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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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

和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

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为

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2 年是中国贸促会建会 70 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 70周

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发表重

要视频致辞时指出，中国贸促会要织密服

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中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体制

机制优势，坚持改革创新，全面加强贸易

投资促进工作，大力拓展商事法律服务，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高水平

应用型智库，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搭建平台、

提供信息、开展培训，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助力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推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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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经贸合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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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步履

维艰，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企业

需要及时、全面了解东道国（地区）营商

环境变化，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更

好做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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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国内外

专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了《企业对外投

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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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根据东道国

（地区）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

求等情况适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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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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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科特迪瓦（2022）

1　国家概况①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科特迪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ôte 

d'Ivoire，La République de Côte d'Ivoire，

简称科特迪瓦），位于非洲西部南海岸。东

邻加纳，南濒几内亚湾和大西洋，西与利比

里亚和几内亚交界，北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

为邻。科特迪瓦国土总面积为 322463 平方公

里，海岸线长约 550 公里，地势平坦，大部

分地区为广阔平原，海拔从南到北逐渐升高，

西北部为山区，最高峰为宁巴山（Nimba），

海拔 1752 米。①

科特迪瓦首都亚穆苏克罗（Yamoussou-

kro）位于零时区，比北京时间晚 8 小时，不

实行夏时制。

气候

科特迪瓦总体属热带气候，共有三个

主要气候带：亚赤道气候带（年降雨量超过

1500 毫米）、热带湿润气候带（降雨量为

1200~1500 毫米）和苏丹气候带（降雨量为

900~1200 毫米），分别位于该国南部、中部

和北部。③科特迪瓦4月至7月中旬为大雨季，

7 月中旬至 9 月为大旱季，9 月至 11 月为小

雨季，12 月至次年 3月为小旱季。

人口

科特迪瓦人口和住房普查（RGPH 2021）

结果显示，④2021 年科特迪瓦境内人口总数

为 2938.9 万人，其中科特迪瓦籍人口占比为

78%，非科特迪瓦国籍人口占 22%。科特迪瓦

城市人口占比为 52.5%，人口最多的城市为阿

比让市，聚集了 36% 的城市人口；人口数量

排名第二的城市为布瓦凯市，城市人口数占

比为 4.7%。科特迪瓦人口结构年轻化，0~18

岁的人口占比为 44.9%，18~35 岁的人口占比

为 30.7%。⑤全国有 69 个民族，分为 4 大族

系：分布于东南部的阿肯族系（Akan）（占

比 38%）、分布于西北部和西部的曼德族系

（Mandé）（占比 27%）、分布于东北部的沃尔

塔克族系（Voltaïque）（占比 16%）、位于班

达马以西的南部森林地区的克鲁族系（Krou）

（占比 9.1%）。

资源

科特迪瓦主要矿藏有钻石、黄金、锰、

镍、铀、铁和石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

2.2 亿桶，天然气储量为 1.1 万亿立方米，铁

矿石储量为15亿吨，铝矾土储量为12亿吨，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mfa.gov.cn.

②  科特迪瓦旅游部 . http://ci.chineseembassy.org.

③  科特迪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 .《国家气候变化战略文件 2015—2020》. https://environnement.gouv.ci.

④  科特迪瓦人口和住房普查（RGPH 2021）为最新发布的普查数据，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正式发布。

⑤  科特迪瓦国家统计局 . http://www.ins.ci.



  3

第一篇　科特迪瓦概况

图
1-

1　
科
特
迪
瓦
地
图

①

   
   

   
   

   
   

   
   

   
   

   
   

   
   

①
  

地
图

来
源

：
中

国
地

图
出

版
社

。



  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科特迪瓦（2022）

镍储量为 4.4 亿吨，锰储量为 3500 万吨。科

特迪瓦矿石资源开发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

目前仅有黄金、锰、镍和铝土实现了工业化开

采。2020 年，黄金、锰矿石和铝土矿产量分

别为 38.52 吨、1310.69 吨、272294 吨。①

科特迪瓦主要经济作物有可可、腰果、

椰子、咖啡、棉花和菠萝，是世界上最大的

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森林资源丰富，但因长

期砍伐，目前热带雨林面积仅约 200万公顷。

首都

首都亚穆苏克罗，人口约 37 万。②前

首都为经济中心城市阿比让（又称“经济首

都”），位于亚穆苏克罗以南 240 公里，人

口约 561.7 万。1983 年 3 月 12 日，科特迪瓦

政府将首都由阿比让（Abidjan）迁往亚穆

苏克罗，除 2018 年成立的参议院位于亚穆

苏克罗外，主要的政府机构和外交使团仍留

在阿比让。农业是亚穆苏克罗最重要的经济

活动，构成半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

的经济作物是可可和咖啡。第二产业以农

产品加工为主，第三产业主要由非正规部门③ 

构成。

行政区划

科特迪瓦行政区划分为地区（District）、

大区（Région）、省（Department）三级，

包括 14 个地区（2 个自治地区和 12 个普通地

区）、31 个大区、109 个省。

1.2 政治制度④

宪法

科特迪瓦现行宪法为 2016 年宪法，由科

特迪瓦全民公投通过。2016 年宪法规定，科

特迪瓦实行共和总统制，行政、立法和司法

三权分立。

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享有最高行政权力，由普选产生，任期

5 年，可连选连任一次。总理为政府首脑，由

总统任命。宪法规定了两院制议会，即国民

议会和参议院，为科特迪瓦国家最高立法机

构，议会成员每届任期 5年。

议会

本届国民议会于 2021 年 3 月选举产生，

在 255 个议席中，执政党统一党占 137 席，

反对派共占 91 席（其中民主党 63 席，人民

阵线 2 席，其他反对党 26 席），独立候选人

26席，空缺1席。阿马杜·苏马霍罗（Amadou 

Soumahoro）为国民议会议长。

根据 2016 年宪法，参议院共有 99 个席

位，其中三分之二通过选举产生，三分之一

                                           

①  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 . https://finances.gouv.ci.

②  科特迪瓦国家统计局 . http://www.ins.ci.

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非正规部门被广泛描述为劳资关系主要基于临时就业、亲属关系或个人和社会关系

的从事商品或服务生产的单位，雇员未签订正式且有保障的合同。

④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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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统任命。2018 年 3 月，参议院举行首次

选举，执政联盟获得 50 席，独立参议员获

得 16 席。原总统府负责政治对话和机构关

系的部长让诺·阿胡苏—夸迪奥（Jeannot 

Ahouss-Kouadio）当选首任参议长。

总统

科特迪瓦现任总统为阿拉萨内·德拉马

内·瓦塔拉（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

2011 年 5 月，瓦塔拉正式就任总统，2015

年 10 月获得连任。2020 年 7 月，统一党总

统选举候选人、总理库利巴利（Amadou Gon 

Coulibaly）因病去世，瓦塔拉以 94.27% 的

得票率连任总统，任期至 2025 年。

政府

本届政府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成立，由

国务部和其他 32 个政府部门组成。总理为帕

特里克·阿希（Patrick Achi），共有 3 位

国务部长，同时分别兼任外交部、非洲一体

化与海外侨民部部长，国防部长，农业与农

村发展部长。

                                           

①  根据科特迪瓦各政府部门官网信息整理。

表 1-1　科特迪瓦主要政府部门①

序号 部门 主要职能

1
外交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负责监测和执行科特迪瓦外交政策，对外代表科特迪瓦政

府，在国外保护科特迪瓦国民。为国家提供有助于开展双

边和多边国际关系的信息，就政治、法律、商业或社会事

务进行国际谈判。

2

经济与财政部

Ministère de I’Economie et des 

Finances

经济主管部门。负责执行政府的经济、财政和税收政策，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融资和债务谈判，管理中央财政支出。

3

预算与国有资产部

Ministère du Budget et du Porte-

feuille de l’Etat

确保执行政府在预算、海关、财政事务、公共合同管理和

国家投资组合管理方面的政策。

4

贸易与工业部

Ministere du Commerce et de I’In-

dustrie

贸易主管部门。职责为起草对外贸易法律文件；指导贸易

促进部门的工作，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参与起草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统一贸易法规；制定工业领域政策和法规，参

与管理工业用地；设计和实施新的工业发展计划，特别是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区等发展规划。

5

计划与发展部

Ministère du Plan et du Developpe-

ment

负责实施和监督政府发展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区域经济

发展和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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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①

科特迪瓦实行多党制，现有 150 多个合

法政党，主要有：

（1）争取民主与和平乌弗埃主义者联盟

（Rassemblement des Houphouëtistes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a Paix），简称统一党，

为科特迪瓦执政党。其前身是以共和人士联

盟（Rassemblement des Républicains） 为

主体的政党联盟。2018 年 7 月，统一党召开

成立大会，定名为“争取民主与和平乌弗埃

主义者联盟”，推举瓦塔拉为党主席，组建领

导委员会和临时机构。2019 年 1月，统一党召

开首届党代会，正式确认瓦塔拉为党主席。

（2）民主党（Parti Démocratique de 

Côte d'Ivoire）为反对党，于1946年成立，

创始人为科特迪瓦首任总统博瓦尼，是科特

迪瓦成立最早的政党，在阿肯族为主的中东

部地区特别是亚穆苏克罗和布瓦凯影响较大。

该党曾于 1960 年至 1999 年底执政。2010 年

该党总统候选人贝迪埃与瓦塔拉结成竞选联

盟，党成员加入瓦塔拉组成的新政府。2018

年 9 月，该党退出执政联盟。

（3）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Ivo-

irien）为主要反对党，1983 年于法国成立，

骨干力量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克鲁族

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及阿比让影响较大。

1.3 司法体系②

科特迪瓦司法机构主要包括初审法院、

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特别最高法庭。各级

法院设有相应的检察院或总检察院。最高法

院位于阿比让，下设总部、总检察院和总秘

书处。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尚特尔·纳纳巴·

卡 马 拉（Chantal Nanaba Camara）， 现 任

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哈达德·苏珊娜（Haddad 

Suzanne）。

1.4 外交关系

科特迪瓦奉行独立、主权平等和不干涉

内政的外交政策，强调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

科特迪瓦同约 90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是

联合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CEDEAO）、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nion 

économique et monétaire ouest-africaine，

UEMOA）（以下简称“西非经货联盟”）、非

洲联盟（African Union）、萨赫勒—撒哈

拉国家共同体（La communauté des Etats 

Sahelo-sahariens，CEN SAD）、不结盟运动

（Mouvement des non-alignés）、伊斯兰

合 作 组 织（Organisation de la Coopera-

tion Islamique，OCI）、法语国家组织（Or-

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

honie，OIF）等多个国际组织成员国。

与中国关系③

1983 年，中国和科特迪瓦正式建交。建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mfa.gov.cn.

②  科特迪瓦政府官网 . https://www.gouv.ci.

③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整理 . https://www.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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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关系等方

面发展顺利。2018 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举行会谈，两

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双边

关系。

在教育领域，中国自 1985 年开始接收

科特迪瓦奖学金留学生；2015 年，阿比让博

瓦尼大学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在文化领域，

1992 年中科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双方政府和

民间艺术团体交流演访频繁；2018 年，中科

签署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科守望相助，

相互支持。中国政府和民间各界先后向科特

迪瓦提供多批抗疫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

组赴科，同当地机构深入交流，分享抗疫经

验，培训医护人员。2021 年 6 月，中国政府

援助科特迪瓦政府的 10 万剂新冠病毒疫苗运

抵阿比让国际机场。

与法国关系

法国与科特迪瓦于 1961 年建交，并保持

良好政治关系。①法国是科特迪瓦第二大贸易

伙伴，科特迪瓦是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第三大贸易伙伴。2021 年，法国对科特迪

瓦的出口额为 14 亿欧元，自科特迪瓦进口额

为8.48亿欧元。法国是科特迪瓦主要捐助国，

2009 年，法国免除科特迪瓦 4.55 亿美元的债

务，推迟了 22 亿美元债务偿还期限。2012 年

6 月，法国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取消了对科特迪

瓦 99.5% 的债权，约合 65 亿美元。②作为取

消债权的补充，两国签订了债务减免和发展

合同（C2D），科特迪瓦继续履行偿债义务，

但一旦还清债务，法国将提供一笔同等金额

的赠款，用于资助与科特迪瓦共同商定的减

贫计划，涉及改善饮水条件、交通基础设施，

促进教育和就业，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③

与美国关系④

1960年，美国与科特迪瓦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近年对科特迪瓦投资和援助增加较快，

2009 年，美国免除科特迪瓦 1231.4 亿西非法

郎债务；2012 年 9 月，美向科特迪瓦提供总

额 64 亿西非法郎援助，用于加强科特迪瓦议

会立法机构建设、司法机构的办公楼修缮与

设备购置。2011 年 10 月，科特迪瓦成为美

国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的适用对象

国，美国对进口原产于科特迪瓦的产品给予

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2014 年 8 月，美国

与西非经货联盟签署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TIFA）。

                                           

①  科特迪瓦驻法国大使馆 . https://france.diplomatie.gouv.ci.

②  科特迪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债穷国（HIPC）倡议中接受债务减免的国家之一，其在 2009 年达到该倡议决

策点，享受临时债务减免；于 2012 年达到倡议完成点，享受永久性债务减免。

③  法国外交部 .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

④  科特迪瓦驻美国大使馆 . https://ambac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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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其他各国关系①

科特迪瓦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尤其是

同西非地区各国的关系。瓦塔拉上任后，先

后访问了西非经货联盟其他所有成员国和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大部分成员国，并于 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3 月担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执行主席，于 2016 年 1 月担任西非经货联

盟轮值主席。科特迪瓦与布基纳法索签有友

好合作条约，2012 年 11 月，瓦塔拉总统于瓦

加杜古参加首脑会议。科特迪瓦与尼日利亚

签有多领域双边协议，两国于 2013 年成立联

合合作委员会。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科特迪瓦投资，需了解当地社

会人文基本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交流合作。

                                           

①  科特迪瓦外交部 . https://www.mfa.gov.cn.

②  根据科特迪瓦外交部、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和科特迪瓦政府网站信息整理。

表 1-2　科特迪瓦社会人文基本信息②

民族 全国共有 69 个民族，分为 4 个族系：阿肯族系、曼德族系、沃尔塔克族系和克鲁族系。

语言 官方语言为法语，全国大部分地区通用迪乌拉语（无文字）。

货币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简称西非法郎（FCFA），货币编号为 XOF，与欧元保持固定汇率：

1 欧元 =655.957 西非法郎。

宗教 42.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39.8％信奉基督教，12.6% 无宗教信仰，其余信奉原始宗教（拜

物教）等。

国旗 科特迪瓦国旗由三条宽度相同竖带组成，从左向右依次为橙色、白色、绿色。

国徽 科特迪瓦国徽由一只大象、两棵棕榈树和一个升起的太阳组成。

国家格言 团结、纪律和劳动。

国歌 《阿比让舞曲》（L’Abidjanaise）

重要节日 国家独立日（8 月 7 日），国庆节（12 月 7 日）；伊斯兰传统节日，如圣纪节（伊斯兰教

历 3 月 12 日）、开斋节（伊斯兰教历 10 月 1 日）、古尔邦节（伊斯兰教历 12 月 10 日）；

基督教的复活节、圣诞节等传统节日。遇以上节日均放假。

主要城市 亚穆苏克罗、阿比让

风俗习惯 ● 饮食：科特迪瓦人饮食因居住地和宗教不同而存在差异。北部地区居民主食是高粱、小

米，东部、中部地区的居民以大薯、木薯为主食，西部粮食罕见，但树果、蔬菜丰富，

人们用水果当主食。科特迪瓦人以牛羊肉为副食，有食用刺激食品的嗜好，喜欢将烤鱼、

鸡、牛肉、虾等与辣椒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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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2011 年，科特迪瓦政府制定国家总体发

展规划，专注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就业创

造和改善营商环境，扶持港口、石油等重点

部门，振兴咖啡、可可等支柱产业，通过整

顿金融市场、改善投资环境，在吸引外资和

经济发展上取得一定成效。2012—2019 年，

科特迪瓦 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 8.9%，是西非

国家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GDP 总量在

西非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尼日利亚和

加纳。①

经济增长率

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科特迪瓦经济仍实现了 1.95% 的增长。2021

年，科特迪瓦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国内生产

总值为 38.44 万亿西非法郎（约合 663.3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6.55%。2011—2021 年科

特迪瓦 GDP 及增长率见图 1-2。

                                           

①  非洲开发银行《2021 年西非经济展望》. https://www.afdb.org.

● 服饰：男性的传统服饰为“布布”，以两幅天蓝或雪白的棉布横拼而成，圆领无袖，长

及脚面，身穿“布布”需搭配针织小帽或白布缠头。女性的传统服饰为“帕涅”，花色

多样，样式统一为用布齐两腋或在腰间围成。各族部落人民有佩戴饰物的传统，西部居

民喜爱骨制饰物，中部和沿海部族居民喜爱玉石、宝石饰物，黄金饰物是科特迪瓦珍贵

的饰物代表。
● 居住：在城市地区，居民住宅为现代化的平房建筑；在农村地区，各族居民保留了几个

世纪单调划一、泥土做墙、结草织叶为顶的传统茅屋棚户。
● 礼仪：科特迪瓦人讲究称谓，认为得体的称谓可以给人文明礼貌的印象。外国人同本地

朋友约会须事先联系、确定时间地点并准时赴约。人们交谈时，注意聆听对方的言谈，

不轻易打断。宴会上，科特迪瓦人一般不劝酒，而是把一瓶酒交给客人，由客人自饮自

斟。
● 禁忌：不应对街道上的人、物拍照，科特迪瓦人认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拍照是极不礼

貌的行为，如想对人、物拍照，需提前征得当事人、物主的同意。信奉伊斯兰教者禁食

猪肉，吃饭用右手抓食。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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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

2021 年，科特迪瓦财政收入为 4.31 万

亿西非法郎（约合 74.37 亿美元），②其中

税收收入占总体财政收入的 92.3%，财政支

出为 6.88 万亿西非法郎，财政赤字为 2.57

万亿西非法郎，财政赤字占当年 GDP 比重为

6.69%。③2016—2021 年科特迪瓦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见图 1-3。

图 1-2　2011—2021 年科特迪瓦GDP及增长率①

                                           

①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edenpub.bceao.int.

②  2021 年 12 月 31 日，1 美元 =579.5 西非法郎。

③  科特迪瓦预算与国有资产部 . https://budget.gouv.ci.

④  科特迪瓦经济预测、政策和统计局 . https://www.dppse.ci.

图 1-3　2016—2021 年科特迪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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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科特迪瓦未偿

公共债务余额为 20.27 万亿西非法郎（约合

349.78 亿美元），①与上年年底 16.81 万亿

西非法郎相比增长了 20.65%，占 GDP 比重为

51.7%，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1 个百分点，其

中外部债务为12.31万亿西非法郎（60.7%），

内部债务为 7.96 亿西非法郎（39.3%）。

2017—2021年科特迪瓦公共债务结构及占GDP

比重见图 1-4。

国际收支

除 2011 年和 2014 年科特迪瓦经常账户

有盈余，其经常账户常年赤字（见 1-5）。

                                           

①  2021 年 12 月 31 日，1 美元 =579.5 西非法郎。

②  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 . https://finances.gouv.ci.

③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edenpub.bceao.int.

图 1-4　2017—2021 年科特迪瓦公共债务结构及占GDP比重②

图 1-5　2011—2021 年科特迪瓦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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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

2021年，科特迪瓦的通货膨胀率为4.2%，

比上一年度提高 1.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食

品价格上涨。①2012—2019 年，科特迪瓦通胀

保持在较低水平（见图 1-6）。

                                           

①  非洲开发银行 .《2022 年西非经济展望》。

②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edenpub.bceao.int.

③  科特迪瓦海关 . https://www.douanes.ci.

④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汇率，1 美元 =537.03 西非法郎。

图 1-6　2011—2021 年科特迪瓦通货膨胀率②

对外贸易情况③

2020年，科特迪瓦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3.28

万亿西非法郎（约合 247.29 亿美元），④比

2019 年略有下降，其中出口额为 7.17 万亿

西非法郎，比 2019 年的 7.45 万亿西非法

郎下降 4%；进口额为 6.11 万亿西非法郎，

比 2019 年的 6.14 万亿西非法郎下降 0.4%。

2016—2020 年科特迪瓦货物进出口金额如图

1-7 所示。

2020 年，科特迪瓦前五大出口商品依次

为可可及其制品、黄金和贵金属、原油、天

然橡胶、腰果产品和棕榈油，进口商品主要

有机械设备、鲜鱼、大米、石油及石油制品、

塑料制品、乘用车等。

2020 年，科特迪瓦前五大出口目的地

依次是荷兰（占出口总额的 10%）、美国

（6.7%）、 瑞 士（6.5%）、 越 南（6.4%）

和比利时（5.4%）；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分

别是中国（占进口总额 14.9%）、尼日利亚

（12.9%）、法国（10.8%）、印度（5.1%）

和美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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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21 年，科特迪瓦对外贸易依存

度②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 2011 年的 45% 降

至 2021 年的 22.7%，下降了 22.3 个百分点。

2018—2021 年，科特迪瓦对外贸易依存度保

持在 21%~23%，具体见图 1-8。

                                           

①  根据科特迪瓦海关（https://www.douanes.ci）发布信息整理。

②  外贸依存度根据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数据自行测算，测算方法：（出口总额 + 进口总额）/ 当年 GDP 总额。

③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edenpub.bceao.int.

图 1-7　2016—2020 年科特迪瓦货物进出口金额①

图 1-8　2011—2021 年科特迪瓦对外贸易依存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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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①

根据科特迪瓦统计局与世界银行的联合

评估调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科特迪瓦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所有经济指

标与 2019 年相比均大幅下降，其中正规部门

产出和收入分别下降 26.5%、37.4%，非正规

部门订单需求和营业额分别下降了 68.3%、

30.7%。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起科

特迪瓦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包括将约

17000 亿西非法郎用于社会经济恢复和 2000 亿

西非法郎用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2021年，科

特迪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显著减轻，全年

经济增长恢复疫情前水平，当年社会信贷同

比增长了 12.5%。但由于与疫情相关的支出增

长，2021年科特迪瓦公共债务规模大幅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还加剧了科特迪瓦社会贫困，

2021 年，科特迪瓦 20.2% 的人口每天生活费

不足 1.9 美元，高于 2020 年的 18.3%。②

2.2 发展规划

《科特迪瓦国家发展规划》③

自 2011 年以来，科特迪瓦政府致力于

实施结构性改革，制定和实施国家五年期

总体发展规划，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发布了

《2021—2025 年国家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PND2021—2025”）。PND2021—2025 总体

目标是实现科特迪瓦经济和社会转型，创造

公平、包容的发展环境，到 2030 年，人均收

入实现在 2020 年基础上翻一番，贫困率减少

一半，迈入新兴经济体高收入阶层行列（具

体目标见表 1-3）。总投资金额预计达 59 万

亿西非法郎，其中 74% 用于私营部门，26% 用

于公共部门。

                                           

①  科特迪瓦统计局 . http://www.ins.ci.

②  非洲开发银行 . https://www.afdb.org.

③  科特迪瓦计划与发展部 . https://www.plan.gouv.ci.

④  科特迪瓦 2021—2025 年国家发展计划咨询小组 . http://www.gcpnd.gouv.ci.

表 1-3　PND2021—2025 主要内容④

PND2021—2025

具体目标

（1）经济增长：2021—2025 年 GDP 年均增长 7.65%，人均收入从 1736 美元升至 2240

美元；

（2）投资：2021—2025 年，投资占 GDP 比重由 23.1% 上升至 27.1%；

（3）经济结构：2025 年制造业占 GDP 比重达 15%；

（4）消费：家庭消费年均增长 5.9%，公共消费年均增长 4.5%；

（5）进出口额：出口额年均增长 6.5%，进口额年均增长 3%；

（6）就业：预计创造 400 万个就业机会，就业率达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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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投资计划》①

为了促进农业部门发展及现代化，科特

迪瓦政府出台了振兴农业部门的《国家农业

投资计划》（PNIA）。2012—2017 年实施的第

一个国家农业投资计划（PNIA1）围绕四个战

略目标展开：保障粮食安全和主权、经济作

物和出口作物的可持续管理、扩大私营部门

投资、改革农业部门并实施土地法，投资总

额为 1.6 万亿西非法郎，实现了农业部门年

均 8% 的增长。2018—2025 年实施的第二个国

家农业投资计划（PNIA2）总体发展目标为：

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农业，创造公平共享的收

入。预计投资金额为 12 万亿西非法郎（约合

187.26 万美元）。②

《国家金融包容性战略（2019—2024

年）》③

《国家金融包容性战略（2019—2024年）》

旨在将普惠金融覆盖率由2017年的 40%提升至

2024 年的 60%，确定了 5大战略轴心：（1）增

加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2）推动

数字金融发展；（3）促进客户保护和金融教

育；（4）完善相关法规并监督其实施；（5）制

定有利于金融包容性的税收和其他相关政策。

2019 年，科特迪瓦设立全国金融包容性战略

监测和实施委员会（CNSMO），负责监测国家

和地区层面金融包容性战略的实施情况。

2.3 地区情况

科特迪瓦全国分 14 个地区，各地区基本

情况见表 1-4。

                                           

①  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部 . https://www.agriculture.gouv.ci.

②  2022 年 7 月 25 日汇率，1 美元 =640.83 西非法郎。

③  科特迪瓦金融包容性促进机构 APIF. https://apif.finances.gouv.ci.

PND2021—2025

发展支柱

（1）通过工业化和集群发展加速经济结构转型；

（2）发展人力资本和促进就业；

（4）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包容；

（5）关注区域平衡发展、环境保护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6）加强国家治理、促进国家现代化和文化转型。

优先产业
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塑料化工业、建筑材料、制药业、纺织工业、汽车及零部件、

采矿和能源产业等传统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旅游业、创意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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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科特迪瓦各地区基本情况①

序号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简介

1
阿比让自治区

（Abidjan）
2119

● 阿比让自治区位于科特迪瓦南部、几内亚湾边缘，濒临大

西洋，城市被水体包围。属赤道气候，有两个旱季和两个

雨季，平均气温 27℃。

2
蒙塔格纳

（Montagnes）
31050

● 蒙塔格纳位于科特迪瓦西部，北部与几内亚交界，西部与

利比里亚接壤，由 Cavally 大区、Tonkpi 大区、Guémon

大区组成。
● 其中 Cavally 大区有众多自然保护区，包括 Goin Débé 森

林（133170 公顷）、Scio 森林（88000 公顷）、Cavally 森

林等自然保护区；Cavally 大区主要的经济活动包括可可、

橡胶、咖啡、油棕榈和可乐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木材和橡

胶加工。

3

萨珊德拉—

马拉维

（Sassandra-

Marahoué）

23940

● 萨珊德拉—马拉维位于科特迪瓦中西部，拥有布约大坝和

科苏大坝两座水电大坝。
● 萨珊德拉—马拉维由 Haut-Sassandra 大区和 Marahoué 大

区组成，首府是达洛亚（Daloa），其中 Haut-Sassandra 是

大型的咖啡、可可、油棕榈生产区。

4
下萨珊德拉

（Bas-Sassandra）
25800

● 下萨珊德拉位于科特迪瓦西南部，西与利比亚接壤，拥有

科特迪瓦第二大港口——圣佩德罗港。
● 下萨珊德拉由 Gbêkê 大区、Nawa 大区和 San-Pédro 大区

组成，首府是圣佩德罗（San-Pédro）。

5
萨瓦纳斯

（Savanes）
40323

● 萨瓦纳斯位于科特迪瓦北部，靠近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主

要收入来自农业，尤其是棉花出口。
● 萨瓦纳斯由 Poro 大区、Bagoué 大区、Tchologo 大区，首

府是 Poro 大区的科霍戈（Korhogo），其中 Poro 大区为典

型苏丹型气候，有漫长的旱季（10 月至次年 5 月）。

6
戈赫—吉布阿

（Gôh-Djiboua）
17580

● 戈赫—吉布阿位于科特迪瓦中南部，是科特迪瓦唯一没

有直接通往大海的沿海地区，它与邻近的拉谷内斯区共享

Nyouzomou、Tandia 和 Makey 泻湖。
● 戈赫—吉布阿由 Gôh 大区、Lôh-Djiboua 大区组成，首府

是加格诺阿市（Gagnoa），其中 Gôh 大区盛产咖啡和可可，

拥有矿产资源，已探明 4 个金矿。

                                           

①  根据科特迪瓦地方发展总局（http://www.dgddl.interieur.gouv.ci）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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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简介

7
拉谷内斯

（Lagunes）
23280

● 拉谷内斯位于科特迪瓦南部，南接几内亚湾和阿比让自治区。
● 拉谷内斯由 Grands-Ponts 大区、Agnéby-Tiassa 大区、La 

Mé Region 大区组成，首府为大布市（Dabou）。

8

班达马古

（Vallée du 

Bandama）

28518

● 班达马古位于科特迪瓦中部，其名称来源于行政区内的班

达马河（Bandama），这条河划分了该行政区的西部边界。
● 班达马古由 Gbêkê 大区和 Hambol 大区组成，首府为布瓦

凯市（Bouaké），其中 Gbêkê 大区农业作物主要包括：

山药、大米、玉米、花生、木薯和腰果；工业部门包括纺

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包装业。

9
湖泊

（Lacs）
28500

● 湖泊位于科特迪瓦中东部，由 N’zi 大区、Bélier 大区、

Iffou 大区、Moronou 大区组成，首府为丁博克罗（Dim-

bokro）。
● 其中 N’zi 大区经济作物主要为可可和咖啡，主要的粮食作

物为水稻。

10
科莫

（Comoé）
14173

● 科莫位于科特迪瓦东南部和中东部，西与拉古内斯地区接

壤，南临大西洋几内亚湾，东与加纳接壤。
● 科莫由 Indénié-Djuablin 大区、Sud-Comoé 大区组成，首

府为阿本古鲁（Abengourou），其中 Indénié-Djuablin 大

区主要经济作物有可可、咖啡、胡椒，粮食作物有玉米和

水稻。

11
赞赞

（Zanzan）
38251

● 赞赞位于科特迪瓦东北部，与加纳和布基纳法索接壤，拥

有科莫国家公园和历史悠久的邦杜库镇。
● 赞赞由 Gontoug 大区、Bounkani 大区组成，首府是邦杜库

镇（Bondoukou）。

12
沃罗巴

（Woroba）
31088

● 沃罗巴位于科特迪瓦西北部。由 Worodougou 大区、Bafing

大区、Béré 大区组成，首府为赛盖拉市（Séguéla）。
● 其中 Worodougou 大区得益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农

业作物多样，主要生产咖啡、可可、腰果和车厘子等经济

作物。

13

亚穆苏克罗

（Yamous-

soukro）

3500 ● 见对首都亚穆苏克罗的介绍。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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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让

阿比让作为经济首都，是科特迪瓦几

乎所有工业和银行设施的所在地，其港口、

机场、公路和铁路是通往全国和西非地区的

通道。阿比让也是多个国际组织的区域总部

或重要机构所在地，设有西非经货联盟的区

域证券交易所，2014 年成为非洲开发银行

（Banque Africaine de Développement，

BAD）总部所在地，2016 年成为欧洲投资银行

区域办事处，2017 年国际可可组织入驻。

阿比让分南北两个区，共有 13 个公社。

北阿比让包括 Abobo、Adjamé、Yopougon、

Plateau、Attécoubé、Cocody 公社；南阿比让

包括 Koumassi、Marcory、Port-Bouët、Trei-

chville 公社；此外还有位于阿比让森林地区

的 Anyama 公社、泻湖边缘的 Bingerville 公

社和西部的 Songon 公社。其中，Port-Bouët

公社为阿比让地区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该公社的 Vridi 工业区聚集了科特迪瓦炼

油厂、联合利华大型农业食品加工厂等

企业。①

圣佩德罗②

圣佩德罗大区隶属于下萨珊德拉地区，

位于科特迪瓦西南部，距离经济首都阿比让

368 公里，距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 482 公里，

面积为 12790 平方公里，由首府圣佩德罗

（San-Pédro）和塔布（Tabou）组成。

圣佩德罗大区气候和地质为其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圣佩德罗港是世界上主要

的可可出口港，也是继阿比让之后科特迪瓦

的第二大港口。圣佩德罗地区拥有很多旅游

景点，包括一个海滨度假胜地，150 公里的优

质海滩和31个酒店，还拥有城市交通、电信、

供水、银行、酒店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

2.4 经贸协定

多边协定

科特迪瓦于 1963 年 12 月 31 日加入服

务贸易总协定（GATT），1995 年 1 月 1 日成

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2013 年 12 月，科特

迪瓦签署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贸易便利

                                           

①  阿比让自治区官网 . http://www.abidjan.district.ci.

②  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地方发展总局 . http://www.dgddl.interieur.gouv.ci.

序号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简介

14
登盖莱

（Denguélé）
20997

● 登盖莱位于科特迪瓦西北部，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

由 Kabadougou 大区、Folon 大区组成，首府为奥迭内镇

（Odienné）。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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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科特迪瓦加入的多边经贸协定①

组织名称 简介 发展目标

西非经货联盟

（CEDEAO）

共有 8 个成员国，拥有货币共同发

行机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官

方货币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成

员国有统一的贸易和关税政策

（1）以西非法律为基础，统一经济市场，

提高联盟对外部投资者吸引力；

（2）通过协调经济政策，特别是预算政

策，巩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框架。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UEMOA）

于 1975 年成立，共有 15 个成员国，

旨在促进成员国间合作和一体化，

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直至建立共

同市场

（1）取消共同体内部关税和同等效力税

收；

（2）建立共同对外关税；

（3）协调经济和金融政策；

（4）建立货币区。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AF-

CFTA）

共 55 个成员国，覆盖人口 13 亿、

生产总值为 3.4 万亿美元

实现商品和服务在非洲大陆自由流动，

提高非洲在全球市场的贸易地位。

马诺河联盟

（Mano River Union，

MRU）

成立于 1973 年，共有 4 个成员国，

名称取自利比亚和塞拉利昂边境的

河流，马诺河联盟旨在通过贸易促

进经济增长、社会和文化进步

（1）促进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在贸

易便利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等方面

开展合作；

（2）支持成员国和平、安全和民主治理；

（3）促进成员国居民健康与社会发展；

（4）促进成员国制度发展。

                                           

①  根据科特迪瓦外交部及各国际组织官网信息整理。

②  普华永道全球税收概览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化协定（TFA），于 2015 年 12 月批准了该协

定，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National TFA 

Committee）负责协调贸易便利化实施；2016

年 9 月，科特迪瓦政府与欧盟签署经济合

作伙伴协定，该协定于 2019 年 12 月生效。

科特迪瓦加入的其他主要多边经贸协定见表

1-5。

双边协定

科特迪瓦与中国、日本、葡萄牙、毛里

求斯等 16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BIT）（具体见表 1-6），与英国、欧盟签

署了区域贸易协定（RTA），此外还与比利时、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摩洛哥、挪威、

葡萄牙、瑞士、突尼斯、英国和西非经货联

盟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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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科特迪瓦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①

序号 缔约方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1 日本 2020 年 1 月 23 日 —

2 葡萄牙 2019 年 6 月 13 日 —

3 毛里求斯 2016 年 4 月 20 日 —

4 土耳其 2016 年 2 月 29 日 —

5 加拿大 2014 年 11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14 日

6 新加坡 2014 年 8 月 27 日 —

7 中国 2002 年 9 月 30 日 —

8 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 1999 年 4 月 1 日 2013 年 6 月 15 日

9 加纳 1997 年 11 月 4 日 —

10 英国 1995 年 6 月 8 日 1997 年 10 月 9 日

11 突尼斯 1995 年 5 月 16 日 —

12 意大利 1969 年 7 月 23 日 —

13 德国 1966 年 10 月 27 日 1968 年 6 月 10 日

14 瑞典 1965 年 8 月 27 日 1966 年 11 月 3 日

15 荷兰 1965 年 4 月 26 日 1966 年 9 月 8 日

16 瑞士② 1962 年 6 月 26 日 1962 年 11 月 18 日

                                           

①  联合国投资政策中心 .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

②  1971 年 12 月 31 日与瑞士签订修正协定。

2.5 经济园区

科特迪瓦政府将工业化、信息化作为经

济转型的方向，在沿海地区设立自由贸易区，

给予区内企业税收和非税收优惠，在全国主

要城市设工业园区。

科特迪瓦生物、信息和通信技术自

由贸易区

科特迪瓦生物、信息和通信技术自由贸

易区（VITIB）位于阿比让以东 30 公里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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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市，占地约624公顷，主导产业为生物、

信息和通信产业。根据科特迪瓦 2004 年第

2004-429 号关于创建生物、信息和通信技术

自由贸易区制度的法令，VITIB 股份公司被指

定为推广和运营公司，负责园区的管理和推

广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

科特迪瓦 VITIB 相关法律规定了区内投

资和运营的制度框架，VITIB 自由区及其圣雄

甘地科技园入园公司所在行业需为电子信息、

生物技术、离岸金融服务等，企业入园可以

享受以下优惠政策：①

（1）零关税。

（2）前 5 年国内税收为 0，第 6 年起税

率为 1% 且满足一定条件能享受退税。

（3）对区内基础设施所需材料和设备免

征国内税和关税。

（4）转移工资和股息不受外汇管制。

（5）为外国员工及家属提供长期签证和

工作许可。

（6）对外国和本地投资无区别限制。

（7）优先进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

加太国家（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和法语

国家的市场。

2021 年 10 月，VITIB 提出了园区总体投

资计划，包括商务酒店、会议中心、国际诊

所、仓库、ICT 写字楼等 15 个基础设施投资

项目，以实现建设“集成智慧城市”愿景，

投资该计划中任意项目都可享受免国内税和

关税的优惠政策。②

VITIB 股份公司

地址
　　Zone Franche, Carrefour mossou BP 

　　　　605 Grand Bassam

网址　　www.vitib.ci

邮箱　　info@vitib.ci

电话　　+255-27-21312900

传真　　+255-27-21312946

渔业产品加工自由贸易

2005 年，科特迪瓦政府在港口区创建了

渔业产品加工自由贸易区，第 2005-556 号法

律规定了自贸区制度，专门从事渔业加工产

品且每年至少 90% 的营业额来自出口的企业

可享受：

（1）完全免除增值税、特许经营税、企

业所得税等国内税收。

（2）完全免除关税。③

工业园区

科特迪瓦工业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局

（Autorité de Ges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des Infrastructures Industrielles，

AGEDI）是科特迪瓦负责管理工业园区的政府

机构。AGEDI 根据科特迪瓦第 2013-298 号法

                                           

①  VITIB 股份公司 . http://www.vitib.ci.

②  阿比让信息网 . http://www.abidjan.net.

③  科特迪瓦税务局 . https://www.dgi.gouv.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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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创立，由贸易与工业部长的监督，具体职

责包括：管理工业区并发布科特迪瓦工业用

地规范。科特迪瓦在阿比让和内陆地区设立

了 10 个工业区（见表 1-7）。

表 1-7　科特迪瓦工业园区①

序号 地区 园区名称 总占地面积（公顷）

1

阿比让

尤普贡工业区（Yopougon） 468

2 PK24 工业区 940

3 弗里迪工业区（Vridi） 120

4 库马西工业区（Koumassi） 120

5

内陆地区

博努阿工业区（Bonoua） 300

6 亚穆苏克罗工业区（Yamoussoukro） 700

7 圣佩德罗工业区（San Pedro） 511

8 布瓦凯工业区（Bouaké） 300

9 科霍戈工业区（Korhogo） 400

10 阿博伊索工业区（Aboisso） 50

                                           

①  根据科特迪瓦工业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局（https://www.agedi.ci）信息整理。

阿涅比国际经济交易中心

阿涅比国际经济交易中心处于规划期，

规划用地位于阿比让城市的西北侧，距市区

约 84 公里，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500 公顷，

分三期开发。其中一期为自贸区，规划用地

面积约121公顷，含有五大区域：金融中心（A

区）、农贸市场（B区）、仓储物流区（C区）、

小商品市场（D区）、预留发展区（E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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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特迪瓦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①科特迪瓦营商环境便利度在 190 个

经济体排第 110 位，较上一年度上升 12 名，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为 60.7 分，较上一年提

高 2.4 分，其中在纳税便利度得分上有明显

提升（见表 2-1）。

                                          

①  2021 年 9 月，世界银行宣布暂停发布《营商环境报告》，将构建新的评估体系来评价各经济体的商业和投资

环境。世行表示将于 2023 年 1 月正式实施该项目，并于 2023 年最后 3 个月内发布《宜商环境报告》第一版。

②  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archive.doingbusiness.org.

表 2-1　2020 年科特迪瓦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和得分②

评价指标
2020 年营商环境

便利度分数
（0~100）

2020 年营商环境
便利度排名

与 2019 年相比
营商环境便利度

分数变化

与 2019 年相比
营商环境便利度

排名变化

总体 60.7 110 ↑ 2.4 ↑ 12

开办企业 93.7 29 — ↓ 3

办理施工许可证 57.4 152 ↓ 0.1 ↓ 10

获得电力 59.2 141 ↓ 0.2 ↑ 2

登记财产 58.6 112 ↑ 0.4 —

获得信贷 70.0 48 — ↓ 4

保护少数投资者 42.0 120 — ↑ 29

纳税便利度 68.0 114 ↑ 21.5 ↑ 61

跨境贸易 52.4 163 — ↓ 1

执行合同 57.6 94 ↑ 1.9 ↑ 12

办理破产 47.9 85 ↓ 0.1 ↓ 5

世界经济论坛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 年全球

风险报告》，科特迪瓦面临的风险主要集中

在以下 5个方面：恐怖袭击、大型经济体的债

务危机、总体价格波动、就业和生存危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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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 2020 年全球经济形势动荡，世界经济论坛暂停发布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此处仍使用 2019 年的排名。

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https://www.wipo.int.

为的环境破坏。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

球竞争力报告》，①2019 年，科特迪瓦综合

得分 48.1 分，全球排第 118 位，较 2018 年

上升 4 位，其中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市场规

模和商品市场效率方面表现相对较好，在健

康条件、金融体系发展、高等教育和技能等

方面还有较大改善空间。各分项排名为制度

（122）、基础设施（116）、信息通信技术

应用（104）、宏观经济稳定性（84）、健康

条件（131）、高等教育和技能（127）、商

品市场效率（96）、劳动力市场效率（110）、

金融体系发展（129）、市场规模（83）、商

业活力（84）、创新能力（10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②科特迪瓦全球创新指

数得分 17.8 分，在全部 132 个经济体中排第

109 名，较上一年度上升 5 名。在 34 个低中

等收入国家中排第 25 名，在 27 个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中排第 12 名。各分项排名分别为

制度（73）、人力资本和研究（122）、基础

设施（98）、市场成熟度（122）、商业成熟

度（95）、知识和技术产出（104）、创意产

出（108）。

与 2021 年排名相比，科特迪瓦大部分指

标排名均有提升，尤其在是基础设施（2021

年排名 109）和创意产出（2021 年排名 121）

上，排名分别上升 11 位、13 位，仅在市场成

熟度和商业成熟度两个指标上有小幅下滑。

1.2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

自 2012 年起，科特迪瓦政治局势稳定，

外国直接投资显著增加，科特迪瓦经济快速

恢复。政府采取了系列举措来改善营商环境，

包括引入现代化的政府管理体制、简化行政

程序等。政府进行改革的最初目的是提升科

特迪瓦在各项国际指标中的排名，但现已将

改革列为政府长期发展计划。

简化企业设立手续

科特迪瓦政府设立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

心（CEPICI），旨在简化涉及企业开办、运行

和扩张等行政手续，协助投资者申请适用相

关优惠政策。CEPICI 在阿比让设立了单一商

业窗口（Le Guichet Unique de Formalités 

d'Entreprises，GUFE），提供一站式企业注

册登记公共服务，投资者可在线创建企业并

获得唯一标识符号（IDU）。企业通过 CEPICI

完成注册并发布成立声明平均用时为 3 天，

费用为 15000 西非法郎。

政务办理数字化

科特迪瓦建筑许可证一站式办理窗口（Le 

Guichet Unique du Permis de Constr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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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PC）于 2016 年建成，由建设、住房与城市

化部运营管理。GUPC 创建了公开的线上办理

流程，简化并加快了申请建筑许可证的行政

手续。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

境报告》，在 GUPC 获得水务、税收等所有主

管机构的批准并获得城市规划证书平均需要

10 天，费用为 21000 西非法郎；在 GUPC 获得

建筑许可委员会签发的建筑许可证平均需要

30 天，费用为 50000 西非法郎。

科特迪瓦建立了单一在线纳税申报和支

付系统，包括社会保险费的申报与缴纳，采

用在线管理系统处理增值税现金返还，简化

纳税程序并有效缩短办理时长。

科特迪瓦对外贸易单一窗口（Le Guichet 

Unique du Commerce Exterieur，GUCE） 于

2013 年创建，集合了所有与外贸有关的行政

程序办理信息和服务，旨在加快和简化外贸

行政程序，2019 年实现全面运作。GUCE 相关

事项主管部门为贸易与工业部、海关总署、

经济与财政部。

完善商事司法体系

阿比让商业法院（Tribunal de Commerce 

d'Abidjan）于 2012 年设立，旨在有效处理

商业纠纷以改善营商环境。2013 年，阿比让

商业法院升格为上诉法院的商事厅。2019—

2020 年，科特迪瓦在促进合同执行方面的举

措包括：（1）建立筹备会议，缩短案件办理

时长；（2）完善小额赔偿特别程序；（3）阿

比让商业法院在线公布司法案件统计数据。①

由于科特迪瓦商事法院公开了关于司法

业绩和案件进展情况的报告，合同的执行得

到了简化。科特迪瓦的合同执行、解决破产

排名位于西非国家前列，其中合同执行的平

均时长为 525 天，执行的法律费用为标的财

产价值的 41.7%。②

实施新《投资法》

2018 年，科特迪瓦颁布新《投资法》取

代 2012 年《投资法》（后文“科特迪瓦《投

资法》”均指 2018 年《投资法》），该法为

外国投资者提供激励措施，包括营商环境的

优化措施。《投资法》于 2019 年底和 2020

年进行了修订，提供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

免、特定情况下免征私人投资者生产设备增

值税，给予外国投资者额外2%的税收优惠等。

提高治理透明度

科特迪瓦于 2012 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

定书，于2013年创建善政高级管理局（Haute 

Autorité pour la Bonne Gouvernance，

HABG），由科特迪瓦总统管辖，旨在预防和

惩治腐败行为。

                                          

①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 . https://www.cepici.gouv.ci.

②  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archive.doing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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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础设施

科特迪瓦基础设施与西非地区其他国家

相比较为完善，尤其是公路和港口设施。经

济首都阿比让为西非空中交通枢纽，与西非

地区其他中心城市之间均开通了航线。根据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科特迪瓦交通基础设施大部分指标得

分上升，公用设施指标如电力覆盖率、供水

可靠性得分下降。在排名方面，除道路基础

设施质量和铁路服务效率排名上升，其他指

标排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具体见表 2-2）。

                                          

①  科特迪瓦道路管理局 . https://ageroute.ci.

②  科特迪瓦装备与道路养护部 . http://www.entretienroutier.gouv.ci.

表 2-2　2019 年科特迪瓦基础设施指标及变化情况

指标 2018 年排名 2019 年排名 与 2018 年相比得分变化

道路联通性 49 ↓ 62 ↑ 4.1

道路基础设施质量 101 ↑ 94 ↑ 4.7

铁路服务效率 94 ↑ 72 ↑ 6

机场联通性 114 ↓ 115 —

航空运输服务效率 71 ↓ 73 ↑ 1.1

班轮运输联通性 67 ↓ 73 ↓ 1

海港服务效率 74 74 ↑ 1.8

电力接入率 113 ↓ 116 ↓ 2.6

供水可靠性 101 ↓ 108 ↓ 3.5

公路

科特迪瓦公路网比较完善，路面状况相

对良好。截至 2019 年，科特迪瓦公路网总长

约 8.24 万公里，占西非经货联盟道路总里程

的 50%，其中铺设公路 7500公里（沥青路面，

包括高速公路 250 公里、国际和地区 A 级公

路 4513 公里、B 级公路 1745 公里、C 级公路

120 公里）。此外，还有 74500 公里的土质公

路。①科特迪瓦公路平均使用年限较长，2019

年，已铺设的公路中使用年数为 30 年至 40

年的占比 37.8%，已使用 20 年至 30 年的占比

26.4%，路龄低于 20 年的仅占比 18.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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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科特迪瓦境内仅有 1 条铁路，为阿比

让—瓦加杜古—卡亚铁路（chemin de fer 

reliant Abidjan-Ouagadougou-Kaya） 科 特

迪瓦境内段，总长 1156 公里，由 Sitarail

公司［法国博洛雷（Bolloré）集团子公司］

运营、管理和维修，该铁路连接了科特迪瓦

与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部分区域，平均每年

运输 18 万乘客和 90 万吨货物。①

由法国政府资助的阿比让 1 号线地铁于

2020 年开工建设，连接阿比让北部的 Anyama

站和南部的阿比让国际机场站，共设置 18 个

站点，全长 37 公里，运营范围包括 Anyama、

Abobo、Adjamé、Plateau、Treichville、

Marcory 和 Port-Bouët 七个公社。

水运

科特迪瓦 98％以上的对外贸易通过海运

进行，境内有两大天然深水港口。

阿比让自治港。港口代码 PAA，该港口

位于阿比让南部的 Treichville 公社，是西

非最重要的天然良港和集装箱码头之一，也

是布基纳法索、马里等西非内陆国家的主要

出海口和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阿比让自治

港包括 1 个贸易港口和 1 个渔港，其中贸易

港口占地面积达 37 公顷，拥有 7 个码头和 2

台起重机；渔港拥有长达 1500 米的码头，为

非洲第一个金枪鱼港口。2020 年，阿比让自

治港停靠船舶总量为 2321 艘，货物吞吐量达

2535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为 76 万个标准集装

箱。主要出口货物为锰矿、可可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腰果和香蕉等，进口货物为

建材、大米、化学品等。②

圣佩德罗自治港。港口代码 PASP，该港

口位于科特迪瓦圣佩德罗地区，距离阿比让

350 公里，是科特迪瓦第二大港口，为内陆邻

国马里、几内亚、利比亚等的货物过境港口。

2019 年，圣佩德罗自治港停靠注册船舶总量

为 432 艘，货物吞吐量达 506 万吨，集装箱

吞吐量为 26.4 万个标准集装箱。主要出口货

物为木材、可可、天然橡胶、棕榈制品和棉

花等，主要进口货物为水泥、化肥、大米、

冷冻鱼、小麦等。③

电力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科特迪瓦获得电力指标总体得分位于西非国

家前列，仅次于加纳，但获得电力质量指标

得分高于加纳。截至 2020 年，科特迪瓦共

有 7 座水电站、4 座火力发电站（使用天然

气发电），总装机容量为 2229MW，全国用

电量峰值达 1545MW。2020 年，科特迪瓦总

发电量为 11204GWh，其中水力发电 3376GWh

（占比 30.12%），火力发电 78.28GWh（占

比 69.83%），独立的电力生产商（IPP）发电

6GWh（占比 0.05%）。科特迪瓦是西非电力

联盟（WAPP）中的净出口国，向周边国家输

                                          

①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 . https://cepici.gouv.ci.

②  阿比让自治港官网 . https://www.portabidjan.ci.

③  圣佩德罗自治港官网 . https://www.sanpedro-port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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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电力。2020 年，科特迪瓦公司向加纳、马

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多哥和利比里亚出

口 1275GWh，比 2011 年增长了 107%，占当年

总发电量的 11.4%。①

科特迪瓦电力事务的政府主管机构为科

特迪瓦国家电力监管局（Autorité Nationale 

de Régulation du secteur de'Électricité 

de Côte d'Ivoire，ANARE-CI），负责监督

电力领域法律法规和公约的遵守情况、解

决争端、保护公共服务用户，以及在电力

部门监管方面向国家提供建议和协助。科

特 迪 瓦 电 力 公 司（Compagnie Ivoirienne 

d'Électricité，CIE）是国家公共电力服务

特许经营商，负责电力生产、运输、进出口

和配送。科特迪瓦能源公司（Société des 

Energies de Côte-d'Ivoire，CI-ENERGIES）

为科特迪瓦国有企业，负责监测电能流动和

管理电网开发工程项目。

                                          

①  科特迪瓦能源公司 . https://www.cinergies.ci.

②  科特迪瓦矿业、石油与能源部 . http://www.energie.gouv.ci.

③  科特迪瓦电信监管局 . https://www.artci.ci.

表 2-3　科特迪瓦主要发电站②

序号 电站名称 发电类型 装机容量（MW） 建成时间

1 西普雷发电站（Ciprel） 火力发电 455 1985 年

2 阿兹托发电站（Azito） 火力发电 430 1999 年

3 苏布雷大坝（Soubré） 水力发电 275 2017 年

4 塔博大坝（Taabo） 水力发电 210 1979 年

5 科苏大坝（Kossou） 水力发电 174 1973 年

6 布约大坝（Buyo） 水力发电 165 1980 年

通信网络

科特迪瓦有较为发达的电信部门。2021

年全国 2G 移动网络覆盖率 97.55%、3G 覆盖

率 94.62%、4G 覆盖率 59.99%。截至 2022 年

第一季度，科特迪瓦固定电话用户 26.57 万

户，手机用户 4614.39 万户，固定互联网用户

36.58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 2992.58 万户。

科特迪瓦固定电话运营商为 Orange、

MTN，所占市场份额分别为 96%、4%。固定互

联网运营商主要有 6 家，分别为 Orange、

MTN、MOOV、Vipnet、Konnect Africa和 GVA，

其中 Orange 市场份额达 97.6%。移动互联网

运营商仅有 Orange、MTN 和 MOOV 三家，所占

市场份额分别为 44.1%、35.7% 和 20.2%。③ 

2016 年，华为和 Orange 集团一起建设了科特

迪瓦和达喀尔的网络运维中心（GNOC），覆

盖周边 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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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产要素

水价

科特迪瓦用水由科特迪瓦供水公司

（Société de Distribution d'Eau de Côte 

d'Ivoire，SODECI）提供，用水需事先支付

166886 西非法郎的水网接入费用，其中包括

预付款 16500 西非法郎、保险费 2756 西非法

郎、接入费 147630 西非法郎。①科特迪瓦适

用累进计费制计算水费，不区分工业和生活

用水，具体标准见表 2-4。

表 2-4　科特迪瓦水费标准

用水数量（吨） 水费（美元 / 吨）

<18 0.5

18~90 0.73

用水数量（吨） 水费（美元 / 吨）

91~300 1.2

>300 1.43

电价

2021 年 9 月，科特迪瓦家庭电价为 72.6

西非法郎 / 千瓦时（约合 0.12 美元 / 千瓦

时）、商业电价为 123.26 西非法郎 / 千瓦时

（约合 0.2 美元 /千瓦时）。②

科特迪瓦实行阶梯电价，有低压、中压

和高压电价 3 种主要电价类别，设置后付款

和预付款两种支付方式，并区分居民用电和

专业用电，具体价格见表 2-5。

                                          

①  科特迪瓦供水公司 . https://www.sodeci.ci.

②  全球汽油价格网站 . https://www.globalpetrolprices.com.

③  根据科特迪瓦电力公司 CIE（https://www.macieenligne.ci）信息整理。

续	 	 表

表 2-5　科特迪瓦居民和企业主要用电价格③

用户类型 电压

费用（含增值税）

适用条件电费单价
（FCFA/ 千瓦时）

固定费用
（FCFA）

居民 低压
80kwh 以内：36.05；

80kw 以上：73.99
559/ 双月

家庭使用，1.1kVA（5A）功率，半

年内平均用电不超 200kWh/ 双月

居民 低压
第一阶段电价：79.01

第二阶段电价：68.48
1470.94/ 双月

家庭使用，超过社会资费门槛；第

一阶段：用电 <180h× 双月订购功

率，第二阶段：用电≥ 180h× 双月

订购功率

工商企业 低压
第一阶段电价：101.84

第二阶段电价：86.62
1831.48/ 双月

阶段划分与居民用电相同，适用开

展专业活动的小型工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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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时段：从晚 7:30 到晚 11:00。

● 非高峰时段：晚 12:00 到早 7:30。

● 其他时段：早7:30到晚 7:30，晚 11:00

到晚 12:00。

燃料价格

科特迪瓦 2022 年 6 月的汽油、柴油、煤

油价格分别为 735 西非法郎 / 升（1.18 美元

/升）、615西非法郎/升（0.987美元/升）、

645 西非法郎 / 升（1.035 美元 / 升）。①科

特迪瓦无民用天然气管道，居民生活用气均

使用煤气罐，目前大罐（28 公斤）为 23.5 美

元 / 罐，小罐（12 公斤）为 9.4 美元 / 罐。

工业用气需从天然气公司申请专门管道，价

格可与天然气公司商定。

土地价格

科特迪瓦籍居民才能拥有科特迪瓦土地

所有权，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长期租赁方式

来使用土地。科特迪瓦 2015 年第 2015-810

号法令规定了不同地区工业用地租金，由于

科特迪瓦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展状况不

同，该国地区间土地价格差异也较大（见表

2-6）。

                                          

①  全球汽油价格网站 . https://www.globalpetrolprices.com.

②  科特迪瓦工业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局 . https://www.agedi.ci.

用户类型 电压

费用（含增值税）

适用条件电费单价
（FCFA/ 千瓦时）

固定费用
（FCFA）

工商企业 中压

高峰期：91.91

非高峰期：55.78

其他时段：67.41

31383.02/ 年

表中展示的电价为年用电 1000~5000

小时的费率；用电 1000 小时以下、

5000 小时以上分别适用短期、长期

费率

工商企业 高压

高峰期：78.07

非高峰期：53.43

其他时段：61.45

56456.59/ 年 —

注：其中居民电费区分后付制与预付制，表中展示为后付制价格。

续	 	 表

表 2-6　科特迪瓦工业用地租金②

地区 工业区 费率（西非法郎 / 平方米 / 年）

A 区

阿比让

库马西工业区（Koumassi） 2200

弗里迪工业区（Vridi） 2200

尤普贡工业区（Yopoug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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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成本

科特迪瓦实行法定最低工资，任何工人

的工资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雇主支付低

于法定最低工资可能面临法律诉讼。科特迪

瓦现行有效的全国最低工资为每月 60000 西

非法郎（约合 93.63 美元）。①科特迪瓦技术

工人工资为 200~300 美元 / 月，有大学学历

的文秘、研究、市场营销人员工资为 500~800

美元 / 月。在科特迪瓦雇佣工人需向国家社

保基金缴款，社会保险费为工资总额的 11.2%

（雇主支付 8%，个人支付 3.2%），雇主还需

缴纳应税工资 2.8%（本地雇员）或 12%（外

籍雇员）的工资税。

航空

科特迪瓦交通部（Ministère des Tran-

sports）是负责科特迪瓦航空事务的政府主

管机构。科特迪瓦国家民航局（l'Autorité 

Nationale de l'Aviation Civile，ANAC），

隶属于交通部，负责民用机场的管理和运营。

科特迪瓦是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

（ASECNA）成员国之一，该组织是负责空域

合作管理和提供空中航行安全服务的区域性

组织，成员国包括法国和 17 个非洲国家。

科特迪瓦全国共有机场 28 个，其中

有 2 个国际机场，分别为位于阿比让的费

利克斯—乌弗埃特—博瓦尼机场（Aeroport 

international Felix-Houphouet-Boigny）

（以下简称“阿比让国际机场”）和亚穆

苏克罗国际机场（Aéroport international 

de Yamoussoukro）。其中，阿比让国际机

场是法语非洲国家最大的机场，目前有 22

家航空公司经营 30 余条国际航线，开通

国际航班的主要航空公司为法国航空公司

（Air France）、科西嘉国际航空（Corsair 

International）和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

（Royal Air Maroc），经营国内航班的主

地区 工业区 费率（西非法郎 / 平方米 / 年）

PK24 工业区 2000

工业区之外 2000

B 区

亚穆苏克罗区及地区首府、

大 巴 萨 姆（Grand-Bassam）、 博

努阿（Bonoua）

工业区 / 工业区之外 1000

C 区（A、B 两地以外地区）
工业区 100

工业区之外 100

续	 	 表

                                          

①  2022 年 7 月 25 日汇率，1 美元 =640.83 西非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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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航空公司为科特迪瓦国家航空公司（Air 

Côte d'Ivoire）。①2020 年，阿比让国际

机场客运量为 93.5 万人，相较 2019 年下降

58.8%，其中运送国际乘客 79.5 万人，占比

达 85%；2020 年货运量为 2.7 万吨，较 2019

年 2.8 万吨下降 4.8%。②

目前，中国与科特迪瓦之间没有直达航

班，需经法国巴黎、肯尼亚内罗毕、阿联酋

迪拜、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或埃及开罗

等地中转。

                                          

①  科特迪瓦国家民航局统计数据 . https://www.anac.ci.

②  科特迪瓦民航局 . https://www.anac.ci.

③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 . https://cepici.gouv.ci.

2　科特迪瓦吸收外资概况

2.1 竞争优势

地理位置优势

科特迪瓦南濒大西洋，有广阔的海岸线

和两个优质港口，北接布基纳法索和马里，

东接加纳，具有辐射内陆国家的优势。科特

迪瓦便利的海运和陆地交通使其成为西非国

家的航运中心，其港口满足了西非地区内陆

国家的海上贸易需求。

自然资源优势

科特迪瓦具有天然的农业生产优势，拥

有丰富的热带经济作物和渔业资源，如可可、

腰果、天然橡胶、棉花、香蕉、芒果、棕榈

油和金枪鱼，其中可可和腰果的产量均为世

界第一。③科特迪瓦矿产、森林资源丰富，矿

石产品、石油产品及木材开发加工等发展潜

力较大。

基础设施优势

科特迪瓦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

西非拥有发达公路网的国家之一，阿比让国

际机场是西非地区重要的国际机场，阿比让

港是西非第二大港口。科特迪瓦通过两次五

年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完

善的基础设施使科特迪瓦成为西非国家的贸

易、金融、航运中心。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科特迪瓦水、电、通信

基础设施相关指数在西非国家中排前列。

2.2 基本情况

吸收外资总量

2021 年，科特迪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

为 13.82 亿美元，比 2020 年 7.13 亿美元上升

93.8%。截至 2021 年，科特迪瓦的外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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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贸发会议 . https://unctad.org.

②  同①。

③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www.bceao.int.

④  同③。

投资存量为 128.21 亿美元，在西非 16 个国

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加纳。①

自 2012 年以来，得益于稳定的宏观经济

环境和不断发展的基础设施，科特迪瓦外国

直接投资流入量快速增长，2012—2021 年，

投资流量年均增长 17.2%。2020 年，受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科特迪瓦吸收外国直接

投资流量大幅回落，2021 年，科特迪瓦吸收

外国直接投资恢复。2012—2021 年科特迪瓦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如图 2-1 所示。

图 2-1　2012—2021 年科特迪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②

吸收外资来源国③

2019 年，科特迪瓦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

有 11 个，其中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是加拿大，

投资金额为 1578 亿西非法郎，占比 31.7%；

其次是法国，投资金额占比 25.4%；其他投

资来源国家或地区还有开曼群岛（12.9%）、

尼日利亚（7.3%）、土耳其（7%）、新加坡

（5.6%）。

吸收外资行业分布④

2019 年，科特迪瓦吸收外资排名前三位

的部门为采掘业（33.3%）、金融业（33%）、

建筑业（10.5%）。电力生产和运输、通信行

业也对外资具有吸引力，吸收外商投资金额

占比分别为 6.1%、6.5%。制造业吸引外商投

资金额占比为 4.8%，与 2018 年占比 30.1% 相

比，吸引外资的比重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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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特迪瓦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3.1 主管部门

科特迪瓦主管外商投资的部门为私营

部门投资和发展促进部（Ministère de la 

Promotion de l'Investissement et du 

développement du secteur Privé）、经济

与财政部。私营部门投资和发展促进部为科

特迪瓦私人投资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促进本国私营领域发展和外国投资增长；制

定战略与实施、行政改革，提升营商环境竞

争力，促进 PPP 立法和监管框架的完善；与

有关政府部门联络，协调国内外的投资促进

活动；协助工业园区、经贸园区和免税区的

创建和管理。科特迪瓦对外商投资无审批规

定，但出于统计目的，外国企业于科特迪瓦

投资需向经济与财政部报告。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CEPICI），隶

属于私营部门投资和发展促进部，是科特迪瓦

投资促进机构，负责吸引和促进国内外投资，

管理单一商业窗口（GUFE），为投资者设立公

司提供咨询和法律服务。CEPICI 也是获得工

业用地的中间机构，设立了线上工业用地窗口

（Guichet des terrains industriels）。

3.2 市场准入

外资鼓励和保护规定

科特迪瓦未针对外商投资立法，国内外

投资者均适用科特迪瓦《投资法》。经过三

次修订后，《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构成科

特迪瓦投资相关主要法律法规。

《投资法》对获得外汇和资产转让无特殊

限制，允许外国雇员、公司在遵守税收规定、

履行正在进行的司法或仲裁程序条件下，汇

回其报酬或清算后的资本以及利息、股息。

科特迪瓦《采矿法》和《石油法》也规定了

资本和利润的返还自由。

外资限制规定

外国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科特迪瓦大

部分行业，但投资金额在 5 亿西非法郎以

上或涉及交通、商业、房地产、公共工程、

银行和金融业等领域的投资，投资者应先向

CEPICI 递交申请材料，CEPICI 批复后，由投

资技术委员会裁定是否给出许可证。科特迪

瓦医疗、制药、法律、会计、建筑和旅游等

行业为国民保留。《采矿法》禁止外国投资

者从事手工和半工业采矿，规定工业采矿企

业需为科特迪瓦政府保留一定比例股份。

3.3 外资安全审查

科特迪瓦尚无外资安全审查规定。

3.4 土地使用

科特迪瓦 1998 年《土地法》规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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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外国人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科特迪

瓦《投资法》规定，外国企业按规定缴纳相

应使用费后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

科特迪瓦工业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局

（AGEDI）负责审批工业用地的申请文件。

CEPICI 的线上工业用地窗口与 AGEDI 实现审

批程序对接，投资者可通过这一窗口完成申

请使用土地的行政手续。于科特迪瓦获得工

业用地的具体步骤见表 2-7。

工业单位应在工业区内生产经营，只有

在 AGEDI 不能提供土地或申请人能证明其选

择的土地是唯一可用于计划活动的土地时，

才能在工业区外设立厂房。工业单位使用工

业区外土地，必须经建设、住房与城市化部

长给予规划许可以及贸易和工业部长批准。①

                                          

①  科特迪瓦工业基础设施管理和发展局 . https://www.agedi.ci.

②  同①。

表 2-7　获得工业用地的步骤②

序号 步骤 主管机构 内容

1
申请工业用地开发

许可证
CEPICI/AGEDI

（1）在 CEPICI 网站上的线上工业用地窗口，填写规

定的文件，由 AGEDI 进行评估和处理。申请人将

通过 CEPICI 收到允许或拒绝申请的授权书，办理

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如果获得批准，可办理工业

用地建筑许可证。

（2）申请人获得工业用地建筑许可证后，有两年的时

间来进行土地开发（建造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

开发期内，AGEDI 定期对开发进行评估，两年后，

AGEDI 将报告是否已完成开发。

2
获得“工业用地占

用令”
AGEDI/CEPICI

完成开发报告后，AGEDI 将自行启动此步骤。经过

AGEDI 和贸易与工业部长核验，工业用地占用令将被

直接传送到 CEPICI，由其发放给经营者，经营者获得

10 年土地使用权，办理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

3 获得长期租约 CEPICI

需向 CEPICI 提出申请，申请的处理时间为 45 个工作

日。租约由贸易与工业部长和建设、住房与城市化部长

代表国家签署，由 CEPICI 发放给经营者，租约有效期

30 年，在租赁期满前一年，经营者可以要求续租。

3.5 企业税收

科特迪瓦税务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Impôts，DGI）是科特迪瓦税务主管部门，

负责税收法规制定、税收征管和税务合规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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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税收种类主要包括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预扣税、特许经

营税、财产税等（见表 2-8）。企业（不包

括银行和保险公司）会计核算必须符合修订

后 的 OHADA 会 计 制 度（système Comptable 

OHADA，SYSCHOADA）。

                                          

①  普华永道全球税收概览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表 2-8　科特迪瓦主要税赋和税率①

序号 税赋 税率 说明

1 企业所得税 25%

（1）电信、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所得税率为 30%；

（2）所有企业还需缴纳最低统一税（impôt minimum for-

faitaire，IMF），计税基础为总营业额，税率为 0.5%，

最低税额 300 万 FCFA，最高税额 3500 万 FCFA；

（3）对公司在科特迪瓦境外开展的业务不征税，无税收

抵免。

2 个人所得税
采用 0~10% 的累进税

率

通过三步计算得出。

（1）工资税（IS）：对总收入（工资、津贴和实物福利）

的 80% 征收 1.5%，由雇主代扣代缴；

（2）国家贡献（CN）: 对总收入的 80% 按 1.5% 至 10%

的累进税率征收；

（3）免征部分：食品津贴每月 30000FCFA，交通津贴（阿

比让每月 5000FCFA、其他城市每月 3000FCFA），

雇主支付的特别奖励津贴。

3 增值税 18%

部分产品适用 9% 的低税率：牛奶（酸奶和其他乳制品除

外）、婴儿牛奶和婴儿复合预制食品、高档大米、从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外进口的肉类、含有 100% 硬质小麦粗

面粉，以及太阳能设备。

4 消费税 10%~15%
进口卷烟、酒精、非酒精饮料及香水消费税 10%，化妆品

消费税 15%。

5 财产税 1.5%~15%

（1）地产税：未开发的土地征收 1.5%。对出租已建或未

建建筑物地产收入征税，法人、自然人适用税率分

别为 4%、3%；

（2）房产税：对于已出租的房产，对法人征收租金收入

的 11%，对自然人征收 9%。企业拥有并自用的房产，

税率为 15%。

6 财产转让税 4%~10%
通过销售转让财产：财产租赁转让 10%、房地产销售 4%、

企业转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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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赋 税率 说明

7 工资税
本地雇员 2.8%，外籍

雇员 12%
雇主缴纳的部分，税基为应税工资总额。

8 预扣税 15%~20%

具体税种为：

（1）证券所得税（IRVM）征收股息和董事费的 15%；

（2）应收利息税（IRC）对利息征税 18%；

（3）非商业利润税（BNC）对科特迪瓦公司向外国企业

缴纳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 20%；

（4）对与科特迪瓦签订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征收以上税

种，税率按协议规定。

9 特别设备税 0.1% 为了政府提供的设备而缴纳，计税基础为不含税营业额。

10 营业特许税
流转税（DCA）0.5%、

比例税（DVL）18.5%

（1）其中流转税按照营业额的 0.5% 税率计算，最低税额

为 30 万西非法郎，最高税额为 300 万西非法郎；

（2）比例税基于办公地点的租金征收。

11 银行业务税 10%
对支付的银行服务费征收，税率为 10%，可从销项增值税

中全额扣除。

12 登记税 0.1% 或 0.3%

（1）设立时出资为 300 万 ~50 亿西非法郎，税率 0.3%；

高于 50 亿西非法郎，税率 0.1%；低于 300 万西非

法郎，缴纳最低税额 1.8 万西非法郎；

（2）追加资本和公司转让也需缴税，分别为增资的 6%、

转让股份市价的 1%。

14 社会保险税 —

（1）退休保险由雇员缴纳应税工资的 6.3%；雇主缴纳

7.7%；

（2）家庭津贴 5.75%、工伤保险 2% 至 5%，由雇主单独

负担。

续	 	 表

科特迪瓦对保险保费征税，其中海运险

税率为 7%，火险税率 25%，健康险税率 8%，

出口信用险税率 0.1%，其他险种如个人责任

险、交通险税率均为 14.5%。其中，根据商业

运输保险单支付的海上风险保险费可免除

纳税。

科特迪瓦进口关税适用西非经货联盟共

同对外关税（CET），可分为四档（见表2-9）。

科特迪瓦对过境货物不征收进口关税和税收。

商品进口时，还需缴纳统计税（1%）、社区

团结税（CST）（0.8%）、非洲联盟进口税

（0.2%）和增值税（18%），其中自西非国家

经济共同体进口商品的 CST 为 0.5%，自非洲

联盟国家进口商品免缴非洲联盟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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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科特迪瓦《投资法》整理。

②  根据科特迪瓦《投资法》定义，大型企业是指年营业额超过 10 亿西非法郎的企业；中小型企业为年营业额低

于 10 亿西非法郎且正式雇员少于 200 人的企业。

③  同①。

表 2-9　科特迪瓦部分产品进口关税

种类 税率

科特迪瓦急需的书籍

等文化产品、科技专

利、药品等

免收进口关税，只缴纳海

关费用，约占货值的 1%

初级产品如原油等 5%~10%

半成品、成品油等 10%~20%

产成品
20% 以上，汽车等高档消

费品税率在 30% 以上。

3.6 优惠政策

一般性优惠政策①

根据《投资法》，科特迪瓦分为 3 个投

资区域：A 区（阿比让大区）、B 区（各大区

首府、博努阿、大巴萨姆）、C 区（A、B 两

区外的地区）。《投资法》规定了两大投资领

域，I 类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卫生行业

与酒店业（酒店业需满足 A 区投资额高于 50

亿西非法郎、在 B、C 区投资额高于 20 亿西

非法郎）；商业、银行业、金融业、非工业

用途建筑业、自由职业等不适用《投资法》，

除此之外不属于 I 类领域的企业被归入 II 类

领域。

科特迪瓦《投资法》以优惠申报制度和

核准制度为核心，申报制度下申报即可适用

税收优惠，核准制度下经 CEPICI 批准才能适

用税收和海关优惠政策。享受优惠包括两个

阶段：创立阶段和经营阶段。在创立阶段，

满足最低投资额并经核准的企业可享受设立

阶段优惠政策，可免缴科特迪瓦的主要关税

和增值税，但不免除统计费、社区团结税及

非洲联盟进口税。最低投资额的规定为：大

型企业为 2 亿西非法郎，中小企业为 5000 万

西非法郎。②位于 A 区的大型商业中心为 100

亿西非法郎，位于 B 区与 C 区的大型商业中

心为 50 亿西非法郎。在经营阶段，企业可享

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见表 2-10。

表 2-10　《投资法》规定经营阶段税收优惠政策③

适用制度 企业类型 优惠政策

申报制度

I 类企业

（1）A 区：享有 5 年期以下税种 50% 的税收豁免：企业所得税、专利和许

可税、雇主缴纳与雇员有关税款、财产税；

（2）B 区：享受前 5 年全免、后 5 年减免 50% 税收优惠，优惠税种除与 A

区优惠税种外，还包括证券所得税；

（3）C 区：享受前 10 年全免、后 5 年减免 75% 税收优惠，优惠税种与 B

区相同。

II 类企业
A、B、C 区优惠税种均为企业所得税、专利和许可税、财产税、增值税及

雇主缴纳的与雇员有关税款，抵免比例分别为 25%、35% 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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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制度 企业类型 优惠政策

核准制度

I 类企业

（1）大公司享受优惠与申报制相同；

（2）中小企业在原有减免税年限的基础上，A 区的投资企业可享受减税

75%，B 区企业为前 5 年全免、后 5 年减税 75%，C 区企业相应税收

全免，优惠税种除申报制度下税种，还增加银行业务税。

II 类企业

（1）大公司享受优惠与申报制相同；

（2）中小企业在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各税种税收抵免比例上调，A、B、C

区分别为 37.5%、52.5% 与 75%。

对外资企业的特定优惠

2018 年《投资法》规定，由外国人拥有

多数股权的大型公司如果为当地人创造就业

机会、向当地人开放股本或转包加工等，可

享受额外 2% 的税收抵免，具体条件为：

（1）创造就业机会。企业内部科特迪瓦

籍高层管理和监督人员占这两类员工总数的

80%。

（2）股本开放。科特迪瓦部长理事会出

具的投资清单中的大型外国公司如将 34% 以

上的股本向科特迪瓦国民开放。

（3）转包加工。外国企业外包给科特迪

瓦本国企业的基础设施工程、零部件生产、

服务不低于公司业务量的 25%。

续	 	 表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科特迪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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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科经贸合作

中科两国政府间签有贸易协定、投资促

进和保护协定、“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以

及产能合作协议。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公司

参与了科特迪瓦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

括科特迪瓦重大发展项目苏布雷水电站、科

特迪瓦国家电网发展和改造、阿比让港口改

扩建，以及多个村居市政建设项目。

1.1 中科双边贸易

2021 年，中科双边贸易额达 37.62 亿美

                                          

①  科特迪瓦海关总署 . http://www.douanes.ci.

②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www.customs.gov.cn.

元，比 2020 年 20.15 亿美元增长了 86.7%，其

中，中国向科特迪瓦出口货物额为 31.21 亿

美元，自科特迪瓦进口货物额为6.41亿美元。

中国对科特迪瓦贸易一直呈现较高顺差态势

（见图 3-1）。中国为科特迪瓦最大的进口来

源国。①

中国主要向科特迪瓦出口电机产品、机

械设备，车辆、钢铁及其制品、塑料及其制

品、家具等（见图 3-2），主要从科特迪瓦进

口橡胶及其制品、矿产品、棉花、可可及可

可制品等（见图 3-3）。

图 3-1　2015—2021 年中科双边贸易额②



  43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科特迪瓦投资

                                          

①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www.customs.gov.cn.

②  同①。

③  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数据整理制图。

图 3-2　2021 年中国向科特迪瓦出口情况① 图 3-3　2021 年中国自科特迪瓦进口情况②

1.2 中国对科特迪瓦投资概况

根据《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2021 年，中国企业对科特迪瓦直

接投资流量为 6417 万美元，比 2020 年 7886

万美元下降 18.6%。截至 2021 年底，中国

对科特迪瓦直接投资存量为 79319 万美元。

2014—2021 年中国对科特迪瓦直接投资流量

与存量见图 3-4。

图 3-4　2014—2021 年中国对科特迪瓦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统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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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科特迪瓦直接投资项目涉及

矿产、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等，目前有中

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等多家中企在科特迪瓦开展业务。 

1.3 中科经贸合作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于 2000 年 10 月成立，成

员包括中国以及与中国建交的 53 个非洲国家

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论坛旨在加强新形势

下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经济

全球化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平等磋商、增

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

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后续机制，不断拓展

和深化中非各领域的合作。

中国—科特迪瓦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

首届中国与科特迪瓦经济贸易联合委员

会会议（以下简称“中科经贸联委会”）于

2002 年举行，2013 年 5 月，第二届中科经贸

联委会在科特迪瓦阿比让总理府举行，会上

签署了多项合作计划，包括体育场建设和卫

生领域等项目合作。2017 年 3 月，中国与科

特迪瓦第三届经济贸易联合委员会在阿比让

召开。

双边经贸协定

中国与科特迪瓦签署的有关经贸协定见

表 3-1。

表 3-1　中国与科特迪瓦签署的经贸协定

序号 协定名称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

协定》
1988 年 9 月 15 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1996 年 7 月 8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促进

和保护投资协定》
2002 年 9 月 30 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

协定》
2018 年 6 月 25 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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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产能

合作的框架协议》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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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科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科特迪瓦中资企业商会①

科特迪瓦中资企业商会（CCEC）是在中

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指导下，由

在科特迪瓦从事合法经贸活动的中资企业于

2007 年 10 月发起成立的自律、非营利的民间

组织。2017年 5月，商会完成正式注册手续。

会员大会是商会最高权利机构，理事会是会

员大会的执行机构。截至 2021 年底，共有一

拖农机公司 YTO、中国电建（含中水五局）、

中国地质 CGC-CI、中国海外 COVEC、中兴通

讯 ZTE、华为技术 HUAWEI、中通服 CCS、辽宁

国际等近 50 家会员企业，涵盖港口、工业、

水电大坝、公共工程、交通、能源、基础设

施等行业，16 家理事企业，会长单位是中国

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商会主要职能包括：加强中资企业联系

交流，促进会员企业与科特迪瓦政府、商界

交流，指导会员企业合法经营，定期组织会

员开展体育文化活动以及建立安全防范及互

助机制。

科特迪瓦中资企业商会

邮箱　　ccec_ci@hotmail.com

电话
　　+225-27-07076618

　　　　（会长单位电话）

科特迪瓦工商会②

科特迪瓦工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de Côte d'Ivoire，

CCI-CI）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和财务自主权

的公共机构，于 1992 年设立，受贸易与工业

部的监督。成员大会是国际商会的决策机

构，102 名大会成员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产

生。CCI-CI 拥有常设行政部门和地区代表

团，确保其能考虑所有经济运营商的关切，

主要职责包括咨询和代理、培训、为企业

提供支持和建议、创建和管理工商企业所需

服务。

科特迪瓦工商会

电话　　+225-27-20331600

邮箱　　info@cci.ci

网址　　http://www.cci.ci

地址
　　6, avenue Joseph Anoma, Plateau 01 

　　　　BP 1399 Abidjan 01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③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s Entreprises de Cite 

d'Ivoire，CGECI）由科特迪瓦私营部门雇主

组成，联合来自所有行业的专业团体、商业

                                          

①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ci.mofcom.gov.cn.

②  科特迪瓦工商会 . http://www.cci.ci.

③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 . http://www.cge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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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和公司，包括 27 个专业团体和协会，覆

盖了科特迪瓦近 80% 的私营部门。

CGECI 是公共当局、工人工会组织和第三

方的主要对话者，主要职责包括改善商业环

境、提升公司竞争力、促进社会伙伴间对话、

发展私营部门和促进私人投资。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

电话　　+225-27-20330200

传真　　+225-27-20222825

邮箱　　cgeci@cgeci.ci

网址　　http://www.cgeci.com

地址
　　La Maison de l’Entreprise, Plateau, 01 

　　　　BP 8666 Abidjan 01

2　对科特迪瓦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科特迪瓦适用非洲商法统一组织 2014 年

修订的《商业公司和经济利益集团统一法》

（Acte uniforme relatif au droit des 

sociétés commerciales et du groupement 

d'intérêt économique，AUDSCIE），该法规

定了设立经营实体适用规则。投资者在科特

迪瓦可以建立以下形式的企业：普通合伙企

业（SNC）、有限合伙企业（SCS）、有限责

任企业（SARL）、股份公司（SA）、简化的

股份公司（SAS）和经济利益集团（GIE），

此外还可设立无独立经营资格的公司代表处

或联络处（见表 3-2）。

表 3-2　科特迪瓦各类经营实体及其特征①

序号 公司形式 最低资本（FCFA） 特征

1 普通合伙企业（SNC） 无最低限额
由 2 个及以上自然人或法人设立，所有合伙

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 有限合伙企业（SCS） 无最低限额

由 1 个或多个普通合伙人与 1 个或多个有限

合伙人发起设立，普通合伙人对公司债务承

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在出资限额内承担

责任。

                                          

①  科特迪瓦政府投资信息网站 . https://www.225inves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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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形式 最低资本（FCFA） 特征

3 有限责任企业（SARL） 100 万

可由 1 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设立，股东在

其出资范围承担企业债务。SARL 由一个或

多个自然人管理，对于在会计年度结束时满

足以下条件的公司，需雇佣外部审计专员为

公司高管：

（1）年营业额超过 2.5 亿西非法郎，长期工

作人员超过 50 人。

（2）资产负债表总额超过 1.25 亿西非法郎。

4 股份公司（SA） 1000 万

1 个自然人或法人即可设立，股东对公司的

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股份代表股东

权利。股东应以现金出资，在认购股份时至

少实缴股份面值的 1/4，其余认购金额根据

公司章程，在 3 年内付清。

5 简化的股份公司（SAS） 无最低限额
1 个自然人或法人即可设立，其特点是灵活

性高。

6 经济利益集团（GIE） 可以无资本

由两个及以上自然人或法人设立。应在商业

和动产信贷处登记，具有法人资格。成立目

的是开展促进或发展与所在国有关的经济活

动，为非盈利性组织。

7 联络处或代表处 无要求

1 个自然人或法人即可设立，为公司的分支

机构，为所属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性或辅助

性工作，无自主管理权。

                                          

①  根据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电子法规网站（https://cotedivoire.eregulations.org）整理。

续	 	 表

在科特迪瓦创建公司需通过科特迪瓦投

资促进中心单一商业窗口办理，具体需要 11

个步骤（见表 3-3），办理网址：http://www.

cepici.gouv.ci。

表 3-3　科特迪瓦公司创建具体步骤①

序号 具体步骤 具体要求 费用

1
认购和付款公证

声明（DNSV）

需要的文件：银行出具的存款收据、认购人名

单、认购人缴款金额及认购书一式两份；公证

人是唯一有权发布 DNSV 的公职人员。（此步

仅骤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

公证费 120000 西非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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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步骤 具体要求 费用

2
公司章程登记及认

缴出资的公证声明

在公司章程规定的日期一个月内于阿比让行政

大楼的注册和印花部门办理；发起人必须出示

八份每页签字并草签的章程原件，股份公司还

须提供八份成立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纪要。

章程每页需贴 500 西非

法郎印花，同时支付登

记税（纳税标准见第二

篇企业税收）

3
在法院登记处提

交公司章程

于阿比让高原法院的登记处，提供 2 份已登记

的公司章程副本。
5000 西非法郎

4
在商业和动产信

贷登处登记

在阿比让商业法院或公司所在地法院的登记处

进行。需要的文件：于单一商业窗口获得的 5

份登记表、1 份申请、2 份已注册签字的公司

章程、2 份公证行提供的公司股份认缴申明、2

份签字的公司负责人名单、2 份公司主要负责

人无犯罪证明（如果申请人是外籍，应同时提

供 1 份出生地国家出具的无犯罪证明）、1 份

出生证明、1 份结婚证明（如已婚）、1 份居

住证明。获得 2 份带有注册日期和编号的登记

表。

表格费用 1000 西非法郎

登 记 费 用 为 15000 西 非

法郎

5
由商业动产信贷登处

发出设立注册通知书

必须 15 天内于官方期刊或授权发布法律声明

的期刊（《博爱报》）刊登公告。

登报价格为 600 西非法

郎

6 通知的合法化

向市政厅负责提供 3 份有《博爱报》签字盖章

的刊登通知，完成后，承包商将获得合法化通

知公告。

每份通知需贴 500 西非

法郎印花。

7 存在纳税申报
由科特迪瓦税务总局或主管税务局获得一份存

在纳税申报表，填写完成后获得纳税人账号。

1000 西非法郎（公司注

册资本高于 100 万西非法

郎时为 5000 西非法郎）

8 外贸注册

需要文件：商业登记表、存在纳税申报表、执

照证明、税务合规证明和经理身份证明复印

件。完成后，企业可获得进口商代码和税号（可

每年更新）。（此步骤仅适用于从事进出口业

务的公司）

30000 西非法郎

9
在国家社会保障基

金（CNPS）注册

由商业登记处填写一份自社保基金提供的雇主

登记表，完成后可获取注册号。
免费

10 员工声明

向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提交声明。企业应要求每

个员工填写注册表，提供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

件副本，每位雇员都将获得带有员工编号的社

会保险卡。（适用于本国和外国雇员，不适用

外交官员和国际公务员）

免费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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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

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

科特迪瓦 2013 年《竞争法》对外资并

购作出规定。贸易和工业部的竞争和反垄断

委员会（Commission de la Concurrence et 

de la Lutte contre la Vie Chere）负责调

查和惩处《竞争法》规定的反竞争行为。在

科特迪瓦经营也需遵守《西非经货联盟条约》

（以下简称“条约”）、西非经货联盟关于

反垄断程序的第 3/2002/CM/UEMOA 号条例。

西非经货联盟成员国设置反垄断咨询委

员会，如果该委员会发现企业合并构成条约

中规定的垄断做法，可以按照第 3/2002/CM/

UEMOA 号条例的规定，要求企业停止合并行为

或采取适当措施恢复竞争。委员会可主动回

应申请，在听取有关企业和协会对合并行为

的意见后，对有关企业采取临时措施并启动

调查程序，被采取临时措施的企业可提出申

诉或要求召开听证会。

并购程序

投资者收购在科特迪瓦设立的公司需经5

个步骤（见表 3-4）。

续	 	 表

序号 具体步骤 具体要求 费用

11 公司资金进出汇付

于金融城 10 楼的外部金融分理会（FINEX）

或账户所在银行填写表格，完成后由 FINEX

授予资金出入境汇付许可。

免费

表 3-4　收购科特迪瓦企业具体操作步骤

序号 步骤 相关参与方 内容

1 目标评估 税务、法律等领域专家

对公司的现状及其盈利能力、财务、法律、

税务风险、正在进行的诉讼等进行准确评估。

税务风险是此类运营中需要考虑的主要风险

之一，建议寻求该领域专家的帮助。

2 利益相关方谈判 在律师支持下 双方就交易、合同和文件的协议达成一致。

3 文件认证 由公证员负责
对律师起草并由利益相关方协调达成一致的

文件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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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步骤 相关参与方 内容

4 商业登记 由商业法院负责

（1）载有公证契约的文件必须提交给商业法

院，以便在商业登记册上登记公司的变

更，使交易正式生效。登记后需在官方

期刊发表声明。

（2）这一步骤也可以在商业法庭线上平台

E-TribCom 进行，网址为 https://etrib-

comweb.tcabidjan.ci/?page=accueil。

5 税务备案
由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

负责

为收购过程的最后一步，公司业务转让同样

需要税务备案。

续	 	 表

2.3 工程承包

科特迪瓦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公开招投

标，工程监理、验收均按法定程序进行。科

特迪瓦工程承包相关法律为 2019 年第 2019-

679 号法令《公共采购法》、第 2019-594 号

《建筑许可条例》等。

获取建筑许可证

科特迪瓦于 2016 年创建了建筑许可证一

站式办理窗口（GUPC），GUPC 在阿比让设总

办公室，在其他地区设立办事处。

科特迪瓦《建筑许可条例》规定，在科

特迪瓦修建新建筑，改造现有建筑使其功能、

外观、内部结构改变，均需要取得建筑许可

证。建筑许可证一站式办理窗口负责建筑许

可证的发放，获得许可证需满足主管当局制

定的城市规划、卫生、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管

理规定。许可证在签发 1 年内未施工或施工

中断超过 1 年即失效。在科特迪瓦办理标准

化仓库的建筑许可证需 11 项手续，平均

办理时间为 163 天，办理费用为仓库价值的

5.9%。①

工程竣工后需取得合格证书。在施工期

间，咨询工程师和控制办公室将对工程进行

检查，验证建设工程满足建设计划和相关规

定后，发放正确执行工作的证书，该证书是

获得合格证书的条件；竣工后，建筑许可证

一站式服务中心主管机构检查建设是否符合

批准的计划和法规，并决定是否颁发合格证

书，15 天监管期后，无答复视为合格。

工程标准合同

科特迪瓦工程承包市场相对成熟，项目

建设方式多样，有现汇项目、EPC+F、PPP等。

科特迪瓦《公共采购法》主要规定了两类工

                                          

①  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archive.doing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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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标准合同，一类是工程总承包合同，即业

主委托承包商承担设计和建造建筑物或基础

设施的合同，需包含草图研究、项目研究、

协助业主完成工程合同签订并提供复杂设备

和技术、指导监督工程的实施、施工现场的

指导和调度、协助业主完成工程验收等；另

一类是服务管理和维护合同（GENIS），合同

签订方按照规定的标准，提供标的基础设施

的管理和维护服务。

                                          

①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 http://www.sasac.gov.cn.

中国铁建承建科特迪瓦 Port Bouet 新城项目。①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与科特迪瓦建

筑与房地产管理公司签署科特迪瓦 Port Bouet 新城项目商务合同，合同额约为 279.65

亿元人民币，合同模式为 EPC+F（分期融资）。项目占地约 500 公顷，位于科特迪瓦

经济首都阿比让郊区以东。该项目包括社会型、经济型、中档和高端共计 8 种户型的

5 万套城市住房和配套的地区交通与市政设施的规划设计、采购及施工。Port Bouet

新城项目是科特迪瓦首个装配式保障房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

案例 1

招投标

科特迪瓦政府项目由项目主管部门招

标，承包商向政府部门招标委员会递交标书

和企业资质证明材料。政府部门根据标的、

企业投标价和投标企业资质情况确定候选名

单，最终中标企业在候选名单中选择产生。

如果项目为科特迪瓦政府出资，投标资格与

候选名单由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政府项

目主管部门共同审核；如项目使用国外资金，

则由出资方和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审核。

施工与验收

施工单位需按照科特迪瓦标准进行施

工。工程完毕后，业主可聘请有资质的建筑

事务所验收。如为国家项目，则由科特迪瓦

国家技术研究与发展局（BNETD）和有关主管

部门进行验收。

《公共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工程建设

项目验收分为部分验收、临时验收和最终验

收三类。一般情况下，业主在接收全部或部

分工程前必须进行全部或部分临时验收；但

如遇紧急情况，承包商可编制交接清单，经

各方同意后在验收前先行交接。一旦业主接

收部分工程，除因施工缺陷造成的损坏外，

承包商不需再承担维修责任。在工程性质允

许的情况下，只要部分完成的工程可按合同

规定的用途投入使用，业主便可应承包商要

求，进行临时验收。临时验收旨在检查并确

保工程符合合同（特别是技术条款）的全部

规定，完成后所有权和风险转移到业主方，

承包商开始承担合同规定的相关质保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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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结束后进行最终验收。

中企在科特迪瓦承包工程

2020 年，中资企业在科特迪瓦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 44 份，新签合同额 59.85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1.6%，完成营业额 9.17 亿美

元，同比下降 15.6%，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080 人，年末在科特迪瓦劳务人员 1407 人。

我国企业在科特迪瓦承建的项目融资类型主

要以“两优”①和商业贷款为主，项目建设类

型以 EPC+F 和现汇为主，涵盖电力、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主要项目包括苏布雷

水电站项目、阿比让港口改扩建项目、国家

电网改造和发展项目、圣佩德罗体育场项目

和科霍戈体育场项目等。中资企业在现汇项

目领域取得较快发展，先后中标了阿比让第

四桥项目、阿比让科科迪斜拉桥项目等重大

项目。②

2.4 联合研发

农业技术合作。科特迪瓦水稻技术与种

植基地“格格杜垦区”（以下简称“垦区”）

位于科特迪瓦南部，为中方援科建设项目。

1997 年，垦区开展中科农业水稻技术合作，

经过多次援科农业技术合作，垦区目前已发

展成为相当完善的农业合作示范基地，主要

开展水稻种植、农机使用与维护、垦区管理

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合作，技术人员举办水稻

高产技术培训班，为来自科特迪瓦全国各地

的农业专家和从业者讲授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①  中国援非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简称“两优”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承办。

②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信息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地区）市场报告》整理。

③  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 https://www.agriculture.gouv.ci

3　投资目标行业

科特迪瓦优势行业包括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矿业、电信设备和服务、能源行业、建

筑业。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

发展现状。农业部门在科特迪瓦国民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科特迪瓦可可生产和出

口世界领先，其腰果、橡胶、香蕉和菠萝生

产和出口在非洲领先。③2020 年，科特迪瓦

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及其制品占总金额的 70%，

其中可可豆及相关制品占比达 41.45%。科特

迪瓦出口主要农产品大部分未经加工，产品

附加值低，2020 年科特迪瓦出口可可加工率

为 29.8%，腰果出口的加工率为 7%。科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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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食品消费依赖进口，其中水产品、肉类和

牛奶等食品 80% 来自进口，主要进口粮食作

物为大米和小麦，2020 年大米进口额占进口

食品总金额的 1/4。①

发展规划。科特迪瓦目前正实施的有

关农业领域发展规划包括国家农业投资计划

PNIA2、2021—2025 年国家发展规划、就业

和经济转型竞争价值链项目（PCCET）（见表

3-5）。

                                          

①  科特迪瓦海关总署 . http://www.douanes.ci.

②  根据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计划与发展部、政府官网信息整理。

表 3-5　科特迪瓦农业部门的发展规划②

序号 规划名称 内容

1 国家农业投资计划（PNIA2）

PNIA2 致力于 3 个战略目标：

（1）提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包括提高农业部门工业化水平、

增强科特迪瓦农产品在区域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促进

农业合作社有效运作。

（2）加强环境友好型农林牧渔业生产体系，包括控制和缓解农

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强国家自然资源保护。

（3）关注包容性增长，确保农村发展和人民福祉，包括加强部

门政策和投资规划的治理结构；促进私人参与和创业；促

进研究、生产和加工活动纵向一体化；促进农业和相关部

门横向合作；发挥科特迪瓦各地区优势。

2
2021—2025 年国家发展规划

（PND2021—2025）

农业部门转型目标包括：实现优质大米自给自足、提高水稻种植

区机械化率、建立综合农业数据统计系统、发展农业保险等。

3
就业和经济转型竞争价值链

项目（PCCET）

致力于提高油棕、橡胶、菠萝、芒果价值链的竞争力，包括支持

特定价值链的投资、资助“共同服务”（物流、数字平台、可追

溯系统、测试设施、技术中心、包装等），支持农产品价值链下

游生产活动（营销、运输和销售）。

支持政策。政府鼓励可可、腰果、橡胶、

棉花、棕榈油等农作物的本地加工。《投资法》

规定，农业、农产品加工属于可享受鼓励政策

的 I 类行业，享受该法规定的税收抵免。作

为对《投资法》的补充，科特迪瓦 2019 年第

2019-587 号法令规定了对农业加工部门的具体

税收优惠，涵盖项目实施和运营阶段：

（1）项目实施后四年内，对在科特迪瓦

本地购买或者进口的设备、成套零部件免征

增值税和关税，免税的零部件价值，不得超

过批准项目设备购置价值的规定比例（A 区

20%、B 区 40%、C 区 60%）。

（2）在同一 4 年期限内，免征服务、研

究、监测、协助和文件编制费用的增值税，

其金额不得超过批准项目投资总额的 20%。

（3）公司用以增加产能或更新生产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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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可享受额外的税收抵免，直至全额报

销。享受的优惠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专利

和许可税、财产税、增值税及雇主缴纳的与

雇员有关税款，享受期限不超过十年。

矿业

根据科特迪瓦矿业开发公司（SODEMI）

的信息，科特迪瓦 2/3 以上的领土被已知富

含矿化的地层所覆盖。科特迪瓦采矿部门

是主要出口部门之一，2020 年采矿产品出

口 11932.5 万亿西非法郎，占出口总额的

16.6%。黄金是科特迪瓦最重要的矿产资源之

一，2020 年出口的采矿产品中，出口黄金为

8422 亿西非法郎（占 70.5%）。科特迪瓦于

2014 年通过了新《采矿法》，旨在使采矿业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增长极。作为《采

矿法》主要的改革之一，各作业地区设立地

方采矿发展委员会（CDLM），由矿业公司资

助，开展有利当地居民的社会项目。

支持政策。《采矿法》规定了矿业经营者

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正式开采运营前，

勘探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持有人进口和购买

国内直接用于采矿作业的材料、机械设备以

及商定方案所列的独立部件，免缴关税和增

值税；勘探许可证持有者还可免缴所得税、

最低税、财产税，豁免公司成立或增资时登

记费用。在矿山运行阶段，持有采矿许可证

的经营者、附属公司及其经批准的分包商可

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在整个矿山运营期间，免缴加工矿

石所需的液体或气体燃料、润滑剂、化学品

或有机物的关税和增值税。

（2）自首次商业生产之日起三年内适用

临时入境制度。

（3）免缴矿山产品的出口关税和税款，

包括运营期间的印花税。

（4）免缴用于采矿作业的材料和设备再

出口时所有出口关税和税款。

（5）享受为投资或经营目的进口材料、

机械和设备的立即清关便利。

（6）享受临时进口设备的再出口制度。

市场准入。《采矿法》第 5 条规定，任

何自然人或法人，不论是科特迪瓦国民还是

外国国民，均可在科特迪瓦境内从事本法规

定的活动，但必须事先获得采矿许可证。

换取采矿许可证的条件是向科特迪瓦政府分

配矿山公司资本的 10%，在增资的情况下，

国家无须进行财政捐助即可维持 10% 的资本

份额。在勘探前，必须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

（EIES），报告书应包括环境和社会影响管

理计划、场地恢复计划及其预计成本等。科

特迪瓦采矿许可证类型如表 3-6 所示。

表 3-6　科特迪瓦《采矿法》规定的采矿许可证类型①

序号 采矿许可证类型 发放条件

1 工业化 颁发给持有勘探许可证的自然人或法人代表

                                          

①  根据科特迪瓦 2014 年《采矿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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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潜力。科特迪瓦在无人机监控、采矿

能源解决方案、可持续采矿、采矿设备、地质

服务和生活设施管理等方面存在投资潜力。

                                          

①  中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 . http://www.cecep.cn.

②  科特迪瓦电信监管局 . https://www.artci.ci.

序号 采矿许可证类型 发放条件

2 半工业化
仅颁发给科籍公民、科籍合伙人占多数的合伙企业或科方控股的中

小企业

3 手工
仅颁发给科籍公民或科籍合伙人占多数的合伙企业，不颁发给任何

形式的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

续	 	 表

中国地质矿业公司开发科特迪瓦锰矿。①中国地质矿业总公司（CGM）与科特迪瓦

国家矿业发展公司于 2009 年共同出资成立滨海矿业公司（CML），开发位于戈赫—吉

布阿大区的（Gôh-Djiboua）洛祖阿（Lauzoua）的锰矿资源。科特迪瓦洛祖阿锰矿山

投产后，产量和经济效益逐年增长，连续三年获科特迪瓦总理颁发“卓越奖”三等奖。

截至 2018 年，CML 累计生产锰矿 120 万吨，成为国际锰矿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成立合资公司以来，中方一直主导生产经营，在矿山低品位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上获得

重大技术突破，低品位锰矿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的建成和实施将使 CML 存续年限延长 20

年以上。

案例 2

电信业

科特迪瓦电信行业发展较好，超过 98%

的科特迪瓦人通过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2020

年，科特迪瓦移动货币渗透率为 75.9%，比上

年移动货币用户数量增加了 16.5%。②科特迪

瓦目前没有公司提供 5G 服务，但科政府表示

打算在 2023 年上线 5G 服务。科特迪瓦正在

部署一个 7000 公里的国家主干网（RNHD），

该主干网将覆盖全国，并改善农村地区的互

联网接入。

发 展 规 划。科特迪瓦政府重视数字经

济发展，于 2021 年创建通信与数字经济

部，该部提出了科特迪瓦国家数字发展战略

SNNCI2021-2025，旨在提高科特迪瓦数字经

济包容性、促进公共服务数字化、使科特迪

瓦成为西非数字中心。该战略基于七个支柱：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数字金融服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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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力、数字商业环境、创新、网络安全。①

此外，PND2021—2025 中提出电信部门发

展规划：

（1）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数字基础设施的

网络覆盖范围。

（2）发展数字化领域研究和数字创新

能力。

（3）金融体系的数字化及其全面互联。

（4）为私营部门建立监测预算业务的

平台。

（5）建立企业唯一标识符号查询系统。

（6）通过一个完整的系统实现行政程序

和文件数字化。

（7）实现农业部门（粮食、可可、咖啡、

棉花、腰果等）付款数字化。

（8）实现地方当局小规模税收的数字化。

投资潜力。科特迪瓦电信市场正在增长，

需要供应商提供全方位电信服务和设备，如

铜缆和光纤电缆、中心局交换机、蜂窝站、

数据通信卫星、微波通信设备和数据管理解

决方案。

                                          

①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 . https://cgeci.com.

②  人民网 . http://finance.people.com.cn.

③  科特迪瓦政府官网 . http://www.gouv.ci.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科特迪瓦国家高速光缆网项目。② 2013 年，中国

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CITCC）承建科特迪瓦国家高速光纤宽带网络二期项目，该网

络全长 622 公里，自大巴萨姆经阿比让延伸到布纳，连接科特迪瓦东部的所有地区。

科特迪瓦国家高速光缆网项目（RNHD）由总长7000公里光纤传输网络和传输设备组成，

为科特迪瓦东部地区政府、医疗、教育、国防部门和市民提供高速、优质、安全的通

信与宽带业务传输通道，同时降低了通信成本。

案例 3

能源产业

科特迪瓦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能

源产业对外开放。2019 年，科特迪瓦石油

产量为每天 37179 桶，天然气产量为 2.025

亿立方英尺。③科特迪瓦炼油厂（Société 

Ivoirienne de Raffinage，SIR）及其相关

的仓储公司 GESTOCI 销售成品油。石油产品

市场受管制，寻求在科特迪瓦销售石油的公

司必须得到 SIR 和矿业、石油与能源部部长

批准。

发展规划。科特迪瓦 PND2021-2025 计划

提升电力基础设施水平，2020—2025 年，将

发电装机容量从2229兆瓦增加到3428兆瓦，

实现 50 个居民以上地区电力全覆盖和全社会

100% 电力可得。

支持政策。在资源领域，政府制定了系

列吸引外资优惠政策。2014 年《电力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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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政府在输配电、售电和电力进出口方面

的垄断地位，赋予电力行业更多发展自由，

政府方面仅保留调节市场供需的权利。1996

年《石油法》授予石油合同持有人以下税收

优惠：

（1）免除对支付股东利润的征税。

（2）除公司所得税、专利和许可税外，

免征对石油业务收入、石油合同持有人的财

产、活动及其分支机构任何国家、地区或市

镇级别的税收及关税。

（3）免征增值税、银行业务税。

（4）免征已批准施工方案所需的材料、

                                          

①  科特迪瓦政府网站 . http://www.gouv.ci.

化学品、机器和设备的所有进口关税和税收，

这项进口豁免也适用于上述机器和设备的零

件和备件。

（5）石油合同持有人的外籍雇员及其分

包商在首次就职时将其个人和家庭用品进口

到科特迪瓦，免缴所有进口关税和税收，也

可以在临时入境制度下进口一辆机动车供个

人使用。

投资潜力。科特迪瓦石油勘探、生产及

相关服务等领域具有投资潜力。此外随着科

特迪瓦寻求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当地

的天然气发电厂致力于提升发电能力。

中国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改造项目。科特迪瓦电网发展和

改造项目是中国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集团）在科特迪瓦完成的最大电力项目，覆

盖科特迪瓦东、中、西部区域，工程范围包括建设 1680 多公里 225kV/90kV 输变电线路

和 26 座变电站、对当地 500 个村庄进行电气化改造。该项目由国机集团总承包，集团

下属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执行，项目业主为科特迪瓦矿业、石油与能源部。项目的

总成本为 8.536 亿美元，其中 95.2% 由中方提供，4.8% 由科政府提供。①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开工，2019 年底带电调试，2021 年 5 月竣工带电投运。

案例 4

建筑业

科特迪瓦建筑部门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集

中在基础设施、酒店和住房建设等领域。

发展规划。科特迪瓦 PND2021—2025 提

出基础设施部门的发展计划包括：

（1）完善工业用地管理，以发展经济区。

（2）新建双向两车道 136km、双向单车

道 4502km，道路加固 1485km，保持 70% 的经

常性和周期性养护率，实现桥梁和金属材料

工程施工 34 座。

（3）将北部高速公路延伸到布凯瓦，实

施阿比让—德诺米 Y4 绕行道，修建阿比让—

瓦加杜古走廊，修复阿比让—大布—圣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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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岸，实施一项涉及 2200 公里的城际公路

铺设沥青路面的方案。

（4）计划于 2025 年建成 9 个现代商务基

础设施，科特迪瓦目前无此类基础设施。

市场准入。在工程承包方面对外国公司

没有特别限制和禁止规定。除了政府部门直

属的一些项目需要许可证，一般没有特别的

许可证要求。

投资机会。科特迪瓦严重缺少工业用地，

在其致力于转型成为工业国背景下，工业园

亟待开发。位于阿比让商业中心的建筑大多

建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翻新需求较高。根

据非洲开发银行《2019 年住房报告》，科特

迪瓦经济适用房缺口为 60 万套，其中三分之

一位于阿比让，鉴于该国每年 2.6% 的人口增

长率，这一缺口有扩大的可能。

中国路桥承建科特迪瓦高速公路、斜拉桥项目。2017 年，中国路桥承建铁比苏—

布瓦凯高速公路项目，该公路起于亚穆苏克罗北部城镇铁比苏，终点为科特迪瓦第二

大城市布瓦凯，全长 96 公里，设计时速 130km/h，双向 4 车道，是 2012 年后科特迪

瓦最大单体的公路项目。项目业主为科特迪瓦经济基础设施部。铁比苏—布瓦凯高速

公路项目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科特迪瓦南北乃至与布基纳法索、马里等北部邻国的交

通运输效能，对于科特迪瓦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9 年，中国路桥承建阿比让科科迪湾斜拉桥项目，阿比让斜拉桥项目横跨阿比

让科科迪湾，连接政务中心 Plateau 公社和 Cocody 使馆区，建设桥型为人字形空间异

形塔斜拉桥，主塔高109米，主桥长630米。该项目业主为科特迪瓦装备及道路养护部，

项目资金来源于伊斯兰发展银行。作为西非地区最大斜拉桥项目，建成后除有效缓解

区域交通压力外，也成为科科迪湾区商务中心的地标之一。

案例 5

中国港湾承建阿比让 PK24 工业园。2018 年，中国港湾承建科特迪瓦 PK24 工业

园一期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于中国银行的商业贷款。项目总体规划 940 公顷，工期 18

个月，含园区内道路、给排水、污水处理、输变电、通信等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进

一步发挥工业园区优势，吸引商贸与制造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提升阿比让作为

西非门户城市的经济地位。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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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关注当地投资风险

政治风险。在科特迪瓦投资经营企业需

关注跟踪政局变化和安全形势发展，特别是选

举年的政治局势，规避风险，建立应急机制。

劳工风险。科特迪瓦《劳动法》对雇佣

外籍员工要求较为苛刻，雇主需遵循相关雇

佣程序，雇主雇佣和辞退当地人也需遵守《劳

动法》规定。科特迪瓦工会等组织影响力大，

如工人代表提出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等要求，

雇主不答应可能引起工人罢工。科特迪瓦诉

讼程序复杂，案件平均处理时间较长，一旦

发生劳资纠纷，建议雇主优先协商解决，避

免通过诉讼解决。

环保风险。科特迪瓦环境领域法律法规

众多，企业在科特迪瓦经营需仔细调查有关

经营行为涉及的环保法规，避免违法并造成

不良影响，开展承包工程企业应遵守当地环

境影响评估和施工手续办理等相关规定。

行政程序风险。科特迪瓦各类行政手续

烦琐、税种多，政府效率不高，海关检查效

率低，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分中“跨境贸

易”一项得分低于撒哈拉以南国家平均水平，

其中出口合规检查平均需 239 小时，费用为

423 美元，进口合规检查平均需 125 小时，费

用为 456 美元。①中国企业最好聘请当地资深

律师、专业税务师、会计师和报关机构协助

办理相关业务，确保公司合法运作、避免时

间和金钱损失。

做好市场调研和尽职调查②

中国企业在科特迪瓦从事投资经营业务

应做好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市场等方

面调研，应特别注意以下 3个方面：

（1）谨慎选择贸易伙伴。选择合作伙伴

时，需进行仔细的综合调研，尤其是合作方

的社会背景及资信度，应选择信誉度高、有

实力的合作方，避免受骗。

（2）选择恰当投资领域。可将投资重点

定位在政府公共部门，政府采购数量大、金

额高、资金回收风险较小，选择其他投资领

域要注重切入点适当，循序渐进投资经营。

（3）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流程。了

解当地税务、海关、投资促进部门相关政策

法规，并与以上部门工作人员保持联系，以

便掌握政策动态。

充分利用优惠政策

根据科特迪瓦《投资法》，在科特迪瓦

不同地区投资可享受免税等不同优惠待遇。

科特迪瓦对农产品加工、采掘业、能源产业

                                          

①  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https://archive.doingbusiness.org.

②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ci.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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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给予补充优惠政策，各自贸园区也有

专门适用的优惠政策。企业应充分了解并利

用相关优惠政策。

承担社会责任

科特迪瓦对外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无硬

性规定，中国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承

担社会责任。如果从事工业采矿，需按照科

特迪瓦《采矿法》规定，开展有利当地社区

的活动。承担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时，中国企

业应做好与当地社区的沟通和交流工作，及

时回应当地利益关切，学会与当地非政府组

织和媒体打交道，正面宣传承建工程及其积

极影响。科特迪瓦失业率较高，政府希望外

资企业吸纳本地员工就业，企业可酌情雇佣

当地员工，做好培训和管理。

4.2 典型案例

中国电建承建科特迪瓦苏布雷水电站项目

案例概况

苏布雷水电站位于萨桑德拉河上的纳瓦瀑布附近，是科特迪瓦国家能源平衡战略

的核心项目，共有 4 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275MW，年发电量为 1190GWh。该项目由

中国电建的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承建，包括枢纽工程、苏布雷至阿比让输变电工

程和业主营地工程三大工程，总投资 5.7198 亿美元，其中 85% 的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

提供，15%由科特迪瓦政府自筹。项目于2013年 9月开工，2017年 6月提前建成发电。

主要实践

2018 年，苏布雷水电站发电 13 亿度，占科特迪瓦全年水电发电量的 43%。苏布

雷水电站的全面投产为科特迪瓦能源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改善了科特迪瓦以火电为

主能源结构，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绿色、稳定、廉价的电力。水电站建设和投产为当

地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培养了本地工程人才。

案例 7

中国港湾承担科特迪瓦阿比让港扩建项目

案例概况

位于科特迪瓦东南沿海的阿比让港口是西非第一大港，也是科特迪瓦的经济支柱。

原码头存在着陆码头拥堵、码头老旧、无法停靠大型船只等问题，已不能满足日益增

长的贸易需求。港口扩建项目包括新建 3 个专业集装箱泊位、新建滚装码头及通用码

头、填海造陆的57.5公顷后方堆场、疏浚4552米运河航道、改建1200米东西防波堤，

案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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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HEC）承建，业主为阿比让港务局，合同金额为 9.334

亿美元，其中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其余15%由科政府和科地方商业银行提供。

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开工，2020 年 4 月竣工并通过审查。

主要实践

扩建后，阿比让港口吞吐量达到改扩建前的 3 倍，成为西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对

科特迪瓦及西非内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021 年，阿比让自治港吞吐量创

历史新高，达 3005 万吨，尼日利亚与阿比让港来往货物达 310 吨，占比约 10%。

中化国际控股科特迪瓦橡胶种植园和加工企业①

案例概况

2008 年 9 月，中化国际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 GMG 51% 的股权，收购价为 2.67 亿

新币（约合 13.35 亿元人民币）。GMG 的核心资产包括喀麦隆的 SUDCAM 公司、科特迪

瓦的 TRCI 公司、ITCA 公司，以及位于泰国的 TBH 公司和印度尼西亚的 PTBJ 公司等。

2012 年 2 月，GMG 购买比利时 SIAT 集团 35% 的股份，其拥有位于非洲的科特迪瓦、加

纳、尼日利亚和加蓬四国的 18 个种植园资产，主营业务为天然橡胶和油棕的种植、加

工、生产和销售，天然橡胶年加工能力为 8 万吨。

主要实践

目前，中化国际天然橡胶业务投资基本股权构架是：以中化国际作为出资人，持

有新加坡上市公司 GMG 公司 51% 的股权；GMG 公司持有科特迪瓦 TRCI 51% 的股权、

ITCA 60% 的股权、喀麦隆两个种植平台 80% 以上的股权。GMG 还持有比利时 SIAT 集团

35% 的股份，该公司向下持有非洲科特迪瓦、加纳、加蓬和尼日利亚四国子公司的超

过 60% 的股权。在科特迪瓦，中化国际控制的 ITCA 与 50 万个当地橡胶种植农户紧密

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其战略合作者，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案例 9

                                          

①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 http://www.sinochem.com.cn.

投资领域与本地发展战略契合。科特迪瓦致力于工业化转型，需要充足的电力供

应，与此同时，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型能源。中企在这一背景下承建

苏布雷水电站，符合科特迪瓦国家发展规划，得到当地政府支持。

推出创新的“中国方案”。阿比让港位于泻湖地区，地层由长年冲积形成，“淤泥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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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结构”为传统方案，但该方案结构承载能力有限。中方提出的重力式码头建设方案更

适合阿比让港地质形态，且码头结构更稳固，考虑周全的“中国方案”获得了科特迪瓦

业主方的认可。

通过并购实现本土化经营。中化国际通过收购优质资产快速进入西非市场，其股

权构架产生三个效用：一是通过股权杠杆放大资本体量，以 51% 的投资换取 100% 的业

务量，多层放大，实现了“少花钱、多办事”的诉求；二是利用国际化的运营平台，有

效地降低了国别政治风险；三是与所在国的组织或个人建立股权利益纽带，使得当地合

作者愿意为中化国际为大股东的合资公司出力献策，避免水土不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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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特迪瓦金融市场概况

根据《非洲金融市场指数 2021》，①2020

年和 2021 年科特迪瓦金融市场发展综合水平

在非洲23个国家中分别排第17位和第16位，

排名相对靠后。2021 年，科特迪瓦在外汇可

得性方面得分较高，在本地投资者能力、金

融市场协议合法性和可执行性方面得分较低。

表 4-1　科特迪瓦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CEAO）

主要本土商业银行

国家投资银行（BNI） 瓦尔西斯银行（Versus） 科特迪瓦住房银行（BHCI）

主要外资商业银行

科特迪瓦兴业银

行（SGCI）

大西洋银行—科特

迪瓦（BACI）
Ecobank 科特迪瓦分行 NSIA 银行

储蓄银行

科特迪瓦国家储蓄银行（CNCE）

主要信贷机构

菲德利斯金融（Fidelis Finance） 非洲汽车信贷公司（SAFCA）

主要保险公司

SUNU 保险 NSIA 保险 Allianz 保险 Saham 保险

WAFA 保险 Prudential 保险 Atlantique 保险 La Loyale 保险

AMSA 保险 Serenity 保险 ZACI 保险 COMAR 保险

AXA 保险 SONAM 保险 Sidam 保险 Matca 保险

国家保险公司

国家社会保险基金（IPS-CNPS） 汽车担保基金（FGA）

证券交易所

区域证券交易所（BRVM）

                                          

①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 https://www.omf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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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特迪瓦银行和金融机构专业协会 . https://www.apbef-ci.net.

②  西非中央银行 . https://www.bceao.int.

1.1 银行体系

科特迪瓦的银行体系主要由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组成。截至 2021

年 12 月，科特迪瓦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总额

为 18.06 万亿西非法郎，同比增长 13%，其

中银行间资产总额为 2.84 万亿西非法郎（同

比增长 45%）、客户市场为 9.48 万亿西非法

郎（+10%）、证券市场为 5.23 万亿西非法郎

（+8.4%）。①

中央银行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La Banque Centrale 

des E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BCEAO）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网址　　https://www.bceao.int

地址
　　MHCF+8G2, Av. Abdoulaye Fadiga, 

　　　　Dakar, Sénégal

电话　　+221-33-8390500

邮箱　　courrier.bceao@bceao.int

于 1962 年 5月 12日成立，总部位于塞内加尔

的达喀尔，是 8个西非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共同

货币发行机构，负责制定成员国货币政策、银

行和金融机构相关法规。

商业银行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科特迪瓦共有

28 家商业银行、1 家储蓄银行和 2 家金融机

构，②银行分行总数为 706 家；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科特迪瓦共有 45 家获批的小额信

贷机构，在全国设置了 398 个服务网点。

科特迪瓦银行业构成以外资银行为主，

28 家商业银行中仅有 3 家是本土银行（见表

4-2）。2021 年，市场份额位列科特迪瓦银行

业前 5 名的商业银行分别是科特迪瓦兴业银

行（17%）、大西洋银行（10%）、Ecobank 银

行（9%）、NSIA银行（9%）、SIB银行（7%），

均为外资商业银行（其简介见表 4-3），总资

产约为 9.4 万亿西非法郎，占银行业总资产

的比重达 52%。

金融监管机构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公共储蓄和金融市场区域

委员会（CREPMF）
经济与财政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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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科特迪瓦主要本土商业银行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1
国家投资银行

（BNI）

国家投资银行于 1959 年成立，原为 Caisse 

Autonome d’Amortissement（CAA）， 为

政府的存款机构并提供国家发展资金。

于 2004 年更名为 Banque Nationale d’In-

vestissement（BNI），股本增加至 205 亿

西非法郎，经营范围涵盖投资银行业务、

咨询和资产管理。

网址：https://www.bni.ci

电话：+225-27-20209800

2
瓦尔西斯银行

（VERSUS）

瓦尔西斯银行于 2003 成立，资本总额

为 30 亿西非法郎，科特迪瓦政府持有

52.89% 股份。

网址：https://versusbank.ci

电话：+225-27-20256060/

　　　+225-27-20256090

3
科特迪瓦住房银行

（BHCI）

1993 年由科特迪瓦政府投资设立，专门

从事房地产融资业务。2017 年实现私有

化，2019 年再次由政府控股。

网址：https://www.bhci.ci

电话：+225-27-20319090

表 4-3　科特迪瓦主要外资商业银行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1
科特迪瓦兴业银行

（SGCI）

1941 年法国兴业银行于阿比让设立 So-

ciété Générale de Banques en Côte d’Ivoire

（SGBCI）， 于 2019 年 更 名 为 Société 

Générale Côte d’Ivoire（SGCI），旨在成

为西非经货联盟业务中心。

网址：https://societegenerale.ci

电话：+225-27-20201010

2
大西洋银行

（BACI）

大西洋银行集团是西非经货联盟地区第

三大银行集团。大西洋银行科特迪瓦分行

自 1978 年设立，已开设 72 家分支机构。

网址：https://www.banqueatlantique.

　　　net

电话：+225-27-20315950

3 Ecobank 银行

Ecobank 银行集团为西非地区商业银行，

科特迪瓦分行于 1989 年设立，注册资

本为 219 亿西非法郎，拥有 52 家分行和

151 台自动取款机。

网址：https://ecobank.com

电话：+225-27-21210021

4 NSIA 银行

NSIA 银行控股股东为 NSIA 集团，科特

迪瓦政府参股，为区域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拥有 71 家分行和 111 台自动取款机。

网址：https://www.nsiabanque.ci

电话：+225-27-80200800

                                          

①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 https://www.omf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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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

科特迪瓦目前没有注册的中资银行。

1.2 证券市场

科特迪瓦与其他 7 个西非经货联盟国

家共享 1 个证券交易所：区域证券交易所

（BRVM），上市交易证券由中央托管 / 结算

银行（Dépositaire Central/Banque de Règ-

lement，DC/BR）①托管与结算。区域证券交

易所监管部门为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公共储

蓄和金融市场区域委员会（CREPMF）。区域

证券交易所于 1996 年 12 月成立，于 1998 年

9 月正式运行，1999 年 3 月实施电子报价，

2013 年 9 月开始持续交易，实现了完全电子

化和一体化，是西非经货联盟区域金融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区域证券交易拥有股票、债券

等交易品种。截至 2022 年 5 月，交易所股票

市场总市值达 6.3 万亿西非法郎，共有 46 家

上市公司，其中 34 家来自科特迪瓦。债券市

场总额为 7.65 万亿西非法郎。②区域证券交

易所共有 9个股票指数（见表 4-4）。

表 4-4　区域证券交易所股市指数③

序号 指数名称
包含上市公司

数量

1 BRVM-10 10

2 BRVM- 综合 46

3 BRVM- 农业 5

4 BRVM- 工业 12

5 BRVM- 金融 15

6 BRVM- 运输 2

7 BRVM- 公用事业 4

8 BRVM- 分配 7

9 BRVM- 其他部门 1

1.3 保险机构

科特迪瓦保险业活动受非洲保险市场会

                                          

①  中央托管 / 结算银行（DC/BR）是西非经货联盟证券的中央存管处，负责交易证券的集中托管、交易完成后

的结算与交割。

②  区域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brvm.org.

③  同②。

序号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5 SIB 银行

SIB 银行为 Attijariwafa 银行集团的子公

司，于 1962 年成立于科特迪瓦，业务

涉及零售市场、中间市场及资本市场，

2016 年于区域证券交易所上市。

网址：http://www.sib.ci

电话：+225-27-20200000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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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成员国保险法—《CIMA 法典》（以下简

称“CIMA”）管辖，经济与财政部下设保险

局负责市场监督。

截至 2022 年 3 月，科特迪瓦共有人寿保

险、财产保险、再保险和社保基金各类保险

机构 42 家，其中包括财产保险公司 21 家，

人寿保险公司 12 家，再保险公司 7 家，另外

还包括 1 家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和 1 家汽车担

保基金，42 家公司均位于阿比让。保险经纪

人和经纪公司共 334 个，具有职业资格的保

险总代理人 37 人。

科特迪瓦保险业务主要分为非寿险和寿

险两大类。根据科特迪瓦保险局发布的 2019

年年度报告，①2019 年，科特迪瓦保险市场

总体营业额为 3939.6 亿西非法郎，比 2018

年的 3605.3 亿西非法郎增长 9.27%，其中寿

险部门营业额为1702.6亿西非法郎（43%），

非寿险部门为 2237 亿西非法郎（57%）。非

寿险部门市场份额位列前三的险种为汽车保

险（32.62%）、伤害和疾病（31.84%）、火

灾和其他财产险（16.53%）。

CIMA 规定，每家保险公司都必须有充足

保证金偿付其所有活动。2019 年，科特迪瓦

保险行业偿付能力保证金充裕，达 1178.9 亿

西非法郎，与 2018 年相比增加了 35%，全部

33 家保险公司中仅有 1 家非寿险公司出现了

偿付能力赤字。根据 CIMA 要求，保险公司需

保留最低限度现金头寸，以满足索赔结算需

求，非寿险公司的现金头寸应达到受监管负

债的 10%~40%，寿险公司应达 10%~35%。2019

年，科特迪瓦保险行业市场平均现金头寸为

34.97%，其中寿险部门 31.9%，非寿险部门

45.71%，均符合 CIMA 要求。

1.4 监管机构

                                          

①  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科特迪瓦保险局公布的年度报告中，2019 年年度报告为可获得的最新年度报告。

表 4-5　科特迪瓦主要金融监管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1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成立于 1962 年 5 月 12 日，保证西非经货联盟内部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监督并确保支付系统的正常运转，执行西非经货联盟部长会议确定的汇

率政策，负责管理成员国的官方外汇储备。

2

公共储蓄和金融市场

区域委员会

（CREPMF）

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 20 日，由西非经货联盟部长理事会决定设立。

CREPMF 有以下主要职能：

（1）控制公开发行，任何公开募股程序必须获得区域委员会审批，发行

债券无须审批。

（2）批准证券经纪和中介公司（SGI）、资产管理公司等运营商的资费

（SGP）；向参与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发放专业资格证明。

（3）负责制定区域股票市场法规，包括市场准入、信息披露和公开宣传

等；对金融中介机构间或市场管理机构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

（4）监管证券市场参与者活动，特别是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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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汇管理规定

汇率管理

科特迪瓦作为西非经货联盟的成员国之

一，流通货币为联盟统一货币：非洲金融共同

体法郎（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inancière 

d'Afrique），简称西非法郎（FCFA），与欧

元保持固定汇率，1 欧元兑换 655.957 西非法

郎。2022 年 7 月 6 日，美元兑西非法郎平均

中间价为 1∶ 644.55。①

外汇管制

科特迪瓦外汇管理法规是西非经货联盟

2010年通过的R09/2010/CM/WAEMU外汇条例，

外汇主管部门是外部金融分理会（FINEX），

由财政和公共账户总局管辖，隶属于科特迪

瓦经济与财政部。

西非经货联盟内部企业或自然人之间的

所有投资、借款等资本流动不受限制，科特

迪瓦与西非经货联盟以外国家的资金转移受

到管制，受西非经货联盟共同的外汇条例约

束。外汇条例规定了联盟国家对外可自由进

行经常性支付，支付由西非中央银行授权的

中介机构执行，超过一定金额需履行报告义

务（见表 4-6）。特殊情况下的经常性支付需

得到 FINEX 的授权，包括涉及易腐货物的进

口、二手货物、三角贸易、进口预付款、不

以外币支付的出口。

科特迪瓦对外汇交易和资本转移进行管

制，大多数业务需要 FINEX 授权（如表 4-7

所示）。外国直接投资无须授权，仅需向

FINEX 报告。

                                          

①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 https://www.bceao.int.

②  根据财政和公共账户总局《外部财务指南》（https://www.tresor.gouv.ci）信息整理。

序号 机构名称 主要职能

3 经济与财政部

科特迪瓦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为经济与财政部的中央行政部门—保险局，

由财政和公共会计司总干事直接管理。保险局负责制定国家保险、小额

保险和再保险政策。主要职能包括：

（1）制定和执行与国际保险机构有关的法律法规、协定和条约。

（2）审查保险、资产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提交的许可申请文件。

（3）对保险公司、经纪人和其他中介机构进行法律、财务和技术检查，

以确保遵守 CIMA 规范。

续	 	 表

表 4-6　科特迪瓦经常性支付外汇管理规定②

金额 规定

50 万 FCFA 以内 无须提供证明文件，转账由授权的银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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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规定

50 万 FCFA 以上

转账申请人与授权的银行共同提供外汇授权申请文件，包括填写授权申请表（4

份）和转账证明材料。授权申请表分别提交授权的银行、经济与财政部、西非中

央银行，剩余 1 份由申请人保留。

表 4-7　科特迪瓦受管制的资本转移①

类型 具体交易 主管部门 需要材料

要素收入交易

支付工资或费用 授权的银行负责 经雇主认证的工资单或服务发票的副本

股息转移或支付 需 FINEX 事先批准

● 经认证的资产负债表
● 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董事会报告
● 证券所得税缴纳证明

单方转移

家庭汇款

授权的银行负责

● 汇款人申请
● 支出证明
● 受益人的居留证明或居住证

为在本国外派人员

账户提供资金

● 汇款人申请
● 证明外国国籍的身份文件或护照
● 资金来源证明

金融业务

贷款偿付

银行可委托 FINEX

进行外汇交易的

事先授权

● 经济与财政部关于接受贷款公司对外借款

申报的函件
● 证明资金进入当地银行的通知
● 贷款声明（模板）
● 还款报告（模板）
● 贷款摊销时间表

在科特迪瓦外国

投资全部或部分

清算后收益转移

银行可委托 FINEX

进行外汇交易的

事先授权

● 外商投资申报函
● 经济与财政部关于外商投资申报函件
● 外商投资清算证明文件
● 外商投资全部或部分清算报告（模板）

续	 	 表

                                          

①  根据财政和公共账户总局《外部财务指南》（https://www.tresor.gouv.ci）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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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比让国际机场 . https://www.aeroport-abidjan.com.

携带现金出入境②

非居民旅客（西非经货联盟国家以外国

籍）入境可携带 100 万西非法郎及以下等值

现金，超过需申报。非居民旅客离开关税区

时，如果前往西非经货联盟国家，可以携带

最多 50 万西非法郎或等值货币；前往西非经

货联盟以外国家，不能携带西非法郎，最多

可携带 50 万西非法郎等值外币，超过这一数

额，旅客需提供入境时的货币申报证明或科

特迪瓦海关总署签发的许可，或兑换旅行支

票等。如果旅客在科特迪瓦停留时间超过 8

天，还需出示经授权中介机构（银行）出具

保存的入境时申报资金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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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和

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中国企业在境内融资方式分为债务融资

和权益融资两大类，其中，债务融资分为信

贷融资和债券融资；权益融资（股权融资）

分为普通股融资、优先股融资及股权互换融

资。此外，跨境并购项目中，境内直贷和内

保外贷也是企业境内融资的主要方式。本篇

主要介绍与企业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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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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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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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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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适用于具备贷款资质

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体工

商户，需确保信用状况良好，项目合规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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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大

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各种大额流动资

金融资。借款人需达到国开行及其他银团成

员行的贷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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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中国合作基金、如中葡合

作发展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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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银行支持对外经贸发展和跨境投资，

重点领域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

和装备制造合作，科技、文化以及中小企业

“走出去”和开放型经济建设等。

进出口银行在支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领

域，主要提供两类信贷业务，分别为支持跨

境投资业务与支持对外合作业务。其中，支

持跨境投资业务主要为境外投资贷款产品；

支持对外合作业务包括对外承包工程贷款、

“两优”贷款、跨境转贷款、国际经济合作

贷款等产品。

● 境外投资贷款：指进出口银行对境外中

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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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指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的中方借款人指在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获得对外

承包工程资格的企业，或者是在境外注册、

符合项目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法规规定的资

质要求的中资企业或中资控股企业。

●“两优”贷款：是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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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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境转贷款：包括两类产品。一是根据

财政部（或其委托进出口银行）与外国政府

（或其委托的国外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组

织签署的贷款文件，由进出口银行独立评审、

自担风险、自主转贷的外国政府贷款或国际

金融组织贷款。二是进出口银行在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的外债额度内向境外发行债券，

或与国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内外资银行）、

国际金融组织签署贷款协议筹集资金，再由

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境内的借款人转贷的国际

商业贷款。

该产品的支持对象也包括两类，一是符

合我国产业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项目，

项目应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应

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二是

跨境转贷款按财政部（或其委托本行）与外

国政府（或其委托的国外金融机构）或国际

金融组织签署的贷款文件规定的投向和范围

使用。

● 国际经济合作贷款：指进出口银行为

贯彻实施“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等国家战略，为我国

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国际经

济金融合作，提升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影响力，

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对境外借款人实

施的具有较大国际或区域影响力的项目或其

他相关资金需求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为

进一步促进我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进

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人发放的可与出口买方

信贷配套使用的本、外币贷款。支持对象为

境外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金

融机构、境外企业和境外项目公司，以及外

国政府授权的机构。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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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银行为阿根廷胡胡伊省光伏发电站项目提供融资。该项目是南美地区装机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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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融资

跨境并购融资按发放方式划分，包括境

内直贷、内保外贷、境外直贷三种模式。由

于本篇介绍国内融资方式，因此具体介绍境

内直贷和内保外贷两种模式。

境内直贷。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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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直贷的特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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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量最大、海拔最高的光伏电站项目，于 2018 年开工，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300 兆瓦。

项目建设过程中，进出口银行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提供金融支持服务，保障项目

顺利竣工并实现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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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依托国家信用，积极开展各类中长期信

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近年来，在支持中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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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民企洲际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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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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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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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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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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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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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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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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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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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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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融资

债券融资是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进

行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中国企业债券融资

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

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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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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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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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标非洲某房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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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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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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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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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是指企业的股东愿意让出部分

企业所有权，通过企业增资的方式引进新股

东的融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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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售等。下面主要介绍定向

增发和私募发售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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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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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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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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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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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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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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 财税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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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式筹措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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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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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变动风险。②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企业能有效管理

外汇风险可避免汇率变动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则可能蒙受巨大

的损失。

汇率变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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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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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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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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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投资指南 .《科特迪瓦企业家投资指南》. https://investmentguide.africa.

2.2 在科特迪瓦融资①

科特迪瓦为不同生命周期、不同类型企业

提供多种融资方式。

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补贴和股权融

资，通常融资金额为 1000 万西非法郎（约合

1.5万欧元）。科特迪瓦现有 30多个孵化器，

均位于阿比让，包括 Entrafrica、科特迪瓦企

业联合会（CGECI）、Inovis 及 Seedspace，

其中科特迪瓦企业联合会每年举办商业竞争计

划（BPC），旨在促进科特迪瓦青年企业家创

新创业并提供培训和辅导。

基金。科特迪瓦本地、非洲及国际基金

通过比赛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包括 BJKD 基

金会、Tony Elumelu 基金会，通常提供低于

3000 万西非法郎的补贴（约合 4.6万欧元）。

公共和半公共资本。融资工具包括补贴、

股权和债权融资，提供低于 500万西非法郎的

资金（约合 7700 欧元），资金来自政府、开

发银行、多元援助组织、信贷担保机构、开发

融资机构等。其中，瓦塔拉六月创业奖为青年

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项目由阿比让地区的孵

化器、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监督指导。

银行信贷。科特迪瓦本地银行通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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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和中期借款，贷款期限通常为 24个月到

2年、5年不等，很少超过 7年，融资金额最

高可达 9.8 亿西非法郎（约合 150 万欧元）。

企业申请银行贷款需满足一定财务条件，并提

供抵押品或担保。银行贷款利率较高，以科特

迪瓦兴业银行为例，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为

10.75%，较适合大型企业和成熟企业。

资本市场。在科特迪瓦，公司可以在区

域股票市场（BRVM）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

资。2017 年，BRVM 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融

资计划，为企业提供长期资本，企业需遵循

完整的 IPO 程序，提供上市交易文件、定期

和持续发布信息以履行对公众投资者的信息

披露义务。

其他融资方式还有融资租赁、去中心化金

融系统（SFD）。其中，SFD为无法满足银行贷

款要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小额信贷，提供信贷

金额低于3亿西非法郎（约合45.7万欧元），

贷款条件因采用结构和贷款金额不同而有差

异，但利率通常高于传统银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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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第一

家在中国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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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个成员。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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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亚投行共批准 158

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超 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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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亚投行专门成立了总规模 130

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以帮助成员缓解疫情

对经济、公共医疗等行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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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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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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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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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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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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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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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1 财年，国际金融公司共筹集了 127

亿美元。通过其可持续债券项目，国际金融

公司发行了 6 张绿色债券，总金额超过 1.65

亿美元；24 张社会债券，总金额超过 7.62 亿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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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www.ifc.org

电话    +1-202-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I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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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签

署融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公司提供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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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融资将促进新希望

集团饲料等农产品的销售，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加速国际化进程与拓展，并促进

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国的农户提高生产效率，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提高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水平。

案例 10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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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以及 SEC

注册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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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美元债 3种方式发行对比

名称 Re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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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须审批 无须审批 无须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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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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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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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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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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香港主板上市项目数量合计为 97 家（IPO 上

市 95 家、GEM 转主板上市 2 家），香港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287.95 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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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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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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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市场有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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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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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根据 2018

年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东京是世界前五大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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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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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等多种方式提供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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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

主的融资方式，签约投资项目 49 个，承诺投

资金额约 438 亿元人民币，覆盖了“一带一

路”沿线多个国家。70% 的签约投资资金运用

在电力电站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航运、

高端制造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87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丝路基金

网址    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

　　　　国际金融中心 B 座 2 层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hina-ASE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Fu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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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一般采用多

元化的投资形式，包括股权、准股权及其他

相关形式，不谋求企业控股权，持股比例小

于 50%，单笔投资额通常介于 5000 万至 1.5

亿美元之间，既可单独投资企业或项目，也

可同时投资企业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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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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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 年 4 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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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基金管理公司

于 2013 年 11 月在卢森堡注册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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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设有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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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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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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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投资平台之一。主要出资人包括中国进出

口银行和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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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投资项目包括巴基斯坦塔尔

电站项目、柬埔寨甘再水电站项目等。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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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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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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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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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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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提出“八

大行动”, 在为首的“产业促进行动”中，强

调继续发挥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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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等多个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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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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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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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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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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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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等多种投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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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等多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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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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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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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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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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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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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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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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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科特迪瓦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主管部门

科特迪瓦负责就业与劳动关系事务的主

管部门为就业与社会保障部，下设科特迪瓦劳

工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DGT），负责制定和评估劳动政策、制定劳动

保护标准并监督其实施。

相关法律法规

科特迪瓦 2015 年《劳动法》为科特迪瓦

劳动雇佣领域的主要法律，对工作条件、工

资标准、职业健康、工会设立和集体谈判等

做出了具体规定。1990 年《外国人入境和居

留条件》为规范外国人在科特迪瓦居住就业

的主要法规。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订立。《劳动法》规定，劳动合

同分为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

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职工数不得超过公司职

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须以

书面形式签订，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可

多次续签，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劳动合同被视

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劳动法》第 13 条规定

了学徒合同：雇主向雇员提供职业培训，雇

员参与培训工作，学徒合同应以书面形式

签署。

试用期。试用期需以书面形式确定，不

同类型雇员最长试用期不同（见表 5-4）。

表 5-4　科特迪瓦不同类型雇员最长试用期①

序号 职业类别 最长试用期

1
按小时或日支付工资的

工人
8 天

2 按月支付工资的工人 1 个月

3 主管、技术人员 2 个月

4
工程师、经理、

高级技师等
3 个月

5 高级管理人员 6 个月

劳动合同终止。试用期内，雇主无须事

先通知即可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后，如解

雇固定期限合同雇员，雇主需支付解雇费，

为雇员工资总额的 3%；如双方签订无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雇主可依据法定理由终止合

同。如长期患病雇员法定病假期满后无法重

新工作，雇主可终止劳动合同，但需为其提

供 1 年优先雇佣权，雇员享受这一权利的条

件为出示健康状况适宜工作的医疗证明。

雇主因经济原因终止劳动合同需向员工

代表、所在区域劳动和社会法检查员提供相

关决议文本，说明计划解雇的原因、公司使

用的标准、有关人员的名单和解雇日期，并

与员工代表召开说明会。雇主为因经济原因

                                          

①  根据科特迪瓦《劳动法》文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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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雇员工提供同一工种2年的优先雇佣权。

劳动报酬

《劳动法》第 31 条规定，雇主有义务确

保同工同酬，不得因性别、年龄、民族、宗

教等歧视劳动者。《劳动法》第 32 条规定了

工资的支付形式，工资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

发放工资时，雇主需起草相关证明文件，由

双方签署，将其与会计文件一同保存，以备

相关主管部门检查。

工作时间和休假

科特迪瓦《劳动法》规定了雇员工作

时间、加班、休息和带薪休假等制度（见表

5-5）。

表 5-5　雇员工作时间和休假的规定①

类别 有关规定

工时 非农企业每周工作 40 小时，农业企业每周工作 48 小时。

加班
允许加班，应支付加班工资：每周工作第 41~46 小时工资增加 15%，第 46 小时之后增加

50%，夜班增加 75％，星期天和节假日增加 75％，星期天和节假日夜班增加 100％。

夜班 禁止孕妇夜间工作；禁止 18 岁以下的年轻工人夜间工作，但对特殊性质职业可给予豁免。

休息 每周至少连续休息 24 小时，原则上应在周日休息。

休假
雇员工作满 1 年后，获得带薪休假的权利，为每月 2.2 个工作日。年休假时间随工作年限调整，

每五年增加一次。

特别假 工作满 6 个月，可享受婚假、丧葬假、搬家假等带薪事假，每年最多 10 个工作日。

产假
女性雇员享受十四周产假，包括预产期前 6 周和预产期后 8 周（必须满足产后 8 周），产假

期间工资的 50% 由雇主发放，另 50% 由国家社保基金支付。

病假
雇员患特定疾病且由医生出具证明，可获得 6 个月带薪病假；长期疾病情况下，雇主最多提

供 12 个月带薪病假。

                                          

①  根据科特迪瓦《劳动法》整理。

②  国际劳工组织 . http://www.ilo.org.

妇女雇佣。《劳动法》禁止雇主因性别、

怀孕而歧视雇员。女性雇员在产假结束后，

应从事原岗位工作；产假后 15 个月内，享有

每个工作日不超过 1小时的哺乳假。

年轻人雇佣。《劳动法》第 23 条规定，

任何企业不得雇佣 16 岁以下的儿童，14 岁以

下的儿童不得成为学徒，16~21 岁的年轻雇员

应受平等对待，不得因年龄受到工资或工种

方面的不平等待遇。科特迪瓦重视国内童工

问题，相关法规有 2010 年第 2010-272 号法

律《禁止贩卖和最恶劣童工形式》、2017 年

《允许 13 至 16 岁儿童从事的轻体力劳动清

单》等。②

残障人员就业。根据《劳动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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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指有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人，雇主

须为具有职业资格的残疾人保留就业份额。

工会。根据《劳动法》规定，员工总数

超过 10 人的企业均应选举职工代表。科特迪

瓦 1996 年第 96-207 号法令规定了职工代表

人数、当选资格及解雇条件，如表5-6所示。

职工代表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主要负责

对工作条件和薪资提出建议、代表职工参加

集体协议谈判等。选出职工代表后，员工仍

有权向雇主提出建议和申诉。

表 5-6　科特迪瓦企业职工代表人数规定①

员工人数 正式代表人数 替补代表人数

11~25 名 1 人 1 人

26~50 名 2 人 2 人

51~100 名 3 人 3 人

101~250 名 5 人 5 人

251~500 名 7 人 7 人

501~1000 名 9 人 9 人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企业聘用非科特迪瓦籍工作人员，需

先向科特迪瓦就业调研与促进所（Agence 

d'Etudes et de Promotion de l'Emploi，

AGEPE）申报招聘信息，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

信息，一个月后，如果未雇佣到合适的科特

迪瓦人，雇主可以雇佣外国人。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公民在科特

迪瓦工作无须额外许可，其他国籍外国人需

向AGEPE申请工作许可，并缴纳相关费用（如

表 5-4 所示），此类许可证不适用计时和计

件制劳工、农业劳动者、家政工人和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外国人在科特迪瓦工作需要按

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享受科特迪瓦本国

劳动者同等的权益保护和法定假期。

科特迪瓦就业调研与促进所 AGEPE

网址　　http://www.agepe.ci

　　　　39 Boulevard Clozel, Plateau 
地址　　Immeuble Pérignon, Abidjan, Côte 
　　　　d’Ivoire

                                          

①  根据科特迪瓦 1996 年第 96-207 号法令文本整理。

②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 . https://www.cepici.gouv.ci.

表 5-7　外国人科特迪瓦工作许可办理费用②

序号 类型 许可证期限 工作许可证签发费用

1 定期雇佣合同 24 个月
● 非非洲籍员工：一个月薪酬（基本工资 + 额外工资）
● 非洲籍员工：一个月薪酬的 1/2

2 无固定期限雇佣合同 长期

● 非非洲籍员工：一个月薪酬（基本工资 + 额外工资）

的 1.5 倍
● 非洲籍员工：一个月薪酬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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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

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是科特迪瓦财政

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国家会计和

财务管理政策法规。科特迪瓦作为非洲商业

法统一组织（OHADA）成员国，适用其会计行

业的监管框架 SYSCOHADA。OHADA 于 2017 年

通过《会计和财务信息统一法案》（AUDCIF），

规定了会计标准、会计科目表、记账规则、

财务报表和财务信息规则，并建议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或有储蓄业务的实体编制符合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财务报表。

税务①

科特迪瓦的主管税务部门为科特迪瓦税

务局。科特迪瓦税收相关法律主要是《一般

税法》，此外关于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散见于《投资法》《石油法》和《采矿法》等。

纳税申报。科特迪瓦企业报税需要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前往相关部门申报。月度税、

季度税一般可由企业会计前往有关部门申报，

但年度税最好委托当地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申报。科特迪瓦会计年度为每年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①  科特迪瓦税务总局 . https://www.dgi.gouv.ci.

②  根据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和普华永道全球税收概览信息整理。

表 5-8　科特迪瓦部分税种纳税申报时间②

类型 税种 纳税申报时间

月度税
工资税、社会保险税（19 人以上企业）、增

值税、特别设备税
每月 15 日前申报

季度税 财产税、社会保险税（19 人以下企业） 分别于每季度第一个月月底、月中前申报。

年度税 公司所得税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5 月 30 日前申报；

受审计要求的公司于 6 月 30 日前申报。

违法处罚。根据《一般税法》，逾期纳

税需支付税款的 5% 作为滞纳金，每多逾期一

个月需额外支付税款 0.5% 作为逾期利息；对

于国库代扣的税款、流转税、间接税和从源

头扣缴的工资税、社会保险税，逾期利息分

别增加 10% 和 1%；由财政和公共账户总局征

收的税款，如果未在征收日下一个月的最后

一天支付，则可能增加 10% 的逾期利息。

《一般税法》同时规定，如果纳税人申报

了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的用于计算税收

的要素，除缴纳逾期利息外，还应缴纳罚款，

金额为税款的一定比例：与虚假或遗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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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纳税金额不超过实际应缴税款的1/4时，

为 15%，超过 1/4 时，为 30%；如果为欺诈性

操作，则为 100%。对于国库代扣的税款、流

转税、间接税以及从源头代扣的工资税、社

会保险税，在上文规定处罚比例基础上分别

增加 30%、60% 和 150%。

2.3 知识产权保护

科特迪瓦是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

成员国之一，适用 OAPI 知识产权法《班吉协

定》（l'Accord de Bangui）。科特迪瓦知识

产权局（L'Office Ivoirien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OIPI）是科特迪瓦知识产

权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专利、商标、

工业设计和商业名称注册申请和保护。科

特迪瓦版权局（Bureau Ivoirien du Droit 

d'Auteur，BURIDA）负责管理文学和艺术的

版权，全国打击假冒委员会（CNLC）负责打

击假冒和盗版商品。

《班吉协定》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①

（1）专利。

（2）实用新型（保护小型技术发明）。

（3）商标。

（4）商号。

（5）工业设计和模型。

（6）地理标志。

（7）植物品种。

（8）文学和艺术财产。

（9）集成电路布局设计。

专利。②专利是为保护发明颁发的权利证

书。申请专利的发明需要满足新颖性、创造

性和工业应用性。科特迪瓦专利权申请人拥

有发明的所有权，专利申请人或权利继承人

享有专利保护期限内在指定区域进行工业应

用的专有权、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救济权利。

专利的最长保护期限为 20 年，专利申请人需

缴纳年费。专利保护范围包括所有 OAPI 成员

国。专利申请需向科特迪瓦知识产权局提出，

需要的文件包括：

（1）根据 OIPI 提供模版起草的申请。

（2）缴纳规定税款的证明。

（3）一个密封信函，内含关于发明的充

分描述，用于解释说明的图纸，界定了保护

范围的权利要求（权利要求决定了专利保护

范围，构成针对第三方强制执行的依据）。

商标。③商标为区分公司产品或服务的标

志，包括个人商标和集体商标，其中集体商

标由工会团体、协会、生产者团体等集体共

同使用，需遵守国家商标和地理委员会（CMC）

的规定。商标需满足独特性、不误导消费者、

不侵犯在先权利等原则。任何自然人、法人

均可申请商标，科特迪瓦商标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每 10 年可续期一次，保护范围覆盖所

有 OAPI 成员国。申请商标注册需要将拟申请

                                          

①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 http://oapi.int.

②  科特迪瓦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oipi.ci.

③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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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标识提交 OIPI 检查、填写 OIPI 提供

的表格并支付规定的税费。

版权。科特迪瓦版权及相关权利的主管

部门是科特迪瓦版权局（Bureau Ivoirien 

du Droit D'auteu，BURIDA），隶属于科特

迪瓦文化部。①版权保护的有关法律为 2016

年《关于保护版权和相关权利法》。以下原创

作品经授权，可在科特迪瓦享有版权：（1）文

学作品；（2）音乐作品；（3）视听作品；（4）表

演艺术；（5）图形和造型艺术；（6）数据库。

各类作品的保护期限具体见表 5-9。

表 5-9　各类作品的版权期限②

作品类型 开始时间 保护期限

文 学、 音 乐、 艺

术作品
创作完成

作者终生及死亡

后 70 年

集体作品、视听

作品
首次发表 70 年

应用艺术作品 首次披露 25 年

录音、录像制品

上的表演
首次出版 50 年

视听通信企业

节目
首次播出 50 年

数据库 首次开放 50 年

工业设计。③工业设计包含物体的装饰和

美学设计，具体包括三维立体（如物体的形

状或纹理）和二维平面设计（如图案、线条

或颜色），适用于医疗器械、珠宝、家居用品、

电器、车辆、建筑及纺织品等多种类型产品。

申请科特迪瓦注册的工业设计需满足新颖性、

提供塑料模型、应用该设计的工业品具有新

功能或外观。一经注册，申请人获得工业设

计的所有权，可使用扣押和起诉等法律程序

保护工业设计产权，权利保护范围包括 OAPI

全部成员国以及 OAPI 以外签署《关于工业设

计国际存放的海牙协定》的成员国。工业设

计初始保护期限为 5 年，可展期两次，每次

有效期为 5年，总计 15 年。

地理标志。地理标志用于识别原产于某

一特定地理区域的产品，产品应具有由该原

产地带来的品质、声誉或特点，涵盖的品种

包括农业、手工艺和工业产品。有权申请科

特迪瓦地理标志的群体包括产品申请书标注

的地理区域内从事生产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生产者协会、消费者团体和主管当局。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④

科特迪瓦现行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

为 2013 年《个人数据保护法》，负责个人

数据保护事务的政府主管部门是科特迪瓦电

信监管局（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ARTCI）。

                                          

①  科特迪瓦版权局 . https://www.buridaci.com.

②  根据科特迪瓦《关于保护版权和相关权利法》文本整理。

③  科特迪瓦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oipi.ci.

④  科特迪瓦电信监督管理局 . https://www.art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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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的定义。根据《个人数据保护

法》定义，个人数据是指独立于其载体的任

何类型信息，包括由生理、心理、文化、社

会或经济身份决定且使特定的人可以被识别

的声音和文字信息。

信息的使用。《个人数据保护法》第 5 条

规定，处理个人数据必须事先向个人数据保

护机构作出声明，保护机构以电子方式发出

对声明的回执后，申请人可以实施数据处理，

但并不免除相关数据保护责任，由同一机构

进行的、具有相同或相关目的的处理业务可

使用同一声明。该法规定，任何个人数据正

在被处理的自然人都可以向处理者索取信息，

以便了解处理过程并提出质疑。数据处理者

有义务根据数据性质实施必要保护措施，防

止数据被扭曲、损坏或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

必用。同时，数据处理者需要选择一个在

有关处理技术和组织安全方面提供保障的分

包商。

信息的披露。《个人数据保护法》第 34

条规定，如果数据控制者公开了数据主体的

个人数据，则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于数据

主体要求其删除个人数据有关链接时通知数

据处理第三方；如果数据控制者授权第三方

公开数据，则应对其公开负责，并采取一切

适当措施保障数据主体的删除权利。

2.5 贸易管制

贸易主管部门

科特迪瓦贸易主管部门是贸易与工业部

（Ministère du Commerce et de I'Industrie），

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负

责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协议的谈判，定期向

政府提供有关出口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

信息，改善出口环境，管理受管制产品的进

出口，根据国际条约修订外贸法规以及参与

制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统一贸易法规。

贸易法规体系

科特迪瓦总体上坚持自由贸易，与贸易

相关的主要法规有《商品交易管理条例》《进

出口管理条例》《贸易准许法》《价格管理条

例》《竞争管理条例》《国际仲裁法》《税法》

《国家出口禁令》等。此外，2013 年《竞争

法》、1993 年第 93-313 号法令、1991 年第

91-999 号法令规定了任何来源的外国货物进

入科特迪瓦条件以及货物出口和再出口条件，

2014 年第 2014-127 号部际法令规定了从科特

迪瓦出口任何货物前的行政程序。

进口相关规定

科特迪瓦商品进口适用三类制度：自由

进口制度、审批进口制度和限制进口制度（如

表 5-10 所示）。在科特迪瓦，可以通过创建

专业贸易公司、注册临时进口商两种方式从

事商品进口业务，两类主体均需向贸易与工

业部申请进口商代码。专业贸易公司可于设

立时申请进口商代码，临时进口商每个会计

年度最多申请三次临时进口商代码，每个代

码有效期仅限于一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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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科特迪瓦的进口制度①

序号 类型 适用范围

1 自由进口制度

除适用审批、限制进口制度外的商品，商品离岸价值大于或等于 50 万

西非法郎时，需于 BIVAC 国际股份公司办事处登记进口信息表（FRI），

该表有效期 6 个月。

2 审批进口制度

（1）出于健康、植物检疫、道德、秩序和安全的原因，以下进口的产

品需经技术部门事先批准：活体动物、鲜活植物和花卉栽培产品、

种子、精油、药品、声音和图像载体以及武器弹药。

（2）进口产品价值大于或等于 50 万西非法郎时，也需登记进口信息表，

登记需提交产品进口批准文件。

3 限制进口制度

进口数量受限及禁止进口的产品：

（1）数量受限。进口离岸价大于或等于 2.5 万西非法郎的棉织物和石油

产品，需获得对外贸易局签发的进口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6个月。

（2）禁止进口。糖、面包面粉、模拟电视机和不符合广播和压缩标准

的电视机、普通可生物降解或不可降解塑料袋。

                                          

①  科特迪瓦商业信息门户网站 . https://pwic.gouv.ci.

②  同①。

出口相关规定

科特迪瓦商品出口还包括自由出口、事

先授权和禁止出口 3 种制度（见表 5-11）。

部分商品的出口商需获得科特迪瓦行政主管

部门的从业许可，需要许可的范围为咖啡、

可可、菠萝、香蕉、原木和木制品的出口商，

该许可有效期为 1 年或每个作物生产年度。

出口商品的必要的行政程序包括获得纳税人

账号、获得出口商代码或临时出口商代码、

获得出口商从业许可（适用需从业许可的产

品出口商）。

表 5-11　科特迪瓦的出口制度①

序号 类型 适用范围

1 自由出口制度 除需授权和禁止出口的产品外，商品可自由出口。

2 事先授权制度
矿物和贵金属受出口前授权制度的约束，出口商需要获得矿业、石油与能

源部及经济与财政部授权。

3 禁止制度 象牙、部分木材、黑色金属产品禁止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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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检验规定①

商品合格证书（Certificat de confor-

mité）是清关必备手续之一。所有进口到科

特迪瓦的商品均需在装运前进行定性、定量

检查和价格比较。除了定性和定量检查，部

分商品需遵循科特迪瓦规定标准，由指定机

构核查并颁发合格证书，涵盖食品、化妆品

和个人卫生用品、建筑材料、包装、汽车备

件等。根据商品种类，核查费用为产品 FOB

价格的 0.45%、0.4%、0.3% 不等。科特迪瓦

进口检验指定机构为 INTERTEK 国际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检验公司（SGS）、BIVAC 国际

股份公司、COTECNA 检验股份公司，这四个机

构在全球均有办事处。

货物跟踪单（Bordereau de Suivi de 

Cargaison，BSC）为科特迪瓦进口清关的

必要文件之一。进口商、供应商或货运代

理商需在科特迪瓦托运人办公室（Office 

Ivoirien des Chargeurs，OIC）网站上设立

账户，为每批进口货物创建货物跟踪单，提

交海关要求文件并支付费用后 24 小时内可

获得 BSC 验证。BSC 办理网址为：https://

bsci.sgs.com。

最终分类和价值报告（Rapport Final de 

Classification et de Valeur，RFCV）也是

进口清关的强制性文件之一，适用于所有离

岸价为 100 万西非法郎及以上的货物。FOB 价

值低于 100 万西非法郎或豁免产品免于 RFCV

程序，豁免产品清单可在科特迪瓦海关总署

网站查询。RFCV 申请于对外贸易单一窗口

（GUCE）办理，所需文件为商业发票、海上

提单（空运单或道路车单）、运输清单、运

费发票、其他可用证书，在提交上述文件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海关风险分析、情报和价

值局（DARRV）将通过电子邮件向进口商或货

运代理发送最终分类和价值报告，其中包括

DARRV 对货物关税价值的评估以及进口货物

HS 代码。

2.6 环境保护②

环保主管部门

科特迪瓦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是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部及其下属的国家环境署（ANDE）。

ANDE 负责审核工程项目实施单位与有资质的

环评公司合作编制的项目环评报告，按照科

特迪瓦《环境法》相关要求，审核并授予项

目环保许可证。

科特迪瓦国家环境署

网址　　ande-ci.com

电话　　+225-27-22467590

邮箱　　info@ande-ci.com

                                          

①  科特迪瓦商业信息门户网站 . https://pwic.gouv.ci.

②  科特迪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 . https://environnement.gouv.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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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规体系

科特迪瓦 1996 年第 96-766 号法令《环境

法》是科特迪瓦关于环境保护事项的上位法，

1996 年第 96-894 号法令规定了开发项目环境

影响评估的规则和程序，1997 年第 97-393 号

法令规定设立和组织国家环境署（ANDE），

1997 年第 97-678 号法令规定了保护海洋和泻

湖环境条例，1998 年第 98-19 号法令设立和

组织了国家环境基金，2012 年第 2012-1047

号法令规定了实施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程序，

2013 年第 2013-327 号法令规定禁止生产、进

口、销售、储存和使用塑料袋。此外，科特

迪瓦《宪法》《投资法》《采矿法》《石油法》

《电力法》《旅游法》《林业法》和《水法》均

有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

除国内法规外，科特迪瓦批准了多个环

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包括《防止海洋石油污

染国际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议定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基本要点①

科特迪瓦《环境法》规定了环境保护对

象、环境破坏的具体形式、违法处罚标准和

环保部门的主管机构。《环境法》保护对象包

括土壤和底土、淡水和海水资源、生物多样

性、大气以及注册的古迹、遗址、分类森林

（forêts classées）、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等；

部分处罚措施包括：（1）在分类森林、保护区

和国家公园内砍伐树木或捕猎动物，将被处

以 2 个月至 2 年的监禁及 500 万西非法郎的

罚款；（2）破坏注册的遗址或纪念碑，将被

处以 1000 万 ~1 亿西非法郎的罚款或 6 个月

至 2 年的监禁；（3）未经允许排放固体、液

体和气体废物，将被处以 1 亿 ~5 亿西非法郎

罚款；（4）未经许可进口、向海洋倾倒或于

水域陆地浸没、焚烧废物的行为者，将被处

以 1~5 年监禁及 500 万 ~1 亿西非法郎罚款。

《环境法》规定土地开发规划、总体规

划、城市规划以及工业、居住和休闲等设施

选址和建设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道路、

水坝等公共工程的施工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EIES）。环境影响报告书需评估给定

活动整体环境影响、提出减轻影响的措施，

具体包括对拟进行活动的描述、对环境的影

响及解决方案以及相关措施的财务估算等。

环境影响评估

在科特迪瓦承包的大部分建设工程或投

资生产类项目需进行环境评估，由科特迪瓦

ANDE 派出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通过后方可

实施，并需向科特迪瓦政府交纳一定的环境

资费。

1996 年第 96-894 号法令规定了开发项

目影响研究的规则和程序，需要进行环境影

响评估的项目为：（1）采掘业、能源行业、

食品加工、化学工业、纺织皮革和造纸工

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生产建设项目（见表

5-12）；（2）位于或靠近法定保护区或生态

敏感区的项目，包括保护区和类似地区、湿

                                          

①  科特迪瓦法律数据库 . https://loidici.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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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红树林、具有文化和旅游价值的地区、

认定的生态敏感区、供水点周边受保护的地

区以及国家管辖和国际海域或水域。如果不

属于该法列出项目，施工方须向 ANDE 提交声

明，其将于 30 天内给予回执，如果 30 天内

未答复，该项目即被认为免于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应提交 ANDE 审核，获

得其授权后，才能进行项目后续行政审查程

序。任何法人或自然人未能按照主管当局的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伪造或提交不符合

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暂停活动或关闭企

业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如果已经造成环境

损害，需进行赔偿。

表 5-12　科特迪瓦需要进行环境评估的项目①

行业 具体项目

采掘业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业务、矿产资源的开采和采石业。

能源行业 火力发电厂和其他高热量燃烧装置、水电大坝。

食品工业
动植物脂肪产业、动植物产品保存、乳制品制造、啤酒厂和麦芽厂、糖果和

糖浆、工业饲料厂、鱼粉和鱼油厂、制糖、人类饮用水处理厂。

化学工业 化学品、药品杀虫剂、油漆和清漆、弹性体和过氧化物制造设施。

纺织、皮革和造纸工业
造纸和棉花生产单位、纤维素生产和加工单位、制革厂和制革厂、纺织和染

色装置。

基础设施项目

（1）铁路、高速公路和机场。

（2）渔港和休闲港口。

（3）工业区改造工程。

（4）城市装修工程。

（5）管道和河道整治工程。

（6）修建水坝或其他以可持续方式蓄水或储存水的设施。

（7）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或任何其他类型管道的安装。

（8）供水设施。

科特迪瓦打击非法木材贩运。2019 年 4 月 15 日，科特迪瓦水资源和森林部发布

信息声明，该部的特别监视和干预大队（BSSI）查获了存放于 5 个集装箱共 100 立方

米的橡木，查获橡木市值达 1 亿西非法郎。科特迪瓦禁止开采橡木，在查获现场，科

特迪瓦水资源和森林部主要官员重申了打击科特迪瓦非法贩卖木材的决心。

案例 1

                                          

①  根据科特迪瓦《开发项目影响研究的规则和程序》文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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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及反洗钱

反不正当竞争

科特迪瓦于 1991 年颁布《竞争法》，

该法于 2013 年更新。科特迪瓦反不正当竞争

事务的政府主管机构是竞争和反垄断委员会

（Commission de la Concurrence et de la Lutte 

contre la Vie Chere）。西非经货联盟部长

理事会于 2002 年 5 月 23 日于阿比让通过共

同竞争立法，规定了西非经货联盟内部 3 种

不正当竞争形式。

（1）反竞争协议：具有限制或扭曲西非

经货联盟竞争环境的目的或效果的企业间协

议或一致性行动，包括限制市场准入或自由

竞争，固定价格，分割销售或供应市场，限

制生产、出口、技术开发和投资。

（2）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个或多个企

业滥用西非经货联盟共同市场的主导地位，

滥用行为包括实施直接或间接影响购买价格、

销售价格或其他公平交易条件的行为，限制

生产、出口或投资、合并以实施集中。

（3）国家补贴：各国利用其资源以任何

形式提供援助，扭曲共同市场竞争。

反商业贿赂

科特迪瓦反腐败法律主要为 2013 年第

2013-660 号关于打击腐败和类似犯罪的法令

（以下简称《反腐败法》）。在国际协定方面，

科特迪瓦于 2012 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采掘

2021 年 10 月，几名外国木材贩运者被科特迪瓦打击重罪组（ULGC）抓获，原因

是非法砍伐并贩运一种高品质木材——缅茄，此种木材自 2013 年已明确被科特迪瓦当

局禁止砍伐。

外籍货轮于科特迪瓦倾倒毒垃圾。2006 年，一艘装着 528 立方米剧毒液体垃圾的

外籍货轮停靠阿比让港，港口有关人员觊觎 2800 万欧元重金同意卸下这批垃圾，并非

法偷倒在阿比让市区和郊区，严重伤害了当地人健康，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毒垃圾事件，

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科特迪瓦国家律师要求被告赔偿 3700 亿西非法郎。2008 年 10 月

22 日，法院判处有关公司总经理 20 年有期徒刑，期满后 10 年内禁止入境。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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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透明度倡议》（EITI）。

科特迪瓦反腐败的主要机构为财政总稽

核局（IGF），IGF 于 2012 年下设反腐败大队

（BLC），负责处理投诉、调查欺诈和相关腐

败行为。科特迪瓦善政高级管理局作为科特

迪瓦实施国家善政和反腐败计划的一部分，

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反腐败策略、调查和起

诉反腐败行为等。①

科特迪瓦《反腐败法》规定了腐败和类

似犯罪的具体类型和刑罚处罚，腐败行为分

为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贿赂外国公职人

员和国际公务员、私营部门的腐败三类，其

中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包括利用职权受

贿、滥用职权、贪污公共资金和证券、索要

贿赂、收取回扣、妨碍司法和公共行政正常

运作六种。在私营部门，禁止私营公司向相

关公职人员赠送礼品等。对国家公职人员受

贿的处罚为 5~10 年监禁和 500 万 ~1000 万西

非法郎罚款，如果为司法系统公职人员受贿，

刑期为 10 年，罚款为承诺或收受贿赂价值

的 3倍金额，最低为 500 万西非法郎。

反洗钱

2016 年《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

义法》为科特迪瓦反洗钱主要法律文件。

科特迪瓦国家金融信息处理部门（Cellule 

Nationale de Traitement de Informations 

Financières，CENTIF）是科特迪瓦反洗钱事

务的主管机构，隶属于经济与财政部，负责

调查可疑金融交易、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

资。CENTIF 拥有广泛的权力调查可疑的金融

交易，包括政府官员的交易。②

《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将

几种财产处置行为定义为洗钱犯罪，包括转

移或转换、取得和使用来源于犯罪或指定用

于犯罪的财产 , 隐瞒上述财产性质以及为上

述行为提供便利。该法同时规定了处罚标

准，犯有洗钱罪的自然人将被处以 3~7 年有

期徒刑，并处以其活动所涉财产价值 3 倍以

下的罚款。犯有洗钱罪的法人罚款数额为自

然人罚款的 5 倍，法人还将被处以永久或 5

年内不得参与公共采购、没收用于犯罪的财

产，5 年内置于司法监督之下，永久关闭、

解散和于公开媒体发布处罚决定中一项或多

项刑罚。

《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法》规定

了金融机构报告可疑交易和保存交易信息的

制度。如果金融机构收到的电汇中付款人信

息有缺失，金融机构应从发起转账机构或受

益人处获取并核实缺失的信息，如果未获得

这些信息，应停止转账并通知 CENTIF；金融

机构从关闭交易账户或终止与客户关系时开

始，应将有关其身份的文件保存 10 年，还应

在执行转账等业务后，将账簿和商业信函等

有关文件保存 10 年。

                                          

①  科特迪瓦善政高级管理局 . https://www.habg.ci.

②  科特迪瓦国家金融信息处理部门 . http://www.centif.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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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赴科特迪瓦投资，应切实履行

当地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秉持合

法合规经营原则。严格遵守投资有关规定，

投资项目要符合当地发展规划、环保要求，

按规定履行有关投资程序和手续，不规避政

府管理和有关规定，同时也应积极支持当地

公益事业发展，塑造良好企业形象。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将科特迪瓦建筑公司列入有欺诈行为公司。①科特迪瓦贸易和

地产建设公司（Entreprise de Commerce et de Construction Immobilière）为一家

在科特迪瓦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非洲开发银行廉政和反腐败局（PIAC）调查发现，

其在参与非洲开发银行位于科特迪瓦阿比让的 CCIA 大楼和 B 塔的招标装修中存在欺诈

行为。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宣布，从 2022 年 6 月 27 日起，将科特迪瓦贸易和地产建设

公司加入有欺诈行为的公司之列，为期九个月，在这一期间该公司及其子公司将被剥

夺参与所有由非洲开发银行集团资助的项目的竞标资格。在禁期结束后，该公司只有在

其行为符合世界银行反腐廉洁准则后，才有资格参加非洲开发银行所资助项目的投标。

案例 3

                                          

①  非洲开发银行 . https://www.afdb.org.

图 5-1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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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帮助科特迪瓦修复加尼奥—圣佩德罗国际公路。2021 年 11 月，中国水

利水电第五工程局（以下简称“水电五局”）帮助科特迪瓦重新铺设穿过苏布雷市的

加尼奥—圣佩德罗国际公路，修补的路段位于十字路口，人流量和车流量庞大。由于

苏布雷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雨季时经常排水不畅，再加上年久失修、长期遭受车辆

碾压等原因，该路段地皮受损严重。

苏布雷市长向水电五局波波里项目组寻求帮助，项目组及时安排人员并准备必要

材料和设备，联系当地警察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交通管制，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将道路受

损严重的部分修复完善，解决了当地人民的道路问题，保障了出行安全。①

案例 4

河南国际阿比让城市交通 LOT5 项目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22 年 1 月，中国

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国际”）科特迪瓦阿比让城市交通项目

LOT5 项目部为当地 RAN 村平整新市场，为村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并对该村的经

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此之前，RAN 村内缺乏商品交易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

民生活，也限制了村里的经济发展。应当地村委会邀请，项目部平整了新市场，使村

民有了商品交易场所。项目部此次平整新市场之举有利于推进项目施工建设，也彰显

了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②

案例 5

                                          

①  中国电建官网 . https://www.powerchina.cn.

②  河南国际官网 . http://www.c-chico.com.

3　经贸纠纷解决

在科特迪瓦，解决经贸纠纷的主要方式

是诉讼和仲裁。科特迪瓦阿比让商业法院和

科特迪瓦仲裁法院分别负责处理商业诉讼、

商业仲裁。科特迪瓦遵守非洲商业法统一组

织（OHADA）的公司法和仲裁程序。

3.1 诉讼

审级制度

在科特迪瓦，法院分为初审法院、上诉

法院、最高法院和特别最高法庭四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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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位于阿比让。

初审法院。阿比让有 3 个初审法院，分

别是阿比让高原一审法院、尤普贡一审法院、

阿比让商业法院，其中阿比让商业法院于

2012 年成立，由科特迪瓦政府、世界银行、

科特迪瓦工商会和科特迪瓦总联合会共同出

资设立，专门负责处理合同纠纷和相关商业

案件。

阿比让商业法院负责管辖的争议具体包

括与 OHADA 公司法规定的商人之间的承诺和

交易有关的纠纷、商业公司或经济利益集团

合伙人之间的纠纷、与债权债务有关的集体

诉讼等，此外，阿比让商业法院还负责管理

商业和动产财产信贷登记册，在科特迪瓦注

册公司均须于该法院登记。2019 年，阿比让

商业法院非小额诉讼案件平均结案时间为 58

天，平均诉讼成本为 5.48 万西非法郎；小额

诉讼平均结案时间为 37 天，平均诉讼成本为

4.5 万西非法郎。①

上诉法院。阿比让有两个上诉法院，分

别是阿比让上诉法院和阿比让商业上诉法院，

其中阿比让商业上诉法院于 2017 年成立，专

门负责裁决经济纠纷案件。商业上诉法院设

立5个法庭，分别负责受理商业公司、金融、

工业、知识产权等不同领域的案件。

民事诉讼程序

科特迪瓦 1972 年第 72-833 号法令《民

事、商业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科特迪瓦民

商事诉讼程序，该法共进行了 10 次修订和 11

次新增，最新一次修订为 2020 年。②科特迪

瓦民商事诉讼程序见表 5-13。

                                          

①  阿比让商业法院 . https://tribunalcommerceabidjan.org.

②  科特迪瓦法律数据库 . https://loidici.biz.

③  根据科特迪瓦《民事、商业和行政诉讼法》文本整理。

表 5-13　科特迪瓦民商事诉讼程序③

关键程序 主要内容

庭前调查

（1）开庭前，预审法官对案件全面调查，调查完毕后发布结案令并确定开庭日

期。

（2）发布结案令之前，当事人可以解释、改变诉求内容；在结案令之后，当事

人不得新增任何陈述或提交新证据，但可撤回起诉。

代理和传唤

（1）当事人应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但有以下例外：自然人可由配偶和父母

代理、合伙企业可由合伙人代理。

（2）除非当事人自愿出庭，应发送传票进行传唤。最晚在开庭前 8 天发出传票，

如果被告住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该期限增加 15 天，如果住在国外，该期

限增加 2 个月。

庭审和裁判
（1）庭审公开。为维护公序良俗和家庭隐私，法院可依职权决定或应检察官或

当事人要求不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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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

科特迪瓦仲裁法院（La Cour d'Arbitrage 

de Côte d'Ivoire，CACI）由科特迪瓦工商

会于 1997 年创立，是科特迪瓦解决国内外纠

纷的非盈利机构，旨在为科特迪瓦投资创造

良好的司法环境。科特迪瓦仲裁法院提供包

括仲裁、临时救济、加速债务追回、调解、“小

型审判”和提供专业法律知识等法律服务。①

科特迪瓦仲裁程序依据的主要法规为非

洲商法统一组织 2017 年《仲裁法》，出现商

务纠纷时，如果双方未书面约定仲裁，必须

事先进行协商解决；当协商无法解决时，可

以申请仲裁，但双方应补充签署仲裁协议。

科特迪瓦允许适用科特迪瓦国家法律的国际

仲裁和异地仲裁，但是具体的仲裁方式以合

同规定为准。科特迪瓦 2012 年第 2012-158

号命令规定了国家法院对仲裁程序的干预，

仲裁裁决不得上诉，但可以于裁决送达之日

起 1 个月内向缔约国主管法院提起撤销仲裁

裁决诉讼。②

调解

科特迪瓦仲裁法院提供调解服务。科特

迪瓦还设立了行政部门与私人间专门调解机

构—科特迪瓦共和国调解员（Mediateur de 

la Republique de la Cote d'Ivoire）。科

特迪瓦共和国调解员为法语国家监察员和调

解员协会（AOMF）成员，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①  科特迪瓦仲裁法院 . http://www.courarbitrage.ci.

②  同①。

关键程序 主要内容

庭审和裁判

（2）庭审可以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当事人及律师在其提交的材料

范围内答辩。

（3）辩论结束后，法院立即秘密审议，应当庭宣读带有完整判决理由和结果的

判决书，可推迟宣判，推迟期间法院不接受任何新证据或陈述；裁判必须

在第一次开庭后 6 个月内作出，经法院院长授权，该期限可延长 1 个月。

（4）公开宣告判决，除非法律规定秘密宣判。

上诉和执行

（1）上诉的时限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算，期限为 1 个月，上诉期满后，判决书

生效并可执行。

（2）科特迪瓦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在该国全境均有效力，申请执行的期间为

30 年。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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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于行政部门或政府，旨在寻求友好解

决公民与国家行政部门、地方当局、公共机

构或任何其他承担公共服务使命的机构（社

会机构、公共企业等）之间的争端，不干涉

司法程序及法院判决。

科特迪瓦共和国调解员

地址
　　28 BP 1006 ABIDJAN 28 (Cote 

　　　　d’ivoire)

电话　　+225-27-22442168

传真　　+225-27-22442144

邮箱　　mediateur@aviso.ci

科特迪瓦调解程序适用非洲商法统一组

织 2017 年《调解统一法》，该法将调解分

为司法调解（调解人为国家法院）、协议调

解（调解人为仲裁庭、主管政府部门或其他

个人）两种类型。调解人可以是任何自然人

或法人，由双方协商选择，也可选择专门提

供调解服务的中心或机构。在被指定时和

整个调解过程中，作为调解人的自然人或

法人应报告任何可能影响其公正性或独立性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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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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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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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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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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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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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商事法律服务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是中国最

早从事综合性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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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分会调解中心 61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

机构成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法律顾问服务。法律顾问业务涵盖国际贸

易、境外投资、外商投资、涉外商事纠纷解决

等领域，可受理中外企业法律咨询与投诉，为

企业开展国际经营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

海损理算与海事服务。中国大陆唯一有

专业资质的海损理算机构，设有上海、天津

海损理算中心，在沿海沿江拥有14家办事处。

除海损理算外，还对外开展海损检验、海上

事故处理咨询，财产损失理算、财产损失评

估与定损，海上运输方案及预警方案设计，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上科技领域相关咨询，船

舶信息咨询（除经纪），会展（会议）服务等。

经贸摩擦应对服务。提供预警信息、摩

擦应对、游说抗辩、咨询培训等服务，主要

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两

反一保）应对；贸易壁垒应对与调查；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调查咨询及代理；美国 301、特

别 301、232 条款、投资安全审查等单边措施

应对；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境外经贸合作

区建设综合法律服务等。

企业合规促进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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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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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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贸促会授权，中国贸促会

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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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为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合理

应用国际规则最大限度减少合同违约风险和损

失，及时调整优化服务方式，持续为企业免费

出具新冠疫情相关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开通

商事认证“绿色通道”，协调外交部、驻华使

领馆为急难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承接海外工程

项目快速办理相关业务。创新推出信用认证、

出口品牌证明、“智慧贸促”一体机以及地理

标志相关服务，助力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丰

富完善供应链，更好开拓国际市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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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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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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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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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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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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推广交流中心

电话　　+86-10-82217098

传真　　+86-10-82217099

邮箱　　rzzx@ccpit.org

地 址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桦 皮 厂 胡 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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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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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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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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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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无损害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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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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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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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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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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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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六篇　在科特迪瓦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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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境及居留

1.1 签证

入境科特迪瓦的外国人须持有效的国家

护照、通行证或旅行证件，以及科特迪瓦主

管当局签发的入境签证。中国非科特迪瓦免

签国，中国公民须持有效护照或旅行证件于

科特迪瓦驻外外交和领事代表处获得入境签

证，经科特迪瓦前往第三国须办理过境签证。

申办签证时，护照的有效期须至少比预定在

科特迪瓦停留期限多 6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

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

协定》于2015年 12月 19日生效，协定规定，

持有效中国外交、公务、公务普通护照的公

民和持有效科特迪瓦外交、公务护照的公民，

在缔约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者过境，停留不

超过 30 天免办签证。

签证类型①

科特迪瓦应用生物识别入境签证（visa 

biométrique d'entrée），通过指纹和面部

信息识别入境外国人信息。生物识别签证按

护照类型分为普通签证和公务签证两大类，

按签证有效期分为过境签证（停留不超过 3

天）、短期居留签证（停留不超过 3个月）、

长期居留签证（停留不得超过 1 年），按照

申请原因分为商务签证、学习签证、旅游和

休闲签证、卫生和社会事务签证。

纸质签证办理②

中国公民可于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馆办理

签证，首先登录网页：www.snedai.com，选

择在使馆获取 visa（Obtenir un visa dans 

les ambassades）栏目，在上述网站下载签

证申请表并支付签证费（50 欧元，不含银行

手续费），获取收据；需携带以下文件到使

馆办理签证：护照原件和前三页复印件、照

片（1 张，4.5cm×3.5cm）、出生证明原件

与复印件、住宿与机票定单、《黄热病疫苗

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填写并签字的签证申请表、支付收据、预约证

明，以及根据所需办理的签证种类准备的材料

（见表 6-1）。如果邀请方是在科特迪瓦的企

业（包括中资企业），除邀请函外，还需要该

企业出具交税证明，并附认证邀请信。

表 6-1　办理科特迪瓦不同类型签证

需提供的材料①

序号 类型 所需材料

1 商务签证
邀请函、酒店预定信息、

商务证明、财产证明

2
旅游和休闲

签证

商务证明、负担住宿费

用财产证明

                                          

①  科特迪瓦外交部 . https://diplomatie.gouv.ci.

②  中国领事服务网 . http://cs.mfa.gov.cn.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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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特迪瓦外交部 . https://diplomatie.gouv.ci.

②  科特迪瓦国家公民身份鉴定办公室 . https://www.oneci.ci.

序号 类型 所需材料

3 学习签证

学籍证明或学生证复印

件、住宿证明、健康保

险

4
卫生和社会

事务签证

邀请函、酒店预定信息、

医疗机构证明

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北小街 9 号

电话　　+86-10-65321482（总机）

传真　　+86-10-65322407

邮箱　　consulat@ambaci-ch.org

网址　　https://www.chine.diplomatie.gouv.ci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时至 12 时，
　　　　　下午 3 时至 5 时。

电子签证办理①

申请者持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护照可

申请电子签证，但须根据申请签证类型提供

文件，所需文件与线下签证办理相同（见表

6-1）。

办理步骤

（1）预注册：申请人登录 www.snedai.

com，选择 E-Visa 栏目，在线填写一份包含

个人身份、旅行信息和当地联系人信息的表

格并上选要求的文件，选择申请签证的有效

期，可选择的类型为 3个月或 1年。

（2）付款：预注册后，申请人需支付签

证费用，3 个月期签证费用 70 欧元，1 年期

签证费用130欧元（不包含手续费和税费）。

网上付款后，申请人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附件为《完成登记证明》（附个人唯一付款

证书代码）。

（3）收到确认文件：申请获得批准后，

申请人将在 48 小时内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机

场办签证许可》（附条形码），其中包括签证

申请人所有文本信息、有关添加生物特征数

据程序的信息（位置、开放时间、所需文件

等）；若未获批准，申请人将收到《拒发签

证通知》。

（4）在机场获得签证：申请人凭《完成

登记证明》《机场办签证许可》两份文件办

理登机手续，抵达科特迪瓦机场后前往“机

场签证区”打印签证，该区域 24 小时提供服

务，工作人员办理验证文件、采集生物特征

等手续后打印粘贴签证，申请人可立即取得

签证。

科特迪瓦电子签证申请网站提供 24 小时

咨询服务，签证申请人可通过电话 +225-27-

22528280/+225-27-03626219 或邮箱 contact@ 

snedai.ci 咨询签证办理相关事项。

1.2 居留许可②

根 据 1990 年 第 90-437 号、2002 年 第

2002-03 号关于外国人在科特迪瓦入境和居留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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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任何 16 岁以上的外国人进入科特迪

瓦领土3个月后，必须持本人护照和有效签证

于科特迪瓦国家公民身份鉴定办公（ONECI）

获得居住证（titre de séjour），居住证有

效期为 1 年，五年内可续签。持有居住证的

外国人的配偶和 21 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

可以家庭团聚为由在科特迪瓦居留。获得

居住证的外国人可以向 ONECI 申请居民卡

（carte de résident），申请居民卡需要

提供以下材料：护照复印件、签证和入境章

的复印件、6个月以内的居住证、司法记录、

付款收据。按照申请人的类型，还需提供：

工作证明（工人）、宗教生活证明（宗教人

士）、本年度的在校证明或学校卡或学生证

（学生）、配偶的有效居留卡或临时居留许

可以及配偶的工作证明或商业登记证（随

配偶入境）、专业能力证书或任何其他替代

文件。

工作居留相关规定

外国人在科特迪瓦工作还需向科特迪瓦

就业调研与促进所（AGEPE）申请工作许可，

科特迪瓦投资促进中心（CEPICI）可协助申

请。申请材料包括本人求职申请、工作简历、

居住证复印件、本人照片 2张。

1.3 注意事项①

防疫规定

根据科特迪瓦交通部 2022 年 9 月 13 日

声明，前往科特迪瓦阿比让，有完整疫苗接种

证明的旅客无须提供新冠肺炎 PCR测试阴性证

明；12岁及以上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的旅客，

需要提供在取样后 72 小时内的 PCR 测试阴性

证明，还需要填写航空旅行申报表（DDVA），

此 表 格 通 过 https://deplacement-aerien.

gouv.ci在线填写。②旅客抵达阿比让机场后，

可在机场进行免费的 PCR 测试。③

此外，科特迪瓦卫生主管部门严格要求

赴科人员提前接种黄热病疫苗，需于入境前

10 天注射，未持有黄热病疫苗注证书的人员

将在机场被要求现场注射，否则不予入境。

入境时需出示《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

书》和有合法签证的有效护照，并交科特迪

瓦边防警察查验盖章。

违禁品规定

出入机场时，携带行李需接受海关检查，

一旦发现违禁物品将被处以没收和罚款。出

境时如欲携带当地的木雕等工艺品，需事先

到科特迪瓦国家博物馆申请出口许可，否则

机场海关将不予放行。

                                          

①  中国领事服务网 . http://cs.mfa.gov.cn.

②  科特迪瓦交通部 . http://www.transports.gouv.ci.

③  科特迪瓦航空公司 . https://www.aircotedivoi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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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房

科特迪瓦的租房合同分住宅租赁和商业

用途租赁两种。科特迪瓦 2019 年《建筑和住

房法》规定了两类合同的主要条款。

2.1 租用办公用房

根据房地产咨询公司 Knight Frank《非

洲房地产市场报告 2020/2021》，①科特迪瓦

写字楼出租收益率为 9%，阿比让主要地区写

字楼租金见表 6-2。由于阿比让传统工业区弗

里迪、库马西工业区使用饱和，优质工业用

地月租金为 9美元 /平方米。

表6-2　2020年阿比让各地区写字楼平均租金②

地区
最低值（欧
元 / 平方米

/ 月）

平均值（欧
元 / 平方米

/ 月）

最高值（欧
元 / 平方米

/ 月）

Cocody 4.6 11.1 18.3

Plateau 15.2 19.1 30.5

Marcory

（Zone4）
5.2 13 22.9

Treichville

（Zone3）
9 16.3 23.6

2.2 租用住宿用房

阿比让的主要住宅房地产位于科特迪瓦

科科迪（Cocody）和第 4 区，一套四居室公

寓的月租金在 80 万西非法郎（约合 1446 美

元）到 120 万西非法郎（约合 2169 美元），

别墅租金为 4000~6000 美元 /月。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科特迪瓦各大城市均有房地产中介提供

经纪服务，于房地产中介网站可查询各地区

房屋出租信息，网站信息见表 6-3。

表 6-3　科特迪瓦租房信息网站③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AICI 国际房地

产营销机构
https://aici.ci

2 Cegex 房地产 https://cegeximmo.com

3 A2K 房地产
https://www.a2kimmo-

bilier.ci

4
First Class 房 地

产

https://www.firstclassim-

mo.com

5 House Partners
https://housepartners-ci.

com

                                          

①  Knight Frank 房地产咨询公司 . https://www.knightfrank.com.

②  Dalberg 咨询公司 . https://dalberg.com.

③  非洲在线 . https://www.goafrica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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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租房注意事项

科特迪瓦《建筑和住房法》规定，承租

期内房屋由承租人负责维修，租金每 3 年可

调整一次，未满 3 年提出租金调整需向法院

申请。如租户不支付租金，法院可判决驱逐

租户。住宅租赁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确立，

并在税务机关登记。在签订住宅租赁合同时，

出租人不得要求承租人预付超过两个月的租

金，违反此规定将构成刑事犯罪，会被处以

20 万西非法郎的罚款。

科特迪瓦法律未禁止房屋转租，如果租

赁合同未约定，承租人有权转租房屋。为了

避免纠纷，双方应在合同中对转租事项作出

明确约定。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概览①

2020 年，科特迪瓦公共卫生部门登记

的执业医生为 4435 人、注册护士为 12994

人、助产士为 6744 人。医生与人口的比率为

1.40/10000，其中阿比让地区的医疗资源最

为集中，平均每万名居民有 2.45 位医生。总

体上，科特迪瓦每万居民中的卫生专业人员

8.57 名，这一密度低于世卫组织每万居民中

有 23 名卫生专业人员的标准。

科特迪瓦卫生机构分为 3 个层级：第一

级为初级保健机构（ESPC），如农村或社区

卫生机构，其中 3311 家为公立，1100 家非公

立；二级医院数量 131 家，其中 100 家公立

医院、12 家教会医院和 19 家地区医院中心

（CHR）；第三级是具有科研能力的公共卫生

机构的一部分，包括大学医院中心（CHU）、

阿比让心脏研究所（ICA）、科特迪瓦拉乌尔·

福勒罗研究所（IRFCD）、国家公共卫生研

究所（INHP）、国家输血中心（CNIS）、国

家公共卫生实验室（LNSP）、国家公共卫生

研究所（INSP）、国家肿瘤和放射治疗中心

（CNRAO）、紧急医疗援助服务（UAS）和国

家肾功能衰竭预防和治疗中心（CNPTIR）。

3.2 医疗保险

科特迪瓦全民医疗保险（CMU）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生效，覆盖居住在科特迪瓦的所

有人口，雇员由雇主代为注册，自由职业者

自行向 CNPS 投保，CMU 的医疗费用覆盖率为

                                          

①  科特迪瓦健康、公共卫生与全民医疗保险部 . https://www.sante.gouv.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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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外国人申请 CMU 需满足 3 个条件：在科

特迪瓦连续居住 1 年以上、遵守科特迪瓦关

于外国人居留的法规、从事专业活动并依法

纳税。CMU 提供包括疾病、事故、孕产、功能

康复、预防保健等医疗服务。①

科特迪瓦有多家保险公司提供商业人身

保险，在科特迪瓦工作的外国人可选择自行

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加入科特迪瓦 CMU 的外国人须在注册 2

个月后申报转诊医疗中心，转诊医疗中心为

一级村居或社区卫生机构。如果疾病无法在

一级卫生机构治疗，医生会将被保险人推荐

至 CMU 网络的二级或三级卫生机构。

                                          

①  欧洲和国际社会保障联络中心 . https://www.cleiss.fr.

②  同①。

③  中国领事服务网 . http://cs.mfa.gov.cn.

④  科特迪瓦药品监管局 . https://www.airp.ci.

表 6-4　科特迪瓦不同级别卫生机构的就医费用②

服务类型
卫生机构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全科医生诊疗 100~500 西非法郎 1000~1500 西非法郎 —

专家诊疗 500 西非法郎 2000~25000 西非法郎 5000 西非法郎

住院治疗 500 西非法郎
住院 10 天费用

5000~10000 西非法郎

每日住院费用

5000~7500 西非法郎

未加入科特迪瓦全民医疗保险，可自行

选择医疗机构就医，阿比让地区可选择的主

要医院见表 6-5。

表 6-5　阿比让主要医院③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SAMU-CI

（急救中心）
+225-27-22445353/22443445

CHU de Cocody

（公立医院）
+225-27-22481000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Polyclinique 

Avicennes

（私立医院）

+225-27-21211300/05077000

PISAM（私

立医院）
+225-27-22483131/22483112

买药

根据科特迪瓦药品监管局（AIRP）统计

信息，④阿比让地区药房较为集中。AIRP 官网

续	 	 表



  13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科特迪瓦（2022）

上可找到科特迪瓦各地区药房的详细地址和

联系方式，网址为：https://www.airp.ci。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特迪瓦鼓励国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所有 12 岁以上的科特迪瓦合法居民均可接

种，阿比让地区的疫苗接种点可查询网址：

http://www.sante.gouv.ci。

4　开设银行账户

4.1 开设个人账户①

储蓄账户。任何自然人均可在科特迪瓦

开设储蓄账户，账户无运营维护费，最低账

户余额为 2 万西非法郎，账户年存款利息为

3.75%。储蓄账户可以转账和存取现金，但不

可使用支票付款。开设储蓄账户需提供以下

文件：

（1）最新房租收据、供水公司（SODECI）

或电力公司（CIE）收据或居住证明。

（2）有效的国民身份证、身份证明或护

照复印件。

（3）两张彩色照片。

支票账户。任何有固定收入且年满 21 岁

的个人可开设支票账户，支票账户需按月支

付运营维护费，有最低初始存款限制，如在

萨赫勒撒哈拉银行（BSIC）开立个人支票账

户，账户运营维护费为 3300 西非法郎，最低

初始存款 5 万西非法郎。支票账户持有人可

                                          

①  科特迪瓦财政和公共账户总局 . https://www.tresor.gouv.ci.

②  同①。

免费签发支票、使用支票支取现金及信用卡

付款，账户支付 2% 年利息。

开设支票账户除了开设储蓄账户的必要

文件，还需提供：

（1）近 3个月的工资单。

（2）雇佣合同或就业证明（私营部门雇

员）。

（3）商业登记（贸易商）。

（4）永久收入来源证明（非雇员）。

（5）账户关闭和无账户费用证明（如果

在其他银行有账户）。

4.2 开设公司账户②

在科特迪瓦开设公司账户，需按月支付

账户运营维护费，不同类型设立主体费用标

准不同。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开设

账户最低初始存款为 25 万西非法郎，账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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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为 2%，账户维护费用为 10000 西非

法郎。账户持有人在所有银行机构凭支票簿免

费提取现金。开设公司账户需提供材料如下：

（1）公司的章程。

（2）设立时发布法律声明的期刊公告。

（3）在商业动产信贷处注册证明。

（4）税收申报证明（DFE）。

（5）成立大会会议记录（股份公司）。

（6）公司代表名单和职权。

（7）每位代表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和 2 张

照片。

（8）封口处带有签名和盖章的开户申

请信。

（9）带有科特迪瓦供水公司或电力公司

名称的收据。

                                          

①  非洲在线 . https://www.goafricaonline.com.

5	交通出行

5.1 购车

在科特迪瓦可以从多种渠道购车，如

通过经销商、进口商、直销商等，也可通过

Cars.ci、Automobile.ci 等科特迪瓦本土购

车网站购车，通过 Jumbo car 在阿比让市内

及阿比让国际机场租车，网站信息见表 6-6。

表 6-6　科特迪瓦主要购车租车网站①

网站名称 网站介绍 网址

Cars.ci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提供包括摩托车、汽车、卡车等多

种车型新车和二手车的选择。
https://www.voitures.ci

Automobile.ci
为汽车销售平台，由多个汽车经销售提供 20 多种品牌

的车辆。
http://www.automobile.ci

Jumbo car

阿比让地区主要的汽车租赁平台，提供包括小型车、皮

卡和 SUV 等多种车型。与阿比让国际机场有合作，机

场会员可享租车优惠。

https://www.jumbocar-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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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注册

购买车辆后，车辆需在科特迪瓦道路行

政机构注册并获得灰卡，①科特迪瓦交通部网

站提供了办理灰卡需要提供的手续文件以及不

同车型手续费，灰卡官方指定办理网站为：

https://eservices.cgi.ci。

车辆保险

科特迪瓦 1960 年第 60-342 号法律及

1961 年第 61-370 号实施法令规定了强制性

机动车责任保险。除政府要求的强制性保

险，在科特迪瓦还可购买商业车辆保险，

如科特迪瓦 Allianz 保险公司提供的 AZ 

Assurance 汽车和摩托车险，保险范围包括

第三者责任、辩护和上诉等，也可选择盗

窃、玻璃破损和其他碰撞损坏等保险（见表

6-7）。

                                          

①  灰卡为科特迪瓦行驶证，各类型机动车辆均需申领。

②  Ivoirelite 汽车经纪网站 . https://ivoirelite.net.

③  科特迪瓦交通部 . https://www.transports.gouv.ci.

表 6-7　科特迪瓦汽车保险种类②

种类 简要介绍

第三者保险
法定最低险，保障范围仅为第三方车辆及乘客损害，被保险车辆不享受任何赔

偿。

附加保障的保险
自然灾害保险、玻璃破损保险、盗窃保险、火灾保险等，大多附加保险有免赔

额，需由保险人承担。

全险 涵盖所有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害，包括自身造成事故、他人造成事故等。

5.2 驾车

驾照③

在科特迪瓦，首次申领驾照需要在科特

迪瓦驾校注册并通过驾照理论考试和实操能

力考试。驾照于科特迪瓦政府指定的 Quipux

非洲有限公司的综合数字管理中心（CGI）办

理， 网 址 为：https://eservices.cgi.ci。

初次申领驾照费用见表 6-8。

外国人可以使用外国驾照申请现行有效

的科特迪瓦驾照，需提供的材料包括有效的

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外国驾照原件、驻

科特迪瓦使馆签发的申请更换外国驾驶执

照的授权书原件，办理费用为 8.85 万西非

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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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科特迪瓦驾照类别及办理费用①

类别
登记费用

（西非法郎）
签发费用

（西非法郎）

A1、A2、A3

（摩托车 / 三轮车）
11000 7500

B（乘用车） 16000 7500

CE、DE（货物 /

旅客运输车）
21000 7500

驾车注意事项

科特迪瓦采用左舵靠右行驶，但红灯时

不可向右转弯。转弯车必须让直行车，辅路

车必须让主路车。外国公民驾车出行时，需

随身携带好驾照、灰卡、车辆年检证及车辆

保险证明，随时可能有警察检查证件。

科特迪瓦曾出现“公路劫匪”（Coupeurs 

de route），在道路上抢劫旅客。目前该现

象已经减少，从 2019 年的全国 35 起袭击

事件降低到 2020 年 15 起。②建议外国公民

在科特迪瓦驾车时至少两辆车一同出行、

晚上不开车、注意行人、开车时关窗锁门，

如果发生事故或碰撞，不要移动车辆，应

立刻通知警方或宪兵，以便其记录事故现

场。外国公民在科特迪瓦北部、西部和布

凯瓦地区驾驶要特别保持警惕，不离开主

要道路行驶。

5.3 其他交通方式

飞机

科特迪瓦主要国际机场是阿比让 Felix-

Houphouet-Boigny 国际机场，于阿比让出发

的乘客可于阿比让国际机场官网查询航班信

息，网址为：https://www.abidjan-airport.

com。2022 年 6 月 29 日，科特迪瓦航空公司

恢复阿比让—约翰内斯堡航线，这是两年前

取消该航线以来的首次恢复，此航线每周开

通 4 班（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经停

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往约翰内斯堡，

全程约 8小时。

科特迪瓦与中国无直达航班，旅客可通

过巴黎、迪拜或亚的斯亚贝巴等地转机。中

国乘客可选择于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

登机前需出示新冠肺炎 PCR 阴性检测结果。

陆路交通

阿比让到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铁路

由 Sitarail 公司运营，Sitarail 提供国际货

运和客运的铁路运输服务。科特迪瓦境内主

要城市均开通了至阿比让的长途汽车，布瓦

凯运输联盟（UTB）和 STIF 为主要的客运公

司，旅客乘坐客车从亚穆苏克罗到阿比让大

约需要 2500 西非法郎，行李通常额外收费，

STIF 还开通了至邻国（加纳、贝宁和多哥）

运营线路。③

                                          

①  Quipux 非洲有限公司 . https://www.quipuxafrique.com.

②  阿比让信息网 . http://www.abidjan.net.

③  Cyberterre 旅游 . https://www.rout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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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阿比让公共交通系统较差，旅客如果乘坐

公共交通，最好选择乘坐“快线（Express）”。

在阿比让、布瓦凯和亚穆苏克罗等较大城市

均可乘坐出租车，科特迪瓦出租车不按计价

器收费，建议旅客上车之前谈好价格。科特

迪瓦有一种名为 woro-woro 的公共出租车，

价格为每程 100~200 西非法郎，仅在每个

公社内运营。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提

供类似 Uber 的打车软件服务，如 Lzicab，

                                          

①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 . http://ci.china-embassy.gov.cn.

②  阿比让国际机场 . https://www.abidjan-airport.com.

Africab，Taxi Jet 及 Drive。①阿比让的泻

湖上有水上交通，湖上摆渡船往返于城内的

几个码头。

阿比让国际机场与 Plateau 公社开通了

巴士，由阿比让运输公司 Stora 提供服务，

运营时间为早 5:30 至晚 9:30，单程车票 200

西非法郎。阿比让一些酒店也提供机场接送

班车，需联系酒店获得具体的班车时间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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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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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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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个驻外代表处，建立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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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迪瓦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外交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https://diplomatie.gouv.ci

2
国防部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https://defense.gouv.ci

3
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https://www.agriculture.gouv.ci

4

掌玺，司法与人权部

Garde des Sceaux,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et des Droits de 

l’Homme

https://justice.ci

5
计划与发展部

Ministère du Plan et du Développement
https://www.plan.gouv.ci

6
矿业、石油与能源部

Ministère des Mines, du Pétrole et de l’Energie
http://www.energie.gouv.ci

7
交通部

Ministère des Transports
http://www.transports.gouv.ci

8
经济与财政部

Ministère de I’Economie et des Finances
https://finances.gouv.ci

9
建设、住房与城市化部

Ministère de la Construction, du Logement et de l’Urbanisme.
http://construction.gouv.ci

10
预算与国有资产部

Ministère du Budget et du Portefeuille de l’Etat
https://www.budget.gouv.ci

11
水资源与森林部

Ministère des Eaux et Forêts
https://www.eauxetforets.gouv.ci

12
装备与道路养护部

Ministère de I’Equipement et de I’Entretien routier
http://www.entretienroutier.gouv.ci

13
贸易与工业部

Ministere du Commerce et de I’Industrie 
http://www.commerce.gouv.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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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4

通信与数字经济部

Ministère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Economie 

Numérique

http://www.communication.gouv.ci

15
旅游部

Ministère du Tourisme
https://www.tourisme.gouv.ci

16
经济基础设施部

Ministère des Infrastructures économiques
http://www.infrastructure.gouv.ci

17
就业与社会保障部

Ministère de l’Emploi et de la Protection Sociale
http://emploi.gouv.ci

18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

Ministère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https://environnement.gouv.ci

19
税务总局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Impôts
https://www.dgi.gouv.ci

20

促进善治、能力建设与反腐部

Ministère de la Promotion de la Bonne Gouvernance, 

du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et de la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http://snrc.gouv.ci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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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科特迪瓦主要政府部门和
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

电话：+225-27-22437778

邮箱：chinaemb_ci@mfa.gov.cn

网址：http://ci.chineseembassy.org

地址：Lot 134A M'Badon, Cocody, Abidjan

2
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馆经济

商务处

电话：+225-27-22420927

邮箱：ci@mofcom.gov.cn

网址：http://ci.mofcom.gov.cn

地址：Cocody deux Plateaux 7ÈME Tranche, Abid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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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科特迪瓦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附录四

科特迪瓦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科特迪瓦中资企业商会 邮箱：ccec_ci@hotmail.com

2

科特迪瓦工商会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de Côte d’Ivoire）

地址：6, avenue Joseph Anoma, Plateau 01 BP 1399 

　　　Abidjan 01

电话：+225-27-20331600

3

科特迪瓦企业联合总会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s Entreprises 

de Cite d’Ivoire）

地址：La Maison de l’Entreprise, Plateau, 01 BP 8666 

　　　Abidjan 01

电话：+225-27-20330200

邮箱：cgeci@cgeci.ci

网址：http://www.cgeci.com

4

科特迪瓦工业大企业联盟

（Union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de Côte d’Ivoire）

地址：Angle rue J95-J91, IOT 2011 Deux-plateaux-

　　　Vallon Cocody 04 BP 2289 Abidjan 04

电话：+225-27-22419737

5

科特迪瓦出口促进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xports of Côte d’Ivoire, APEX-CI）

地址：Immeuble Tropique,1ère et 2ème Mezzanine 

　　　Plateau Bvd 01 BP 3485 Abidjan 01

电话：+225-27-20302530

邮箱：contact@apex-ci.net

网址：https://www.apex-ci.net

6

科特迪瓦标准化协会

（Côte d’Ivoire Normalisation, COD-

INORM）

地址：Rue K 115-Villa 195 Sideci-Angle Boulevard 

　　　Latrille Cocody 2 Plateaux, Abidjan

电话：+225-27-22411791/22416758

邮箱：info@codinorm.ci

网址：https://www.codinorm.ci

7

科特迪瓦中小企业协会

（La Fédération Ivoirienne d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地址：Cocody 2-plateaux vallons 06 BP 212 Abidjan 06

电话：+225-27-22412017

邮箱：secretariat@fipme.ci

网址：www.fipme.ci

8
咖啡与可可协会

（Le Conseil du Café Cacao）

地址：Immeuble Caistab 17 BP 797 Abidjan 17

电话：+225-27-20256969/20256970

邮箱：info @conseilcafecacao.ci

网址：http://www.conseilcafecoca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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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科特迪瓦部分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①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Deloitte Côte d'Ivoire

（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Immeuble Ivoire Trade Center, Tour C, 3e et 4e étages 

　　　Boulevard Hassan II, Cocody01 BP 224 Abidjan 01

电话：+225-27-22599900

2
Ccabinet AAA-KPMG

（会计师事务所）

网址：https://home.kpmg/xx/en/home.html

地址：Angle Avenue Chardy et rue Lecoeur Plateau-01 BP 

　　　3172 Abidjan 01 Abidjan

电话：+225-27-20225780

传真：+225-27-20214297

3
PKF Francophpne West Africa

（会计师事务所）

网址：https://www.pkf-fwa.com

地址：Il plateaux vallons, rue des jardins Cocody-04 BP 618 

　　　Abidjan 04

电话：+225-27-21320585

4
Thalys Conseil & Associes

（会计师事务所）

网址：https://www.thalysconseiletassocies.com

地址：Rue de la Cannebière, Immeuble Venizia, 3ème 

　　　étage-Danga Cocody-06 BP 6248 Abidjan 06

电话：+225-27-22549737

传真：+225-27-89906130

5

GCEF（Gestion Comptabilite et 

Etdues de Faisabilite）

（会计师事务所）

网址：http://www.gcef-ci.com

地址：87 Bd. de Marseille-Imm. Tonini, 3è étage 

　　　Treichville-18 BP 45 Abidjan 18

电话：+225-27-21244073

传真：+225-27-21357458

6

CE2C（Cabinet ABINET D’Expertise 

Comptable et de Conseils）

（会计和咨询公司）

网址：https://ce2c.pro

地址：Deux plateaux mobile-Non loin de la pâtisserie baguette 

　　　française Cocody-20 BP 1167 Abidjan 20

电话：+225-27-22467808

传真：+225-27-57491081

                                          

①  非洲在线 . https://www.goafrica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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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科特迪瓦部分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7
BK & Associes

（律师事务所）

网址：http://www.bkavocats.com

地址：Val Doyen-Cocody-08 BP 3819 Abidjan 08

电话：+225-27-22440376

传真：+225-27-22440376

8
Asafo &CO

（律师事务所）

网址：https://asafoandco.com

地址：Rue A30, Face à l’UCAO-Val doyen Cocody-01 BP 

　　　10889 Abidjan 01

9
Ako Kouassi Cho Pauline

（律师事务所）

地址：Au dessus de Paul （ex Pako） -Deux-plateaux-

　　　Vallon Cocody

电话：+225-27-22430068

10
Akoua Lydie Bamba

（律师事务所）

地址：Rdc Imm. Entente, Porte 765, face a la poste, Sicogi-

　　　Danga Cocody-04 BP 2330 Abidjan 04

电话：+225-27-20248045

11
Akre Koussoh Gisele

（律师事务所）

地址：Cité Esculape 2, Face BCEAO, Bât B2, 1er Etage, 

　　　Porte 3 Plateau-04 BP 2738 Abidjan 04

电话：+225-27-20221939

传真：+225-27-20222278

12
Alain Kore

（律师事务所）

地址：Rue des jardins, en face de Leader Price, imm. Rose, ler 

　　　étage, porte1-Deux -plateaux-Vallon Cocody-04 BP 

　　　351 Abidjan 04

电话：+225-27-2220321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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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科特迪瓦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类型 联系方式

1
中国路桥（集团）总公

司阿比让办事处
工程

网址：https://www.crbc.com/site

电话：+225-72-22472193

2
中国港湾（科特迪瓦）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

网址：https://www.chec.bj.cn

电话：+225-27-22412125/22414776

邮箱：cotedivoire@chec.bj.cn

地址：Deux Plateaux Cocody 06 BP 6687 Abidjan 06

3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科

特迪瓦）有限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cecc.com.cn

电话：+225-27-22415055

传真：+225-27-22418038

邮箱：cgcafric@aviso.ci

4
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科

特迪瓦股份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ovec.com

电话：+225-27-23500565/23505107

邮箱：Covecci@afriaconline.co.ci

5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科特迪瓦分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zdjt.cecep.cn

电话：+225-27-22415055

传真：+225-27-22418038

邮箱：cgcafric@aviso.ci

6
中成科特迪瓦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

电话：+225-27-21751726

传真：+225-27-21751725

7 中铁四局科特迪瓦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rec4.com

邮箱：ctcexcb@163.com

8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neec.com.cn

电话：+225-27-06332421

9
中甘国际科特迪瓦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gicop.com

电话：+225-27-44023960

10
中国葛洲坝集团科特迪

瓦分公司
工程

网址：http://www.cggc.ceec.net.cn

电话：+86-27-59271000

11
中铁国际集团科特迪瓦

办事处
工程

网址：http://www.crecgi.com

电话：+255-27-5856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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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类型 联系方式

12 中国机械进出口 机械

网址：http://www.cmc.com.cn

电话：+225-27-49355113

邮件：customer_ service@cmc.gt.cn

13
一拖科特迪瓦农机装配

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网址：http://www.yituo.com.cn

电话：+225-27-21248936

传真：+225-27-21248836

14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机械

网址：http://www.sinomach.com.cn

电话：+225-27-21248936

传真：+225-27-21248836

邮箱：zt@yto.com.cn

15 华科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
电话：+225-27-23469116

传真：+225-27-23469112

16 科中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网址：http://www.covec.com

电话：+225-27-23525861

传真：+225-27-23525862

17 科特迪瓦中迪有限公司 造纸 电话：+225-27-06332488

18
中兴通讯有限公司科特

迪瓦代表处
通信

网址：https://www.zte.com.cn

电话：+225-27-22420394

地址：Cocody Mermoz 01 BP 12412 Abidjan

19
华为技术科特迪瓦子公

司
通信

网址：https://www.huawei.com

电话：+225-27-06067171

传真：+225-27-22413644

20
中国通信服务科特迪瓦

分公司
通信

网址：https://www.chinaccs.com.hk

电话：+225-27-04005349

21
中国（科特迪瓦）投资

贸易促进中心
商贸

电话：+225-27-21340432/07200865

地址：Bd VGE, IBIS Marcory-26 BP 1264 Abidjan 26

22 KHCI（椰子油厂） 食品加工 电话：+225-27-07000069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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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科特迪瓦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基本信息 展会介绍

1

西非农业科技展

（Agro  Ag ro  Tech 

West Africa）

地址：BP 2176 Abidjan 03, Côte 

　　　d’Ivoire

时间：2022 年 10 月（每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s://www.agrofood-

　　　westafrica.net

专注于农业技术和机械、拖拉机、种

子、动物生产、园艺和蔬菜生产、温

室技术、公司服务。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info@dlg-international.com

网址：http://www.dlg-international.

　　　com

2

西非农业食品展

（ A g r o f o o d  W e s t 

Africa）

地址：BP 2176 Abidjan 03, Côte 

　　　d’Ivoire

时间：2022 年 10 月 5—7 日

　　　（每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s://www.agrofood-

　　　westafrica.net

由德国贸易展览会公司 Fairtrade Messe

主办，面向西非农民、牧民、食品和

饮料制造商、食品零售商以及餐饮和

酒店专业人士。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info@fairtrade-messe.de

网址：https://www.fairtrade-messe.de

3

非 洲 IT 与 电 信 论 坛

（Africa IT &Telecom 

Forum）

地址：BP 2176 Abidjan 03, Côte 

　　　d’Ivoire

时间：2022 年 10 月（每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www.africaitt-

　　　elecomforum.org

为非洲法语区领先的 IT 和电信活动。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courrier@i-conferences.org

网址：http://www.i-conferences.org

4
西 非 塑 料 包 装 展 会

（Plastprintpack）

地址：BP 2176 Abidjan 03, Côte 

　　　d’Ivoire

时间：2022 年 10 月 5 日（每两年

　　　举办 1 次）

网址：http:/www.ppp-

　　　westafrica.net

西非国际塑料、印刷和包装贸易展览会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sales@chanchao.com.tw

网址：http://www.chanchao.com.tw/en

5
农业与动物资源博览

会（SARA）

地址：Abidjan, Côte d’Ivoire

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4 日（每两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s://sara.ci

由科特迪瓦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主办，

展会发展定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农

业、动物资源、渔业和林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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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名称 基本信息 展会介绍

6
非洲国防

（Shield Africa）

地址：Abidjan, Côte d’Ivoire

时间：2023 年 1 月 23 日—1 月 25

　　　日（每两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s://www.shieldafrica.

　　　com

国际安全与防御展览会，其中 2021 年

第六届非洲国防展，共有来自 21 个国

家的 92 个官方代表团参展。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info@cogesevents.com

网址：https://www.cogesevents.com

7
非洲在线学习

（Elearning Africa）

地址：Cocody Abidjan, Côte 

　　　d’Ivoire

时间：2023 年 2 月（每年举办 1 次）

网址：https://www.elearning-

　　　africa.com/conference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教育和培

训的国际会议。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info@icwe.net

网址：https://www.icwe.net

8
阿比让国际旅游博览会

（SITA）

地址：Abidjan, Côte d’Ivoire

时间：2023年5月（每年举办1次）

网址：http://www.sita.ci

由科特迪瓦旅游局主办，为非洲大型

旅游类展会。

主办方联系方式：

邮箱：infos@cotedivoiretourisme.ci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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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科特迪瓦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序号 数据来源 网址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https://www.unctad.org

2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https://edenpub.bceao.int

3 非洲开发银行 https://www.afdb.org

4 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 https://finances.gouv.ci

5 科特迪瓦预算与国有资产部 https://www.budget.gouv.ci

6 科特迪瓦经济预测、政策和统计局 https://www.dppse.ci

7 科特迪瓦国家统计局 http://www.ins.ci

8 科特迪瓦海关总署 http://www.douane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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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　案例索引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科特迪瓦投资
1.中国铁建承建科特迪瓦Port Bouet新城项目…………………………………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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