移平

台和数据库，精准对接技术需求与供给，为

南南合作伙伴提供适宜的可持续发展技术解

决方案；建设技术转移领域南南合作的智库，

开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探索将中国发展经验

和最佳实践用于解决技术合作所面临的共性

问题；建立“一带一路”沿线技术示范与推

广枢纽，与沿线国家共享中国技术创新发展

经验；打造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基地，组织实

施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

国际组织委托的技术转移和发展中国家援助

项目，开展知识分享、培训交流研讨会和技

术示范等能力建设活动。

2.4 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

建设的产业园区，具有基础设施完善、主导

产业明确、公共配套服务健全、集聚和辐射

效应明显等特点，能够为企业入驻提供“一

站式”综合服务。目前，中国企业在加纳建

设的主要经贸合作区为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

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

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Bright  Interna-

tional Free Zone）由格林豪斯国际置业（加

纳）集团开发建设，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举

行开园典礼。

福建省远建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在福

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注册成立，于 2018 年对

加纳格林豪斯国际置业开发（加纳）有限公

司进行收购重组，成立了格林豪斯国际置业

（加纳）集团，集团总部位于非洲加纳港口

城市特马，注册资金 500 万美元。

光明国际自由贸易区位于特马的阿菲恩

雅（Afienya）新城，南距特马港 20 公里，

西南距阿克拉科托克国际机构 30 公里，紧邻

特马港至霍城的东部走廊主干道，地理位置

优越。园区规划用地 5000 多亩，分 3 期完成

建设，规划打造“百厂千店万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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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是响应加纳“一区一厂”政策的具

体举措。

园区一期工程占地 2000 亩，已完成了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和部分商场、

市场及厂房建设。利丰番茄酱厂项目，已完

成综合办公楼、主体厂房、污水处理区等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3 条生产线已安装完毕。总

投资 8000 多万美元的综合批发市场、大型钢

材市场、家私商城、电器商城、鞋帽服装商

城以及星级酒店等自建项目建筑面积达 40 万

平方米，目前已建成面积总和超过 15 万平方

米。总投资 1.5 亿元的钢结构厂、汽车后挂

制造厂、电焊条厂、五金标准件厂等 4个合作

项目，进展顺利，福星钢结构厂已建成投产。

目前包括中国电建、天津食品集团、广

东佛山博达集团、尼日利亚玖星集团、福建

洪奥集团等 12 家企业已确定入驻园区。二期

3000 亩土地平整工作已经部署展开。

自贸区企业年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至少 70% 出口，30% 可以本地市场销售。自贸

区企业享受加纳免税区优惠政策。免税区优

惠政策具体见第二篇“2.6 外资优惠政策”。

园区招商电话：+86-13288155333，

+233-560-099999。

3　投资目标行业与典型案例

加纳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是非洲国

家中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治安状况

良好，刑事犯罪率较低。经济不发达，但矿

产、渔业、森林、旅游等资源丰富，以资源

产品和原材料出产为主。适龄劳动人口数量

占总人口数量的约 57%，且劳动力价格处于非

洲较低水平。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推动

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市场相对开放，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也相对

宽松。

根据加纳政府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加

纳值得投资的领域有石油和天然气、能源、

基础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制造业、旅

游业、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等。但加

纳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技术装备陈旧落后，

基础设施状况较差，为投资者后期经营发展

带来一定风险。

3.1 投资目标行业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

近年来，尽管农业产值在加纳 GDP 中所

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对加纳经济依然具

有重要作用，农业人口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

50%。农业用地的面积为 1360 万公顷，约占

国土总面积的 57%。其中实际农业耕种面积约

为580万公顷。60%的农场耕种面积不超过1.2

公顷，只有 15%的农场耕种面积超过2公顷。

加纳农业的特点是传统的小农经营，且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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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维持。

农作物种植。加纳南部森林地带以种植

可可、油棕、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为主，

粮食作物如玉米、大蕉、芋头、木薯等也有

种植。中部地带主要种植玉米、豆类、芋头、

山药等粮食作物以及烟草和棉花等经济作物。

北部地带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小米、豇豆、

花生、山药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烟草等经济

作物。

水稻在加纳全国各地都是重要的粮食作

物，主要在山谷地区用传统的耕种方法种植，

近年来大阿克拉地区的阿克兰平原以及北部

稀树草原地区开始采用机械化和现代灌溉技

术种植水稻，但水稻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

加纳消费的大米大部分依赖进口。此外，加

纳不种植小麦，小麦全部依赖从美国、加拿

大和欧盟国家进口。

2019 年，加纳农作物产值为 450.69 亿塞

地，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74.5%。其中可可的产

值为44.17亿塞地，约占农作物产值的9.8%。

2013—2019 年加纳可可产值及占 GDP 比重见

表 3-4。

表 3-4　2013—2019 年加纳可可产值及占GDP比重①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产值

（亿塞地）
19.8 32.54 36.46 38.34 41.86 43.42 44.17

占 GDP 比重 1.7% 2.3% 2.2% 1.9% 1.8% 1.6% 1.4%

家畜养殖。家畜养殖在加纳特别是加纳

北部地区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家畜是

重要的肉食、畜力、肥料和收入来源。牛、

羊等反刍动物在加纳农村地区的社会生活中

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们是财富的象征，

是男婚女嫁的彩礼和嫁妆，是生活困难时期

的生存保障。

但是，家畜养殖所提供的肉和奶仅能满

足 30% 左右的国内需求，加纳需从北部的布

基纳法索、尼日尔、马里等国进口家畜和肉

类。2019 年，加纳家畜养殖业的产值为 80.5

亿塞地，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13.3%。2013—

2019 年加纳家畜养殖业产值及占 GDP 的比重

见表 3-5。

投资机会。尽管农业对于加纳出口创收、

保障工业领域投入、创造就业和推动 GDP 增

长具有重要作用，但商业性农业（Commercial 

Agriculture）和农产品加工的巨大潜力尚有

待充分开发。为改变这种状况，加纳政府实施

了“为了粮食和工作而种植计划”（Planting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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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2013—2019 年加纳家畜养殖业产值及占GDP比重①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产值

（亿塞地）
43.54 55.72 60.52 65.24 71 75.28 80.5

占 GDP 比重 3.7% 4% 3.7% 3.3% 3% 2.7% 2.5%

for  Food  and  Jobs，PFJ），提高了食品产

量，并且开始向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等国

家出口玉米、高粱、豇豆、大蕉、山药等农

产品。加纳政府还配套实施了“为了粮食和

工作而养殖计划”（Rearing  for  Food  and 

Jobs），扩大家畜养殖。

加纳许多种类的农产品如可可、腰果、

热带水果和蔬菜等目前未经加工即用于出口，

这为农产品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留下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这一

商机，例如，健力士加纳啤酒公司（Guinness 

Ghana  Breweries  Limited）和阿克拉啤酒公

司（Accra  Brewery  Limited）用木薯酿造

啤酒，在加纳市场上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也为种植木薯的加纳农民提供了产品销路。

巴西农业运营公司（Brazil  Agro  Business 

Ltd）、全球农业开发公司加纳公司（Global 

Agri-Development Company Ghana Limited，

GADCO  Ghana  Limited）、上东部地区灌溉

公司（Irrigation  Company  of  Upper  East 

Region，ICoUR) 等大规模种植水稻，并研磨

包装制成品牌大米在加纳市场上销售，不但

有效提高了水稻产量，也扩大了大米消费。

此外，加纳沿海水域全年盛产金枪鱼等

鱼类，金枪鱼以及其他海产品加工也可以为

投资者带来商机。

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 模式）等方式，投资加纳的农业及农

产品加工领域。投资机会具体见表 3-6。

表 3-6　加纳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投资机会②

序号 分类 投资机会

1 生产

改良种子；农用化学品（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用于加纳本国、

西非地区、欧盟市场的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种植和家畜养殖；家畜

用兽药、疫苗、饲料、饲料原料；养鱼；木材生产，非木材林产品

（NTFP）生产，纸浆和纸浆板，人工造林，人工造林所用树苗；加

工玉米、山药、油棕、柑橘、芒果、腰果、可可、豇豆、西红柿、胡椒；

生产具有附加值的可可和咖啡产品；加工奶制品等。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②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https://www.gipc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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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投资机会

2 技术及支持服务

提供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提供用于质量保证的现场设备（field 

equipment）和实验室设备；生产和安装冷链设备；为建立日龄雏鸡孵

化场提供机器；提供农产品加工、包装设备；水产养殖设备开发；生

产渔网、绳索、网材、舷外发动机以及其他捕鱼用具；鱼饲料生产；

按照国际标准进行产品检测和分级服务；在标准、培训和认证方面进

行能力建设；提供后期运输、包装、储存、冷链配送服务等。

3 销售

销售改良种子、播种机、化肥、杀虫剂、除草剂；销售兽药、疫苗、

饲料、饲料原料等；在加纳国内、西非地区、欧盟市场销售加工后的

农产品。

续	 	 表

石油和天然气

加纳目前有 3 座海上油气田，即朱比利

（Jubilee）、TEN（Tweneboa、Enyera 和

Ntomme）和 Sankofa-Gye Nyame。朱比利油气

田储量 3.7 亿桶，是加纳第一座油气田，也

是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最高的油气田。TEN

油气田储量为 2.4 亿桶，Sankofa-Gye  Nyame

油气田储量为 2.04 亿桶。

2007 年，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与美国

Kosmos 能源公司合作发现了加纳第一座深水

油气田，即朱比利油气田，并于 2010 年进行

商业化生产，由英国 Tullow 石油公司、美

国 Kosmos 能源公司、美国 Anadarko 石油公

司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共同管理。2016 年，

TEN 油气田投入生产。2017 年，Sankofa-Gye 

Nyame 油气田投入生产。

2019 年 1 月，挪威阿克能源公司（Aker 

Energy）宣布，在距塔科拉迪市西南 166 公

里处勘探发现加纳史上最大的海上油气田，

估计蕴藏 4.5 亿 ~5.5 亿桶的石油当量，全部

勘探结束后，石油当量可达 6 亿 ~10 亿桶。

这座油气田名为派肯（Pecan）油气田，预计

在 2021 年底生产第一批原油。

石油开采逐渐成为加纳经济新的支柱，

2018 年，加纳生产原油 6277 万桶，较 2017

年增加 6.55%；生产天然气 277.2 亿标准立方

英尺，石油收入9.77亿美元，较2017年（5.40

亿美元）有大幅增长。据加纳统计局统计，

2019 年，加纳石油和天然气产值为 148.48 亿

塞地，占加纳 GDP 比重的 4.2%。2013—2019

年加纳石油天然气产值及占 GDP 比重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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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2013—2019 年加纳石油天然气产值及占GDP比重①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产值

（亿塞地）
68.03 90.01 46.92 10.27 84.46 106.08 148.48

占 GDP 比重 5.8% 6.4% 2.8% 0.5% 3.5% 3.8% 4.5%

投资机会。加纳作为非洲新兴的石油和

天然气生产国，分布于产业上游从事勘探和

开发的企业主要有：加纳国家石油公司（Gha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GNPC）、意大利埃尼集团（ENI）、美国赫

斯公司（Hess）、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

（Anadarko）、英国图洛石油公司（Tullow）、

美国科莫斯能源公司（Kosmos）以及加纳本

土的第一勘探和石油开发公司（first  E&P）

等。下游企业数量众多，由于加纳政府采取

了放松管制的政策，私营企业可以参与石油

产品的出口、销售。除传统的上游石油勘探、

开发外，外国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以下细分

领域：地质勘探（现场勘察，地震数据采集、

处理和分析，盆地模拟，地质研究等）；钻

井产品及服务；石油和天然气精炼、储存、

销售、运输；输油（气）管道建设和维护；

化肥厂、甲醇厂建造；使用天然气的独立发

电厂（IPP）的建造等。

采矿业

加纳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黄金、锰、

铝土、钻石 4 种矿产，不但储量大、商业开

采较为成功，且是加纳重要的出口物资，贡

献了采矿业的全部税收。根据加纳矿业商会

（Ghana  Chamber  of  Mines）发布的报告，

2019年，加纳矿业税收总收入20.27亿塞地，

比2018年的10.2亿塞地同比增长89%。其中，

黄金税收收入占矿业税收总收入的 93.28%，

锰税收收入占比 6.17%，铝土税收收入占比

0.54%，钻石税收收入占比 0.01%。2019 年，

矿业出口创汇 60.678 亿美元，相比 2018 年

50.76 亿美元有大幅增长。

黄金开采。加纳黄金储量估计为 20 亿盎

司，已探明黄金储量近 2 亿盎司。2018 年，

加纳黄金产量为 130.5 吨，首次超越南非

（129.8 吨）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世界第八大黄金生产国。2019 年，加纳黄金

产量与 2018 年基本持平，达到 130 吨，依然

是非洲第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第二，118.2

吨）。2019 年，加纳黄金产值为 232.82 亿塞

地，占 GDP 比重的 7.1%。2013—2019 年加纳

黄金产值及占 GDP 比重见表 3-8。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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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2013—2019 年加纳黄金产值及占GDP比重①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产值

（亿塞地）
84.22 114.96 109.7 143.88 155.05 202.32 232.82

占 GDP 比重 7.2% 8.2% 6.6% 7.2% 6.5% 7.3% 7.1%

加纳大型金矿主要由美国、加拿大、南

非、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的跨国采矿企业

经营，加纳本国公司主要进行 25 英亩以下

小规模金矿的开采。1989 年，加纳政府将本

国公民小规模开采黄金合法化，并禁止外国

人进入这一领域，但在租用外国设备和聘请

外国技术工人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近年来，

大量外国劳工和投资资金涌入加纳小规模采

金业，加剧了加纳的种族紧张、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以及官员警察队伍的腐败问题，

引起了加纳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2013

年，加纳政府建立部际联合行动队（Inter-

Ministerial  Task  Force），严厉打击外国

人非法开采小金矿的行为，逮捕了一批矿主，

将 5000 名外国非法劳工驱逐出境。2017 年，

新任总统阿库福颁布对所有非法小规模采矿

的全国性禁令，并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力度。

其他矿业。除黄金外，加纳锰矿储量估

计为 1.13 亿吨，已探明储量 4900 万吨，居

世界前列，且多为优质锰矿，2019 年产量为

140 万吨；铝土矿储量估计为 15 亿吨，2018

年产量为 101.1 万吨；钻石储量估计为 1 亿

克拉，已探明储量 872.85 万克拉；铁矿储量

估计为 14 亿吨。

投资机会。采矿业是加纳吸引外国直接

投资的重要产业，在累计超过 100 亿美元的

投资中，多数来自外国矿业企业，且投资多

集中在黄金生产、勘探和配套服务等领域。

除黄金开采领域外，外国投资者可以投资以

下细分领域：精炼厂建造；工业矿物开采、

加工和利用；日晒盐生产和利用；用花岗岩

制造地砖；生产建筑业使用的规格石料；生

产研磨球、钻头、氰化物、活性碳等采矿业

所需产品；生产供采矿使用的煤渣（每年需

要量超过 100万吨）；为矿业企业提供地质咨

询服务；为矿业企业建设厂房、安装设备等。

医疗健康

加纳对医疗健康领域实施 3 个层级的管

理：国家级（National）、省级（Regional）

和县级（District）。医院和诊所也相应地

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县级 3个层级。

加纳医疗健康领域正由政府出资主导转

向投资多元化，欢迎外国投资进入。细分的

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院和诊所）；

诊断设备和实验室设备；药品采购和药品供

应管理；医疗器械；数字化医院设备；ICT 医

院管理；医疗废物处理；诊断成像和数码成

                                          

①    加纳统计局 .https://statsghan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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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先进的实验室以及生命维持和监测系统；

应急反应和救护车服务；康复和理疗；医学

教育和培训。

旅游业

加纳旅游、艺术和文化部（Ministry  of 

Tourism，Arts  and  Culture）出台了旅游业

4 年发展规划，采取措施改善旅游基础设施质

量，开发更多旅游资源，为旅游业企业提供

支持，增强加纳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目

前旅游业已经成为加纳第五大外汇创收产业，

在过去 4 年间吸收投资超过 6 亿美元。2019

年 1 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将加纳

列为旅游者 2019 年必去的 19 个地方之一。

外国投资者可以考虑参与的项目有：

（1）241 英亩旅游飞地项目。包括建造

4~5 星级酒店、餐厅、海滩度假村；

（2）在主要城市和旅游地建造 3~5 星

级酒店；

（3）开发和经营探险旅游、生态旅游、

文化旅游、遗产旅游。

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的第一座电厂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深圳市属国企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投资的深能加纳安所固电厂，位

于西非加纳大阿克拉省特马市、几内亚湾北岸，是我国在非洲投资建设的第一座电厂，

又称作深能源安所固燃机电站项目。该项目由深圳能源集团和中非发展基金共同投资建

设，是装机容量 560MW 的现代化联合循环燃气电厂。2010 年，项目投产后极大缓解了加

纳缺电的局面。目前，电厂每年供电量达 20 亿千瓦时，可满足加纳 11% 的用电需求，

为加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16 年 4 月 18 日，深能加纳安所固电厂举行

二期项目第一套机组（180MW 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投产仪式，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时任加纳总统马哈马共同出席项目投产仪式并发表讲

话。俞正声在讲话中指出，电厂是中加两国经贸合作的产物和长期友谊的见证。

这个项目的出色表现还推动深圳和阿克拉缔结成为友好城市，现在两座城市的来

往更加密切。深能加纳安所固电厂是目前加纳建设速度最快、可靠性最高的天然气电

厂，是一个合作双赢的典范项目，也赢得了多方的好评，赢得良好口碑。

原加纳能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欧潘曾表示：“这座电厂的建设速度让人难以置信，

对我来说，深能安所固电力就像加纳电力市场的王牌能源公司，它为其他投资者树立

了典范。每当人们谈论起电力市场的投资时，我总会自豪地拿深能安所固电力作为例

子去说明。”

案例 1

3.2 典型案例



  65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加纳投资

当地酋长阿萨马尼说：“电厂来之前，这片地区都是一片滩涂，没人能够想到它

能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现在你看，Kpone 村（电厂附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

庄的道路得到翻新，电厂雇了 450 名加纳人，很多人的生活因此改变。村庄的房租已

经上涨，而房子却供不应求。大家因附近有这么一家现代化电厂而感到骄傲。”

对于本地人才培养，深圳能源加纳安所固电厂也是不遗余力。通过师傅亲手带徒

弟，定期举行专业技术培训，不定期举办安全演练等途径，深圳能源累计为当地培养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数百人。严谨的培训体系和中国师傅的耐心传授，让电厂的加纳员

工成长为素质过硬的优秀电力工程师。如今，“深圳能源员工”也是加纳电力行业里

的金字招牌，从这里走出去技术人才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资源。

能源是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瓶颈之一，而我国能源企业具有各种能源生产

的技术和能力。加纳安所固电厂的成功正来自于这种电力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的结合。

该电厂采用天然气发电，既可有效利用加纳当地丰富的油气资源，又清洁环保，是理

想的能源类投资项目。这个项目不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具有显著的

社会效益，促进了当地人劳动技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受当地人欢迎，其经验值得

其他投资者学习和借鉴。

启示

中国企业在加纳打造水电站“明星工程”。2007 年 4 月，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建”）与加纳能源部签署加纳布维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合同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EPC），金额 6 亿美元。布维水电站是中国

电建在非洲欠发达地区实施的第一个水利水电 EPC 合同项目，由中国电建所属西北勘测

设计研究院设计，全面委托水电八局独立实施并承担了包括土建施工、金属结构制作安

装、输变电线路和机组安装在内的所有施工任务。

布维水电站位于加纳北部和科特迪瓦交界处，枢纽建筑物主要有 110 米高的碾压

混凝土大坝和坝后式厂房。电站安装 3 台 13.34 万千瓦的混流式发电机组，总装机容

量 4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0 亿度。项目于 2007 年 8 月开工，2013 年 3 台机组全部并

网发电，一跃成为加纳全国第二大水电站。2014 年 11 月 27 日，布维水电站完成 EPC

项目最重要的里程碑——签署移交证明。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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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水电八局布维工程建设者加强与业主的沟通，增进相互理解

支持；加强与设计单位的配合，力求设计的可靠性和经济性达到最佳平衡；同时注重

与各参建单位的精诚团结和紧密配合，强化安全、质量和进度管理；加强与国内保障

办、设备厂家的合作，保障设备物资供应畅通。建设者们克服工期紧、任务重、难度大、

干扰多、物资保障困难、地方传染病盛行等不利因素，如期完成各个节点工期，顺利

实现了“一年三投”和全面移交的目标，在为加纳人民实现百年电力梦想的同时，也

为中国电建集团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项目连续获得加纳政府颁发的“2013 年度电

力工程奖”“2014 年度卓越工程奖”“2015 年度工程实施方案奖”，并获得 2017 年

度鲁班奖（境外工程）。

加纳的青沃尔特河 (Black Volta River) 水力资源丰富，具有开发水电的潜力。但

是，水电项目往往投资巨大，建设周期较长，还有可能涉及环保、土地征用和移民安

置等问题。所以，在青沃尔特河上兴建水电工程的设想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提

出，但直到中国电建联手我国的进出口银行采用工程总承包（EPC）的方式才最终使设

想变为现实，向非洲国家展示了中国企业建设复杂大型基建项目的实力和与非洲国家

合作共赢的诚意。同时，因为这类大型基建项目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社区、

合作企业和机构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到中国与东道国的友好交往，特别要做好前

期的尽职调查工作。只有经过扎实认真、深入细致的尽职调查，查清各种可能存在的

风险、隐患，才能保证项目启动后的顺利实施。

启示

海航集团投资建设加纳最大客运航司。2010 年，海航集团、中非发展基金、加

纳本地资金共同投资成立非洲世界航空有限公司（Africa World Airlines, AWA）。2012

年，正式首飞。目前，非洲世界航空已经成为加纳本土最大客运航司，员工本土化率

98%，市场占有率超过 60%。海航集团还将以非洲世界航空等航空公司为基础，将中国

成熟技术的 ARJ21 支线客机带到非洲市场，满足非洲市场对于支线飞机的需求。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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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投资加纳，充分考虑了加纳关切，为加纳建设西非地区航空枢纽提供了

重要支持，为当地航空市场和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并通过积极探索本土经营

模式，扩大当地就业，提升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海航集团计划在非洲世界航空公司引

入国产 ARJ21 支线客机，有助于促进我国高科技附加值产品在非洲的使用推广，拓宽

国产飞机通向国际市场的渠道，也有助于在非洲树立中国产品高科技的形象。

启示

为摆脱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可可、黄金、天然气和石油等原材料出口的局面，加纳

政府启动“一区一厂”计划，每个区至少建立一座工厂，吸引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多

元化。中国建材集团的这一投资响应加纳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有助于加纳建设更加

多元化和稳定的经济，也带动了中国机械设备的出口。从下一步的发展来看，中国企

业的技术和设备可以满足项目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要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和加纳政

府的合作，充分考虑各方关切，以克服项目实施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启示

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签署加纳“一区一厂” 多项合同。2018 年 5 月， 

中国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进出口公司”）代表与与加纳贸易

和工业部代表签署“一区一厂”合作协议，共签署 22 个合同，总金额逾 4 亿美元，具

体包括大豆油厂、花生油厂、棕榈油厂、大米厂、淀粉厂、酒精厂、豆奶厂、纸巾厂

和制衣厂等项目。加纳总统阿库福 - 阿多表示，“一区一厂”项目是加纳工业化的重

要项目，加纳政府非常关心项目进展，相信中国建材进出口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

做好。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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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纳金融市场概况

加纳金融市场由商业银行、证券市场、

保险市场等组成。总体来看，市场规模有限，

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也有限。加纳主

要金融机构见表 4-1。

表 4-1　加纳主要金融机构

加纳中央银行

加纳银行

商业银行

加纳农业开发银行 CAL 银行 加纳联合银行 富达银行

加纳商业银行 国家投资银行 OmniBSIC 银行 保诚银行 环球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

阿布萨银行 艾克赛斯银行 非洲银行 泛非银行

FBN 银行 第一大西洋银行 抵押信托银行 共和银行 法兴银行

标准银行 渣打银行 非洲联合银行 赞尼特银行

名称未公布（加纳

第一国民银行收购

GHL 银行）

保险公司

非寿险保险公司 29 家 寿险保险公司 22 家 再保险公司 3 家

保险经纪公司 91 家 再保险经纪公司 5 家 保险损失理算公司 3 家

证券交易所

加纳证券交易所

金融监管机构

加纳银行 证券交易委员会 国家保险委员会 国家养老金管理局

                                          

①    根据加纳银行、加纳国家保险委员会官网公布的信息及普华永道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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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银行体系

加纳银行系统由中央银行及 23 家商业

银行（含外资银行）组成，在农村还有大量

的银行网点。加纳银行（Bank  of  Ghana，

BoG）为加纳的中央银行。

加纳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为大

型项目提供融资的能力较弱，规模最大的泛

非银行总资产约为 13 亿美元。2017 年 9 月，

加纳中央银行把商业银行资本金最低限额从

1.2 亿塞地（约合 2400 万美元）提高到 4 亿

塞地（约合 8000 万美元），要求各商业银行

在 2018 年底前达标。一些银行因此倒闭，一

些银行进行兼并重组，2019 年商业银行的数

量由 34 家减少到 23 家，其中加纳本国银行

9 家，外资银行 14 家，23 家商业银行共有约

1500 个分支机构，分布在全国的 16个地区。

规模较大的银行有泛非银行、阿布萨银

行（原名：巴克莱银行，BBGL）、加纳商业

银行、标准银行、CAL 银行、法兴银行、富达

银行、渣打银行等。各商业银行电话、网址

等信息见表 4-2。

加纳目前没有中资银行分支机构。

表 4-2　加纳商业银行一览表①

序号 银行名称 电话 网址

本国银行

1

加纳农业开发银行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Limited，ADB

+233-302-770403

+233-302-762104

+233-302-783123

http://www.agricbank.com

2
CAL 银行

CAL Bank Limited

+233-302-680061

+233-302-680069
http://www.calbank.net

3

加纳联合银行

Consolidated Bank Ghana 

Limited，CBG

+233-302-634330

+233-302-634359

+233-302-216000

http://www.cbg.com.gh

4

富达银行

Fidelity Bank Ghana Limited，

FBL

+233-302-214490 http://www.fidelitybank.com.gh

5
加纳商业银行

GCB Bank Limited，GCB

+233-302-672852

+233-302-664918

+233-302-663964

http://www.gcbbank.com.gh

                                          

①    根据加纳银行官网公布的信息及普华永道的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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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电话 网址

6

国家投资银行

National Investment Bank 

Limited，NIB

+233-302-661701 http://www.nib-ghana.com

7

OmniBSIC 银行

OmniBSIC Bank Ghana 

Limited，OBL

+233-307-086000 http://www.omnibank.com.gh

8

保诚银行

Prudential Bank Limited，

PBL

+233-302-781200-7 http://www.prudentialbank.com.gh

9

环球商业银行

Universal Merchant Bank 

Limited，UMB

+233-302- 666331/6 http://www.myumbbank.com

外资银行

10
阿布萨银行

Absa Bank Ghana Limited   
+233-302-429150 https://www.absa.com.gh

11
艾克赛斯银行

Access Bank (Ghana) Plc

+233-302-661769

+233-302-684858

+233-302-661613

http://www.ghana.accessbankplc.com

12

非洲银行

Bank of Africa Ghana 

Limited，BOA

+233-302-249690

+233-302-249679/83/98
http://www.boaghana.com

13

泛非银行

Ecobank Ghana Limited，

EBG

+233-302-681146/8

+233-302-213999
http://www.ecobank.com

14

FBN 银行

FBNBank (Ghana) 

Limited，FBN

+233-302-236136/235684

+233-302-238510

+233-302-235684

http://www.fbnbankghana.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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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电话 网址

15

第一大西洋银行

First Atlantic Bank 

Limited，FABL

+233-302-682203

+233-302-680825
http://www.firstatlanticbank.com.gh

16

抵押信托银行

Guaranty Trust Bank 

(Ghana) Limited，GTB

+233-302-680668

+233-302-676462

+233-302-687751

http://www.gtbghana.com

17

共和银行

Republic Bank (Ghana) 

Limited，RBL

+233-302-242090-2

+233-302-242090-4
http://www.republicghana.com

18

法兴银行

Societe General (Ghana) 

Limited，SG_GH

+233-302-202001

+233-302-248920

+233-577606464

http://www.societegenerale.com.gh

19

标准银行

Stanbic Bank Ghana Limited， 

SBG

+233-302-687670-8

+233-302-687671

+233-302-687672 

http://www.stanbicbank.com.gh

20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Ghana) Limited， SCB

+233-302-664591-8

+233-302-740100
http://www.sc.com/gh

21

非洲联合银行 

United Bank for Africa 

(Ghana) Limited， UBA

+233-302-674085

+233-302-674089

+233-302-674056

http://www.ubagroup.com

22

赞尼特银行

Zenith Bank (Ghana) Limited，

ZBL

+233-302-660075

+233-302-611500

+233-302-660079 

http://www.zenithbank.com.gh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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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证券市场

加纳证券交易所是加纳主要的证券交易

所。加纳证券业的监管机构为加纳财政部所属

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有关证券业的法律法规

主要有《证券业法（2016）》《外汇法（2006）》

《证券交易委员会条例（2003）》《证券投资

基金条例》。

加纳证券交易所简介

加纳证券交易所（Ghana Stock Exchange）

于 1990 年 11 月开始运行，2020 年有 38 家股

票上市公司。其中多数为加纳公司，也有少

数的跨国企业。加纳证券交易所还发行 4 种

政府债券和一种企业债券。

加纳证券交易所发布两种综合指数 : 加

纳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the  GSE  Composite 

Index，GSE-CI）和加纳证券交易所金融股票

指数（the  GSE  Financial  Stocks  Index，

GSE-FSI）。GSE-CI 的样本股是在加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GSE-FSI 的样本股是在

加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融类股票。

外国投资者参与证券交易的有关规定

外国公司可以在加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与股本、资本收益、股息、利息支付等有关

的资金汇出也不受限制。加纳对股息收入征

收 8% 的股息收入税。根据《外汇法》，非居

民企业如在加纳证券市场发行证券，须事先

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加纳银行的许可，证

券交易收益的转移或汇回须向加纳银行报告。

《外汇法》还规定，无论本国还是外国投资

者，购买任何上市银行的股票达到 10% 的，

须事先得到加纳银行的许可。外国人在加纳

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不受限制，可以购

买加纳政府发行的两年、3 年、5 年或 7 年期

加纳塞地计价债券，没有最低持有期。

企业如何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在加纳上市的流程如图 4-1 所示。

序号 银行名称 电话 网址

23

名称未公布

（加纳第一国民银行）

［First National Bank 

（Ghana） Limited］100%

收购 GHL 银行。截至 2020

年 7 月，两行的客户还在

原来各自的银行办理业

务。

+233-302-242435050 http://www.firstnationalbank.com.gh

+233-302-912958

+233-302-913088
http://www.ghlbank.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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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险市场

加纳保险业的监管机构为国家保险委员

会（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NIC），

保险业的主要法律法规为《保险法（2006）》。

《保险法》主要依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IAIS）核心准则而制定。

保险市场基本情况

根据加纳国家保险委员会官网，截至

2020 年 6 月，加纳保险市场共有非寿险保险

公司 29 家，寿险保险公司 22 家，再保险公

司 3 家，保险经纪公司 91 家，再保险经纪公

司 5 家，保险损失理算公司 3 家。其中，超

过半数的非寿险保险公司为外国人所拥有，

42.9% 为加纳人拥有；4.8% 的寿险保险公司

为国有。根据加纳国家保险委员会年度报告，

2018 年，加纳保险费总收入 29 亿塞地，比

2017 年（24 亿塞地）增长 21%；利润总额为

2.02 亿塞地；纳税 3600 万塞地，比 2017 年

减少 1400 万塞地；保险业总资产 62亿塞地，

比 2017 年增加 8亿塞地。

保险公司面临资本重组

加纳国家保险委员会 2019 年发布的报告

图 4-1　公司在加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程

                                          

①    加纳证券交易所 .https://gse.com.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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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非洲国家中，南非的保险渗透率最高，

为 16.99%，纳米比亚和莱索托排名第 2 和第

3，分别为 6.9% 和 4.76%，加纳的保险渗透率

较低，仅为 1%左右。报告分析认为，保险公

司存在的拖延理赔、拒绝合法的索赔等行为，

导致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看法不佳，也使保险公

司发展客户以及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面临较多

问题。此外，高额的保险费用和复杂的承保

流程也使大多数劳动人口对保险望而却步。

为推动本国保险公司资本重组，2019 年

3 月，加纳全国保险委员会宣布，计划将寿险

和非寿险保险公司（说明，这不是指全部保

险公司，加纳对保险公司的分类有寿险、非

寿险、再保险公司，最低资本金要求不适用

于再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最低限额从目前的

1500 万塞地提高到 5000 万塞地。此外，着力

发展银行保险、小微保险、移动保险、农业

保险等，在 2021 年将加纳的保险渗透率提高

到 10%。

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加纳保险市场的

有关规定

加纳《保险法》禁止保险公司混业经营，

所有混业经营的保险公司须将寿险和非寿险

业务划归到不同的公司。外国保险公司须在

全国保险委员会注册登记获得许可证后方能

提供保险服务，且不得为加纳的财产、债务、

进口货物提供保险。此外，加纳《所得税法

（2015）》规定，对加纳居民向外国保险公

司支付的保险费征收 5% 的预提税。

1.4 金融监管机构

加纳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有：加纳银行

（BoG）、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国家保险

委员会（NIC）、国家养老金管理局（National 

Pens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NPRA）。

各金融监管机构的简要介绍见表 4-2。

表 4-3　加纳金融监管机构一览表

机构名称
成立
时间

主要职能 网址 邮箱 电话

加纳银行 1957

作为中央银行，负责制

定和执行国家的货币政

策，监督、管理、指导

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发行货币，向政府提供

有关金融业发展意见建

议，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https://www.bog.

gov.gh

bogsecretary@bog.

gov.gh

+233-302-666174-6

+233-302-666361-5

+233-302-666902-8

                                          

①    根据各机构官网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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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成立
时间

主要职能 网址 邮箱 电话

证券交易委

员会
2016

该委员会依据《证券业

法 》（2016） 创 设， 旨

在规范和促进加纳证券

市场高效、公平、透明

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

其主要职能包括向政府

提供证券业发展建议、

制定证券业发展政策、

监督管理证券市场的交

易行为、负责各证券业

务相关的注册登记、签

发证书、授权和管理。

https://sec.gov.gh info@sec.gov.gh +233-302-768970-2

国家保险委

员会
1989

负责监督、管理、指导

加纳保险业的发展。主

要职能包括：签发保险

公司和保险专业代理机

构许可证，向政府提出

促进保险市场健康有效

发展的政策建议，制定

保险公司和保险专业代

理机构行为规范，仲裁

保险争议，监管和批准

保险费率等。

https://nicgh.org info@nicgh.org
+233-302-238300

+233-302-238301

国家养老金

管理局
2004

负责制定全国养老金法

律法规及政策，监督、

管理养老金使用。

http://www.npra.

gov.gh
info@npra.gov.gh

+233-302-968692

+233-302-968693

续	 	 表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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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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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展

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行是

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承办

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国政府

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政府指定

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构或其他机

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国开行提供外汇中长期贷款。2013 年 9 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

署了加尔金内什气田年 300 亿立方米商品气 EPC 合同和年增供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国开行提供国际银团贷款。2014 年 4 月，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嘉能可邦巴斯项目股权，国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中地海外集团承建喀麦隆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09 年，进出口银行与喀麦

隆经济计划与国土政治部签署融资贷款协议，为喀麦隆杜阿拉水厂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

款。这是进出口银行投资建设的重要供水项目。该项目由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承建。

中成套集团承建巴巴多斯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EPC方式承建的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正式奠基。

该酒店项目合同总金额 2 亿美元，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是巴巴多斯政府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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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产

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环节。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能源资源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应深入了解政策性资金的申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收购协议，由洲际油气出资 5.25 亿美元收购马腾石油公司 95% 的股权。中国银

行海南分行和中行的两家境外分行通过组织银团方式提供了 4.3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贷

款。该笔跨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企业获得的第一笔境外并购贷款。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收购全球半导体行业排名第 4 的新加坡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中国银行采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

联合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为长电科技筹组了 1.2 亿美元贷款，成功支持该笔交易。并

购后，长电科技跻身全球半导体封测行业前 3 位，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军企业，同时提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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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债务资金用途、履约倾向性等方面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此外，贷款银行

尤其关注境外企业的还款来源和履约倾向性。

在贷款额度内，境内银行开出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无

须逐笔审批，业务流程较短，融资成本较低。

图 4-2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脂类商品进口业务，企业法人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 E，公司 E 流动资金紧张，由于刚

刚在境外成立等因素，E 公司在新加坡直接融资困难较大。D 企业在天津银行有外汇业

务授信额度，遂向天津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受益人为公司E，金额1000万美元。

经审核后，天津银行向受益人公司 E 开具融资性保函 1000 万美元，通过境外代理行对

公司 E 进行融资，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公司 E 获得了流动资金的支持。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整合资源，拓展海外市场，S 公司有意收购国外某农药医药化学品生产商 H 集团 100%

股权，收购对价 1.54 亿美元。S 公司为 A 银行的客户。考虑到 S 公司为外向型企业，海

外销售主要面向欧美，且在境外有经营实体和经营现金流，在境内可提供现金存单等优

质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物；同时结合 S 公司自身资产状况和融资需求，以及考虑当时的经

营环境，A 银行为 S 公司制定了内保外贷融资服务方案，较好地满足了跨境并购资金需

求。最终，在 A 银行的大力支持下，S 公司成功完成了收购，有力推进了其拓展海外市

场的发展战略，使其在通过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实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案例 3

                                          

①  《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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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跨境融资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在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

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国内信用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

担保和再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信息咨询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企业可以通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出具融资保函，承担特定境外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一般由境外借款人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2013 年中标非洲某建筑项目。由于项目预付款无法覆盖前期支出，该企业需要垫付近

3 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其境外项目较多，大额垫款将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为此，A 企

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由 A 企

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册在

新加坡的一家外资银行提供跨境担保，该外资银行据此向 A 企业的新加坡分公司提供

贷款，从而解决了项目建设期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 A 企业在中国信保的评级较高，

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http://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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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 3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① 2018 年 1 月 19 日，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利率 6.34%，全场认购倍数 2.67 倍，期限为 3 年，主体和债项评

级均为 AAA，募集资金将用于老挝万象红狮水泥项目的相关装备购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高标号水泥 200 万吨，既可满足老挝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品质水泥的需求，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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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

盛国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

购三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功收

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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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多元化融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应积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

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并购资金，还能够合理配置融资资源，降低融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险可避免因汇率波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还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企业可能蒙

受巨大损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外汇管理水平，结合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合理选

择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对汇率波动进行有效识别评估的难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2016 年海尔收购 GE 旗下家电业务部门，

收购资金由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共同组成，金额高达 54 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有一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下的海云汇外汇资本市场 ( 香港 ) 有限公司利用期权组合，有效规避了并购面临的汇率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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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加纳融资

根据加纳相关法律规定，当地企业和外

国企业都可向加纳境内各商业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条件与中国国内商业银行相关要求基本

相似，但境内各家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相差较

大。申请银行贷款者需向银行提供相应财产

抵押或担保，如企业投资可向银行提供土地

或房产等实物抵押担保；政府项目须由加纳

政府财政部门出具政府担保，方可获得银行

贷款。有关融资细节可由企业与商业银行双

方进行协商来确认。根据加纳银行（BoG）数

据，2020 年 5 月 8 日，加纳银行塞地基准利

率为 14.5%。①

外国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加纳证券交易所

进行融资。具体要求可参看本篇“1.2 证券市

场”。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①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加纳》（2019 年版），并参照加纳银行公布的数据更新了基准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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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安琪酵母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酵母公司，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

额达到 12%。安琪酵母公司设在埃及的工厂，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 5200 万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9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

部门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

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

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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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https://www.ifc.org

电话        +1 (202) 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2015 年 6 月，新希望集团的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新希望”）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

署融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新希望提供为期 7 年的 6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

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农牧业与食品领域的投资和运营。IFC 的资金支持不仅为

新希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

过新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为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0

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4）。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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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发行规模 2 亿 ~10 亿美元 5 亿 ~30 亿美元 5 亿 ~60 亿美元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需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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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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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修订，其中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股权架构的企业在港上市以及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港

作第二上市。在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以及中概股企业受美国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作第二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9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加纳（2020）

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 9 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http://www.china-ceefund.com.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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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 Boulevard de la Petrusse, 
                 L-2320, 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装机 2×330MW，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首批优先实施项目清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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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国家开

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农的

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棉花 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①  中非发展基金 .https://www.cadfund.com.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产能



  95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源、

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各个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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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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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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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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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10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加纳（2020）

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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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加纳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劳工雇佣管理部门

加纳就业和劳动关系部（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 Relations）负责

制定和实施与就业和劳动关系有关的政策，创

造更多更好就业机会，营造和平、和谐的劳动

氛围。就业和劳动关系部所属的全国劳动委员

会（the National Labour Commission，NLC）

具体负责处理解决劳动争议。依据《劳动法》

（2003）设立的公共就业中心（the Public 

Employment Centres）负责协助劳动者就业和

雇主获得合适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力市场信

息，指导、安排青年人和残障人士就业，登

记、管理具有专业才能的劳动者。依据《劳

动法》设立的私营就业机构（the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作为公司法人实体，

经就业和劳动关系部授予许可证，可以在国内

外招收劳动者，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并在每

季度向就业和劳动关系部报送名单。

主要法律法规

《劳动法》，该法将加纳有关劳动、雇

主、工会、劳资关系等事项的法律规定汇为

一体。此外，加纳《宪法》《儿童法》（1998）、

《人口贩卖法》（2005）、《工人赔偿法》

（1987）、《职业培训法》（1970）、《职

业培训条例》、《免税区法》（1995）、《船

运法》（2003）、《养老金法》（2008）等

法律法规中也有涉及劳工雇佣的规定。

劳工雇佣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劳动合同。雇主雇用劳动者的时间达到

6 个月或以上（包括在一年内雇用劳动者的时

间累计达到 6 个月或以上），雇主须与劳动

者订立劳动合同，且劳动合同以书面形式订

立，清晰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须在

合同上签字。

劳动合同订立后的 2 个月内，雇主应按

照《劳动法》中规定的样式向劳动者发出书

面告知书，列明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其包

括：雇主及劳动者姓名，劳动者工作岗位，

劳动报酬的金额及支付时间、支付方式，劳

动时间，节假日及节假日报酬，加班报酬，

因疾病与工伤失去劳动能力后的处理，社会

保险及养老金，劳动合同中止的通知，劳动

纪律，劳动争议解决等。

双方均可解除劳动合同，应以书面通知

的形式提前通知对方，合同期为 3 年或以上

的，提前一个月通知；合同期少于 3 年的，

提前两周通知；按星期订立合同的，提前 7

天通知。

工会一方与雇主或雇主组织的代表可以

就劳动者类型、工作条件、劳动报酬、试用

期、终止雇用、劳动纪律、争议解决等事项，

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中的条款如果与其

他合同中的条款产生冲突，以集体合同为准，

除非其他合同中的条款对劳动者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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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和休假。工作时间和休假的有关规定见表 5-4。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组织或参加工会的权利。对于求职或在职的劳动者，

雇主不得要求或阻止其组织或参加工会；不得要求或阻止其参加工会组织的合法活动；

不得因其为工会会员而拒绝雇用；不得向其许诺因其不参加工会将得到好处。《劳动法》

还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性别、种族、肤色、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和经济地位、

残障或政治而受到歧视。

特别提示

表 5-4　《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和休假的规定①

类别 有关规定

工时制度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

加班 雇主需按固定的比例支付加班报酬。

休息

在正常的连续工作时间，劳动者有权休息至少 30 分钟，休息时间计入工作时间；如正

常工作时间分为两个阶段，中间休息时间应不少于 1 小时，且不计入工作时间。2 个工

作日之间，劳动者至少连续休息 12 小时。此外，劳动者每周应连续休息 48 小时。休息

时间不包括在公共假期中。

休假

劳动者一年内工作时间不少于 200 天，有权享受 15 天带薪年休假。公共假期、有医生

诊断证明的病休、孕期及产期不计入带薪年休假。劳动者可以分两次休完年假，每次时

间大致相等。

产假
根据医生诊断证明，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 12 个星期的产假，且其劳动报酬不得减少；

女职工生双胞胎或多胞胎，产假至少延长两周。

妇女就业。未经本人同意，雇主不得指

派或雇用孕妇从事从晚 10：00 到早 8：00 的

夜班工作；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或孩子小

于 8 个月的女职工加班工作；不得指派孕期

满4个月的女职工在住所以外的地方工作（如

果医生或助产士认为这种工作损害女职工健

康）；哺乳期的女职工在工作时间有权用 1

小时的时间为孩子哺乳，哺乳期的时间不超

过 1年；不得解雇休产假的女职工。

青年人就业。雇主雇用青年人（青年人

的年龄范围为18岁至 20岁）须有医生诊断，

证明青年人健康状况良好，适合工作；不得

指派青年职工从事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工

作，包括举起超过 10 千克的物体，在高度超

                                          

①  根据《劳动法》有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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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2.5 米的脚手架上工作，使用有毒气体、

危险化学品，伐木，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8 小

时的夜班工作，在酒店工作等；不得雇用青

年人从事地下采掘工作；从事工业项目的雇

主须保留雇用青年职工的登记记录，记录的

内容包括出生日期等。

残障人员就业。残障人员可向公共就业

中心提出工作申请，由公共就业中心登记并

颁发证书。雇用残障人员的雇主，享受特殊

优惠政策。

劳动报酬保护。劳动者同工同酬；除合

同中规定的非现金结算的报酬，须以法定货

币定期每月或每周支付劳动者报酬；除劳动

法规定的允许雇主扣缴的费用，雇主不得以

折扣、利息等方式扣除劳动报酬，也不得对

劳动者施加金钱处罚。

社会保障缴款（Social security contri-

butions）。加纳的社会保障缴款计划分为三

级。前两级计划要求强制性缴纳，第三级计

划是自愿缴纳。

加纳按照 18.5% 比率征收强制社保税。

雇主应当按照雇员工资薪金缴纳 13% 部分，

同时为雇员从工资薪金中代扣代缴 5.5% 部

分。其中，13.5% 部分纳入第一级计划，由

雇主上缴给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信托管理局

（SSNIT），剩下 5% 部分纳入第二级计划，

由雇主上缴给指定信托公司，用于管理雇员

职业退休金计划。除法定的 18.5% 之外，雇

主或雇员均可进行额外缴纳。对于参与前两

级计划的雇员，可以按照不超过其工资薪金

的 16.5% 的部分参与缴纳第三级计划。

卫生与安全。根据加纳《宪法》，劳动

者享有在卫生和安全条件下工作的基本人权。

《劳动法》第118条规定，确保劳动者在安全、

卫生和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工作是雇主的义务。

《工人赔偿法》（1987）就劳动者在工作期

间因事故受到个人伤害如何赔偿做出了规定。

《劳动法》规定，雇主承担以下 8 项确

保劳动者健康、安全的义务：

（1）确保工作场所、工作制度安全、不

会损害健康；

（2）保证设备、物品的使用、处理、储

存、运输是安全且不损害健康的；

（3）提供适合劳动者年龄和文化水平、

切实可行的有关安全和卫生的信息、指导、

培训和监督；

（4）保护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不受有毒气

体、蒸气、粉尘、烟气等有害物质的伤害；

（5）为劳动者配备安全防护装备、防火

设备，且指导其如何正确使用；

（6）为男性和女性劳动者分别提供卫生

间、洗衣机以及放置、更换、干燥衣物的空间；

（7）工作场所要有充足的清洁饮用水；

（8）防止工作过程中发生伤害劳动者的

事件，将工作环境中伤害劳动者的可能性降

到最低。

雇主未履行上述义务，将被处以罚金和 /

或不超过 3年的监禁。

此外，如劳动者发现工作场所存在危及

其生命、健康和安全的情况，劳动者可向监

管人员报告并离开工作场所，雇主不得强迫

劳动者继续工作，也不得因此解雇劳动者。

《工人赔偿法》规定，工人在工作期间

因事故致死或致残，雇主必须进行赔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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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疗期间，雇主不得减少工人收入。雇主

应根据主治医生对工人伤残状况的评估进行

相应的赔偿。《工人赔偿法》对赔偿的种类

（医疗赔偿、永久性全部丧失能力赔偿、永

久性局部丧失能力赔偿、暂时性丧失能力赔

偿、毁容赔偿）、计算工人收入的方法、赔

偿金的分配、医学检查和治疗、赔偿协议、

法院权限、处罚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所受伤害源

于可归因于饮酒或药物作用所致的意

外，则雇主没有赔偿责任。如果工人在

工作期间的受伤或致死来自工人的自

残，雇主也不负赔偿责任。

特别提示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外国人须获得工作和居留许可才能在加

纳工作。用人单位在申请办理工作和居留许

可时，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雇用外国人的

必要性，也就是说加纳居民不具备工作岗位

所要求的技能。一些行业领域如矿产和采掘

业的公司，会自动获得外国雇员工作和居留

许可的配额，提出申请即可。

此外，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根据

外国公司在注册登记时的投资额提供外国人

工作和居留许可的配额，配额数量如下：投

资额5~25万美元，1人；投资额25~50万美元，

2 人；投资额 50~70 万美元，3 人；投资额 70

万美元以上，4人。

外国人从事需要职业证书的工作，应在

相关的证书签发机构注册登记。

中国企业妥善处理与加纳工会总部的关系。某中国公司加纳布维项目部在使用、

管理加纳劳务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没有聘用生产性中国劳务，也未使用中国

的分包商，在全自营、全外籍劳务管理上取得了实践经验。2009 年初，公司与加纳工

会总部经过近 7 个月的艰难谈判，最终签订了集体协议，2010 年、2011 年初又分期

对协议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谈判，使项目部的劳务管理在法律的保护下更加科学化和

制度化。

案例 1

加纳当地工人具有较强烈的工会意识。工会由工人自发组成，富有组织性，势力

比较强，可以介入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纠纷，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如谈判破

裂，工人可以罢工。这种状况与中国的劳资关系有很大差异。一些中国企业初到加纳

时往往遇到与工会的冲突，其在中国国内积累的与工会合作的经验不足以解决其与加

纳工会之间的合作问题。在本案例中，投资者与加纳工会总部经过谈判最终签订集体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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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

加纳对财务报告、会计、审计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公司法》（2019）中。《公司

法》（2019）规定，加纳适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公司法》还规定，

所有依照法律注册登记的公司，必须由在加

纳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d 

Accountants，Ghana，ICAG）注册登记的审计

师进行审计，并与公司登记官（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准备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加

纳特许会计师协会同时还是加纳审计准则的

制定者，采用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发布的国际

审 计 准 则（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Auditing，ISA）。

《公司法》（2019）为加纳特许会计师

协会发布的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2007 年，

加纳特许会计师协会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作为加纳适用的会计准则，取代原有的加纳

全国会计准则（Ghana  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要求所有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银行、保险公司、证券营业部、养老基金和

公用事业单位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准备和

发布财务报告。2010 年，加纳特许会计师协

会采用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该准则

于 2015 年成为强制性要求。

财务报告内容。损益表、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会计政策

概要及其他解释性材料。财务报告需按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如公司有子公司，需合

并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公示。公司至少每 15 个月发布

一次财务报告，新成立的公司在公司成立后

的 18 月以内发布第一次财务报告。报告需发

至公司的每一位股东及债券持有人。与财务

报告共同发布的还有公司董事报告及审计报

告。财务报告需经董事会同意且两名董事作

为董事会代表签字后，方能签发、印制和发

布。

账簿保管。公司账簿需真实客观完整记

录公司收支金额销售和购买的财产、物品及

服务，资产及负债，公司股东的股息等。账

簿应妥善保管，且允许公司董事、公司董事

会秘书及审计师进行检查。

协议，这是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对于投资者而言，免去了与每一个劳工单独商谈和

签订劳动合同的烦琐；对于劳工而言，他们通过工会可以在与资方的谈判中获得最大

的权利保障。对于拟投资加纳的中国企业来说，要做好与当地强势工会打交道的心理

准备，并提前了解工会的有关情况，以避免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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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①

加纳税务局（Ghana Revenue Authority，

GRA）负责全国范围内各项税收及关税的征收

与管理工作。加纳已建立起从直接税、间接

税到税收征管等多领域多层次的税收法律体

系，主要税务法律法规包括：《所得税法》

（2018年修订）、《国家财政稳定税法》（2017

年修订）、《增值税法》（2017 年修订）、

《通讯服务税法》（2013 年修订）、《关税

法》（2016年新修订）、《消费税法》（2015

年修订）、《消费税票法》（2013年修订）、《税

务赦免法》（2017年新修订）和《税收征管法》

（2016 年修订）等。在加纳投资的中国企业除

了解应缴纳的税种及税率（见第 2篇 2.3 企业

税收）外，还需深入了解税收征收和管理有关

制度，特别是关系到税务合规的关键内容。

纳税申报。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纳税申报。

（1）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加纳的纳税

年度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如果纳税人

的财务年度与纳税年度不一致，则以其财务

年度结束的时间为纳税期末。企业最迟应于

财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向税务机关递交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可以申请延期，延期

不得超过 2 个月。企业所得税的税款缴纳时

间与申报时间同步，每个季度末按季预缴，

即分别于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缴纳，所

有类型的企业均应在财务年度结束 4 个月内

进行年度汇算清缴并补缴税款。

（2）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个人所得税

的纳税年度为日历年度，其他任何时间节点

都不被法律认可，且丈夫和妻子不采用合并

申报的方式。雇员个人所得税由雇主从收入

中预扣，并由雇主在次月 15 日之前使用个人

所得税系统（Pay-As-You-Earn，PAYE）向加

纳税务局缴纳。每个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3 月

31 日前，雇主必须向税务局提交该年度在加

纳雇佣的所有雇员的工资情况。对个人来说，

必须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向加纳税

务机关进行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并完成

税款的补缴。即使个人收入完全由任职受雇

所得构成，或者适用税率为 0，也必须向税务

机关递交纳税申报表。没有应税收入的个人

则不必递交纳税申报表。

（3）增值税纳税申报。进口增值税应在

纳税行为发生次月起 21 日内申报，其他增值

税应于纳税行为发生次月底前申报。税款缴

纳日期与申报日期一致。纳税人即使无增值

税应纳税额或应退 / 递税额的，也应提交进

行零申报。

（4）处罚。纳税人未及时申报缴纳所得

税、逾期未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向税务局

工作人员作误导性陈述或提供虚假材料导致

少缴纳税款达到规定数额的，处以罚款和 /

或不超过两年的监禁。

关联交易。《转移定价法规》规定的关

联交易包括：（1）常设机构与总部之间的交

易；（2）常设机构与该常设机构其他分支机

构之间的交易；（3）一个纳税人与另一个与

其有控制关系的纳税人之间的交易。关联交

易的类型可以是：（1）购销货物；（2）购

                                           

①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居民赴加纳投资税收指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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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租赁或使用有形或无形资产；（3）提供

管理服务；（4）技术服务或其他集团内部服

务；（5）提供金融或其他金融安排；（6）

收取或支付租金；（7）其他可能影响实体利

润或损失的交易。

企业发生关联交易，需准备转移定价交

易年度申报表，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一同报送，并在纳税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

提交。转移定价交易年度申报表中，需包含

申报企业的关联方名称、交易性质和金额、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方法等信息。

转移定价交易年度申报表申报之后，可以进

一步修改，但需要税务机关书面审批同意。

企业在发生关联交易的年度，应准备转移

定价同期资料文档。企业仅在税务机关要求的

情况下报送同期资料文档。资料至少留存6年。

票据凭证的保存。《税收征管法》规定，

所有纳税人需留存一切收款及支付、收入及

成本以及资产和负债的凭据或电子记录，保

存期限不少于 6年。

加纳税务局授权的检查人员可依法对纳税人的房屋建筑、经营记录、电子信息等

开展全面和不受限制的检查。采矿业、上游油气和金融机构等产业的纳税人，受到税务

检查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申请退税也有可能引致税务检查。加纳税务机关通常在检查

前书面通知纳税人，也可不经事先通知进行税务检查。

特别提示

2.3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

加纳司法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工

作。其所属的注册总局具体负责工业产权的

注册登记和管理工作。其所属的版权办公室

（the Copyright Office）具体负责版权事务

管理工作。依据《版权法》设立的版权监管

小组（the Copyright Monitoring Team）和

版权特别法庭（the  Copyright  Tribunal）

协助加强对版权人权利的保护。

此外，加纳还有加纳音乐权利组织

（the  Ghana  Music  Right  Organization，

GHAMRO）、视听权利协会（the Audio-Visual 

Right  Society）等依据《版权法》成立的知

识产权集体管理机构，代表版权人的利益开

展收取租赁许可费等工作。

主要法律法规名称

加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 7 部

法律法规构成，即《版权法》（2005）、《地

理标志法》（2003）、《工业设计法》（2003）、

《专利法》（2003）、《反不公平竞争法》

（2000）、《商标法》（2004）、《版权保

护条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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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

加纳参与的有关国际公约包括《世界版权

公约》（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

《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保

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 专 利 合 作 条 约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 商 标 法 新 加 坡 条 约 》

（Singapore Trademark Law Treaty，STLT）、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议定书》（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等。加纳还是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

织（African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ARIPO）（英语国家）的成员国。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版权。受加纳《版权法》保护的作品包

括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音乐作品、录音、

视听作品、舞蹈作品、衍生作品、计算机软

件或程序。其中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故事、

诗歌、剧本、电影脚本、广播稿、教科书、

自传、条约、历史故事、散文或文章、百科

全书、字典、电话簿、图表、诗文选集、数

据库、书信、报告、备忘录、演讲、讲话等。

作品由加纳公民或通常在加纳居住的人

创作，在加纳首次出版或者在国外出版的 30

天之内将在加纳国内出版，或加纳根据国际

条约规定的义务予以保护。作者享有作品的

署名权、复制权、翻译权、改编权、表演权、

播放权、传播权、发行权、出租权等。

在作品出版后，加纳的出版者可以将作

品提交给版权登记官进行注册登记，并将两

份保存完好的副本提交版权办公室保管。此

外，作品的版权保护并不依赖于作品在版权

办公室的登记，原创作品自动获得版权保护。

版权属于个人的，复制权、翻译权、改编权、

表演权、播放权、传播权、发行权、出租权

等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 70年；

版权属于共同作者的，权利的保护期为最后

死亡的作者死亡后70年；如果权利人是公司，

则从作品被发表或者创作完成之日起 70 年。

如未经许可，下列行为属于侵权行为：

复制、摘录、仿制、进口作品，个人使用的

除外；通过销售等方式在国内发行作品；在

公众场合展示作品；移除或改变电子权利管

理信息；在知道电子权利管理信息未经授权

被移除或改变的情况下，发行、进口、播放、

构思、概念、方法等不受《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版权法》保护，

未经加纳国家民间文学艺术委员会（the National Folklore Board）书面许可，任何人

不得在加纳销售、发行、以销售为目的提供或展示国内的或国外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不得在加纳翻译、改编国外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人处以罚款和 / 或不超过 3 年的

监禁。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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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作品；制造、销售、进口、出口、出租、

提供、拥有用于移除、改变或增加电子权利

管理信息的设备或零件；故意避开权利人为

其作品采取的保护权利的技术措施；制造、

销售、进口、出口、出租、提供、拥有用于

故意避开权利人为其作品采取的保护权利的

技术措施的设备或零件等。

侵权行为，处以罚款和 / 或不超过 3 年

的监禁。

专利。加纳《专利法》通过授予专利权

对发明进行保护，发明是指能够解决技术领

域特定问题的构思，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

方法。但以下情况均不能获得专利保护：

（1）发现、科学原理、数学方法；（2）制度、

法律、商业经营方法；（3）人和动物的诊断和

治疗方法；（4）动物和植物（微生物除外）；

（5）为了保护动物和植物的生物方法；（6）植物

品种；（7）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和道德而必须防

止的商业开发。其中公共秩序和道德包括：

为了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避免

严重损害环境。加纳的专利法很有特色，例

如植物新品种，在很多国家都可以获得专利

保护，但在加纳不能获得专利保护。加纳也

没有参加《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司法部注册总局专利注册处负责专利的

注册登记和管理。专利注册后，每年需交纳年

费。专利权的期限为 20年，自申请日起计算。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实施其

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进口、

提供、销售、使用、储存专利产品，或者使

用其专利方法以及制造、进口、提供、使用、

储存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专利

权人有权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侵犯专利权

的，处以罚款或不超过 2年的监禁。

加纳作为成员国的工业产权国际公约的条

款，适用于加纳《专利法》中相关的事项。如

果与《专利法》发生冲突，以国际公约为准。

商标。根据加纳《商标法》，商标是指

将商品和服务与他人的商品和服务区别开的

标志或标志的组合。司法部注册总局商标注

册处负责商标的注册登记和管理。注册商标

的有效期为 10 年，自申请日起计算。注册商

标有效期满，可以续展，续展注册的有效期

为 10 年。续展所需费用的交纳有 6 个月的宽

限期。《商标法》还特别对商品说明、虚假商

品说明进行规定。

《商标法》第 26 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

用虚假商品说明；不得使用与其他商标类似、

可能构成欺骗的商标或标识；不得伪造商标

或使用设备擅自制造商标；不得制造、销售、

为销售的目的而展示或拥有带有伪造商标或

虚假商品说明的产品；不得制造、销售、为

销售的目的而展示或拥有带有与其他商标类

似、可能构成欺骗的商标或标识的产品。

违反规定者，处以罚金和 / 或不超过 2

年的监禁，其产品依法没收充公。

工业设计。根据《工业设计法》，工业

设计是指赋予工业产品或手工艺品以特别外

观的线条或颜色组合、三维结构、纺织品设

计。用于注册的工业设计必须是新颖的或原

创的，与已知的设计存在显著不同。注册工

业设计的有效期为 5 年，自申请日计算。注

册工业设计有效期满，可以连续续展 2 次，

每次有效期 5 年。续展所需费用的交纳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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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的宽限期。

一经注册，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

得实施其工业设计，即不得为商业目的制造、

销售、进口、分发带有或体现已注册工业设

计的产品。法院可以视情发出强制令阻止侵

权行为或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对违反规定者，

处以罚款和 /或不超过 2年的监禁。

地理标志。《地理标志法》规定，依法

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实施保护，任何人不得

通过商品设计或其他方式隐瞒其产品的真实

产地、明示或暗示其产品为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对违反者，处以罚款和 / 或不超过 2 年

的监禁。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数据及隐私保护主要法律法规

加纳《宪法》（1992）第 18 条为加纳的

数据和隐私保护提供了基石，条文规定：“有

关个人家庭、财产、通信或通讯的隐私不受

侵犯，除非法律许可且为公共安全或国家经

济福祉所必须、为保护健康或道德、为制止

混乱或犯罪、为保护他人权利或自由。”

加纳于 2012 年通过并实施《数据保护

法》。一些行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也对数据及

隐私保护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电子交易法》

（2008）（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加纳电子通讯法》（2008）（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Act of Ghana）、《电子通讯

条例》（2011）（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s）、《通讯服务税法》（2008，

2013年修订）（Communications Service Tax 

Act）、《电子通讯行为准则》（Unsolicite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Code  of 

Conduct）等。

数据及隐私保护管理部门

加纳数据及隐私保护主管机构为数据保

护委员会（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委员会依照加纳《数据保护法》创建，目的

是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规定获得、

持有、使用、披露个人数据的程序。委员会

执行主任由总统根据加纳《宪法》第 195 条

委任，经费通过议会批准由国家财政提供。

数据及隐私保护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加纳《数据保护法》规定，任何控制、

处理数据的人，应该考虑保护个人隐私，包

括适用下列原则：负责任，程序合法，目的

明确，符合收集数据的目的，数据安全，数

据主体的参与。

处理个人数据的人，应确保处理数据的

方式合理合法，不得侵犯数据主体的隐私。

如果所收集或处理的数据是外国人的数据，

应保证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同时符合该外国

人的本国法关于数据保护的规定。

未征得数据主体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处

理其个人数据，除非对数据的处理是数据主

体为一方的合同的目的，是法律的授权或者

要求，是为了保护数据主体的正当利益，是

为了实现数据控制方或者提供数据的第三方

的正当利益所必需的处理。

控制数据的人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防止数据的丢失、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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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未经授权销毁。数据控制方必须确保其所

授权处理数据的人也遵守关于数据安全的规

定。如果数据控制方或者依法处理数据的第

三方有理由相信个人数据已经被未经授权的

人访问或者获得，应立即向数据安全委员会

和数据主体报告。

数据主体在向数据控制方支付合理费用

后，可以要求数据控制方确认其是否拥有数

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数据主体如发现数据控

制方所拥有的关于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已经

过时、不准确或不合法、不相关或者令人误

解，可以要求数据控制方予以修正或者删除。

任何人不得处理儿童的数据、有关宗教

信仰、种族、民族、工会会员、政治观点、

健康、性生活和犯罪行为的个人数据。

《数据保护法》的强制实施

如果数据保护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认为

数据控制方正在违反数据保护法或者已经违

反了《数据保护法》，可以向违法一方送达

强制执行通知，要求数据控制方：（1）在规

定的时限内纠正违法行为；（2）不再处理任

何个人数据，或者通知中所限定的个人数据；

（3）不能为通知中指出的目的或者以限制的

方式处理个人数据。

如果数据控制方没有遵守强制执行通

知，可以对其进行罚款或者判处不超过一年

的监禁。

数据及隐私保护的登记要求

数据保护委员会依据《数据保护法》规

定，任何意欲收集个人数据用于会计和审计、

广告、市场营销、公关、商务咨询、教育、

新闻宣传、法律服务、财务管理、保险经纪

等目的的人，不论法人还是自然人，应该在

数据保护委员会登记。国家根据《数据保护

法》设立了数据登记官。依法必须登记却没

有登记而从事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构成犯罪。

登记可以在线完成。网址：www.data-

protection.org.gh/register。

2.5 贸易管制

出口限制

加纳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于 1986 年取

消出口许可制度，只对极少数产品采取出口

限制，其中包括：禁止红木出口，可可豆出

口由可可局垄断，野生动物、木材产品、珍

贵矿物、鱼和古董的出口需获得出口许可。

加纳税务局进口管制清单

根据加纳税务局于 2020 年发布的清单，

加纳禁止进口某些商品，并对某些商品的进

口采取限制措施。受到进口限制的商品需取

得加纳有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许可方能进口。

禁止进口及限制进口的商品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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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加纳税务局禁止进口及限制进口的商品清单①

限制的类别 简要说明

禁止进口

1. 使用过的商品 : 床垫、内衣、卫生服、车辆底盘

2. 食品 : 冷冻罗非鱼、咖啡生豆、受污染的食品、染病的动物及动物肉

3. 家用电器 : 冰箱和空调

4. 其他 : 由易燃的塑料制成的珠子、不符合法定标准的外国硬币、亚麻手套、有关诽谤和

丑闻的材料（Libellous and Scandalous Materials）、假币、色情品（书籍、照片、绘画、

卡片等）、弹簧刀和裁纸刀

限制进口

1. 货币（需加纳银行的许可）

2. 水银、未加工过的钻石（需矿产和能源部的许可）

3. 带有货币图案或模仿货币图案设计的物品（需财政部的许可）

4. 植物、植物产品、土壤、草（需食品和农业部的许可）

5. 爆炸物、武器、弹药、手铐、赌博机（需内政部的许可）

6. 电影（在特马港、塔克拉底港和 Kotoka 国际机场对公众播放的免费影片除外）（说明：

原文未标注管理许可机构）

7. 脱脂奶、猎捕动物的网、捕捉器

禁止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

根据加纳《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管理

条例》，以下产品禁止进出口：

（1）HBFCs；（2）CFC-11、CFC-12、

CFC-13、CFC-111、CFC-112、CFC-113、CFC-

114、CFC-211、CFC-212、CFC-213、CFC-

214、CFC-215、CFC-216、CFC-217；（3）

halon  1211、halon  1301、halon  2402； 四

氯化碳；四基氯仿；溴甲烷；HCFCs（204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进出口，此前进出口需经加纳

环境保护事务局许可）。

2.6 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
赂及反腐败、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

反垄断。加纳目前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

或竞争法。2004 年，起草的《竞争和公平贸

易草案》迄今未得到议会批准成为法律。促

进公平竞争的规定体现在若干行业法律法规

中。在一些行业进行的企业兼并，依法受到

监管，见表 5-6。

                                           

①    加纳税务局 .https://gr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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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企业兼并的监管部门及相关法律①

行业 法律 监管部门

银行 《银行和专业存款机构法》（2016） 加纳银行

采矿 《矿产和采矿法》（2006） 矿产委员会

能源 《能源委员会法》（1997） 能源委员会

航空 《加纳民航法》（2004） 加纳民航局

电信 《电信法》（2008） 国家通讯管理局

养老金 《全国养老金法》（2008） 国家养老金管理局

保险 《保险法》（2006） 全国保险委员会

公用事业：电力和水 《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法》（1997） 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

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勘探和生产）法》（2016）

石油委员会
《石油委员会法》（2011）

关于兼并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定包含在

《证券业法》（2016）中，证券交易监督委

员会负责审查、批准和监管上市公司的兼并

和收购。加纳还颁布了一些行业性的规定，

诸如银行、保险和证券业，来明确这些行业

兼并中触发反垄断申报的门槛。

保护国家利益是反垄断审查中的重要考

量，如加纳《矿业法》规定，没有矿业部长

的书面许可，任何矿业权和利益不能转移或

者分割，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任何人未经许可就

成为矿业公司的控制人，从而危及国家利益。

加纳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以下简称“西共体”）的成员国。西共体竞

争委员会（Competition  Authority）负责监

管区域内的企业兼并与收购，推动各成员国

对企业兼并与收购采用相近的做法。《西共

体竞争规则补充法》（2008）严禁在西共体

共同市场阻止、限制、扭曲竞争的商业行为，

包括为固定商品价格或交易条件、限制或控

制商品生产、分享市场、消费者以及供货渠

道而达成协议并一致行动。目前加纳尚未决

定是否实施《西共体竞争规则》。

反不正当竞争。加纳于 2000 年通过《反

不公平竞争法》，其中规定，从事工业和商

业活动中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构成不公平竞

争，包括以下 6 种行为：引人误以为是他人

或他人企业的活动；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

误导公众；败坏他人企业的名声；侵犯商业

秘密；违反加纳法律、加纳因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所承担的地区的和国

际的义务。具体见表 5-7。

                                           

①    根据收集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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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构成不公平竞争的 6种行为①

序号 行为描述 说明

1
引人误以为是他人或

他人企业的活动

实施与他人企业的商标（无论是否注册）、商业名、其他商业标识、

产品或服务的描述、明星或广为人知的虚构人物相混淆的行为。

2 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
损害他人企业的商标（无论是否注册）、商业名、其他商业标识、

产品外观、商品或服务的描述、明星或广为人知的虚构人物。

3 误导公众

通过广告或其他推广方式，引导公众误解他人企业的产品生产过

程以及产品或服务的适应性、质量和数量、原产地、提供条件、

价格等。

4 败坏他人企业的名声
通过广告或其他推广方式，致使他人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以及产品

或服务的适应性、质量和数量、提供条件、产品价格等失去公信力。

5 侵犯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指在行业内不被广泛知晓或不准备让行业内人士获得的

信息，这种信息因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且权利人采取了相应的保

密措施。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有：通过工商业间谍活动、违反合同约定、违

背信任等方式从权利人处获得商业秘密；通过第三方获得商业秘

密；未经权利人同意，向他人披露、使其获得、使用商业秘密。

权利人通过实验、测试，使用新的化学成份生产药品或农化产品且

向权威机构提出申请投放市场，如此时他人将实验、测试数据和结

果用于商业用途，属于不公平竞争行为，对实验、测试数据等的披

露也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6
违反加纳法律、西非

地区和国际的义务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违反《西共体条约》及有关协议。在加纳

的国外经营者，因享受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而导致竞争力远超加

纳本国经营者，属于违反加纳法律的行为。

加纳没有专门监管不公平竞争的机构，

也没有规定实施《反不公平竞争法》的行政

程序。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不公平竞争

行为损害的，可以在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普

通法寻求民事救济，申请强制令阻止不公平

竞争行为的发生或继续进行，申请临时命令

阻止非法行为或保留相关证据，要求对损害

进行赔偿等。

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

加纳于 2004 年 12 月签署《联合国反

腐 败 公 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公约于 2007

年 6 月正式生效；2003 年 10 月签署《非洲

联盟预防和惩治腐败公约》（African  Union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AUCPCC），公约于 2007 年 6 月

正式生效。加纳不是《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
                                           

①    根据《反不公平竞争法》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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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国（非洲国家中，目前只有南非是《经

合组织反贿赂公约》签署国）。

加纳没有专门的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

也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反腐败法律。针对贿

赂、腐败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1960

年通过，2012 年修订）中，在《政府合同法》

（1979）、《审计服务法》（2000）、《经

济和有组织犯罪办公室法》（2010）、《海

关法》（2015）、《公共财政管理法》（2016）、

《公司法》（2019年修订）、《人民代表法》

等法律中也有体现。

《刑法》规定，给予公职人员或陪审员

财物，意图影响其正当履行职务的行为构成

犯罪，判处不超过 25 年的监禁。贿赂外国公

职人员同样构成犯罪。《海关法》规定，向

官员行贿诱使其玩忽职守，判处罚金和 / 或

不超过 5年的监禁。

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

加纳是西非反洗钱政府间行动小组

（Inter-governmental Action Group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in West Africa，GIABA）

成员，但不是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FATF）成员。

加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部际委员会

（IMC）负责组织、协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事务。

《反洗钱法》（2008 年通过，2014 年

修订）、《反恐怖主义法》（2008 年通过，

2012年、2014年修订）、《反洗钱条例》《反

恐怖主义条例》《公司法》（1963 年通过，

2016 年修订）等 40 余部法律法规构成加纳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法律体系。

反洗钱。根据加纳《反洗钱法》，无论

法人还是自然人，如果知道或应该知道某项

财产是非法（包括犯罪和恐怖融资）所得及

其收益，却隐瞒、掩饰、转移财产，或隐瞒、

伪造财产的非法来源，或获得、使用、拥有

该项财产，属于洗钱行为。如果知道或应该

知道他人从非法行为获得收益，却为其保留、

控制非法所得提供便利或代表其利用非法所

得获取收益，属于协助、教唆洗钱行为。二

者均违反《反洗钱法》，应处以罚款和 / 或

不少于 12 个月、不长于 10 年的监禁。

加纳根据《反洗钱法》建立了金融情报

中心，以识别非法行为和洗钱活动。《反洗

钱法》还规定了一个负责的机构登记制度，

金融情报中心有一份负责的机构名单，在该

名单上的企业，应该保有与交易各方的记录，

包括交易方或其代理人，如果发现可疑交易，

应该向金融情报中心报告。交易记录应该在

交易完成后或者与交易伙伴的商业关系结束

后保存六年。

反 恐 怖 融 资。根据加纳《反恐怖主义

法》，恐怖活动是指出于政治、意识形态、

宗教、民族或者种族原因，从事下列事项：

（1）对另一人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2）对他人财产造成严重损坏；

（3）使他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

（4）对公共健康或者安全造成严重风险；

（5）使用火器或者爆炸物；

（6）向环境中释放有毒、有害或放射性

物质或微生物，或者使公众暴露于上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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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

（7）使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受到损害；

（8）危害用于通信、交通、金融服务或

者其他重服务的计算机系统，或者意欲对关

键的基础设施造成损害。

任何人如果从事上述恐怖主义行为，或

者为恐怖活动提供支持，均构成犯罪。提供

支持包括：（1）为恐怖分子的旅行提供或者

伪造证件；（2）为恐怖分子或者团伙提供技

能或者专家意见；（3）为了恐怖分子或者团

伙的利益，进入或者待在某一国家。

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无论法人还是

自然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恐怖主义行为、恐

怖分子、恐怖组织提供融资服务，将被处以

不少于 7年不长于 25 年的监禁。

2.7 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管理部门

加纳环境保护机构名称为环境保护事务

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成立于 1994 年，隶属于加纳环境科

学技术和创新部，负责参与制定和执行政府

环境保护政策，检查和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环境保护行为，紧急应对污染事件。

主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加纳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

事务局公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共有 4 部：

《环境保护事务局法》（1994）、《环境评

价条例》（1999）、《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

品管理条例》（2005）、《有害及电子废弃

物控制与管理法》（2016）。

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加纳政

府诸多政策、法律法规中，比如与能源和矿

产领域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现在《原

子能委员会法》（2000）、《钻石法》（1972）、

《能源委员会法》（1997）、《加纳全国石

油法》（1983）、《采掘和矿产法》（1986）、《矿

产委员会法》（1993）、《矿物出口税（取消）

法》（1987）、《矿产健康区域法》（1925）、

《小规模黄金开采法》（1989）、《沃尔特

河开发法》（1961）、《西非天然气管道法》

（2004）等法律中。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环境保护事务局法》。《环境保护事务

局法》与商务活动相关的规定有两项：

第一，如果环境保护事务局认为任何人

将要进行的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可以通知活动的负责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

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保事务局在向项目

方发出做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的同时，还会

通知其他负责发放许可、许可证或者批准书

的政府机关，要求他们在环保事务局通知项

目方已经完成环评之前，不要发放许可或者

批准书。环境影响评价的更多程序性要求规

定在《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中。

第二，鉴于农药的不当使用可能对环境

和农产品的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加纳对农药

的销售和使用管理严格。该法律规定，进口、

出口、制造、分发、推介、销售、使用农药，

须在环境保护事务局进行注册登记并取得环

境保护事务局颁发的经营证书。农药进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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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验和研究目的且不进行分发、为应对国

家紧急状况或过境加纳且目的地国允许进口，

可由环境保护事务局授权，不必注册登记。

按照规范制造农药用于出口且符合进口国的

要求，可由环境保护事务局授权，不必注册

登记。申请注册登记需填写申请表，交纳费

用，提供信息、样本等材料。注册登记的有

效期限为自注册登记之日起不超过 3 年，到

期后可以续展 3 年。申请注册登记的同时，

可以申请农药使用临时许可，临时许可的有

效期限为 1 年。此外，农药在使用过程中应

符合《环境保护事务局法》的规定，确保安

全。违反上述规定者，判处罚款和 / 或不超

过 1年的监禁。

《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管理条例》。

加纳是《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缔约国，为实施该议定书，加纳制定了《消

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管理条例》。该条例规

定，环境保护事务局对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

品进行管制。

第一，在进出口方面。任何人不得从非

《蒙特利尔议定书》成员国进口或向非《蒙

特利尔议定书》成员国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

与产品；未经环境保护事务局许可，不得进

口或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法律许可

用于医学目的的除外；在规定的日期及此后

不得进口或出口法律禁止进出口的消耗臭氧

层物质与产品。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

进出口需向环境保护事务局提出申请。环境

保护事务局在接到申请的 30 天内通知申请结

果，审核合格者获得许可。许可不得转让，

且只适用于单一进口或单一出口。许可持有

者需向环境保护事务局提交年度报告，报告

有关事项。

第二，在交易记录方面。进口、出口、

分发、销售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需按统

一的格式要求填写交易记录，在交易发生的

每 6个月向环境保护事务局提交。

第三，在制造方面。任何人不得制造含

有禁止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与产品的商

品。违反上述规定者，判处罚款和 / 或不超

过 1 年的监禁。受到管制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与产品，见本篇“1.5 贸易管制”。

《有害及电子废弃物控制与管理法》。

加纳于 2003 年批准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

移的巴塞尔公约》，同时还是《禁止向非洲

进口有害废物和控制及管理有害废物在非洲

内越境转移的巴马科公约》的签字国，但没

有批准该公约。加纳对有害废物和其他废物

的管理主要通过《有害及电子废弃物控制与

管理法》实施。

该法中列出了有害废物及电子废弃物的

清单，并且规定，环境保护事务局负责有害

废物及电子废弃物进出口等事项的监督管理，

除非法律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口或出口有害

废物或电子废弃物，不得运输已经进口到加

纳的有害废物或电子废弃物或经加纳国内跨

境运输，不得销售、购买或处理有害废物或

电子废弃物，不得向土壤或水中倾倒有害废

物或电子废弃物。

进口或倾倒有害废物或电子废弃物者，

处以 200 万美元的罚款和 / 或不超过 20 年的

监禁，并且须将有害废物或电子废弃物再出

口，支付清除污染的费用。出口、运输、销售、

购买、处理有害废物或电子废弃物者，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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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和 / 或不少于 1 年不长于 10 年的监禁，

同时支付清除污染的费用。

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加纳《环境评价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的项目在实施前，须向环境保护事务局注册

登记并提出环境许可申请，由环境保护事务

局进行审核和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项目获得环境

许可证书后，方能开工建设。

《条例》规定了需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

类别、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流程、项目报告

（Report on the Undertaking）、环境影响初

评报告（Preliminary Environment Report，

PER）、 环 评 范 围 报 告（Scoping Report）

和 环 境 影 响 报 告（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EIS）的内容要求、举行公开听

证会的条件、授予环境许可的费用、违反《条

例》规定所受的处罚等内容。

需获得环境许可的项目类别。以下相关

项目建设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环境

许可：农业开发、机场建设、排灌系统、围填

海工程、渔港建设、林地使用、住房建设、工

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建设、矿产开发、

石油天然气开采、发电输电、旅游设施建设、

废物处理、供水、野生动物保护区开发利用。

项目报告。项目责任人在项目开始前向

环境保护事务局提出环境许可申请的同时，

提交项目报告。报告需包含以下内容：项目

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影响；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避免产生任何不良环境影响的明确承

诺；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项目的替代

性方案。环境保护事务局对项目报告进行初

步筛查，并做出：（1）给予环境许可；或（2）

拒绝环境许可；或（3）要求提供环境影响初

评报告；或（4）要求提供环境影响报告的决定。

环境影响初评报告。报告须具有比项目

报告更多的细节内容，特别是有关项目的影

响的内容。环境保护事务局如认可报告，将

颁发环境许可；如认为项目可能产生不良环

境影响，则要求申请者提供环境影响报告。

环评范围报告。在向环境保护事务局提

出环境影响报告之前，申请者需提交环评范

围报告。环境保护事务局如认为环评范围报

告可以接受，则要求申请者提出环境影响报

告；如认为环评范围报告不可以接受，则要

求申请者修改并再次提出。

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项目的简要介

绍；项目的必要性的分析；项目的替代性方案；

项目选址的标准及可供选择的其他地址；当前

的环境条件；项目不同的开发阶段对环境、社

会、经济、文化等的潜在的、积极或消极的影

响以及减轻影响的建议；对人民健康的潜在影

响；针对不可预知的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对预案；

与项目可能影响的社会公众的咨询、对话方

案；有助于理解报告内容的地图、表格、示意

图等材料；环境管理临时方案；项目运营可能

造成的对土地或财产的损害的赔偿方案；项目

是否会对加纳以外的地区造成影响。

环境影响报告。报告应包含项目实施前、

建设过程中、运营期间、项目终止、项目终

止后等各个时期对环境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具体如下：污染物在空气、水、土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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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集及其对社区、动植物、动植物栖息地造

成的直接生态改变；分解、生物体内累积、通

过食物链进行能量转换等生态过程的改变对社

区、动植物、动植物栖息地造成的影响；倾

倒废弃物、清除植被、填埋等对动植物栖息地

造成的直接生态损害；噪声和震动的等级；臭

味；交通事故增加的可能性；因生态环境改变

带来的就业、移民、道路、学校、医疗机构、

地方经济、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对社

会、文化、经济形态的影响；对项目所在地及

周边地区居民的健康的影响；采矿及其他采

掘业项目所涉及的土地开垦计划。

申请者需提供 12 份环境影响报告。环境

保护事务局收到报告后将向社会公众公示 21

天。社会公众包括公共机构、组织、非政府

组织、市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等。

公开听证会。如环境影响报告公示期间

社会公众对报告有较多负面意见或项目涉及

社区的迁移、重新安置或环境保护事务局认

为项目将对环境产生全面且深远的影响，环

境保护事务局将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

环境许可的费用。环境保护事务局收取

项目开发费用的 1% 作为环境许可的费用。

处罚。违反《条例》规定者，判处罚款

和 /或不超过 1年的监禁。

环境评价流程如图 5-1 所示。

图 5-1　环境评价流程①

                                           

①    环境保护事务局 .http://www.ep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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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蒙特矿业公司阿哈福金矿项目氰化物泄漏事件。①加纳阿哈福金矿项目（Ahafo 

Project）为美国纽蒙特矿业公司（Newmont Mining Corporation）全资子公司纽蒙特

加纳黄金有限公司（Newmont Ghana Gold Limited）所有，分为南阿哈福、北阿哈福两

个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4.7 亿美元，将开采约 20 年。世界银行分支机构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为项目提供了 1.25 亿美元的 12 年期贷款。

2005 年， 纽 蒙 特 公 司 对 南 阿 哈 福 矿 项 目 进 行 了 环 境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价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ESIA）。由于国际金融公司向纽蒙特

公司提供了贷款，所以纽蒙特公司还必须遵守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多项环境与

社会标准，如《环境与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世界银行业务政策：自然栖息地》《世

界银行业务政策：大坝安全》等。除遵守国际金融公司的各项标准外，纽蒙特公司也

自愿遵守《赤道原则》，即用于衡量和管理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信贷风险管理框架。

针对黄金提炼过程中使用的氰化物的管理，纽蒙特公司自愿加入了国际氰化物管理准

则（International Cyanide Management Code，ICMC），并建立了综合的有毒化学品

管理体系，包括氰化物运输、防泄漏和应急响应等计划。

在处理潜在社会影响方面，纽蒙特加纳公司在项目开始前就对受影响地区开展

调查，统计受项目影响的家庭数量，并建立安置和搬迁协调委员会（Resettlement 

Negotiation Committee），确定安置和搬迁政策、补偿措施等。该委员会包括多个利

益相关方：受项目影响居民代表、家庭、传统权威、地区和区域政府代表、非政府组

织代表和纽蒙特加纳公司。在开矿前 4 个月，即 2005 年 8 月，纽蒙特加纳公司已支付

9.2 万美元给因该项目而需要搬迁的当地居民，并将他们安置在纽蒙特加纳公司所建的

安置村中，另外又支付 1200 万美元给失去土地的农民。

2009年10月8日，南阿哈福金矿的氰化物随暴雨泄漏到加纳阿苏提菲县（Asutifi）

的雅一河（Yaakyi）中，纽蒙特公司称这次泄漏只是“轻微的化学品溢出”，大雨后下

游的氰化钠浓度只有 0.25ppm，低于 20ppm 的危险临界值。10 月 13 日，纽蒙特公司发

布新闻稿称，氰化物溢出仅限于矿场。但实际情况比纽蒙特公司宣称的严重，氰化物泄

漏的影响不局限于工厂周围，而是扩散到了 13 个地区，包括由 74 个村庄组成的康汀卡

罗地区（Kantinkakrom）。事故发生后，纽蒙特加纳公司也未能立即通知加纳政府。公

司道歉称，这是因为公司错误地认为氰化物的溢出只限于处理加工地区。

案例 2

                                          

①    胡涛、赵颖臻、周李焕、DENISE LEUNG.《对外投资中的环境与社会影响案例研究：国际经验与教训》。



  123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2.8 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SR）日益受到加纳企业

的重视。从 1998 年起，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每

年公布“加纳俱乐部 100”名单（the  Ghana 

Club  100），根据企业的表现进行排名。其

排名标准考虑的因素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

占 10% 的权重，也包括慈善事业。参选“加

纳俱乐部 100”评选的企业必须是有限责任公

司。如果公司有政府参股，政府所占股份不

得超过 50%（在加纳证券市场上市者除外）。

企业自愿参加评选。其中，设置特别奖项表

彰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优异的企业。在

加纳的外资企业可以参加评选。

采掘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尤其受到重

视，加纳人期待采掘企业在当地社区从事更

加纳环境、科学与技术部成立了专门小组评估此次氰化物泄漏造成的损失，并确

定相应的补偿和惩罚标准。该小组的报告显示，泄漏事件原本是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

避免的。纽蒙特公司虽然有预防性措施、计划，但违反了采用预防性措施去检测和遏

制氰化物溢出的许可要求。纽蒙特加纳公司最终被判处 700 万元加纳赛地（约 490 万

美元）的罚款。

本案例集中体现了跨国公司对国际领先的环境与社会标准的应用。纽蒙特公司从

实施这些标准中有所获益，同时也因为没有完全遵守这些标准，没有做到及时信息公

开和建立完善的有毒化学物品管理和应急方案而使公司名誉蒙受损失。

在金矿开采这样一个高环境风险行业中，纽蒙特加纳公司在氰化物管理和对当地

居民的安置和搬迁上遵守了世界银行的标准、政策和国际最佳实践，虽然造成了氰化

物泄漏事故，但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负面环境与社会影响。因为纽蒙特加纳公司建

立了氰化物管理体系，并在安置和搬迁问题上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在氰

化物泄漏发生后，居民们可以比较迅速地了解到事情的进展以及纽蒙特加纳公司的应

对措施，从而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也没有发起集体诉讼。从本案例中可以发现，

遵循世界最佳实践、国际准则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指南可以有效的降低项目的环境与社

会风险，减少了因事故和安置问题而带来的经济、声誉损失。

当公司的业务涉及有毒化学品时，公司要建立起完善的预防、管理和应急措施，

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公司应当

始终坚持信息及时公开，及时公开影响的真实范围和程度，迅速采取挽救措施。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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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慈善活动。加纳目前没有制定关于负责任的

商业行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RBC）的立法，但加纳是采掘业透明倡议①（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

tiative，EITI）的执行国家之一，而且是倡

议的达标国。

在采掘业透明倡议适用的国家，政府须

公开他们从采矿企业得到的收据，企业也须

公开其向政府部门缴纳的款项。这些数据对

账后会发布在采掘业透明倡议的年度报告中，

目的是防止腐败并让公众知晓资源的税收情

况。目前，企业披露向外国政府机构缴纳的

款项已经成为采矿项目的国际标准，是企业

进行公平竞争、负责任地参与公共事务、成

为负责任的社会参与者的重要体现。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如图 5-2 所示。

                                          

①    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是 2002 年由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倡导的，2007 年起该倡议机构将秘书处总部设

在挪威。其建立在任何国家的自然资源都属于公民所有的理念上，旨在提高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业管理的透明

度。其倡导建立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利害关系方参加的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项目的监督机制。有关

同意实施该倡议的国家要与该组织合作发布 EITI 报告，涉及矿产等项目的许可证的发放情况、政府与开发者

之间的合同、项目的受益关系、政府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项目中获得的收入和税收、政府对来自矿产的收入

和税收的分配等，如果国有企业承担开采矿产，要披露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目前 EITI 在 52 个国家得到承

认和实施。

图 5-2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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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3.1　诉讼①

民事诉讼法院选择

在加纳进行民事诉讼，应根据民事纠

纷的不同类型，选择相应的法院，具体见表

5-8。

中资企业支持加纳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捐物。2020 年 3 月 29 日，就在

加纳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封禁措施生效前数小时，深能安所固电力（加纳）有限公

司和非洲世界航空有限公司支持加纳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仪式在加纳总统府举

行。两家企业分别向加纳政府捐款 10 万美元，合计 20 万美元。2020 年 4 月 2 日，在

抗击疫情的重要时期，华为（加纳）有限公司向加纳政府捐赠视频会议设备，其中两

套视频会议设备已经安装在卫生部和大阿克省医院，另外还有两套也将安装在其他重

要部门。中资企业的行动，体现了中加两国人民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

案例 3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往往超出了法律对企业责任的要求，构成法律对企业经营行为

规制的重要补充。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在东道国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有利于企业降低投资风险，减少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民众和社区之间的社会风险，使

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地受益于中国的投资，实现双赢，这样才能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

发展。

启示

                                          

①    根据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中国公民加纳旅居手册》（2019 年版）整理。

同时，涉案金额也决定法院管辖权：

涉案金额小于或等于 2 万塞地，地方法院

[District]Court(Magistrate)]；2 万塞地至

5 万塞地，巡回法院（Circuit  Court）；5

万塞地以上，高等法院（High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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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民事诉讼的法院选择

纠纷类型 法院选择

土地纠纷 土地所在地法院

动产被扣押 扣押地区的法院

罚款和没收 在发生地的法院

合同纠纷 合同执行地或被告经营地点的法院

其他 被告的驻地或其经营地点的法院

诉讼流程

传票是法院传达出庭命令的书面通知，

一般都是法监送达，除非法院允许其他的送

达方式，传票须与起诉书一起送达。如果传

票送达错误，其中自己不是被告，一定要及

时提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自己是被告（即使名字拼写错误），

须在 8 天之内做出应诉通知（Notice  of 

Appearance）。如果在收到传票 8天之内，被

告不做应诉通知，通常原告有权申请缺席审

判（Judgment in Default of Defence）。

如果决定应诉（Appearance），被告需

在 14 天之内向法院提交辩护（Defence）。

如有反诉请求，也一并提交。如果不按时提

交，原告在 7 天之内作出回应，可以申请缺

席审判。如果被告提出反诉请求，原告需在

14 天内作出回应和抗辩反诉（Defence  to 

the  Counterclaim），否则，被告也可以就

反诉向法院申请反诉缺席审判。

向法院请求阶段结束后 30 天内，原

告做申请审判问题批准（Application  for 

Directions-Further  Directions），即根据

诉状（Pleadings）向法院提交要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双方提交证人证词，法院通常也

会给 30 天时间。然后正式审理开始，双方证

人出庭，双方律师进行交叉询问，双方律师

作结案陈词，法院判决。

3.2 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加纳仲裁与调解

加纳《法院法》（1993）鼓励法院使用

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2010 年，《替代性争议

解决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正式实施，原有的《仲裁法》（1961）

废止。《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对仲裁、调解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规定。加纳主要的仲裁

机构为加纳仲裁中心（Ghana  Arbitration 

Centre）（www.ghanaarbitration.org）。

加纳于 2005 年成立的商业法庭专门管辖涉及

商务的纠纷，包括处理与仲裁有关的争议和

仲裁裁决的执行。

仲裁。《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中关于仲

裁的规定见表 5-9。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加纳《劳动法》，

罢工或停工 7个工作日后仍然没有解决的劳动

争议，将由劳动委员会（Labour Commission）

进行强制仲裁，强制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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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替代性纠纷解决法》关于仲裁的基本内容

类别 简要说明

仲裁协议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可以是合

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也可以是单独的协议。

仲裁机构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可以自由选定仲裁机构。

仲裁地点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可以自由选定仲裁地点。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没有指定仲

裁地点，由仲裁庭确定。

仲裁员

当事人选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仲裁员的数量、选择方式由当事人决定，仲裁员的

数量必须是单数的。如果当事人未确定仲裁员的数量，则法定仲裁员的数量为 3 人。

当事人约定由 3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 1 名仲裁员，然后由这 2 名

仲裁员共同选定第 3 名仲裁员，第 3 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

仲裁程序

由当事人商定，在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由仲裁庭决定。

1. 仲裁管理会议。在仲裁员确定后的 21 天内，仲裁员召集当事人或当事人代表举

行仲裁管理会议，决定需仲裁的事项、开庭时间和地点、所需文件及需要调查的

事项、适用的法律法规、需要交换的事实和证据、裁决书的样式、仲裁及仲裁

员费用等。

2. 合议。仲裁机构征得当事人同意，可以在仲裁过程中进行合议，推动争议的解决。

3. 仲裁申请和答辩。当事人可以自主确定提交仲裁申请和答辩书的时间，仲裁申

请中需包含仲裁请求、支持仲裁请求的事实、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寻求的救济。

被申请人可以针对申请人提出反请求。

4. 开庭。当事人及其代表进行陈述与辩论，一方当事人提供给仲裁员的陈述、文

件或其他信息同时提供给另一方当事人。采信证据时需当事人双方在场。

5. 调查。仲裁员应通知当事人进行调查的时间，当事人可以参加调查。仲裁员提

交调查报告。

6. 裁决。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不得仲裁的事项 涉及国家及公众利益、环境、《宪法》的施行和解释等有关事项，不得仲裁。

仲裁费用
当事人与仲裁员根据仲裁事项的价值、案件的复杂程度、每小时的收费标准等协商

确定。如产生争议，可提请指定的权威机构或高等法院裁决。

调解。《替代性争议解决法》规定，合

同一方当事人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可以

将纠纷提交双方当事人认可的机构或个人进

行调解。法院如认为有利于解决争端，也可

在诉讼程序中进行调解。在法院最终判决前，

诉讼一方当事人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可

以向法院申请调解。调解员原则上只有一名。

当事人达成和解后，需起草并签署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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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协议也可以由调解员起草或协助起草。

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

加纳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

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

tment Disputes，ICSID）的成员国，1958年《承

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即《 纽 约 公

约》）的缔约国，加纳高等法院执行以下外

国仲裁裁决：

（1）该国的专业机构依照法律做出的仲

裁裁决；

（2）加纳与该国存在有关相互安排；

（3）依照《纽约公约》做出的仲裁裁决

或依照加纳议会批准的其他国际公约做出的

仲裁裁决。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相关工商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

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一站式”

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营造高效便

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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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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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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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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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https://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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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乐斯”“Armaflex”等商标的持有人。阿乐斯公司发现，杭州阿乐斯福乐斯公司在其

保温绝缘材料上单独使用了“阿乐斯福乐斯”。同时，该公司的英文名称“Hangzhou 

Armacell Armaflex Commerce Co., Ltd.”也使用了阿乐斯公司所拥有的“Armacell”和

“Armaflex”商标。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接受阿乐斯公司的委托，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4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5

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Incorporated 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进口自中国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案件特点，积极开展发动企业、法律抗辩、游说施压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美起诉方五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涉案金额由近 3 亿美元缩减至约 2000 万美元，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作出无损害裁决。我方应对工作取得完胜，维护了年均 3 亿美元

的出口市场。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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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

程项目款项发生争议，B 公司多次向 A 公司提出补偿前期投入款项，但是由于当事双

方之间就标的工程项目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故 A 公司对前期 B 公司所投入的金额存在

严重的分歧。B 公司尝试了多种手段去追讨款项甚至包括上访，均无果。后 B 公司向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中心就此事联络 A 公司，向其普及了调解的

作用和优势，A 公司同意进入调解。通过调解中心与相关仲裁委员会建立的调解—仲

裁联合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案例 7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8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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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

1.1 签证类别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负责签发中国公民入

境加纳的签证，包括商务签证、学生签证、

访问签证（过境）、访问签证（旅游）、访

问签证（家庭）、访问签证（儿童）、访问

签证（访友）。加纳入境口岸负责签发紧急

入境签证（落地签证）。加纳移民局负责签

发再入境签证、工作签证和居留签证。

1.2 签证办理

商务签证

在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商务签证所需

文件及有关要求见表 6-1。

表 6-1　申请商务签证所需材料①

序号 材料 数量 说明

1 护照、护照复印件
护照 1、

护照复印件 2
护照原件，有效期至少剩余 6 个月

2 照片 2 3 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色 2 寸证件照

3 签证申请表 1 填好的签证申请表格原件，其上不能涂改

4 邀请函 1
1 个月内开具的来自加纳的个人或机构的邀请函

原件或扫描件

5
邀请方公司营业执

照 / 经营许可证
1

加纳邀请方公司的营业执照或经营许可证的扫

描件

6
邀请方法人护照扫

描件
1

邀请人护照扫描件，信息页和签字页（护照至少

剩余 6 个月的有效期，如法人非加纳籍，需提供

3 年及以上居住证明）

7 派遣函 1 1 个月内开具的派遣函原件

8

派遣方公司营业执

照/经营许可证（副

本）及翻译

1
派遣方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及翻译，需有最新年检章，都需盖单位公章

9 身份证复印件 1 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

注：一份邀请函和派遣函最多能有 5 位申请人。如多人赴加纳，须每人一份所需材料。

                                          

①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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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签证（旅游）

在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申请访问签证（旅游）所需文件及有关要求见表 6-2。

表 6-2　申请访问签证（旅游）所需材料①

序号 材料 数量 说明

1 护照、护照复印件
护照 1、护

照复印件 2
护照原件，有效期至少剩余 6 个月

2 照片 2 3 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色 2 寸证件照

3 签证申请表 1 填好的签证申请表格原件，其上不能涂改

4 旅游邀请函 1 来自加纳旅行社的邀请函扫描件

5 旅行行程单 1 英文版的来自加纳旅行社的申请人旅行行程单

6
旅行社营业执照 /

经营许可证
1 来自加纳旅行社的营业执照或经营许可证的扫描件

7 酒店订单 1 已付费的酒店确认单英文版

8 机票预订单 1 往返机票预订单（英文）

9 存款证明 1
1 周内开具的至少冻结 2 个月的银行存款证明（至

少 5 万元以上）

10 在职证明 1 申请人单位出具的在职 / 在校证明原件

11 旅行保险 1 赴加履行期间的旅行保险

12 身份证复印件 1 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

注：如非在职人员请提供其他相关证明（如退休证、夫妻关系的相关证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相关证明等）。

访问签证（过境）

在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申请访问签证（过境）所需文件及有关要求见表 6-3。

                                          

①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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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申请访问签证（过境）所需材料①

序号 材料 数量 说明

1 护照、护照复印件 护照 1、护照复印件 2 护照原件，有效期至少剩余 6 个月

2 照片 2 3 个月内拍摄的白底彩色 2 寸证件照

3 签证申请表 1 填好的签证申请表格原件，其上不能涂改

4 目的国签证页 1 目的国签证页的复印件

5 机票 1 已付费的机票英文版

6 身份证复印件 1 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

注：过境签证发给过境加纳前往第三国人员，持此签证者只允许在加纳停留 48 小时，期间不得从事任何商业活动。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间、

费用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受理时间、

领取时间、办理时间、签证费用等信息见表

6-4。

表 6-4　办理签证时间、费用②

序号 签证涉及事项 说明

1 签证受理时间 周一、周三、周五上午 9:00—11:30

2 签证领取时间 周一至周五 15:00—16:30

3 签证办理时间 加急签证 24 小时，其他签证 3~5 个工作日

4 签证费用 24 小时出签 1440 元，3 个工作日出签 1080 元，5 个工作日出签 720 元

紧急入境签证（落地签证）

2012 年 10 月，加纳外交部专门声明，

外国人赴加纳必须提前办理有效签证，加方

仅在极特殊情况下在入境口岸向抵加人员签

发落地签证。申请紧急入境签证（落地签证）

所需资料包括：（1）邀请公司注册资料；

（2）邀请公司的有效完税证明；（3）邀请

人的护照首页复印件和有效居留签证（如果

申请人是外国人）；（4）邀请信（需写明邀

                                          

①    加纳驻中国大使馆。

②    本表根据 2020 年 3 月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网站（http://www.ghanaembassychina.org/cn）公布的通知整理。有关

信息可能会随时更新，请注意登陆网站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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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目的、入境时间、在加纳停留时间、在加

纳期间的住址）；（5）受邀人的护照首页复印

件。所需费用为 150 美元。

再入境签证

对正在加纳办理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又

需临时出境者，可签发再入境签证，但须向

移民局长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再入境签证所

需的条件和资料包括：（1）被申请的护照持

有人必须已经在加纳；（2）申请人公司注册

资料；（3）申请人护照首页复印件和有效居

留签证（如果申请人是外国人）（4）被申请

人护照。所需费用：3 个月内单次往返 100 美

元，6个月内 3次往返 150 美元。

居留卡有关规定

移民局长可向拟在加纳长期居留的外国

人颁发居留许可。除在居留许可上另有规定

外，不得从事任何就业、经商或专业活动。

首次申办，居留期以 4年为限，可延期 4年。

移民局也可向已取得居留许可者 ( 或称户主 )

的配偶或家属签发居留许可，条件是这些人

不得从事任何有报酬工作。

1.3 签证注意事项①

谨防假签证

近年来由于某些黑中介的不当操作，假

签证事件频发，不时有中国公民因此被遣返。

加纳移民局对所签发的紧急入境和再入

境签证等都可网上查询，申请人入境时签证

真伪立时可辨。移民局对每个公司从建档开

始所申请的签证都留有档案，对所签发的工

作签证和居留签证都有底可查。如果签证申

请信息不存在档案里，移民局就会认为是假

签证。

在加纳的中国公民如果委托中介办理签

证，务必向其提供真实的公司资料。办理前

一定要嘱咐中介保留银行的缴费单，完毕后

务必向中介索取缴费凭证。如有中介宣称“只

要护照就可办妥一切”，一定要小心被骗。

无工作签证时勿工作

初到加纳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工作签证，

尽量不要到工作地点逗留。加纳移民局会对

无工作签证而工作的人处以 5000 塞地的罚

款，并限其 1 个月之内办理好工作签证。如

逾期未办，移民局会做进一步调查。如发现

没有合法的办理手续，移民局有可能作出遣

返出境的决定。此外，办理工作签证延期手

续期间不能工作。

其他注意事项

（1）根据移民局规定，所有依法获得移

民配额的雇主，必须在每年 1 月 14 日前填写

有关报表送交移民局稽查队，并提供 1 年来

在加纳雇佣的所有外籍员工的姓名和地址。

                                          

①    中国驻加纳使馆《中国公民旅居加纳手册》（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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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交者，公司被处以 1000 塞地的罚款。

（2）根据移民局规定，如有员工离职或

家属长时间离开加纳，公司或户主应写信告

知移民局。有居留签证的家属如果长时间离

开加纳未写信告知移民局，再来加纳办理居

留签证时，移民局会要求按每月 80 塞地的金

额补交罚款后再为其办理。

（3）办理签证后要保存好小票和银行单

据。送交移民局的信件要一式两份，在移民

局盖章后自留一份作为备份。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和住宿用房

国内外房地产开发商虽然在不断新建住

房，但住房不足仍是加纳面临的持续性难题。

特别是在首都阿克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组

织在这里设立地区办事机构，加剧了住房短

缺，推高了房屋租赁的价格。此外，加纳人

无法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住房，许多人只能租

房，这也使外国企业或外国人在加纳大城市

尤其是阿克拉租到合适的办公和住宿用房变

得更加困难。

加纳的房租并不便宜。在阿克拉，三居

室的公寓平均月租金为 2500 美元到 3000 美

元。虽然法律规定出租人只能提前收取 6 个

月的租金作为定金，但出租人一般会提前收

取 1~3 年的租金。

阿克拉出租房屋较多的街区有 Canton-

ments、East Legon、Labone、North Ridge、

Ringway  Estates 和 Tesano。随着城市改造

项目的实施，Roman  Ridge、Dzorwulu 和 New 

Achimota  3 个街区以及 Spintex 路两侧的房

屋出租渐成气候。

加纳可供出租的房屋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独立式住宅和综合办公区。独立式住宅较为

私密，并带有庭院。综合办公区里有联排别

墅、公寓楼、平房院落可供承租人选择，并

配套娱乐和生活设施。目前，在综合办公区

租房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加纳短租房（Vacation  Rentals）的房

源较为充足，从海边别墅到酒店客房，可供

选择的余地较大。短租房一般都配备有家具、

电器和厨房用品等，其中一些提供互联网联

接。短租房适合在加纳短期居住的外国人租住。

2.2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一些在加纳居住的外国人反映，他们

租到房子的办法：一是靠熟人的介绍；二

是从广告牌上获得信息；三是查阅刊登在

报纸上的房屋租赁广告。《每日写真报》

（Daily Graphic）和《加纳时报》（Ghanaian 

Times）上刊登有房屋租售分类广告，不过这

些广告只刊登在报纸上，不在其网站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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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检索门户网站获取房屋租赁

信息。加纳新闻网（www.ghanaweb.com）、加

纳商务网（www.businessghana.com）是两个

较为常用的网站，在其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

字“在加纳租房”（Rentals  in  Ghana），

会检索到数以百计的相关网址。

此外，还可以通过房屋中介机构进行房屋

租赁。房屋中介机构的收费较高，通常会收取

年租金的10%或1个月的租金作为中介手续费。

布罗尔（加纳）（Broll Ghana Limited）、

大众房产（Volks Property Solutions）和斯

瓦米房产（Swami  India  Ghana）可以提供房

屋租售服务。

布罗尔（加纳）
Broll Ghana Limited

电话        +233-302-672888

网址        https://www.brollghana.com

邮箱        ghana@broll.com

地址
        7th Floor, Ridge Tower, 6th Avenue, 

                Ridge, Accra, Ghana

斯瓦米房产
Swami India Ghana Limited

电话        +233-269-870038

网址        www.swamiindiaghanaltd.com

邮箱        info@swamiindiaghanaltd.com

地址

        Plot No 97 & 98, Ringway Link, 
　　　　Ringway Estates, Osu P O Box KA 
　　　　9060, Kotoka International Airport
　　　　Accra, Ghana

大众房产
Volks Property Solutions

电话        +233-505-554999

网址        www.volksproperty.com

邮箱        info@volksproperty.com

地址
        Kwame Nkrumah Boulevard, Apollo 

　　　　Junction, House No. Pt21b, Tarkoradi-
　　　　Ghana

2.3 租房注意事项

订立租约前

多观察。要对房屋进行多次实地察看，

建议在一天的不同时段（包括晚上）前去，

以便更好地了解周围邻居及治安情况。

多询问。不要以为在房屋中所看到的物

品会理所当然地在订立租约后为承租人所使

用，要向出租人询问厨房用具、家具、家用

电器、水箱、发电机等是否连同房屋一起出

租。要确认是否有停车场地、储物空间以及

是否有公共池塘、庭院等。如果通过中介机

构租房，要问清楚手续费是由出租人负担还

是由承租人负担，一些中介机构往往两头收费。

多检查。检查房屋状况，确定门窗、锁

具、水龙头、下水道、屋顶等是否状态良好。

订立租约

租约中要说明厨房用具、家具、家用电

器、水箱、发电机等是否连同房屋一起出租，

并列出清单。此外，租约中也要把房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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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结果列出清单。

承租人可以在租期未满时退租，但需提

前 3 个月通知出租人。承租人有时候未必能

够及时拿到剩余的定金，因为出租人可能已

将定金用于投资或者消费。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

基本情况

加纳医疗卫生体系的主管部门为卫生部，

负责监管和评估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机构，制

定行业管理规章制度。加纳的医院分为公立医

院和诊所、私立医院和诊所。教会组织（主要

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农村地区建立的健康

中心主要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救助。

加纳全国有公立医院 1800 余家，私人医

院和诊所1300余家，教会健康中心200余家。

加纳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院和诊所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基

本的医疗保障。

长期以来，加纳缺医少药，医疗水平和

设施十分落后。根据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

叶刀》在其 2018 年 5 月发布的《全球医疗质

量和可及性指数》（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HAQI），在全球 195 个国家

和地区中，加纳排名第 153 位。

就医

外国人可以到加纳的公立医院和诊所、

私立医院和诊所接受诊治。很多富裕的加纳

人和外国人更愿意到国外就医，特别是进行

专科的诊断、检查和治疗。

公立医院就医。多数公立医院由政府出

资。在过去的 10 年间，加纳政府在医疗卫生

领域的投入增长了 3 倍以上，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距，公立医

院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和就诊者人满为患的问

题。阿克拉等大城市的公立医院条件相对较

好，可提供一般性的综合医疗服务，但难以

进行专科的诊断、检查和治疗。

私立医院和诊所就医。私立医院和诊所

加纳《租赁法》（1963）和《租赁管理法》（1986）严禁房屋出租人随意提高房

租和驱逐承租人。加纳工作和住房部（Ministry of Works and Housing）所属的租赁管

理局（Rent Control Department）负责处理解决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产生的纠纷，但

其效率和廉洁性一度受到置疑。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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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较多的现代化医疗设备，且医疗水平相

对公立医院较高，就诊等候的时间较短，收

取的费用也较高。不同私立医院和诊所的服

务质量存在差异，在外国人聚居的社区开办

的私立医院和诊所设备更为先进，环境更为

舒适，且医护人员通常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阿克拉拥有全国最好的私立医院和诊

所，其中包括：欧罗凯尔诊断和心血管中心

（Euracare Advanced Diagnostics and Heart 

Centre）、福克斯矫形医院（FOCOS Orthopedic 

Hospital）、尼亚荷医疗中心（Nyaho Medical 

Centre）、麦迪凡医院（Medifem Hospital）、

加加医疗中心（Ghana-Canada Medical Centre）、

李斯特医院（Lister Hospital）、C&J医院（C&J 

Medicare Hospital）、信任集团医院（Trust 

Group of Hospitals）、德尔国际医院（DEL 

International Hospital）等。

在中国援加纳医疗队就医。在加纳的中

国人可以到中国援加纳医疗队检查咨询。中

国援加纳医疗队电话：+233-050-9247285。

买药

加纳全国有 550 多家药店，主要分布在

大的城镇，一些药店 24 小时营业。只有获

得证书的药店才能出售处方药。何种药品可

以出售由加纳卫生部所属的加纳药店委员会

规定。加纳药店委员会网址：http://www.

pcghana.org。

患有慢性疾病或需服用处方药的外国

人，建议带一定量的所需药品到加纳，同时

携带医生处方和药品通用名称的复件印。需

要注意的是，有些药品在加纳受到管制，包

括安眠药、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物、强力止

痛药等，患者需有医生的诊断证明书。

加纳的一些药店可能会销售假冒药或劣质药，建议到附属于具有良好信誉的医院或诊

所的药店购药。此外，虽然抗疟疾药在加纳全国的药店都可以买到，建议外国人在本国购

买以确保疗效。如在加纳购买，建议购买阿托硅酮、多西环素、美尔奎宁，以避免其他劣

质药引起的不良副作用。此外，加纳常见疾病主要有肠道传染病（霍乱、伤寒和副伤寒、

细菌性食物中毒）、黄热病、疟疾、艾滋病等，要注意了解致病原因，做好防护工作。

特别提示

3.2 保险

医疗保险

国 家 健 康 保 险。2003 年，针对诊治疟

疾、腹泻、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

加纳政府出台全国健康保险计划（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NHIS），为参保

者提供部分医疗费，且低入者和自由职业者

的保险费可以浮动。不过，患者仍需负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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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加纳医院和诊所都接受全国健康保险计划，而且，许多疾病的诊治

也不在全国健康保险计划的覆盖之内。可以通过加纳医院网（http://ghanahospitals.

org）进行检索，该网站介绍各医院和诊所的服务项目和专长，以及该医院或诊所是否

得到全国健康保险计划认可，是否接受健康保险。

特别提示

商业健康保险。在加纳工作、生活、求

学的外国人为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可购买

健康保险。一些加纳本土的私人健康保险公

司可提供相关服务，不过外国人较多选择跨

国保险公司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这些跨国保

险公司的险种更为全面、覆盖更为广泛、险

种组合的选择更为多样，且与加纳国内医疗

水平较高的医院合作，特别是支持参保者到

其他国家的医院接受治疗。

其他保险

一些跨国保险公司如安联人寿（Allianz 

Life Insurance）、大都会人寿保险（Metro-

politan  Life  Insurance）、耆卫保险公司

（Old Mutual）在加纳设立有分支机构，针对

个人及其家庭设计了种类丰富的保险产品，且

为了方便客户咨询和购买，一般会在其官方网

站上标示多个联系电话，设有专人负责应答。

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一般有：车险

（可以覆盖加纳国内与国外）、旅游险（可以

覆盖加纳国内与国外）、房屋险、储蓄与投资

险、医疗及国际救助险（可以覆盖加纳国内与

国外）、个人事故保险和集体个人事故保险等。

安联人寿保险（加纳）
Allianz Life Insurance Ghana Limited

网址        www.allianz-ghana.com

电话        +233-302-789074/772980

　　        18 North Airport Road Adjacent 
地址　　Villagio Apartments, West Airport 
　　　　Residential Area, Ghana

大都会人寿保险（加纳）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Ghana Limited

网址        www.metropolitan.com.gh

电话        +233-302-633933

　　　　No. 81 Tabon Link North Ridge 
地址　　Crescent near DHL offices-North 
　　　　Ridge, Ghana

耆卫人寿保险（加纳）
Old Mutual Life Assurance Company Ghana

网址        www.oldmutual.com.gh

电话        +233-302-230638/230646

地址　　House No. 4 Dr. Paul Acquah Street, 
　　　　Accra, Ghana

部分医疗费用。在加纳生活的外国人可以参加全国健康保险计划，参保费用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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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设银行账户

加纳的 23 家商业银行均可为加纳人和外

国人开设银行账户，各银行对开设银行账户

的要求会有所不同。大多数银行会要求现场

办理开设银行账户的手续。如果文件齐全，

一般会在 3 天内办理完毕。商业银行的营业

时间为周一到周五，通常早 8:30 开始营业，

下午 4:30 到 5:00 停止营业。一些银行如泛

非银行（Ecobank）、加纳农业开发银行（ADB）

等在周六也正常营业。

4.1 开设个人账户

外国人在加纳开设个人账户的手续比较

简单，填写表格并提交必要的文件即可。必

要的文件一般包括：

（1）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

（2）居住地证明；

（3）纳税人识别号（税号）；

（4）护照照片；

（5）工作和居留许可；

（6）外国人本国银行的介绍信；

（7）一些银行会要求提交该银行一位账

户持有人的介绍信或申请人的雇主的介绍信。

新开设的个人账户需存入 6~9 美元的初

始存款。

4.2 开设公司账户

在加纳开设公司账户，也需填写表格并

提供必要的文件。必要的文件一般包括：

（1）公司注册证书；

（2）账户签字人照片（护照照片大小）、

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居留许可（如果

账户签字人为外国人）；

（3）所有董事及账户签字人的居住地址

证明文件；

（4）公司现办公地址证明文件；

（5）年度纳税申报表（注册 1 年以上的

公司适用）；

（6）印花税票和公司章程（注册未满 1

年的公司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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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买车驾车

驾照

在加纳驾车，须持有国际驾照或加纳

本国驾照。加纳司机和车辆注册局（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uthority，DVLA）

负责签发驾照和车辆登记证书。外国驾照须

在司机和车辆管理局办理转换手续，转换成

加纳本国驾照。可以通过加纳司机和车辆注册

局官网在网上办理驾照转换。加纳司机和车辆

注册局网址：http://www.dvla.gov.gh。

办理驾照转换所需材料包括：申请人有

效的外国驾照，在加纳居留的必备文件（居

留时间至少为1年），外国驾照复印件一份，

非加纳公民卡，加纳雇主开具的证明，驾照

签发机构或使馆出具的认证。办理驾照转换

的流程如图 6-1 所示。

图 6-1　办理驾照转换的流程①

路况及安全

加纳大城市的主干路为硬化道路，养护

较好。次干路及大城市外的道路大多路况欠

佳。许多交通事故发生在从阿克拉到海岸角

的公路上。

在夜晚驾车，特别是夜晚在大城市外驾

车，有较高风险，因为街灯的亮度不够，有

些道路没有街灯，有些车不开车灯，且行人、

骑自行车的人以及动物都会占用道路，其行

为难以预判。司机驾车时容易情绪急躁、车

辆保养状况欠佳以及车辆超载等，都对交通

安全构成了威胁。

有人会故意撞到车上假装受伤，向驾车

者索要财物，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人群密集

的城区。

驾车时要锁好车门并升上车窗。夜间开

车如发现可疑车辆尾随不要直接回家，可开

到附近的警察局。不要搭乘陌生人车辆，也

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车。不要把贵重物品留

在车内容易被看到的地方，以防被砸车。要

随身携带驾照、护照或复印件，遇到警察检

                                          

①    加纳司机和车辆注册局 .http://www.dvla.gov.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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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时候应先让对方出示证件并记下名字、

警车号。如在晚间僻静处遇到警察盘查，不

要让其上车，并且要提高警惕。

交通事故处理

发生交通事故时，可参考以下交通事故

处理要点冷静处理。

（1）立刻拨打 191 报警；

（2）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听取专业意见

建议；

（3）拍照。事发现场车辆状态，对方车

辆牌照，保险凭证（在挡风玻璃上），对方

司机驾照，受伤人员，对方保险公司单据，

附近的限速标识、减速标识等；

（4）保管好贵重物品，特别注意要随身

携带手机；

（5）如果发生医疗费用，要保管好各种

收据，并要求医院及时出具符合规定的医疗

报告。如果需要回中国就医，要求加纳医院

在医疗报告中注明；

（6）取得符合规定的交通事故处理报告；

（7）及时咨询律师；

（8）不要在事故现场过度争论。如果警

察迟迟未到，而双方矛盾激化，速到附近的

警察局报警。

车险

加纳主要有有 3种车辆保险：第三者责任

险（Third Party Cover）、第三方火灾和盗

窃险（Third Party Fire & Theft Cover）、

全险（Comprehensive Cover）。保费根据所

选择的保险种类、保险组合和保险公司的不

同而有所区别。

第三者责任险。负责保险车辆在使用中造

成他人（即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

损毁的赔偿责任。有的保险公司规定，第三者

责任险中财产直接损毁的保险金额最低为 2000

塞地，人身伤亡的保险金额不设上限。

第三方火灾和盗窃险。负责保险车辆在

遭遇火灾和盗窃时的赔偿责任。

全险。除上述第三者责任险和第三方火

灾和盗窃险对保险车辆的赔偿责任外，还涉

及赔偿包括发生意外事故引发的车辆撞击或

翻倒，外部爆炸、车辆自燃、闪电引起的车

辆损毁，洪水、暴风雨、台风、火山喷发、

地震等引起的车辆损毁，他人恶意破坏等。

全险需缴纳的保费较高，有的保险公司可达

到 5000 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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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8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关国际组织建立了 382 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

工作网络。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地方各级和行业贸促会数量已超过 1000 家。贸促会和贸促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奋力推进新时代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一流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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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加纳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 网址 电话 邮箱

1
贸易和工业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http://www.moti.
gov.gh

+233-302-686528
+233-302-686525

info@moti.gov.gh

2
财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https://www.mofep.
gov.gh

+233-302-747197 info@mofep.gov.gh

3
通讯部
Ministry of Communi-
cations

https://www.moc.
gov.gh

+233-302-666465 info@moc.gov.gh

4

环境、科技和创新部
Ministry of Environ-
ment, Science, Tech-
nology & Innovation

http://mesti.gov.gh
+233-302-666049
+233-302-688913/688 663

contact@mesti.gov.
gh

5

就业和劳资关系部
Ministry of Employ-
ment and Labour Rela-
tions

http://www.melr.
gov.gh

+233-302-665797 info@melr.gov.gh

6
卫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moh.
gov.gh

+233-302-665651 info@moh.gov.gh

7
公路和高速公路部
Ministry of Roads & 
Highways

https://www.mrh.
gov.gh

+233-302-671328
+233-200-119979

—

8
加纳中央银行
Bank of Ghana

https://www.bog.
gov.gh

+233-302-666174-6
bogsecretary@bog.
gov.gh

9
加纳税务局
Ghana Revenue Au-
thority

https://gra.gov.gh
+233-800-900102
+233-800-373374

info@gra.gov.gh

10
加纳统计局
Ghana Statistical Service

https://statsghana.
gov.g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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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网址 电话 邮箱

11
环境保护事务局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Agency 

http://www.epa.
gov.gh

+233-302-664697-8
+233-302-662690

info@epa.gov.gh

12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Ghana Investment Pro-
motion Centre

https://www.gip-
cghana.com

+233-302-665125-9
info@gipcghana.
com

13
加纳免税区管理局
Ghana Free Zones Au-
thority

https://gfzb.gov.gh
+233-302-780535
+233-242-174534

info@gfzb.local

14
全国通讯局
National Communica-
tions Authority

https://www.nca.
org.gh

+233-302-776621
+233-302-771701

info@nca.org.gh

15
加纳码头和港口局
Ghana Ports and Har-
bours Authority

https://www.gha- 
naports.gov.gh

+233-303-202631-39
headquarters@gha-
na- ports.gov.gh

16
加纳健康局
Ghana Health Service

https://www.gha-
nahealthservice.org

+233-302-682709
+233-302-687821

info@ghsmail.org

17
司机和车辆注册局
Driver and Vehicle Li-
censing Authority

http://www.dvla.
gov.gh

+233-302-764529 info@dvla.gov.gh

18
数据保护委员会
Data Protection Com-
mission

https://www.data-
protection.org.gh

+233-302-222929
nfo@dataprotection.
org.gh

19
全国保险委员会
National Insurance 
Commission

https://nicgh.org
+233-302-238300                
+233-302-238301       

info@nicgh.org

20
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ttps://sec.gov.gh
+233-302-768970-2
+233-800100065

info@sec.gov.gh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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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加纳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 地址 电话 网址 邮箱

1

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加纳

大使馆

6 Agostino Neto 

Road, Airport 

Residential Area, 

Accra, Ghana

+233-302-780690

（一般业务咨询）

+233-302-797437

（签证、护照、公认证

业务咨询） 

+233-545-596508

（领事保护）

http://gh.chi-

na-embassy.org

chinaemb_gh@mfa.

gov.cn

2

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加纳

大使馆经济

商务处

No.8, Agosti-

no Neto Road, 

Airport Residen-

tial Area, Accra, 

Ghana

+233-244-323968

+233-244-323978 

+233-244-335765

http://gh.mof-

com.gov.cn
gh@mofcom.gov.cn

3
加纳中资企

业商会

Tang Palace Ho-

tel, No.6 Borstal 

Avenue, South 

Airport Residen-

tial Area, Accra, 

Ghana

+233-555-940606

微信公众号：

加纳中资企业

商会

ceccg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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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加纳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名称 网址 电话 邮箱

加纳全国工商会

Ghana Natiomal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https://www.

ghanachamber.org

+233-302-662860

+233-544-114306
info@ghanachamb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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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加纳部分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 网址   联系方式 地址

1
AudreyGrey

律师事务所
https://audreygrey.com

电话：+233- 302-913994

　　　+233-244-631 938

邮箱：info@audreygrey.com

Suite 102 Zuriel Fort,

16 Mensah Woode 

Road East Legon-Accra, 

Ghana

2
B&P Associates

律师事务所
https://bpaghana.com

电话：+233-302-765-617

　　　+233-307-001-566

邮箱：info@bpaghana.com

House No. 99A, 4th 

Norla Street Labone-

Accra, Ghana

3
Mercer & Company

律师事务所

www.

mercerandcompany.com

电话：+233-302-631646

邮箱：mail@mercerandc-

　　　ompany.com

4th Floor, Heritage 

Tower, Cruikshank 

Road,Ridge 

Ambassadorial Enclave 

Accra, Ghana

4

Clinton

咨询律师事务所

 Law Office of 

Clinton Consultancy

https://

clintonconsultancy.com

电话：+233-272522695

邮箱：info@ clintoncon-

　　　sultancy.com

Presidential Floor, 

Movenpick Ambassador,  

Independence Avenue, 

Ridge, Accra, Ghana

5

联合法律咨询

Integrated Legal 

Consultants

https://integratedlegal-

consultants.com
电话：+233-302-770496

No. 12 Nii Amaah 

Ollenu Street, Airport 

West, Accra, Ghana

6
Shawbell 咨询

ShawbellConsulting

https://www.shawbe-

llconsulting.com

电话：+233-302- 774112/767498

　　　+233-208149262

邮箱：info@shawbellghana.com

Ring Road East, 9 

Klottey Crescent

Labone Junction By-

Pass, North Labone, 

Accra Ghana

7

AA&K 

咨询服务公司

AA&K Consulting 

Services Limited 

(Ghana)

https://www.aakgh.

com

电话：+233-302-256224/5

邮箱：aak@ghana.com

No. 7, 9th Street,

Tesano, Accra,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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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网址   联系方式 地址

8

AGN 注册会计师事

务所

A.G. Neequaye 

Accounting Services

https://www.agngh.

com

电话：+233-268766494

邮箱：info@agngh.com

Sal Valley, Kanda Post 

Office， Accra, Ghana

9
普华永道加纳

PwC Ghana

https://www.pwc.

com/gh/en.html
电话：+233-302-761500

A4 Rangoon Lane, 

Cantonments City,

PMB CT 42, 

Cantonments,

Accra, Ghana

10
毕马威加纳

KPMG GHana

https://home.kpmg/

gh/en/home.html
电话：+233-302-777173

Marlin House

13 Yiyiwa Drive Off 

The Olusegun Obasanjo 

Way (formerly Achimota 

Road) Abelenkpe, Accra 

Ghana

11

德勤加纳

Deloitte & Touche 

Ghana

https://www2.deloitte.

com/gh/en.html

电话 :+233-302-775355

　　　+233-302-770559

邮箱：ghdeloitte@deloitte.com

The Deloitte Place

Plot No. 71, Off George 

Walker Bush Highway

North Dzorwulu，

Accra,Ghana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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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加纳中资企业一览表

附录六

加纳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公司名称 联系电话

1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加纳经理部 +233-246-411595

2 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驻加纳经理部 +233-244-328668

3 华为科技（加纳）有限公司 +233-245-330298

4 安徽凯泰集团公司 +233-302-335281

5 华山国际工程加纳有限公司 +233-302-501127

6 中国葛洲坝集团  +233-247-079834

7 中铁五局  +233-302-400932

8 深能安所固电力（加纳）有限公司 +233-302-202383

9 华陇加纳集团总公司 +233-244-323898

10 中兴加纳公司  +233-541-600759

11 中国通信服务加纳公司 +233-302-766358

12 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233-246-887008

13 中国水产总公司驻加纳代表处 +233-303-211136

14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33-302-632522

15 森大国际集团 +233-302-665732

16 森拓钢铁有限公司  +233-541-712249

17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  +233-249-424099

1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33-543-57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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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加纳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名称 简介 官网

1

西非采掘业和电力展览会

（West African Mining &

Power Exhibition, WAMPEX）

两年一届。西非国家采掘业和电力行业

的代表性展会，平均每届吸引 16 个国家

以上的 90 多位展商参展，2500 多位专业

观众参会。展会配套举办西非采掘业和

电 力 会 议（West African Mining & Power 

Conference,  WAMPOC），政府高级官员

与业界领袖探讨交流。下一届（第十六届）

举办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4 日；举办

地点：阿克拉；主办方：dmg events。

https://www.

wampexwestafrica.com

2

西部和中部非洲采掘业峰会

暨博览会

（West & Central Africa 

Mining Summit & Expo, 

WaCA Mining）

每年一届。聚合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国家

采掘业企业、政府官员、投资者和配套服

务提供商的平台。平均每届吸引 500 多位

展商参展，观众人数在 2~5 万之间。下一

届（第十一届）举办时间：2021 年 10 月

5 日—6 日；举办地点：阿克拉；主办方：

Magenta Global Pte Ltd。

http://www.magenta-

global.com.sg/eventcon- 

ference.php

3
加纳贸易展览会

（Ghana Trade Show, GTS）

每年一届。西非、中非地区重要的国际贸

易展会之一，也是了解西非、中非市场需

求的重要窗口，平均每届吸引 10 个国家

的 300 多位展商参展。下一届举办时间：

2021 年 1 月 28 日—30 日；举办地点：阿

克拉；主办方：Grow Exhibition 。

https://growexh.com/

ghanatradeshow/index.

html

4
加纳中国贸易周

（China Trade Week Ghana）

每年一届。在加纳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中国

商品展览会。中国贸易周于 2017 年落地

加纳，并于 2018 年、2019 年举办第二、

第三届加纳中国贸易周。第四届加纳中

国贸易周举办时间：2020 年 10 月 6 日—

8 日；举办地点：阿克拉；主办方：MIE 

Events。

https://ctwgh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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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简介 官网

5

加纳国际建筑、建材和房地

产展览会

（Ghana Build,  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Exhibition）

每年一届。平均每届吸引 100 多位展商参

展，主要来自加纳、土耳其、意大利、印

度、中国、南非和葡萄牙等国家。第八届

展会举办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7 日；

举办地点：阿克拉；主办方：Point Expo 

Limited。

http://www.ghanabuild.

org

6
西非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Autoparts West Africa）

每年一届。展示汽车零部件以及汽车服务

商提供的服务。原拟于 9 月 3 日—5 日在

阿克拉举办的 2020 年西非汽车零部件展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取消。主办方：

Verifair。

www.autopartswestafrica.

com

7

加纳采掘业和能源峰会

（Ghana Mining & Energy 

Summit, GMES）

每年一届。汇聚采掘业和能源行业的企

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互动交流，探

讨行业最新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市场机

遇。2020 年峰会拟于 2020 年 6 月 3 日—

5 日在阿克拉举办，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取消。主办方：加纳采掘业商会（Ghana 

Chamber of Mines）。

https://www.ghanami-

ningsummit.com

8

非洲贸易、运输和能源峰会

（African Trade, Transport 

and Energy Summit, ATTES)

两年一届。汇聚高端演讲者和企业，探讨

贸易、运输、能源领域重大议题，发掘商

机，并创造机会使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能

够互动交流。2021 年峰会将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26 日在阿克拉举办。主办方：

Alpha Port。

https://alphaports.com/

attes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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