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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

“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

“一带一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

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

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

资促进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个驻外代表

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企

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培

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合

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投

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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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人口时钟 . https://countrymeters.info.

③  《孟加拉国统计年鉴（2020）》第四页。

1　国家概况①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以下简称孟加拉国）位于南

亚次大陆东北部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

积而成的三角洲上。东、西、北三面与印度

毗邻，东南部与缅甸接壤，南部濒临孟加拉

湾。国土面积约为 14.76 万平方公里，海岸

线长度为550公里。全境 85%的地区为平原，

东南部和东北部为丘陵地带，平均海拔为

300~600米，国土大部分地区海拔低于12米。

气候

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

候，湿热多雨。全年分为 3 季：冬季（11 月

至翌年 2月）、夏季（3月至 6月）和雨季（7

月至 10 月）。年平均气温为 26.5℃。冬季是

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最低温度为 4℃，夏季

最高温度达 45℃，雨季平均温度为 30℃。

人口

孟加拉国人口数量居全世界第八位，截

至 2021 年人口总数约为 1.67②亿。人口密度

超过1100人/平方公里，平均寿命为72.6岁，

15~50 岁劳动力人口占比超过 60%。孟加拉族

占 98%，另有 20 多个少数民族。孟加拉语为

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为国教，

穆斯林占总人口的 88%。

首都

首都达卡市（Dhaka）坐落在恒河三角洲

布里甘加河北岸，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人口约为1600万。2011年 11月29日，

孟加拉国议会通过议案，将达卡市分为南达

卡市和北达卡市，11 月 30 日议案生效。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属于东六区，与北京

时差两小时，不实行夏令时。

行政区划③

全 国 划 分 为 达 卡（Dhaka）、 吉 大 港

（Chattogram）、库尔纳（Khulna）、拉吉沙

希（Rajshahi）、巴里萨尔（Barishal）、

锡尔赫特（Sylhet）、朗普尔（Rangpur）

和迈门辛（Mymensingh）8 个行政区，下设

64 个县（Zila），492 个分县（Upazila），

4571 个乡（Union），56348 个村（Mauza）。

1.2 政治制度

政体

孟加拉国属于单一议会制立宪共和国。

实行议会民主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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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 1-1　孟加拉国地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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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首脑。大选每五年举行一次。在议会选

举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

组阁，该政党的首领将担任政府总理。

宪法

《孟加拉宪法》①于 1972 年议会通过并

生效。1982 年 3 月军管后，宪法中止实行。

1986 年 11 月恢复执行宪法。截至 2013 年，

孟宪法共经过 16 次修改。第 16 次宪法修正

案主要内容是取消看守政府制度。

国家元首

孟加拉国总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由国会选出。生于 1944 年 1 月 1

日，毕业于达卡大学，获法律学士、硕士学

位。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早年从政，先后 6

次当选议员。曾于 2001 年 7—10 月、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任议长。2013 年 4 月 24

日接替病逝的前总统齐鲁尔·拉赫曼（Zillur 

Rahman），宣誓成为孟加拉国第 20 任总统。

2018 年 2 月 7 日，阿卜杜勒·哈米德连任孟

加拉国第 21 届总统。

议会

孟加拉国议会实行一院议会制，即国民

议会（Jatiya  Sangsad），是孟加拉国的最

高立法机关。宪法规定议会行使立法权。《孟

加拉国宪法》第 66 条规定，年满 25 岁的孟

加拉国公民有资格担任国会议员，但不得拥

有双重国籍。议会有 350 名议员，其中 300

名按选区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50 名席位专

门为女性保留，由当选议员间接产生。议员

每届任期 5 年，可无限次连任。议会设正、

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多数党（或执政

联盟）的领袖将成为孟加拉国的总理。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举行第 11 届国民议会

选举，谢赫·哈西娜领导的孟加拉人民联盟获

得胜利，获 257 个议席，民族党（艾派）获

22 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019 年 1 月

3日议员宣誓就职。1月30日，希琳·沙尔敏·

乔杜里（Shirin  Sharmin  Chowdhury，女）

连任议长。

政府

总统任命在议会得到多数支持的议员为

总理，总理是内阁首脑，行使国家最高行政

权力，以总理为首的内阁集体向议会负责。

孟加拉国前宪法规定，一届政府 5 年任期结

束后，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立的看守政府，

看守政府在 3 个月内组织下届大选。看守政

府由一名首席顾问（相当于总理）和 10 名顾

问（相当于部长）组成。总统负责任命看守

政府首席顾问和顾问。

2011 年 6 月 30 日，孟加拉国议会通过宪

法第 15 修正案，废除看守政府制度，允许执

政的政党组织大选，大选须在议会解散前 90

天内举行。2019 年 1 月 7 日，孟新一届内阁

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人民联盟主席谢赫·哈

西娜（Sheikh  Hasina  Wazed）第四次出任内

阁总理，成为孟第一位在职达 20 年的总理。

                                           

①  中国商务部全球法规网 . http://policy.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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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内阁由 1 名总理、约 31 名内阁部长、17 位

国务部长和两位副部长组成，主要成员如表

1-1 所示。①谢赫·哈西娜兼国防部长、公共

管理部长、电力、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妇

女儿童事务部长。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表 1-1　孟加拉国内阁主要成员

职务 姓名

总理（兼国防部长） 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

外交部长 阿布尔·卡拉姆·阿卜杜勒·莫门（AK Abdul Momen）

财政部长 穆斯塔法·卡马尔（AHM Mustafa Kamal）

工业部长
努尔·马吉德·马哈穆德·胡马云（Nurul Majid Mahmud Hu-

mayun）

商务部长 提普·孟希（Tipu Munshi）

农业部长 穆罕默德·阿卜杜尔·拉扎克（Muhammad Abdur Razzaque）

邮政电讯和信息技术部长 穆斯塔法·贾巴尔（Mustafa Jabbar）

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 扎西德·马利克（Zahid Maleque）

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 塔祖尔·伊斯拉姆（MD Tajul Islam）

内政部长 阿萨杜扎曼·汗·卡马尔（Asaduzzaman Khan Kamal）

住房和公共工程部长 瑞扎乌尔·卡瑞姆（SM Rezaul Karim）

独立战争事务部长 莫扎梅尔·哈克（A.K.M.Mozammel Haque）

纺织和黄麻部长 苟拉姆·达斯塔吉尔·伽吉（Golam Dastagir Gazi）

道路运输和桥梁部长 奥拜杜尔·卡德尔（Obaidul Quader）

新闻部长 穆罕穆德·哈桑·马哈穆德（Mohammad Hasan Mahmud）

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 沙哈布·乌丁（MD Shahab Uddin）

教育部长 迪普·莫妮（Dr. Dipu Moni，女）

司法和议会事务部长 安尼苏尔·胡克（Anisul Huq）

铁道部长 努如尔·伊斯拉姆·苏简（MD Nurul Islam Sujan）

计划部长 曼南（M.A. Mannan）

社会福利部长 努鲁扎曼·艾哈迈德（Nuruzzaman Ah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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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

孟加拉国党派众多，主要有孟加拉人民

联盟、孟加拉民族主义党、民族党、伊斯兰

大会党等。①上述主要党派基本情况如下：

（1）孟加拉人民联盟（Awami League，简

称人盟）：前身是 1949 年 10 月建立的巴基

斯坦人民穆斯林联盟，1952 年改现名。孟独

立后至1975年为执政党。其宗旨是民族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1992 年 9 月人

盟全国理事会修改了党章，放弃公有制原则，

实行市场经济，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实行不

结盟外交政策，主张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

系。主席为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 

Wazed）。

（2）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

tionalist Party，BNP）：1978 年 9月成立。

主张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信奉

真主、民主、民族主义，保证社会和经济上

的公正。基本政策是民主多元化、私营化、

取消过多的行政干预和建立市场竞争经济。

对外政策坚持中立、不结盟，主张同一切国

职务 姓名

国土部长 赛义夫扎曼·乔杜里（Saifuzzaman Chowdhury）

粮食部长 萨汗·昌达·马居穆德（Sadhan Chandra Majumder）

科技部长 叶菲希·奥斯曼（Yeafesh Osman）

吉大港山区事务部长 巴哈杜尔·乌瑞·辛（Bir Bahadur Ushwe Sing）

青年和体育部国务部长 扎希德·阿桑·拉塞尔（MD Zahid Ahsan Russel）

宗教事务部、国务部长 谢赫·MD·阿卜杜拉（Sheikh MD Abdullah）

侨民福利和海外就业部国务部长（相当

于常务副部长，部长空缺）
伊姆兰·艾哈迈德（Imran Ahmad）

劳工和就业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莫努瓒·苏菲安（Begum Monnuzan Sufian，女）

民航和旅游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马布波·阿里（MD Mahbub Ali）

渔业和畜牧业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阿什拉夫·阿里·汗·卡斯鲁（MD Ashraf Ali Khan Khasru）

水利部副部长（部长空缺） 依纳姆尔·哈克·沙米姆（AKM Enamul Haque Shamim）

灾害管理和救助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依纳姆尔·拉赫曼（Dr MD Enamur Rahaman）

基础和大众教育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扎克尔·侯赛因（MD Zakir Hossain）

文化部国务部长（部长空缺） 卡立德（KM Khalid）

续	 	 表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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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友好。代理主席为塔里克·拉赫曼（Tariq 

Rahman）。

（3）孟加拉民族党（Bangladesh Jatiya 

Party）：1986 年 1 月 1 日成立。主张维护独

立和主权，建立伊斯兰理想社会，提倡民族

主义、民主和社会进步，发展经济。1997 年

6 月底民族党曾发生分裂，前总理卡齐等成

立民族党（扎 - 穆派），后于 1998 年 12 月

合并。1999 年 4 月，时任交通部长曼久和原

民族党副主席米赞成立民族党（曼久派），

民族党再次分裂。民族党主流派主席为前总

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

（4）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1946 年成立。曾因反对孟加拉国独

立而遭禁。1979 年重新开展活动。2001 年 10

月，作为民族主义党领导的四党联盟的一员

参加大选，成为执政党之一。该党称，最终

目标是将孟加拉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主

张废除一切非伊斯兰法律，认为外交政策应

反映伊斯兰的理想。主席为马蒂乌尔·拉赫曼·

尼扎米（Matiur Rahman Nizami）。

1.3 司法体系

孟加拉国是英联邦成员，该国司法制度

沿用英国。自 1971 年独立以来，孟加拉国议

会通过的法律已成为立法的主要形式，而法

官在宪法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普

通法国家不同，孟加拉国最高法院不仅有权

解释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可以宣布它们无

效。孟加拉国法典包含自 1836 年以来所有法

律的汇编。绝大多数孟加拉国法律均为英文，

但 1987 年以后制定的大多数法律都是以孟加

拉语发布。有关家庭的法律与宗教法律交织

在一起。目前孟加拉国法院负担较重，截至

2019 年最高法院共积压了 51 万多起案件，其

中 48.9 万起属于高等法院，累计全国各类法

院共积压 368 万多起案件。

法院体系

孟加拉国的法院系统可以分为三级，分

别是下级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又称

上诉法院）。孟加拉国最高法院①是孟加拉

国最高司法机构，由高等法院司和上诉司组

成，总部位于达卡，最高法院设5位大法官，

其中首席法官一人，均由总统任命。目前孟

加拉国首席大法官为苏兰德拉·库玛·辛哈

（Surendra  Kumar  Sinha）。孟加拉国的高

等法院分为上诉法庭和高等法庭两部分。首

席大法官和一部分指定的法官审理上诉法庭

的案件，其他法官审理高等法庭的案件。首

都达卡还设有劳工上诉法院、巡回法院以及

国际犯罪法庭。

孟加拉国全国划分为 65 个县，每个县有

县法院法官，在它管辖权以下有县助理法官，

包括助理开庭法官。下级法院可分为两大类，

即：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在刑事方面，有 4

个城市，如达卡等，设立了很多治安法官，

                                           

①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 . http://www.supremecourt.gov.b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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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负责审理涉及公民人身权和债务的案件。

如果上诉，可直接上诉到高等法院。

涉及妇女和少年的案件，由专门法院审

理，如劳动法庭、少年法庭、行政法庭等。

劳工纠纷、政府公务员犯罪，如贪污、受贿

等也由专门法院审理。此外还有专门法院审

理税务、海关案件等。当事人有权上诉两次，

最后一次可上诉到最高法院。在刑事案件中，

当事人没钱请律师时，由政府指定律师。法

院没有调查取证的职能，当事人负责把证据

提交法庭由法官审查，不服县法院判决的案

件可到上诉法院上诉。各类型法院及其职能

见表 1-2。

表 1-2　孟加拉国各类法院与职能①

法院类型 职能

最高法院

（上诉法院）

最高审级机构。分为两部分，一是高等法庭，审理刑事、民事上诉案件；二是上

诉法院，审理不服高等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上诉庭有权审理和裁定高等法院分

庭的判决，法令，命令或判决的上诉。它有规则制定权力，以规范每个部门及其

下属的任何法院的实践和程序。它不仅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恰当，也审查有关事实

问题。

高等法院
具有上诉及原讼司法管辖权，可以审理上诉及初审案件。上诉法庭审理的刑事及

民事上诉案件源自区域法院等原讼法庭。

市 / 县级下级法院
县法院法官一般审理刑事案件；最下一级的助理法官审理一审民事案件，可以独

立作出判决。

                                           

①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 . http://www.supremecourt.gov.bd/web.

1.4 外交关系

孟加拉国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对外

政策，强调经济外交，在平衡同大国之间关

系的同时，注重发展与穆斯林国家的传统关

系，努力改善和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并加强

同中国及西方国家的联系。孟加拉国积极参

加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

英联邦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致力于推动南亚

区域合作，积极参与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

孟加拉国重视多边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先后向 10 多个冲突地区派驻了维和

人员。孟加拉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活跃，

是“气候变化最易受害国”倡议方之一。孟

加拉国主张全面裁军，反对西方国家利用人

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建立公正的国际

经济新秩序。2009 年，人盟主席谢赫·哈西

娜政府执政后，实行不结盟外交政策，主张

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注重发展与中国、

印度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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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合作的态度

孟加拉国政府重视并积极参与区域合

作。孟加拉国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

的发起国，多年来为推动南盟的发展做了大

量工作。2005 年 11 月，南盟第 13 届峰会在

达卡举行。会议通过了《达卡宣言》，各方

一致同意推动南盟进行深入合作，签署了《南

盟海关事务相互行政支持协定》《关于成立南

盟仲裁委员会协定》与《南盟关于避免双重

征税与相互税收行政支持的有限多边协定》

等3项协议，确定未来10年为“减贫10年”。

孟加拉国是亚太贸易协定成员国，成员间达

成以相互提供优惠关税为主要内容的优惠贸

易安排。2006 年，孟加拉国成为东盟地区

论坛成员。另外，孟加拉国一直大力推动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和孟印缅斯泰经合组织

（BIMSTEC）等次区域合作组织进程。孟加拉

国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有望推动孟成为区

域经贸交流合作枢扭。

与中国关系

1975 年 10 月 4 日，中国与孟加拉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间友好合作关

系一直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双方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合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看

法基本一致，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两国

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孟加拉国齐亚·拉赫曼

总统、艾尔沙德总统、卡莉达·齐亚总理、

哈西娜总理曾多次来访；中国李先念主席、

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吴邦国副

总理、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贾庆林政

协主席、温家宝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习近平

主席曾先后访孟。

与美国关系

孟加拉国建国之初，由于美国在 1971 年

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孟美关系冷淡。

1972 年美国承认孟加拉国，积极设法恢复其

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孟政府为摆脱贫困，寻

求外援，积极谋求发展同美的关系。美国是

孟加拉国的主要援助国，援助额累计近 60 亿

美元。美国是孟加拉国成衣出口的最大市场，

也是孟加拉国油气开发的最大投资国。美国

十分重视孟加拉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等问题

上的影响。2009 年 9 月，哈西娜总理在第 64

届联大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会晤，重点讨论了

气候变化、贸易等问题。2012 年 5 月，美国

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孟，两国宣布建立“伙

伴关系对话”机制。

2013 年 6 月孟加拉国拉娜大厦倒塌后，

美国以孟忽视劳工安全为理由取消了对孟普

惠制待遇（GSP），孟美关系开始下滑。孟加

拉国大选期间和选举结束后，美国多次对人

盟单方面组织选举表示不满，希望政府能与

民族主义党展开对话，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2016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孟，双方同

意就反恐进行合作，但目前，孟美仍未就恢

复 GSP 待遇等问题达成一致。2019 年 4 月，

孟外长莫门访美，就罗兴亚问题、双边经贸

问题等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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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关系

日本是孟加拉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和重

要投资伙伴。自孟加拉国独立以来，日本已

累计承诺向孟加拉国提供援助 110 亿美元，

实际到位 70 亿美元。2014 年 9 月，孟加拉

国总理哈西娜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互

访，并就合作建设火电厂、在孟建立日本经

济开发区等问题达成一致，孟日关系进一步

升温。2016 年 5 月，孟总理哈西娜应邀赴日

出席 G7 会议扩大会议，期间与日本首相举行

双边会见。2019 年，两国签订了《有关特定

技能的合作备忘录》，制定了为确保特定技

能外国人顺利、合理地得到派遣和接收，以

及为特定技能外国人在日本的就业方面的

问题得到解决等的信息合作和协议的基本

框架。

2016 年 6 月，孟加拉国经济关系局与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签署第 37 个官方发

展援助（ODA）协议，金额总计 15 亿美元，

利率0.01%，还款期为40年并有10年宽限期，

用于贾木纳铁路桥、达卡地铁、马塔巴里燃

煤电站、跨境公路网等六个项目。2016 年 7

月，达卡鼓山地区一咖啡馆发生恐怖袭击，

造成 7 名 JICA 员工死亡，此后，JICA 对合作

事宜保持沉默，并撤走在建项目人员。2017

年 2 月，双方重启对话机制，JICA 对其在孟

既有和未来项目进行了梳理。2020 年，JICA

向孟提供 10 亿美元，用于支持孟 2020—2021

年度预算资金缺口。①2021 年 3 月，JICA 和

孟经济区管理局签署相关协议，帮助孟开展

滨海经济区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②

与印度关系

孟印两国关系起伏不定，孟加拉国重视

改善和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孟加拉国在独立

之初奉行亲印政策，与印度签订《友好、合

作和平条约》。总体讲，孟加拉民族主义党

执政期间与印度关系有所调整，侧重防止印

度控制；人盟执政期间则重点发展与印关系。

孟印两国存在边界、水资源分配、难民遣返

等历史遗留问题，争议时有发生。

2015 年 6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孟，双方

签署了包括领土边界和有关贸易、运输等方

面的系列协议，孟印两国长达 41 年的陆地边

界问题得以解决，印度承诺为孟基础设施和

其他发展项目提供 20 亿美元贷款，孟加拉国

则同意印东北部地区过境使用孟境内吉大港

和蒙格拉港。

2017 年 4 月，哈西娜总理对印度进行

国事访问，双方共签署 24 项谅解备忘录和

11 项协定，内容涉及经贸、安全、科技、

教育多个领域。作为此次高访的重要成果，

印决定为孟加拉国提供 45 亿美元的优惠贷

款，包含对帕亚拉、蒙格拉和吉大港 3 个港

口开发提供融资。此外，两国签署了五项国

防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印度向孟加拉国提供

5 亿美元的信用额度，用于从印度购买国防

装备。由 250 人组成的孟方随行商务代表团

与 150 名印度商界领袖签订了 100 亿美元的

                                           

①  孟加拉国每日星报 2020 年 5 月 31 日报道。

②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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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协议，涉及能源、物流、教育和医疗等

领域。

2018 年 12 月，印度成立“信息聚集中

心—印度洋地区”（IFC-IOR），孟参与其中

分享信息。2019 年 3 月，孟政府启动金额为

601.4 亿塔卡（约合 6.6 亿美元）的蒙哥拉港

设施升级项目，印度为其提供了 445.9 亿塔卡

（约合4.9亿美元）贷款。①2019年5月30日，

印度总理任职典礼上邀请“环孟加拉湾多领

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全体成员

国首脑作为嘉宾出席，孟加强了与印度的接

触。同年，孟印举行年度双边海军军演，积

极发展孟加拉湾沿岸国家的安全合作。2019

年 10 月，哈西娜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印度

使用吉大港、蒙哥拉港口出口货物等多项协

议。2020 年，孟加拉国因不满印度通过《公

民身份法》修正案，其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先后取消了访印计划；莫迪原计划访问孟，

因孟穆斯林的强烈反对而取消。

与巴基斯坦等其他邻国关系

孟加拉国积极发展同巴基斯坦等其他南

亚国家的关系。孟加拉国独立之初与巴基斯

坦关系紧张，1975 年 1 月两国建交后，关系

平稳发展。2008 年 5 月，孟加拉国看守政府

外交顾问伊夫特卡尔访巴。由于 2009 年上台

的人盟政府坚持审判独立战争罪犯，两国关

系有所下滑。

2007 年 7 月，孟缅两国就修建 25 公里

连接公路签署了协议。2011 年 12 月，孟总

理哈西娜访问缅甸。孟缅发表联合声明，称

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但边界问题和罗兴

亚难民问题仍是双边互通的最大障碍。

2011 年 3 月，不丹国王旺楚克访孟，

双方同意就公共河流管理问题加强孟合作，

并讨论了孟、不、印三国水电项目。2011

年 4 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访孟，希

望与孟建立牢固的政治关系。双方签署了 5

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涉及文化、贸易、农业、

渔业及教育等。2015 年 6 月，印、孟、不、

尼 4 国签署“机动车通行协议”，协议生效

后，4 国乘客和客货运机动车可在各自境内

自由穿行，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2019 年

4 月，不丹首相洛塔 • 策林访孟，两国在商

业、农业、旅游和人员培训等领域达成合作

共识。

近年来，孟加拉国政府采取以经济外

交为基本内容的“东向”外交政策，进一步

加强同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2018 年开始，孟与东盟国家互动频繁。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孟加拉国投资前，需了解当

地社会人文基本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投资

合作。

                                           

①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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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根据孟加拉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近 10 年

来，孟加拉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内生产

名义 GDP 为 27.96 万亿塔卡，人均 GDP 约合

2097 美元，通货膨胀率为 5.10%，失业率为

5.3%。根据孟加拉国央行预测，2022 年孟加

拉国 GDP 将持续增长，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

前水平。

近年孟加拉国主要经济数据表 1-4。

表 1-3　孟加拉国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98% 孟加拉族

2% 其他族裔
官方语言 孟加拉语

货币 孟加拉塔卡（৳）（BDT） 宗教
伊斯兰教（90.5%）、印度教（8.59%）、

其他信仰（1.0%）

时区 UTC+6（BST） 道路通行 靠左行驶

教育

学制为小学 5 年、中学 7 年、

大学 4 年。八年级以下女生享

受免费和义务教育

医疗

国立医院费用较低，医疗条件较差。私

立医院条件较好，费用高。孟加拉国没

有公费医疗，仅部分保险公司从事医疗

保险业务。

节假日

2 月 21 日烈士日（Shaheed Dibash）、3 月 26 日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8 月 15 日国

民哀悼日（National Mourning Day）；12 月 16 日胜利日（Victory Day）、孟历新年、开斋节

（Eid-ul-Fitr）及宰牲节（Eid-ul-Azha）。实行每周 5 天工作制，周五、周六为公休日。

习俗

● 穿着：孟加拉国妇女传统服装是纱丽。在农村不论婚否，妇女都穿纱丽，在城里已婚妇女

穿纱丽，未婚姑娘则多穿衣裤。孟加拉国的男子上班通常只穿一件衬衣和长裤，有时会见

客人则穿轻便套装。在正式社交场合穿着较为讲究，多是西装革履。
● 饮食习俗：孟加拉国人以米饭为主，喜欢甜食。本地人除了在高级饭馆或正式社交场合使

用西餐刀叉外，平时一般用右手抓食。男性与女性分开就餐，妇女通常在男子吃过饭之后

才用餐。在吃饭过程中，不可以把食物从一个人的盘子中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盘子中。
● 禁忌：孟加拉国人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恪守禁酒的教规，不饮酒，禁食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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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近年来，孟加拉国对外贸易呈下滑趋势。

根据孟加拉国统计年鉴（2020），①2019—

2020 财年，孟加拉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

为 927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约为 556 亿

美元，出口总额约为 369 亿美元，贸易逆差

为 187 亿美元。2017—2021 年孟加拉国进出

口贸易情况见图 1-2。

表 1-4　2017—2022 各财年孟加拉国主要经济数据

指标
2017—2018

财年
2018—2019

财年
2019—2020

财年
2020—2021
财年 *（P）

2022
财年 **

宏观经济数据

实际 GDP（万亿塔卡） 10.22 11.06 11.64 12.07 12.50

GDP 增速（%） 7.86 8.15 3.51 5.47 7.4

人均 GDP（美元） 1675 1828 1930 2097 2233

通货膨胀率（%） 5.78 5.48 5.65 5.10 4.90

失业率 4.2 4.3 4.2 5.3 —

财政收支

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 9.4 8.9 7.9 8.0 14.1**

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16.51 19.73 13.4 15.3 —

公共债务预算占 GDP 比重（%） 27.0 28.1 35.98 31.7 —

国际收支 ***

商品和服务出口（百万美元） 36801 41315 36922 37755 —

商品和服务进口（百万美元） 54463.2 62884.1 55634.8 48060 —

经常帐户余额（百万美元） -9665 -5102 -4005 -3989 —

国际储备（百万美元） 32943.5 32716.5 36037 46391.4 —

汇率 ***

年末汇率（塔卡 / 美元） 82.10 84.03 84.90 84.81 —

年末汇率（离岸人民币） 12.18 11.84 12.45 13.20 —

注：* 为 2021 年前三季度数字；** 为孟加拉国“八五计划”预测的数字；*** 来自孟加拉国央行。

                                           

①  根据《孟加拉国出口统计年鉴（2019—20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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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 10 大出

口目的国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西班牙、

法国、意大利、波兰、印度、荷兰、加拿大（见

图 1-3）。美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出口目的

国，2020 年孟加拉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 39.8

亿美元。①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 10 大进口

来源国②依次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

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巴西、卡塔尔、

沙特（见图 1-4）。中国是孟加拉国进口主要

来源国，进口总额为 114.9 亿美元。

图 1-2　2017—2021 年孟加拉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贸易额

                                           

①  根据《孟加拉国出口统计年鉴（2019—2020）》整理。

②  同①。

图 1-3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 10大
出口目的国及占比

图	1-4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 10大
进口来源国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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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三大类

出口商品①分别是针织衣物、梭织服装和黄

麻及其制品，出口额分别为 126.8 亿美元

（48.1%）、98.4 亿美元（37.3%）和 8.5 亿

美元（3.2%），前两者均为成衣类，合计占

总出口的 85.4%（见图 1-5）。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三大类进

口商品②分别是纺织品、矿产品、机械和机械

制品，进口额分别为 92.8 亿美元（20.4%）、

71.3亿美元（15.6%）、70.6亿美元（12.2%）

（见图 1-6）。

                                           

①  《孟加拉国出口统计年鉴（2019—2020）》。

②  同①。

③  世界银行 . https://www.worldbank.org。

图	1-5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十大

出口商品所占比重

图 1-6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前十大

进口商品所占比重

对外贸易在孟加拉国国民经济中占有较

为重要的地位，但近年来孟出口略有下滑。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孟加拉国

对外贸易依存度在30.8%至 48.1%之间波动，

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出口依存度在 12.2%

至 20.2% 之间波动，进口依存度在 18.6% 至

28.0% 之间波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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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划

2021 年孟加拉国发布第八个五年计划

（2021—2025 年）重点强调了发展出口导向

工业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以下几个目标：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快速恢复健康、信心、

就业、收入和经济活动。加速经济增长、创

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快速减少贫困，平均

GDP 增长目标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 7.4% 增长

到 8.0%，实现到 2025 财年，GDP 年增长率达

到 8.5%。平均生产率增长率达到 5.6%。贫困

发生率从 2019 财年的 20.5% 降至 2025 财年

的 15.6%；极端贫困从 2019 财年的 10.5% 降

至 2025 财年的 7.4%。

“八五”计划期间，孟将注重每个公民充

分参与并从发展进程中受益的权利，通过基

于社会保护的收入转移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

孟加拉国将采取能够抵御灾害和气候变化的

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妥

善应对城市化转型。此外，孟计划发展和完

善关键机构，到 2031 财年使经济达到中等收

入国家水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家愿景规划

孟加拉国于 2020 年制定了《孟加拉国

2021—2041 年愿景规划》（简称 PP2041），

基于政府治理、民主化、去中心化和能力建

设四大支柱理念，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削减

贫困等多方面内容。因国际收支危机、国内

外币紧缺、经常账户巨额赤字、腐败寻租等

问题，经常造成孟本币估值过高，这将损害

国家经济增长，PP2041 将更多地关注本币汇

率。PP2041 还指出孟需要实现出口多元化，

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类别产品出口为经济带来

潜在的外部风险。

能源发展规划

孟加拉国政府 2016 年颁布《能源系统总

图 1-7　2010—2020 年孟加拉国外贸依存度



  17

第一篇　孟加拉国概况

体规划（PSMP）》，计划在 2021 年将总电力

机组产能增加到 24000 兆瓦，在 2030 年增加

到 40000 兆瓦，2041 年增加到 60000 兆瓦。

2021 年 2 月，孟加拉国政府发布了新的能源

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孟加拉国将执行新能

源发电战略，并给予新能源产业相应政策支

持。规划分析和总结了孟未能在 2021 年实现

新能源发电占比 10% 的原因在于，持续给予

化石能源使用补贴以及对新能源发展的激励

措施不足。因此，“八五”规划里，政府会加

大力度执行新能源政策，主要发展风力发电

和太阳能发电。

“数字孟加拉”2021 规划

“数字孟加拉”是孟加拉国家级战略，

于 2008 年提出，孟加拉政府希望通过该政策

将孟丰富的人力资源从传统的纺织业、农业

等迁移至高科技行业，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

高水平发展。该规划希望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ICT）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孟加拉

国在 2021 年（建国 50 周年）达到中等收入

国家水平的目标。

根据该规划，孟加拉国将继续推动全国

网络建设以及覆盖面，延伸到乡村级，让更

多的民众受益；继续加强电子政务及应用的

建设，推进相关应用的网络化和移动化，提

高服务能力；建立建全国民身份信息库，打

通政府垂直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实现信息互

通，提高办公效率；推进银行体系的互联互

通，强化政府对金融领域的监管，保障国家

金融安全；加强司法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提

升司法公正和透明度；加强执法部门的信息

化建设，完善城市安全监控体系，为经济发

展保驾护航。

2.3 地区情况

行政区

孟加拉国行政区划分为 8个行政区（见表

1-5）。①从面积与人口规模来看，首都达卡、

吉大港、库尔纳专区三个区域最大。这三个

区域人口较为集中，主要商业活动集中在首

都达卡与吉大港。

                                           

①  孟加拉国统计局 http://www.bbs.gov.bd（2019 年 1 月 15 日最新一次更新）。

②  孟加拉国统计局 http://www.bbs.gov.bd，2021 年 9 月 16 日更新。孟将在 2023 年公布新一轮人口普查结果。

表 1-5　孟加拉国行政区划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②

（2011 年普查数据）
首府

1 巴里萨尔专区 Barisal Division 13225.2 8325666 巴里萨尔市

2 吉大港专区 Chittagong Division 33908.55 28423019 吉大港市

3 达卡专区 Dhaka Division 20593.74 36054418 达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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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港专区

位于该国东部。西界加尔尼河—梅克纳

河—沙赫巴兹布尔河，临孟加拉湾，东邻印

度和缅甸。面积为 33771.18 平方公里，2011

年人口约 2842 万人。首府吉大港市。下分 11

县、38 自治市、15060 村。这里的山地部落

多数是藏缅语系的佛教徒朱玛人。吉大港拥

有 12% 的孟加拉成衣工厂。孟加拉国 80% 的

国际贸易及40%的工业产值均产生于吉大港。

2020 年该行政区 GDP 约为 250 亿美元。

孟加拉国第一个经济特区—Mirer-

shorai 经济特区位于吉大港市东北部，距

吉大港港口约 35 公里。此外，吉大港还将

新 建 Bangabandhu  Sheikh  Mujib  Shilpa 

Nagar（BSMSN）特区，该特区位于吉大港北

部，拟开发成为大型工业城，由 Mirsarai 

Economic  Zone、Sitakunda  Economic  Zone

（in  Chattogram  district）、Sonagazi 

Economic Zone（in Feni district）等 3个工

业区共同组成。总面积 3 万公顷。另一新建

特区为Moheshkhali Economic Zone（MEZ），

位于吉大港南部。

吉大港还设有两个出口加工区（CEPZ 与

KEPZ），以制鞋与其相关产品（如大底及胶

水等）以及家具两大产业为主。

库尔纳专区

位于该国西南部。北界恒河，西隔赖蒙

戈尔河与印度相望，南临孟加拉湾，东界哈

林卡达河。面积为 22285.41 平方公里，2011

人口普查显示该地区人口约为 1569 万人。首

府库尔纳市。下分10县、28自治市、6941村。

该专区是孟加拉国工业的枢纽，拥有许多轻

工业和重工业国有公司。主要部门是黄麻，

化学制品，鱼类和海鲜包装，食品加工，制

糖，发电和造船。

库尔纳（Khulna）是孟加拉国的第三大

经济中心，拥有许多国有公司、外资公司。

该地区有一个出口加工区，以吸引外国投资。

达卡专区

位于该国中部。西至贾木纳河—恒河

（孟称博多河），东至加尔尼河—梅克纳河。

面积为 31119.97 平方公里，2011 年人口为

3605 万人。首府达卡市。下分 17 县、58 自

治市、25244 村。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2011 年普查数据）
首府

4 库尔纳专区 Khulna Division 22284.22 15687759 库尔纳市

5 迈门辛专区
Mymens-

ingh Division
10584.06 11370000 迈门辛市

6 拉吉沙希专区 Rajshahi Division 18153.08 18484858 拉吉沙希市

7 朗普尔专区 Rangpur Division 16184.99 15787758 朗普尔市

8 锡尔赫特专区 Sylhet Division 12635.22 9910219 锡尔赫特市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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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卡区工业集中，以黄麻工业和纺织服

装业为主，其南部东吉地区是孟加拉国的服

装与纺织业中心，孟 80% 的成衣工厂位于达

卡。达卡东南的纳拉央扬甘吉是黄麻业中心。

此外达卡还拥有化肥、五金、化工、印刷以

达及多种手工业。达卡专区规模最大的达卡

出口加工区（DEPZ），以纺织成衣及相关服

饰配件为主。2020 年达卡 GDP 约为 350 亿美

元，占孟加拉国 GDP 总值约三分之一。

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孟加拉国的主要经济中心城市有：达卡、

吉大港市、库尔纳市。

达卡。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专区首府。

达卡坐落于恒河三角洲布里甘加河北岸，是

孟加拉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南亚主要城市之

一，其都会区有 1200 多万人口。达卡被誉为

“清真寺之城”，其颇具民族风情的穆斯林

纺织品非常闻名。①

达卡在历史上拥有悠久的文明，作为莫

卧儿帝国的经济中心，曾创造了莫卧儿王朝

50% 的 GDP，被称为“东方威尼斯”。1793

年开始，达卡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快

速发展起了铁路和黄麻贸易，教育文化产业

随之兴起，给达卡这个城市带来新的活力。

1947 年印巴分治后，达卡作为东巴基斯坦首

府，行政功能进一步提高。1971 年孟加拉国

独立后，达卡成为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

文化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城市，人口迅速

膨胀。

目前，达卡仍面临着环境污染、交通堵

塞、供应短缺等多方面的挑战。

吉大港市。位于孟加拉国东南部，临孟

加拉湾，位在戈尔诺普利河右岸，是港口城

市，也是孟加拉国第二大城市。吉大港市是

吉大港专区的首府，人口约 565 万。吉大港

是孟加拉国重要交通枢钮，拥有第一大港—

吉大港，孟加拉国几乎所有进出口都需通过

吉大港；拥有孟加拉国铁路的总部；吉大港

国际机场是孟加拉国第二繁忙的机场。

吉大港是孟加拉国的工业中心。工业有

炼油、造船、钢铁、纺织、玻璃及食品加工等，

其拆船回收业格外出名，该拆船厂区供应了

本国 75% 的金属。吉大港港口大量使用先进

的设施，部分适合远洋轮。港口出口商品主

要有衣物、纺织品、速冻食品、亚麻和亚麻

制品、皮革和皮革制品、茶以及化工产品。

从内地来的船只主要交易棉花、米、香料、

糖和烟草。

库尔纳市。是孟加拉国的第三大城市，

库尔纳专区首府和库尔纳县行政驻地。位于

达卡的西南方约 333 千米，是孟加拉国主要

的工商业中心。是 Rupsha 河和 Bhairab 河的

交汇处，在孟格拉港（Mongla，该国第二大

海港）以北。经济发展处于孟加拉国第三位，

截至 2020 年，库尔纳市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 520 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940

亿美元。

                                           

①  孟加拉国统计局 . http://www.bbs.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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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贸协定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孟加拉国主要辐射市场为东亚、东南亚、

南亚、北欧、中欧、西欧、大洋洲及中北美洲。

其中，成衣产品 85% 以上销往北美和欧洲市

场。孟加拉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

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

孟加拉国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截至 2020 年 12 月，孟加拉

国已经加入多个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见表

1-6），同时还在与更多国家讨论优惠贸易

协定（PT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关于

孟加拉国和印度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前景的联合研究正在进行中。此外，

与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的 PTA 谈判已进入后

期阶段。

表 1-6　孟加拉国参与的区域及双边贸易

协定①

序号 组织协定名称

1 亚太贸易协定（APTA）

2 南盟优惠贸易安排（SAPTA）

3 南盟自由贸易协定（SAFTA）

4 南盟服务贸易协定（SATIS）

5
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特惠制度

（TPS-OIC）

6
8 个发展中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优惠贸

易安排的成员国

序号 组织协定名称

7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

8
南盟次区域合作组织“南亚增长四角”

成员国

9
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及孟印缅斯泰经合

组织（BIMSTEC）成员国

10
美国—孟加拉国贸易与投资合作论坛协

议（TICFA）

11 全球贸易优惠体系（GSTP）

12
孟 加 拉 国 — 不 丹 双 边 优 惠 贸 易 协 定

（PTA）

在 2018 年 3 月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

（CDP）的 3 年期审查中，孟加拉国首次符合

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LDC）名单毕业所需

的 3 个标准。2021 年 2 月，CDP 确认孟加拉

国有资格从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毕业。鉴于新

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孟计划推迟

至 2026 年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脱离 LDC 名单后，孟加拉国将失去进入

几个主要出口市场的免税配额（DFQF）准入

资格，但欧盟的普惠制“加”（GSP+）计划

可能允许孟加拉国 DFQF 获得额外的 3 年过渡

期。要获得此资格，孟加拉国必须批准有关

人权和劳工权利、环境和治理的其他国际公

约，并表明它有相应地修改和执行其法律的

计划。

                                           

①  RTA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网站整理 . http://rtais.wto.org.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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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优惠双边贸易协定

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孟加拉国期间，

双方签署备忘录，就中孟 FTA 联合可研开展

研究。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

2017 年 6 月，英国政府承诺维持对包括

孟加拉国在内的全球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出口

商品零关税待遇。

2021 年 8 月，斯里兰卡内阁批准与孟加

拉国就达成特惠贸易协定（PTA）开启谈判，

推动两国双边贸易。

双边投资条约

截至 2021 年 10 月，孟加拉国共签订双

边投资条约（BIT）32项，包括奥地利、朝鲜、

泰国、比利时、韩国、英国、加拿大、马来

西亚、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法国、波兰、越南、德国、罗马尼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瑞士、丹麦、伊朗、荷兰、印度、

意大利、菲律宾、阿联酋、日本、土耳其和

白俄罗斯。其中现行有效的为 24 项。孟加拉

国于 2018 年与中国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

互保护投资协定》。

避免双重征税条约

孟加拉国已与 36 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

征税条约（DTT），分别是巴林、白俄罗斯、

比利时、缅甸、加拿大、捷克、中国、丹麦、

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日本、韩国、科威特、马来西亚、毛里求斯、

尼泊尔、荷兰、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

波兰、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

里兰卡、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和越南。

2.5 经济园区

2010年，孟政府批准了《孟加拉国经济区

法案》（Bangladesh Economic Zone Bill）。根

据该法案，孟加拉国新建以下 4 种类型的经

济区：公私合营经济区、私营经济区、政府

所有的经济区和特殊经济区。孟拟以设立经

济区的方式，推动潜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

就业、产能及出口，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承

诺，希望在未来 15 年内建设 100 个经济区，

创造 1000 万就业岗位，实现 400 亿美元的

出口目标（2015 财年出口总额为 312 亿美

元）。

主管部门

孟加拉经济区管理局（BEZA）于 2010 年

11月9日依据2010年《孟加拉国经济区法案》

成立。BEZA旨在通过建立经济区，发展工业、

增加就业、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经济迅速

发展。BEZA 隶属于总理办公室（PMO），负责

建立、许可、运营、管理经济区。

BEZA 努力在该国建立经济区，以期通过

产业多样化和增加就业、生产和出口来鼓励

经济快速发展。为此，BEZA 迄今为止已获批

准在全国建立 88 个经济区，包括 59 个政府

和 29 个私人经济特区。这些批准的经济特区

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征地并确定特定地区

的社会和环境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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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A 管理层级自上而下依次为董事会

（主席由总理担任，成员为相关部委负责

人）、执行委员会（由执行主席和 3 名成员

组成，负责日常运作）、办公室 /秘书处（业

务部门）。

BEZA

地址
　　Level 12 Monem Business District, 111 

　　　　Bir Uttam CR Dutta Rd， Dhaka 1205

电话　　+88-2-9632482

邮箱　　gm.ip@beza.gov.bd 

网址　　http://www.bepza.gov.bd

法律依据

孟经济区相关政策如下：

（1）《孟加拉国经济区法案》（以下简

称《法案》），是关于经济区的基本法律，

2010年出台，共41条，对经济区的设立目的、

类型、政策优惠、管理部门、预算及审计、

纠纷解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2）《孟加拉国经济区法规》，2014

年出台，共 15 条，对经济区开发者的资质、

权利、义务、许可程序、处罚机制等作了

细化规定。

（3）《孟加拉国私人经济区政策》，2015

年出台，共 47 条，对私人投资经济区的资质

要求、许可程序等作了细化规定。

出口加工区

吉大港（CHITTAGONG）出口加工区。

位于南哈里沙哈尔，距吉大港港口3.1公里，

距市商业中心 5.5 公里，距吉大港国际机场

11.3 公里；该园区占地 453 英亩（183.37 公

顷），共 502 块工业用地，每块地面积 2000

平方米，价格为 2.2 美元 / 平方米 / 年（见

表 1-7）。

吉大港（CHITTAGONG）出口加工区

电话　　+88-31-741446

传真　　+88-31-740031 

邮箱　　epz@ctg-bd.net

表 1-7　吉大港出口加工区相关信息与价格

内容 信息 单位价格

标准厂房面积 65809 平方米 2.75 美元 / 平方米 / 月

仓库面积 2667.79 平方米 2.75 美元 / 平方米 / 月

供水：由吉大港 WASA 提供 水储量：7.26 百万升 / 天 24.74 塔卡 / 立方米

供气：由 Bakhrabad 天然气公司提供 — 6.45 塔卡 / 立方米

供电 11 千伏三相电 6.11 塔卡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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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卡（DHAKA）出口加工区

电话　　+88-2-7789002/7788822  

传真　　+88-2-7789003 

邮箱　　gm_depz@yahoo.com

蒙格拉（MONGLA）出口加工区

蒙格拉出口加工区位于蒙格拉港口区，

距离解索里机场、达卡和吉大港分别为 105

公里、397 公里和 664 公里；该园区占地 460

英亩（186.21 公顷），共 124 块工业地块，

每块地面积 2000 平方米，价格为 1.25 美元 /

平方米 /年（见表 1-9）；

达卡（DHAKA）出口加工区。位于沙瓦，

距达卡市中心 35 公里，距沙加娜国际机场 25

公里；该园区占地 361英亩，共 442 个小区，

每块地块面积 2000 平方米，价格为 2.2 美元

/平方米 /年（见表 1-8）。

表 1-8　达卡出口加工区相关信息与价格

内容 信息 单位价格

标准厂房面积 108850 平方米 2.75 美元 / 平方米 / 月

仓库面积 2356 平方米 2.75 美元 / 平方米 / 月

供水：由自给供水系统提供 — 24.74 塔卡 / 立方米

供气：由 Titas 天然气公司提供 — 6.45 塔卡 / 立方米

供电 11 千伏三相电 8.06 塔卡 / 度

表 1-9　蒙格拉出口加工区相关信息与价格

内容 信息 单位价格

标准厂房面积 9000 平方米 1.6 美元 / 平方米 / 月

供水：由公众健康工程研究室和自给供水网络提供 — 24.74 塔卡 / 立方米

供气 暂无供应 —

供电 11 千伏三相电 7.5 塔卡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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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拉（MONGLA）出口加工区

电话　　+88-4-66275199   

传真　　+88-4-66275198

邮箱　　gmmepz@gmail.com

除此以外孟还有 Comilla 出口加工区、

Ishwardi 出口加工区、Uttara 出口加工区、

Adamjii 出口加工区、Karnaphuli 出口加

工区。

经济特区

米尔·沙来经济区（Bangabandhu Sheikh 

Mujib Shilpa Nagar，BSMSN）。 位于孟加

拉湾、吉大港北，是孟加拉国的旗舰“智慧

城市 / 经济区”项目。该经济特区拟于 2030

年完成开发，包括占地 30000 英亩的基础设

施，未来 15 年将创造 150 万个就业岗位，带

动 400 亿美元出口。目标是建设成为南亚首

屈一指的国际工作、生活、娱乐场所和城市 /

工业中心。特区内包含港口、铁路、公路和

机场连接的多式联运和物流平台，率先采用

最先进的绿色和弹性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

技术，使 BSMSN 具有竞争力、高效、可持续

和弹性。

莫赫什哈利经济区（达尔加塔）（Moh-

eshkhali Economic Zone（Dhalghata））。

位于吉大港南侧，孟加拉湾和 Matarbari 煤

电厂旁边，总面积约为 3500 英亩。BEZA 已

向 SPL  Petrochemical  Complex  Ltd. 和 SK 

Gas  Korea 分配了约 510 英亩的土地。SPL 

Petrochemical  Complex  Limited（SPCL）将

建设一个石化生产基地和一个大型液化石油

气终端。上述两家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以充分利用其在该经济区建立液化石油气终

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根据计划，SPCL 和 SK 

Gas Korea 将建设石化炼油厂、石化产品仓库

和液化石油气终端。该经济区还将安装现代

化的码头设施，用于装卸原材料和产品等。



第二篇　 孟加拉国吸收外资环境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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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加拉国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

告》显示，孟加拉国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168 位。各细项排名

分别为：开办企业（131）、办理施工许可证

（135）、获得电力（176）、登记财产（184）、

获得信贷（119）、保护少数投资者（72）、

纳税（151）、跨境贸易（176）、执行合同

（189）、办理破产（154）。①总体来说孟加

拉国营商环境便利度较差。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竞

争力报告》显示，2019 年孟加拉国综合得

分 52.1 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 141 国中排

第 105 位，较 2018 年下降 2 位。各细项排

名分别为法律和行政架构（109）、基础设

施（114）、信息技术应用（108）、宏观经

济稳定性（95）、健康和基础教育（93）、

技术就绪程度（117）、产品市场（119）、

劳动力市场（121）、金融体系（106）、市

场规模（36）、商业活力（121）、创新能力

（105）。②

该研究结果指出，孟加拉国须面对下列

四项挑战，以确保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

并改善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地位。首先，

应更加注重改善治理和制度、基础设施、金

融体系和商业运营；其次，对第四次工业革

命（4IR）所需技术缺乏准备，缺乏必要的监

管框架和技能，以及企业没有明确的发展方

向；再次，新兴市场风险给企业带来如能源

价格上涨、城市规划失败、失业率、气候变

迁适应不良和工业污染等额外负担；最后，

应确保应对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挑战。

主权信用评级

截至 2021 年 5 月，国际评级机构对孟加

拉国主权信用评级分别为：标普 BB-；穆迪

Ba3，展望为稳定；惠誉BB-（2020年11月），

展望为稳定。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投资吸引力

从投资环境而言，孟加拉国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政府重视、政策优惠、经济增长较快、

市场潜力较大、劳动力资源充足且价格低廉

等方面。

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在电力方面，孟加拉国为保持年均不低

于 6% 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实现 2021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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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20 年全球经济力报告（特别版）—各国在复苏道路上的表现》. https://www.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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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都能获得电力供应的目标，正在努力

增加电力供应和扩大电力输送网络。孟加拉

国政府积极出台政策，通过 PPP、RPP、IPP

等推动电力行业发展，以实现到 2021 年装机

总容量达 24000 兆瓦以及到 2030 年装机总容

量达 40000 兆瓦的目标。

在铁路方面，孟加拉国铁路目前仅承担

4% 的交通运输量。2013 年 6 月，孟加拉国计

划委员会交通运输协调局与孟加拉国铁道部

联合制定了《2010—2030年铁路发展规划》，

提出孟加拉国全境将逐步统一使用宽轨建设

标准，并在首都达卡兴建城市轨道交通，以

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现状。2018 年，孟加

拉国政府已开始建设多哈扎里—考克斯巴扎

（129.58km）、卡鲁哈利—通济帕拉（132km）

等多条铁路线。2018 年 2 月，孟加拉国铁路

局完成全国客货运铁路总体规划，将分五个

阶段实施，预计到 2045 年末全国铁路系统总

投资将达到 5.1 万亿塔卡。

在其他项目上，孟加拉国政府同时计划

在机场建设、内河运输方面增加投入，拟对

主要机场进行升级改造，以增加旅客流量和

提高货物的吞吐能力。孟加拉国大型河流的

疏浚清淤也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

劳动力具有吸引力

JETRO 对亚洲 29 个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投

资相关成本进行了比较调查，发现孟加拉国

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低成本基础。孟加拉国的

工资和薪金仍然是南亚地区最低的，具有强大

的商业优势。同时，孟人口受过良好教育、适

应性强且爱护和平，拥有许多熟练的工人。达

卡的熟练劳动力成本基数仍低于其他主要城市

且管理等级比新加坡、上海、曼谷低2~3倍。

虽然孟加拉语是官方语言，但英语通常

被用作第二语言。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可以

用英语阅读、写作和说话。

投资奖励较为丰厚

孟加拉国鼓励外商以及投资奖励措施主

要包括：

（1）100% 出口产业可享有 1% 的资本机

械类设备及零件课税率。其他产业则须支付

3% 的税额。此类设备也无须缴付增值税。

（2）上市公司股息（除银行、保险及金

融机构外）若在 20%以上，可享有 10%税减。

该类公司股息若低于 10% 则须多缴付 10% 的

税金。

（3）电信公司若成为上市公司并已有

10% 实收资本，课税率从 45% 降至 35%。

（4）出口部门可享有退税、外汇使用便

利、创业资助方面的系列优惠待遇。

（5）能源产业享有税费等优惠待遇。

（6）技术咨询费和国外贷款利息免税，

投资者享受签证和投资移民等方面的优惠

待遇。

（7）出口至欧盟、加拿大、澳洲及日本

等多数先进国家可享有免配额及最惠国待遇

关税。

（8）针对后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情势，

2020 年 4 月下旬，经济特区增设了放开二手

设备进口、免征公司税、免征外资土地租金

增值税等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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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础设施

孟加拉国急需改造其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以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首都

达卡，铺设妥当的四线公路也不多，市内交

通挤塞。该国需要建立广泛的快速公路及公

路网络，以连接正在发展的经济区与各个海

港。铁路设施落后，电气化铁路较少，只有

三大港口。

公路

孟加拉国公路局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公

路总里程为 22096 公里。其中，国家级公路

3906 公里，地区公路 4767 公里，乡村公路

13423 公里。孟加拉国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

后，市内尚无轨道交通，道路拥挤。当地研

究机构最新研究表明，首都达卡地区每年因

拥堵造成 3700 亿塔卡的损失，相当于国家预

算的 11%。

孟加拉国首条 4 线道 Dhaka-Bhanga 高速

公路于 2020 年 3月开通，总长 54.7 公里，为

连接达卡及印度加尔各答间的 Asian Highway 

1（AH1）的一部分。首都达卡市内机场经

Banani、Moghbazar 至 Kutubkhali 的高架快

速公路 2018 年开始兴建，整体工程预计 2022

年底结束。

2015 年 6 月，印度、孟加拉国、不丹、

尼泊尔四国签署“机动车通行协议”。根据

该协议，四国乘客和客货运机动车可在四个

国家境内自由穿行，实现区域内互联互通。

2018 年 1 月，四国达成协议，印度、孟加拉

国、尼泊尔三国先行开展协议项下旅客运输

互联互通合作，不丹将在随后加入。

铁路

根据孟加拉国铁路局披露的数字，孟

境内现有铁路 2955.53 公里，运营里程为

2655.93 公里。孟加拉国铁路局将全国划分为

东区和西区，东区现有铁路 1390.78 公里，

主要使用米轨标准，仅达卡至吉大港 119.45

公里铺设套轨，其余 124.8 公里正在扩建套

轨。西区米轨线路 531.15 公里、宽轨线路

682.19 公里、套轨线路 280.55 公里。孟加拉

国首都达卡开通至印度加尔各答铁路，孟西

北罗洪布尔、东北贝纳波尔也有铁路与印度

连接。孟加拉国与缅甸尚无铁路连接。

孟铁路集装箱运载因面临火车机车头严

重短缺，造成吉大港港口至达喀尔内陆货柜

站（Dhaka  ICD）路线每周六天的正常运作减

半。运载能力下降也致使吉大港港口出现比

正常高出 10 倍的拥塞情况。吉大港到达卡市

卡马拉普货柜码头（Kamalapur  Port）每日

运输量也从 130 柜减少到 70 柜。吉大港港务

局和铁路公司已开合作计划，以加强问题路

线的运输效率。

航空

孟加拉国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现有正

在使用的机场8个，其中3个国际机场（达卡、

吉大港、锡尔赫特），两个国内机场。国际

航班以中东线较多。目前中国内地至孟首都

达卡的航空线路有北京—昆明—达卡航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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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方航空公司）、昆明—达卡航线（顺丰

航空）、广州—达卡航线（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孟优速航空）、武汉—达卡航线（友和

道通）、香港—达卡（港龙航空）。

国内机场有 7个，分别为 Cox's Bazar、

Saidpur、Jessore、Rajshahi、Barisal、

Ishwardi 以及 Tejgoan。目前国内线航空公

司有 Bangladesh Biman、Regent Airway、US 

Bangla 以及 Novo Air 等，每日航班频繁。

此外，孟加拉国政府为提高 Sundarbans

红树林及 Mongla 海港城市的游客观光率，已

经在 Bagerhat 的 Rampal 区建造总值约 256

亿塔卡的新机场。由于施工效能低落，目前

这个被该国列为第 11 个机场的 Khan  Jahan 

Ali 新机场仍在兴建中，完工后将使前往该国

最大红树林区 Sundabans 的行程，缩短至 1

小时。

水运

孟加拉国全境能处理国际航线的港口

是南部的吉大港及西南部的 Mongla 港。全

国 98% 海运进出以吉大港为主，Mongla 港仍

属开发起步阶段。根据孟加拉国政府统计，

2019 年度孟最大港口吉大港货柜处理数量达

300 万只标准货柜，1 亿 300 万吨散货，分别

较 2018 年增长 6.34%、7%，全球 100 大港口

排名第 64。其中运往达卡地区的货物 93% 采

用陆路运送，5% 采用铁路，2% 采用河运。

Mongla 港在 2019 年 7—12 月分别有 478

船只停靠，465 艘船舶离港，分别较上一年

同期增长 7.17%、8.41%。处理运量 571 万

7000 吨，装卸货柜 34039  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未来孟国政府若能成功

提升 Mongla 港的使用量而分散吉大港用量，

必能使二港联合成为印度东北各省及尼泊尔

与不丹的转运中心。

根据孟加拉国财政部最新数据，孟加拉

国海运公司拥有一个远洋运输船队，其中含

两艘油料船。孟加拉国内河运输公司拥有 183

艘船只。

电力

目前，孟加拉国全国尚有 5% 的人口未实

现电力覆盖，工农业生产对于电力需求十分

强劲，电力是孟加拉国政府重点发展行业。

根据孟加拉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孟加

拉国电力装机总容量为 18079 兆瓦，2017—

2018 财年发电量为 62678 百万千瓦时，比上

一财年提高约 9.4%。2018—2019 财年（截至

2019 年 1 月）发电量为 41125 百万千瓦时。

电力系统输变电损耗从 2005—2006 财年的

21.3% 下降至 9.6%。目前，孟加拉国在建电

力项目共 56 个，装机总量为 14134 兆瓦。

2017 年 11 月，孟加拉国第一座核电站由

俄罗斯国有核电公司 Rosatom 在孟加拉国卢

普尔开工建设，造价 126.5 亿美元，预计第 1

和第 2 组电站将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4 年投

入商业运营。

通信

孟加拉国政府禁止民间经营市话业务，

因此国营电信局效率低落，申请固话耗时费

事，经常达1个月以上且须支付额外红包费，

因此固话普及率不到 30%，目前乡村地区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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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手机为主。全国手机讯号覆盖率佳，只

有少数丘陵地区收讯较差。

目前孟加拉国国营电信局固定电话初次

申请费用为2000塔卡（约合人民币160元），

月租费每月 160 塔卡，通话费每分钟 0.8 塔

卡，若需拨打国际电话，须在申请号码时另

外提出。移动电话部分，每分钟 0.69 塔卡，

SIM 卡申请费 200 塔卡。

孟加拉国各移动电话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开始陆续提供 3G 上网服务，在南亚地区移

动网络发展速度仅胜过巴基斯坦，但稍落后

同为低度开发的尼泊尔及不丹等邻近国家。

网络费已有逐年降价趋势，公司用户与家庭

用户采取差别定价，一般公司用户网速 8M 并

保证带宽月租金约为 24000 塔卡，家庭用户

2M 分享带宽月租费约为 1000 塔卡、5M 分享

带宽月租费约为 2000 塔卡，部分 ISP 公司限

制下载量，超过一定下载数据量，须再额外

付费，费用高昂加上服务较差。孟加拉国最

大移动通信网络服务商是 Grameenphone，由孟

加拉 Grameen Telecom 和挪威运营商 Telemor

共同持股，拥有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

目前全国 1.7 亿人口，网络普及率在

2020 年 3 月底因新冠肺炎疫情居家而突破 1

亿，达 60%。乡村地区的网络以手机无线上网

为主，孟国内主要城市多为光纤网络。目前

上网费率为 180 塔卡 /mbps。

据 Speedtest，2020 年 3 月孟加拉国的

移动上网速率在 141 国中排名 137，固定宽

带上网在全球 176 国中排名 97。移动话费

价格低廉，国内电话约合 0.03~0.15 元人民

币 / 分钟不等，拨打中国大陆国际电话大约

每分钟人民币 0.5 元。2018 年 2 月，孟加拉

国通信管理委员会正式向 Grameenphone，

Banglalink，Robi 和 Teletalk 等 4 家公司颁

发 4G 牌照，正式进入 4G 时代。

1.4 生产要素概况

孟加拉国水电气供应严重不足，停水断

电现象较为普遍，很多投资企业往往选择自己

购买燃油、天然气动力发电机维持自身电力供

应，并申请在厂区内打凿深水井以确保供水。

水价

孟加拉国各区域水价差距较大（见表

2-1），达卡地区的水价偏高。孟加拉供水及污

水处理局（WASA）①资料显示，2021 年 1月达

卡用水单位（每1000公升）价格，家用为28.8

塔卡、商用为 80塔卡。自 2020年 3月开始，

吉大港国内用户水价为56.56塔卡/1000公升，

国外用户为137.22塔卡/1000公升。据WASA规

定，WASA保留每年将水费调高5%的权利。

表 2-1　孟加拉国主要城市水价

单位：塔卡 /1000 公升

城市 家用 商用

达卡 28.8 80

库尔纳 6.91 10

                                           

①  孟加拉国自来水公司 . http://dwasa.or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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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

孟加拉国供电价格实行分类计价，具体

价格见表（2-2）。

表 2-2　达卡供电公司供电价格

（2020 年 3月至今，单位：塔卡 / 千瓦时）

种类 用时 价格

居民（基本需求保

障价）

居民（普通家庭）

总量小于 50

千瓦时
3.75

0~75 千瓦时 4.19

76~200 千瓦时 5.72

201~300 千瓦时 6.00

301~400 千瓦时 6.34

401~600 千瓦时 9.94

600 千瓦时以上 11.46

农业灌溉 4.16

注：医院、宗教机构、慈善机构等用电价格多在 6~8 塔

卡每千瓦时，普通商业用电价格多在 9~12 塔卡每千瓦

时，具体参见达卡供电公司网站“Tariff Rates”栏目。

天然气

2019 年 7 月 1 日以来，孟加拉国天然气

平均价为 10.7 塔卡 / 立方米，其中，居民用

气价格为单灶眼 925 塔卡 / 月，双灶眼 975

塔卡 /月，如使用气表为12.6塔卡 /立方米；

工业用气 10.7 塔卡 / 立方米，商业用气（含

茶园）23 塔卡 / 立方米，发电厂用气 4.45 塔

卡 / 立方米，CNG 用气 43 塔卡 / 立方米，化

肥厂用气 4.45 塔卡 /立方米。

油价

2020 年，孟加拉国工业用重油每公升 42

塔卡，柴油及煤油每公升 71.77 塔卡，一般

汽油每公升86塔卡，高级汽油每公升89塔卡。

劳动力价格

根 据 孟 加 拉 国 统 计 局 最 新 估 计，

2019/20 财年，孟加拉国年度普通工资指数为

170.39，上一财年为160.23，同比增长6.0%，

且近三财年在三次产业部门均出现了工资指

数的明显增长（见表 2-3）。孟加拉国高级管

理人员每月工资水平在 1000~2500 美元，中

级经理级管理人员在每月 400~500 美元，技

工在 100 美元左右，普工在 70 美元左右。孟

加拉国政府规定，2018 年 12 月起，成衣工人

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 8000 塔卡（约合

95 美元），其中基本工资为 4100 塔卡，另有

2050 塔卡的住房补贴、600 塔卡医疗补贴、

350 塔卡交通补贴和 900 塔卡食品补贴。孟加

拉国无强制性缴纳社会保险要求。

表 2-3　2018—2020 年孟加拉国主要部门的

工资指数（基期：1969-70=100）①

财年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20

一般部门 150.59 160.23 170.39

农业部门 150.27 159.92 170.28

工业部门 149.45 158.74 168.24

服务部门 154.44 164.78 175.33

                                           

①  孟加拉国统计局 . http://www.bbs.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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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加拉国吸收外资概况

2.1 竞争优势

近年来，孟加拉国实施了一系列较为开

放优惠的政策，改善其营商环境，企业投资

的便利性也逐步增强。首先，孟加拉国积极

参与地区合作和双边贸易协定，努力推动孟

加拉国加入相关的国际贸易组织，从更发达

的国家吸引直接投资。其次，孟加拉国是南

亚区域内较为活跃的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加大力度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给予联盟内国家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从而吸引

外资。最后，孟加拉国劳动力充足，劳动力

价格较为稳定，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年劳动力

市场之一，其竞争力主要在低端制造业。从

投资环境角度看，孟加拉国的投资吸引力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投资便利化

为了改善孟加拉国的投资便利化服务，

孟加拉国政府颁布了《2017 年“一站式”

服务法》。该法案授权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BIDA）、孟加拉国经济区管理局（BEZA）、

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理局（BEPZA）、孟

加拉国高科技园区管理局（BHTPA）等投资

促进机构一起为投资者实施 OSS 一站式服务

（见表 2-4）。

表 2-4　孟加拉国投资便利化“一站式”服务实施机构列表①

机构名称 网址 虚拟 / 在线 OSS 门户

投资发展局 http://bida.gov.bd https://bidaquickserv.org

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https://bepza.gov.bd http://web.bepza.gov.bd

高科技园区管理局 http://bhtpa.gov.bd https://ossbhtpa.gov.bd

经济区管理局 https://www.beza.gov.bd https://beza.oss.net.bd

                                           

①  孟加拉国投资局 . https://bidaquickserv.org.

较好的气候条件

孟加拉国位于世界最大的河流三角洲，

是世界上土壤最肥沃的地区之一，气温变化

较小，拥有超过 8 种不同的小气候，结合肥

沃的土地，为种植、加工、包装和出口品

质优异的水果、蔬菜和作物提供了理想的

条件。

提供创业发展计划

孟加拉国提出“创业发展”计划，以支

持和培养一些领先行业的企业家，如 RMG、电

力、运输、制药等，以及包括太阳能在内的

新领域的企业家。并提升其他领域的竞争能

力，如 IT、生物技术、医疗保健、金融服务

等。该计划（根据需要在特定领域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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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在 3 年内培养 300000 名企业家，平均每

年培养100000名企业家，在新投资者从开始到

结束业务/项目的每一个阶段提供必要指导。

推进经济走廊建设

经济走廊有助于促进特定地理区域的

经济活动，集中大量经济资源。孟加拉国的

“七五”规划提出了西南地区的综合发展战

略。鉴于其战略区位优势，孟加拉国西南地

区有望成为国内和区域工业、贸易、投资中

心。经济走廊在Jossore和达卡区设有码头，

覆盖整个孟加拉国西南部。在第一阶段，孟

加拉国西南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将与达卡

相连，其中可能包括库尔纳、杰索尔和法里

德布尔等地区，并延伸至贝纳波勒、蒙格拉

和佩拉港。最近，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已和

亚行开展了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二阶段合作。

第二阶段将连接达卡和锡尔赫特。

允许外国企业参与本国国有企业私

有化

孟加拉国在 1993 年创建了私有化委员

会。根据 2000 年《私有化法》的规定，政府

允许衰败的国有企业和商业企业开展私有化，

以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自私有化委员会成

立以来，共有 74 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其中

54 家通过直接出售私有化，20 家通过出售政

府股份进行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法

有 12 种，2016 年，私有化委员会与投资委员

会合并为孟加拉投资发展局（BIDA），该局

根据 2016 年《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法案》成

立。该法案的第 8（13）（14）节、第 23-27

节包含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 / 转让给本地或

外国私人当事方的规定。

投资自由度不断提升

1980 年的《外国投资法》保证了将投

资资本、利润、资本收益、税后股息以及批

准的特许权使用费和费用汇回本国的权利。

此外，2020 年孟加拉国的经济自由度得分为

56.4，总体排名 122 位，主要体现在贸易自

由度和投资自由度的提升。目前，孟投资自

由度较高，几乎所有经济行业领域都对外资

开放。

2.2 基本情况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21 年《世界投

资报告》①显示，2020 年，孟加拉国吸收外商

投资（FDI）存量为 193.95 亿美元，减少了

11%。孟加拉国在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流入

投资资金排名第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孟加拉国

绿地投资项目大幅收缩（减少 87%，斯里兰卡

减少 96%）。这种收缩是由于服装生产领域的

投资利益减少，而服装生产是这些国家的主

要出口产业和 FDI 接受行业。服装的投资和

生产在 2020 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 2021

年初仍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

根据孟加拉国央行数据，2020 年，孟加

拉国 FDI 流量为 33.8 亿美元，与上一财年相

                                           

①  世界投资报告（2021）. http://aaa.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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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了 15.4%。FDI 存量为 193.9 亿美元，

前六大投资来源地分别为美国（39.3 亿美

元）、英国（25.2 亿美元）、荷兰（16.1 亿

美元）、新加坡（15.2亿美元）、韩国（11.8

亿美元）、中国（9.9 亿美元，不含港台对孟

投资）（见图2-1）。①从外资分布领域来看，

2018 年，孟加拉国前 3 大投资领域分别为石

油天然气（38.8 亿美元）、纺织服装（34 亿

美元）、银行（26.2 亿美元）（见图 2-2）。

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孟加拉国发展前景，

国际跨国公司在孟加拉国投资较多。2019 财

年，中国对孟加拉国投资增量继续居首，电

站项目投资陆续落实，两个通过 PPP 模式合

作的公路项目先后落地。此外，中国、日本

和印度在孟设立专属工业园，便利本国企业

对孟加拉国投资。孟加拉国积极推进 PPP 模

式，为基础设施项目引入国际投资，也吸引

了众多跨国企业的目光。

                                           

①  孟加拉国国家银行 . https://www.bb.org.bd.

②  同①。

图 2-1　2020 年主要国家在孟加拉国 FDI 流量

图 2-2　2020 年孟加拉国前十大吸收外资的部门 FDI 金额与占比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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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加拉国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孟加拉国采取的外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

（1）在投资准入方面，赴孟投资在孟

加拉投资发展局（Bangladesh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简称 BIDA。网址：

http://bida.gov.bd）办理登记注册即可，

无须事先批准；在孟出口加工区内进行的投

资，受孟加拉出口加工区管理局管辖；在电

力、矿产资源和电信领域投资，须获得孟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从事服装出口者

则须向孟加拉商务部出口促进局申请生产

配额。

（2）对外国投资者实施税收减免。

（3）对外国投资主体实施国民待遇。

（4）保证外国投资不被无偿国有化和征收。

（5）保证投资本金、利润和红利可汇回

本国。

（6）允许 100% 外资股权且无退出限制。

3.1 主管部门

孟加拉国投资管理部门较多，分工很

细，此外也存在一些投资促进部门。外国投

资者和当地投资者一样，需要根据投资的区

域、规模、行业和股比，选择相应的投资管

理机构。

孟加拉国商务部

主管本国大流通行业（含内贸和外贸）

以及特殊行业投资批准等。其主要职能包括：

制定进口政策；出口促进及制定出口政策；

调节价格；修订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协

调管理国内商业和保险业；制定关税政策；

商品管理及国营贸易；负责世界贸易组织和

国际贸易组织事务；联系国际组织等。商务

部下设办公厅、对外贸易协定局、出口局、

进口和国内贸易局、世贸组织局、纺织局、

计划局等部门，并负责管理出口促进局、海

关税则委员会、茶叶局、股份公司注册局等

机构以及科研院所和贸易公司。

孟加拉国商务部

　　　　Building 3 (1st Floor), Bangladesh 
地址　　Secretariat, Abdul Gani Rd, Dhaka 
　　　　1000

电话　　+88-2-9545006

传真　　+88-2-9540213

邮箱　　secy@mincom.gov.bd

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理局（Bang-

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 Authority，

简称 BEPZA）

负责注册、管理出口加工区内的所有项

目。BEPZA 目前监管八个出口加工区（EPZ）

的运营。第九区计划在未来开放。最近政府

宣布将在 15 年内建立 100 个新的出口加工区

和经济特区。BEPZA 是政府促进、吸引和便利

外商在出口加工区投资的官方机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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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ZA 作为主管部门，对企业在社会和环境问

题、工作场所安全和安保方面的合规情况进

行检查和监督，以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地址
　　Bepza Complex, House 19/D,

　　　　Road 6, Dhanmondir/a, Dhaka 

电话
　　+88-2-9670530/8650058/

　　　　8650059/8650061

传真　　+88-2-8650060

　　　　chairman@bepza.org
邮箱　　member-ip@bepza.org
　　　　qm-ip@bepza.org

网址　　http://www.epzbangladesh.org.bd

孟加拉国经济特区管理局（Bang-

ladesh Economic Zone Authority，BEZA）

负责注册、管理经济区内的所有项目。

是一个集中式的经济特区授权单位，根据

2010 年 11 月颁布的《孟加拉国经济区法》设

立，负责制定和管理经济特区。由孟加拉国

总理办公室运行。已批准了37个新的经济区，

包括政府、非政府和专业经济区。BEZA 由两

个董事会组成：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理事会主席为总理，成员包括孟加拉银行行

长、财政部长等高级部长和民选决策者。理

事会负责总体政策决定。执行委员会包括来

自孟加拉国政府的官僚。执行委员会委员负

责监督组织的日常运作。2019 年 10 月，BEZA

启用“一站式”服务中心。

孟加拉国经济特区管理局

地址
　　BDBL Bhaban (Level 15), 12 Karwan 

　　　　Bazar,  Dhaka 1215 

电话　　+88-2-8180124

网址　　http://www.beza.gov.bd

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Bangladesh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BIDA）

BIDA 根据《2016 年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法案》成立，是孟加拉国的投资促进机构，

促进私人投资并制定激励政策。BIDA 由总理

办公室监督，总部设在达卡。理事会主席为

孟加拉国总理，副主席是财政部长。理事会

监督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执行主席（高

级秘书）领导，由六名执行成员组成。BIDA

积极提供包括注册、批准等监管服务，推动

重点战略领域的多元化投资，促进投资项目

的进入、运营和成长。BIDA 还提供监管、信

息和善后服务。2019 年 2 月，BIDA 开通一站

式投资服务窗口。

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地址
　　Plot#E-6/B, Agargaon, Sher-e-

　　　　Bangla Nagar, Dhaka-1207

电话　　+88-2-55007241-45

传真　　+88-2-55007238-40

邮箱　　info@bida.gov.bd

网址　　http://www.bida.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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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Bangladesh 

Planning Commission，PC）

是孟加拉国政府的经济公共政策机构。

PC 与规划部和财政部联合，承担国民经济增

长和国家公共基础设施扩张方面的调查研究

和政策制定。PC 的规划司作为所有重大经济

政策问题的秘书处，通过以下组织启动对发展

项目和方案的评估：国家经济委员会（NEC）、

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ECNEC）。PC 负

责审批孟加拉国公共部门与内外资私营部门

合资的公共部门项目（孟加拉国公共部门股

比占 50% 以上）。

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

地址
　　Sher-e-Bangla Nagar, Dhaka-1207, 

　　　　Bangladesh.

网址　　http://www.plandiv.gov.bd

邮箱　　info@plandiv.gov.bd

孟加拉国小型家庭手工业局（Bang-

ladesh Small & Cottage Industries Cor-

poration，简称 BSCIC）

负责注册投资 3000 万塔卡以下的工业

项目和注册投资 4500 万塔卡以下的老项目改

造，更换设备或扩大规模。为孟加拉国的小

型、农村和家庭手工业提供支持服务。它是

由 1957 年的议会法案提出创建的，后来在

1992 年进行了修订。BSCIC 拥有遍布全国的

机构网络，可为企业家提供上门服务，总部

位于达卡。

BSCIC直接或通过商业银行财团向小型工

业提供中长期贷款。BSCIC 还在与小型家庭手

工业（SCI）的发展和扩张相关的所有事项上

提供协助。BSCIC 在全国共开发了 74 个工业

园区，以促进 SCI 的均衡增长，同时创设一

些特殊类型的工业园区，包括制革厂、API（活

性药物成分）和服装园区的建设工程。

此外，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包括发展

基金（DFI）和国有商业银行（NCB）负责审

批其资助的工业项目的注册。

孟加拉国小型家庭手工业局

地址　　137-138 Motijheel Rd， Dhaka 1000 

电话　　+88-2-95561912

传真　　+88-2-9550704

邮箱　　info@bscic.gov.bd

网址　　http://www.bscic.gov.bd

公私合营办公室（Bangladesh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Office，简称 PPPO）

成立于2010年9月，隶属于总理办公室，

负责协调推进孟加拉国公共基础设施 PPP 项

目建设。支持相关职能部委确定、开发、招

标和资助 PPP 项目。为感兴趣的投资者和贷

方提供专业、透明、集中的门户以帮助其了

解高质量的PPP项目，提高 PPP项目的质量、

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并以高效、经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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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 PPP 项目。

公私合营办公室

地址
　　E, 13-B, 1st Floor, Sherebangla Nagar 

　　　　Agargaon，Dhaka-1207 

电话　　+88-2-55007421

传真　　+88-2-55007422

邮箱　　info@pppo.gov.bd

网址　　http://www.pppo.gov.bd

3.2 市场准入

孟加拉国关于外商投资领域的政策非常

开放，仅对部分行业禁止或限制，外国企业

享受国民待遇。

禁止行业

根据《2010年工业政策法令》（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2010），禁止投资的领

域包括：枪、弹药及军用国防机械设备；在

森林保护区内的森林种植及机械化开采；核

能源生产；有价证券（钞票）的印刷和铸造。

限制的行业

出于环境保护、公众健康，以及国家利

益的考虑，孟加拉国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某些领域为限制领域。目前，限制领域包

括：深海捕鱼；银行 / 金融机构私营业务；

保险公司私营业务；私营领域电力生产、供

应和传输；天然气、油、煤、矿产的勘探、

开采和供应；大规模项目（如高速公路、单

轨铁路、经济区、内陆集装箱装卸站 / 货运

站）；原油精炼；用天然气和其他矿产为原

料的中大型工业；通信服务；卫星频道；客

运 / 货运；海滨船运；海港 / 深海港；VOIP/

IP 电话等。

鼓励的行业

除了上述限制投资的领域，外国公司或

个人均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进行投资。在互

利的基础上，投资方式可以选择独资或合资。

孟加拉国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的领域包括基础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人力资源出口业、造

船业、可再生能源业、旅游业、基础化工业、

成衣业、草药、黄麻及黄麻制品、皮革及制

品、医院和医疗、轻工业、塑胶业、家具业、

手工制品、节能产品、冷冻渔业、茶业、家

纺、制陶业、珠宝业、玩具业、集装箱服务、

仓储业、创新和进口替代品业、化妆品业等。

3.3 外资安全审查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孟加拉国投资审查

机制相对自由，因此相关法律和政策缺乏关

于审查外国投资安全的有效规定。BIDA 负责

筛选、审查和批准孟加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确保投资不会与当地企业产生冲突。但其

主要职能仍体现在对投资的激励和保护。

目前执行的外资安全规定主要体现在政

府对所有权的要求方面。外国和国内私人实

体可以在孟大多数类型的商业企业中建立、

经营、处置权益。孟加拉国允许私人投资发

电和天然气勘探，但尚未允许外国全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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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营销和天然气分销。电信基础设施领域允

许 60% 以上的外资所有权（70% 需为共用通信

塔）。2019年开始，BIDA要求投资保险公司、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公司获得预注册许可。

此外，在受控部门的任何私人投资不能

直接在 BIDA 或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BEPZA）注册；必须从商务部或有关部委或

委员会获得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权

为合资项目确定本地和外国投资者的股权比

率。此外，如果本地或外国投资者希望与公

共部门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且公共部门的股

权参与率低于 50%，则应在 BIDA 注册。

3.4 土地使用

孟加拉国的土地法沿用的是 20 世纪初制

订的相关法律，主要内容包括：土地私有；

允许国家征用土地，自由出售和开发；国家

征地给予相应的补偿；出售土地要照章纳税。

土地转让要符合 1882 年《财产转让法》的相

关规定。

孟加拉国不允许外国人以私人身份买卖

孟加拉国土地，但在孟加拉国合法注册的公

司可以购买土地。除非经过特殊批准，原则

上国有土地交易仅限于使用权的买卖，其最

高使用年限（租期）为 99 年；位于农村地区

的农业用地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用途，种植两

季或三季作物的土地不能改为非农业用途。

孟加拉国绝大部分土地归私人所有，土

地价格因所在地区、交通便利程度、地势高

低、水电气供应情况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近年来，孟加拉国土地价格迅猛上涨。以距

离达卡 30 公里左右的 Asholia  Tongi 区域为

例，主路附近土地价格约为 20 万美元 / 亩，

距离主路较远的土地价格约为6万美元/亩，

土地租赁价格约为每年 300~400 美元 / 亩。

达卡市中心 Banani、Gulshan 地区商业用地

售价约 3000~5400 美元 /平方米。

3.5 企业税收

孟加拉国现行税制于 1993 年 1 月出台，

共分为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所得税等几

个基本税种。①在孟加拉国停留183天或以上，

或在前 4 年中曾在孟加拉国工作时间总计超

过 365 天，本年度连续工作超过 90 天以上

（含）的外籍员工被视为孟加拉国外籍居民。

居住在孟加拉国的外籍居民及非居民企业因

在孟加拉国提供的服务而获得的所有报酬和

福利均应纳税。

税法列出了 7 种收入来源：工资、债券

利息及红利收入、资产销售收入、农业收入、

营业收入以及资本收益和其他。应税薪酬和

福利包括工资、奖金、佣金、住宿津贴、交

通津贴、子女教育津贴、雇主提供的家庭援

助和医疗津贴。

企业所得税

孟加拉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非上市公

司 35%，上市公司 25%；银行、保险、金融公

                                           

①  孟加拉国国家税务局 . https://nbr.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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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非商业银行）中上市银行及第四代银行

（2013 年后注册）为 40%，其他为 42.5%，商

业银行为 37.5%；烟草制造公司为 45%，移动

电话运营商为 45%（其中上市公司为 40%）；

成衣制造企业适用 15% 的企业所得税率；纺

织品生产企业适用 20% 所得税率；加工出口

黄麻制品企业适用 10% 所得税率；出口企业

所得减按 50% 计征所得税。

增值税

从 1991 年开始，孟加拉国在产品和服务

的进口、生产、销售环节征收增值税。根据

应税供应的性质，可以降低税率，范围从 0

到 15%。企业年营业额在3000万塔卡以上的，

增值税税率为 15%，年营业额在 500 万塔卡至

3000 万塔卡的，征收 4% 的增值税。为推进网

上申报缴税，要求增值税纳税人重新取得增

值税纳税人识别号。部分情况可以简易征收。

主要税收法律法规包括《关税法》

（1969）、《所得税法案》（1984）、《财政法案》

（2018）、《增值税法案》（1991）（2019 年 7

月 1 日起废止）、《新增值税和附加关税法》

（2012）（201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旅游

税法案》（2003）。

个人所得税

所得税是根据超额累进税率向居民及纳

税人征收的，税率从 0% 到 25%，非居民纳

税人来源于孟境内的工资薪金所得，股息按

3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特许权使用费、

利息等按 20% 的税率缴纳税金。孟加拉国居

民纳税人适用 6 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年度总收入不超过 30 万塔卡（女

性及 65 岁以上纳税人为 35 万塔卡）的适用

零税率，30 万塔卡以上、40 万塔卡以下税率

为 5%；40 万塔卡以上、70 万塔卡以下税率为

10%：70 万塔卡以上、110 万塔卡以下税率为

15%；110 万塔卡以上、160 万塔卡以下税率

为 20%；160 万塔卡以上税率为 25%。可扣除

房租、交通费。

3.6 外资优惠规定

税收优惠政策

孟加拉国政府对外国投资提供一系列税

收减免政策，对部分行业投资企业的产品出

口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孟加拉国政府通过

工业政策、进出口政策、出口加工区管理局

条例等多种渠道，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减免优

惠政策。

出口产业可享有以下优惠：

（1）保税仓库和背对背信用证待遇；

（2）退税待遇；

（3）对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或销售协议可

贷款价值达 90%；

（4）相关的上游产业可视为出口产业；

（5）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收取额外外汇

以举办宣传活动、开设海外办事处及参与国

际贸易展览会；

（6）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出口总收入免

征所得税，其他产业则将享有退税；

（7）出口产品所需进口原材料若列入禁

止 /限制名单，仍可获得进口特权；

（8）在不违反政府政策的情况下可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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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规定数量的样品；

（9）供应于由外国贷款信用证注资的本

地工业或项目的当地产品将被视为间接出口

产品并可享有相关出口措施；

（10）出口信贷担保计划；

（11）位于公共和私营出口加工区的企

业，可在提供外汇信用证及支付关税与税收

的情况下，获准出口10%产品到国内关税区；

（12）位于出口加工区外的 100% 出口产

业，可在支付关税与税收的情况下，获准在

国内市场上售卖 20% 的产品；

（13）被视为指标性的出口产业将获得特

别的设施及创业金资助。

能源产业奖励如下：

（1）私营电力公司，可免征企业所得税，

为期 15 年；

（2）能源公司将获准在 12 年商业经营期

内，在免付关税、增值税与其他附加费以及

进口许可证费用的情况下，进口最高可达厂

房及设备原始总值 10% 的机器、设备及备件

（当地按国际标准制造的设备除外）；

（3）股票及股息将被获准自由汇回母国；

（4）国外贷款可免征所得税；

（5）外国投资者可选择性加入合资企业；

（6） 该企业将豁免在国家保险公司

（Sadharan Biam Corporation，SBC）获取保

险 / 再保险的规定并按贷款人规定自由选择

购买保险；

（7）当地注册登记所须的文书及契约可

获豁免印花税；

（8）发电业已被列为工业项目，并可获

得所有有关特许权；

（9）投资人可按照孟投资署规定筹募当

地及外来资金。

其他免税待遇：

（1）国外合作者、商号、公司及专家的

技术咨询费享有免税特权；

（2）国外贷款利息可在某些条件下享有

免税特权；

（3）新投资者可获多次入境签证；

（4）可汇回母国的股息若再投资将被视

为新投资；

（5）投资至少 500 万美元，或将 1000 万

美元不可再汇出金额转移至任何受承认的金

融机构，可获公民身份；

（6）投资至少 7.5 万美元，可获居留

身份；

（7）上市公司若转让股份，可豁免缴付

资本利得税。

出口至欧盟、加拿大、澳洲及日本等多

数先进国家可享有免配额及最惠国待遇关税：

（1）欧洲共同市场：所有产品免关税、

免配额（武器除外）；

（2）加拿大：除了乳品、家禽及鸡蛋外，

所有产品免关税、免配额；

（3）澳洲、挪威、爱沙尼亚：所有产品

免关税、免配额；

（4）日本：除了负面清单列表产品外，包

括 500余项农产品、水产品及皮革皆免关税；

（5）除欧盟、日本、澳洲及加拿大同意

免关税进口孟产品外，2005 年世界贸易组织

（WTO）香港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已开发

国家在 2008 年给予包括孟加拉国等 32个低度

开发成员 97%产品免关税、免配额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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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情势，2020 年

4 月下旬，经济特区拟新增的优惠项目如下：

（1）开放外国投资人生产所需二手机械

设备的进口；

（2）免征公司税（corporate tax）10年；

（3）免征外资企业土地租赁增值税；

（4）提供本国工业保税仓库设施；

（5）提供设置中央废水处理厂补助。

行业优惠政策

孟加拉国鼓励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赴孟

加拉国投资，以拉动本国经济并扩大就业。

孟对于绝大多数行业投资无限制，给予外国

投资国民待遇。部分政府鼓励的行业存在激

励政策，例如能源领域，投资建设独立电站

（IPP电站）享有投产后15年内免征所得税。

鼓励政策主要存在于经济区和出口加工区等

特殊经济区域。

现 金 补 贴。为鼓励投资并刺激出口，

孟加拉国政府对部分行业实行现金补贴，

2019—2020 财年具体补贴比例见表 2-5。

表 2-5　2019—2020 财年孟加拉国政府对部分行业现金补贴比例

出口商品品类 补贴比例（%）

服装（出口至新兴市场）额外补贴 1

服装（出口至欧元区） 2

纺织、服装成衣（需是中小企业） 4

信息通信产品（出口至新市场） 4

经济区内企业出口用合成纤维和织物制成的鞋包至新兴市场获得额外补贴 4

冻鱼（根据内含冰重量比例不同） 2~5

虾（根据内含冰重量比例不同） 7~10

黄麻麻线、麻纱 7~10

家电、厨电、医药、医疗器具、光伏模块、摩托车、化学制品、剃须刀及刀片、陶瓷制品、

帽子、螃蟹、泥鳗、镀锌板、船、塑料制品、PET 产品、纸
10

粗麻布、麻袋布和地毯底布 12

信息通信产品、皮革制品、家具、蓄电池、合成纤维和织物制的鞋和袋 15

黄麻制品、木炭、农产品、清真肉、土豆和种子 20

政策鼓励。

（1）孟加拉国产业政策为“绿色”（环

境）高科技或“转型”产业提供激励。

（2）允许向认可的金融机构投资 100 万

美元或转移 200 万美元的外国人申请孟加拉

国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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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政府鼓励向高优先发展的产业（创

造大规模就业和赚取大量出口收入的产业）、

创意产业、建筑、艺术和古董、时装设计、

电影和视频、交互式激光软件、软件和计算

机和媒体编程等领域进行投资。

（4）孟政府重视农业和食品加工、成衣、

信息通信技术和软件、药品、皮革和皮革制

品以及黄麻和黄麻制品等核心部门的发展。

（5）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etrobangla

修改了其海上天然气勘探的产品分成协议合

同，包括出口天然气的选择权。

（6）2019 年，议会批准了《2019 年孟加

拉国国旗船舶（保护）法》，规定确保悬挂

孟加拉国国旗的船舶至少承载 50% 的外国货

物，高于原有 40% 的要求。

（7）2020 年，商务部修改了数字商务政

策，允许外商独资开办电子商务公司，取消

了之前的合资要求。

外资借贷政策

2021 年 2 月，孟加拉银行外汇政策部发

出新指令，在该国开展业务的海外企业将更

容易从海外母公司或股东处获得营运资金贷

款。有关修订载于《第 04 号通告：外资拥有

/ 控股公司的国外营运资金贷款》，旨在扩大

可供外资企业选用的贷款途径。

上述通告取代 2019 年 8 月发布的外汇政

策部第32号通告。第32号通告规定，只有“从

事制造活动的外资拥有 / 控股工业企业可以

向国外母公司 / 股东取得短期贷款，以应付

采购进料以外的紧急业务需要，贷款利息以 3

个月塔卡定期存款利率计算”。虽然通告的

适用范围已扩展至外资服务公司，但仍未涵

盖外资贸易公司。

此外，新指令表明，此类贷款适用于可

兑换外币，最长为期 6 年，由外资企业开展

制造活动和开始提供服务之日起计，并可于

适用期内延长或更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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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孟经贸合作

1.1 中孟双边贸易

自 1975 年中孟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中孟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

                                           

①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 https://comtrade.un.org.

国间投资合作稳定增长，双边贸易额稳步攀

升。①2020 年中孟两国货物贸易总额达 158.6

亿美元（见图 3-1）。

图 3-1　2016—2020 中孟两国货物贸易情况

近年来，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商品的主

要类别包括：棉花；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

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人造纤维；矿

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针织物

及钩编织物；人造丝；钢铁制品；塑料及其

制品；钢铁等（见图 3-2）。

中国从孟加拉国进口商品的主要类别包

括：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针

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植物纤维；纸

纱线及其机织物；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制品；鞋类；光学、

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棉花等（见图

3-3）。



  47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孟加拉国投资

1.2 中国对孟投资概况

直接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 1—12月，

中国企业对孟全行业直接投资 3.2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5.7%。2021 年 1—6 月，中国企

业对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99.6%。投资领域涉及电力、公路、

服装、纺织、陶瓷等，但主要集中在基础

设施、纺织、服装及相关的机械设备等领

域。主要投资企业有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利德成服装有限公司、新希望孟加拉有限

公司等。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对孟加拉

国的投资持续稳步提升。

承包劳务

目前，中资企业在孟加拉国进行工程承

包呈现以下特点：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

设施领域，例如电力、河道疏浚、水厂等领域；

企业正在积极尝试以多种融资方式承揽项目。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 年，中国对孟

加拉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在当年所有

国家中排名第七。2020 年 1—12 月，中国企

业在孟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131.7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3%；完成营业额 55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8%。2021 年 1—6 月，中国企业在孟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9.2 亿美元，同比下降

88.6%；完成营业额 2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图 3-2　2019 年中国对孟加拉国出口

主要产品占比（按金额计算）

图 3-3　2019 年中国从孟加拉国进口

主要产品占比（按金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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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020 年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7853

人，年末在孟加拉国劳务人员 15835 万人。

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孟加拉国普尔巴里

2×100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电站二期项目；北

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孟加拉国博杜

阿卡利1320（2×660兆瓦）燃煤电站项目等。

1.3 中孟经贸合作机制

中国—孟加拉混委会合作机制

1983 年 11 月，中孟两国成立了经济、贸

易和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原则上轮流在两

国首都开会。2016 年 8 月，中国—孟加拉国

政府间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第 14 次会议

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

中国—孟加拉双边经贸协定

1996年9月，中孟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

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和《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2016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孟加拉国期间，两国签

署了《关于加强投资和产能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备忘录包括鼓励两国产能合作的领域、

合作模式、优先推进项目清单等。中孟 2016

年签署了两国《关于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联合

可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处于可行

性研究阶段（见表 3-1）。

中孟两国暂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基础

设施合作协议。

表 3-1　中孟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备忘录）①

签署时间 协定（备忘录）名称

1977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

1978 《中孟经济技术、科技合作协定》

1980 《中孟贷款协定和航空运输协定》

19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

1985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86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89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孟两国互免签证协议、贸易协定》

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1991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

                                           

①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bd.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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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孟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孟加拉国全国工商联（Federation of 

Bangladesh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FBCCI）

是孟加拉国的顶级贸易组织，1973 年依

据《1961 年贸易组织条例》和《1913 年公司

法》成立。共106个工商会和402个贸易协会。

FBCCI 负责协调和促进商会、贸易和工业协会

的利益；帮助和刺激孟加拉国的投资、贸易、

商业、工业、农业、旅游、人力资源和通信

部门的发展；通过有效参与政府、部长协商

委员会和其他部际机构的协商和互动过程，

规划、鼓励和维护私营部门的事业；协助工

孟加拉国全国工商联

地址
　　FBCCI Icon, 60, Motijheel C/A, 

　　　　Dhaka, Bangladesh

电话　　+88-2-223380588

传真　　+88-2-9567621

邮箱　　secretariat@fbcci.org

网址　　http://fbcci-bd.org

商会和协会在孟加拉国不同地区组织贸易和

工业展览会；收集和传播统计及其他信息以

签署时间 协定（备忘录）名称

1996 《中孟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孟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2003
《中孟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孟文化合作协定 2004—2006 年执行计划》

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农业部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2008 《中孟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4

《中孟关于深化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孟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政府向孟加拉国政府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商务部和孟加拉国孟加拉经济区管理局关于在孟加拉国开展设立中国经济和产业

区的谅解备忘录》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

20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8 中国—孟加拉国自由贸易区（研究中）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建立投资合作工作组的谅解备

忘录》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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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和工业等，在提升国家级商业、工

业和财政政策的协商和咨询能力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在政府和经济发展组织的所有论

坛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涉及和影响

国民经济的所有重要问题提供建议。

达卡工商联（Dhaka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DCCI）

成立于 1958 年，根据 1913 年公司法成

立，是孟加拉国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商会，

其成员包括工业集团、制造商、进口商、出

口商和贸易商，以中小型企业（SMEs）为主。

DCCI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政府的方针和政策

进行宣传来促进私营企业和公司发展。是非

营利、服务导向型组织的典范，为孟加拉国

的商业和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达卡工商联

地址
　　CCI Building 65-66 Mojheel C/A 

　　　　Dhaka-1000

电话　　+88-2-9552562

邮箱　　info@dhakachamber.com

网址　　www.dhakachamber.com

孟中商业工业协会（Bangladesh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BCCCI）

BCCCI 于 2003 年 5 月 13 日在孟加拉国注

册成为股份公司与企业（JSCF）的成员。随

后，于 2003 年 6 月 23 日获得了孟加拉工商

会联合会 FBCCI 的隶属关系，并享有“A”级

商会的地位。BCCCI 始终为促进孟中两国的贸

易、商业和工业合作而努力。它在促进中孟

关系方面采取务实措施，努力使中国与孟加

拉国的业务多样化。

孟中商业工业协会

　　　　Eunoos Center, 12Th Floor, 52-53
地址　　Dilkusha C/A, Motijheel, Dhaka-
　　　　1000

电话
　　+88-1-710520242

　　　　+88-1-710529516

邮箱　　bccci2015@gmail.com

网址　　https://bccci-bd.org

孟加拉国中资企业协会（Chinese 

Enterprise Association in Bangladesh，

CEAB）

在孟最大的中资企业组织，协会目前有

250 余家会员，将秉承创会宗旨，继续团结和

服务在孟中资企业，保护在孟中资企业权益，

加强与孟工商界交流合作，助力孟加拉国经

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2021 年 9 月，

中资企业协会主办首届中孟经贸合作论坛，

通过增强中孟两国工商届的相互了解，进一

步深化中孟企业之间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孟

经贸长远健康发展。

孟加拉国中资企业协会

电话　　+88-2-989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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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境外经贸合作区

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

2020 年开始兴建的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

园位于吉大港市南部，紧邻 R170 公路，距离

吉大港港口仅 12 公里，距市区 15 公里，距

机场 6 公里，交通便利。未来卡纳普里河隧

道（建设中）的贯通将进一步缩短园区到吉

大港港口和机场的距离。

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占地约 318 公顷，

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孟加拉国经

济区管理局（Beza）共同开发经营。计划在

2019—2028 年分三期开发，其中一期开发时

间为 2019—2021 年，二期开发时间为 2022—

2024 年，三期开发时间为 2025—2028 年。开

发时间可根据招商情况提前。

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的业态组合与产

业规划以园区的区位优势与临港优势、孟加

拉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特色

等为依托，规划了包括商贸物流园区、ICT 产

业园、加工制造园、综合配套服务区等模块。

吉大港中国经济产业园将发展成为孟加拉国

工业化集群的新样板、孟加拉国区域经济的

新引擎、中孟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平台、“海

上丝绸之路”的新旗舰项目。

2　对孟投资形式

孟加拉国法律对资本形态和股权比例无限

制，外国投资者可以享有 100% 股权，允许外

商投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公众有限公司等，对于外国“自然人”在孟加

拉国开展投资合作不设限制。出资方式可采取

现汇、设备、技术等多种方式，对二手设备出

资无特殊规定。外国投资建设经济区、出口加

工区，须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

2.1 设立实体

实体形式

外国投资者可设立的企业形式，包括公

司代表处或办事处、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

业、分公司或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

实体注册

根据不同的企业形式，实体注册对应

的具体管理机构有所不同（见表 3-2）。

主要管理机构有孟加拉国股份公司注册处

（Registrar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  & 

Firms，RJSC）、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Bang-

ladesh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BIDA）、出口加工区管理局（Bang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uthority，

BEPZA）等。外国投资者必须在 BIDA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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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国开展业务必须获得许多登记证和

许可证，例如进口登记证、出口登记证、债

券许可证等。BIDA 注册也是在经济特区获得

工业用地的强制性要求。投资者需要向 BIDA

索取申请表，并将填写好的表格连同证明文

件提交给 BIDA 的相关部门。企业家必须遵循

九个特定程序和法律步骤才能在孟加拉国开

展业务（见表 3-3）。

表 3-2　不同类型的注册企业对应的管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企业类型 管理机构 联系方式

外资公司以及国外企业

注册、股份有限公司

孟加拉国股份公司注册

处（RJSC）

地址：TCB Bhaban，1 Kawran Bazar，Dhaka-1215，

　　　Bangladesh

电话：+88-2-8189401

传真：+88-2-8189402

邮箱：rjsc@roc.gov.bd

网址：http://www.roc.gov.bd

合资或独资企业
出口加工区管理局（或

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地址：19/D，Road：6，Dhanmondi R/A，Dhaka

电话：+88-2-9675489

传真：+88-2-9661849

邮箱：chairman@bepza.gov.bd

网址：http://www.bepza.gov.bd 

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

代表处、办事处
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地址：Agargaon，Sher-e-Bangla Nagar，Dhaka-

　　　1207

电话：+88-2-55007241-45

传真：+88-2-55007238-40

邮箱：service@bida.gov.bd

网址：http://www.bida.gov.bd

申请合资或独资企业。投资企业向孟加

拉国投资发展局或出口加工区管理局提出注

册申请，提交材料包括申请表（可到网站下

载）、原公司注册证书、备忘录（MOA）和公

司章程（AOA）、土地购买或租赁证明、公司

负责人姓名、永久住址、职位及国籍、公司

所需机械数量及价格、汇款证明等。注册完

成后，再申请水、电、气的接入及办理税号、

刻公章及申请工作许可等。

申请股份有限公司。在孟加拉国设立投

资企业，须先提供股东名册（注明每位股东

持股比例）、负责人姓名、投资金额、股东

会议记录及公司 3 个备选名称，然后前往孟

加拉国股份公司注册处预审公司名称并办理

名称登记。名称登记后，企业提交申请表、

经孟加拉国驻中国使馆认证的公司章程、备

忘录、注册证书等证明文件、公司主管名录、

公司注册详细地址等到股份公司注册处办理

注册登记。

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代表处、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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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申请注册登记，须提

交由母公司法人代表签名及盖章的申请表、

备忘录和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证书、公司法

人代表姓名及国籍、公司董事会决议、上一

年度审计决算、分公司或代表处机构设置及

项目计划等。所有材料须经孟加拉国驻中国

使馆认证。

表 3-3　申请在孟设立新公司（外国公司和合伙公司除外）的流程①

基本流程 相关机构 所需材料 所需时间

1. 申请核名证书
股份公司注册处

（RJSC）

是注册新公司（除外国公司和合伙公司外）

或社团或贸易组织的先决条件。步骤：第一

步：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第二步：在 RJSC

网站开立电子账户；第三步：在 RJSC 网站上

初步查名；第四步：向指定银行支付费用；

第五步：提交收据；第六步：取得核名证书，

并在接下来的 180 天内有效。申请人必须在

此期限内申请注册。

1 天（在线办理）

2. 在指定银行缴纳

印花税

孟加拉国银行

（BRAC）

向 BRAC 银行的财政部账户支付印花税。根

据 2012 年 6 月 30 日修订的 1899 年印花税法，

对不超过 100 万塔卡的法定股本，印花税总

费用为 4000 塔卡（公司章程印花：3000 塔卡，

公司章程大纲印花：1000 塔卡），每份文件

认证副本费用为 50 塔卡。

1 天

3. 登记注册
股份公司注册处

（RJSC）

第一步：根据实体类型准备公司章程大纲

（MOA）和公司章程（AOA）；第二步：访

问 RJSC 网站申请公司注册；第三步：填写

核名申请号和证书号；第四步：填写公司形

式；第五步：附上 MOA 和 AOA；第六步：

提交注册申请；第七步：存入所需费用并收

到指定银行的付款单；第八步：在线上传文

件；第九步：打印上传的文件并将这些文件

和付款单提交给 RJSC 办公室；第十步：接收

RJSC 办公室颁发的公司注册证书。

不 到 1 天（ 在 线

办理）

4. 制作公司印章 任何印章制作店
企业创始人可以在印章制造商处为公司制作

印章，费用为 100~200 塔卡。
2~4 小时

                                          

①  相关注册表格下载地址 . http://bida.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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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流程 相关机构 所需材料 所需时间

5. 开设银行账户
任何公共或私人

银行

开设银行账户才能注册增值税。企业需前往

相关银行并开设银行账户。

时 间 1 天（ 与 之

前的程序同时进

行）

6. 获得贸易许可证

各自业务领域的

城市公司或市议

会

第一步：从城市公司① / 市政公司 / 联合办事

处拿到申请表；第二步：将填妥的申请表连

同证明文件提交给相关部门；第三步：由许

可监督员检查；第四步：在相关办公室存入

所需费用；第五步：从城市公司 / 市政公司 /

联合办事处获得贸易许可证。

许可费：1000~20000 塔卡，取决于业务的性

质 / 类型（信息可以从 City Corporation/Mu-

nicipal Corporation/Union Parishad 收集）。对

于有限公司，许可费是根据基础确定的实收

资本。

时间 7 天

7. 为公司取得税务

识别号码（TIN）

证书

国 家 税 务 局

（NBR）或下属

税务机关

每家公司都必须获得国家税务局（NBR）的

TIN 证书。企业家可以在线填写规定的表格

申请并立即获得 TIN 证书。或者，企业可以

在国家税务局下属的相应税务机关（税务委

员会、地区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并获

得税号。

1 天（在线办理）

8. 增值税登记

国 家 税 务 局

（NBR）、 股

份 公 司 注 册 处

（RJSC）

第一步：从 NBR 区办公室或 NBR 网站获得

申请表；第二步：将填写好的申请表连同证

明文件提交给区办公室；第三步：由 NBR 官

员核实文件；第四步：对营业场所进行实地

检查；第五步：获取增值税登记证。该项业

务免费。

1~2 个工作日

9. 在孟加拉国投资

发展局（BIDA）

注册

孟加拉国投资发

展局（BIDA）

第一步：到 BIDA 注册投资处领取当地投资

登记表；第二步：根据任何预定银行的费用

表存入给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的注册费，并

收取付款单 / 银行订单；第三步：将填妥的

申请表连同证明文件提交至相关部门；第

四步：BIDA 审查申请和文件；第五步：如

果申请获得批准，将颁发注册证书。费用为

5000~100000 塔卡。

15~30 个工作日

续	 	 表

                                          

①  如：达卡南方城市公司 Dhaka South City Corporation（DSCC）、达卡北方城市公司 Dhaka North City Corporation

（DN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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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

外资并购

除传统投资方式外，孟加拉国境内外投

资者（包括自然人在内）可通过股份收购或

通过资本市场并购或收购上市公司。

并购相关规定

在孟加拉国并购上市公司，须由并购企

业提出计划，与当地法院一起讨论，并购方

案须经 75% 有投票权的股东投票通过方为有

效。为规范银行或金融机构并购重组的办理

流程，孟加拉国央行制定了银行或金融机构

并购重组指导意见。

相关法律法规

孟加拉国的并购受商业法和行业特定法

律的约束。孟加拉国管理并购交易的主要法

规包括《1872 年合同法》《1994 年公司法》

和《2012 年竞争法》。此外，包括上市公司

在内的公共有限公司必须确保遵守《1993 年

孟加拉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法》《1969 年证券交

易条例》和《2018 年孟加拉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收购、大量股份收购）规则》，以及监

管机构不时颁布的其他证券法和附则。涉及

外国投资和外币的交易也应遵守《1947 年外

汇管理法》。

行业特定法律。如《1991年银行公司法》

《1993 年金融机构法》《2001 年孟加拉国电

信法》《1885 年电报法》《2016 年石油法》和

《2018 年国家数字商务政策》，以及据此颁

布的相关规则和附则。

知识产权法律。涉及品牌重塑、创新知

识产权、商标转让、外观设计专利等的收购

将进一步要求遵守《2009 年商标法》《2015

年商标规则》《1911 年专利和设计法》和

《1933 年规则》。

上市公司适用法律。如果参与并购交易

（包括资产收购、股份收购、合并等）的一

方或多方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以其他方式成

为公共有限公司，则该交易也将适用于《证

券法》《1969 年孟加拉国证券交易条例》，

以及孟加拉证券交易委员会（BSEC）根据该

条例不定期颁布的各种附则。

BSEC 在监管和批准涉及公共有限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和一些特定私人有限公司

的并购交易方面发挥着关键的监管作用。但

是，BSEC 已豁免公私合营（PPP）公司、总资

本不超过 1000 万塔卡的上市公司和总资本不

超过 1 亿塔卡的私人有限公司。管理公共部

门并购交易的主要工具是《2018 年孟加拉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收购、大量股份收购）规

则》，该规则为此类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便利和灵活性，并简化了实质性收购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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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承包

相关规定

孟加拉国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路桥、电

信、电力、疏浚和水厂等基础设施领域。招

标的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议标。对于公开招

标，孟加拉国相关部门会发布招标公告，一

般分为本地招标（Local  Tender）和国际招

标（International  Tender）。仅国际招标

适用于外国企业。招标公告一般通过 3 个渠

道向外公布：一是通过业主网站，基础设施

领域工程的业主多为孟加拉国政府的各个主

管部门，例如电力工程归口电力和能源部管

理，具体项目分布在其下属的各个委员会和

电力公司中，登陆孟加拉国政府网站（www.

bangladesh.gov.bd）可查阅到孟各个政府部

门网址及相关招标信息；二是通过孟加拉国

主流英文报纸刊登招标公告，如 The  Daily 

Star、Financial Express 等报纸，这部分主

要是大型的国际招标项目，对企业资质要求

较高；三是通过向国际组织和各国驻孟加拉

国使馆发出不定向投标邀请。

2010 年 8月，孟政府颁布《PPP政策和策

略》，该文件指出以 PPP 模式进行项目开发

对孟加拉国的重要性。2012 年孟政府颁布了

《PPP项目可行性补贴指导原则》（Guideline 

电建海投公司积极与探索多种交易形式成功获得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电建海投

公司与孟加拉电力发展局正式签订巴瑞萨 350 兆瓦燃煤电站项目《购电协议》及《执行

协议》，标志着该项目成功落地，正式进入融资期及施工建设期。面对孟加拉国激烈的

竞争局面、复杂的审批流程以及紧缺的土地资源等困难，项目团队深入交流、充分配合、

信息互通、迎难而上，于 2017 年 7 月获得巴瑞萨 350 兆瓦燃煤电站项目开发权，实现

了公司在孟加拉国市场电力投资项目零的突破。

在融资过程中，电建海投公司没有实施 100% 股权收购，而是保留了卖方的部分股

权，并约定只有在项目完成特定事项后，卖方才有权退出项目投资。这种形式有助于绑

定买卖双方利益，从而保证卖方对项目推进工作的支持。

案例 1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在收购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寻求对收购对象的完全控股，但这种

交易对整合要求较高，也容易引起监管机构的警惕。探索多种交易形式而不局限于单

一的完全收购（即收购 100% 股权），例如合作伙伴、部分股权收购等，一方面有助于

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绑定双方利益，有助于充分实现整合策

略并防范综合风险。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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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VGF for PPP Project），该指导原则的出

台为 PPP 项目的付费方式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5 年，孟政府通过了《PPP 法》，为 PPP

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明确和透明的法规和程序

框架。2016 年，孟政府颁布了《PPP 项目采

购指南》，详细阐述了 PPP 项目开发所需的文

件和流程。

此外，孟加拉国在总理府办公室下设了

专门的 PPP 局，负责全国 PPP 项目投资人的

选择和管理。允许外国投资者以 BOT、PPP 等

方式，参与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外

国投资者给予国民待遇。

BOT、PPP 项目可以涉及任何社会或经济

基础设施，例如港口、机场、公路、铁路和

桥梁；能源领域的电站、输电线路；民生领

域的经济特区、公共建筑、会议中心、体育

设施、商业地产、住宅、教育建筑、医院、

供水、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具体特许经

营年限由 PPP 局、项目涉及的具体政府部门

和投资人根据本项目资金回收期等具体情况

共同商定，无特定的固定期限。在孟加拉国

PPP 市场上，主要是当地实力较强的财团参与

BOT、PPP 项目，项目主要涉及电力、道路、

学校等基础设施。

目前，孟加拉国 PPP 局已与日本、新加

坡、韩国、阿联酋的有关部门签署政府间 PPP

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孟加拉国从事 PPP 合作

的外国企业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国。

中资企业积极利用 PPP 模式（含 BOT、

BOOT、PFI、BOO、BLT、DBFO 等多种模式），

参与孟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帕亚拉燃煤电

站项目由中机公司和孟加拉国国有的西北电

力公司联合投资建设，项目模式为 BOO，项目

正在建设中。博杜阿卡利 1320 兆瓦燃煤电站

项目是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孟加拉

国乡村电力公司联合投资的电力 PPP 项目，

双方各占股 50%，已于 2019 年 8 月开工。中

国经济工业园项目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与孟加拉国经济区管理局联合投建，项

目合作模式为 PPP，处于一期建设阶段。2018

年 12 月，四川路桥联营体中标的达卡绕城公

路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是孟加拉国首个公

路类 PPP 项目，已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

相关建议

孟加拉国招标公告中，一般简单列明要

求，包括项目的内容、投标公司资质要求、

投标保函和截止日期等。详细内容一般列在

标书之中，需要向业主购买。标书价格不定，

从数百元人民币到数万元不等。购买标书的

联系人和联系地址一般在招标公告的最末段

列明。企业购买标书后，需要密切关注业主

网站的更新。孟加拉国项目经常会发生对公

司资质要求的变化、投标截止日期延期甚至

出现废标的现象。业主的通知一般通过网站、

报纸公布，单独通知投标方的情况不多，需

要投标方予以持续关注。

在招投标程序上，公路、桥梁、铁路和

码头等项目一般先进行资格预审，对投标申

请人的承包能力、业绩、资格和资质、历史

工程情况、财务状况和信誉等进行审查，通

过资格预审后，才能参与项目投标。其他领

域的项目则以技术和商务“双信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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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双信封”要求投标人将投标报价和

工程量清单密封在一个报价信封中，其他商

务和技术文件密封在另一个信封中，并在开

标前将两个信封同时提交招标人。与资格预

审不同，“双信封”投标除了包括资格预审

所需考察的内容外，还需要企业认真组织投

标报价和施工组织设计等。

对于议标，绝大部分都是私人企业就特

定工程进行招标，选定少数几家公司进行逐

个议标，通过综合评定后确定中标方。一般

此类议标，会通过报纸、业主网站等对外公

布，但大多数情况下，业主只会将此类议标

信息告知特定企业投标方。议标相比公开招

标，缺乏透明度，暗箱操作的风险大。除非

企业对业主非常熟悉，且前期经过充分的市

场调查和风险评估，否则建议企业审慎参与

此类私人项目议标。

承揽孟加拉国政府工程项目无须特别许

可。但在通常情况下，招标单位或部门会选

择对有兴趣参与竞标的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

查（资格预审），要求其按资格预审文件的

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符合条件者方可

参与投标。

虽然孟加拉国政府陆续出台了支持 PPP

模式的相关政策及法律文件，但孟的 PPP 模

式仍然存在几个风险：

（1）各项法律法规文件主要是原则性规

定，内容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指导性不强。

对项目的担保机制、风险分担、评标内容设

置、PPP 合同管理、退出机制等问题没有明确

细致的规定。

（2）孟加拉国境内本土金融机构大多为

中小型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且违约风险大，难

以满足 PPP项目融资的需要。孟加拉国当地债

权市场不成熟，通过发行债权进行融资也是困

难重重。目前，孟政府寄希望于双边、多边开

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解决融资问题。

（3）PPP模式在孟加拉国处于起步阶段，

政府官员对 PPP 模式缺乏认识，政府更迭经

常导致政策发生变更，PPP 实践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出现政府不按合同约定付费、配套基础

设施未按约到位、监管不力、社会资本在政

府违约时缺乏有效救济途径等问题，这些都

将给 PPP 私人合作机构带来极大的损失。

（4）PPP 项目周期较长，实际运营过程

中国家安全、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法律法

规调整等都将会影响运营收益。同时，伴随

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传统建筑企业已

成为 PPP 项目的主力，但传统建筑企业的优

势在于项目实施，而非项目运营管理，专业

运营管理人员的缺失及运营管理能力的薄弱

也将影响了项目的有效运营。

鉴于以上风险，我国企业在承接 PPP 项

目时可参照以下建议：

（1）应抓住孟加拉国 PPP 项目发展的机

遇，关注各 PPP 项目的差异性需求，做好项

目融资风险评估。

（2）与孟加拉国政府合作，根据孟加拉

国金融体制及项目特点探索最适合该项目的

融资方式。

（3）企业可在国内形成联合体，共同对

外承接 PPP 项目，实现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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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孟历史上最大的铁路项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与

孟加拉国铁路公司（BR）签署“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总

金额为 3498.8 亿塔卡，是孟历史上最大的铁路项目。该项目位于孟加拉国中西部，东起

达卡，经帕德玛公铁两用大桥，西至杰索尔（Jessore），全长 215.22 公里。项目施工难

度较大，包括 43.22 公里的循线及侧线、66 座大型桥梁、244 座小型桥梁涵洞以及 21.85

公里高架桥等。

项目建成后，孟加拉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并有力带

动上述地区及孟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该铁路通道也将促进孟加拉国与中国、印

度、缅甸的经贸往来，推动孟加拉国经济持续的发展。

案例 2

孟加拉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着极大的潜在需求，而我国企业近年来在路桥搭

建、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外工程管理方面已经达到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潜在

需求的驱动下，我国企业可以积极走出去参与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建设。

启示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 PPP 方式承建孟达卡机场高架快速路。

达卡机场高架快速路是孟加拉国政府为改善首都达卡的交通状况而规划的首个交通 PPP

项目和第一条城市快速通道，也是孟政府最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该道路始于

达卡国际机场，南北方向贯穿主城区，终点连接达卡—吉大港高等级公路，主线全长约

20 公里，并包括 3.1 公里的辅线。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按

照 50%、50% 组成的联合体与达卡第一高架快速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中国水电建除以

中国水电品牌承担该项目的 EPC 工作外，还将参与该项目投资及运营工作。

案例 3

该项目是我国公司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源，与国内专业公司强强联合、优势互

补，“抱团出海”，合作推进“投建营一体化”模式的有益探索，对实现企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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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联合研发

1978 年中国领导人首次访孟，签订了经

济技术和科技合作协定。之后分别于1991年、

1996 年、2002 年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2005年起，中孟双方开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并于 2010 年、2014 年、2016 年、2019 年多次

发表联合声明，落实和深化在科技领域方面

达成的共识。

习近平主席 2016 年访孟期间签署的两

国联合声明框架文件中提出，建设“中—孟

饮用水安全与水环境治理联合研究中心”。

2018 年，为全面推进与孟加拉在水与环境领

域的科技合作，加快推动饮用水除砷项目造

福当地民生，中国科学院牵头对孟地方政府

与发展部（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Rural  Development）、孟工程技术大学

进行访问，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2017 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启动了中

国科学院国际伙伴计划“一带一路”科技合

作专项“南方污染观测与研究计划”（SCP），

拟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低纬度带

国家和地区就大气、海岸带水体、污水以及

高污染区的毒害化学品污染开展观测与评估

研究，于 2018 年 1 月与达卡大学签订了科技

合作协议备忘录，并在包括达卡在内的 6 个

城市、21 个点位布设了采样装置。

2019 年，中孟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共同推动实施“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

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等重点合作。双方

同意进一步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交流

合作。中方愿帮助孟方提高应对气候变化

能力。

3　投资目标行业

孟加拉国基础建设较为薄弱，以工业和

服务业发展为主，优势的产业部门是其纺织

业。企业选择投资目标行业时可参照其重点

规划的开发项目和行业部门进行投资。

据孟加拉国 2019—2020 财年年度项目

开发规划，在 2019 年召开的孟加拉国家经济

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2019—2020 财

年年度项目开发规划（Annual  Development 

Program）。该规划共涉及 1475 个项目，资

金总额为 2.03 万亿塔卡（合美元 240 亿），

同比增长 21.39%。其中有 14 个重大项目，合

计将获得 4514 亿塔卡资金支持，占规划资金

总额的 22.27%。获资额度较高的重大项目见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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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电力行业

行业优势

供需缺口大。电力短缺是制约孟加拉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尚有 5%左右的人口未

实现电力覆盖。而孟政府预测电力需求在 2021

年将达到23000兆瓦，2041年达到57000兆瓦。

电力部门的投资需求约为 180 亿美元。电力

部门是孟加拉国整体发展的重中之重。

政府支持。孟政府为电力投资者提供了

大量财政激励和便利政策，专门制定《2010

年特殊电力法》以使电力项目不受干扰，以

鼓励电力设备制造企业抓住孟加拉国大力发

展煤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电网升级改造

等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孟电力工程建设，

带动超高压输变电设备、特高压设备、光

伏电池组件、核电技术等新型电力设备和技

术出口。

代表性企业

孟加拉国本土最大的发电、输电和配

电企业集中在达卡地区，其中多琳发电系统

有限公司（DOREEN  POWER  GENERATIONS  AND 

SYSTEMS  LTD）是孟加拉最大的电力集团。

其次，顶峰比比亚纳电力有限公司（SUMMIT 

BIBIYANA II POWER CO.LTD）、达卡配电有限

公司（DHAKA POWER DISTRIBUTION CO.LTD）、

达卡供电有限公司（DHAKA ELECTRIC SUPPLY 

CO.LTD）都是知名的电力企业。

3.2 纺织品和服装

行业优势

产业规模庞大。纺织和服装业是孟加拉

国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2019—2020 财年的

出口额超过 279 亿美元。孟是仅次于中国的

第二大服装出口国。孟加拉国的成衣工厂为

世界领先的品牌和零售商设计和生产服装。

过去十年成衣（RMG）行业的惊人增长创造了

表 3-4　孟获资额度较高的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亿塔卡）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亿塔卡）

项目名称
资助金额

（亿塔卡）

卢普尔核电

站项目
1498 达卡地铁项目 721.2 帕德玛大桥项目 537

帕德玛铁路

连接线项目
399.5

马塔巴里燃

煤电站项目
305.6

达卡国际机

场扩建项目
275

达卡电网系统扩

容和升级项目
210.8

全国电网改

造升级项目
140.7

达卡高架高

速公路项目
134.9

吉大港至考克斯

巴扎铁路项目
110.5

帕亚拉深水

港项目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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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工厂和就业机会。据孟加拉国服装制

造商和出口商协会（BGMEA）统计，目前孟加

拉国约有 2000 多家纺织厂和 6000 多家成衣

加工厂，纺织行业就业人数超过 500 万人，

其中约 80% 为女性。

政府支持。在成衣行业中，对织物的需

求大大超过当地供应，目前通过进口来满足。

向产业链前端延伸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机会，

并得到政府激励措施的支持：向在当地采购

面料的出口商提供面料成本的15%现金补贴。

此外，政府允许私营部门建立新的纺织 /成

衣厂，或与现有纺织 /成衣厂合资，或收购正

在私有化的公共部门纺织厂或者通过金融服务

和 /或租赁进行的间接投资。同时，政府通过

为机械备件和原材料提供较低的关税、现金奖

励、低税率和低成本资金等来支持纺纱厂。

产业部门具有多重优势。孟加拉国是世

界第二大服装生产基地。能以高技能劳动力

按时、可靠地生产极具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成衣产业集群也为当地供应商提供了熟练劳

动力、培训和技术开发设施。从产业贸易地

位的角度，孟成衣部门与欧盟和美国已建立

有利贸易关系。以其在南亚的独特的区域位

置，可扩展到主要的东部和其他市场。

代表性企业

孟加拉国本土知名服装企业是哈米姆

集 团（Ha-Meem）、Beximco 服 装 公 司、

Square  Fashions  Limited、DBL 集团和 Opex 

Sinha 集团等。其中哈米姆集团是孟最大的

服装企业，经营全国 26 家服装厂，拥有员

工 50000 人。我国的利德成服装有限公司

（LIZFASHION）是孟最大的中资制衣公司。

3.3 轨道交通行业

行业优势

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带来机会。随着经济

的持续发展，达卡开始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

这影响了全国最大都市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政

府和公共交通机构为此起草了一些文案，接受

了任务并开始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目前孟加

拉国整体的交通基础设施较差，部分地区仍以

巴士为主要交通工具。

政府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以孟加拉国

政府积极引进轨道交通投资和推进与周边国

家铁路互联互通为契机，中资企业可以利用

在设计、施工、装备等方面融资的优势，以

PPP、BOT 等形式开展工程承包及投资，带动

机车车辆、通信设备等产能输出。中资企业

有广泛的机会，可以在孟加拉国建设轨道交

通设施生产、组装、检测、维护等一站式服

务基地。

代表性企业

孟加拉国本土知名运输和物流公司包括：

MGH Group、Therap Services/BanglaCat、ZIM 

Integrate Shipping Service、Maersk 等。

3.4 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

行业优势

产业形成规模。目前，超过 800 家 IT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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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孟加拉国蓬勃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上占

据重要份额。预计 IT 行业总规模为 1.2 亿美

元（包括出口），软件对整个行业收入的贡

献约为 44%，而 ITES 对整个行业收入的贡献

约为 56%。该行业雇用了大约 30000 名专业人

员，其中大多数是 IT 和其他毕业生。行业总

投资超过 5000 亿，是孟加拉国 FDI 的最大贡

献者。此外，在线外包、数据录入和呼叫中

心业务也在蓬勃发展。

网络覆盖率提升规划带来契机。结合中

国通信企业在孟加拉国经营多年的市场竞争

优势，可以利用孟政府推广 4G 网络的有利时

机，加强与当地主要运营商的合作。围绕孟

加拉国力争在 2020 年实现电话覆盖率 100% 以

及宽带覆盖率提升至 35%的目标，积极同孟相

关部门和运营商开发新项目，并以投资、兼

并收购等方式参与通信运营。

代表性企业

孟 加 拉 国 本 土 知 名 ICT 公 司 包 括：

TigerIT 孟加拉有限公司、Datasoft Systems

孟加拉有限公司、麦格尼托数码有限公

司（Magnito  Digital）、 南 方 科 技 集 团

（Southtech）等。

3.5 造船业和相关海洋工程部门

行业优势

需 求 巨 大。孟加拉国河网密布，地势

低洼，内河航运发达，船舶需求量巨大，同

时孟印已解决孟加拉湾的划界纠纷，海洋开

发将成为新的热点。中资企业对孟出口散装

船、集装箱船、成品油船及海洋工程设备，

鼓励企业在孟投资设厂，建立分销和服务

网络。

成本优势。孟有 130 家造船公司，造船

成本比中国便宜 15%，质量相当。其劳动生

产率高，平均每小时人工费用仅为 1 美元。

全球造船市场规模为 16000 亿美元，孟加

拉国仅占全球小型船舶市场订单的 1%，达

到 40 亿美元，目前产能占全球造船产量的

0.84%。因此孟加拉国将该部门定为重点发

展部门。

代表性企业

FMC 造 船 有 限 公 司（FMC  Dockyard 

Ltd）、西洋船厂有限公司（Western  Marine 

Shipyard  Ltd）、高速造船工程有限公司

（Highspeed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Co.Ltd）、阿南达造船厂和船台有限公司

（Ananda  Shipyard  and  Slipways  Ltd）、

可汗兄弟造船有限公司（Khan  Brothers 

Ship  Building  Limited）。其中，高速造船

工程有限公司是与三井造船株式会社合作的

日孟合资公司，阿南达造船厂和船台有限公

司是孟私营部门中最大的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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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孟加拉国投资建议与典型
　		案例

4.1 投资建议

中孟两国经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

互补性强。孟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

廉，且政府积极改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

创建出口加工区、特殊经济区，制订了庞大

的经济发展计划。随着“中印孟缅经济走廊”

建设发展，我国跟孟加拉的经济合作必将迎

来更多的机遇。

提高经济风险防范意识

孟目前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秩序、法

律与政府行政管理均不佳；政府腐败成风，

已连续两年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最腐

败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多次出现信用证

方式下仍无法确保货款及时和安全收取的情

况。企业在孟要提高经济风险防范意识，在

开展经贸活动时，开展资信调查尤为重要。

做好资信调查工作，可以降低贸易欺诈的风

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生贸易纠纷时的协

商成本。此外，合作时选用信用较好的金融

机构，如，孟加拉国信用较好的银行包括：

Primer  Bank  Ltd，Prime  Bank  Limited、

One Bank Limited、Export Import Bank of 

Bangladesh Limited（EXIM BANK）。

提高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

预案

孟加拉国罢工、游行较多，尤其是在大

选及地方选举期间，中资企业应密切关注当

地媒体对政治集会与安全事件的跟踪报道，

提高警惕。同时，中资企业需要注意生产安

全，加强施工管理，避免出现伤亡事故，对

于一些意外事故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要积

极采取措施化解。此外，也要建立内部的风

险评估机制，制定应对策略，购买相应的保

险产品，以降低风险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孟加拉国是全球工会组织最发达的国家

之一，工会力量强大，工会组织超过 6400 多

个，有 12 个大型工会组织。孟加拉国的宪法

保障工人有集会的自由，同时也允许工人经

政府批准自由成立工会组织。由于孟加拉国

过去政局不稳定，有的政客出于政治目的鼓

动工会代表，组织工人上街游行、罢工或与

雇主对抗。中资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要与工会

组织保持必要的沟通，了解员工的动态，邀

请工会成员参加管理，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

识，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

争取民众的支持，取信于当地民众

中资企业目前在孟经营的主要阻碍就是

民众的抗议，有的项目因此而停工甚至取消，

有的因此延长工期，给企业带来损失。中资

企业在项目启动前及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

虑民众的诉求，尽最大可能满足当地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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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利益。除尽可能招聘本地工人以外，

还应当积极走进当地社区，与当地民众建立

一种融洽和睦的关系，让当地民众了解和

接受企业。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经营

中国企业在孟投资合作，尤其要注意合

规经营，特别是涉及可能引起公众舆论强烈

反响的项目。涉及征地拆迁补偿的，应依据

孟当地的法律程序推动项目实施；涉及环境

保护的，应依法做好环境影响评估、初期环

境检测等工作，取得相关环保许可，科学规

划并依法合理解决污染问题。对于已发生的投

资合作纠纷，应当严格依据法律和合同约定处

理，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4.2 典型案例

嘉兴某公司与孟加拉国某银行信用证结算纠纷案

案例概况

2021 年 3 月 19 日，嘉兴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向浙江省国际商事法

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商法中心”）求助，请求协助解决与孟加拉国某银行（以下

简称“孟银行”）之间的信用证结算纠纷。嘉兴公司称，其与孟加拉国某公司（以下

简称“孟公司”）在 2020 年 6 月签订了总金额 8 万多美元的国际贸易合同，分为两个

批次订单，付款方式为即期全额信用证。之后，嘉兴公司收到了该公司向孟银行申请

开立的两份正本信用证并按约进行发货交单，但到期后孟银行却拖延支付信用证下全

部款项。

主要实践

争议的两份信用证中，有一份并不存在不符点，而另一份孟银行则认为存在不

符点（汇票上签名和发票上签名不一致；部分受益人证明未提及起始港与卸货港）。

孟银行回复称，由于买方遭遇高额的港口费及海关税费，因此要求每笔信用证项下

款项打对折支付。嘉兴公司不同意 50% 的折扣，并通过通知行发孟银行报文，坚持

两笔款项最多 10% 折扣。孟银行又再次将折扣要求降低到 25%，但嘉行公司坚持最

多给予 10% 的折扣，并要求其尽快支付两笔款项。

4 月 27 日，嘉兴公司收到无不符点信用证项下 90% 款项，但另一笔信用证仍未

收到款项。同时，通知行也收到孟银行报文，称由于存在不符点的信用证的开证人

（孟公司）既没有接受不符点，受益人（嘉兴公司）也未消除不符点，需由孟公司

与嘉兴公司进行协商后才能放款。因此，关于另一份信用证项下款项将由嘉兴公司

与孟公司就不符点争议自行协商并达成一致后再由孟银行支付。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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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以往企业反映的情况统计，孟加拉国银行会出现信用证开证行无理拒付。

孟部分银行包括国有银行如 RUPALIBANK，在进行以信用证方式贸易结算时，一味地袒

护其进口商利益，而不遵守国际结算惯例履行其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

因此，即使采用信用证付款方式，企业仍需做好各项风险防范措施。不仅要重

视信用证结汇所需的单据，还应当关注外商申请开立信用证的银行的资信情况和孟加

拉国的外汇政策，选择资信较好的银行尤其是著名的跨国银行作为开证行等。同时

适当留意信用证议付银行或承兑银行的资信情况。孟加拉国信用较好的银行包括：

Primer Bank Ltd，Prime Bank Limited、One Bank Limited、Export Import Bank of 

Bangladesh Limited（EXIMBANK）。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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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加拉国金融市场概况

当地货币

孟加拉国货币为塔卡（BDT）。1994 年 3

月 24 日，孟加拉国政府宣布塔卡为经常项目

下可自由兑换货币，但对资本项目仍然实行

严格的外汇管制，导致金融体系与国际接轨

程度甚低，因此长期以来虽然银行体系内币

值相对稳定，但也同时创造了地下换汇市场。

21 世纪以来，塔卡兑美元处于持续贬值

状态，从 2000 年的 1 美元兑 50.31 塔卡下跌

至 2016 年的 1 美元兑 78.4 塔卡。2013 年以

后，汇率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78塔卡左右。

根据孟统计局数据，2020—2021 财年，塔卡

兑美元的平均汇率为84.85塔卡兑换1美元。

目前，孟加拉国央行许可各商业银行设

                                          

①  孟加拉国央行 . http://bb.org.bd.

立人民币账户，但尚未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

议，人民币与塔卡不能直接兑换。

孟加拉国的金融体系按监管程度分为三

类部门：①正规部门，半正式部门，非正式部

门。正规部门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

融机构）、保险公司、资本市场中介机构（如

经纪公司，商业银行等）、小额信贷金融机

构（MFI）。半正规部门包括不受中央银行、

保监会、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机

构管辖的机构，主要包括专业金融机构（如

房屋建筑金融公司（HBFC）、帕里噶 Sahayak

基金会（PKSF）、Samabay 银行，乡村银行及

非政府组织。非正规部门包括完全不受中央

调控的私人金融中介机构。

表 4-1　孟加拉国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孟加拉国中央银行（BB）

主要本土商业银行

加纳塔（Janata）银行 阿格拉尼（Agrani）银行有限公司 索纳利（Sonali）银行

孟加拉国发展银行

（Bangladesh Develop-

ment Bank Limited）

孟加拉国小型工商业银行（Ban-

gladesh Small Industries and Com-

merce Bank Limited）

鲁帕利（Rupali）银行

主要外资银行

花旗银行 阿尔法拉银行

斯里兰卡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哈比卜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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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银行体系

孟加拉国银行数量众多，①目前共有 66

家银行，其中包括 61 家定期银行：6 家国有

银行（SOCB）、3 家专业银行（SDB）、43 家

私人商业银行（PCBs，包括 10 家伊斯兰教

银行）、9 家外商业银行（FCB）。还包括 5

家非定期银行：Ansar  VDP  Unnayan 银行，

Karmashangosthan 银行，格莱珉银行，银禧

银行，Palli Sanchay 银行。非定期银行是为

了特殊和确定目标而设立的银行，不属于附

表银行。这些银行只能执行预定银行的部分

功能。

外资银行中以渣打银行为首，另有汇丰

银行、花旗银行较为人所熟知。由于公私营

银行服务效率差别甚大，近年来孟人民倾向

使用私人银行。孟银行大多发行提款卡及支

票簿给开户者，但各银行多自设独营的提款

机，跨行提款在孟尚不普遍；信用卡在孟使用

较为便利，但仍以在大城市内使用为主。

中央银行

孟加拉国国家银行（Bangladesh  Bank，

BB）是其中央银行，在孟加拉国金融体系中

处于核心地位，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

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控制货币发行

与储备；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管理货币及

信用系统以稳定货币价值；管理外汇储备；

监督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和发展国

家生产性资源以维护国家利益等。

专业银行

孟加拉国科里什银行（Krishi） Rajshahi Krishi Unnayan 银行

中资银行

迄今，尚无中资银行机构在孟加拉国设立分支机构。

主要保险公司

萨达兰恩保险公司（SBC） 吉班保险公司（JBC）

证券交易所

达卡证券交易所（DSE） 吉大港证券交易所（CSE）

金融监管机构

孟加拉国银行（中央银行） 保险发展及监管局（IDRA）

证券交易委员会（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监管） 小额信贷监管局（MFI 管理局）

续	 	 表

                                          

①  孟加拉国国家银行 . https://bb.or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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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国家银行

地址　　Bangladesh Bank，Motijheel，Dhaka

电话　　+88-2-55665001-6

网址　　https://www.bb.org.bd

邮箱　　webmaster@bb.org.bd

主要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孟加拉国金融体系的主体。

商业银行产权体制分为政府所有、私人所

有和外资 3 种形式。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分

别为：阿格拉尼（Agrani）银行、加纳塔

（Janata）银行、鲁帕利（Rupali）银行、

索纳利（Sonali）银行、孟加拉国发展银行

（Bangladesh Development Bank Limited）

和孟加拉国小型工商业银行（Bangladesh 

Small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Bank 

Limited）。私人商业银行主要有：Standard 

Bank、Mutual  Trust、Bank  Asia、EBL、

BCBL、Prime Bank Ltd. 等。

加纳塔银行（Janata Bank Limited）。

加纳塔银行是孟加拉国第二大国有商业银行，

在该国的整体金融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该银行根据《1972 年银行国有化令》

第 26 号（总统令）合并了以前的联合银行有

限公司（Vnired Bank Ltd.）和联盟银行有限

公司（Vnion Bank Ltd.），成为“Janata 银

行”，并于 2007 年 11 月重组为有限公司。自

1972 年成立以来，银行为孟加拉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并帮助该国构

建了稳固的金融基础。Janata银行在全国设有

912家分行，其中4家位于阿联酋的海外分行。

加纳塔银行

地址
　　110, Motijheel Commercial Area 

　　　　Dhaka-1000

电话　　+88-2-9560000

网址　　https://www.jb.com.bd

邮箱　　mis@janatabank-bd.com

阿格拉尼银行有限公司（Agrani Bank 

Limited，ABL）。该银行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根据《1994年公司法》成为国有商业银行。

该银行在总行设有 11 个办事处、53 个区域办

事处和 37 个部门。ABL 已创建 960 家分支机

构，其中包括36家公司分支机构，44家AD（授

权经销商）分支机构，所有分支机构均提供

实时网上银行服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加拿大还拥有五家子公司：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中小企业（SMEs）融资公司和汇款公司

等。ABL 是孟加拉国第一家引入代理银行业务

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ABL拥有280个代理，

在孟加拉国农村地区开展代理银行业务。

阿格拉尼银行有限公司

地址
　　9/D Dilkusha Commercial Area 

　　　　Dhaka-1000

电话　　+88-2-9566153-54 

传真　　+88-2-9562346

网址　　https://www.agranibank.org

邮箱　　mdagrani@agrani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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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纳 利 银 行（Sonali Bank Limited，

SBL）。Sonali 银行通过 1972 年银行国有化

令（第 26 号总统令）清算了当时的巴基斯坦

国家银行、总理银行和 Bhwalpur 银行，成为

最大的国有化商业银行。作为一家完全国有

的机构，该银行一直通过承担政府委托的各

种社会经济计划、参与货币市场活动来履行

其国家建设责任，涵盖经济的各个领域。

索纳利银行

地址
　　35-42, 44 Motijheel Commercial 

　　　　Area, Dhaka, Bangladesh

电话　　+88-2-9550426-31

传真　　+88-2-9561410

网址　　http://www.sonalibank.com.bd

邮箱　　itd@sonalibank.com.bd

孟加拉国发展银行（Bangladesh Deve-

lopment Bank Limited，BDBL）。该银行成立

于2009年11月16日，是一家公共有限公司，

由国有的孟加拉国 Shilpa 银行和 Shilpa 

Rin  Sangstha 合并而成。BDBL 银行在全国

有 46 家分行，通过其分行网络为客户提供

各种商业银行服务，如外贸融资、外汇业

务、外汇汇款、BDBL 证券服务、BDBL 投资

服务、绿色融资等。

孟加拉国发展银行

地址　　8, Rajuk Avenue, Dhaka-1000

电话　　+88-2-9555151-59

传真　　+88-2-9562061

网址　　http://www.bdbl.com.bd

邮箱　　info@bdbl.com.bd

孟加拉国小型工商业银行（Bangladesh 

Small  Industries and Commerce Bank 

Limited，BASIC）。该银行的成立是因为该

国的政策制定者感到迫切需要私营部门的银

行为小型工业（SSI）融资。起初，该行是

BCC 基金会 70% 股份和孟政府（GOB）30% 股

份的合资企业。BCCI 关闭后，BCC 基金会无

法运作，孟政府接管了该银行的100%所有权，

变成国有银行。然而它仍然像私人银行一样

运作。它是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混合体，

可贷资金的 50% 投资于中小企业领域。

孟加拉国小型工商业银行

　　　　Sena Kalyan Bhaban (6th Floor)
地址　　195 Motijheel C/A, Dhaka 1000 
　　　　Bangladesh

电话　　+88-2-9568190

传真　　+88-2-9564829

邮箱　　basicho@basicbanklimited.com

网址　　https://www.basicbanklimi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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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帕利银行（Rupali Bank Ltd，RBL）。

1972 年由 3家商业银行合并而成，即穆斯林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澳大拉西亚银行有限公司和

标准银行有限公司，这 3家银行在当时的东巴

基斯坦经营。RBL拥有 585家分行。

外资银行

孟加拉国现有 9 家外国商业银行：阿尔

法拉银行、花旗银行、斯里兰卡商业银行有

限公司、哈比卜银行有限公司、巴基斯坦国

民银行、渣打银行、印度国家银行、汇丰银

行及友利银行（Woori Bank）（见表 4-2）。

鲁帕利银行

地址
　　34 Dilkusha Commercial Area，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
　　+88-2-9551625, +88-2-9551525

　　　　+88-2-9552184

传真　　+88-2-9564148, +88-2-9552671

邮箱　　info@rupalibank.org

网址　　http://www.rupalibank.org

表 4-2　孟加拉国主要外资银行联系方式①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阿尔法拉银行

（Bank Alfalah 

Limited ）

该银行是一家巴基斯坦零售银行，是阿

联酋阿布扎比集团的子公司。是巴基斯

坦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拥有 700 多家

分行。通过广泛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

企业、机构和政府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包括企业和投资银行、消费者银行和信

贷、证券经纪、商业、中小企业、农业

金融、伊斯兰银行服务和资产融资。

地址：168 Gulshan Avenue，Dhaka 1212

电话：+88-2-8833112-4（分机 205、219）

传真：+88-2-9896782

邮箱：customercomplaint@bankalfalah.com.bd

网址：www.bankalfalah.com/bd

SWIFT：ALFHBDDH

花旗银行

花旗拥有完善的金融机构业务，支持该

国国有银行和私营银行的跨境交易。花

旗交易服务通过其屡获殊荣的现金管

理、贸易服务、代理和信托以及直接托

管和清算解决方案为孟加拉国企业、金

融客户和公共部门客户提供支持。

地址：109 Gulshan Avenue，Dhaka 1212，

　　　Bangladesh.

电话：+88-2-8855139-41

传真：+88-2-9899126

网址：www.asia.citibank.com

SWIFT：CITIBDDX

                                          

①  孟加拉国国家银行 . https://bb.or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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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斯里兰卡商业

银行有限公司

在孟加拉运营 10 年，CBC 将其分行网

络扩展到 10 家分行。独特的产品和服

务、卓越的服务质量以及针对企业和个

人银行客户需求的高效定制解决方案是

CBC 在孟加拉国取得成功的标志。提供

个人、企业、中小企业银行服务，离岸

银行业务，托管业务，汇款和贷款等。

地址：Hadi Mansion, 2 Dilkusha Commercial 

　　　Area, Dhaka 1000

电话：+88-2-7114125

传真：+88-2-9565707/9566574

邮箱：email@combankbd.com

网址：www.combank.net.bd

SWIFT：CCEYBDDH

哈比卜银行

有限公司

是 1947 年在巴基斯坦成立的第一家商业

银行。多年来，HBL 扩大了其分支机构

网络，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在全球拥

有 1600 多家分支机构和 1700 台 ATM，

客户群超过 800 万。HBL 的业务遍及 29

个国家 / 地区，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跨

国公司。

地址：South Avenue Tower, 7 Gulshan Avenue,

　　　Road 3, Gulshan 1, Dhaka 1212

电话：+88-2-9883505/9888492/9884954

传真：+88-2-9883064

邮箱：complaint.bd@hbl.com

网址：www.hbl.com/bangladesh

SWIFT：HABBBDDH

续	 	 表

政府专业银行

孟加拉国有两家专业银行，分别为科里什

银行（Bangladesh Krishi Bank，简称BKB）和

Rajshahi Krishi Unnayan 银行（RAKUB），主

要为农业和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孟加拉国科里什银行（BKB）是孟加拉

国100%政府所有的专业银行。自成立以来，

孟加拉国科里什银行（BKB）

地址
　　83-85 Motijheel Commercial Area, 

　　　　Dhaka 1000

电话　　+88-2-9560021

传真　　+88-2-9561211/9556903/9553028

邮箱　　info@krishibank.org.bd 

网址　　http://www.krishibank.org.bd

BKB 在农业领域的融资力度非常大。BKB 还从

事商业银行业务、信用和扶贫业务等。

R a j s h a h i  K r i s h i  U n n a y a n  B a n k

（RAKUB）是孟加拉国的一家国有专业银行，

具有区域性。该银行是政府为 Rajshahi 和

Rangpur行政区的农业提供重症监护的计划，

Rajshahi Krishi Unnayan Bank
（RAKUB）

　　　　272 Banalata Commerical Area,  
地址　　Airport Road, Rajshahi 6210,  
　　　　Bangladesh

电话　　+88-7-21862439

邮箱　　info@rakub.org.bd 

网址　　http://www.rakub.or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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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地区的 3500 万人提供生计。Rajshahi 和

Rangpur 地区以粮食生产过剩为特征，俗称

“国家粮仓”。除了办理农业信贷外，RAKUB

还通过所有 377 家分行提供存款银行服务、

中小企业银行，并服务于扶贫、创业、绿色

融资、茶叶信用等项目。

非银行金融机构

2021 年孟加拉国有 34 家非银行金融机

构（FI），1 家成立于 1981 年，2 家完全由

政府所有，1 家是 SOCB 的子公司，15 家由

国内私人发起，15 家由合资企业发起倡议。

金融机构受央行监管，其主要资金来源为定

期存款（至少 3 个月）、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信贷、债券、证券等。

中资银行

迄今，尚无中资银行机构在孟加拉国设

立分支机构。

1.2 证券市场

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孟加拉国资本市场的

管理机构，依据《199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法》

行使职权，对参与资本市场经营活动的机构

实施管理。

达卡证券交易所（Dhaka Stock Ex-

change Ltd，DSE）

位于达卡 Motijheel，是孟加拉国最大

的证券交易所（另一家为吉大港证券交易所，

市场份额仅占 5%），成立于 1954 年，并于

1956 年开始正式交易。最初，该交易所称为

东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协会有限公司。1964

年更改为现用名。达卡证券交易所注册为公

众有限公司（PLC），并受 1969 年《孟加拉

国证券交易条例》、1994 年《公司法》和

《1993 年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法案》的

约束。交易所发布两个指数：DSE30 指数、

DSES 指数。

截至2020年4月，共有上市公司589家，

市值 462 亿美元。2019 财年交易金额为 174

亿美元。2018 年 5 月，中国深交所和上交所

组成的联合体正式收购达卡证券交易所 25%

的股份。达卡交易所拥有股票、债券、共同

基金以及场外市场。交易以股票市场为主，

占全部交易金额的 98.6%。

达卡证券交易所

　　　　Dhaka Stock Exchange Ltd Stock 
地址　　Exchange Building, 9/F Motijheel 
　　　　C/A Dhaka-1000

电话　　+88-2-223384601-07

传真　　+88-2-223384727

网址　　https://www.dse.com.bd

吉大港证券交易所（Chittagong Stock 

Exchange，CSE）

成立于 1995 年，位于吉大港市中心的

阿格拉巴德商业区。截至 2020 年，总市值超

过 380 亿美元。主要指数包括 CSE30、CSCX、

CASPI、CSI、CS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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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港证券交易所

电话
　　+88-3-1714632-3

　　　　+88-3-1720871-3

传真　　+88-3-1714101

邮箱　　info@cse.com.bd

1.3 保险市场

根 据 2011 年 1 月 26 日 颁 布 的《2010

年保险业发展与监管机构法》，孟加拉国

成 立 了 保 险 发 展 与 监 督 局①（Insurance 

Development  &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Bangladesh，IDRA）。孟加拉国政府颁布了

《2010年保险法》，以发展和规范保险业务。

孟加拉国保险发展及管理局公开数据显

示，孟加拉国现有 32 家寿险公司（含一家外

资寿险公司），46家非寿险公司，其中包括两

家国有保险公司：Sadharan Bima Corporation

（非寿险）和 Jiban Bima Corporation（寿

险）。这些公司受到法律和指导方针的监管，

并受到 IDRA 监督。以下列举两家在孟较为知

名的保险公司。

吉班保险公司（Jiban Bima Corpora-

tion，JBC）

是孟加拉国唯一的国有寿险公司，成

立于 1973 年，整合了 37 家人寿保险公司的

1570 千万欧元（1.57 亿美元）的资产和负

债。自成立以来，JBC 追求两个基本目标：

首先，覆盖风险并培养人民的储蓄习惯；其

次，通过创新的人寿保险计划为该国的经济

发展筹集资金。JBC 拥有全国最大的网络，覆

盖 8 个地区，拥有 12 个公司，81 个销售部和

452 个分支机构。2019 年 JBC 的人寿基金已

达 204.9 亿塔卡。②

吉班保险公司

地址
　　Head Office 24, Motijheel,

　　　　 Commercial Area Dhaka, Bangladesh

电话
　　+88-1-9551414

　　　　+88-1-9559041-2

传真　　+88-1-9561825/9550796

邮箱　　info@jbc.gov.bd

萨达拉恩保险公司（Sadharan Bima 

Corporation，SBC）

是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在孟加拉国财政

部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下运作。它是根据 1973

年《保险公司法》（第 VI 号法案）于 1973

年 5 月 14 日成立的，负责处理孟加拉国境内

的所有普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SBC 在 1984

年之前一直是一般保险的唯一保险人。1984

年，孟政府颁布了《保险公司（修订）条例》，

允许成立私营保险公司，才陆续出现竞争者。

因此，SBC 有强大的财务基础，它的市场份额

超过孟加拉国保险市场总保费收入的 20%。

SBC 是孟加拉国投资公司、工业发展和租赁公

司、国家茶叶有限公司、国家住房金融和投

                                          

①  孟加拉国保险发展与监督局 . http://www.idra.org.bd.

②  吉班保险公司 . http://www.jbc.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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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Aramit 有限公司、中央存款库

BD 有限公司等的发起人股东。2021 年 SBC 成

为“AAA”信用评级机构。①

萨达拉恩保险公司

　　　　Head Office, 33, Dilkusha 
地址　　Commercial Area,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　　+88-2-9572277

传真　　+88-2-9564197

邮箱　　info@sbc.gov.bd

1.4 监管机构

孟加拉国设有四大金融监管机构，分

别为中央银行、保险发展及监管局、证券交

易委员会、小额信贷监管局（Microcredit 

Regulatory  Authority，MRA）。中央银行②

负责监管 58 家定期和 5 家非定期银行，34 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发展及监管局③负责监

管 18 家寿险公司和 44 家非寿险公司。证券

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

商和经纪人，商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

用评级机构等。小额信贷监管局负责监管 599

家微型金融机构（MFI）。

孟加拉国央行（BB）

对孟银行和金融机构、国外银行进行审

慎监管、风险管理并制定信息披露框架，确

保个别机构的偿付能力和流动性，维持整个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除保障小额存款外，BB

对持牌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现场和非

现场监管，并有充分的财务信息披露要求，

确保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款人、金融资产投

资者的存款安全。

保险发展及监管局（IDRA）

由一名主席和四名成员，一些执行董事

和执行机构不同职能的董事组成。IDRA 成

立的目的是监督保险业务并维护保单持有人

的利益，促进孟加拉国保险业的发展，并就

该行业发展向政府提供各方面的建议。根据

《2010 年保险业发展与监管机构法》，该机

构负责控制与保险和再保险业有关的机构。

IDRA的主要责任包括提供保险人、再保险人、

调解人的注册和证明，以及续展、修改、扣

留或取消此类注册；负责保险机构的检查、

查询和调查；制定新政策；控制资金和投资；

维持偿付能力保证金并确定拟议的保险费率，

使保险人受益；解决争端或索赔以及提供准

备精算报告的程序。

证券交易委员会（BSEC）

成立于 1990 年 6 月 8 日，依据证券交易

                                          

①  萨卡拉恩保险公司 . http://www.sbc.gov.bd.

②  详见本章 1.1 央行的介绍。

③  详见本章 1.3 关于 IDRA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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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1993 年出台的《孟加拉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法》监管国家资本市场。该委员会由主

席和四名由政府任命的全职专员组成。主席

担任委员会的行政总裁。该委员会是一个法

定机构，隶属于财政部。BSEC 的目标是：保

护证券投资者的利益；推动形成一个公平公

开有效的证券市场；保障证券的正常合法发

行。自 2013 年 12 月 22 日起，BSEC 成为国际

证监会组织（IOSCO）的“A”类成员。

证券交易委员会（BSEC）

　　　　Bangladesh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urities Commission 
地址　　Bhaban, E-6/C, Agargaon, Sher-e-
　　　　Bangla Nagar Administrative Area，
　　　　Dhaka-1207

电话　　+88-2-55007131
　　　　+88-2-55007132

传真　　+88-2-55007106

网址　　https://www.sec.gov.bd

邮箱　　secbd@bdmail.net

BSEC 具体职能包括：监管证券交易所的

业务以及所有其他证券市场；负责注册和监

管股票经纪人、商业银行家、保险从业者、

投资顾问以及证券市场其他经纪人等的业务；

注册、监管集体投资计划包括所有互惠基金

的形式；监管所有授权证券市场上自律性组

织；禁止证券市场上出现任何与证券交易相

关的欺诈或不公平交易；加强对投资者的管

理，为证券市场经纪人提供培训；禁止内部

成员从事证券交易；有权对证券交易商或发

行者、证券交易和经纪人以及证券市场上所

有自律性组织进行调查和审计。

小额信贷监管局（MRA）

是监测和监督小额信贷运作的中央机

构。根据《小额信贷监管机构法》（2006 年

第 32 号法）创建。非政府组织在孟加拉国经

营小额信贷业务，必须获得 MRA 的许可。

小额信贷监管局（MRA）

　　　　8, Shahid Sangbadik Selina Pervin 
地址　　Sarak Gulfeshan Plaza, 6th Floor, Baro 
　　　　Mogbazar Ramna, Dhaka-1217

电话
　　+88-2-8333245/8332517/

　　　　8332986/8333196

传真　　+88-2-8333257

网址
　　https://www.mra.gov.bd

　　　　http://mra.portal.gov.bd

邮箱　　info@mra.gov.bd

1.5 外汇相关规定

外汇率制度

孟加拉国维持事实上的有管理的浮动外

汇率制度。自 2013 年以来，孟加拉国一直试

图将其对美元的汇率浮动控制在相当窄的范

围内（波幅在 2% 以内）。直到 2017 年，孟

加拉国货币塔卡兑美元汇率为 76~79 塔卡。

尽管孟加拉国银行不时进行干预，但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塔卡相对于美元贬值，截至

2020 年 3 月，塔卡兑美元汇率达到 84.95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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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卡对于金融和资本账户交易（例如投

资、货币投机或电子商务）则无法完全兑换。

主要法规

孟加拉国的《外国投资法》保障投资资

本、利润、资本收益、税后股息以及批准的

特许权使用费和企业费用的汇回权。外汇管

理的法律主要是《1947 年外汇管理法》。该

法律规定，在孟加拉国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

在孟加拉国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进出口

结算、利润汇回、外国人红利发放、技术转

让费或专利费支付等。根据孟加拉国央行规

定，外国机构和个人在孟加拉国金融机构可

开设“可兑换”和“不可兑换”两种账户，

需兑换为本地货币的外汇只能存入“可兑换

账户”内，且该账户不得与本人或他人的“不

可兑换账户”相互支付。

企业日常汇出外汇需逐笔申报，但无须

缴纳特别税金。由于孟加拉国银行效率低下，

部分企业面临在孟的经营收入无法及时汇出

的困难。外国人携带现金价值合计 5000 美元

（其中美元现金不得超过 2000 美元，其他货

币等值不得超过 3000 美元）以上出入境必须

申报。此外，BIDA 可能需要批准版税和其他

费用的汇回。

孟加拉国除低于 5000 美元的小额汇款可

向银行申请许可汇出外，其他皆需向孟加拉

国中央银行申请，手续繁杂。孟国内西联汇

款（Western  Union）的服务窗口也设立于一

些公、私立银行内，但仅限于收汇。外国商

旅前来孟国可在外汇交易银行兑换美金现钞，

只有少部分银行接受美金旅行支票，领有政

府许可营业执照的民间私营兑换店亦可兑换

外币，但须保留兑换收据，以便结余款可再

换回美元。

外汇管理政策

1994 年 3 月 24 日，孟加拉国政府宣布

塔卡（TAKA）为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货币。

孟加拉国公民、外国人与法人企业均不必先

征求孟加拉国央行的同意，通过法定银行或

经销商进行货币的有关交易，包括：

（1）在孟加拉国投资运营的外国公司将

利润汇回投资者本国；

（2）向非孟加拉国公民发行在孟加拉国

设立企业的股票；

（3）向非孟加拉国公民分发在孟加拉国

设立企业的红利；

（4）非孟加拉国公民 / 企业通过证券交

易所购买股票和有价证券方式的证券资产

投资；

（5）非孟加拉国公民通过证券交易所进

行证券资产投资所获红利汇回本国；

（6）符合投资发展局规定或经投资发展

局同意，为私人投资的工业企业签署的卖方

信贷和其他外国贷款合同开具信用证；

（7）为偿付上述贷款所汇出的本金和

利息；

（8）符合投资发展局规定对外汇出的技

术转让费和专利费；

（9）在投资发展局认证的雇用合同付出

工资和奖金金额范围内，汇出存款；

（10）根据银行惯例为外国在孟加拉国企

业延长定期贷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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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正常的主顾关系和银行惯例延

长对外国控制或运营的企业发放的运营资金

贷款；

（12）通过合法经营商，外国在孟加拉国

投资企业从国外主体或其他渠道获取短期外

汇现款，无需支付利息。

鼓励出口的外汇政策

孟加拉国政府为鼓励出口所采取的外汇

政策：出口商的年外汇留存率为 FOB 价所得

的40%；进口成分比例大的出口商品（如沥青、

成衣、电子产品），外汇留存率为 FOB 价所

得的 7.5%。服务业的外汇留存率为 5%；出口

商可将外汇额度储存在有外汇经营权的孟加

拉国银行开立的账户里。可开立的外汇帐户

有美元、英镑、德国马克、日元。存在帐户

里的外汇可作商业用途，如出国商业考察、

参加交易会和研讨会、进口原材料、机械和

零件等。也可用作在其他国家设立办事处。

结算规定

孟加拉国法定货币为塔卡（BDT）。可与

美元、英镑、欧元、日元、加元等货币自由

兑换。2018 年，孟加拉国央行出台新政，允

许相关银行开设人民币结算账户与央行进行

结算。

外汇管理规定

孟加拉国财政部和孟加拉国央行是孟加

拉国的外汇管理部门。其中，财政部负责各

部委和其他行政机关、市政当局、预算机构、

国家基金等的外汇监管，余下由孟加拉国央

行负责监管。孟加拉国财政部和孟加拉国央

行可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主要法规有《外汇业务法（2013）》和《孟

加拉国国家银行法（2003）》。

外汇管理政策①包括：

（1）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对于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的外汇资

金使用、划转均无限制。进出口许可证、配

额、非关税措施、进口负面清单适用欧盟相

关规定，其中进口负面清单、非关税措施适

用欧盟有关共同贸易和农业政策相关规定，

进口配额主要针对白俄罗斯和朝鲜的部分纺

织品和服装制品，以及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

的部分钢铁产品和农产品。

（2）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直

接投资方面，航空公司需由欧盟国家或其公

民拥有并有效控制，通过欧盟签订的国际协

议除外。在一般情况下，外商不得投资彩票

业等相关项目；只有国内银行才能在境内发

行抵押贷款债券。

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方面，居民进行境

外股票和其他证券投资受到一定限制。一是

养老金公司进行资产投资时，认购非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市场交易的转型基金份

额不得超过 5%。二是养老金公司购买未经监

管市场和孟加拉国央行认定的多边市场的基

金股票、养老金型股票或其他证券时，最高

持有 5%。三是若这些资产超过孟加拉国法律

规定的准备金比例，需由保险公司购买欧盟

发行的其他证券。四是若这些资产占准备金

                                          

①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一带一路”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概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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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以上，由保险公司购买的证券不可在

受监管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市场上交易。

信贷业务方面，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贷款

有以下限制：一是境内私人养老基金一般不

能对外发放贷款，除非借款人为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的政府或央行；二是境内保险

公司向来自欧盟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若贷款

资金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的 10%，需由欧

盟国家的央行、银行等机构提供担保；三是

若贷款资金超过保险公司技术准备金的 5%，

境内保险公司对与其签有保险合同的境外借

款人发放贷款受到限制。

房地产方面，养老基金公司在境外投资

房地产金额超过其总资产 10% 时，将受到管

制。养老基金公司不得在其所参与的基金、

养老金基金中投资房地产。保险公司不得投

资欧盟以外的房地产。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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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

承办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

国政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

政府指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

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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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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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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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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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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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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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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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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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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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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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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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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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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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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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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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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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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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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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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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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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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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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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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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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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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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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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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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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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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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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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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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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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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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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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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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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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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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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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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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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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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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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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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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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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http://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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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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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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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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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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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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 3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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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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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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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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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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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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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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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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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功收

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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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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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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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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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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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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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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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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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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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孟加拉国融资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孟加拉国贷款平均利

率为14%~20%，其中，大中型企业商业融资成本

为12.5%~17.5%，小型企业则为19%或者更高。

外国投资企业在孟加拉国融资与当地企业享受

同等待遇。需要融资的企业可向孟加拉国国有、

私营或外资银行提出融资申请，银行接到申请

后将派员到企业参观，了解企业财政状况、市

场前景及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随后，银行将

对贷款企业进行资格预审，重点考察企业的现金

抵押、资产抵押及其他公司或个人担保等情况，

对授信额度及贷款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一般而

言，没有抵押或者担保的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迄今，在孟中资企业一般不选择在孟加拉

国银行贷款，主要原因在于其贷款利息过高，

贷款手续过于烦琐等。目前在孟加拉国较热门

的几种融资方式如下。

债务融资

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其在孟加拉国的子

公司从本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债务融

资。这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各种融资信贷安排，

包括现金信贷、抵押透支、各类的定期贷款和

活期贷款、以中央银行出口发展基金为抵押的

贷款、融资租赁和分期付款。

银团贷款和其他结构性融资在孟加拉国也

是可以采用的。在孟加拉国注册的公司还可以

采用信用证、承兑付款票据和银行担保等不提

供资金的信贷安排。基建投资开发公司（IDCOL）

作为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在工程承包

项目中结合项目的总投资成本，为私人投资者

提供最高40%的长期贷款。前提条件是该项目

需在政府的开发实施清单内，且投资者最少承

诺出资20%作为项目的初期开发成本。基建投

资开发公司还可以协助投资人从孟加拉国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基金（BIFF）获得融资，该基金

的设立额度为2.3亿美元。

来自外国的私人借款

私营部门的工业企业可以从普遍认可的贷

款人处获得贷款/信贷，包括国际银行、国际

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亚洲开

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基金等多边金融

机构，以及出口信贷机构和设备供应商。

向外国股权持有者借款进行过桥融资也

是可以采用的。贷款范围覆盖金融贷款、银行

贷款、买方信贷、从机构和个人获得的卖方信

贷以及海外资本市场的债券发行等商业贷款。

该贷款可以被用于为了新项目投资进口资本机

械，或者工业领域现有生产单位的现代化或扩

大，但不能用于营运资金目的或投资资本市场。

外国借款需要取得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的

事先批准，这个过程还需要取得中央银行监察

委员会的审批。拟使用的贷款利率与国际市场

上有关货币相应期限的现行贷款利率相比必须

具有竞争性。通常情况下，有关利率应当在该

期限内以有关货币计价的现行政府国债利率的

基础上，加上合理适度的国家风险溢价。

股权融资

投资者还可以考虑在孟加拉国资本市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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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权融资，孟加拉国有两个股票交易所。投

资者必须遵守孟加拉国的证券法，并取得孟加

拉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事先批准。

债券

孟加拉国的公司债券市场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目前公开发行的债券很少。因此，对

该债务工具需求的缺乏阻碍了公司发行期权

的积极性。

孟加拉国提供各种投资途径和融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孟最近的财政预算极大地依赖

外国直接投资，这表明孟加拉国政府将继续采

取进一步的激励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上市融资

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可以选择在孟加拉国

的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上市（IPO）融资，

并遵循各个证券交易所在2015年列出的具体指

导方针。

公司必须遵循一些标准才能在孟加拉国

通过 IPO 上市。包括：公司必须提供 10% 以

上的实收资本；在招股说明书草案中包含其

财务报表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根据《1994 年审计标准和公司法》，其财

务报表由小组审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是根据

《1987 年 SEC 规则》编制的，并遵循孟加拉

国的 IFRS/IAS 条款；参加了孟加拉国的年度

股东大会，并在达卡证券交易所（DSE）董事

会发布的指导方针下编制招股说明书草案；

公司在申请时未遭受任何损失；已遵守委员

会的资产估值指南。

以在达卡证券交易所（DSE）上市举例，具

体程序见图4-2。

　

图 4-2　达卡证券交易所上市流程

政策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支持孟加拉国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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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建设内容包括

数据中心云计算系统、运营支撑系统等，并

为相关人员提供培训。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提高孟加拉国政府部门、当地及跨国公司的

办公效率，改善地区数据中心匮乏的现状，

推动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是实现“数

字孟加拉”愿景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政府与孟加拉国政府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正式签属合作备忘录（MoU），支持孟加

拉国 500 兆瓦的再生能源项目，其中有 450

兆瓦为光伏，两国除了共同成立能源公司发

展该项目之外，孟加拉国方面提供土地，中

方提供约 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

2016 年两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欢迎中国

金融机构为双方合作提供融资支持，并愿为

重大项目合作探索多种融资方式。双方将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加强合作，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孟加拉国配电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表示欢迎。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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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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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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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9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

部门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

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

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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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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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https://www.ifc.org

电话    +1-202-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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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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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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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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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希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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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0

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3）。

表 4-3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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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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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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RegS 144A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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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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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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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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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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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第二次上市也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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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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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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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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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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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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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

案例 11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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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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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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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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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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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国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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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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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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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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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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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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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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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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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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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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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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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

展改革委）

核准（国家发

展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

展改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

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
展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
展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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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

一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

部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

程》，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

按照“凡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

对外投资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

合规建设、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10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孟加拉国（2021）

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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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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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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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孟加拉国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孟加拉国政府机关以及公私立银行遵循

孟政府制订的《劳动法》；私人机构则依其

所需自行制定，纺织成衣业协会也订立了劳

工法，其中最大差别在于薪资及退休金，其

他如休假天数、解聘等则大同小异。加工区

内实行独立的劳工法。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孟加拉国现有 44 部与劳动法有关的法律

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 2006 年修订的《孟加

拉国劳动法》。该法对劳动者雇用、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条件、工会设立、

劳动者管理、工伤事故赔偿、最低工资限额、

产假期间待遇、劳动者分红等内容做出了详

细规定。

雇佣合同

孟劳动法规定工厂或企业员工最小年龄

为 18 周岁。雇佣合同一般为书面形式。雇用

前一般有 3个月至 1年的试用期，试用期内，

双方均可提前 1个月通知对方终止合同。

工时与加班

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 8 小时，每周工作

48 小时，星期五为休息日。超出规定时间视

为加班。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行为，加班费

为基本工资的两倍。

最低工资

工人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但不得低

于孟加拉国最低工资委员会规定的最低标准。

目前孟加拉国最低工资标准为5300塔卡/月。

（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内工人工资按照行业、

工种和熟练程度不同，有最低工资限制，从

70 美元到 140 美元不等）。

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孟加拉国劳动法规定，外资公司辞

退员工应提前 6 个月做出书面通知。如通知

期不满 6 个月的情况下，实践中有企业通

过给予补偿方式解决，补偿标准约为 1 个月

工资。

外国人在孟加拉国工作规定

外国人在孟加拉国工作必须先申请工作

许可证，要获得工作许可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申请人必须是孟加拉国政府承认的国家的公

民，且年龄超过 18 周岁；雇用外国人的企业

必须在孟加拉国合法注册，雇用工种必须是

孟加拉国所不具备该类技术人员的工种；外

国雇员总数不能超过公司雇员总数的 5%；孟

加拉国内务部证明该外国人在孟加拉国无犯

罪记录。

此外，BIDA 对雇用外国公民和获得工

作许可设置了以下限制：孟加拉国承认的国

家的国民有资格获得就业机会；外籍人员只

会被考虑在适当的监管机构正式注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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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业；雇用外籍人士一般仅限于无法获得

合格本地工人的职位；18 岁以下的人没有

资格就业；聘用公司的董事会必须为每次聘

用或延长聘用事宜发布决议；工业部门外籍

员工比例不得超过 5%，商业部门外籍员工

比例不得超过 20%，包括高级管理职位；任

何外国国民的初次雇佣期限为两年，可根

据绩效延长；内政部将签发必要的安全许可

证明。

针对成衣行业大量外派工人的问题，

BIDA 发布了非正式指导意见，鼓励工业单位

不要雇用额外的外国专家和工人。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孟加拉国本土劳动力失业率较高，对

外籍劳务需求极少。因此，不是特殊工种的

外籍劳工很难获得当地政府的就业审批。此

外，孟存在许多治安风险，示威游行、抢劫

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也曾发生过针对外国

人的恐怖袭击、刑事案件，甚至发生过一些

持械入室抢劫的严重案件。极端恐怖势力也

曾制造过恐怖事件。中国赴孟人员应提高安

全防范意识，驻地及办公室的区位选择要慎

重，并采取安全保卫措施，同时，尽量避免

身边保存或携带大量现金。若遇意外，除迅

速报警外，还应尽快通知中国驻孟加拉国大

使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自然风险。孟加拉

国是频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国家，孟加拉湾

飓风经常肆虐沿海地区，内地常遭龙卷风

袭击。赴孟投资的企业和个人应提高风险

意识，关注自然环境变化，保护人身和财产

安全。

2.2 财务及税务

会计原则

采用财务报表的形式，孟加拉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所采用的会计准则以孟加拉国的财

务报告准则为基础。所有上市股份公司和私

人有限公司均需出具年度财务报告。

纳税流程

按照规定，纳税人需要先向其所在地区

的税务部门申请，提供其他所有分支机构的

地址等信息，进行汇总登记注册。纳税人进

行汇总登记注册后，会计记账、凭证管理、

缴税等事项也均集中进行。经营者需要向地

区税务部门报送汇总登记注册地和各分支机

构之间资金货物等的流动情况。在总部所在

地和各分支机构所在地，会计资料都需要保

存至少 5 年，以备国税局进行审计。同时，

孟税务局对其官员提出要求，纳税人不必上

门申请登记注册号，可以通过网上发送，并

将严惩官员在登记注册中的违规操作。

报税手续和资料

根据孟加拉国税务局在线报税系统的说

明和步骤，填写信息并提交相关证明。填写

增值税及所得税申报表。

纳税期限

每个纳税人都必须提交年度纳税申报

表。孟加拉国税收以财年为基准，即计税区

间从每年 7 月 1 日到第二年 6 月 30 日。企业

一般应在每月 15 日前申报缴纳增值税。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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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年 7 月 1 日前提交上财年企业所得税纳税

申报表。个人的纳税申报表必须在纳税年度

结束后（即6月30日）的11月30日之前提交。

如果被评估的个人提出申请，税务副局长可

将申报日期延长至多两个月，并在检查联合

税务局长提出申请后，再延长两个月。

雇主在向雇员付款时必须预扣所得税，

并向税务机关提交每月的税收减免报表。雇

主还必须在每年的 9 月 1 日之前提交一份年

度申报表，显示每个雇员在该财政年度内的

工资和扣除的税款，并在每年 4 月 30 日之前

提交一份关于员工提交纳税申报表信息的年

度申报表年。

延迟申报须就评估年度总收入评估的税

款与该年度预付税款（包括税款扣除额）之

间的差额，按每月 2% 的利率支付延迟利息。

报税渠道

企业一般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专门从事

税收服务的机构报税。企业也可在线自行报

税。网址：www.ltubd.org。

2.3 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体系

孟加拉国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包括《1911

年专利与设计法》《1933 年专利与设计规则》

《2000 年版权法》《2009 年商标法》和《2013

年商品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法》等。这

些法律尚不能满足当前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

求，尤其对某些方面（如计算机软件等）缺

少明确细致的保护措施。作为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和《知识产权巴黎公约》成员及 WTO《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签字国，孟加

拉国正加紧更新其相关法律。

孟加拉继承了其殖民地时期宗主国英国

的知识产权法。主要的成文法覆盖了专利、

外观设计、商标及著作权等。其中专利法和

外观设计法受《1911 年专利外观设计法》及

规章（《1933 年专利外观设计法规章》）所

保护。另外还有商标法（2009），商标法

规章（1963），著作权（2000，后 2005 年

修改）。

2021 年 2 月，内阁最终批准起草《2021

年孟加拉国专利法案》，并原则上批准《2021

年孟加拉国工业设计法案》，以取代《1911

年专利和外观设计法案》。这些法案旨在对

现有法规进行必要更新，并可能改善孟加拉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①

孟加拉国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的成员，并于 1991 年加入了《巴黎知识产权

公约》。孟加拉国在使其立法框架符合《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方面进展缓慢。

另外，近年来，孟加拉国的有关当局更

加关注知识产权相关法规的近代化、充实化，

以及专利外观设计法商标局（DPDT）等组织

职能的近代化、机能强化等问题。

                                                                                    

①  孟加拉国知识产权局 . http://www.ipab.org.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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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孟加拉国知识产权侵权现象较多，知识

产权保护执法较弱，这与孟加拉国全社会对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认识不足，孟加拉国整体

法律环境宽松，以及公共管理能力不强等密

切相关。根据孟加拉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将被处以 4

年以下拘役及一定金额的罚款。

专利法。接受以临时说明书提出申请。

若以临时说明书提出申请，在自申请日起 9

个月以内（可延长 1 个月）需提交完整的说

明书。另外，根据规定，在完整的说明书中

需详细地记载并具体指定发明的性质及其实

施方法。

不管是临时说明书还是完整的说明书，

记载内容需以“标题”开始。此外，完整说

明书结尾处应明确陈述专利所谒求的保护范

围（Statement）。一旦提交了完整的说明书，

有关当局即开始进行实质审查。若符合所有

的实质条件，申请将被公开并进入异议的阶

段。第三者可在自公开之日起 4 个月内提出

异议。若无异议提出，或虽有异议提出但有

关当局认为该申请应该被授予专利，则将作

出授权决定。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 16 年。其后可再

延长 10 年。

外观设计法。申请时的必要材料：申请

书、附图或照片、委托书（无须公证或认证）。

发明人（创作人）与申请人不同时，需要转

让证（需公证或认证）。要求优先权时，需

要优先权证明及其英译文件（需要公证或认

证）。申请日起 3个月内提交即可。

申请外观设计权的商品需要有新颖性或

创作性，登记时记录物品性、形态性、视觉

性，另外单纯机械装置、违法公共秩序的外

观设计不可登记。具有保密性的外观设计产

品若已经公开发表，登记时间可以延后两年。

局部外观设计不受本法律保护。

保护期在申请日起 5 年。每次可延续 5

年保护期，最多可延续两次（需在届满前进

行延续手续），最长保护期自申请日起15年。

商标法。申请时的必要材料：（1）申请

人的姓名 /名称、住所 /居所等、申请人的行

业、在孟加拉的使用事实（使用开始日）或

意愿；（2）指定商品或服务；（3）商标样品；

（4）委托书（无需公证或认证）。另外，要

求优先权时，需要优先权证明及其英译。申

请日起 3个月内提交即可。

审查过程：申请自申请日起 2~7 日内被受

理后，会收到申请号通知。从申请到被批准的

时间约 2~6 个月。符合注册要件的申请被批准

后，将在商标杂志上进行申请公告。自申请公

告日起 60日内可提出异议。如无异议则将获

准注册。另外不符合注册要件的，由登记官发

出拒绝理由通知，要求申请人作出答复。该拒

绝理由通知给予申请人两个月的答复期限。

保护期自申请日（要求优先权的申请，

指优先权日）起 7 年。续展期为 10 年（保护

期届满前 6个月，可请求续展）

其他注意事项：不使用撤销，注册商标

5 年以上在其指定商品／服务上不使用的，成

为撤销对象；商标权的转让或转移，商标权

人对于已注册商标，可自由转让或转移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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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的指定商品或服务；许可（使用者登

记制），被许可人的商标使用受使用者登记

制的认可。即被许可人需要经由权利人来登

记为适合商标各种使用目的的使用者。

申请专利。孟加拉国专利、设计及商标

局是负责专利、设计及商标注册和管理的部

门，隶属于工业部。专利可以由一人申请或

由多人联合申请。提交材料包括申请人姓名、

国籍、住址、两套说明书、图纸、授权函及

在第三国获得的专利证书复印件等。专利有

效期为 16 年，从第四年开始，每年需要申请

延期。

注册商标。任何宣称对商标拥有所有权、

正在使用该商标或准备在孟加拉国使用该商

标的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向孟加拉国专利、

设计及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申请注册需提

交经企业负责人签名盖章的申请书，列明申

请人姓名、国籍、地址、企业类型、使用商

标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名称以及商标使用的

范围。商标注册部门一般在 3 个月内予以回

复。商标注册有效期为 7 年，从申请日起计

算。第 7 年需进行续展，商标续展注册有效

期为10年，续展费必须在有效期满之前支付。

此后每 10 年续展一次。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根据 Telenor  Group 的法律概述，由

于国家安全或紧急情况，多项法规和修正

案，包括孟加拉国《2001 年电信监管法案》

（BTRA）、《2006年信息和通信技术法案》（ICT

法案）和《1885 年电报法案》（1885 年法案）

授予执法和情报机构合法权力，可以对通信

数据进行披露并要求对通信进行审查。孟议

会于2018年通过了《2016年数字安全法案》。

以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为由，政府

有时会授权有关当局（情报机构、国家安全

机构、调查机构或任何执法机构的任何官员）

暂停或禁止传输任何数据或任何声音呼记录

或收集与任何电信服务用户有关的信息。

《2018 年数字安全法案》创建了一个数

字安全机构（DSA），有权管理和监督数字内

容。此外，根据《数字安全法》，出于国家

安全或维护公共秩序的原因，DSA 总干事有权

阻止通信并要求服务提供商对计算机或其他

数据源进行拦截、监控和解密。

孟加拉国道路运输管理局（BRTA）的

《2017年拼车服务指南》于2018年 3月生效。

该法规要求拼车公司在孟加拉国境内保留数

据服务器。

迄今为止，孟加拉国暂未对保护公民隐

私立法。

2.5 贸易管制

贸易主管部门

孟加拉国商务部主管本国大流通行业

（含内贸和外贸），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

进口政策；促进出口及制定出口政策；调节

价格；修订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协调管

理国内商业和保险业；制定关税政策；商品

管理及国营贸易；负责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

贸易组织事务；联系国际组织等。商务部下

设办公厅、对外贸易协定局、出口局、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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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贸易局、世贸组织局、纺织局、计划

局等部门，并负责管理出口促进局、海关税

则委员会、茶叶局、股份公司注册局等机构、

科研院所及贸易公司。

贸易法规体系

孟加拉国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孟

加拉国货物销售法（1930）》《孟加拉国关

税法》《进出口法案（1950）》《进口商、出

口商、采购商（注册令）1981 年》《2006—

2009 年进口政策》《2006—2009 年出口政策》

《2009—2012 年进口政策》《2009—2012 年

出口政策》《2012—2015年进口政策》《2012—

2015年出口政策》《2015—2018年进口政策》

《2015—2018 年出口政策》等。①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②

为进一步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孟加拉

国政府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了一些卓有成

效的改革，包括削减关税、减少进出口限制、

将多元化汇率系统改革为单一体制等。

首先是进口管理相关规定。孟加拉国实

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有许多一般商品仍被

列入禁止 / 限制进口商品清单中。其中，禁

止进口的商品包括：恐怖、淫秽或有破坏性

的文学作品（任何形式），任何与孟加拉国

宗教信仰不同的书、报纸、期刊、图片、影

片及音视频存储介质，二手办公设备、复印

机、电报机、电话、传真机等，所有种类的

废弃物，猪肉及其制品等。孟加拉国一般

情况下要求以不可撤销信用证形式进行国

际贸易结算，进口贸易也不得采用 CIF 贸易

方式。

其次是出口管理相关规定。孟加拉国绝

大部分商品可自由出口。限制出口的产品包

括：尿素、音视频娱乐节目、天然气附属产

品、化学武器（控制）法案中列明的部门化

工产品等。禁止出口的产品包括：除天然气

附属产品外的其他石化产品、黄麻种、小

麦、武器、放射性物质、考古、人体器官

及血液，除冷冻虾以外的其他虾类产品、

野生动物等。此外，为鼓励出口，孟加国

政府还特别为纺织企业、冷冻鱼、黄麻、

皮革、船舶、农产品加工品等产品制定了

特殊政策。

关税措施③

孟加拉国对进口商品征收 4 个档次的关

税，④并在海关网站上公布适用税率。发电机、

信息技术设备、原棉、纺织机械、某些用于

灌溉和农业的机械、某些药品和医疗设备以

及用于特定行业的进口原材料一般免征关税。

旅客在旅行期间可以携带合理数量的样品，

不征收关税；但是，如果通过快递发送样品，

则需缴纳关税。

最惠国（MFN）关税率为 14%，农产品的

                                                                                    

①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②  孟加拉国海关 . http://customs.gov.bd.

③  同②。

④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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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税率高于工业品。最惠国适用税率最高

为 25%。税率为 5%~25% 的产品包括一般投入

品、基本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孟

加拉国为资本机器和设备的进口以及特定的

投入和零件提供优惠，这使关税税率的确定

过程复杂且不透明。适用于进口的其他费用

是 5% 的预付所得税；0 到 15% 的增值税，前

面提到的进料免税；0 到 500% 的附加税，适

用于香烟、酒精和香水等奢侈品。

孟加拉国已取消所有本地生产的商品和

服务的消费税，但有某些服务例外。例如，

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需要对每个储

蓄、往来、贷款或其他余额高于规定水平的

账户征税，并且某些税款适用于机票。

非关税措施

除了高关税和附加关税外，孟加拉国的

注册程序和其他监管要求往往会阻碍市场准

入。孟加拉国允许外国公司在孟加拉国提供

服务，但银行、保险和电信等受行政许可程

序限制的部门除外。

注册要求。新的市场进入者面临着重大

的限制，建立法律实体的过程受严格的监管

要求的约束。将控制权（定义为控制董事会

的能力）从本地股东转移到外国股东需要

获得孟加拉国银行的事先批准。孟加拉国

对进口商和私营工业消费者提出了注册要

求。在某些情况下，限定了进口的最大美

元价值。

进口商和私营工业消费者（位于出口加

工区的企业除外）必须在商务部的进出口总

署 署 长（CCIE；http://www.ccie.gov.bd）

处注册，该部门负责签发进口登记证（IRC）。

IRC 通常会在收到申请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发

出。进口商可以自由进口任何不受限制的物

品。IRC 规定了工业消费者每年可以进口的每

种产品的最大值（进口权利），包括限制进

口清单上的项目。进口权利旨在监控原材料

和机械的进口，其中大部分以优惠税率进入

孟加拉国。

进口管制。孟加拉国对进口和出口首席

控制官办公室（http://www.ccie.gov.bd）

网站上的《2015—2018 年进口政策令》中目

前列出的某些物品实施进口管制。

该命令强调放宽进口用于出口导向型

行业的原材料。原产国必须在所有产品、产

品包装或容器上注明。但是，煤炭、棉花、

铝、出口型服装和工业相关原材料的进口，

不需要原产国。进口牛奶、乳制品、食用油、

蔬菜种子、谷物和其他食品必须进行核辐射

测试。此类证明也应提交给海关当局。美国

农业部达卡办公室可以协助申请辐射证书。

非商业进口商（个人和组织）可以进口价值

7000 美元的商品供个人使用；经许可，非商

业进口商可以进口价值超过 7000 美元的商

品。如果进口废弃船舶（废船），出口商或

船东必须持有证书，进口商必须出具一份声

明，大意是“没有运输有毒或危险废物”。

因宗教、社会、健康或经济政策原因被

禁止的物品包括非法药物、会冒犯宗教敏感

性的材料、某些农产品和几种类型的翻新设

备。此外，禁止从以色列进口货物以及在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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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上运输货物。出于宗教、

社会、健康、安全或贸易原因，限制但不禁

止进口其他物品。在受限制的物品中，有些

物品可以事先获得许可进口，而其他物品只

能由授权的工业用户（例如制药企业）或政

府机构（例如武器和弹药）进口。

产品检测和标准认定要求。

主要的国家检测机构和合格评定机构包

括孟加拉国标准与测试研究所（BSTI）、孟

加拉国电信监管委员会（BTRC）、药品管理

局（DGDA）、孟加拉国科学与工业研究中心

（BCSIR）、孟加拉国原子能委员会（BAEC）。

孟加拉国认可委员会（BAB：http://bab.

org.bd）是国际认可测试和合格评定机构，

包括实验室、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培训机

构以及其他监管标准和国家标准机构的认可

合格评定。BAB 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ILAC）的成员。孟加拉国标准和测试机构

（BSTI：http://www.bsti.gov.bd）） 监 控

产品质量和可接受性。BSTI 检查产品是否符

合适用的产品标准和安全法规，并颁发产品

认证。

孟加拉国标准和测试机构（BSTI）

　　　　Maan Bhaban 116-A Tejgaon 
地址　　Industrial Area Dhaka-1208， 
　　　　Bangladesh

电话　　+88-2-8870275

邮箱　　dg@bsti.gov.bd，bsti@bangla.net

孟加拉国认证委员会

地址　　Ministry of Industries （6th Floor）, 
　　　　91 Motijheel C/A Dhaka-1000

电话　　+88-2-9513221

邮箱　　info@bab.org.bd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孟加拉国自2000年 2月 15日开始实施进

口商品“船前检验制度”（PSI），对输往孟加

拉国的货物在装船前实施货值评估及散装状态

检验（CKD或 SKD检验）。PSI属强制性进口管

理规范，除非另有规定，该制度适用于所有向

孟加拉国输入的货物。PSI制度旨在防止进口

商低报发票金额或错报H.S编码，但它对孟加

拉国进口贸易造成较多的问题，如PSI公司签

发清洁报告不及时导致进口商无法及时报关，

PSI公司高估货物价值导致进口商多付关税等。

2.6 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

孟加拉国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包括：1995

年《环境保护法案》、1997 年《环境保护条

例》、2010年《环境法院法案》、2018年《国

家环境政策》、2004 年《消耗臭氧层物质控

制法案》、2004 年《重量级腐蚀性产品（控

制）规则》、2021 年《基础设施建设、改建、

维修、改造大气污染防治通知》。

此外，孟加拉国制定了多个生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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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与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若干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和条例：2017 年

《孟加拉国生物多样性法案》，2012年《孟加

拉国生活方式规则》，2017年《环境危机地区

管理规定》《孟加拉国生物安全指南》；一个

噪音污染规则和命令：2006年《噪音污染（控

制）规则》；两个废物管理规则和命令：2006

年《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理）规则》，2011年《危

险废物和沉船废物管理规则》。涉及投资环境

影响评价的法规为 1995 年《环境保护法案》

和 1997 年《环境保护条例》，法案详细内容

可登陆孟加拉国环境局网站①查询。

主管部门

孟加拉国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

局，该局隶属于环境和林业部，该部门总部

在达卡，并在达卡、吉大港、库尔那、巴里

萨尔、西莱特、博格拉 6 个地区设有分局。

环境局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解释和修改环

保法规，为各行业及相关部门提供环境方面

的数据，贯彻执行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并对执

孟加拉国环境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Poribesh 
地址　　Bhaban E-16, Agargaon, Shere Bangla 
　　　　Nagar Dhaka 1207， Bangladesh 

电话　　+88-2-8112461

传真　　+88-2-9118682

邮箱　　info@doe-bd.org

网址　　www.doe-bd.org

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测，对企业环保设施进行

评估并发放合格证书。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众多等因

素，孟加拉国是受环境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

对环境保护较为重视。孟加拉国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比较健全，特别是对设立工业企业

以及实施项目工程的规定较为详细，对企业

按照行业和对环境的影响等进行分类监管，

并核发不同级别的环评证书。对于调查取证、

处罚、申诉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

由于人为的因素，法律执行效率不高。

环保法规的核心与标准

孟加拉国的大气环境、水资源、土地和

森林等都是其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特别是

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关键地区的保护更为

重视。按照法案规定，孟加拉国不允许使用

塑料购物袋，机动车必须安装尾气净化器；

任何经济主体都有责任消除对环境的有害影

响，如企业违背环境保护法律，孟加拉国环

保法院可根据情况判处最高 5 年刑期和 / 或

处以 1470 美元以下罚款；任何工业企业或工

程未获得环境清洁证书擅自开工的，可以判

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不超过 30 万塔卡罚

款，或者判处有期徒刑加罚款。

环保评估

根据孟加拉国1997年《环境保护条例》，

所有工业项目和工程必须获得环境局核发的

                                                                                    

①  孟加拉国环境局 . http://www.doe.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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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清洁证书。该证书按照不同行业、选址

不同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绿色、橙 A、橙

B 和红色 4 种，证书对企业环保条件的要求从

绿色到红色逐步严格，申请不同颜色的证书

需要填写的表格以及提交的材料均不相同。

孟加拉国环保局对申领绿色证书 15日内

给予答复，橙 A证书 30 天内给予答复，橙 B

和红色证书 60天内给予答复，是否颁发证书

均书面告知。绿色证书有效期为 3年，其他为

1年，各企业须于证书到期前 30天申请延期。

证书收费按照投资金额或工程总额的不同，从

1500 塔卡到 10万塔卡不等。对于不同企业需

申领证书的分类、申领证书需提交的材料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请参见《环境保护条例》。

2014 年底，为强化执行《孟加拉国环

境法（修订）》，孟加拉国总理府办公室

决定对今后所有投资项目实施强制环境评估

与检测制度。相关投资项目在被批准前必须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EIA）和初期环境检测（Initial 

Environment  Examination，IEE），以确定

相关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相关制度还要

求业主在投资过程中切实落实环境管理计划

有关要求。

2.7 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反腐败及反
商业贿赂、反洗钱

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

孟加拉国于 2011 年成立了一个独立机

构，名为“孟加拉国竞争委员会（BCC）”，

隶属于商务部。议会随后于2012年通过了《竞

争法》。然而，BCC 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有

效运作。

2018 年，孟加拉国电信监管委员会

（BTRC）最终确定了重要市场力量（SMP）法

规，以促进行业竞争。2019 年，BTRC 宣布该

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Grameenphone（GP）成

为第一家 SMP，其收入份额超过 50%，客户份

额约为 47%。自宣布以来，BTRC 试图对 GP 的

运营施加限制，GP 已在司法系统中对此提出

质疑。

反腐败及反商业贿赂

根据透明国际孟加拉国（TIB）的报告，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孟出现这种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乏

适当的行政运作，以及由于缺乏爱国主义而

在民众中形成的“快速致富”趋势。孟加拉

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但尚未加

入经合组织《打击贿赂公职人员公约》。腐

败在公共采购、税收和海关征收以及监管机

构中很常见。腐败，包括贿赂，会增加经商

的成本和风险。根据一些估计，企业的非公

开支付可能会导致 GDP 每年减少 2% 到 3%。

孟加拉国反腐败委员会（Anti-Corrup-

tion  Commission，简称 ACC）在 2004 年成

立，其框架和职能受 2004 年《反腐败委员会

法》的约束。ACC 负责防止该国的腐败和其他

腐败行为，并根据《反腐败委员会法》（ACCA 

2004）第 3 节对其他具体犯罪进行调查。ACC

在 2007 年 2 月进行重组，在孟加拉国各地建

立了区委员会，每个区委员会有 10 名成员。

但由于政府对 ACC 的控制，在调查和预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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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方面效率低下。

随着《防止洗钱法》的修订，反腐败委

员会不再是调查洗钱犯罪的唯一权力机构。

虽然它仍然拥有贿赂和腐败的主要权力，但

其他机构也可以调查相关犯罪，包括孟加拉

国警察（刑事调查部门，负责调查大多数上

游犯罪）、国家税务局（调查增值税、税收

和海关违法行为）、麻醉品管制部（调查与

毒品有关的罪行）。

除了《反腐败委员会法》《刑事诉讼法》

《反腐败法》《刑法》和《反洗钱法》，政府

公务员（行为）规则也在打击腐败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反洗钱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指出，孟

加拉国已经建立了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履行

其反洗钱 / 反恐融资（AML/CTF）承诺。亚太

反洗钱小组（APG）是一个独立的合作国际组

织，总部设在曼谷，于 2018 年评估了孟加拉

国的 AML/CTF 制度，发现自 2009 年上一次相

互评估报告（MER）以来，孟加拉国取得了重

大进展，但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洗钱和恐怖主

义融资风险。

2.8 社会责任

孟加拉国的许多公司在负责任的商业行

为（RBC）方面做得不够，往往专注于慈善捐

赠，但一些领先的当地企业已开始在其工作

场所纳入越来越严格的环境和安全标准。孟

加拉国的消费者普遍不太了解 RBC，消费者和

股东对公司参与 RBC 活动施加的压力很小。

目前有两个 RBC 非政府组织活跃在孟

加 拉 国： 孟 加 拉 国 CSR（http://csrbang-

ladesh.org）和孟加拉国社会责任中心（CSR

中 心，http://www.csrcentre-bd.org）。CSR

中心是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在孟加拉国

的联络点。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世界上最大的

企业公民和可持续发展倡议。该中心是区域

RBC 平台的成员，该平台成员包括孟加拉国、

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提出了国家企业社

会责任指南，但政府尚未采用任何此类 RBC

标准。因此，政府鼓励企业遵循普遍接受的

RBC 原则，但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指导方针。

中方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合作，应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秉持合法合规经营原则，并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创造就业、慈善

公益、缴纳税收、绿色环保等方面作出贡献。

在特殊情况下，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捐助

受灾受难群众。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中国企业应把自己

当作当地社区的一份子，关注并积极参与社

区的公共事业活动。必要时，提供一定的人

力物力，协助社区改善环境，拉近企业与社

区居民的距离。举例来说，孟加拉国某大型

中资企业自行出资，修建社区道路以及宗教

礼拜场所、员工托儿所等机构，满足社区需

求的同时，也为自身赢得了良好声誉，受到

当地居民的好评与支持。

另外中方企业还应做到如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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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守商业道德。腐败和商业贿赂会

严重影响企业的信誉和公众形象，中国企业

应遵守商业道德，凭借自身实力合法经营。

（2）安全生产。中国企业应建立安全生

产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增强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意识，尤其是一些高危行业，一定

要加强防范措施，避免安全生产事故。

（3）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员工权益不仅

包括薪酬，还包括良好的工作环境及获得必

要的尊重等。中国企业应根据孟加拉国当地

水平合理、按时发放工资，注意倾听和了解

员工的需求，努力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尊重

他们的劳动成果。

（4）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孟加拉国资

源贫乏，自然环境脆弱，中国企业在项目（特

别是资源性项目）开发合作与建设中，应避

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注意节约水、电等

资源，为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中方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疫情。卡纳普里河底隧道项目在春节期间安排了部分

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回国休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该部分人员无法按期返回，对项

目施工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因国内管片预制场无法正常复工，影响了管

片生产和运输，造成项目施工所需的部分材料和设备供应受阻。面对疫情影响，该项目

部暂停了绝大部分中方人员的休假，迅速制定疫情专项防控预案和防控实施细则，对国

内人员返岗、关键物资运输和重要节点生产任务等工作进行了周密策划和安排，设立了

独立的隔离区域，对每个返孟中方人员均进行 14 天的隔离管理。另一方面，项目部扩

大了当地人力资源整合力度，提高了当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的比例，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对项目的影响。

在孟加拉国出现感染病例后，中资企业协会发出《HELP THEM STAY HOME捐助活动》

倡议，号召在孟加拉国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伸出援手，为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当地贫困

家庭捐款。特别是通过中资企业 LINKUS 公司在自媒体平台大力宣传，广大会员企业、员

工积极响应，共筹集捐助资金超 200 万塔卡。同时，协会采购了价值约 80 多万塔卡的

10 吨大米和 2000 升食用油，通过与当地非政府机构对接，将善款和物资全部用于帮助

当地贫困家庭，在孟加拉国当地树立了中资企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另外，孟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帮助中方企业应对疫情。从中资企业协会了解到，疫情

在我国暴发后，由于对疫情感染风险的担忧，出现了部分房东抵制中国租客的情况。为

消除顾虑，提振孟方对中孟合作项目的信心，驻孟加拉国使馆在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

项目部召开了“中孟经贸合作重大项目现场媒体见面会”，宣介中国抗疫成果和复工复

产成效，取得了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此外，各企业主动向员工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加

强对有关疫情防控措施的宣传与解读，稳定员工情绪。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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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孟加拉国是《国际争端解决公约》（ICSID）

的签署国，并于 1992 年 5 月加入了《联合国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根据 2001

年的孟加拉国《仲裁法》，可采用其他争端

解决办法。现行立法允许执行仲裁裁决。

3.1 诉讼

司法诉讼

孟加拉国受英国统治近 200 年。1947 年

独立后成为东巴基斯坦，后被印度肢解，变

为独立国家—孟加拉国，但英国的司法制

度被保留了下来。孟加拉国实行司法独立，

经济纠纷可以到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可以说，

司法是解决纠纷的最正式途径。孟加拉国最

高法院是孟加拉国最高等的法院，它由高等

法院司和上诉司组成，总部位于达卡（孟加

拉国首都）。

最高法院是最高审级，它分为两部分，

一是高等法院法官，负责审理刑事、民事上

诉案件；二是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不服高等

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不仅审查适用法律是

否恰当，也审查有关事实问题。有关涉及妇

女和少年的案件，由专门法院审理。劳工纠

纷、政府公务员犯罪，如贪污、受贿等也由

专门法院审理。此外还有专门法院审理税务、

海关案件等。当事人有权上诉两次，最后一

次可上诉到最高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当事

人没钱请律师时，由政府指定律师。法院没

有调查取证的职能，当事人负责把证据提交

法庭由法官审查，不服县法院判决的案件可

到上诉法院上诉。

3.2 仲裁与调解

仲裁

仲裁通常指由双方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

交第三者，由该第三者对争议的是非曲直进

行评判并做出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

仲裁的鲜明特色体现了当事人对于纠纷处理

的自愿性。申请或提交仲裁的一个基本前提

是当事人之间要签署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应

当采取书面的形式，尽管并不需要公证或

注册。当事人既可以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

定具体的仲裁员，也可以等待后续仲裁机构

的指定。

通常涉及民事的事项都可以提交仲裁机

构来仲裁，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性的

规定。比如，涉及婚姻的纠纷就不允许仲裁，

因为此类事项并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事务，

而还有可能包含一些涉及公共福利的问题。

关于仲裁的程序，仲裁机构应当遵守当

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援引或诉诸的规则。如

果缺乏特定的或具体的法律规则，那么仲裁

员可以确定所要运用的程序和规则。仲裁过

程应当有序进行，保障当事人各方有一个公

平听审的机会。

国内仲裁。孟加拉国涉及仲裁事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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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要体现在1940年通过的《仲裁法案》中，

主要有三类仲裁：（1）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

的仲裁；（2）法院介入的仲裁；（3）上述两

类之外的其他普通仲裁，即双方通过前述仲

裁协议将纠纷提交至仲裁机构进行解决，这

是绝大多数进入仲裁程序的案件通常采纳的

程序。《2001 年仲裁法》和《2004 年仲裁法

修正案》改革了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该法

合并了与国内和国际商事仲裁有关的法律，

为仲裁创造了单一和统一的法律制度。

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孟加拉国国

际仲裁中心（BIAC）来解决争议。BIAC 是一

个独立的仲裁中心，由当地著名商界领袖于

2011 年成立，旨在改善孟加拉国的商业纠纷

解决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BIAC 董事会由

孟加拉国国际商会主席领导，成员包括达卡

工商会和大都会工商会等其他知名商会的主

席。该中心根据《2001 年仲裁法》运作。据

BIAC称，快速通道案件在大约6个月内解决，

而典型案件在一年内解决。

国际仲裁。孟加拉国是《承认和执行外

国仲裁裁决纽约公约》的签署国，并承认国

际仲裁的裁决。国内仲裁由地区法院管辖，

国外仲裁由相关高等法院管辖。孟加拉国政

府有权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

裁决提出质疑，尤其是那些对政府作出的裁

决。争议解决的时间框架是不可预测的，也

没有设定时限。可以在几个月内完成，但通

常需要数年时间，具体取决于争议的类型。

轶事信息表明平均解决时间可能高达 16 年。

地方法院在解决纠纷时可能对外国投资者有

偏见。

调解

调解也是诉讼外解决纠纷的一种常见和

重要的渠道。根据具体的形态不同，调解又

可以进一步分为争议当事人之间自行调解，

比如我国在孟加拉国的企业与当地的企业之

间发生的纠纷，两个企业之间可以自行协商

解决纠纷，不仅成本低而且高效便捷。

除了当事人之间私下调解，还可以诉诸

独立的通常是有权威的第三方协助进行调解。

比如，请求孟加拉国工商联合会（FBCCI）居

中进行调解。作为孟加拉国全国性的工商界

代表机构，孟工商联合会在提供咨询、保护

私营企业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

要目标包括：协调各商会、贸易和工业机构，

促进和保护共同利益；促进投资、贸易、工

商业、农业、旅游业、人力资源和通信发展；

通过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和提供咨询，为私营

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等。

发生纠纷之后也可以向当地政府寻求帮

助。在孟加拉国投资，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和帮助尤为重要。很多时候，当地政府，特

别是当地的警察部门能协调处理大量的纠纷

和矛盾。中国企业可以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

保持密切的联系，发生纠纷时可以请求他们

给予必要的协助、帮助和指导。

孟加拉国法律允许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

的合同争端解决提交给第三国谈判解决。例

如，美国—孟加拉双边投资条约还规定，在

任何一方的倡议下，作为磋商和谈判的一部

分，各方可以同意依赖不具约束力的第三方

程序，例如根据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附

加设施”的规则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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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适用争议解决程序提交

争议解决。

在投资保护和投资争端解决方面，孟加

拉国同 27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

协定，孟加拉国还是APTA投资协议（2009）、

南非自由贸易协定、孟加拉国—欧共体合作

协议、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定（1981）4 个

投资条约（TIP）的签字方。《解决国家和他

国公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

约》）和《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约》（即《纽约公约》）的签字国。

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相关工商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

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一站式”

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营造高效便

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12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孟加拉国（2021）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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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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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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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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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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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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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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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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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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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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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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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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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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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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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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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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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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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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口市场。

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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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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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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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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六篇　在孟加拉国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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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境与居留

孟加拉国目前并未开放外国人移民，但

对孟投资超过 500 万美元或将 1000 万美元不

可再汇出金额转移至任何受承认的孟金融机

构，则可获公民身份。另外，投资超过 7.5

万美元，可获居留身份。与孟加拉国人通婚

的外国女性，可领有 No  Visa  Required（即

孟国居留证），然而外国男性与孟国女子通

婚则无法领取 No  Visa  Required。孟加拉国

亦不允许外籍配偶或该国国民拥有双重国籍。

1.1 签证

根据中孟 1989 年签订的互免签证协议，

持外交、公务及因公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

签证进入孟加拉国。持因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

民赴孟前需办妥签证。提醒持公务及普通因公

护照的中国公民注意，如遇孟机场移民部门对

我国人员采取限制停留期（可不办签证，但只

允许停留 15~90 天），请向孟方表示，根据两

国签证互免协议，持公务和普通因公护照的中

国公民可免签证进入孟，不应受停留期的限

制。入境后需向使馆说明有关情况。

签证类别

孟加拉签证类型较多，主要有旅游签证、

商务签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外交 / 公

务签证、投资者签证、记者签证和过境签证。

不同签证类型有效期、停留期、费用及材料

有所不同，申请者需根据出行目的选择对应

签证类型。目前，常办理的孟加拉签证类型主

要有孟加拉旅游签证、商务签证和工作签证，

而不同类型又根据有效期和停留期分为不同种

类。孟驻华使馆要求申办签证的中国公民按申

请的类别提供相应的材料（见表 6-1）。

                                          

①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 . www.bangladeshembassy.com.cn.

表 6-1　孟加拉主要签证类别及相关办理信息

签证类别 签证说明 所需材料①

旅游签证（T）
● 有效期：60 天；停留期：30 天。
● 入境次数：单次。

签证申请表、护照（原件）、照片（原件）、

孟加拉出具的邀请函（原件）、中方出具的

派遣函（原件）。

商务签证（B）

● 单次入境签证：孟加拉 30 天、60

天、90 天单次商务签证（有效期：

90 天， 停 留 期：30 天、60 天、

90 天）。
● 多次入境签证：孟加拉半年多次

商 务 签 证（ 单 次 停 留 30 天、60

天、90 天）。

签证申请表、护照（原件）、照片（原件）、

邀请函 / 介绍信（发自任何孟加拉国公司，

或有资质的孟加拉商业机构邀请函 / 资助

函，或来自任何有资质的与之相关的国家的

工商会的介绍信）、中国任职单位出具的派

遣函（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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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签证说明 所需材料①

工作签证（E）

孟加拉当地投资发展委会（BIDA）

或 者 孟 加 拉 出 口 加 工 管 理 局

（BEPZA）部门的推荐信，相当于

政府批文，此推荐信需要政府部门

发一份到使馆，再给申请人一份。

使馆在查询确认收到此推荐信以

后，方可给申请人办理签证。签发

对象：适用于到孟加拉国参加工作

的人群，需要在北京办理孟加拉国

工作签证。

签证申请表、护照（原件）、照片（原件）、

推荐函（原件，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BOI）

/ 出口加工区（BEPZA）/ 或相关部委出具

的工作推荐函，说明雇佣情况）、聘任函（原

件，孟方聘用单位聘任函，相当于申请人和

孟加拉雇佣公司签署的合同，其中会注明此

人的工资、福利、住宿等待遇问题，注意：

需先有此材料才可以去政府部门开具上述提

到的推荐函）、中方任职单位或机构出具的

派遣函（原件）。

学生签证（S）
即所谓的留学签证，申请学生签证，

申请者入境的唯一目的是学习。

签证申请表、护照（原件）、照片（原件）、

邀请函 / 接收信（来自任一所有资质的孟加

拉学术机构的推荐函或接收函）、派遣函

（原件，中国任职单位出具的派遣函）、资

助函（资助函即学生出国学费的费用由谁资

助）、银行担保函。

孟加拉投资签证（PI）
适用于他国公民到孟加拉国进行

投资 *

签证申请表、护照（原件）、照片（原件）、

证明函（原件，来自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

（BOI）/ 出口加工区（BEPZA）的函件（证

明投资者的身份）。

注：* 表示投资签证需经孟加拉相关部门批复，通常接受完整申请资料后需至少两周时间签发。

续	 	 表

审批主管部门

部分签证或许可需要申请主管部门审

批。在出口加工区、经济区内企业工作的外

国人，向出口加工区管理局（BEPZA）、经济

区管理局（BEZA）申请。出口加工区之外的

企业或分公司、代表处向投资发展局（BIDA）

申请。

签证费用

表 6-2　中国公民办理孟加拉国签证费用

编号 类型
普通

（人民币）
紧急

（人民币）

1 单次入境 200 元 300 元

2 复式 250 元 350 元

3 多次入境 585 元 5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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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在孟加拉国使馆办理签证流程	

申请手续

首先根据入境目的选择需要办理的签证

类型，申请人员按照孟加拉国驻华使馆要求

准备好相关材料后，可依照图 6-1 流程办理

签证。

孟加拉国大使馆给出办理孟加拉国签证

时间为 3 个工作日，加急 1 个工作日左右，

但是孟加拉国签证出签时间并不稳定，有可

能会延长出签时间。普通签证8~10个工作日，

旅游签证加急 3~4 工作日，商务签证加急 4~6

工作日，具体以使馆出签时间为准。

收到签证后，申请者需核对签证页信息，

确认无误。如有问题第一时间联系孟加拉签

证专员，为您及时处理。核对信息包括：姓

名、护照号码、出生年月日、生效日期、失

效日期、入境次数、签证类型等。

外国雇员签证申请要求与资料提供

申请人必须是孟加拉国承认的国家的 18

周岁以上的公民。雇用外国人的企业必须在

孟加拉国合法注册，雇用工种必须是孟加拉

国所不具备该类技术人员的工种，外国雇员

总数不能超过公司雇员总数的 5%，孟加拉国

内务部证明该外国人在孟加拉国无犯罪记录。

需提供：雇用企业在孟加拉国注册证书、

公司董事会雇用外国人决议（仅有限责任公

司须提供）、公司备忘录及章程（仅有限责

任公司须提供）、申请表 4 份、护照照片 4

张（需在背面签名并经公司负责人背书）、

护照复印件等。

中国落地签

孟加拉国对中国开放单方面落地签政

策，中国公民可办理落地签入境孟加拉国。

允许入境目的。因公务、商务、投资及

旅游目的赴孟加拉，凭有效护照和返程机票

可在孟国际机场和陆地口岸办理落地签证。

孟加拉国落地签最长停留天数为 30 天。

落地签条件：

（1）驻孟外交机构、联合国及其驻孟下

属机构工作人员凭任命书和相关文件办理落

地签证。

（2）赴孟投资商和商务人员须携带孟投

资发展局及出口加工局（Board  of  Inves-

tment/BEPZA）认证的邀请函办理落地签证。

邀请方须提前告知移民局（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Passports Authority）。

投资商落地签证的延期由移民局按现行签证

政策办理。

（3）其他要求：返程机票；需随身携带

500 美元或等值的外币现金或信用卡；证明访

孟目的的其他文件。

落地签材料。孟加拉签证申请表；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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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机票行程单；入境卡；邀请函。

落地签费用。孟加拉落地签签证费 50 美

元，过境签 20 美元。需要注意落地签证费用

只能以美元、英镑、欧元支付。

落地签办理流程：

（1）进入机场大厅，找到落地签办理

柜台。

（2）持护照到柜台左手处缴纳签证费。

（3）返回柜台将缴费凭据和落地签资料

交给工作人员，等待出签，不出意外的情况

下3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签证，长则1个小时。

（4）签证前往“Foreign  Passport”通

道，检查后方可通过。

（5）前往左边或右边取行李。

（6）出机场（Terminal1，Termianl2 均

是出口）。

签证办理方式            

申请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申请孟加拉国

签证：

通过孟加拉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所有申

请孟加拉签证的中国公民均需要在北京递交

申请（落地签除外）。具体的使领馆的信息

见表 6-3。

表 6-3　孟加拉国驻华使领馆（北京）联系方式①

使领馆 联系方式 领区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光华路 42 号，No.42，Guang Hua Lu，Beijing，100600 

　　　www.bdembassybeijing.org

电话：+86-10-65322521；+86-10-65323706

邮箱：bdembassybeijing@yahoo.com（Diplomatic Wing）

　　　cc-bdembassybeijing@hotmail.com（Commercial Wing）

　　　ec_bdembassybeijing@yahoo.com（Economic Wing）

　　　bddefatt@yahoo.com（Defence Wing）

全国

                                          

①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bdembassybeijing.org.

在线申请。可通过大使馆提供的在线链

接申请签证。签证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和汇票

收据都需要通过快递（最好是顺丰或 EMS）发

送到“孟加拉大使馆领事处，北京 -100600，

中国，电话：+86-10-65322521”，并标注中

文签证申请人的回邮地址和申请人的有效手

机号码。申请链接如下。

在线签证申请链接：https://www.visa.

gov.bd

在线签证申请的替代链接：http://www.

dip.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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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居留

工作许可

外国人在孟加拉国工作，必须先申请工

作许可证。工作许可首次有效期为两年，此

后视情况延期。申请流程如下：

（1）公司必须在本地的任一家英文报纸

刊登招聘启事：

● 职位及项目：即是刊登公司需要聘请

外国人的职位及项目。

● 刊登英文报纸的篇幅尺寸不能太小，

大约 B5 规格即可。

（2）刊登英文报纸大约一星期后，请准

备以下资料并向孟投资发展管理局或加工出

口区管理局索取推荐函：

● 公司向投资署申请推荐函的信件；

● 刊登英文报纸正本一份；

● 聘书（邀请函）；

● 雇用合约；

● 二张相片；

● 公司登记证（Corporat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 公司执照（Incorporation Certificate）；

● 董事会决议书（Board of Resolutions）；

● 公司备忘录（Company Memorandum）；

● 护照复印件；

● 公司完税证明。

（3）当事人必需持推荐函及以上资料，

至孟加拉国驻中国或邻近地区领事馆办理：

● 申请 E-Visa（即：临时的 3 个月多次

进出工作签证）；

● 费用：依申请领事馆规定；

● 申请工作天数：4天。

（4）当事人抵孟加拉国后，14 天内必须

携此临时签证（E-visa）向投资发展管理局

（BIDA）申请 2年效期工作证。

（5）取得工作证后，必须向内政部申请

安全调查面谈（必须拿到 NSI 及 SB 两个单位

的面谈调查报告）。

（6）取得安全调查后，即可以申请 1 年

多次签证。

注意：以上申请工作证及工作签证程序，

仅限于第一次到孟加拉国工作或在孟加拉国

同一公司工作满五年以上者。

入籍

根据孟有关规定，1972 年 5 月 25 日之前

出生在孟加拉国，或其父或祖父在此之前在

孟加拉国居住的人具有孟加拉国籍。出生在

孟加拉国且父母一方为孟加拉国公民的人具

有孟加拉国籍。

外国人在下列情况下可申请加入孟加拉

国籍：

（1）外国人与孟公民结婚，且在孟连续

居住两年以上；

（2）在孟连续居住 5年以上者；

（3）在孟投资 50 万美元以上者。

1.3 注意事项

入境查验、检疫要求

入境时需填写入境登记卡，持有效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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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签证（因私普通护照）经移民局查验后放

行。一般情况下，孟移民局官员查验速度较

慢，需耐心等待。来孟人员要当场检查入境

章情况，一旦有误立刻同移民局交涉，以免

出境时受阻。经移民局查验后，孟海关可能

对行李进行检查，如无问题，则可通关。

进境旅客行李物品一般不应超过 20 公斤

（最多两箱），用作商业用途的物品要征税。

限制进出境物品包括象牙及象牙制品、列入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对象的动物及其骨骸等国

际通行限制物品。孟禁止进口物品包括有碍

人畜健康的带有危险性病菌、害虫及其他有

害生物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等。旅客带出、

带入现金超过 5000 美元（或其他等额外币）

以上者需主动申报。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时措施

（1）暂停落地签证（实际操作中，孟移

民局目前对持孟加拉国投资发展局等政府机

构邀请函的外国投资者、商务人士给予落地

签，但如疫情变化有关政策随时可能收紧。

建议提前办妥入境签证，以防入境受阻）。

（2）持有效签证的旅客需持英文版登机

前 72小时内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

（3）从疫情国家抵孟的乘客自抵达之日

起建议隔离两周。入境时卫生官员将酌情决

定是自我隔离还是在政府指定点集中隔离。

自我隔离人员将被执法部门监督执行。

孟政府可能随时出台或调整有关防疫政

策，请及时关注孟政府公告及中国驻孟加拉

国大使馆官网或微信公众号通知。

医疗保险要求

孟入境时无强制外国人购买医疗保险的

规定。

入境后办理居留登记要求

除豁免类别外，所有签证期限超过 90 天

的外国人都必须进行登记，且在抵达后 7 天

内完成。孟签证的签发机关或居留登记官在

签发签证时提供表格 B②（即：登记报告）的

副本，以报告外国人抵达孟加拉的情况。7 日

内离孟可不进行登记。

登记报告应以英文书面形式提交，一式

两份，应包含外国人在孟居住地址并详细填

写表格B中指定的所有其他信息，附上照片，

并在报告的两部分加盖登记官印章。表格填

妥后可以交给港口或到达地的登记官。登记

官可能会要求出示表格中所列信息的文件。

登记官或接收登记报告的当局将向外国人签

发表格 C 中的临时登记证书，外国人必须遵

守该表格中规定的条件。

如果外国人的职业需要经常旅行并且不可

能在合理时间内返回所居住的地区，该地区的

登记官办公室可将其在抵达孟加拉国后首次登

记的地址作为在孟加拉国的永久地址。

                                          

①  更多孟海关检疫信息可参考孟海关官网 . http://www.bangladeshcustoms.gov.bd 中的“旅客信息”（Travelers 

Info）栏目。

②  下载地址：https://www.immi.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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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移民部（SB office）

地址　　PCV7+7QH， Dhaka 1205

电话
　　+88-2-8914226

　　　　+88-1-320005902

邮箱　　ocimmigration@police.gov.bd

网址　　http://www.immi.gov.bd

根据孟加拉国相关规定，外国公民入境

后应在签证或入境许可到期前离境或办理居

留许可延期手续。违反规定者会被处以罚款，

具体情况如下：

（1）非法滞留 15 天以内者，按每天 200

塔卡的标准缴付罚款；超过 15天至 29天者，

超过 15 天的部分按每天 500 塔卡的标准缴付

罚款（以上两种情形可在出境口岸如国际机

场办理）；超过 29 天者，处罚标准由移民局

另行裁定（需去移民局办理）。

（2）需变更签证种类但未及时办理，超

过15天者按每天1000塔卡的标准缴付罚款。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孟加拉国人多地少，土地价格逐年攀升，

达卡周边的土地在 40 万 ~100 万元人民币左

右一亩。在孟加拉国买地一般都是公司行为，

公司所取得的土地是可以转售的。外国人也

可以买地，但政府规定外国人取得的土地是

不可交易的。房屋租金因房屋的用途、房屋

品质、所处地段以及市场需求等的不同，存

在巨大差异。

以 距 离 达 卡 30 公 里 左 右 的 Asholia 

Tongi 区域为例，工厂月租金约为 0.12~0.2

美元 / 平方英尺。以距离达卡 15 公里左右的

Uttara 区域为例，工厂月租金约为 0.5~0.6

美元 /平方英尺。

2020 年 8 月，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

司与孟加拉国经济特区管理局签订《土地租

赁协议》，租赁土地拟用于重点发展染料及

染料中间体等精细化工产品，同时配套建设

供热、供电、污水处理等公用工程租赁土地

面积 100 英亩（404686 平方米），租赁期限

为 50 年，从将已出租土地的实际占有权移交

给承租人之日起计算，土地租赁费用为 0.75

美元 / 平米 / 年，每年租金 30.35 万美元，

50 年租金总额 1517.57 万美元。

2.2 租用住宿用房

初来孟加拉国创业，首先找个落脚点是必

要的，在孟加拉达卡Basundhara、Baridhara、

Banani、Gulshan、Mirpur、Uttara 都是华人聚

集区，一般的华人酒店、饭店也在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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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ara 居住着不少于 2 万华人，交通食宿方

便，房租适中，主要居住人群以商务考察、

经商、员工宿舍为主。BARIDHARA 也有近万

人，军区大院环境好、治安好，以国企、私

企办公室为主。在这些地方租房要注意：有

些房东仅让住宿不让办公，租前要考虑自己

的用途，如办公、住宿一起要和房东事先声

明。房屋大小与环境决定租金高低，Uttara

一套 3 室一厅的套房租金在 30000~50000 塔

卡，一般押二或押三付一，每月的服务费在

3000~5000 塔卡。租房协议需要严审，协议

书需要使用当地政府规定的专用便签。

在一些郊区，也可以租用安静和僻静的

房屋。对于来孟加拉国的游客，达卡提供了

几家国际标准的酒店，包括洲际酒店、雷迪

森蓝光酒店、威斯汀酒店和 Sonargaon（泛太

平洋酒店）。这些酒店提供豪华的住宿、餐

厅、健身俱乐部和娱乐设施。此外，达卡和

吉大港也有一些中档酒店和招待所，以容纳

外籍人士。

孟加拉国商品房售价因地理位置及档

次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一 般 而 言，Uttara 区

域商品房售价在 50~80 美元 / 平方英尺，

Baridhara，Banani 和 Gulshan 区域商品房售

价为 1500~2000 美元 / 平方米。孟加拉国不

允许向外国个人出售房产。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在孟加拉国租房可通过租房中介机构了

解相关信息。在赴孟加拉国之前也可以通过

国内的一些中介平台查找并提前预定房源。

表 6-4　孟加拉国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网址

Bproperty
提供孟加拉国房地产解决方案；公寓租售；房屋租售；商

业物业租售信息。
https://www.bproperty.com

Bdhousing
提供孟加拉国房地产租售；公寓租售；房屋租售；土地出

租出售等信息。
https://www.bdhousing.com

Rents
提供孟加拉国公寓租赁；办公室租赁；店铺租赁；家具租

赁等信息。
https://rents.com.bd

2.4 租房注意事项

在孟租厂房与租民房大致相同，要约定

房东可以提供的电力、水、气、装修及违约

成本等。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因房屋的用途、房

屋品质、所处地段以及市场需求等不同，房

屋租金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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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体系概览

医疗体系

孟加拉国有国立医院和私人医院（诊

所），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国立医院费用

较低，但条件较差，可满足普通孟加拉国百

姓的一般看病需求。私立医院条件较好，但

费用也相对昂贵。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医疗

条件很差。孟是热带疾病、传染病高发区，常

见的传染病有登革热、霍乱、伤寒、疟疾等。

公共医疗体系由重点城市有限的二级和

三级医疗机构组成，私营部门提供了大多数

的三级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医疗设施                    

截至 2018 年底，孟加拉国共有 607 家政

府医院、5054 家私立医院和诊所和 9529 个在

卫生服务总局（DGHS）注册的诊断中心。政

府医院的可用病床数量为 52807，而私营部

门的病床数量为 90587，使可用病床总数达到

143394。

尽管多年来医疗设施有所增加，但每

1000 人的床位密度很低（见图 6-2），表明

医疗需求和供给存在差距。每年约有 70 万名

孟加拉人前往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新

加坡进行海外医疗旅行，医疗支出约为 35 亿

美元。

图 6-2　南亚国家每千名人口的病床数

3.2 医疗保险

孟加拉国有医疗保险业务，一些具有资

质的保险公司开展医疗保险业务，该保险可

涵盖投保者在孟的医疗费用。孟无强制外国

人购买医疗保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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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保险

孟加拉国没有公费医疗，需要医疗保险

服务需向商业医疗保险公司投保。

商业医疗保险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医疗自付费率最高

的国家之一，私人家庭支付了医疗总支出的

71.89%。孟加拉国公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

期间不断增加的高额医疗费用使其认识到了

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大量的公司和个人客户

正在向保险公司寻求合适的产品。迄今为止，

孟加拉国人口超过 1.6 亿，维持着约 9 万份

人寿保险单，其中只有不到 10% 的人寿保险

订户拥有医疗保险。①

目前，保险业务提供两种形式的健康保

险：独立健康保险单和包含健康保险的人寿保

险单。在孟加拉国，只允许非人寿保险公司提

供独立的健康保险。然而，与私营部门企业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和 21世纪初时相比，它们在

年度整体健康保险费中所占的份额要少得多。

另外，人寿保险公司将健康保险与人寿

计划捆绑在一起，并在几十年前开始提供团

体人寿和健康保险单，主要面向需要为其员

工提供此类保险作为一种国际人力资源合规

形式的大公司。由于该行业不必向其主要监

管机构报告健康保险数据，因此没有关于年

度健康保险总保费或覆盖人口的官方数据。

少量数据表明，人寿保险公司在“团体和健

康保险”标题下报告健康保险费，而非人寿

保险公司在“杂项”标题下报告。

健康保险继续以团体保单为主，据行业

专家估计，85% 至 90% 的整体健康保险费是由

优秀雇主、主要是跨国公司和一些小型本地

企业支付。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基本医疗保健需求可以在孟加拉国的任

何一家医院或诊所中满足，也可以由在各种

国有和私人医院和诊所中受过外国培训的注

册医生来满足。此外，许多孟加拉国医疗机

构希望在治疗前支付现金。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个人有健康保险，也要求现金支付。因

此，除非医疗保险中含有直接结算服务，去

往医院前应准备现金。孟加拉国大部分的医

疗机构水平较低，但达卡也有部分医院可以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优秀医院相提并

论。孟主要医院及联系方式见表 6-5。

                                          

①  LightCastle Partners 分析报告 . https://www.lightcastlebd.com.

表 6-5　孟加拉国主要医院及联系方式

医院名称 地址和电话

达卡 Evercare 医院（原阿波罗医院）

Evercare Hospital Dhaka

地址：Plot 81，Block-E，Bashundhara R/A

热线电话：10678

急救电话：+88-1-714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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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称 地址和电话

联合医院 United Hospital Limited

地址：Plot 15，Road 71，Gulshan，Dhaka-1212

热线电话：10666

急救电话：+88-1-914001234

达卡安瓦尔汉医学院医院
地址：House# 17 & 17/1，Road# 8，Dhanmondi，Dhaka-1205

电话：+88-2-58616074/+88-1-713028917

吉大港帝国医院

地址：Zakir Hossain Road，Pahartali，Chattogram

电话：+88-9-612247247/+88-1-832747270

急救电话：+88-1-8869111911

买药。普通药物可直接在药房购买，治

疗感冒类的药物无须处方可直接购买，其他

药物需要医生处方。急诊科处的药方有效期

只有两天，抗生素药方是 3 天，其他药物药

方有效期是一周。

达卡各区域主要药房及联系方式见表6-6。

表 6-6　达卡各区域主要药房及联系方式

药房名称 联系方式

Shahbag Medicine Cornar

地址：Bangabandhu Sheikh Mojib Medical University Gate No-03，Shahbag,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88-1-712489596

M/s. Mukti Drug Store
地址：1/2, Shahbag Biponi Bitan, Dhaka-1000，Bangladesh

电话：+88-1-676412075, +88-1-817247536

Rahman Pharmacy
地址：3/2/A, Shahbag Biponi Bitan, Shahbag,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88-1-819827529

Dhaka Pharma
地址：1/3, Shahbag Biponi Bitan,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88-4-478428002

NAz PharmaImportant
地址：6, Shahbag Biponi Bitan, Dhaka-1000, Bangladesh

电话：+88-2-9670325, +88-1-940634701, +88-1-914468809

M/s.Happy DrugsImportant
地址：5/1，Shahbag Biponi Bitan，Dhaka-1000，Bangladesh

电话：+88-2-8626670/9666527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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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保险

由于孟加拉国大多数医院和诊所无法提

供紧急治疗以外的任何护理。在严重的情况

下，患者通常会从孟加拉国转移到附近国家

的医疗中心，例如泰国或印度。跨国医疗运

送可能很昂贵，因此，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也

给客户提供个人意外险和海外医疗健康保险。

孟加拉国排名前十的保险公司见表 6-7。

表 6-7　2021 年孟加拉国主要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Metropolitan Life Insur-

ance Company（MetLife） 

前身为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LICO），1952 年进入孟加拉国。

热线：16344

传真：+88-2-9559094, +88-2-9558682

网址：https://www.metlife.com.bd

Delta Life Insurance Co Ltd

孟加拉国私营保险公司，位于 Uttara Bank Bhaban 的 Motijheel。

地址：Plot # 37, Road # 90, Gulshan Circle-2, Dhaka-1212.

电话：+88-1-885060000

传真：+88-2-8831739

电邮：mdsecretariat@deltalife.org, info@deltalife.org

网址：https://www.deltalife.org

Jiban Bima Corporation

国有保险公司，位于达卡的 Motijheel。

地址：Head Office 24, Motijheel, Commercial Area Dhaka, Bangladesh

电话：+88-2-9551414, +88-2-9559041-2

传真：+88-2-9561825, +88-2-9550796

邮箱：info@jbc.gov.bd

网址：https://jbc.gov.bd

大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PLICL）

2000 年成立，位于达卡的 Motijheel。

地址：36, Dilkusha C/A, Peoples Insurance Bhaban (17th Floor) 

　　　Dhaka-1000

电话：+88-1-9577534-38

传真：+88-1-9570880

邮箱：info@popularlifeins.com

网址：http://www.popularlifeins.com

Sandhani Life Insur-

ance Company Limited 

1990 年成立，提供较多的小额保险。

地址：Sandhani Life Tower Rajuk Plot No.34，Bangla Motor，

　　　Dhaka-1000，Bangladesh

电话：+88-2-9611197，+88-1-833325681-82

传真：+88-2-9614405

网址：http://www.sandhani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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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设银行账户

外国企业选择当地银行开户，须从该银

行领取申请表，并提供公司注册登记证、董

事会关于开户及授权代表的决议、贸易许可

证、行业协会会员证等证明材料。具体要求

可向开户行咨询。

4.1 开设个人账户           

孟加拉国的外籍工人可以开设塔卡

（BDT）和外币银行账户。没有初始存款或汇

入汇款的要求，个人最多可以将其基本工资的

75% 汇到原籍国。在孟加拉国银行开设公共个

人银行账户可能需要以下部分或全部文件：

（1）银行开户表格和签名卡（现场签

名）；

（2）申请人的工作许可证、就业证明或

自雇批准的复印件；

（3）申请人护照及签证复印件；

（4）申请人近期护照尺寸照片两张；

（5）由申请人证明的每位被提名人或监

护人（如果被提名人是未成年人）的一张近

期护照大小的照片；

（6）申请人的 E-TIN 证明（如适用）。

大多数外资银行都有面向个人和企业实

体的“网上银行”，但要求客户单独填写网

上银行申请表。处理此表单后，银行会提供

用户名、密码和安全令牌。然后客户必须致

电银行以激活网上银行。如在孟加拉国拥有

多个外国银行账户，可以从孟加拉国境内访

问个人国际账户。

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Megh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1996 年成立，位于 Biman Bhaban Motijheel。

地址：Biman Bhaban （2nd floor），100，Motijheel C/A，Dhaka-1000

电话：+88-2-9558297

传真：+88-2-9578113

网址：http://www.meghnalife.com

Takaful Islami Insurance Limited 

提供伊斯兰回教的寿险和非寿险。

地址：42，Dilkusha CA（7th Floor），Dhaka-1000

电话：+88-2-9570928-30

传真：+88-2-9568212

网址：http://www.takaful.com.bd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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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设公司账户

进入孟加拉国市场最常见的 3 个法律实

体是联络处（Liaison  Office，LO）或分支

机构（Branch  Office，BO）以及私人有限公

司（Private  Limited  Company，PLC）。 开

办要求之一是开设银行账户。

联络处或分支机构（LO/BO）

中央银行（孟加拉国银行）或孟加拉国

投资发展局（BIDA）必须首先批准 LO/BO，然

后才能开设银行账户。作为外国公司的 LO/BO

在孟加拉国开设银行账户所需的文件如下：

（1）银行开户表格和签名卡（现场签字）；

（2）BIDA 许可副本；

（3）详细说明在孟加拉国设立和授权 LO/

BO 的董事会决议，由孟加拉国驻华使馆证明；

（4）董事名单，注明其姓名、地址和国

籍，由孟加拉国驻华使馆证明；

（5）经公证的授权代表公司开设和操作

银行账户的人的授权书副本；

（6）公司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的核证副

本，由孟加拉国驻华使馆证明；

（7）公司注册证书副本，由孟加拉国驻

华使馆证明。

如前所述，联络处或分支机构必须在许

可函签发之日起两个月内汇入至少 50000 美

元的初始设立和运营费用。

就联络处而言，在其关闭之前，不允许

将来自孟加拉国的资金汇出。但是，在某些

允许的理由下，例如利润汇回和支付总公司

发生的费用，分公司可以向中央银行提出豁

免此限制的请求。此外，还提供网上银行，

申请流程与个人银行账户类似。

私人有限公司（PLC）

必须首先从股份公司注册处（RJSC）获

得核名证书，然后才能开设银行账户。该初

始银行账户是临时的，仅用于进行初始实收

资本投资。在孟加拉国为外资 PLC 开设常规

（永久）银行账户所需的文件如下：

（1）银行开户表格和签名卡（现场签字）；

（2）公司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以及公司

注册证书（如适用）；

（3）合资协议（如适用）；

（4）开立银行账户的董事会决议，包括

签名；

（5）根据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个人或

股东名单，注明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父

母姓名、国籍、护照号码、职业等；

（6）个人或股东的护照复印件；

（7）个人或股东的护照尺寸照片；

（8）贸易许可证（如适用）；

（9）本公司的 E-TIN 证明（如适用）；

（10）带有就业或私人投资者签证的工作

许可证副本，其中签字人是居住在孟加拉国

的外籍人士。

提交所有这些文件后，临时银行账户将

转换为可用于各种交易（不仅仅是实收资本

投资）的永久账户，并获得一个新帐号。经

中央银行批准，允许汇出款项。此外，还提

供网上银行，申请流程与个人、LO/BO 银行账

户的申请流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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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购车驾车

孟加拉国交通状况较差。公路设施落后，

司机素质低下，行人和三轮车经常混行，交

通十分混乱，事故频发。近年来机动车数量

成倍上升，95% 系从国外进口的二手车，加剧

了交通的混乱状况。

5.1 购车须知

购车合同

孟加拉国规定，买卖双方可以参见孟加拉

国交通道路管理局（BRTA）的销售收据，①并填

写机动车所有权转让表②（TO）以及转让人转

让机动车所有权的通知③（TTO）完成所有权

转换。

车辆注册

所有汽车都必须在孟加拉国交通道路管

理局（BRTA）注册。④所需文件为注册申请表、

纳税人识别号证明、身份证 / 护照复印件、

4~8 张护照尺寸的照片。汽车必须注册到车主

居住的地区（或车辆开展业务的地区）。得

到 BRTA 的评估单并缴纳注册费用后，需将车

辆带到 BRTA 进行检查。通过后，车辆的数据

和车主信息将被输入 BRTA 信息系统，签发牌

照和数字注册证书（DRC）。

车辆注册费用包括所得税费、注册费等。

所得税和登记费根据车辆的大小和类型而有

所不同。注册费通常为300~700塔卡（合9~38

美元）。

车险

所有私人车辆必须在当地公司投保第三

方保险和乘客责任险。

5.2 驾车须知

驾照

持有中国驾照的人需要获得国际驾照

（IDP）才能在孟加拉国开车。IDP在抵达该国

后的 12个月内有效。IDP必须附有中国驾照。

12个月后，驾车人需获得孟加拉国交通道路管

理局（BRTA）颁发的孟加拉国驾驶执照。⑤

BRTA 要求驾驶员持有学习驾照（Learner 

Driver License），作为获得驾照的先决条件。

考取学习驾照通常需要 2~3 个月的时间，通过

测试后获得正式智能卡驾照（见图 6-3）。获

得执照的最低年龄要求是 18岁。此外需通过

体检。

                                          

①  孟加拉国交通道路管理局的销售收据模板下载地址：http://www.brta.gov.bd.

②  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brta.gov.bd.

③  同②。

④  孟加拉国交通道路管理局 . http://www.brta.gov.bd.

⑤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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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孟加拉国获得驾照的流程

                                          

①  学习驾照申请表下载地址：http://www.brta.gov.bd.

②  医疗证明表下载地址：https://bsp.brta.gov.bd.

③  https://zh.globalpetrolprices.com.

办理学习驾照申请材料包括：

（1）在线申请表。①

（2）申请人的照片［图像大小 150KB

（300×300 像素）］。

（3）注册医生提供的医疗证明表。②

（4）身份证 /护照扫描件。

（5）水电费账单扫描件。

（6）现有驾驶执照扫描件。

智能卡驾照（DRC）是通过采集客户的生

物特征（数码照片、数码签名和指纹）来发

放的。智能卡驾驶执照所需的文件：

（1）申请表。

（2）注册医生的医疗证明。

（3）经公证的国民身份证/护照复印件。

（4）在 BRTA 规定的银行收到规定费用的

存款（专业驾照：189 塔卡、业余驾照 2542

塔卡）。

（5）专业驾驶执照警方调查报告。

（6）新拍摄的1张护照尺寸照片复印件。

期满换证。

（1）业余驾照：客户须存入规定的费用

（2426 塔卡：到期后 15天内；230 塔卡 /年：

到期后超过 15 天）并提交所需材料，在 BRTA

的指定办公室进行申请。（2）专业驾照：专

业驾驶执照持有者须重新参加实践考试。通

过考试后，将规定的费用（1585 塔卡：到期

后15天内；230塔卡/年：到期后超过15天）

连同所需文件一起提交给 BRTA 指定办公室。

如申请表及所附文件无误，当日对客户进行

生物识别（数码照片、数码签名及指纹），

并发放智能卡。

加油服务

2021 年 10 月，孟加拉国汽油价格约为

89 塔卡 / 公升③（合 1.0 美元 / 公升），或

336.9 塔卡 / 加仑（合 3.4 美元 / 公升）。低

于同期世界平均油气价格102.5塔卡 /公升。

柴油价格约为 0.8 美元 /公升。

孟加拉国驾车规则

孟加拉国车辆靠左行驶，道路状况和驾

驶标准可能具有挑战性，限速和其他交通法

规通常不张贴，驾车者也很少遵守。国家限

速法规定城市、农村和高速公路的法定速度

为：112 公里 /小时。

限速

限速和其他交通标识通常不张贴，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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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很少遵守。

驾车须知

孟加拉国车辆通常状况不佳，多数司机

没有保险，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许多道路状况

极差，安全行驶需要细心和耐心。车辆经常

闯红灯，道路交通事故，包括致命的正面碰

撞，在孟加拉国较常见。在城际高速公路上

行驶要特别警惕盗贼和抢劫。

道路常常拥挤，维护不善，一般没有路

肩，有陡峭的下坡路  ，常有没有路标的路障。

路面通常为人流和车辆的混合交通，偶尔还

会逆向行驶。司机通常没有执照，咄咄逼人，

训练不足。许多车辆，尤其是大型卡车和公

共汽车，保养不善。较大的车辆通常拥有先

行权。车辆经常闯红灯，不停车直接汇入车

流。

建议在孟加拉国开车的人是经验丰富的

国际司机。不建议在夜间驾驶，因为许多车

辆在路上会熄灯，而且路灯在该国并不常见。

5.3 其他交通方式

孟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 4 种：人力

三轮车（当地人称 Rickshaw）、三轮摩托车、

公共汽车（主要在市区内、郊区及邻近地区

运营）和出租车。上述交通工具多数车况不

太好。建议我国公民慎用上述交通工具，选

用正规的出租车。孟有较好的出租车公司。

当地也有一些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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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孟加拉国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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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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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口机构、国际组织建

立了 300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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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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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政府 http://www.bangladesh.gov.bd

2 总理办公室 http://www.pmo.gov.bd

3 内阁局 http://www.cabinet.gov.bd

4 文化部 http://www.moca.gov.bd

5 公共管理部 http://www.mopa.gov.bd

6 农业部 http://www.moa.gov.bd

7 法律、司法和议会事务部 http://www.minlaw.gov.bd

8 国土部 http://www.minland.gov.bd

9 民航旅游部 http://www.mocat.gov.bd

10 教育部 http://www.moedu.gov.bd

11 住房和公共工程部 http://www.mohpw.gov.bd

12 社会福利部 http://www.msw.gov.bd

13 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http://www.mohfw.gov.bd

14 外交部 http://www.mofa.gov.bd

15 妇女儿童事务部 http://www.mowca.gov.bd

16 纺织和黄麻部 http://www.motj.gov.bd

17 电力能源矿产部 https://www.mpemr.gov.bd

18 计划部 http://www.mop.gov.bd

19 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部 http://www.lgd.gov.bd

20 道路交通和桥梁部 http://www.rthd.gov.bd

21 国防部 http://www.mod.gov.bd

22 灾害管理和救济部 http://www.modmr.gov.bd

23 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 http://www.moef.gov.bd



  149

附录二　孟加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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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侨务和海外就业部 http://www.probashi.gov.bd

25 渔业和畜牧部 http://www.mofl.gov.bd

26 工业部 http://www.moind.gov.bd

27 劳动就业部 http://www.mole.gov.bd

28 邮电和信息化部 http://www.ictd.gov.bd

29 宗教事务部 http://www.mora.gov.bd

30 铁道部 http://www.mor.gov.bd

31 航运部 http://www.mos.gov.bd

32 科技部 http://www.most.gov.bd

33 水利部 http://www.mowr.gov.bd

34 青年体育部 http://www.moysports.gov.bd

35 财政部 http://www.mof.gov.bd

36 信息和广播部 http://www.moi.gov.bd

37 食品部 http://www.mofood.gov.bd

38 吉大港山区事务部 http://www.mochta.gov.bd

39 基础及大众教育部 http://www.mopme.gov.bd

40 水资源部 http://www.mowr.gov.bd

41 解放战争事务部 http://www.molwa.gov.bd

42 投资发展局 http://www.bida.gov.bd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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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孟加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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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

使馆

地址：PLOT 2 &4, EMBASSY ROAD, BARIDHARA, DHAKA, 

　　　BANGLADESH

网址：http://bd.china-embassy.org/chn

电话：+88-2-9887923

2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

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PLOT NO.15, EMBASSYROAD, BLOCK-1, BARIDHARA, 

　　　DHAKA, BANGLADESH

网址：http://bd.mofcom.gov.cn

电话：+88-2-984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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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孟加拉国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达卡工商联（DCCI）

地址：CCIBuilding 65-66MojheelC/A Dhaka-1000

电话：+88-2-9552562

网址：www.dcci.org.bd

邮箱：info@dhakachamber.com

2
孟加拉国工商会联合

会（FBCCI）

地址：FBCCIIcon, 60, MotijheelC/A, Dhaka, Bangladesh.

电话：+88-2-223380588

传真：+88-2-9567621

网址：http://fbcci-bd.org

邮箱：secretariat@fbcci.org

3

孟 加 拉 国 服 装 制 造

商 和 出 口 商 协 会

（BGMEA）

地址：BGMEAComplex, House#7/7A, Sector#17, Block#H-1, Uttara, 

　　　Dhaka-1230

电话：+88-9-638012345

网址：http://www.bgmea.com.bd

邮箱：info@bgmea.com.bd

4 孟中商业工业协会

地址：EunoosCenter, 12ThFloor, 52-53DilkushaC/A, Motijheel, 

　　　Dhaka-1000

电话：+88-1-710520242, +88-1-710529516

网址：https://bccci-bd.org

邮箱：bccci2015@gmail.com

5 孟中友谊中心

地址：BCFCLibrary&ArtGallery, Road1, House12, BlockF, Banani, Dhaka

电话：+88-1-754449987

网址：https://bangladeshchina.org

邮箱：bcfc.dhk@gmail.com

6
孟加拉国软件和信息

服务协会

地址：BDBLBhaban, Level#5, 12, KawranBazar, Dhaka-1215

电话：+88-2-9612322747

网址：http://www.basis.org.bd

邮箱：international@basis.org.bd；service@basis.org.bd

7
孟加拉国咨询工程师

协会

地址：6/3 (2ndFloor), Block-D, Lalmatia.Mohammadpur.Dhaka-1207

电话：+88-2-8100344

网址：http://bacenetbd.org

邮箱：bace@citechc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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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8 孟加拉国银行协会

地址：JabbarTower (16thFloor), 42GulshanAvenue, Road-135, 

　　　Dhaka-1212

电话：+88-2-9859885

网址：http://www.bab-bd.com

邮箱：info@bab-bd.com

9 孟加拉国保险协会

地址：HossainTower (9thfloor) BoxCulvertRoad, 116, NayaPaltan 

　　　Dhaka-1000

电话：+88-2-48310179

网址：http://biabd.org

邮箱：biadhaka1988@gmail.com

10
孟加拉国呼叫中心和

外包协会

地址：Apt-B2, House-59, Road-28,  Gulshan-1, Dhaka-1212

电话：+88-9-614334455

网址：https://www.bacco.org.bd

邮箱：office@bacco.org.bd

11 吉大港工商会

WTCBuilding 105, AgrabadC/A Chittagong

电话：+88-31-713366

网址：http://www.chittagongchamber.com

邮箱：info@chittagongchamber.com

12 大都会工商会

ChamberBuilding 122-124, MotijheelC/A, Dhaka-1000

电话：+88-2-9565208-10

网址：http://www.mccibd.org

邮箱：sg@citecho.net, info@mccibd.org

13
孟加拉国国际商业论

坛

地址：PlotNo.138/1, (2ndFloor) TejgaonIndustrialArea, Dhaka-1208

电话：+88-2-8878791

网址：http://www.ibfb.org

邮箱：info@ibfb.org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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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孟加拉国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类型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律师事务所

Doulah&Doulah 达卡事务所 https://cathayassociates.com

2 FMAssociates https://www.fmassociatesbd.com

3 BangladeshLawPartners（BDLP） https://www.bdlplaw.com

4 GrandallLawFirm http://www.grandall.com

5 DuaneMorris ( 佑信律师事务所 ) http://www.duanemorris.com

6

会计师事务所

Zahur&Mostafiz https://www.zahurmostafiz.com

7 ACNABIN https://www.acnabin.com

8 HodaVasiChowdhury&Co http://www.hodavasi.com

9 SyfulShamsulAlam&Co http://www.ssacbd.com

10 HowladarYunus&Co http://www.howladaryunus.com

11

专利事务所

Munshi&Associates http://www.munshiandassociates.com

12 Salamaziz http://www.salamaziz.com

13 JuralAcuity http://www.juralacu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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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孟加拉国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华为技术（孟加拉国）有限公司 zhangqidi@huawei.com

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wangxiaojiao@camce.com.cn

3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linweiqiang@complant-ltd.com

4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孟加拉国分公司 cgcbd@163.com

5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pandengyu@powerchina-intl.com

6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孟加拉国分公司 wangyongjunmegt@163.com

7 中国电线电缆进出口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hongyu.deng@ccceng.cn

8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bangladesh@chec.bj.cn

9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bangladesh@cggcintl.com

10 中国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guangqiushi@live.cn

11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qhjhuangzy@126.com

12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zhuguanglei@cmc.genertec.com.cn

13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wangliang@cntic.genertec.com.cn

14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pangm@crbc.com

15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dacsale@csair.com

16 中国能建东北电力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liudongjiecn@gmail.com

17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jfxu3019@ceec.net.cn

18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 cpp_bd@163.com

19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hankun@powerchina-intl.com

20 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孟加拉国分公司 lyf_sptdi@126.com

21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驻孟加拉国办事处 ccecc-bd@ccecc.com.cn

22 中国外运孟加拉国有限公司 shiyang@sinotrans.com

23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wangxiqing@cw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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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孟加拉国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24 中铁大桥局集团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pnh2008@163.com

25 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weixiaojun@crecgi.com

26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liuyadong@crfeb.com.cn

27 中兴通讯有限公司孟加拉国代表处 Wang.bo122@zte.com.cn

28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guoshichao@cscec.com

29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viplhf@gmail.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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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孟加拉国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下一届举办的时间

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1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陶瓷展览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27 日，达卡

孟 加 拉 国 达 卡 国 际 陶 瓷 展

CERAMICEXPOBANGLADESH 由

孟加拉国陶瓷制造商和出口协会主

办，展会两年一届，是孟加拉国著名

的专业展之一。

https://ceramicexpobd.com

2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塑胶、包装及印刷

工业展览会

2022 年 1 月，达卡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塑胶、包装及印

刷工业展 IPFBANGLADESH 是孟加

拉全面的塑料行业的展览和贸易洽谈

会。

https://www.chanchao.com.tw/ipf

3
孟加拉达卡国际汽

车配件展览会
2022 年 7 月，达卡

孟 加 拉 汽 车 配 件 展 DhakaMotor-

Show 有汽车配件展、摩托车展、自

行车展、商用车展组成，是孟加拉唯

一且最大的汽车、摩托车及配件的专

业展览会。

https://dhakamotorshow.com

4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纺织及制衣机械展

览会

2023 年，达卡

孟加拉国纺织及制衣机械展吸引了

33 个国家的积极参与，超过 1000 家

厂商，展出 1160 个摊位，是孟加拉

国最大的纺织暨制衣机械展。

https://www.chanchao.com.tw/DTG

5

孟加拉达卡国际纺

纺织纱线及面辅料

展（DIFS）

2022 年 2 月 23 日，

达卡

领先的国际纱线和面料制造商和供应

商国际展览会，重点面向孟加拉国整

个价值 320 亿美元的纺织品和服装出

口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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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孟加拉国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下一届举办的时间

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6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化工和染料展览会
2021 年 9 月，达卡

孟 加 拉 国 化 工 和 染 料 展 Dyechem-

Bangladesh 由 CEMS-GLOBAL 主办，

是 CEMS-GLOBAL 在孟加拉、斯里

兰卡、印尼、巴西、新加坡等国家举

办的 DYECHEM 系列展会之一。该

展会每年一届，是孟加拉国举办的唯

一染料和化工专业展览会。

7
孟加拉海事展

BIMOX
2021 年 3 月，达卡

该展是孟加拉本地一项国际性的海上

工业活动，也是孟加拉国唯一的海事

博览会，得到了孟加拉当地报刊及媒

体的高度关注和宣传。展会涉及海事

工程、船舶修造、海事设备、挖泥设

备、港口物流、航海技术等。

8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
2021 年 10 月，达卡

该展会一年一届，已经成功举办了

27 届，为孟加拉国地区历史悠久的

建筑机械展。展会已经树立了专业品

牌，吸引了各承包商、材料供应商、

市政和官方人士到场出席相关活动，

为该行业的生产商、贸易商、风险投

资商、专利转让及寻求代理、分销、

合作等的所有相关人士提供了平台。

9
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建筑工程展览会

2022 年 6 月 24—26

日，达卡

孟加拉国建筑工程展 BANGLADE-

SHBUILDCON 是当地的国际建材盛

会。展会旨在发掘孟加拉国巨大的建

材建筑市场，将展出相关行业的新先

进技术设备、材料、服务和工艺，包

括暖通、空调设备、建筑材料、油漆、

门窗、家具等。为该行业的生产商、

贸易商、风险投资商、专利转让及寻

求代理、分销、合作等的所有相关人

士提供了平台。该展览是达卡首屈一

指的技术和产品采购平台，是全球在

技术和解决方案上提供创新的专业技

术平台。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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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展会名称
下一届举办的时间

地点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10

亚洲（孟加拉）制

药博览会

Asia (Bangladesh) 

PharmaceuticalExpo

2022 年 3 月，达卡

该展会是孟加拉国境内最具规模、最

具号召力且唯一具备国际水准的医药

原料及设备展览会。该展会也得到孟

加拉医药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是孟

加拉国及周边地区重要医药信息交流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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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孟加拉国大型展览会简介

附录八

孟加拉国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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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https://cn.weforum.org.

3 达卡供电公司 https://dpdc.org.bd

4 中国外交部 http://bd.china-embassy.org/chn

5 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商参处 http://bd.mofcom.gov.cn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policy.mofcom.gov.cn

7 孟加拉国海关 http://www.ccpitzj.gov.cn

8 孟加拉国投资促进局 http://bida.gov.bd

9 孟加拉国中央银行 https://bb.gov.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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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孟加拉国投资
1.电建海投公司积极与探索多种交易形式成功获得巴瑞萨燃煤电站项目……56

2.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孟历史上最大的铁路项目………………………59

3.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 PPP 方式承建孟达卡机场

　高架快速路………………………………………………………………………59

4.嘉兴某公司与孟加拉国某银行信用证结算纠纷案……………………………65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1.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82

2.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83

3.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84

4.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85

5.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86

6.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87

7.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87

8.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88

9.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92

10.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93

11.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97

12.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98

13.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99

14.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100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1. 中方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疫情……………………………………………118

2. 商标侵权纠纷案………………………………………………………………125

3.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126

4.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126

5.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126

6.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127

7. 敦促履约案……………………………………………………………………127

附录九

案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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