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

编委会

高  燕

卢鹏起  张慎峰  陈建安  柯良栋

张少刚  于健龙

冯耀祥  聂文慧  李庆霜  刘  超

蔡晨风  孙  俊  俞海燕  张  顺

刘  晖  赵  萍

哈昱淳  月  光  赵志浩  谢睿哲

罗胜兰  熊  妍

郭周明  云  天  张永生  刘静知 

唐小薇  周舒阳  汪卫媛　

主　　　任    

副　主　任    

成　　　员

         

  

编　写　组

审 校 组



卷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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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阿曼苏丹国（以下简称阿曼）位于阿拉

伯半岛东南部，与阿联酋、沙特、也门等国

接壤，濒临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面积 30.95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3165 公里。

阿曼位于东四时区，比北京时间晚 4 个

小时。

气候

除东北部山地外，均属热带沙漠气候。

全年分两季，5 月至 10 月为热季，气温高达

40℃以上；11 月至翌年 4 月为凉季，平均温

度约为 24℃。年平均降水量 130 毫米。

人口

截 至 2020 年， 阿 曼 人 口 为 448 万。

2010—2019 年，阿曼人口持续增长，但 202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略微下降，为 2.96%。①

伊斯兰教为国教。阿曼 85.9% 的人口为

穆斯林，且大多为伊巴德教派。

首都

马斯喀特是阿曼的首都，位于东北部，

面积约 3900 平方公里，是全国政治、经济、

文化和商业中心。

                                           

①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s://www.hnb.hr.

行政区划

阿曼的行政区域划分为 11 个省（马斯喀

特省、佐法尔省、穆桑达姆省、布莱米省、

中北省、中南省、达希莱省、内地省、东南省、

东北省、中部省），省下共设 61 个州。

1.2 政治制度

宪法

1996 年，时任苏丹的卡布斯·本·赛义

德（Qabus  Bin  Said）颁布谕令，公布《国

家基本法》（相当于宪法），就国体与政体、

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公民权利与义务、国

家元首职权、内阁及其成员职责、阿曼委员

会和司法体系运作等问题作出规定。2011 年

10 月，前苏丹卡布斯颁布谕令，对《国家基

本法》进行修订，主要对苏丹王位继承、协

商会议权限等作出进一步规定。

国家元首

阿曼是世袭君主制国家，苏丹享有绝对

权威，负责颁布法律、任命内阁、领导军队、

批准和缔结国际条约。2020 年 1 月 11 日，卡

布斯苏丹逝世，海赛姆·本·塔里克·阿勒

赛义德（Haitham Bin Tarik Al-Said）根据

卡布斯遗诏继任苏丹并实现政权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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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阿曼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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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

议会又称“阿曼委员会”，由国家委员

会（相当于议会上院）和协商会议（相当于

议会下院）组成，国家委员会和协商会议成

员不得相互兼任。

其中，国家委员会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主要负责审查国家法律、社会、经济等方面

问题，共有委员 75 名，多为前政、军高官和

各界知名人士，全由苏丹任命，任期 4 年，

可连任。现任主席为阿布杜勒·马利克·

本·阿卜杜拉·哈利利（Abdul  Malik  Bin 

Abdullah Al Khalili），于2020年8月就任。

协商会议成立于 1991 年 11 月，自 2003

年起实现普选。2011 年修订后的《国家基本

法》赋予了协商会议更大权力，包括对法律、

预算、条约、审计报告等的修改权和建议

权，以及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和质询权等。

目前，协商会议共有 86 名成员，代表阿曼

的 61 个州，任期 4 年，可连任。现任主席为

哈立德·本·希拉勒·马瓦利（Khalid  Bin 

Hilal  Al  Ma'awali），于 2011 年 10 月当选

并连任至今。

政府

内阁是苏丹授权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

成员由苏丹任命。2020 年 8 月，阿曼内阁完

成新苏丹继位后首次重大改组，共有成员 26

名，其中女性阁员 3名。

政党

阿曼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1.3 司法体系

阿曼将伊斯兰法作为基本法律制度。阿

曼司法机构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机制组成。政

府设立司法、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主

管司法和宗教事务。

阿曼法院分为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初

审法院。全国设有 47 所法庭，在首都和一些

省设上诉法院。

1.4 外交关系

阿曼奉行不结盟、睦邻友好和不干涉别

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开展多元化外交。截至

2021 年 2 月，阿曼已同 143 个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

与中国关系

1978 年中国与阿曼建交。建交以来，两

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在各方面的合作和交

流成果显著，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阿方始终在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2018 年，两

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阿签署政府

间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与海湾国家关系

阿曼是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海合会）成员，长期与海合会成员保持

紧密的合作关系，致力于维护海湾地区安全

与稳定。阿曼还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主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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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例如，

2017 年 6 月中东多国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时，

阿曼保持中立，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

与美国关系

阿曼与美国关系密切，两国在政治、军

事、经济等领域保持合作。1837 年和 1843 年

美阿两国先后在对方设立了领事馆，1972 年

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2006 年，双方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1.5 社会人文

阿曼当地社会人文基本信息情况详见表 

1-1。

表 1-1　阿曼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主要为阿拉伯人

官方语言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英语

货币 阿曼里亚尔，比塞，1 里亚尔等于 1000 比塞

宗教 伊斯兰教为国教

国旗
呈长方形，长宽之比为 2∶1，旗面由红白绿组成，红色部分在旗面上形成横的“T”字图案，

旗面的右侧上、下分别为白、绿色长方形，中间被红色宽条隔开，左上方绘有国徽图案。

国歌 《苏丹颂歌》

主要节日
伊历 1 月 1 日伊斯兰新年；伊历 3 月 12 日先知默罕默德诞辰；伊历 7 月 27 日登宵节；

伊历 10 月 1—3 日开斋节；伊历 12 月 10—13 日古尔邦节；公历 11 月 18 日国庆日 。

媒体 全国现有报刊 30 余种；官方新闻机构为阿曼通讯社 

教育 实行免费教育制

医疗 全民强制医疗保险制度

习俗

● 社交礼仪：阿曼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外籍人行握手礼，但只限于同性。对阿拉伯国家的

人行拥抱和亲吻礼；阿曼对妇女给予方便，在街上、商店里或办事机构，都对妇女优

先照顾。

● 禁忌：阿曼是伊斯兰国家，禁止吃猪肉和饮酒，但允许驻阿曼的外交团免税进口酒类；

对轻侮国王的行为（如污损国王肖像或批评国王）会判以不敬罪，而受到严厉的处罚；

阿曼人用餐时不能用左手，在别人面前，不要用食指或中指比画；和女性交谈、亲近

女性或拍摄女性照片都是不允许的；男子不可斜视妇女，并且不可行握手礼，只可点

头示意。



  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阿曼石油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是典型

的资源输出型国家，油气产业是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近 30%。

近年来，阿曼全力推进经济多元化战略，大

力优化引资环境，积极打造制造、物流、旅

游、矿业、渔业等五大非油气产业，努力改

变过度依赖油气产业的单一经济结构。

2011—2020 年阿曼的 GDP 波动较为明

显。受油价下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

2020 年阿曼 GDP 为 248.57 亿阿曼里亚尔，

比 2019 年下降 15.3%。对 GDP 贡献最大的油

气产业产值为 77.33 亿阿曼里亚尔，比 2019

年下降 23.4%；制造业 20.41 亿阿曼里亚尔，

比 2019 年减少 10 亿阿曼里亚尔；服务业为

132.70 亿阿曼里亚尔，比 2019 年减少 8.58

亿阿曼里亚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

计，随着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和新冠肺炎

疫情逐步得到控制，2021 年阿曼 GDP 将增长

1.8%，通胀率为 3.8%。①

此外，阿曼的财政状况不佳。2016—

2020 年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逐年攀升。2020

年 6 月，由于对阿曼疲弱的公共财政指标的

担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阿曼的主权信用

评级从 Ba2 下调至 Ba3。穆迪还预计阿曼财政

赤字在未来 3年内将始终保持高位。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https://www.imf.org.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s://www.hnb.hr.

表 1-2　2016—2020 年阿曼宏观经济数据②

经济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宏观经济

GDP（百万阿曼里亚尔） 25177.26 27144.94 30678.78 29349.50 24857.30

人均 GDP（阿曼里亚尔） 5704.00 5952.80 6666.80 6355.60 —

实际 GDP 增速（%） -4.3 7.8 13.0 -4.3 -15.3

通货膨胀率（%） 1.11 1.60 0.88 0.13 -0.90 

失业率（%） 3.27 2.49 1.80 1.84 4.97 

国际收支

经常账户余额（百万阿曼里亚尔） -4821 -4222 -1648 -1592 —

国际储备总额（百万阿曼里亚尔） 3615 1066 -990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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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s://www.hnb.hr.

②  阿曼海关总署 . https://www.customs.gov.om.

经济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财政收支

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 15.47 30.28 44.76 51.39 59.99 

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 30.20 33.22 36.76 37.45 34.33 

汇率变化

平均汇率（阿曼里亚尔 / 美元） 0.38 0.38 0.38 0.38 0.38

图 1-2　2011—2020 年阿曼GDP及其增速①

续	 	 表

对外贸易②

2016—2018年，阿曼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均保持增长，但在 2019 年和 2020 年进出口额

均呈现下降态势。2020年，阿曼进出口总额为

196.43 亿阿曼里亚尔，其中出口 117.94 亿阿

曼里亚尔，同比下降 20.80%，进口 78.49 亿阿

曼里亚尔，同比下降 13.08%，贸易顺差 39.45

亿阿曼里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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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阿曼主要出口商品为以原油、液

化天然气和精炼油为代表的油气产品，油气

出口总额为 70.77 亿阿曼里亚尔，占出口总

额的 60.01%。非油气产品出口总额为 30.21

亿阿曼里亚尔，再出口额为 16.97 亿阿曼里

亚尔。非油气产品出口占首位的是基础金属

及其制品，其次是化学产品和矿物产品等。

2020 年阿曼主要进口产品为电气机械、

机械设备和零部件，基本金属及其制品，运

输设备和矿物产品等（详见图 1-5）。

图 1-3　2016—2020 年阿曼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图 1-4　2020 年阿曼主要出口商品金额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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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的主要贸易伙伴以海湾国家为主。阿

联酋是阿曼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 年，阿曼对

阿联酋出口总额最多，为30.3亿阿曼里亚尔，

同比下降 5.2%；其次是沙特，为 4.93 亿阿曼

里亚尔，同比下降 15.6%；对卡塔尔出口总额

位居第三，为 2.34 亿阿曼里亚尔，同比上涨

7.9%。同时，阿曼自阿联酋进口总额也占首位，

为 34.3 亿阿曼里亚尔，同比下降 6%；自中国

进口总额位列第二，为 6.39 亿阿曼里亚尔；

第三位是沙特，为 4.11 亿阿曼里亚尔。

阿曼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自 2014 年开始

总体呈现下行趋势，并在 2016 年降至十年以

来的最低点，2019 年阿曼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81.53%，较 2018 年的 84.64% 有所下降。详

见图 1-6。

2.2 发展规划

为推动经济实现复苏，阿曼推出了“经

济刺激计划”，并制定了《中期财政平衡计划

（2020—2024年）》和第十个五年计划（2021—

2025），以实现财政平衡，支持经济多样化发

展。此外，2016年阿曼政府出台《2040愿景》，

为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框架性指引。

经济刺激计划

2021 年 3 月，阿曼政府公布经济刺激计

划，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

小企业发展、优化劳动力市场、银行支持五

大举措，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吸引外商投资。

详见表 1-3。

图 1-5　2020 年阿曼主要进口商品金额及占比



  1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图 1-6　2010—2019 年阿曼对外贸易依存度①

                                          

①  世界银行 . https://www.shihang.org/zh/home.

表 1-3　阿曼经济刺激计划内容

举措 内容

减税降费

减免部分

所得税

● 对于从事经济多元化战略（渔业、制造业、采矿业、物流业、旅游业）

领域相关经济活动超过 5 年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底，

免除企业所得税；
● 免除酒店业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企业所得税；
● 允许分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并免除因分期付款而产生的额外税款；
● 对于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的企业，可根据下一年的纳税申报单，

从应纳税额中扣除 1%，最高为 10000 阿曼里亚尔；
● 从 2020 年起，5 年内暂停对股息和利息征收预提税；
● 企业在 2020 年发生的损失，可在下一年度递延抵扣，并在 2021 年及以

后年度的应税所得额中扣除，直至损失归零（无需按企业所得税法中规

定的 5 年亏损抵扣期），且无需承担该期间的费用；
● 免除旅游机构直至 2021 年底的旅游税和市政税；
● 将旅游机构应缴纳的旅游税和市政税的结算日期推迟到 2021 年 12 月。

减免部分费用

● 2021 年续签环境许可证的，在有效期内环境许可费可减少 50%；
● 若在环境许可证到期后 3 个月内更新，可免除罚款；
●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底，杜库姆经济特区和隶属于 Madayn 工业区管理

局的土地租赁费可减免 25%；
● 为用电量高的用户（100000 千瓦 / 每小时及以上），提供固定电价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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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内容

优化营商

环境

● 经营者或投资者在获得初步经营许可证后，无需等待最终许可证，只需提交遵守所选商

业类型规定的条款和标准的承诺，即可进行经营和投资活动；
● 根据《外商投资法》注册、属于阿曼经济多元化战略及“十五”规划鼓励投资领域的外

国公司，可享受与阿曼公司同等的商业注册费；
● 外资公司可根据注册时的条件，在公司成立后自动获得 3 份招聘外籍人员的许可证；
● 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将与在阿曼有战略投资项目（价值超过 100 万阿曼里亚尔）的

企业签署服务协议，确定投资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相关费用和阿曼化用工比例要

求）；
● 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公司可以在阿曼购买 5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商业用地开展经相关部门

批准的业务。

推动中小

企业发展

●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15% 降至 12%；
● 延长中小企业向主权基金贷款的相关费用支付期至 2021 年 12 月；
● 对持有 Riyada 卡的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招标额最高限额为 10000 里亚尔。

银行支持

● 继续暂停向已贷款的个人发放贷款，直至另行通知。至 2021 年 9 月底，继续暂停向被雇

主大幅减薪的公民提供贷款；
● 银行继续暂停对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征收额外费用和利息。在不影响信用评级的情况下，

延期将持续 6 个月至 2021 年 9 月底；
● 继续实施信贷刺激计划，包括设定贷款上限、为受疫情影响的生产部门提供便利、降低

资本保护率等，以支持经济复苏，提高流动性；
● 阿曼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融资和借贷公司合作，重新商议符合贷款人现状的借贷条件，

以确保借款人能够履行还款义务。

续	 	 表

《2020—2024年中期财政平衡计划》

为应对财政挑战，实现中期财政平衡，

阿曼政府制定了《2020—2024 年中期财政平

衡计划》，与其他改进营商环境和促进投资

的经济措施同步实施。其总目标是：为阿曼

财政可持续性奠定基础，减少债务，通过优

先财政措施提升政府支出效率，增加政府非

油气收入，增加国家储备基金，增加政府资

产收入以提高应对金融挑战的能力并促进阿

曼经济增长。该计划基于 5 个支柱框架，详

见表 1-4。

表 1-4　阿曼《2020—2024 年中期财政平衡计划》内容

序号 支柱 内容

1 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 提升营商环境；
● 促进国内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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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支柱 内容

2 实现收入多元化

● 提高政府投资回报率；
● 加强税收征管；
● 自 2021 年起实施增值税；
● 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

3 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 实施战略采购；
● 控制发展支出，重新审视并优化已有项目、新项目合理化、加强资

本支出管理和监督；
● 审查并控制政府支出；
● 开展公共服务补贴改革。

4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 重新设计补贴和社会保障体系；
● 确定社保覆盖范围；
● 加强向弱势群体提供福利。

5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

● 开发政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
● 加强债务管理办公室和宏观财政部门能力建设；
● 建立国库单一账户；
● 实施国家资产登记；
● 加强捐赠管理。

续	 	 表

第十个五年计划（2021—2025 年）

2021 年 1 月，阿曼政府颁布了第十个五

年计划（2021—2025 年）。该计划旨在促进

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增加本国公民收入，推动经济多元化，优化

生产结构，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财政可

持续发展，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支持中

小企业的发展。阿曼计划在第十个五年计划

期间创造 13.5 万个就业岗位，预计到 2024

年财政赤字减少 1.7%，到 2025 年实现 6500

万阿曼里亚尔的财政盈余。

《2040 愿景》

2016 年，阿曼政府制定《2040 愿景》，

以“人与社会”“经济与发展”“治理与制

度绩效”为三大主题（详见图 1-7）。该愿景

旨在使阿曼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并就此制定

了一系列的目标，包括将人均实际 GDP 提高

90%，实现 GDP 年增长率达 5%，外国直接投资

对 GDP 的贡献达到 10%，非油气产业产值占

GDP 比例增长到 90% 以上，私营部门对创造就

业机会的贡献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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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阿曼《2040 愿景》规划

2.3 地区情况

阿曼共有 11 个省，其中面积最大的省份

为佐法尔省，人口最多的省份是马斯喀特省。

马斯喀特省（Muscat）

马斯喀特省面积为 4000 平方公里，位于

阿曼的东北部，人口数量为 1421409。其首府

马斯喀特是阿曼的首都。主要产业有油气产

业、物流业和旅游业。阿曼石油发展公司就

位于该省，石油日产量大约为 72 万桶，该省

拥有阿曼大部分的石油资源，对地区经济贡

献较大。此外，作为中东地区贸易中心之一，

该省拥有苏海尔·巴赫万等贸易公司。同时，

马斯喀特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世界第三

大清真寺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就位于此地，

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往。

佐法尔省（Dhofar）

佐法尔省面积为 9.9 万平方公里，位于

阿曼的南部，人口数量为 452194。其首府

为塞拉莱，阿曼苏丹常驻此。该省的主要产

业有农业、渔业、油气产业、制造业和物流

业。该省的平原地区种植了枣椰、高粱、玉

米、大麦、水果等农作物，还是世界乳香的

主要产地。同时，该省濒临海洋，渔业资源

丰富，形成了渔业捕捞、海产品加工和销售

等完整的产业链。该省还拥有多个油田以及

中东地区和波斯湾地区的集装箱枢纽港口萨

拉拉港。此外，Gulf  Mining  Group 还在该

省建有石膏板及其他相关产品加工厂，推动

了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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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桑达姆省（Musandam）

穆桑达姆省面积为 2000 平方公里，位于

阿曼的最北部，与阿联酋接壤，人口数量为

45401。该省临近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进

入印度洋的必经之地，支柱产业为物流业、

农业、渔业和旅游业。

布莱米省（Al Buraimi）

布莱米省面积为 8068 平方公里，位于阿

曼的西北部，人口数量为115658。油气产业、

矿业、农业和制造业等是该省的主要支持产

业。该省油气资源和工业矿产资源丰富，石

膏等储量也较为丰富，支持了当地油气产业

和矿业的发展。同时，该省建成阿曼最大的

乳品生产企业，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布莱米

省还实行特别优惠政策，不断完善工业区建

设，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中北省（Al Batinah North）

中北省面积为 8000 平方公里，位于阿曼

的北部，人口数量为 782507。主要产业为矿

业、油气产业、物流业、渔业和制造业等。该

省蕴藏丰富的铜、金、铬等金属矿产，且油气

资源丰富，相关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同时，该

省拥有海湾地区重要的苏哈尔港，物流业发展

较快。该省还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建有多个渔

场，发展渔业。中北省还着重发展钢铁行业、

铝业等，苏哈尔铝业公司便在此地。

中南省（Al Batinah South）

中南省面积为 5323 平方公里，位于阿曼

的西北部，人口数量为 437818。主要产业为

旅游业、农业和油气产业。该省拥有历史悠

久的清真寺和独特优美的地貌环境，吸引了

大量的游客。主要农业产品包括水果和蜂蜜

等，当地油气资源也较为丰富。

达希莱省（Adh Dhahirah）

达希莱省面积为 3.59 万平方公里，位于

阿曼的西部，人口数量为 223388。支柱产业

为油气产业、矿业和旅游业。该省不仅有较

为发达的油气产业，铝、铜、铁等矿石储量

也较为丰富，矿业在其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

位。同时，该省还拥有多个世界文化遗址，

风景秀丽，旅游业发展较快。

内地省（Ad Dakhliyah）

内地省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位于阿曼

的中北部，人口数量为485323。主要产业为油

气产业、制造业和农业。该省有多个油气田，

主要工业产品为金属制品，主要农产品为水果。

东南省（Ash Sharqiyah South）

东南省面积为 1.2 平方公里，位于阿曼

的东部，人口数量为 320786。该省临海，拥

有多个渔场，渔业是其主要产业之一，且便

利的港口使得物流业在当地经济中承担着重

要作用。制造业也是该省的支柱产业之一，

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和船舶。

东北省（Ash Sharqiyah North）

东北省面积为 2.11 万平方公里，位于

阿曼的东北部，人口数量为 284064。主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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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旅游业、农业和制造业。壮丽的河谷和

沙漠地貌、历史悠久的文化遗迹等为该省吸

引了大量游客。同时，该省的农业种植以水

果为主，畜牧养殖也较为发达；主要工业产

品为金属制品。

中部省（Al Wusta）

中部省面积为 8.25 万平方公里，位于阿

曼的中部，人口数量为 49379。该省的主要产

业为农业、渔业和油气产业。该省大面积的

平原地区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主要农产品为

椰枣、柠檬、香蕉等。同时，该省濒临海洋，

政府积极推广水产养殖计划，支持在沿海或

近海水域建立大型鱼类养殖企业，推动了渔

业发展。该省的油气资源储量较多，已投入

使用的油气管道分布较为密集。

2.4 经贸协定

阿曼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也是泛阿拉

伯自由贸易区（GAFTA）成员和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在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框架下，阿曼与新加坡、欧洲

自由贸易联盟（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

瑞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与中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在

谈判中。①

截至 2021 年 5 月，阿曼与中国、英国、

法国、日本等 27 个国家签订了已生效的双边

投资协定。签订情况详见表 1-5。

表 1-5　与阿曼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 / 地区②

序号 国家 / 地区 签订时间 状态 序号 国家 / 地区 签订时间 状态

1 日本 2015 生效 9 约旦 2007 生效

2 坦桑尼亚 2012 签约（尚未生效） 10 土耳其 2007 生效

3 越南 2011 签约（尚未生效） 11 保加利亚 2007 生效

4 乌兹别克斯坦 2009 生效 12 黎巴嫩 2006 生效

5 荷兰 2009 签约（尚未生效） 13 叙利亚 2005
签约（尚未

生效）

6
比利时—卢森

堡经济联盟
2008 签约（尚未生效） 14 瑞士 2004 生效

7 新加坡 2007 生效 15 白俄罗斯 2004 生效

8 德国 2007 生效 16 克罗地亚 2004
签约（尚未

生效）

                                          

①  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 http://rtais.wto.org.

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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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 地区 签订时间 状态 序号 国家 / 地区 签订时间 状态

17 韩国 2003 生效 27 巴基斯坦 1997 生效

18 乌克兰 2002 生效 28 芬兰 1997 生效

19 伊朗 2001 生效 29 印度 1997 终止

20 摩洛哥 2001 生效 30 英国 1995 生效

21 澳大利亚 2001 生效 31 瑞典 1995 生效

22 阿尔及利亚 2000 生效 32 中国 1995 生效

23 苏丹 1999 生效 33 法国 1994 生效

24 也门 1998 生效 34 意大利 1993 生效

25 文莱 1998 签约（尚未生效） 35 突尼斯 1991 生效

26 埃及 1998 生效

2.5 经济园区

阿曼的经济园区主要有自由区、工业区、

经济特区和知识园区。

自由区（Free Zone）①

自由区由苏丹颁布法令建立。除严禁进

口的货物外，任何货物均可自由进入自由区

或在自由区之间相互往来。自由区内的进口

货物，除管理方视货物的品质规定期限的以

外均可不受限制地停留。在自由区内加工或

组装后的再出口的产品将参照阿曼政府签置

的国际协议而被视为阿曼本国产品。若区内

生产的产品进入阿曼关内，则被视为进口产

品，即使产品中含有当地原材料。

全国共有 3 个自由区，分别是苏哈尔港

自由区（Sohar  Port  and  Free  Zone）、萨

拉拉自由区 ( Salalah Free Zone) 和马祖奈

自由区（Al-Mazunah  Free  Zone）。基本情

况详见表 1-6。

续	 	 表

                                          

①  中国驻阿曼苏丹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om.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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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阿曼自由区简介

自由
区名称

所在
地区

占地
面积

附近港口
与机场

主要产业 优惠政策 联系方式

苏哈

尔港

自由

区

中 北

省 苏

哈 尔

州

45

平方

公里

苏哈尔

港，苏哈

尔国际机

金属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轻制造业、

装配、物流

业、贸易

● 允许 100% 外资公司；
● 免 10 年企业所得税（通常为

12%），可续期最多至 25 年；
● 免关税、个人所得税；
● 设置“一站式”清关服务窗口；
● 注册资本要求低；
● 要 求 入 驻 10 年 内 阿 曼 化 比

例 满 足 15%，10~15 年 25%，

15~20 年 35%，20 年后 50%；
● 可享受阿曼与美国、新加坡

分别签署的自贸协定内优惠

条款。

地址： Sohar, Sultanate 

　　　of Oman

电话：+968-2-6852700

传真：+968-2-6852701

网址：www.freezoneso-

　　　har.com

萨拉

拉自

由区

佐 法

尔省

15

平方

公里

萨拉拉

港，距萨

拉拉国际

机场 5 公里

造业、

贸易、

物流业

● 允许 100% 外资公司；
● 免 30 年所得税和股息税；
● 免关税、个人所得税；
● 设置“一站式”清关服务窗口；
● 无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 劳务和基础设施费用较低。

地址： Awqadain,Oman

电话：+968-2-3212999

传真：+968-2-3212998

邮箱：info@sfzco.com

网址：www.sfzco.com

马祖

奈自

由区

佐 法

尔省

4.5

万平

方公

里

距萨拉拉

港 260 公

里，距萨

拉拉国际

机场 280

公里

食品、塑

料、纺织、

汽车部件等

产品制造业，

牲畜、机械

等产品贸易

● 允许 100% 外资公司；
● 免关税，免 30 年所得税；
● 阿曼化比例要求仅 10%；
● 无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 进口商品可进入阿曼市场；
● 也门籍投资者或工作人员免

工作签证。

地址：Al-MazyunahFree 

　　　Zone

电话：+968-2-3382222

传真：+968-2-3382229

邮箱：mohd.rafeet@peie.

　　　om /mfznet3@

　　　peie.omMuscat

网址：http://portal.peie.

　　　om/mfz

工业区（Industrial Estate）①

工业区的建立旨在推动制造业等工业的

发展，由政府设立的工业区公共机构（Public 

Establishment for Industrial Estates）进

行统一管理。所有区内企业可免缴所得税，对

项目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等进口可免进口关

税。全国共有 8个工业区。详见表 1-7。

                                          

①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om.mofcom.gov.cn.



  1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表 1-7　阿曼工业区简介

工业区
名称

所在地区 占地面积 附近港口与机场 主要产业 联系方式

鲁赛勒

工业区

马斯喀

特省

7.89 平方

公里

距苏哈尔港 200

公里；距马斯喀

特 国 际 机 场 20

公里

化工、电池、建

材、光纤、食物、

纺织等产品制造

地址：POBox 2, 124, Rusayl

电话：+968-2-4449600

传真：+968-2-4446349

苏哈尔

工业区

中北省

苏哈尔州

21.23 平方

公里

距苏哈尔港 10 公

里，距苏哈尔国

际机场 10 公里

铝、大理石、家

具、牙膏、松香、

玻璃等产品制造

地址：POBox 1, 327, Sohar

电话：+968-2-6700907

传真：+968-2-6751307

莱苏特

工业区

佐法尔省

萨拉拉市

3.07 平方

公里

距萨拉拉港 4 公

里，距萨拉拉国

际机场 20 公里

文具、鱼罐头、

冷冻鸡肉、塑料

管、钢铁等产品

制造

地址：POBox 2317, 211, Salalah

电话：+968-2-3218300

传真：+968-2-3219221

邮箱：raysut@peie.com

苏尔

工业区

东南省

苏尔州

36.1 平方

公里

距苏哈尔港 450

公里，距马斯喀

特国际机场 190

公里

油 气 及 其 服 务

产业

地址：POBox 959, 411, Sur

电话：+968-2-5562292/5562293

传真：+968-2-5562290

邮箱：sur@peie.om

尼兹瓦

工业区

内地省

尼兹瓦州

3.1 平方

公里

距苏哈尔港 350

公里，距马斯喀

特国际机场 140

公里

陶瓷、塑料、药

品、胶合板、茶

包、矿泉水等产

品制造，以及石

油服务

地址：POBox 998, 611, Nizwa

电话：+968-2-5449089

传真：+968-2-5449119

邮箱：nizwa@peie.com

布莱米

工业区

布莱米省

布莱米州

5.54 平方

公里

距 苏 哈 尔 工 业

港 110 公里，距

Al Ain 国际机场

25 公里

B2C、B2B 市场

地址：POBox 525, 512, Buraimi

电话：+968-2-5657700

传真：+968-2-5642033

邮箱：Abdullah.alkabi@peie.om

　　　buraimi@peie.om

玛祖纳

工业区
佐法尔省

4.5 平方

公里

距萨拉拉港 260

公里，距萨拉拉

国际机场 280 公

里

包装、食品、汽

车配件等轻制造

业生产、加工、

贸易、仓储

电话：+968-2-3382211

传真：+968-2-3382229

邮箱：mohd.rafeet@peie.om

　　　mfznet3@peie.om

网站：www.mfz.om

萨玛

伊勒

工业区

内地省

萨米尔州

7.32 平方

公里

距苏哈尔港 290

公里，距马斯喀

特 国 际 机 场 50

公里

—

地址：POBox 400,615, Smail

电话：+968-2-5362000

传真：+968-2-536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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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

阿曼的经济特区是杜库姆经济特区，于

2011 年由阿曼苏丹签署皇家谕令成立，杜库

姆经济特区政府是一个相当于部级的政府机

构，全面负责特区的总体规划、法制规划、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是特区的最高

权利机构，直属阿曼内阁领导。特区政府设有

董事局，共有 7名董事，董事局主席由阿曼国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兼任，其中有 5名董事

由相关部的部长兼任，还有一名专职董事兼任

行政总裁。

杜库姆经济特区占地面积 2000 平方公

里，海岸线长度为 80 公里，是目前中东北非

地区最大的经济特区。作为一个多元综合型

园区，杜库姆经济特区拥有 8 个相对独立又

相互关联的区域（系统）：港务区（包括干

船坞）、工业区、物流系统、渔业中心区、

新城（居民生活区）、中心商务区（CBD）、

旅游休闲区和教育与培训中心区。所有区域

均由现代化、多功能的交通系统相连接。

杜库姆经济特区的重点招商行业包括：

农业，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

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建筑装饰

和其他建筑业等。

在特区经营的企业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主要包括：

● 从经营活动开始起 30 年免征所有税

收，包括进出口关税（银行、金融机构、保

险和再保险公司以及通信和陆地运输类项目

公司不享受此待遇）；

● 商业代理人的豁免，普通员工根据企

业需要申请配额，从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

坦等国输入；

● 外汇的购买、交易和转移不受限制，

企业的投资资本和利润可自由转出；

● 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之后可续签；

● 允许 100% 外资所有，企业注册资本没

有最低要求；

● 允许产业园区自建自备水厂和电厂；

● 入驻企业的环评及审定权在杜库姆经

济特区，环保指标与中国相当，如 COD100、

BOD20；

● 在特区内加工或配置的产品可视为本

地产品出口至任何国家；

● 一站式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所需服务，

包括注册、许可、为外籍人员办理签证和居

住证。

杜库姆经济特区管理局
The Duqm Special Economic 

Zone Authority (SEZAD)

电话　　+968-2-2000088

传真　　+968-2-2000099

邮箱　　info@duqm.com

网址　　www.duqm.gov.om

地址
　　PO Box 25, PC 103, Bareeq 

　　　　al-Shatti, 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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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http://www.acfic.org.cn.

知识园区

马斯喀特知识园区于 2003 年建成，位于

马斯喀特省，距马斯喀特国际机场 20 公里。

主要面向科技领域企业，主要产业为信息技

术与通信，已进驻企业包括甲骨文、微软、

惠普、中国华为、中兴等高科技公司。与自

由区和工业区不同，该经济特区要求企业最

低注册资本为 20000 阿曼里亚尔。

进驻马斯喀特知识园区可享受的优惠有：

● 企业100%外资(不需要当地人和公司)；

● 第一年阿曼本土化率只要求 10%( 雇用

阿曼人 )，以后每年以 5% 递增；

● 可在竞标委员会登记，投标政府的项目；

● 没有个人所得税及外汇控制；

● 从阿曼到海湾国家的产品进出口免关税。

在马斯喀特知识园区注册公司，须提供

下列文件：

● 详细的商业计划 /提议的经营范围；

● 投资者的背景 /个人简历；

● 公司概况 /公司有关资料；

● 3 份客户的推荐信；

● 办公场所租金预付款及书面保证（保

证在办公空间建完后进驻）；

● 其他任何对申请有利的相关资料。

马斯喀特知识园区

电话　　+968-2-4170700

邮箱　　info@kom.om

网址　　www.kom.om

地址
　　POBox 200, Rusayl, 124-Sultanate

　　　　of Oman

　　

图 1-8　杜库姆经济特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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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①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阿曼营商环境便利度在 190 个经济

体中排名第 68 位，较 2019 年上升了 10 位。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

各细项指标排名与得分情况详见图 2-1 和表

2-1。从细项指标看，在开办企业和纳税方面，

阿曼的指标得分（分别为 93.5 和 90.2）相对

较高，排名相对（分别为32和 11）靠前；在获

得信贷方面，阿曼2020年得分（35.0）与 2019

年持平，排名相对靠后，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 2-1　2020 年阿曼营商环境便利度细项指标排名情况

表 2-1　2020 年阿曼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排名与得分情况

指标名称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排名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分数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较 2019 年

变化情况（%）

总体 68 70.0 1.2 ↑

开办企业 32 93.5 0.1 ↑

办理施工许可证 47 75.2 0.1 ↑

获得电力 35 87.1 0.6 ↑

登记财产 52 73.0 1.9 ↑

获得信贷 144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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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排名
2020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

分数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较 2019 年

变化情况（%）

保护少数投资者 88 56.0 4 ↑

纳税 11 90.2 —

跨境贸易 64 84.1 4.9 ↑

执行合同 2769 61.9 —

办理破产 97 44.0 0.1 ↓

注：↑表示 2020 年较 2019 年得分上升，↓表示 2020 年较 2019 年得分下降，“—”表示 2020 年与 2019 年得分持平。

续	 	 表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①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中对 141 个经济体的 12 个领

域 98 项指标的综合评估结果，阿曼排名第

53 位，各细项排名情况分别为：行政效率

（39）、基础设施（28）、信息通信技术应

                                          

①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用（66）、宏观经济环境（119）、健康水平

（69）、国民技能（38）、产品市场（26）、

金融体系（59）、劳动力市场（97）、市场

规模（62）、商业活力（56）、创新能力（57）。

详见表 2-2。

表 2-2　2018 年和 2019 年阿曼全球竞争力指标排名情况

全球竞争力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2019 年得分

总体 53 47 63.6 ↑

行政效率 39 36 62.3 ↓

基础设施 28 24 80.5 ↓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66 61 58.1 ↑

宏观经济环境 119 58 67.4 ↓

健康水平 69 65 80.7 ↓

国民技能 38 36 71.5 ↓

产品市场 26 33 63.1 ↑

金融体系 59 56 63.9 ↑

劳动力市场 97 93 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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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2019 年得分

市场规模 62 62 55.9 ↑

商业活力 56 52 62.8 ↑

创新能力 57 86 41.2 ↑

注：↑表示 2019 年较 2018 年得分上升，↓表示 2019 年较 2018 年得分下降。

续	 	 表

其他机构评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①显示，阿曼创新指数

在 131 个经济体中位列第 84 位。

福布斯《2019 年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

区》②排行榜显示，阿曼在 161 个经济体中排

名第 50 位。

1.2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

近年来，阿曼通过颁布新的投资法案、

降低税负、提高营商便利度等方式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促进经济

发展。

颁布新投资法案③

2019 年阿曼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

法》，旨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投资。新法扩大了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领域

范围，并规定为外资企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政

策和激励措施等（详见本篇3.6优惠政策）。
                                          

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②  福布斯 2019 年全球《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和地区》。

③  普华永道 . https://www.pwc.com.

④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om.mofcom.gov.cn.

降低税负④

2021 年 3 月，阿曼政府宣布了诸多减税

降费措施，主要包括对于在阿曼投资特定领

域的企业免除企业所得税；满足条件的中小

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 15% 降至 12%；减免境内

指定区域土地租赁费等（详见本篇 3.6 优惠

政策）。

提高营商便利度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

阿曼在提高营商便利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包括：

（1）获得电力：规范服务交付时间，引入

了预付费电表，加快了企业获得电力的速度。

（2）财产登记：出台财产转让服务准则，

完善财产管理制度。

（3）保护中小投资者：通过立法保障股

东权益，明确所有权和控制结构，加强了对

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4）跨境贸易：升级苏哈尔港的基础设

施，引入风险管理和清关后审查机制，提高

了进出口通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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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础设施

公路

阿曼的公路网络较发达，公路运输是全

国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截至 2019 年底，①阿曼

柏油路总长为 40008 公里（详见图 2-2）。其

                                          

①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2019 年报 . http://data.gov.om.

②  Vidiani. 地图网站 . http://www.vidiani.com.

中单车道柏油路总长为 36584 公里，双车道柏

油路总长为 3424 公里。首都马斯喀特至南部

萨拉拉的公路总长 1000 多公里，是阿曼境内

最长的公路。

图 2-2　阿曼公路图②



  2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铁路①

阿曼境内无铁路，铁路项目正在筹建。

阿曼的铁路项目分两个部分推进。第一

个部分为连接阿曼重要港口以及海合会国家

的铁路网，计划全长约 2200 公里，然而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预期项目在 2021 年难以如期

完工。第二个部分为建设一条 653 公里长的

国内铁路网络，用于将矿产运输到港口，目

前该部分的建设项目处于招标阶段。

航空②

阿曼有 2 个国际机场，分别为马斯喀特

国际机场和萨拉拉国际机场。其他民用机场

有苏哈尔机场、杜克姆机场、拉斯哈德机场

等，主要负责国内客货运输。2020 年，阿曼

国际航班进出港旅客为 389.8 万人次（同比

下降 75.2%）；国内航班进出港旅客为 66.7

万人次（同比下降 68.6%）。

阿曼的航空公司有阿曼航空和萨拉姆航

空。其中，阿曼航空目前已开通首都马斯喀

特市至中国广州的直达航班。

水运③

阿曼有 8 个海港，其中主要的港口有苏

哈尔港、萨拉拉港、杜库姆港和马斯喀特苏

丹卡布斯港，港口分布情况详见图 2-3。

苏哈尔港是全国最大的货运枢纽，也是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深水码头的港口之一，

港口可处理散货、集装箱和液体货物；萨拉

                                          

①  Oman Project. https://www.omanprojects.com.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data.gov.om.

③  同上。

④  阿曼观察者网 . https://www.omanobserver.om.

拉港是海湾地区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主要承

担集装箱、滚装货物、件杂货物、散装货物

的运输业务；杜库姆港可停靠集装箱轮、普

通货轮和散装货轮，港区内设有一个在中东

和北非地区著名的干船坞码头（可进行船舶

修理和维护保养）；马斯喀特苏丹卡布斯港

目前正逐渐转型为旅游港。

2020 年阿曼港口总集装箱吞吐量为 520

万国际标准箱（同比增长 5.0%），液体货物

运量为 1840 万吨（同比增长 3.4%），一般货

物运量为 5400 万吨。④

通信

阿曼通信业发展良好，覆盖率较高。根

据阿曼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数据，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家庭智能手机、计算机和互

联网普及率已分别达到 95%、96% 和 94%；个

人智能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94%、95% 和 95%。

阿曼电信运营商主要有阿曼电信、

OOREDOO 和沃达丰（Vodafone）。

电力

阿曼电力供应较为充足，有三大主要

的电力系统，分别为北部的主要互联系统

（MIS）、南部的佐法尔电力系统（DPS）和

油气电力系统（覆盖阿曼境内所有油气勘探

开发项目，为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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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阿曼主要港口分布①

                                          

①  科研社交网络服务平台 . Research G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data.gov.om.

阿曼的电力生产主要依靠水力和传统化石

燃料。2020年，阿曼全国总发电量为37962吉

瓦时，同比下降1%；其中水力发电量为5763吉

瓦时（占43.5%），传统化石燃料发电量为4663

吉瓦时（占35.2%），风力发电量为1736吉瓦时

（占13.1%），②详见图 2-4。

此外，根据阿曼水电采购公司（OPWP），

未来阿曼电力需求将快速增长，预计将于

2025 年超过 9400 兆瓦。为此，2019 年，阿

曼水电采购公司宣布在马斯喀特建设总容量

为 1.1 吉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旨在解决

30% 的电力需求。该项目是阿曼计划到 2024

年时安装约 2吉瓦太阳能的目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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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0 年阿曼电力生产能源结构

                                          

①  阿曼公共服务管理局 . https://www.apsr.om.

1.4 生产要素

电价①

阿曼自 2021 年 1月起实行新的电价，按

用户类别、用电量和用电季节设定收费标准。

居民用户分为阿曼公民和非阿曼公民，商业用

户分为一般工商业以及农业和渔业。其中阿曼

公民、非阿曼公民以及农业和渔业的电价为阶

梯式计价模式，一般工商业部门的电价则分冬

季和夏季电价，收费标准详见表2-3。

表 2-3　2021 年阿曼民用和商用电价

用户类别 月度用电量 电价（比塞 / 千瓦时）

民用

阿曼公民

0~2000 千瓦时 15

2001~4000 千瓦时 20

超过 4000 千瓦时 30

非阿曼公民

0~500 千瓦时 20

501~1500 千瓦时 25

超过 1500 千瓦时 30

商业

一般工商业

冬季（1 月 1 日—4 月 30 日；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
21

夏季（5 月 1 日—9 月 30 日） 29

农业和渔业

0~3000 千瓦时 12

3001~6000 千瓦时 16

超过 6000 千瓦时 24

注：1. 1 比塞 =0.001 阿曼里亚尔；

　　2. 一般工商业指除农业和渔业外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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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①

在阿曼，用户类别不同 , 水价也有所不

同。计费单位有比塞 / 加仑和阿曼里亚尔 /

立方米两种，用户视情况选择。水价标准详

见表 2-4。

表 2-4　2021 年阿曼民用和商用水价

用户类别 计费单位 价格

商业
比塞 / 加仑 4.5

阿曼里亚尔 / 立方米 0.99

民用

（阿曼公民）

比塞 / 加仑 2.5

阿曼里亚尔 / 立方米 0.55

民用

（非阿曼公民）

比塞 / 加仑 3

阿曼里亚尔 / 立方米 0.66

                                          

①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data.gov.om.

②  阿曼国家补贴系统（Oman National Subsidy System）. https://nss.gov.om.

③  阿曼劳工部 . https://pamr.gov.om/en-us.

④  国际薪酬调查平台 Paylab. https://www.paylab.com.

⑤  世界银行 .《2018 年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油气价格②

阿曼油气资源丰富，是中东地区最大的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之一。近一年（2020 年

5 月—2021 年 4 月），阿曼 91 号汽油价格为

0.180~0.205 阿曼里亚尔 /升，95号汽油价格

为 0.192~0.216 阿曼里亚尔 /升；柴油价格为

0.209~0.225 阿曼里亚尔 /升；天然气价格为

0.62~1.95阿曼里亚尔 /百万英热单位。

劳动力价格③

作为国家 2020—2024 年中期财政平衡计

划的一部分，阿曼劳工部 2020 年 3 月发布的

最低工资标准为 325 阿曼里亚尔。2021 年 4

月，阿曼月工资范围为 395.00~2153.00 阿曼

里亚尔。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较大，详

见表 2-5。

表 2-5　阿曼不同行业平均月工资④

单位：阿曼里亚尔 / 月

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1 银行业 1434 6 制药业 1039 11 环保 873

2 信息技术 1431 7 房地产 995 12 教育与科研 851

3 租赁业 1333 8 保险 976 13 客户支持服务 782

4 法律服务 1146 9 化工 925 14 安保 763

5 人力资源 1063 10 汽车 897 15 农业与食品业 689

物流⑤

根据世界银行《2018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中的物流绩效指数排名，阿曼在 168 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 43位，较 2016 年上升了 5位。尤其

在及时性方面提升显著，排名从 57 位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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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位。指标排名以及国内进出口物流供应链 所需时间和距离详见表 2-6 和表 2-7。

表 2-6　阿曼 2016 年和 2018 年物流绩效（LPI）排名对比

年份 LPI 排名 海关 基础设施 国际货运 物流质量和竞争力 追踪与追溯 及时性

2016 48 61 34 40 38 57 57

2018 43 44 39 36 49 66 29

表 2-7　阿曼进出口物流情况

指标
出口物流 进口物流

港口或机场供应链 陆路供应链 港口或机场供应链 陆路供应链

距离 ( 公里 ) 198 320 157 256

周期（天） 2 3 2 3

2　吸收外资概况

2.1 竞争优势

阿曼地理位置优越，国家政局稳定，社

会治安稳定有序。近年来，为推进经济多元

化进程，政府实施多项改革措施，鼓励外国

企业投资。

地理位置优越。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

南端，濒临阿曼湾和阿拉伯海，是重要的原

油中转站，也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贸易

的重要通道。

社会治安稳定有序。社会治安良好。根

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报

告》，在最安全经济体榜单（140 个经济体参

与排名）中阿曼排名第 3位。

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近年来，为推动经

济多元化改革，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阿曼

颁布了新《外商投资法》，放宽市场准入条

件，颁布诸多便利和激励政策。

2.2 基本情况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 年世

界投资报告》，2020 年阿曼吸收外国直接投

资流量为 40.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7%，详

见图 2-5；截至 2020 年底，外国直接投资存

量为 354.2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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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data.gov.om.

②  同①。

图 2-5　2016—2020 年阿曼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外国投资主要来源地

2019 年，阿曼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

来源于英国、美国、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

荷兰等国。其中英国对阿曼直接投资 75.82

亿阿曼里亚尔，占阿曼吸收外国投资总额的

51.97%，具体国家分布情况见图 2-6。

图2-6　2019年阿曼吸收外国投资来源地分布①

外国投资主要行业

2019 年，阿曼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

集中在油气产业、金融服务业、制造业以及

房地产等行业。其中，油气产业吸收的外国

投资为 97.46 亿阿曼里亚尔，占全行业吸收

外国投资总额的 66.8%，具体行业分布情况见

图 2-7。

图 2-7　2019 年阿曼吸收外国投资主要行业②



  32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3.2 市场准入①

阿曼关于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依据是2019

年新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及其行政条例。该

法规定，除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外国企业在境

内投资大多数行业（包括经济多元化战略领

域）需获得商工部颁发的投资许可证。

禁止投资的行业

《外商投资法》第 209/2020 号行政令明

确了禁止外国投资的领域，规定这些领域只

能由阿曼人经营，详见表 2-8。

                                          

①  阿曼新《外商投资法》. https://mjla.gov.om.

②  普华永道 . https://www.pwc.com.

3　吸收外资政策

3.1 主管部门

阿曼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 （以下简

称商工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是该国投资主

管部门，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包括审批投资申请、商业注册以及发放投资

许可等。其下属的投资促进和出口发展署 

（The  Public  Authority  for  Investment 

Promotion  &  Export  Development）负责促

进外国投资、为投资者提供投资相关信息以

及向上级部门提出投资建议等。

表 2-8　阿曼禁止外国投资的领域②

序号 领域

1 制作哈瓦（一种甜点）和阿曼匕首

2 缝制服装（包括阿拉伯男女装、妇女长袍、运动服、军服、阿曼帽等）

3 运输和销售饮用水

4 维修车辆（包括维修充电电池、车胎、车轮、汽车空调、排气管）

5 车辆清洗、润滑、抛光和换油

6
专卖并零售陶器、银器、手工艺品、燃气、通信服务卡、动物食品、包袋、婚礼用品、烟花、

蜂蜜、养蜂场用品、手机及其配件、花卉等

7 复印及打印服务

8 跟踪服务

9 安装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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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领域

10 管理和运营加油站、液化石油气充瓶站、柴油加油站

11
社会服务中心（包括残障人士福利机构、残障人士康复机构、老年人福利机构、其他任何形

式的社会服务中心）

12 洗涤熨烫衣物、理发、美容、剃须服务（在旅游场所设置的服务除外）

13 批发水果、蔬菜、燃气

14 宗教朝觐活动

15 机场货物装卸

16 海关清关服务

17 保险代理人

18 房地产服务、土地和建筑租赁与管理

19 职业中介服务

20
文化类产业（包括出版印刷、报刊杂志、照相与电影、艺术生产、商业演出、电影院、博物

馆等）

续	 	 表

限制投资的行业

外国投资者在加工制造、农牧渔业、旅

游、采矿、物流、医疗、信息技术等领域的

投资需获得阿曼商工部颁发的投资许可证。

许可证申请流程包括：

（1）外国投资企业在商工部的电子系统①

（Invest  Easy）上提交申请，申请材料主要

包括企业名称、国籍、银行详细资料、业务

类型、投资项目预计雇佣人数、项目计划、

项目经济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2）商工部在 14 个工作日内处理申请，

并最终确定是否发出许可证。

（3）如果 14 天内未收到书面拒绝通知，

表明项目申请已获批。投资许可证将在随后

的 3个工作日内发出。

3.3 外资安全审查

目前阿曼尚未制定与外资安全审查相关

的规定。

3.4 土地使用②

根据阿曼住房和城市规划部颁布的第

                                          

①   Invest Easy 电子系统 . https://www.business.gov.om.

②  阿曼住房和城市规划部 . https://omanuna.oma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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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020 号部长令，除政府批准的旅游区的

土地和房产外，禁止外国实体及自然人（不

包括海合会成员国实体及自然人）在特定区

域拥有土地和房产。特定区域的土地和房产

包括：各省的农业用地，乡村、山区、岛屿

的其他土地和房产，考古区、宫殿以及安全

与军事总部周围区域的土地和房产。

3.5 企业税收

阿曼税收制度较为简单，企业经营所涉

及的税种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

费税、关税等。税收主管部门为 2019 年成立

的税务局（仍隶属财政部，具有行政和财务自

主权），此前为财政部及其下属的税务总署。

企业所得税①

根据阿曼《企业所得税法》，任何在阿

曼注册企业、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以及通过在

阿曼常设机构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企业，须

就来源于阿曼的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收入包括任何活动的利润、出租房产或设

备的租金、特许权费和管理服务费等。

根据企业类别不同，阿曼企业所得税率

分为 15%、3%、55% 三类，详见表 2-9。

满足中小企业条件的阿曼独资企业和有

限责任公司指：

● 公司注册资本小于 5万阿曼里亚尔；

● 公司年度总收入不超过10万阿曼里亚尔；

● 年度平均雇员人数不超过 15 人；

● 公司业务不包括空运 / 海运，自然资

源开采，银行、保险或金融服务，或由财政

部批准的其他活动。

表 2-9　阿曼企业所得税税率

企业类别 税率（%）

绝大部分企业 15

满足中小企业条件的阿曼独

资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3

石油公司
55（石油销售收

入的比例）

增值税②

2020 年 10 月，阿曼颁布《增值税法》，

并规定自 2021 年 4月 16日起正式实施。根据

该法，在阿曼境内提供或进口应税货物及服务

的纳税企业须缴纳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5%。

阿曼于 2021 年 2 月开始进行增值税登记

注册，强制性要求年销售额超过 38500 阿曼

里亚尔的企业必须进行登记，销售额在 38500

阿曼里亚尔以下的企业可以选择自愿登记。

此外，《增值税法》第 65/2021 号部长

令规定的免征增值税的食品有 488 种，主要

食品种类详见表 2-10。

                                          

①  阿曼税务局 . https://tms.taxoman.gov.om & 普华永道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②  德勤 . https://www2.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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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税务局 . https://tms.taxoman.gov.om.

②  阿曼新《外商投资法》& 德勤 . https://www.taxathand.com.

表 2-10　阿曼免征增值税的食品类别

序号 类别 范围

1 家禽、瘦肉和鱼
重量不超过 185g 的家禽，新鲜或冷冻的牛肉、羊肉、骆驼内脏，金枪鱼，

哈姆拉鱼等

2 奶制品 牛奶、奶酪、酸奶、芝士等

3 茶、咖啡 绿茶和红茶，烘焙咖啡和未烘焙咖啡以及未脱咖啡因的咖啡

4 面包、面条 普通面包、无麸质面包、意大利面及其他各种面条等

5 糖、盐 精制糖、食盐

6 蔬菜、水果 可食用的新鲜或冷冻的绿色蔬菜、新鲜水果及果干

7 豆类 可食用的新鲜或冷冻的青豆、豌豆等

8 谷物 小麦、精米（去壳米）、面粉等

9 香料
用于食品的香料和调味品，包括辣椒、肉桂、茴香籽、茴香、香菜、孜然、

姜黄、月桂叶和豆蔻等

10 油类 各级橄榄油、棕榈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芝麻油、蓖麻油和其他植物油等

消费税①

阿曼于 2019 年引入消费税。企业进口或

在其境内生产特定商品，须缴纳消费税。商

品类别及税率详见表 2-11。

表 2-11　阿曼消费税税率

序号 商品类别 税率（%）

1 猪肉和猪肉制品 100

2 烟草和烟草制品 100

3 酒类产品 100

4 能量饮料 100

5 含糖或甜味剂的饮料 50

关税

阿曼对来源于海合会成员国的进口货物

免征关税，且允许货物在其境内自由流动。

对来自其他国家（除海合会成员国外）的大

部分货物征收 5% 的关税。

3.6 优惠政策②

为吸引外国投资，阿曼于 2019 年颁布新

的《外商投资法》。新法规定了给予外国投

资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外国投资

持股比例放宽、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以及地

区鼓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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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持股比例放宽

新《外商投资法》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

100%股权（旧法中一般性投资项目，外国投资

比例不超过49%，但在禁止投资的领域除外）。

税收减免

经商工部批准的外国投资项目，享受的

税收优惠包括：

（1）在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

开始运营的企业，投资有利于阿曼经济多元

化的项目，自项目运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 5

年，需要注意的是自 2017 年 2 月起，阿曼取

消了对矿业、农业、渔业、本地制造商品出

口、酒店运营、畜产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

的税收减免优惠。

（2）对于制造业和工业投资项目所进口

的机械设备、原材料、零配件等自项目运行

之日起免征关税 5年。

土地使用

经商工部批准的外国投资项目，可获得

土地或不动产的租赁和使用权，期限为50年，

经批准后可续期。

地区鼓励政策

欠发达地区鼓励政策。根据《外商投资

法》，阿曼对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外国企业给

予优惠政策，具体包括：

（1）豁免投资项目所需的土地或房产的

租金，为期 5年。

（2）自项目运营之日起 2 年内免除现行

的阿曼化要求（指外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必须

雇佣规定数量的阿曼人）。

（3）为项目提供水、电、煤气、通信等

公共服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具体的欠发达地区

由阿曼投资促进和出口发展署与地方有关部

门共同商议决定。

工 业 区 鼓 励 政 策。阿曼有鲁赛勒工业

区、苏哈尔工业区、莱苏特工业区、苏尔工

业区等 8 个工业区和一个知识园区（马斯喀

特知识园区）。政府鼓励制造类企业在工业

区和知识园区进行投资，并给予一定的优惠

政策，包括允许 100% 的外资持股比例、免

征企业所得税和关税 5 年、提供出口信用保

险等。

除上述优惠政策外，园区还可提供用于工

业发展的土地和房屋、通信网络、酒店、餐厅、

银行网点等设施，为企业运营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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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阿经贸合作

阿曼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也是

首批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

2018 年，阿曼政府不仅明确提出加强阿中双

方产能合作，而且表示“阿曼欢迎并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项目”，愿“以能源资源开发、化工、制

造业、海洋产业等领域为重点，以阿曼杜库

姆中国产业园为重要载体，持续推进产能与

投资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

中阿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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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阿双边贸易①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6—

2019 年，中阿货物贸易持续增长。但 2020 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与阿曼货物双边

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186.43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8%。其中，中国对阿曼出口总额为 30.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中国自阿曼进口总

额为 155.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9%。

图 3-1　2016—2020 年中阿双边贸易情况

2020 年，中国向阿曼出口的主要商品包

括：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贱金属

及其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塑料及橡胶

制品，化学工业相关产品等，详见图 3-2。

中国自阿曼进口的产品主要为原油，2020 年

进口量为 3783.83 万吨，同比增长 11.7%，

进口额达 127.99 亿美元，占中国自阿曼进

口总额的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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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 3-2　中国 2020 年向阿曼出口的主要商品

1.2 中国对阿曼投资概况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显示，2019 年，中国对阿曼直接投资流

量为 -315 万美元。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

阿曼直接投资存量为 1.16 亿美元，同比下

降 22.79%。

图 3-3　中国对阿曼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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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阿曼的投资领域主要是油气

产业、能源电力和信息通信等。中资企业在

该国的投资地主要集中在马斯喀特省、佐法

尔省和中北省等地区，主要的中资企业代表

有中油国际公司、华为公司、中国国家电网

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

1.3 中阿经贸合作机制

中阿经贸联委会

1989 年 12 月，中阿建立经贸联委会机

制，针对贸易和投资等双边经贸合作重要议

题，定期召开会议进行讨论。2020 年 11 月，

中国—阿曼经贸联委会第九届会议顺利召开，

中阿双方就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进中

阿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达

成广泛共识。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①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于 2004

年 1 月 30 日成立，成员国包括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联盟（简称阿盟）22 个成员国。该论坛

旨在充分发掘中阿合作潜力，加强对话，促

进和平与发展。2020 年 7 月 6 日，“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以

视频连线方式举行。截至 2021 年 5 月，“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已举行 9 届部长

级会议、16 次高官会议，并召开了 5 次中阿

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

该论坛除举行部长级和高官会议外，还

在论坛框架下逐步形成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

资研讨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中阿友好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新

闻合作论坛、中阿互办艺术节、中阿北斗合

作论坛、中阿妇女论坛、中阿城市论坛和中

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等机制。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100701

电话    +86-10-65964265

网址    http://www.chinaarabcf.org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是经中国

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其前身

是中阿经贸论坛。中阿经贸论坛自 2010 年起

已成功举办三届，并于 2013 年升格为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该博览会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为主体，

面向全世界开放，积极推动宁夏成为中国面

向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开放的重要窗口。

2019 年 9 月，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吸引了来自世界 89 个国家，2900 多家区域

组织、商协会、机构和企业的 12600 多名代

表参会参展，签约项目达 362 个，计划投资

和贸易总额达 1854.2 亿元。

                                          

①  中阿合作论坛官网 . http://www.chinaarabcf.org.

②  中阿博览会官网 . https://www.cas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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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地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蓝泰

　　　　广场 A 座 14 层

参展    +86-0951-5960608
电话    +86-0951-5960628　　　　

参会
    +86-0951-5960609

电话
    +86-0951-5960612

        +86-0951-5960610 

邮箱
    wailian01@ccpit.org

        wailian02@ccpit.org

中阿经贸协定（备忘录）

中国与阿曼已经签定了多项贸易、经济

和投资保护等协定，详见表 3-1。

表 3-1　中国与阿曼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

（备忘录）

序号 协定名称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

曼苏丹国政府贸易协定》
198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

曼苏丹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

护投资协定》

1995

3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0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投

资促进事务局与阿曼投资促

进与出口发展中心双向投资

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0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曼苏

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

2018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曼

苏丹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8

1.4 中阿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阿曼工商会

阿曼工商会（Om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y,  OCCI）成立于 1973 年，是阿曼

私营部门的最高机构，对促进阿曼国民经济

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其宗旨是：通过开展

对外贸易，提供有效信息给会员，使其在经

济、商业和法律等领域获得长足的发展，保

护其会员长远利益。

近年来，阿曼工商会为了扩大双边贸易

和丰富专业技术知识，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交

流活动。同时，该商会还积极参与国际及本地

商品展销会和经济研讨会，并出席世界各地的

交流会议，促进了阿曼同世界各国、各地区间

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增进了阿曼同世界各

国人民以及经贸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阿曼工商会

地址    Nr Muntazah Traffic Light 402，Doha

电话    +974-4-4559111

传真    +974-4-4661693　+974-4-4661697

网址    https://qatarchamber.com

邮箱    info@qcci.org

阿曼中资企业协会

2007 年，阿曼中资企业协会成立，目的

是增进中资企业之间的团结合作，加强与使

馆及阿曼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交流，推动中

阿友好往来，发展中阿经贸关系。该协会的

办事机构设在会长单位常驻地，现会长单位

为华为科技（阿曼）公司，副会长单位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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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钻井（阿曼）公司、中国水产（阿曼）公司、

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和金龙集团。

阿曼中资企业协会办事机构

地址　　1st Floor, Building No.5, Tilal 
　　　　Complex, Muscat Grand Mal, Muscat

电话    +968-2-4489004

传真    +968-2-4481706

阿曼华商商会

阿曼华商商会是企业自愿发起的组织，

由活跃在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等领域的

阿曼华侨华人企业家组成。该商会旨在推动

中阿民间贸易往来，构建中阿商界沟通平台，

促进中阿经济联系与合作。

阿曼华商商会

电话    +968-9-2891888

1.5 境外经贸合作区

2016 年 5 月，宁夏与杜库姆经济特区政

府正式签订建设中国—阿曼 ( 杜库姆 ) 产业

园协议。产业园拟建项目规划总投资为 670

亿元人民币，涵盖石油化工、建筑材料、电

子商务等九大领域，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建

设的最大产业园区，也是外国在特区内唯一

的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分为重工业区、轻工

业综合区、五星级酒店旅游区，预计投产项

目 35 个，包括原油冶炼、建筑材料生产等重

工业项目，以及太阳能光伏项目、物流、汽

车组装等轻工业项目。宁夏、河北、辽宁等

不同省区的 10 家大型企业已签入园协议，投

资总额达 32 亿美元，涉及海水淡化、发电、

天然气制甲醇及甲醇制烯烃、越野车组装、

柔性高压复合输送管生产等。

表 3-2　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

地理位置 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SEZAD）内

设立时间 2016 年 投资总额 710 亿元

项目面积 1172 公顷 特许权期限 最高可签 50 年（可续）

电费 0.012~0.024 阿曼里亚尔 / 度 水费 0.06 美分 / 加仑

特区开发者 宁夏中阿万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区位优势

产业园位于阿曼中部，海岸线长 80 公里，介于马斯喀特与萨拉拉之间，面向印度洋，

是贯通东西方的中间站。位于杜库姆的两条主要道路已经施工完成：第一条是全长为

17 公里、六车道的主双车道，这条路将连接港口、机场和旅游区与当地住宅和生活服

务设施。第二条是全长为 22.5 公里，4 车道的城市周边道路带，将连接城市内的住宅区

与海滩。另外一条全长为 37 公里的道路，环绕港口，已建设干船坞和政府码头。

投资项目
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建筑材料、可再生能源、油田器械、现代农业、跨境电商、生活

服务、清真食品和海产品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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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阿曼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实体类型①

根据阿曼《商务公司法》和《商务代理

法》，外国投资者在阿曼可设立实体，形式

包括合伙公司、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公司、合资公司、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等，

其中合资公司、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不具备法

人资格。

合伙公司。合伙公司分为普通合伙公司

和有限合伙公司。普通合伙公司由 2 个或 2

个以上的合伙方组成，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有限合伙公司由 1 个或以上的合

伙人组成，其合伙人可分为 2 类：一类是对

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

另一类是以其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

任的有限合伙人。

股份公司。至少由 3 个股东组成，股东

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

份公司有 2 种形式，一是公司股票的 40% 以

上向公众发行认购的上市股份公司（Public 

Omani Joint Stock Company，SAOG），二是

股票不公开发行的非上市股份公司（Closed 

Omani Joint Stock Company，SAOC）。SAOG

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2 百万阿曼里亚尔，SAOC

最低注册资本则为 50 万阿曼里亚尔。

有限责任公司。由 2~40 个自然人或法人

组成，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

                                          

①  阿曼 《商务公司法》。

有限责任。如有外国资本，则最低注册资本

须在 15 万阿曼里亚尔以上。

控股公司。由 1 个股份公司或 1 个有限

责任公司拥有另外 1 家（或几家）公司至少

51% 以上的股份，并控制其他公司的财务及行

政。最低注册资本为 200 万阿曼里亚尔。

合资公司。由外国公司与阿曼本地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外国公司的投资比例一般不

超过总投资额的 49%，经商工大臣批准，投资

比例最高可放宽至 70%。

分公司。外国公司可在以下情况下，在

阿曼设立分公司，从事相关商业活动：

● 与政府签订特别合同或协议；

● 依照苏丹卡布斯令成立的企业；

● 从事阿曼内阁所宣布的与国民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的商业活动。

外国公司参与阿曼政府国际招标项目或

阿曼石油开发公司 (PDO)、阿曼液化天然气公

司(LNG)的工程招标，可在接到中标通知后，

在阿曼设立分公司。

代表处。在阿曼从事贸易、工业和服务

行业的外国公司和机构可开设代表处，宣传

其产品或服务，与用户进行直接联络，但不

得进口、出口或销售其产品。

实体设立流程

阿曼商工部是负责公司注册的主要政府

部门。为简化设立公司的流程，阿曼商工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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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喀特成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One-stop-

shop）。商工部、阿曼商工会、环境保护与气

候事务部、阿曼皇家警察署以及银行等各相关

部门均在此派驻办事人员，为企业办理相关手

续。在阿曼注册公司的流程详见图3-4。

在马斯喀特以外的地区，须前往阿曼商

工部的当地分支机构进行公司注册。

图 3-4　在阿曼注册公司的流程

注册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主要包括公司创

始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对于合

伙企业，还需要提供合伙人大会会议纪要；

股份公司则需要提供董事会决议。

除注册外，有些领域进行商业活动还需

要获得专门许可，详见表 3-3。此专门许可有

效期一般为半年或 1年，期满后可续期。

表 3-3　需要专门许可的领域和活动类型

领域 活动类型 颁发许可部门

医疗 / 卫生业 医疗中心、医院、制药或医疗产品生产 卫生部

制造业 所有的工厂需要获得工业许可 商工部

旅游业 宾馆、娱乐场所、潜水中心及相关活动 旅游部

农业、渔业 海产品加工、家禽养殖、虾鱼养殖 农业渔业部

出版印刷 新闻出版、发行与印刷 新闻部

教育机构

托儿所、私立学校 教育部

培训机构 劳动部

大专院校 高教部

采石 / 采矿 采石、采矿、矿石粉碎与筛选 商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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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兼并收购

主管部门与法律

阿曼商工部是负责兼并收购交易的主要

监管部门。涉及上市公司的兼并收购交易，

还需要资本市场管理局和马斯喀特证券市场

参与监管。

阿曼兼并收购相关的主要法律和法规包

括：《兼并收购法规》《资本市场法》《外

商投资法》《竞争保护和垄断预防法》等。

前期筹备

兼并收购的前期筹备阶段主要包括定位

目标、尽职调查等环节。投资者要根据阿曼

市场情况和经济的发展形势，结合自身发展

阶段和资源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详细的

兼并收购方案。

在前期筹备阶段，除了组建内部团队外，

投资者还可以聘请外部专业顾问，包括法律

和财务顾问、审计和评估机构、投资顾问等，

以便协助内部团队完成战略策划和尽职调查

等工作。

对于尽职调查，通常情况下目标公司没

有具体的披露义务。投资者可从商工部获得

公司章程和股东持股比例等目标公司的基本

信息，从马斯喀特证券市场获得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和董事会报告等。

此外，投资者可与目标公司进行接洽，

以便获得目标公司更加翔实的资料和信息。

交易申报

根据阿曼 2019 年颁布的《兼并收购法

规》，并购交易的申报主要针对上市公司。

如果并购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股份总数的

25% 或以上，投资者需向资本市场管理局进行

申报。上市公司还需要通过马斯喀特证券市

场发布阿拉伯语和英语两个版本的书面公告，

披露所有重要信息。如果马斯喀特证券市场

有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召开由市场中介机构、

媒体和投资者参加的会议，对披露的信息进

行说明。

同时，报价有效开放期为并购要约发出

后的 21~74 天。并购交易决议应在至少 2 家

阿曼当地报纸上连续刊登 2 天，其中至少一

份决议要以阿拉伯语刊登。①

此外，根据阿曼《竞争保护和垄断预防

法》，如果并购行为导致一个或多个实体获

得市场份额超过 35%，需要向商工部提交书面

申请。商工部在接到申请后 90 天内做出批准

与否的决议。

2.3 工程承包

主管部门和相关法律

阿曼国家招标委员会由卡布斯颁布谕令

组成，现任招标委员会主席为拉希德·侯莱

                                          

①  阿曼 《商务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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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委员由政府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部大

臣级官员组成，如住房大臣、劳工大臣、环

境和气候事务大臣、内政次大臣、财政次大

臣、商工部负责商业和工业的次大臣等。该

委员会负责审核技术标准和条件，确定招标

方式，发布招标公告，接收投标人的报价并

开标，在全国成立招标委员会分支机构并确

定其权力，对承包商、进口商和咨询公司进

行分级等。《招标法》和《招标规则》是阿

曼进行招标的主要法律依据。

招标要求

根据阿曼《招标法》，所有政府部门（军

队和安全部门除外），包括国有企业的进口、

工程、运输、服务、咨询、采购和房屋租赁

等项目都需通过公开招标来实现。合同金额

为 50 万阿曼里亚尔以上的项目均须由国家招

标委员会直接招标，并在政府公报上发布，

合同金额在 50 万阿曼里亚尔以下的项目可由

国家招标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负责。

阿曼政府的招标一般分为国内标和国际

标两种。国内标只允许在阿曼注册的、具有

所规定资质的企业参加竞标，外国企业只能

采取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参与项目建设。

国际标则允许外国企业以本公司的名义直接

参加竞标，不需要当地的代理或合作伙伴。 

招标流程一般为：向招标委员会购买标

书，递交报价，参加竞标。

阿曼国家招标委员会

地址
    P.O.Box 787 Al Khuwair 133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电话    +968-2-4602612

传真    +968-2-4602063

网址    www.tenderboard.gov.om

邮箱    tenderom@omantel.net.om

中阿工程承包合作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9 年中

国企业在阿曼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15 份，新签

合同额为 1.9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为 6.94

亿美元。新签大型承包工程项目包括：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阿曼电信项目、中国石

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的阿曼 CCED 公司 3区块三维地震勘探采集项

目和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阿

曼杜库姆炼油厂 EPC1 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等。

参与阿曼工程承包市场的中国企业有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承建阿曼益贝利项目和苏赫项目。2016 年，中国电建签订阿曼益贝利和

苏赫项目的 EPC 合同，标志着中国电建在中高端火电总承包领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

大，成为中东市场最大的国际知名电站 EPC 承包商之一。

该项目是中国电建与中东最大私人 IPP 开发商沙特水电（ACWA Power）继摩洛哥努

案例 1



  47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阿曼投资

奥二期和三期太阳能聚热电站项目后的又一次合作。这项总投资约 19.5 亿美元的独立

电站项目，由沙特 ACWA Power 公司、日本 Mitsui 公司以及阿曼 DIDIC 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中国电建集团与下属子公司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以联合体方式进行 EPC 总

承包，并负责整个电站的设计、设备供货、现场施工和电站调试等工作。

益贝利项目位于阿曼益贝利西北部的内陆地区，距离益贝利约 27 公里，电站设计

装机容量为 1516.5MW。苏赫项目位于阿曼苏赫工业港内部，濒临阿曼海湾，电站设计

装机容量为 1714.9MW。两个项目均采用 Ansaldo GT26 燃机技术，两组二拖一配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电建以任务包系统为基础，利用合同联合管理，平稳推进

项目进度，展现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工程承包中具有的优秀管理能力，赢得了业主的高度

信任。中东市场是国际电站项目 EPC 的中高端市场。这两个 EPC 合同的签订为中国企业

扩大在中东、北非地区电力等基础设施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启示

3　投资目标行业

3.1 油气产业

油气产业是阿曼经济的支柱产业。2020

年，该国油气产业产值达 77 亿阿曼里亚尔，

占GDP的22.13%。2020年，阿曼石油产量（包

括凝析油）为 3.4794 亿桶。其中，原油产量

为 2.7884 亿桶，同比下降 9.1%，原油出口量

为 2.8704 亿桶，同比下降 7.5%，凝析油产量

增加 6910 万桶，同比增幅达 45.2%。

阿曼油气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资源禀赋优势。阿曼石油和天

然气储量丰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 22 位。

根据 BP 能源统计，截至 2018 年底，阿曼的

探明石油储量为 54 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

0.3%；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0.7 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总储量的 0.3%。①二是地理位置优越。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扼守着世界上

最重要的石油输出通道—波斯湾的霍尔木

兹海峡。这使得阿曼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处

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三是政策支持。为应对

日益增长的预算赤字，阿曼政府有意推进现

有油气资源的开发。2020 年，阿曼成立了一

家新的国有能源公司，从事油气勘探和生产

业务。该公司可独立吸引资金，计划利用其

国内最大的石油区块进行融资。

                                          

①  BP 能源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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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阿曼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示意图①

                                          

①  标准普尔 . https://www.spglobal.com.

对于阿曼油气产业，投资机会包括油气

产品输送的基础设施建设、油气田勘探与开

发、地震分析技术、油量远程监控技术、创

新节能技术和油气储存设施等。阿曼政府希

望利用国际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

平提高原油产量，并把增产的收益投入国家

基础设施领域，惠及广大国民。

阿曼油气产业的代表性外资企业有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道达尔公司、Partex  Oil  &  Gas 和英国石油

公司等。2002 年 4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签订合同，拥有阿曼 5区块 50% 权益。

3.2 矿业

阿曼的矿业资源相对丰富，境内已发现

铜矿、金矿、银矿、铬矿、铁矿、锰矿、镁

矿和煤矿等，以及工业矿产石灰石、大理石、

碳酸岩、红土和长石等。矿业是阿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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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P 能源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阿曼统计年鉴（2019）》。

产业之一，2020 年，阿曼的采矿业及相关采

石活动的产值占 GDP的 0.5%，为 1.295 亿阿曼

里亚尔。①目前，阿曼尚未大规模开发矿产资

源，大量的金属和工业矿仍处于待开发状态，

给企业投资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同时，阿曼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和

鼓励矿业的发展，也给外商投资创造了机遇。

2014 年以来，阿曼政府在商工部下设矿业管

理局，对矿业活动进行监管；2016 年，该国

成立矿业发展公司（MDO），开展上游和下游

业务，并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促进私营领

域对矿业领域的投资；2019 年，阿曼出台新

的《矿业法》，以吸引更多外国和本地投资

者开发当地的金、铜和稀土等矿产。2019年，

阿曼矿业管理局还确定了超过 43 个矿产项

目，主要涉及石膏、石灰石、辉长岩、砂石、

高岭土和石英等矿产开采，以及铜、铬和铬

铁矿开采生产等上、下游一系列环节。预计

这些项目投资总额约 8.13 亿阿曼里亚尔，

其中 99% 将来自私营企业，将助力该国未来

矿业产值增长，预计 2023 年将增至约 3.78

亿阿曼里亚尔，占 GDP 比重将增加 3 倍。矿

产品产量将从 2016 年的 1 亿吨增长到 2023

年的 1.47 亿吨。此外，矿业管理局还规划

确定了 110 个新矿区，规定勘探许可和采矿

许可审批程序分别设定 30 天和 55 天的期

限。这些举措为矿业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投资

空间。

阿曼矿业的主要投资机会包括工业矿物

加工技术、钻探技术、矿产勘探、先进设备、

钻井和化学测试以及工程咨询与技能培训等。

矿业代表性的外资企业有 Alara  Resources

和 Savannah Resources 等。2020 年 7 月，中

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在阿曼设立中国地质矿

业马斯喀特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经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备案。

3.3 渔业

阿曼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毗邻阿曼湾和

阿拉伯海，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鱼类生产国之

一，也是鱼类及其产品的净出口国。2019年，

阿曼的渔业总产量达 58.02 万吨，同比增长

4.84%， 较 2015 年 的 产 量 增 长 125.62%；

渔业出口总量达 20.4 万吨，较 2018 年下降

19%，出口额为 84.55 百万阿曼里亚尔。该

国主要出口鱼类产品为沙丁鱼、鱿鱼、带鱼

和鲶鱼。②

渔业是阿曼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其渔业产值为 2.58 亿阿曼里亚尔，被列

入 5 个驱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行业。阿曼

农业和渔业部正致力于提高水产养殖鱼类的

产量，目标是 2030 年产量达 220 万公吨，产

值达 8.83 亿美元。

虽然阿曼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但目前

只开发了 2%~3%，渔业加工和出口在很大程度

上仅限于生鱼和初级加工，几乎没有附加值。

这意味着阿曼渔业投资潜力较大。



  50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具有代表性的渔业外资企业有中国水产

公司、广东广远渔业集团和Permandu集团等。

上述两家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了海产捕捞和

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多元化业务。

3.4 旅游业

旅游业是阿曼重点发展行业之一。2019

年，阿曼旅游业总收入为 12.93 亿阿曼里亚

尔，占其 GDP 的 2.5%，旅游业收入直接增加

值为 7.18 亿阿曼里亚尔，同比增长 4.12%。

截至 2019 年底，阿曼拥有 491 家酒店，其中

五星级酒店 26 家，四星级酒店 24 家，酒店

客房数量从 2018 年的 22182 间增加到 2019

年 的 25408 间， 增 幅 为 14.5%。2019 年，

阿曼共接待游客 35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4%。阿曼政府计划到 2040 年实现每年接

待游客超过 1100 万人次的目标。

阿曼的旅游业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丰富的旅游资源。阿曼不仅拥有沙漠、

海滩、山峦、谷地和溶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

还有保存较完好的 1500 多座古城堡，以及著

名的海龟、鸟类栖息地和保护区。南部的萨

拉拉地区，夏天凉爽，日光充足，是绝佳的

避暑胜地。二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近年来，该国一些大型旅游综合设施陆续建

成。为支持旅游业发展，首都马斯喀特的苏

丹卡布斯港于 2014 年底转型为旅游港，其原

有的商业功能逐步转移到阿曼北部的苏哈尔

港等地。三是稳定的环境。根据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的《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阿

曼在 140 个国家中排名第 58 位，其中商业环

境排名第 19 位，安全程度排名第 3 位，其旅

游安全性表现优异。

阿曼旅游业代表性的外资企业有万豪集

团和雅高酒店集团等。目前已有多家中国企

业赴阿曼考察，洽谈旅游项目合作。

3.5 物流运输业

阿曼的物流运输业发展较快，是政府重

点发展的产业之一。2019 年，阿曼物流运输

业产值为 17.21 亿阿曼里亚尔，占 GDP 比重

为 5.86%，较 2014 年增长了 14%。阿曼制定

了《2040 年物流战略》，主要目标包括：在

世界银行公布的物流绩效指数中排名居世界

前 10 位，在物流服务领域创造 30 万个就

业机会，该行业产值占 GDP 比重仅次于油

气产业。

阿曼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欧亚经贸航运

的重要地带，临近海湾地区石油输往世界各

地的唯一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其物

流运输业具有较大投资吸引力。

阿曼政府不断完善港口基础设施，通过

投资新建港口提高公路和航空的运输能力。

阿曼政府计划到 2040 年将其打造成为全球物

流枢纽。投资阿曼物流运输业的竞争优势主

要体现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不断完善的基础

设施。

阿曼物流运输业具有代表性的外资企业

有 DHL、马士基集装箱码头公司和巴西航空工

业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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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阿曼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关注潜在的投资风险

经济风险。阿曼目前面临财政和经常账

户双赤字的局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认

为，阿曼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中经济最

脆弱的国家。在阿曼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应

当关注该国宏观经济风险，加强风险识别和

评估能力，在专业机构的协助下建立风险预

警机制，提前做好灵活的应急措施。

法律风险。伊斯兰教教法是阿曼法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阿曼进行投

资经营时，需要对相关法律差异有充分了解，

并对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法律顾

问应就潜在的风险制定应对方案。

加强当地合规调研

阿曼政府不断完善投资相关法规，逐渐

提升对企业的合规运营要求。中国企业赴阿

曼投资，需认真调研当地有关法律、法规，

了解税收、劳动雇佣、数据和隐私保护、公

共卫生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规定，避免

因不知情而违反法律规定，甚至受到处罚。

目前，多家阿曼律师事务所已与中国的律师

事务所开展合作，中国企业可通过国内的律

师事务所了解与阿曼有关的合规要求，以降

低违规风险。

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

为保障本国就业，阿曼鼓励外资企业为

本国人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近年来，在旅

游、物流和工业三大行业，阿曼化比例要求

逐年提高。2020 年，这三大领域阿曼化比例

要求分别提高至 44.1%、20% 和 35%。中国企

业应当及时关注阿曼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

严格遵守相关劳动法规的要求，充分了解相应

行业对外籍劳工引进的规定，以便规避风险，

并按照相关政策为中方员工办理工作签证。

尊重宗教习俗和文化差异

阿曼绝大多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中国

企业应当尊重当地的宗教文化，避免有违当

地习俗的言谈举止。同时，阿曼的宗教节日

相对较多，斋月期间员工可能不愿意加班。

企业应遵守其劳动法相关规定，并理解当地

的人文习俗。

4.2 典型案例

中国国家电网收购阿曼国家电网 49%股权

案例概况

2019 年 12 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简称“国家电网”）与阿曼纳马电力公司签署

了《阿曼国家电网公司49%股权收购协议》等文件。这标志着中阿两国共建“一带一路”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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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迈出新的一步。

纳马电力公司是阿曼财政部下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全资拥有阿曼国家电网公司。

阿曼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调度阿曼全国的输电网，拥有输电线路

7240 公里，变电站 89 座，同时通过与阿联酋联网接入海湾地区互联电网。纳马电力

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私有化计划，通过公开竞标方式出售阿曼国家电网公司最

多 49% 的股权。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中标。

主要实践

发挥技术优势，打造行业合作典范。国家电网充分发挥在技术、管理、建设和资

本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与阿曼方面一道，合理利用和开发电力资源，不断提升阿曼电

网的安全运行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为阿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供电保障。

国家电网拥有优质技术和管理经验，该项目成为中阿两国电力行业沟通的桥梁、深化

合作的典范。

利用政策便利，深化双方合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阿曼积极响应对

接，是最早明确支持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其中的国家

之一。此次国家电网收购阿曼国家电网是中阿两国电力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对深化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中国企业对阿曼投资的信心，扩大双边经贸往来，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阿曼项目延期合同签署

项目概况

2019 年 8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签署阿曼项目

延期合同，标志着中国石油与阿曼油气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原石油合同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到期，新签署的延期合同期限为 15 年。

2002 年，中国石油签署协议获得阿曼项目 50% 权益。阿曼项目位于阿曼 5 区块，

面积为 992 平方公里，含油面积为 60 多平方公里。2002 年，阿曼 5 区块日产油量不足

700 吨。中国石油通过优化部署和先进技术，推动项目产量稳步上升，2018 年其产油

量达到 262 万吨。

主要实践

技术优势助力高效开发。阿曼 5 区块油藏类型多样，科研团队不断加深孔隙型碳

酸盐岩储层认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三维地震资料综合信息，多资料、多学科充分融合，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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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质研究，转换勘探思路，实现了增储提产。阿曼项目树立“老油田内部找油田

和油田上下找油田”的思路，先后在 Daleel 油田利用水平井滚动探边的钻井优势，积

极在地堑断块中找油，通过实施规模注水开发、未动用储量开发和新技术推广等措施，

整体原油生产始终在计划线上运行。滚动勘探取得了显著成果，实现了地质储量增长

193%、可采储量增长 167%。

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阿曼项目作为中东地区乃至整个海外业务的“明星项目”，

充分发挥中国石油一体化优势，有效带动了其他服务业务的发展，先后有近 10 家中国

石油所属企业进入阿曼市场，在其推进“做大中东”战略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营造良好合作建设大环境。中国石油在项目运营中秉承公开、透明和诚信的原则，

坚持以互利双赢的理念和兑现承诺的实际行动建立了多层面的信任关系，与政府、合

作伙伴、当地社区和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项目

的快速发展为当地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目前员工当地化率达 96%。中国石油还积极

投身当地社会及社区公益项目，如支持当地社区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帮扶困难学生，

为当地石油及工程类大学相关专业优秀学生提供助学金，改善企业所在社区房屋、道

路及交通站点设施等。

发挥双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企业在阿曼投资经营，应充分利用双方各自

领域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国家电网已在巴西、菲律宾、葡萄牙、澳大利亚、意大利、

希腊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投资运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进入阿曼市场后，国家

电网通过收购，不仅拓展了海外市场布局，更为阿曼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石油则发挥技术优势，提供一系列工程技术服务，把互

利共赢作为指南针，加强与阿方的沟通和对接，促进两国能源企业加强合作，构建全方

位、多领域合作格局。

立足阿曼开拓中东市场。阿曼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海湾、印度洋和东部非洲之间

的交通要道。近年来，阿曼政府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措施，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对外商

投资秉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中国企业在阿曼进行投资时，可以充分利用其各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开拓中东市场。

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在阿曼投资应当努力增进双方的

文化融合，赢得当地社区和政府的认可。国家电网积极开发电力资源，为阿曼经济发展做

出贡献，获得当地政府的好评。中国石油深入了解并尊重阿曼当地的宗教文化，为当地创造

了就业岗位，与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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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曼金融市场概况

阿曼金融市场较为健全，主要由银行、

表 4-1　阿曼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阿曼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Oman） 

专业银行

阿曼开发银行（Oman Development Bank） 阿曼住房银行（Oman Housing Bank）

本土商业银行

阿曼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Oman） 阿曼阿拉伯银行（Oman Arab Bank）

马斯喀特银行（Bank Muscat） 佐法尔银行（Bank Dhofar）

索哈银行（Bank Sohar） 阿里银行（Ahli Bank）

阿曼汇丰银行（HSBC Bank Oman）

外资商业银行

伊朗国民银行（Bank Melli Iran） 巴罗达银行（Bank of Baroda）

伊朗出口银行（Bank Saderat Iran） 哈比卜银行有限公司（Habib Bank Limited）

阿布扎比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Abu Dhabi）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 贝鲁特银行（Bank of Beirut）

卡塔尔国家银行（Qatar National Bank）

伊斯兰银行

尼兹瓦银行（Bank Nizwa） 阿里兹伊斯兰银行（Al Izz Islamic Bank）

主要保险公司

阿曼保险（Oman Insurance Company） 安盛保险（AXA Insurance）

新印度保险有限公司（The New India Assurance）
大都会人寿保险海湾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MetLife-Gulf）

证券交易所

马斯喀特证券交易所（Muscat Stock Exchange）

金融监管机构

阿曼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Oman） 资本市场管理局（Capital Market Authority）

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机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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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银行体系

阿曼银行体系主要由中央银行、专业银

行、伊斯兰银行和商业银行组成。截至 2021

年初，在阿曼拥有经营牌照的商业银行共有

16 家，包括 7 家本土银行和 9 家外资银行。

阿曼银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高，马斯喀特银

行、佐法尔银行与阿曼国家银行的资产占银行

业总资产的 62% 左右，其中马斯喀特银行的资

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 37.26%。①

阿曼中央银行

阿曼中央银行（Central Bank of Oman，

CBO）成立于 1974 年。主要职能包括：支持

和执行政府财政政策，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发行货币，管理政府外

汇储备，监管阿曼银行系统运行等。

                                          

①  Crowe. http://www.crowe.com.

②  阿曼中央银行 . 《阿曼银行业 2019 年报》。

阿曼中央银行

网址    cbo.gov.om

电话　　+968-2-4777777

邮箱    CBOPortalServices@cbo.gov.om

　　  　1161, Postal Code 112, Al Markazi, 
地址　　44 Ruwi, CBD-Commercial Business 
　　　　District Sultanate of Oman

本土商业银行②

阿曼 7 家本土商业银行分别为：马斯喀

特银行、佐法尔银行、阿曼国家银行、索哈

银行、阿曼阿拉伯银行、阿里银行和阿曼汇

丰银行。详见表 4-2。

表 4-2　阿曼本土商业银行（按资产总额排名）联系方式

序号 银行名称
成立
时间

资产总额
（十亿美元）

分支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1
马斯喀特银行

（Bank Muscat）
1981 31.92 145

网址： www.bankmuscat.com

电话：+968-2-4768888

传真：+968-2-4785572

地址：Bank Muscat Building, Bank Al 

　　　Markazi Street 134, Muscat

2
佐法尔银行

（Bank Dhofar）
1990 11.24 61

网址： www.bankdhofar.com

电话：+968-2-4790466

传真：+968-2-4797246

地址：Central Bank of Oman Building 

　　　1507, Mus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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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成立
时间

资产总额
（十亿美元）

分支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3

阿曼国家银行

（National Bank 

of Oman）

1973 9.47 61

网址：www.nbo.om

电话：+968-2-4770000

传真：+968-2-4778420

地址：112 Ruwi, Muscat

4
索哈银行

（Sohar Bank）
2007 9.1 31

网址：www.banksohar.net

电话：+968-2-4730000

传真：+968-2-4503250

地址：Floor 2, Al Omran Building, Al 

　　　Ghala Street, Muscat

5
阿曼阿拉伯银行

（Oman Arab Bank）
1973 8.23 61

网址：www.oman-arabbank.com

电话：+968-2-4797747

传真：+968-2-4797736

地址：Sultan Qaboos Street, Ghubrah 112 

　　　Ruwi, Muscat

6
阿里银行

（Al Ahli Bank）
1997 6.54 16

网址： www.ahlibank.om

电话：+968-2-4568568

传真：+968-2-4568001

地址：129 Al Nahdha Street, Mina al 

　　　Fahal, Muscat

7
阿曼汇丰银行

（HSBC Bank Oman）
1975 6.62 47

网址：www.hsbc.co.om

电话：+968-2-4947354

传真：+968-2-4947309

地址：Al Khuwair Street, Al Khuwair, Muscat

注：资产总额及分支机构数据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续	 	 表

伊斯兰银行

2012 年 12 月，阿曼伊斯兰银行业监

管 框 架（Islamic  Banking  Regulatory 

Framework，IBRF）发布，允许建立伊斯兰银

行或商业银行的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在阿

曼开展伊斯兰银行业务。

阿曼的两家伊斯兰银行分别是尼兹瓦

银行和阿里兹伊斯兰银行。阿曼的 6 个伊

斯兰银行业务窗口分别是阿曼阿拉伯银行的

Al  Yusr、马斯喀特银行的 Meethaq  Islamic 

Banking、索哈银行的 Sohar  Islamic、阿曼

国家银行的 Muzn  Islamic  Banking、阿里银

行的 Al  Hilal  Islamic  Banking 和佐法尔

银行的 Alizz  Islamic  Bank  and  Maisarah 

Islamic Bank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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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阿曼伊斯兰银行联系方式

序号 银行名称
成立
时间

分支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1
尼兹瓦银行

（Bank Nizwa）
2012 14

网址：www.banknizwa.om

电话：+968-2-4950500

传真：+968-2-4649049

邮箱：customercare@banknizwa.om

地址：Beach One Building, Shatti A Qurum, Al Khuwair 

2

阿里兹伊斯兰

银行

（Alizz Islamic 

Bank）

2013 10

网址：alizzislamic.com

电话：+968-2-4775544

传真：+968-2-4781900

邮箱：customerservice@alizzislamic.com

地址：Alizz Tower,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rea, Ruwi, Muscat

专业银行

阿曼两家专业银行为阿曼开发银行和阿

曼住房银行。阿曼开发银行主要为旅游、医

疗、农业、专业技术、渔业和畜牧、教育、

IT、工业、小型投资者 9 个领域的项目提供

贷款，以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

阿曼住房银行于 1977 年成立，为各种类型的

房屋贷款提供服务，包括已完工房屋购买、

未完工房屋购买、建造房屋、未完工房屋建

造、现有房屋扩建、购买土地等。

表 4-4　阿曼专业银行联系方式

序号 银行名称
成立
时间

分 支 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1

阿曼开发银行

（Oman Devel-

opment Bank）

1977 9

网址： www.odb.com.om

电话：+968-2-4812507

传真：+968-2-481 31 00

地址：Oman Development Bank SAOC Building, Muttrah 

Business District, Muscat

2

阿曼住房银行

（Oman Hous-

ing Bank）

1977 20

网址：www.ohb.co.om

电话：+968-2-4704444

传真：+968-2-4799551

地址：Grand Matrah Region, Commercial Street, 112 Ruwi, Muscat

外资商业银行

阿曼中央银行批准的持牌外资商业银行

共有 9 家（详见表 4-5）。外资商业银行市场

份额约占阿曼商业银行总市场份额的 10%。中

资银行尚未在阿曼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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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阿曼持牌外资商业银行

序号 银行名称
母公司所
属国家

成立
时间

分支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1

伊朗国民银行

（Bank Melli 

Iran）

伊朗 1974 1

网址：www.bmi.ir

电话：+968-2-4815145

传真：+968-2-4815183

地址：112 Ruwi，Muscat

2

巴罗达银行

（Bank of 

Baroda）

印度 1976 3

网址：www.bankofbaroda.com

电话：+968-2-4817373

传真：+968-2-4817308

邮箱：ce.oman@bankofbaroda.com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3

伊朗出口银行

（Bank Saderat 

Iran）

伊朗 1976 1

网址：www.bsi.ir

电话：+968-2-4833923

传真：+968-2-48836478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4

哈比卜银行

（Habib Bank

 Limited）

巴基斯坦 1972 7

网址：globalhbl.com/oman

电话：+968-2-4817139

传真：+968-2-2058765

邮箱：helpdesk.oman@hbl.com

地址：Building No. 71 Block No. 233 Street No. 

　　　281, Al Khuwair street, Al Khuwair Area, 

　　　Muscat

5

阿布扎比国家

银行

（National bank 

of Abu Dhabi）

阿联酋 1976 7

网址：www.nbad.com

电话：+968-2-4761000

传真：+968-2-4798929

地址：Commercial Business District, Post Box 

　　　No.303, Muscat

6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英国 1968 1

网址：www.oman-arabbank.com

电话：+968-2-4773669

邮箱：customercare.oman@sc.com

地址：Super Plaza (6th floor) , Building No. 340, 

　　　Way No. 4805, Al Athaiba, Muscat

7

印度国家银行

（State Bank of 

India）

印度 2004 1

网址：www.sbi.co.in

电话：+968-2-4704232

传真：+968-2-4701580

邮箱：sbioman@statebank.com

地址：Salalah House, CBD Area, Bait Al Falaj 

　　　Street, Mus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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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银行名称
母公司所
属国家

成立
时间

分支机
构数量

联系方式

8

贝鲁特银行

（Bank of 

Beirut）

黎巴嫩 2006 5

网址：www.bankofbeirut.com.om

电话：+968-2-4696281

传真：+968-2-4283555

地址：First Floor, Bock 304, The Walk Mall 

　　　Building, Way No.4, Musca

9

卡塔尔国家银

行（Qatar 

National Bank）

卡塔尔 2007 6

网址：www.qnb.com

电话：+968-2-4725555

传真：+968-2-4725596

邮箱：qnboman@qnb.com.qa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续	 	 表

1.2 证券市场

马斯喀特证券交易所（Muscat  Stock 

Exchange，MSX）前身为马斯喀特证券市场

（Muscat  Securities  Market，MSM），旨在

监督和管理阿曼证券市场及证券交易，促进

本国资本市场的发展。MSM 于 1988 年成立，

根据 2021 年 1 月发布的第 5/2021 号皇家法

令，马斯喀特证券交易所接管 MSM 的所有活

动和职能。

截至 2021 年 5 月，MSX 上市公司总数为

165 家，市值为 114.84 阿曼里亚尔，外国投

资占比 26%。

股票交易指数

MSX30 指数于 1992 年设立（原为 MSM30，

2021 年更改为 MSX30），由市场上 30 支流动

性最高的股票组成。截至 2021 年 6月 14日，

MSX30指数为 4040.49，同比增长 14.78%。

马斯喀特证券交易

地址    112 Ruwi St, Muscat

电话    +968-2-4823600

传真    +968-2-4823706

邮箱    info@msx.om

网址    www.msx.om

1.3 保险市场

阿曼主要险种有寿险和非寿险。寿险保

费占国内保费总额不到 10%。寿险行业仍处于

早期的发展阶段，渗透率仅为 GDP 的 0.2%，

保费人均密度也较低，约为 30 美元。非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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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惠誉解决方案 . https://www.fitchsolutions.com.

②   Atlas Magazine. https://www.atlas-mag.net.

表 4-6　阿曼主要保险公司②

序号 公司名称
2019 年
营业额

（百万美元）

占有总市
场份额的
比例（%）

联系方式

1

阿曼国家保险公司

（National Life & 

General Insurance）

384.99 30.54

网址：www.nlicgulf.com

电话：+968-2-4730939

地址：Building No. 115, Plot No. 330 Block 

　　　No. 146, Way No. 4202, Wadi Kabir, 

　　　Muscat

2

佐法尔保险公司

（Dhofar Insurance 

Company）

118.22 9.38

网址：dhofarinsurance.com

电话：+968-2-4705305

传真：+968-2-4782801

邮箱：dhofar@dhofarinsurance.com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3
阿曼 Al Madina 保险公司

（Al Madina Insurance）
100.82 8

网址：www.almadinatakaful.com

电话：+968-2-2033888

传真：+968-2-2033833

邮箱：reachus@almadinatakaful.com

地址：3rd Floor, Building No. 6, Muscat Grand 

　　　Mall, Al Khuwair Area, Muscat

4

阿曼联合保险公司

（Oman United 

Insurance Company）

80.73 6.4

网址：www.ouic-oman.com 

电话：+968-2-4477300

传真：+968-2-4477334

邮箱：info@omanutd.com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5
阿曼卡塔尔保险公司

（Oman Qatar Insurance）
74.98 5.95

网址：www.gatarinsurance.com

电话：+968-2-4700798

传真：+968-2-4765399

邮箱：contact@oqic.com

地址：4th Floor, Al Nawras Commercial Center

　　　Building, Al Khuwair Area, Muscat

保费占国内保费总额的 90%。非寿险行业相对

较为发达，渗透率已达 GDP 的 1.8%，人均密

度为 252.7 美元。①非寿险主要由汽车、医疗

和健康保险主导。

阿曼共有 20 家保险公司、40 家保险经纪

公司、127 家保险代理人获得资本市场管理局

（CMA）的许可而从事保险业务。其中营业收

入排名前十的保险公司信息详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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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2019 年
营业额

（百万美元）

占有总市
场份额的
比例（%）

联系方式

6
视觉保险

（Vision Insurance）
66.44 5.27

网址：https://www.vsp.com

电话：+968-2-4853900

地址：Vision Insurance SAOG Building, 

　　　Muttrah Business District,Jibroo

7

阿曼伊斯

兰保险公司

（Takaful Oman 

Insurance）

65.43 5.19

网址：www.takafuloman.om 

电话：+968-2-2303000

传真：+968-2-4699511

邮箱：info@takafuloman.om

地址：Building No.651, Street 3990, Bareeq Al 

　　　Shatti, Bawshar

8

Al Ahlia 保险公司

（Al Ahlia Insurance 

Company）

64.46 5.11

网址：www.alahliarsa.com

电话：+968-2-4766800

地址：Salim Center Building, Mutrah Business 

　　　District, 112 Ruwi, Muscat  

9

马斯喀特保险公司

（Muscat Insurance 

Company） 

47.80 3.79

网址：micsaog.com

电话：+968-2-2364400

传真：+968-2-2364500

邮箱：info@muscatinsurance.com

地址：112 Ruwi St, Muscat

10

Arabia Falcon 保险公司

（Arabia Falcon Insur-

ance Company）

43.80 3.48

网址：afic.om

电话：+968-2-4660900

传真：+968-2-4566476

邮箱：info@afic.om

地址：Second Floor,Qurum, Sultan Centre, 

　　　112 Ruwi St, Muscat

续	 	 表

此外，阿曼信贷（Export Credit Guar-

antee  Agency  of  Oman  S.A.O.C,  Credit 

Oman）是一家政策性保险机构（政府全额出

资的独立法人实体），于 1991 年成立。主要

提供出口信贷保险、担保和融资服务，在促

进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曼信贷

地址
    ECGA Credit Oman Building,

　　　　Airport Heights Area, Muscat

电话    +968-2-4346666　+968-2-4346699

邮箱    info@creditoman.om

网址    www.creditoman.om



  6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1.4 监管机构

资本市场管理局（CMA）和阿曼中央银行

（CBO）是阿曼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为稳定

和维持金融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1998 年 11 月 9 日，皇家法令（80/98）

颁布的《资本市场法》规定资本市场管理局

（Capital  Market  Authority，CMA）为资本

市场和保险业的监管机构。CMA 是经济和行政

上独立的法律实体，董事会主席由阿曼商工

部部长担任。

资本市场管理局主要负责监督马斯喀特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投资顾问和信用评级等。

阿曼中央银行

阿曼中央银行依据《银行法》对银行系统

进行监管，下设银行监管局，其主要职能包括

监督银行活动以实现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每

年检查各家银行的账簿并分析其流动性等。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地址
    Al Wadi Al Kabir Industrial Estate，

　　　　Muscat

电话    +968-2-4823100

邮箱    info@cma.gov.om

网址    www.cma.gov.om

1.5 外汇相关规定

阿曼外汇稳定且管制宽松。阿曼里亚尔

是阿曼的法定货币，可自由兑换。阿曼实行

固定钉住汇率政策，即每1阿曼里亚尔兑 2.6

美元，阿曼里亚尔兑换欧元或其他货币的汇

率波动随美元变化而变化。

阿曼实行外汇自由汇入汇出政策，对股

权资本、利息、股息、分支机构利润、版税、

管理费、技术费用和个人储蓄均可自由汇出。

目前人民币与阿曼里亚尔还不能直接结算。

外国人携带6000阿曼里亚尔以上的大额现

金离开阿曼境内时需在机场向当局申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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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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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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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政府指

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构或其他

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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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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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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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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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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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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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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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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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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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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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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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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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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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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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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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中央银行 . https://www.cbo.gov.om.

2.2 在阿曼融资

债权融资

外资企业可在阿曼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

资。企业需要提供足够的抵押品或由担保获

得银行贷款。

阿曼银行贷款利率近年来呈现逐渐上升

的趋势。2020 年，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

5.47%，相比 2019 年的 5.41% 小幅上升。截

至 2021 年 3 月，商业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

5.5%。

图 4-2　2015—2020 年阿曼银行贷款利率①

股权融资

阿曼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板块包括常规市

场、平行市场和第三市场。企业可参考不同

板块的基本上市要求，结合实际业务规模、

发展程度和资本需求，合理选择细分上市板

块。相关信息详见表 4-7。



  7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表 4-7　阿曼MSX上市条件①

市场级别 要求

常规市场

The Regular Market

股本结构：
● 实缴股本不少于 500 万阿曼里亚尔；
● 股东权益不少于实缴股本的 120%；
● 自由流通股的比例至少为实缴股本的 40%。

财务要求：
● 过去两年净利润不低于实缴股本的 5%。

流通情况：
● 交易天数不少于 122 个交易日；
● 年交易额不低于股本的 10%。

存续期间：
● 在平行市场存续至少一年；
● 连续两年发布财务报表。

平行市场

Parallel Market

● 实体为首次上市的公众股份公司或投资基金；
● 实体为不符合常规市场上市要求的公众股份公司或投资基金。

第三市场

Third Market

● 实体为非上市股份公司；
● 实体通过私募方式筹集的投资基金。

公开认购方式提交申请时所需的文件：

1. 招股说明书和发行通知书（阿拉伯语）；

2. 专业顾问编写的经济可行性研究报告；

3. 发行人、承销商和发行管理人间的协议副本；

4. 发行管理人与银行间的协议副本。

注释： 

1. 常规市场是满足一定准入条件（资本、持股和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市场；

2. 平行市场是为不符合常规市场一项或多项要求的新公司提供的证券交易市场；

3. 第三市场是为特殊目的服务的交易市场，例如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票交易。

                                                                                    

①  资本市场管理局 . 《资本市场法实施条例》。

CMA 对外资所有权有下列规定和限制 :

● 外国股权（即非阿曼或非海湾合作委

员会国民股东的股权）占比不得超过发行人

已发行股本的 70%。该限制不适用于《阿曼自

由贸易协定》列举的公司。

● 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实施细则可以对

外国投资者的股份持有量进行限制。

● 政府控股股份公司禁止外资入股。

● 根据第 114/2000 号皇家法令，如果发

行人是银行或从事银行业务的机构，则必须

经过阿曼中央银行授权才能转让证券。

投资基金

政 府 投 资 基 金。阿曼投资基金（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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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Fund，OIF）是阿曼主权财富基

金，成立于 2006 年，前身为 1993 年成立的阿

曼石油基金。阿曼政府是其唯一的股东，由

金融和能源资源理事会（Financial  Affairs 

and  Energy  Resources  Council，FAERC）和

阿曼财政部共同监督。目前，OIF 管理的资产

约为 60 亿美元。该基金旨在通过对国内公司

的直接投资，协助外国公司扩大在本国的投资

经营，以促进阿曼经济的稳定增长。

Mala’a 会员基金。阿曼信用和金融信息中

心（Oman Credit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Centre，Mala’a）依照第 38/2019 号皇家法令

成立（2019 年 5 月 8 日发布），是在阿曼中

央银行监督下具有财务和行政独立性的组织。

Mala’a 为个人和机构提供信息服务、信用评级

和偿付能力评估服务等。根据第 38/2019 号皇

家法令，与 Mala’a 签订会员资格的中小企业基

金包括拉夫基金（Al Raffd Fund）、莎拉卡

基金（Sharakah）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SME 

Development Fund，INMA），可为中小企业的

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阿曼信用和金融信息中心

网址    www.malaa.gov.om

电话    +968-2-2586777

邮箱    info@malaa.gov.com

    　　Oman Credit & Financial Information

地址
　　

Centre（Mala’a）Knowledge Oasis
　　　　uscat（CBO Building），PC 135,
　　　　Mus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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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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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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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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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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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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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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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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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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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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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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8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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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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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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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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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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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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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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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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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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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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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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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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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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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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

案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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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 http://www.china-cee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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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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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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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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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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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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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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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

源、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各个领域，

促进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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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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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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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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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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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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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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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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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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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劳动法》。

②  阿曼劳工部 . https://www.manpower.gov.

2　在阿曼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①

主管部门及相关法律

阿曼劳工部②是负责管理劳动力市场、稳

定就业的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劳动力市场以及提高私营

部门劳动力占比。

阿曼关于劳工雇佣和劳资双方权益关系

的主要法律为《劳动法》。阿曼《劳动法》

涉及劳动合同、工资、休假与工作时间、未

成年人和妇女就业、产业安全、采矿行业的

劳动力雇佣、劳动争议、工会和处罚等内容。

2020 年阿曼宣布对《劳动法》进行修订，并

实施了多项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文

职人员适用专门的《公务员法》。其他有关

劳工雇佣的法律还包括《外国人居留法》《社

会保险法》等。

劳动合同

签订合同。劳动合同应使用阿拉伯语以

书面形式确立，一式两份，雇主和雇员各执

一份。若合同是使用阿拉伯语以外的其他语

言书写的，则应当至少附一份阿拉伯语的副

本，且应当经双方同意，具有同等的证据效

力。若不存在书面合同，雇员可以使用各种

证据证明其权利。

劳动合同应包括以下信息：

（1）雇主姓名、机构名称和工作地址；

（2）雇员姓名、出生日期、学历、职位、

住址和国籍；

（3）工作性质、类型以及合同期限；

（4）雇员有权享有的基本工资、津贴或

福利以及商定的工资支付方式和时间；

（5）当事人终止合同应当给予的适当通

知期限。（雇主给予雇员的通知期限不得少

于法律规定的期限）

（6）法律规定的其他细节。

合同形式。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雇佣双方

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限届满后

双方仍继续执行合同，则合同视为以相同条

款和条件无限期续签。

雇员领取月工资的，其试用期不得超过

3 个月，在其他情况下，雇员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 1 个月。同一雇主只能对雇员试用一次，

若该雇员被正式雇佣，则其试用期应算入合

同期。若雇员有试用期，则雇主应当在劳动

合同中注明。

合同解除。《劳动法》规定，合同为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希望解除合同的当事

人需提前 30 天通知另一方当事人；除非合同

另有约定，其他类型的合同当事人需要提前

15 天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合同在未遵守该期

限的情况下终止，终止合同的当事人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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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相当于通知期工资总额

或者合同剩余部分的赔偿金。

若发生下列情形，雇主可以直接解雇雇

员，不用事先通知且不提供补偿：

（1）雇员冒用假身份或者伪造身份材

料的；

（2）雇员错误致雇主蒙受重大经济损失，

且雇主应于知悉之日起 3 天内将向有关主管

机关报案；

（3）雇员虽经书面警告仍不遵守为保障

员工及工作场所安全而必须遵守的指示（该

指示以书面形式张贴于显著位置）； 

（4）雇员在 1 年内无正当理由旷工超过

10 天或连续旷工 7 天以上，雇主在其第 1 次

旷工 5天后给予书面警告的；

（5）雇员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的；

（6）雇员最终被判犯有违反荣誉或信任

的罪行或轻罪，或在工作场所或工作期间犯

下轻罪的；

（7）雇员在工作时间处于醉酒状态；雇

员在工作期间或者因工作原因殴打或者攻击

雇主或主管负责人，或者严重殴打其上级，

或者在工作场所殴打同事，导致其生病或停

工超过 10 天；

（8）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义

务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不损害其主张的应

享受权利的情况下，雇员可以在向雇主发出

通知后，在合同期满前离职：

（1）雇主或雇主代表在订立劳动合同时

欺骗雇员；

（2）雇主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

对雇员实际性义务的；

（3）雇主或雇主代表对雇员或其家庭成

员存在不道德行为的；

（4）雇主或雇主代表殴打雇员的；

（5）工作环境存在严重风险危及雇员人

身安全或健康，或者雇主明知存在危险，未

能采取有关部门规定的措施的。

工时和加班

阿曼《劳动法》规定，雇员每天工作时

间不超过 9 个小时，每周 5 个工作日，每周

最多工作 45 个小时，且每天至少有 30 分钟

用来吃饭和休息。每天连续工作时间不应超

过 6 个小时。斋月期间，穆斯林雇员最长工

作时间应为每天 6个小时，每周 30 个小时。

有加班需要的，每天工作时间总和不超

过12个小时，雇主同时应向雇员支付加班费。

白天加班费等于基本工资加至少 25% 的加班

费，夜间加班费等于基本工资加至少 50% 的

加班费。雇员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加班，雇

主应支付其双倍工资。

禁止未满 15 周岁的未成年人工作，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 6 个小

时，连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 个小时，不得

在下午 6:00 至凌晨 6:00 之间工作，雇主不

能要求未成年人加班。

薪酬

阿曼《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由

劳工部部长决定，部长会议会根据经济情况

确定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按月雇佣的雇员每月至少应领取一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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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如果工资是计件的，且工作需要 2 周以

上的，雇员每周可领取一定比例的工资，在

完成所有工作后 1 周内，领取全部工资。其

他情况下雇主应按周支付雇员工资，或者按

照雇佣双方都同意的时间支付工资。但工资

必须在应支付期限结束后 7天之内付清。

工资保障系统（WPS）是阿曼劳工部和阿

曼中央银行建立的联合电子系统。该系统要

求雇主通过授权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支付雇员

的工资，确保雇主按时支付工资以避免劳资

纠纷。

休假

阿曼《劳动法》规定，雇员参加工作满 6

个月后，有权享有不少于 30天的全薪年假。

此外，雇员每年还可享有6天的全薪紧急休假。

病假

阿曼《社会保险法》规定，雇员请病假

须持有医疗机构开具的病假条，且 1 年内病

假不得超过 10 周。雇员病假期间可获得一定

比例的工资，工资随病假期限的增加阶梯式

递减，超过 10 周后无法获得工资。详见表

5-4。

表 5-4　病假期限与工资标准

病假期限 工资标准（%）

2 周 100

2~4 周 75

5~6 周 50

7~10 周 25

女性权利保护

阿曼《劳动法》规定，雇主不得要求女

性雇员在晚 9:00 至早 6:00 之间工作，不得

要求女性雇员从事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工作。

女性雇员享有 50 天的产假，雇主不得因其怀

孕或分娩而解雇女性雇员，但女性雇员不得

因此缺勤超过 6个月。

社会保险

雇主应按月为雇员缴纳社保基金，社保

基金应占雇员基本工资的 17%，其中雇员个人

承担 6.5%，公司承担 10.5%。缴纳的比例每

1~2 年增加。

阿曼《劳动法》规定，雇主有义务为雇

员提供免费的医疗设施。雇员人数超过 100

人的企业应当聘用 1 名具有资质的护士提供

医疗援助，指派 1 名医生为雇员提供出诊和

治疗服务，并提供免费医疗和药物。如果雇

员人数超过 500 人，雇主除提供上述医疗设

施外，还应为雇员配备专科医生、外科手术

设备等。除牙科、眼科和产科外，其他诊疗

费用全部免费。如果雇员在公立或私立医院

接受治疗，则雇主应在不违反《保险法》和

其他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医院和公司财务的

规定承担雇员的治疗、药物和住院的费用。

外国人在阿曼的工作规定

2020年5月，阿曼宣布自2021年1月起，

在与现有雇主的劳动合同终止后，外国雇员

可以与阿曼的其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不再

需要从现有雇主手中获取无异议证书（NOC）。

阿曼《劳动法》规定，雇主要雇佣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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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需要向劳工部申请。劳工部审核公司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阿曼化比例，经劳工部

批准之后才可以按照规定的职位和数量雇佣

外国雇员。获取雇佣外国雇员的资格应满足

以下条件：

（1）阿曼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从事相关

工作；

（2）企业的阿曼化比例已经达到法律

要求；

（3）已经支付了相应费用。

另外，外国人在获得居住证前不得在阿

曼参加工作，居住证应由雇主申请。获取居

住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外国雇员具有本国所需职位的工作

资历、专业知识和证书；

（2）雇主获得了劳工部聘用外国雇员的

批准；

（3）外国雇员合法进入阿曼并符合《外

国人居留法》规定的条件；

（4）雇员身体健康，没有携带卫生部列

出的传染性和慢性病；

（5）雇员已经和阿曼境内的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

（6）已经支付相应费用。

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会计制度①

阿曼的会计监管机构主要是商业、工业

和投资促进部②与资本市场管理局。③阿曼《企

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必须遵守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并按其要求保持完整的会计记录，

会计账簿应至少保存 10 年。除非纳税人获得

财政部批准使用的外币，否则会计记录应当

采用阿曼里亚尔作为货币单位。会计记录所

使用的语言可以为阿拉伯语或其他语言，但

编写财务报表时必须使用阿拉伯语。阿曼的

会计年度采用日历年，即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资产超过 20000 阿曼里亚尔的公司应当

提交财务报表与纳税申报表。股份公司必须

在每一年度结束之日起 3 个月内编制财务报

表，并在年度股东大会前 21 天向股东提供资

产负债表及损益表。年度股东大会必须在本

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举行。聘有审计师

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编制财务报表，并在本

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股东提供资产负

债表及损益表。马斯喀特证券市场（Muscat 

Securities  Market）的上市公司应当遵循资

本市场管理局发布的披露准则，在每个季度

公布未审计财务信息。

拥有超过 10 个股东或其资本超过 50000

阿曼里亚尔的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应当

进行年度法定审计。对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如果公司章程或持有公司 20% 以上资本的股

东提出要求，则应当进行法定审计。公共股

份公司应当每 4年调整一次审计师。

阿曼《会计职务与审计职业法》规定了

                                          

①  安永 .《阿曼投资指南》。

②  阿曼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 . http://www.moci.gov.om.

③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 http://www.cma-oman.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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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和审计师的注册条件、资格以及其他

要求。阿曼法律规定，审计必须由经工商部

授权认证的审计师执行。审计师必须独立于

待审计的公司之外，并且不能向该公司提供

定期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股份公司的审

计师应由资本市场管理局正式委派。

税务

阿曼财政部①下属的阿曼税务总署②是税

务主管机构。阿曼税务总署的主要职责包括：

依法履行纳税评估和纳税减免工作，以及依

法征纳税款等。

纳税注册。③纳税人应在公司成立或开始

活动后 3个月内 (以较早者为准 )，前往当地

税务机关注册，并登记相关信息，领取税务

卡。登记信息如有任何变化，必须在 2个月内

提交一份名为“与纳税人有关的细节修改声

明”的表格。

税务申报。阿曼的税务年度为日历年，

即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但经税务

机关批准，也可以变更会计期间。公司成立

后的第一个会计期间可以少于 12 个月，但不

能超过 18 个月。

纳税人需要详细填写税务机关为其准备

的表格，填写内容包括所从事的商业或其他

服务的经营情况。纳税人需要向当地税务机

关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企业的决算报表、资

产负债表等文件的复印件；从事经营活动的

许可证复印件；成立公司的有效决议和合同

复印件；商业注册的复印件；身份证或护照

的复印件；税务部门发放的税务卡、纳税注

册时发放的证书（证书上填写有纳税人姓名、

地址、经营范围、注册号码、有效期等）。

在阿曼拥有多家常设机构的外国人应当

提交一份包含所有常设机构的纳税申报表，

应缴税款将基于所有常设机构应税所得总额

进行计算。公司应当于会计年度结束后 3 个

月内提交预缴申报表，6 个月内提交年度汇算

清缴申报表，并结清税款。

企业纳税申报需完全委托当地会计师事

务所，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进行年度申报。

税务处罚。④根据阿曼《所得税法》，纳

税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税务评估，缴纳

税款。逾期缴纳税款，将对未缴税款按每月1%

的税率征收附加税，计算日期为自纳税之日

起至付款日期。纳税人未按规定办理纳税注

册，将被处以不超过2000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对于未合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该法规定

的税务处罚主要分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详见表 5-5 和表 5-6。

                                          

①  阿曼财政部 . https://www.mof.gov.om.

②  阿曼税务总署 . https://tms.taxoman.gov.

③  安永 .《全球企业税务指南》（2020 版）.

④  阿曼《所得税法》。



  9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阿曼（2021）

表 5-5　税务处罚中的行政处罚

违规行为 处罚

纳税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更改登记信息的通知、预缴

或最终申报表。

对纳税人处以不少于 100 阿曼里亚尔，不超过

2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纳税人收入申报不正确。

对纳税人处以不少于按正确应纳税所得额计算

的税款与原申报纳税额之间差额的 1%，不超

过 25% 的罚款。

纳税人或依照本法规定的其他负责提交文件的人未能在规

定期限内提交报表、资料、账目、会计记录或其他文件；

未按税务总署秘书处通知的时间与地点出席讨论纳税所得

额的会议；不回答与纳税人有关的法律问题；纳税人未向

税务总署秘书长申请税务卡，或未在其所发的函件、票

据、文件或所签订的合同中注明其税务卡号。

对纳税人处以不少于 200 阿曼里亚尔，不超过

5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表 5-6　税务处罚中的刑事处罚

违规行为 处罚

故意不提交或故意提交不正确的纳税申报表；故意不

按规定提交文件、资料、账目、会计记录或报表；故

意不按规定保存会计记录、账簿和证明其内容的文件；

故意妨碍税务总署秘书处行使法律所规定的职能或权

力；违法取得免税待遇；故意不出席税务总署秘书处

通知的讨论纳税所得额的会议。

对主要负责人处以不少于 1 个月，不超过 6 个月

的监禁，和 / 或处以不少于 500 阿曼里亚尔，不

超过 20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若在 2 年内再次

违规，则最低处以不少于 3 个月，不超过 1 年的

监禁，和 / 或处以不少于 2000 阿曼里亚尔，不超

过 30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纳税申报时故意提交不正确的应纳税所得额；故意唆

使或协助纳税人提交不正确的纳税申报表、账目、会

计记录、资产负债表或者其他相关文件；在收到秘书

处通知之日起 2 年内作出销毁、隐藏或丢弃行为。

对主要负责人处以不少于 6 个月，不超过 3 年的

监禁，和 / 或处以不少于 5000 阿曼里亚尔，不超

过 50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2.3 知识产权保护

主管部门及相关法律

阿曼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为商业、工业和

投资促进部①下设的知识产权局，其职责为：

根据有关法规和协议，与相关各部门协调，

保护包括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产权。

阿曼有关知识产权的主要法律为《工

                                          

①  阿曼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 . http://www.moci.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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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权法》（2008）和《版权和邻接权法》

（2008）。阿曼参与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

际条约有：《布达佩斯条约》《马德里商标

国际注册》《马德里议定书》《专利法条约》

《商标法条约》《海牙协定日内瓦法案》《锡

卜条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内罗

毕条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著作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

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专利合约条约》《工

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建立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

商标

阿曼的商标申请必须由当地代理商向商

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下属商标局的注册处

提交。提交申请后，商标局会进行形式审查

和实质审查，申请流程大约需180个工作日。

在注册之前有 90 天公告期，在此期间任何人

都可以通过律师针对商标提出异议。

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 10 年，

到期需续展，续展周期10年，宽展期6个月。

此外，如商标在颁发注册证书后的 5 年内未

使用过，或连续 5 年未使用过，则可能会被

取消。

 

专利

阿曼的专利类型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和工业设计。其中发明专利保护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限为 10 年；工业设

计保护期限为 5年，可续期两次，每次 5年。

专利申请。在阿曼，可向商业、工业和

投资促进部的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申

请流程为：专利申请，形式审查，早期公布，

实质审查，专利授权。其中专利早期公布后

有 120 天的异议期，其间任何人都可以对该

申请提出异议。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流程为：

专利申请，形式审查，专利授权。阿曼工业

设计的申请流程与中国不同，申请人可以在

申请日后的 12 个月内提交公布的请求。

专利使用。专利权应属于发明人，可以

被分配或转让。如果 2 个或 2 个以上的人共

同完成一项发明，则专利权应归他们共同所

有。如果 2 个或 2 个以上的人彼此独立地完

成相同的发明，则申请最早的人应享有专利

权，但前提是该申请未被撤回、放弃或拒绝。

如果一项发明是因执行以发明为目的的劳动

合同而产生，则专利权应归雇主所有，除非

合同中另有规定。

版权

阿曼保护原创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等作

品，并授予作品版权所有者复制、翻译、改

编、出售、出租、展示等经济权利，以及作

品版权所有者反对任何歪曲、损害、修改或

其他贬损作品行为的精神权利。不同作品版

权期限不同，详见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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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阿曼不同作品版权期限

作品 保护期

1 位已知作者创作的除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外的其他作品 作者终生加死后 70 年

1 位以上已知作者创作的除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外的其他集

体作品
所有作者终生加最后 1 位作者死后 70 年

1 位匿名作者创作的除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外的已出版作品 从作品发表后的第 2 年起的 95 年

1 位匿名作者创作的除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外的其他未出版

作品
从作品完成之年起的 120 年

出版的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 从作品发表后的第 2 年起的 95 年

未出版的摄影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 从作品完成之年起的 120 年

注：如果某作品自创作之日起 25 年内未出版，则根据阿曼版权法将其视为未发表。

阿曼《工业产权法》（2008）规定，对

于故意侵犯商标、专利和版权等工业产权的

行为，处以最短3个月最长3年的监禁和（或）

最低 2000 阿曼里亚尔最高 10000 阿曼里亚尔

的罚款。如果屡次侵权，则最低罚款和最高

罚款应加倍。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主管部门及法律法规

阿曼负责个人数据管理事务的主管部门

为信息技术管理局。阿曼尚未颁布有关数据

及隐私保护问题的综合性法律。2020 年 7 月

12 日，阿曼政府宣布已就《个人数据保护法

草案》进行讨论，但还未公开该法律草案的

具体颁布时间和详细条款。因此，目前阿曼

的个人数据主要通过其他法律中规定的部分

条款来保护。《网络犯罪法》《通讯隐私法》

《电子交易法》以及在电信、金融和医疗保

健等行业法律中都有涉及数据及隐私保护相

关的条款。

主要规定

第 69/2008 号皇家法令颁布的《电子交

易法》适用于同意以电子方式进行交易的缔

约双方，该法要求保障此类交易所载信息或

数据的保密性。《电子交易法》规定，任何

政府机构或认证服务提供商，只能以发出备

存证明书或方便发出备存证明书为目的，经

数据主体或其授权人明确同意后收集其个人

数据。未经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不得为任何

其他目的收集、处理或使用数据。认证服务提

供商应当保护个人数据的机密性。该法律仅调

整同意以电子方式进行交易的当事方的个人数

据，不涉及该法律范围之外收集的个人数据。

《银行法》（2000 年第 114号皇室法令）

对保护客户数据作出了一般性规定。除非经

阿曼法律或中央银行要求，否则所有银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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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经理和雇员在

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披露客户的个人

数据。任何政府机构或个人不得直接要求

银行披露任何信息或采取任何针对客户的行

为。所有此类请求必须提交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以决定是否可以采取行动。

《医疗保健法》（2019 年第 75 号皇家法

令）规定了患者信息披露的内容，要求除以

下特殊情形外，医疗机构或医疗从业人员在

获得患者书面同意前，不得与任何人共享患

者的健康数据：预防犯罪的需要；病人存在

威胁公共健康或自身生命的情况；健康保险

公司需要患者信息等。《医疗保健法》规定，

违法披露患者信息可能会被处以 1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的监禁，或 100 阿曼里亚尔以上 1000

阿曼里亚尔以下的罚款，或两者并处。

《电信管理法》（2002 年第 30 号皇家法

令）规定，在获得数据主体书面同意后，允

许电信服务提供商（TSP）与其子公司或其他

公司共享客户个人数据。TSP 有义务保证客户

数据不得用于规定以外的其他用途。但《电

信管理法》未明确规定该法是否也适用于数

据收集方与阿曼境外的第三方共享数据或将

数据进行跨境传输的情况。电信监管局（TRA）

负责监管和规制各大电信服务提供商，以确

保其用户的数据安全，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和

隐私性。《电信管理法》规定，违规披露用

户数据的 TSP 负责人，有可能被处以不超过 1

年的监禁或不超过 1000 阿曼里亚尔的罚款，

如是累犯，处罚可加倍。

2.5 贸易管制

主管部门及相关法律

阿曼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和阿曼海

关总署是贸易主管部门。阿曼商业、工业和

投资促进部主要职责包括：维持和发展阿曼

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尤其是工业和矿业领

域；制定贸易规则和程序，加强与世界贸易

组织、阿拉伯贸易组织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

组织的联系；促进商业、工业和矿业发展，

执行贸易、商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进出

口程序，确保本地市场的商品价格稳定，保

障消费者利益等。阿曼海关总署①负责进出口

事务的安全，根据国际公认的规则、法规和

规范征收关税，并打击走私货物。

阿曼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商

业公司法（2019）》《代理法》《商标法》《专

利法》《海合会成员国统一海关法》等。

进口相关规定

作为实行共同对外关税的海湾合作委员

会的成员国之一，阿曼对大多数进口货物征

收5%的进口关税，对海合会成员进出口免税；

根据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协议，阿曼允许该

自贸区成员国的货物免关税进口。

阿曼海关总署要求进口货物必须提供的

清关文件②包括：商业注册副本、向阿曼工商

会（OCCI）提交的证书副本、报价单、装箱单、

提单、包含货物详细信息的货物清单、货运

代理的交货许可、制造商提供的证书、书面

                                          

①  阿曼海关总署 . https://www.customs.gov.om.

②  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 《阿曼国家商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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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证明、进口声明。对于限制货物的进口，

还需要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货值超过

1000 阿曼里亚尔的需要提交原产地证书。除

此之外，还需支付所需的税款和海关费用。

如果进口货物没有有效的发票或制造商提供

的有效证明，将被处以 20 阿曼里亚尔的现金

罚款。如果自罚款之日起 90 天内提交了所需

的文件，则海关将退还该费用。

阿曼对一些商品采取进口管制措施，详

见表 5-8。

表 5-8　	阿曼的进口管制措施

管制类型 管制产品

限制进口
酒精饮料、蜜蜂、水蛭、蚕、收

音机和无线电发射器于接收器。

要求特殊文件

进口所有药品应附上：产品名称、

数量和制造日期的完整详细信

息；经主管医疗机构认证的购买

发票副本；发货人和收货人的地

址和电话号码；产品的有效期或

保质期。

禁止进口

酒精饮料；空白的支票、纸币、

硬币、假币；毒品，如大麻、粗

制 或 精 制 鸦 片、 海 洛 因、 可 卡

因和安非他明；可用作武器的刀

片、火器和枪支零件、没有经过

许可的武器和弹药；玩具武器和

玩具手枪；暴力、色情类物品，

包括书籍、报纸等出版物；非处

方药物；菊花、雏菊和棉布或丝

绸布。

出口相关规定①

阿曼对出口没有特殊限制，但出口具有

历史价值的物品应获得出口许可。货物价值

等于或大于 6000 阿曼里亚尔的要列明清单。

检验检疫②

阿曼自 2004 年以来适用《海湾合作委员

会兽医检疫和植物检疫法》。阿曼农业和渔业

资源部③（MAFW）的检疫部门对动植物的进口、

出口和国内生产进行检查。MAFW 会在货物出

口前检查并颁发所有农产品的卫生—植物检疫

（SPS）证书。此外，MAFW 要求进口商只有获

得 SPS证书以及农业发展总局的许可，才能进

口种子、植物和植物产品。

对于动物进口检疫，《海湾合作委员会

国家第 460 号动物检疫规定》对进口各类动

物及动物源性产品规定了严格的检验检疫程

序及通关办法，并规定进口动物及动物源性

产品必须符合欧盟制定的卫生标准。同时，

阿曼海关要求，进口各类动物须向农业和渔

业资源部的动物总局（DGAW）申领动物健康

证明和进口许可证，DGAW 负责检查进口的动

物源产食品（包括牛奶和奶制品），确保货

物不含污染物，并出具证明。

反倾销和反补贴

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反倾销、反补贴

和保障措施普通法》，成员国可以在面临以

下 2 种情况时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

                                          

①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https://www.iatatravelcentre.com.

②  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 《阿曼国家商业指南》。

③  阿曼农业和渔业资源部 . http : //maf.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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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如果能够确定某产品的进口对本国

的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或者有造成实质性

损害的威胁，或者会阻碍海合会产业的发展；

（2）如果确定进口的产品的数量在绝对

或者相对地增加，并威胁到了生产类似产品

的行业发展，造成了经济损失。

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保障措施包括：

● 确定性的措施可以采用不超过倾销额

度或补贴金额的关税惩罚或价格承诺；

● 针对进口数量增加而实施的确定性的

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数量限制、提高关税或任

何其他符合世贸组织协定规定的方式；

● 临时性的措施可以采用不超过倾销额度

或补贴金额的关税惩罚、价格承诺或保证金；

● 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可采取提高关税方式。

2.6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及相关法律

环境与气候事务部（MECA）①是阿曼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和执行各项

政策，确保环境安全和防治污染，依据可持

续发展目标维护生态平衡，支持可持续发展。

阿曼环保法律法规包括：《海洋污染控制法

（1974）》《环境保护法和污染防治法（2001）》

《固体非危险废物管理条例（1993）》《污水

再利用和排放条例（1993）》等。

环保评估

在阿曼，大多数工业、采矿等活动需要

环境许可证。阿曼执行环境影响评估（EIA）

的是环境和气候事务部，其下设的环境事务

部发布的《环境许可证获取指南（2017）》

规定了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项目，具体

如下：

● 对社会或自然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的项目，或对项目现场周边区域产生不利影

响的项目；

● 使用大量化学品、危险物质或者开展

可能造成健康危害的项目；

● 投入大量资本或人力且覆盖区域广的

大型项目；

● 对自然、文化、社会、历史、遗传、

美学、风景或工业资源产生潜在不利影响的

项目。

在阿曼，环境与气候事务部环保评估的

具体步骤详见图 5-1。

 2021 年 3 月，阿曼特别经济区和自由区

公共管理局 (OPAZ)②就阿曼经济特区和自由

区组织发放环境许可证发布了《管制特别经

济区和自由区的环境许可证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根据该条例，在经济特区和

自由区实施的经济活动被归为 3 类，具有不

同风险的经济活动在环境评估方面要求不同，

具体见图 5-1。

                                          

①  阿曼环境与气候事务部 . www.moeca.gov.om.

②  阿曼特别经济区和自由区公共管理局 . https://opaz.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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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阿曼环保评估具体步骤

● 第一类：条例附录所列经济活动需要

提交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研究报告；                     

● 第二类：中等环境风险的经济活动，

需要提交环境管理计划；               

● 第三类：环境风险低的经济活动，要求

符合特定的一般和技术环境条件，无需提交环

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研究报告或环境管理计划；

该条例附录对第一类经济活动的类型有

明确规定，包括：工业区的开发与管理；10

公顷或以上的物流仓储的开发和管理；渔港

和渔业综合体的开发和管理；5 公顷或以上的

化学品和石油储存的开发与管理；10 公顷或

以上旅游村庄的开发与管理；炼油、化工和

石化工业；重工业等。 

美国投资者 Al Tamimi 因违反阿曼环境部规定被迫终止合作。2006 年，美国投资

者 Al Tamimi 通过其拥有的 2 家公司 EmRock 和 SFOH 与阿曼国有企业阿曼矿业有限公

司 (OMCO) 签署了 2 份开采石灰石的租赁协议。随后阿曼环境部向 Al Tamimi 发放了初

步许可证。2007 年 9 月，Al Tamimi 开始在 Jebel Wasa 山脉作业，但 Al Tamimi 并未取

得正式的开采许可证。在开采过程中，上述公司使用的开采机械没有获得政府许可，

大批树木被连根拔起，矿区的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为此，环境部对 EmRock、SFOH 和 OMCO 发出了若干意见、警告和罚款。而 Al 

Tamimi 并未予理睬，仍违规作业。最终，OMCO 决定终止与 EmRock 和 SFOH 的协议。

2009 年 2 月，该租约确认终止。但 Al Tamimi 在终止租赁后仍未停止经营，阿曼各部

委和 OMCO 发出进一步的警告，最终阿曼皇家警察应环境部请求逮捕了 Al Tamimi。该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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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及跨境投资，在受理期间，Al Tamini 称阿曼违反了“阿曼—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规定的国民待遇标准，要求阿曼向其赔偿约 5.6 亿美元。2015 年 11 月 3 日，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驳回了 Al Tamini 对阿曼的所有索赔。

中国在阿曼的投资涉及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行业，这些投资的环境问题相对突

出。中资企业投资过程中应关注投资活动对环境带来的即时影响，加强对东道国环境

的保护，遵守相关规定，遇到问题及时整改，避免因环境保护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而

受到法律制裁。

启示

2.7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及反洗钱

反不正当竞争

阿曼反不正当竞争主管机构是公众消费

者保护局（PACP），①其主要职责包括：与其

他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监督关于消费者保护

的政策执行情况；鼓励竞争，打击对国家经

济有害的欺诈和垄断行为；促进消费者保护

领域的国际合作等。阿曼反不正当竞争的主

要法律是《竞争保护和防止垄断法》（2014），

其中规定了调整限制性协议及行为、经营集

中活动、针对违反竞争法行为和组织的投诉

等申请、调查、取证及最终处罚的工作流程。

禁止限制性协议。禁止订立违反竞争规

则的协议或合同，包括：操控价格、折扣、

买卖条件或服务条款；限定产量或禁止市场

供应；诱导供应方提供大量产品，导致不合

理的价格；限制他人从事经济或贸易活动；

限制与第三方交易；要求履行与合同不相关

的义务等。

禁止滥用支配地位。禁止在市场上占支

配地位的企业从事破坏、减少或阻止竞争的

行为，具体包括：为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

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限制供应以提高产品

价格；对交易设置限制性条件，削弱竞争对

手的竞争能力；无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

人进行交易，或限制他人进入市场，或将其

排除在市场之外；无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

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限

制客户向竞争对手提供设施或服务等。

违反上述规定，将被处以 3 个月至 3 年

监禁；没收非法所得或处以上一年的年销售

总额 5％ ~10％的罚款。

                                          

①  阿曼公众消费者保护局 . https://pacp.go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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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能提高市场集中度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均需要向 PCAP 提出书面申请。收到申

请后，PACP 有 90 天回应；若该期限到期后没有任何回应，则视为该行为得到批准。若

发现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正确或者具有欺骗性，则 PACP 可以撤回批准。此外，PACP 禁

止任何会导致市场份额超过 50％的集中行为，此类授权不会得到批准。

特别提示

反商业贿赂

阿曼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商业贿赂的法律

规定。有关反贿赂的主要立法是《保护公共

资金和避免利益冲突法（2011））》。该法

主要涉及公共部门工作的公职人员，其中公

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政府持股比例超过 40%

的公司。该法列明的禁止行为包括：给予自

然人或法人特殊利益或不合理的优惠待遇；

直接或间接接受兼职报酬；为个人利益使用

公共资金或者允许他人滥用公共资金。

《刑法（2018）》针对公职人员贪污罪

的处罚为 3~10 年监禁和至少相当于所涉贿赂

价值的罚款。同时该处罚也适用于行贿人、

任何中间人和法律代表。

反洗钱①

反洗钱监管机构包括司法部、工商部、

中央银行、资本市场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同

时，中央银行与其他主管部门组成国家反洗

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委员会，该委员会职责主

要包括：制定和执行反洗钱、恐怖主义融资

的国家政策；从主管部门获取、收集统计数

                                          

①  阿曼 .《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法（2016）》。

据和其他信息并分析以评估“反洗钱”和“反

恐融资”系统的有效性；协调主管部门评估

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的程序等。

反洗钱的法律依据是《反洗钱和恐怖主义

融资法（2016）》。该法律规定，任何知道或

应当知道或怀疑资金是犯罪所得的人，若故意

实施以下任何行为的，都应视为构成洗钱罪：

● 转换或转移此类资金的目的是掩盖或

隐瞒收益的非法性质或来源，或协助任何有

犯罪行为的人逃避惩罚；

● 隐瞒或掩饰资金的真实性质、来源、

所在地、处置、转移、所有权或有关的权利；

● 获取、拥有或使用以上资金。

犯洗钱罪将会处以下列处罚：

如果此人知道或怀疑这些资金是犯罪所

得，则处不少于 5 年但不超过 10 年的监禁，

罚款 50000 阿曼里亚尔以上，但不超过犯罪

资金的价值。

如果此人应知道资金是犯罪所得，监禁

不少于 6 个月，但不超过 3 年，罚款 10000

阿曼里亚尔以上，但不超过犯罪资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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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社会责任

为与社会及环境和谐共存，实现可持续

增长，企业应就其活动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

以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和信赖。中国驻阿企

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例如，中石油积极

投身社会及社区公益项目支持活动，包括支

持当地社区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帮扶困难学

生、为当地石油及工程类大学相关专业优秀

学生提供助学金，改善企业所在社区房屋、

道路及交通站点设施等；山东科瑞石油阿曼

分公司签署“阿曼青年培训”合作，帮助阿

曼缓解了就业压力，也为阿曼政府提供了解

决就业问题的新方向。这些企业树立了良好

的中国企业形象，积极回馈和融入当地社会，

巩固和扩大中阿友好的社会与民意基础。

图 5-2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山东电建三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获得赞誉。2018 年 4 月，中国电建山东电建

三公司阿曼苏赫项目部应邀出席了阿曼苏赫市巴提奈地区“交通安全博览会”活动。

苏赫项目部向该活动捐赠了劳保防护用品，得到了当地社区的高度评价并被授予了

荣誉奖牌。此次参与当地社区公益活动是苏赫项目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当地

文化的缩影。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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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电建三公司阿曼苏赫项目部一直以来致力于当地社会责任建设，开展了一

系列公益慈善活动，包括携手苏赫地区“老年之友”志愿者协会到医院进行节前慰

问；参与帮助完善当地基础设施；组织活动与中阿员工共同庆祝阿曼国庆节与开斋节；

为当地大学生提供了带薪培训，资助当地优秀大学生等，得到了当地社会及居民的

高度认可与称赞。同时，阿曼苏赫项目部积极响应阿曼政府“属地化、本土化”政策，

优先雇佣当地分包公司、采购工程所需物资，拉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满足人

员阿曼化比例的前提下，对阿曼员工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和工作指导，促进其后续更

好地就业。苏赫项目部充分尊重当地宗教习俗及文化信仰，秉承中国国有企业使命，

在阿曼树立起了“中国电建”良好的企业形象。

近年来，中国驻阿企业不断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馈和融入当地社会。中企在履

行社会责任时，秉承互利双赢的理念与政府、合作伙伴、当地社区和民众建构了良好

的合作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这不仅树立了良好的中国现代化

企业形象，也提升了中阿两国的友谊，引导两国能源企业加强合作，相互支持形成合

力，共同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启示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投身阿曼公益获赞。2019 年 5 月 30 日，中国化

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三建”）向阿曼利瓦大乙烯项目所在的

North Batinah 地区的医院和学校捐赠了一批价值 11.5 万美元的医疗和教学设备。

在设备捐赠仪式上，North Batinah 地区教育部部长对中化三建的捐赠表示衷心感

谢，同时希望接受捐赠的SHINAS职业技术学院针对中化三建施工现场人力资源需求，

制定专门的培训机制，向中化三建输送管理和技术等方面适用人才。在随后举办的

WADI HIBI 医院医疗设备捐赠仪式上，该医院院长表达了对中化三建的感激之情，承

诺立即将裂隙灯角膜显微镜投入使用，并优先为当地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进行眼角膜

及视觉神经检查。North Batinah 地区卫生部部长对中化三建在阿曼市场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并期待中化三建继续给予当地医疗机构大力支持和帮助。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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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曼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交媒体对中化三建捐赠教学和医疗

设备的消息进行了广泛报道，为中化三建在阿曼市场赢得了良好口碑，树立了中国企

业的良好形象。与此同时，通过向当地学校捐赠教学设备的方式加强了中化三建在当

地的校企合作，有利于企业未来发展。

启示

3　经贸纠纷解决

3.1 诉讼

诉讼体系

阿曼初审法院下设具有管辖权的简易法

院，可以解决索赔金额在 15000 阿曼里亚尔

以内的诉讼。索赔金额超过 15000 阿曼里亚

尔的诉讼将由初审法院审理。其中，索赔价

值少于 70000 阿曼里亚尔的诉讼，由初审法

院 1 名法官审理，其判决是终审判决；如索

赔额超过 70000 阿曼里亚尔，由 3 名初审法

院的法官审理。①

诉讼时效②

《商法典》第 92 条规定，除非另有适用

更短期限的法律规定，否则诉讼有效期均为

10 年。原告需要以阿拉伯文提出索赔要求。

初审法院的上诉费用为索赔额的 2%，最低为

30 阿曼里亚尔，最高为 3000 阿曼里亚尔。向

                                          

①  《国际金融法律评论》. https://www.iflr1000.com.

②   同上。

最高法院上诉的费用为 50 阿曼里亚尔。支付

费用后，法院书记官处将在提起诉讼之日起 3

周内确定首次听证会的日期。

一些法律原则和商业问题相当明确的案

件，通常可能需要1年时间得出诉讼结果（包

括上诉期限）。但如果传票或判决送达困难，

或者争议事项涉及技术问题，需要法院任命专

家，或者案情较为复杂，则时间可能会更长。

一个商业案件如果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通常

可能需要 2~4 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最终判决。

3.2 仲裁

国内仲裁

阿曼国内仲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

和商事争议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

根据该法，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与仲裁协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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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任何法律，在没有明确法律的情况下，

法院有权决定仲裁使用的法律。①

仲裁机构。阿曼第 26/2018 号法令决定

设立阿曼商业仲裁中心（OAC），第 8/2020

号法令发布了《OAC 规则》，详细规则内容可

在 OAC 的官方网站查阅。尽管阿曼此前有仲

裁法，但国内没有正式的仲裁机构。纠纷方

通常不得不在诸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之类的

区域仲裁机构下仲裁其纠纷。②

阿曼商业仲裁中心（OAC）

网址    https://omanarbitration.om

电话    +968-2-4763753/4781443

邮箱    info@omanarbitration.om

地址
    Post Box: 1400，Ruwi, Muscat,

　　　　Sultanate of Oman

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否则应视为无效。当事双方签署的书面文件，

双方之间来往的信件、电报中的仲裁协议均

可视为书面形式。提起诉讼后也可申请仲裁，

但此时的仲裁协议必须明确仲裁的具体问题，

否则该协议应被视为无效。

仲裁程序。仲裁双方可以就仲裁委员采

用的程序达成协议。在没有达成此类协议的

情况下，仲裁委员会优先考虑遵循阿曼《仲

裁法》的规定。除非双方另有协议，否则仲

裁程序应在当事双方收到仲裁申请之日开始。

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应当以书面形式通

过，并由仲裁员正式签署。仲裁裁决应包括

当事双方的姓名和地址，仲裁员的姓名、地

址、国籍和专业背景，仲裁条款，当事方的

索偿摘要，其诉讼的陈述、文件，裁决要点、

裁决日期和地点，如果需要，还应说明裁决

理由。

仲裁委员会应自裁决通过之日起 30 天

内，将正式签署的仲裁裁决副本送交各当事

方。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30 天内，仲裁各方

均可要求仲裁委员会解释其裁决书中有歧义

的内容。要求解释的申请方在将请求提交仲

裁委员会前，应通知另一方。相关解释应在

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起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

作出。如果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可以将

这一期限再延长 30 天。上述作出的解释被视

为仲裁裁决补充或组成部分，具有与仲裁裁

决相同的效力。

国际仲裁

阿曼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商业仲裁中心

（GCAC）的成员。自 2000 年起，GCAC 的裁决

为阿曼法院所认可。③

阿曼和中国都是《承认与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缔约国。

根据公约，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

                                          

①  国际仲裁律师网 . https://www.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ttorney.com.

②  CMS 法律 . https://www.cms-lawnow.com.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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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执行

仲裁裁决。 

阿曼和中国还均为《解决国家与他国国

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的

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缔约国国民与其他缔

约国发生争议，可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ICSID）。这意味着中国投资者与阿曼政

府产生有关投资的争端时，可向 ICSID 提交

仲裁申请。申请程序详见图 5-3。

图 5-3　申请	ICSID	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

3.3 调解

阿曼没有关于调解的特别规定。但新设

立的阿曼商业仲裁中心（OAC）主要任务包括

提供争议双方同意的调解服务，以解决本地

和国际商业争议。同时OAC设有执行管理层，

负责向争端方提供调解员的姓名、资格和专

业背景等信息。目前 OAC 网站上尚未公布有

关调解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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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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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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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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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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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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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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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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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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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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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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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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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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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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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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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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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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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口市场。

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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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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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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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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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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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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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例 7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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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8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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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境及居留

1.1 签证

2009 年，中国与阿曼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阿曼苏丹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

交、公务及特别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自

2010 年 4 月 16 日起，持有效的中国外交、公

务护照入境阿曼免签。此外，2020 年 12 月 9

日起，阿曼对中国游客实行14天（不可延长）

免签入境政策。①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

规定暂停施行。

签证类别②

阿曼签证类别较多，其中主要的有：快

速商务签证、亲友访问签证、家庭团聚签证、

工作签证和旅游签证等。主要签证类别详见

表 6-1。

                                          

①  中国领事服务网 . http://cs.mfa.gov.cn.

②  阿曼皇家警察署官网 . https://www.rop.gov.om.

③  中国驻阿曼使馆 . http://om.chineseembassy.org.

表 6-1　阿曼主要签证类别③

签证类别 有效期及停留时间 适用情况 签证费用

快速商务签证
有效期6个月，停留期21天，不可延期，

逾期罚款 10 阿曼里亚尔 / 日
从事短期商务活动 30 阿曼里亚尔 

亲友访问签证
有效期 6 个月，停留期 3 个月，可延期

30 天，逾期罚款 10 阿曼里亚尔 / 日

外籍工作者家属或阿曼公

民朋友探访
20 阿曼里亚尔

家庭团聚签证
有效期 6 个月，停留期 2 年，可多次出

入境

外籍工作者配偶或未满 21

周岁子女（双亲均在阿工

作）探亲

30 阿曼里亚尔

工作签证
有效期 3 个月，停留期 2 年，可延期，

可多次出入境

21~60 周岁的外籍公民赴

阿工作
20 阿曼里亚尔

旅游签证 有效期 6 个月，停留期 30 天 旅游 20 阿曼里亚尔

签证办理

阿曼实行“返签”政策，即签证申请人

须在阿有个人或机构作为担保人，协助申请

人申请相应类别签证（除旅游签证外）。办

理流程为：

1）申请人在阿曼皇家警察署网站申请

签证页面（www.rop.gov.om/Onlin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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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交部 . www.fmprc.gov.cn.

②  阿曼政府电子服务门户 . https://www.oman.om.

③  阿曼皇家警察局官网 . https://www.rop.gov.om.

eVisa/en）填写申请签证所需有关信息；

2）由阿方担保人将申请表及必要材料提

交到当地移民局；

3）移民局批准后，担保人可获得签证；

4）担保人可将签证原件邮寄给申请人，

申请人抵境后可持原件通关。担保人也可将

签证传真或扫描给申请人，申请人须持护

照、签证复印件前往阿曼驻华使馆（联系方

式详见表 6-2）办理签证认证及出境证明。

同时，担保人须将签证原件存于阿曼机场边

检处（Visa  Deposit），申请人抵境后取得

原件办理通关。

表 6-2　阿曼驻华使馆联系方式①

机构 联系方式

阿曼苏丹

国驻华大

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6 号

电话：+86-10-6532-3692/3322

传真：+86-10-6532-7185

中国公民办理旅游签证无须当地担保

人，可在阿曼皇家警察署网站申请电子签证。

申请材料

申请不同签证类别需要准备的材料详见

表 6-3。

表 6-3　阿曼签证申请材料

签证类别 特殊材料 基本材料

快速商务签证②

● 邀请函（注明访问目的，且需邀请人签字盖章）；
● 企业商业注册证明材料；
● 邀请方在阿曼商工部备案的签字样本复印件

● 2 张照片

（60mm×40mm）
● 护照复印件

（有效期 6 个月以上）

亲友访问签证
● 邀请函（注明亲友关系及访问目的）担保人居住证复印件

和护照复印件。

家庭团聚签证③

● 家庭关系证明；
● 在阿亲属居住证复印件和护照复印件；
● 担保人工作证明。

工作签证

● 劳工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
● 专业机构出具的从业同意函（包括医疗、新闻、宗教、教

育等行业）。

旅游签证

● 已确认的酒店预订信息；
● 医疗保险；
● 返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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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居留证

阿曼实行担保人制度，外籍人员长期在

阿工作、居留必须有当地公司或个人担保。

阿曼有 1 年期居留证（办理费用为 6 阿曼里

亚尔）和 2 年期居留证（办理费用为 11 阿曼

里亚尔）两类。

外籍人员入境后需到指定医院体检，并

在入境 30 天内前往皇家警察署办理居留证。

办理居留证需要的材料有：有效签证、居留

证申请表、护照和体检报告，以及劳工部颁

发的工作许可证、劳务合同等。

居留证到期前需自行前往警察署办理延

期。延期所需材料包括居留证原件、护照原

件、体检报告（适用私营部门雇员）、雇主

开具的工作证明（适用政府工作人员）等。

                                          

①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 . http://om.chineseembassy.org.

②  Resfix. https://www.resfix.com.

③  马斯喀特市政局官网 . https://www.mm.gov.om.

办理费用为 11 阿曼里亚尔。

1.3 注意事项

（1）中国公民申请签证时提供的结婚证、

学历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

在中国国内公证处公证后，须再由中国外交

部认证处（或外交部授权处）认证，最后到

阿曼驻华使馆进行第二次认证。①

（2）当劳务合同终止时，由雇主向劳工

部和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取消签证等离

境手续。避免因未办妥离境手续，导致出行

受阻并造成经济损失。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在阿曼租用办公用房，租户和房东之间

签订租赁合同时，需自行商定双方权利和义

务。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房东需到当

地市政局登记租赁合同，并按照合同期间内

应付租金的 5% 缴纳市政税②（马斯喀特市为

3%）。若租期超过7年则需要到住房部登记。

2.2 租用住宿用房

在阿曼，多数住宿用房租期为 12 个月。

住宅租赁同样需要到当地市政局登记并缴纳

5% 的市政税。③在租赁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未

办理登记手续，则租赁合同无效。

住房租金取决于房屋所在地点、面积大

小和配套设施等。2020 年 6 月马斯喀特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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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patarrivals: https://www.expatarrivals.com.

②  Zoominfo: https://www.zoominfo.com.

③  Resfix: https://www.resfix.com.

④  同③。

宿用房月租水平详见表 6-4。

表 6-4　阿曼马斯喀特市住宿用房月租水平①

房屋类别 月租（阿曼里亚尔）

市中心一居室  200~280

市中心三居室  350~500

非市中心一居室  120~200

非市中心三居室  250~320

注：表中数据为 2020 年 6 月数据。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在阿曼，租房可以向房东直接租赁，也

可以通过房产中介租赁，中介费一般为一个

月房租。阿曼主要房产中介机构见表 6-5。

表 6-5　阿曼主要房产中介②

中介名称 网址

Towell Property
https://towellproperty.com

Better	Homes
www.bhomes.com/oman

中介名称 网址

Hamptons Oman
https://hamptons.om

Savills
https://www.savills.om

Muriya

http://muriya.om

2.4 租房注意事项

退租

租户须在租赁合同到期至少 3 个月前通

知房东退租，否则合同到期后将按照相同条

款自动续约。若租期短于 3 个月，则须在租

期过半前通知房东。③

房屋租金

租赁期间，房东不得增加租金，以下两

种情况除外：一是租期超过三年，房东每三

年可增加租金；二是租户要求房主对房屋进

行改善。④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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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概览

阿曼医疗服务体系较为完善，主要以公

立医疗机构为主。政府通过三级体制向社会

提供医疗服务：①卫生中心或州级医院提供初

级医疗服务，省级医院提供次级医疗服务，

全国性医院提供三级医疗服务。

截至 2019 年底，阿曼全国共有 83 家医

                                          

①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 . http://om.chineseembassy.org.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s://www.hnb.hr.

院，1505 家卫生中心和诊所。其中，公立医

院56家，共有病床5909张；私立医院27家，

共有病床 985 张。②私立医院服务和设施较公

立医院更好，就医等待时间较短，且大多数

医务人员精通英语。但费用也较高，普通挂

号费为 3~10 阿曼里亚尔不等。阿曼的主要医

院及其分布详见表 6-6 和图 6-1。

表 6-6　阿曼的主要医院

医院名称 联系方式

公立医院 皇家医院

电话：+968- 2-4599000

网址：moh.gov.om/en/web/royal-hospital

地址：Ghala St, Muscat, Oman

私立医院

马斯喀特私立医院

电话：+968-2-4583600

网址：muscatprivatehospital.com

地址：Al Khuwair, P.O. Box 79, Muscat, Oman

阿曼国际医院

电话：+968-2-4903500

网址：omaninternationalhospital.com

地址：Al Dhayafa St, Muscat, Oman

Starcare 医院

电话：+968-2-4557200

网址：starcarehospital.com

地址：PO Box 198, PC 101, Seeb, Muscat, Oman

3.2 医疗保险

政府向所有阿曼公民、海合会国家公民

及受雇于政府机构的外籍雇员提供免费公共

医疗服务。对于选择去私立医院的患者，政

府通常也会报销部分费用。

2018 年，阿曼政府强制要求私营企业雇

主为外籍雇员购买医疗保险。根据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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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曼观察家 . https://www.omanobserver.om.

②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 https://www.hnb.hr.

总局（CMA）颁布的“Resolution  No  34  of 

2019”，医疗保险范围须至少涵盖住院治疗、

急诊、基本治疗以及卫生部的医保药品。①

图 6-1　2019 年阿曼医院分布②

外籍人员也可根据具体需求购买额外的

医疗保险产品。个别私立医院和诊所的就诊

费用，以及牙科和心理健康等医疗服务费用

可能不涵盖在医保范围内，在购买前须核实

医疗保险的承保条款和限制。阿曼的主要保

险公司详见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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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阿曼的主要保险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网址

1
Cigna Global

www.cignaglobal.com

2
Allianz Care 

www.allianzcare.com

3
William Russell 

www.william-russell.com

4
Oman Insurance

www.omaninsurance.ae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在阿曼就医一般按照初级、次级和三级

医疗服务机构逐级就医。初级医疗服务机构

遍布阿曼的主要城镇，可就近前往卫生中心

或州级医院就诊，无需预约，院方依据患者

具体病情予以治疗或转往更高一级医院。①

外籍人员携带护照或者居留证即可挂号

就诊，但非政府机构雇佣的外籍雇员一般只

有在紧急或私立医院无法治疗的情况下，才

可到公立医院就医。② 

买药

药店提供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在购买处

方药时，有些药店只接受当地医生开具的处方

                                          

①  Improvingphc. https://improvingphc.org.

②  Expatarrivals. https://www.expatarrivals.com.

③  Expatfocus. https://www.expatfocus.com.

④  阿曼观察家 . https://www.omanobserver.om.

单，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服务中心开处方单。③

药店的营业时间一般为早上 9:00—下午

1:00 和下午 5:00—晚上 9:00，周五和法定节

假日为早上 9:00—晚上 9:00。在马斯喀特等

大城市有 24 小时营业的药店。④

有些药品（如治疗抑郁症的药）在阿

曼被禁止使用。入境前，须提前确认所需

药物是否能在阿曼使用，或携带相关药物

入境前向医生咨询可替代药品并开具医生

证明以说明情况。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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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pat. https://www.expat.com/en.

②  Thearabianstories. https://www.thearabianstories.com.

③  Expatfocus. https://www.expatfocus.com.

④  同①。

接种疫苗

在前往阿曼前，可提前接种以下疫苗：

甲型和乙型肝炎、小儿麻痹症、麻疹、腮腺

炎和风疹、破伤风、流感疫苗。①

阿曼全民（包括持有效居留证的外籍人

员）可免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②各地区在学

校、体育馆和展览馆内开设了疫苗接种中心。

按照目标人群分批次接种疫苗，无需提前预

约即可到附近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

3.4 其他保险

除公共医疗保险外，阿曼的保险公司还

推出了其他类型的保险产品。

● 个人：房屋保险、人寿保险、旅游保

险、汽车保险等。

● 商业：能源保险、水运和航空保险、

财产保险、团体人寿保险等。

4　开设银行账户

在阿曼开设银行账户可选择下列银行：

Bank  Muscat、Bank  Dhofar、National  Bank 

of Oman、Central Bank of Oman、Oman Ar-

ab  Bank 等本地银行，或者 HSBC、National 

Bank of Abu Dhabi 等外资银行。银行的营

业时间一般为周日到周四，早上 8:00—下午

2:00。

4.1 开设个人账户

在阿曼开设个人银行账户，开户人需提

供居住证明（如居留证、签证等），身份证

明（如护照），以及雇主提供的薪资证明等。

有些银行还需要房屋租赁合同作为居住地址

证明。

开设个人银行账户流程比较简单，无须

提前预约，但首次开户需要亲自前往银行，③

一般在半个小时内即可完成办理。④

4.2 开设公司账户

在阿曼开设公司账户流程简单，仅需要

向银行提供所需材料。但由于所需材料较多，

公司一般会雇佣专业顾问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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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所需材料包括：①

● 代办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 公司法人及其他所有股东的身份证明

和地址证明；

                                          

①  Businesssetup. https://www.businesssetup.com.

②  阿曼皇家警察局官网 . https://www.rop.gov.om.

● 公司营业执照；

● 公司地址证明（如水电缴费单等）；

● 开户存款（具体金额要求以开户银行

为准。

5　交通出行

5.1 购车

在阿曼，外籍人员持居留证和有效驾照

可以购车。购买新车和二手车的主要流程见

图 6-2。

图 6-2　阿曼购车主要流程

车辆转让②

通过私人购买二手车，需要买卖双方亲

自到皇家警察署办理车辆转让，车辆转让费

为 5 阿曼里亚尔。办理转让前，买家须确认

购买车辆的违章罚款是否已全部缴纳。

业务办理时间为周日至周四，早上 7：

30—下午 2：00。

汽车保险

阿曼强制车辆驾驶者至少购买一个第三

方责任险，以覆盖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坏

或人员伤亡。多数保险公司会提供额外的车

险类型（如汽车全额保险等），可根据具体

需求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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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驾车

驾照

在阿曼停留不超过 3 个月可使用国际驾

照驾车。中国公民持中国驾照驾车，须附上

经公证的中国驾照翻译认证件或国际驾照翻

译认证件。

在阿居住的外籍人员可考取阿曼驾照，

主要流程见图 6-3，所需费用见表 6-8。

图 6-3　考取阿曼驾照的主要流程①

                                          

①  阿曼政府电子服务门户 . https://www.oman.om.

②  阿曼皇家警察局官网 . https://www.rop.gov.om.

表 6-8　阿曼驾照所需费用②

类目 费用（阿曼里亚尔）

驾驶学习许可证（有效期 6 个月） 5

驾驶学习许可证续期 3 

驾驶考试 5

驾照 20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外籍人员的阿曼

驾照有效期从 10 年缩减到 2 年。已颁发给外

籍人员 10 年有效期的驾照在过期后更换为 2

年有效期驾照。可通过皇家警察署网站或者

下载手机应用程序更新驾照。

图 6-4　阿曼皇家警察署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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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驾驶员，皇家警察署在驾照颁发 1

年内实行扣分机制，扣分在 7~10 分，扣分机

制延长 1年，超过 10分，须继续学习驾驶。①

交规

● 阿曼车辆靠右行驶，主要交通规则与

中国相似；

● 限速：市区 40~80 公里 / 小时，郊区

90 公里 /小时，高速公路 120 公里 /小时；

● 驾驶员及前排乘客需系安全带；

● 4 岁以下儿童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注意事项

● 已婚女性考取驾照需要提供婚姻证明

或孩子的出生证明；

● 未工作的外籍女性需要丈夫的工作证

明复印件和丈夫担保人的证明信等。

                                          

①  Gulfnews. https://gulfnews.com.

②  马斯喀特国际机场网站 . https://www.muscatairport.co.om.

5.3 其他交通方式

飞机

阿曼境内有马斯喀特国际机场（MCT）、

萨拉拉机场（SLL）、马西拉机场（MSH）、

苏尔机场（SUH）等多个机场，其中马斯喀特

国际机场是阿曼主要的国际机场。到达和离

开机场可选择乘坐出租车、酒店班车或租车

等方式。

机场主航站楼外乘坐出租车，一般白天

起步价为 3 阿曼里亚尔，每公里价格为 0.4

阿曼里亚尔；夜间起步价为3.6阿曼里亚尔，

每公里价格为 0.45 阿曼里亚尔。②

出租车

阿曼出租车公司有 Marhaba Taxi、Otaxi

等。车身一般为橙白色或蓝白色，乘客可使

用移动应用程序叫车或提前预订出租车。

图 6-5　　阿曼出租车公司移动应用程序

租车

在阿曼，租车是一种比较便捷的出行方

式，有许多汽车租赁公司可供选择（详见表

6-9），但租车人须年满 2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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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mantripper. https://www.omantripper.com.

表 6-9　阿曼主要汽车租赁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网址

1
Europcar

https://www.europcaroman.com

2
Herz

http://nttoman.com/hertz

3
Thrifty 

https://www.thrifty.com

4
National Renaissance

https://www.nationalcar.com/en

5
Budget

http://www.budgetoman.com

6
Avis

https://www.avis.com/en

7
Sixt

https://www.sixt.com

公交

阿曼国家运输公司（Mwasalat）是主要

的公共汽车运营商。阿曼没有地铁、铁路等

轨道交通。在马斯喀特可乘坐公交车，票价

为 0.3 阿曼里亚尔左右。也可乘坐城际巴士

从马斯喀特到阿曼其他主要城市（包括萨拉

拉、苏尔、杜库姆等），单程票价为 2~8 阿

曼里亚尔。公共汽车时间表、路线、票价可

以在 Mwasalat 网站（https://mwasalat.om/

en-us）查询。

阿曼还有一些小型私营公共汽车运营商

也提供部分城市之间的公交服务，但是没有

固定站点和时间表。公交沿着公路行驶，乘

客可招停并与司机确认目的地，沿途可以随

时下车。①

轮渡

阿曼境内水上运输由阿曼国家轮渡公司

（NFC）承运，在穆桑达姆省、马西拉岛和阿

曼本土之间有多条轮渡航线。可在 NFC 网站

（www.nfc.om）查询时间表、票价信息和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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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便民电话

表6-10　阿曼便民电话

报警、急救电话 9999

急救中心 2456362

阿曼皇家警察签证咨询 24512961

阿曼皇家警察刑事案件咨询 24569501

阿曼皇家警察交通案件咨询 24510227/228

驻阿曼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
+968-2-4696782/4696698（工作时间）

+968-9-9216747（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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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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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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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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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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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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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阿曼内政部 www.moi.gov.om

2 阿曼外交部 www.mofa.gov.om

3 阿曼司法部 www.moj.gov.om

4 阿曼卫生部 www.moh.gov.om

5 阿曼商业、工业和投资促进部 www.business.gov.om

6 阿曼财政部 www.mof.gov.om

7 阿曼教育部 www.moe.gov.om

8 阿曼劳工部 www.manpower.gov.om

9 阿曼住房和城市规划部 https://omanuna.oman.om

10 阿曼公共服务管理局 https://www.apsr.om

11 阿曼旅游部 www.omantourism.gov.om

12 阿曼宫廷部 www.rca.gov.om

13 阿曼文化遗产部 www.mhc.gov.om

14 阿曼皇家警察 www.rop.gov.om

15 阿曼农业渔业部 www.maf.gov.om

16 马斯喀特市政府 www.mm.gov.om

17 佐法尔省政府 www.dm.gov.om

18 阿曼民事服务部 www.manpower.gov.om

19 阿曼宗教事务部 www.mara.gov.om

20 阿曼环境与气候事务部 www.moeca.gov.om

21 阿曼特别经济区和自由区公共管理局 https://opaz.gov.om

22 阿曼社会发展部 www.mosd.gov.om

23 阿曼公众消费者保护局 https://pacp.gov.om



  133

附录二　阿曼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24 阿曼国家招标委员会 www.tenderboard.gov.om

25 阿曼税务局 https://tms.taxoman.gov.om

26 阿曼中央银行 www.cbo.gov.om

27 马斯喀特证券交易所 www.msx.om

28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www.cma.gov.om

29 阿曼社会保险局 www.taminat.com

30 阿曼海关总署 https://www.customs.gov.om.

31 阿曼电力监管局 www.aer-oman.org

32 阿曼水务局 www.diam.om

33 阿曼矿业管理局 www.pam.gov.om

34 阿曼电信监管局 www.tra.gov.om

35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www.ncsi.gov.om

36 阿曼投资促进和出口发展署 http://ithraa.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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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阿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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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

地址：Embassy District，Al Khuwair,  Muscat

电话：+968-2-4958000

传真：+968-2-4958055/4958068

邮箱：chinaemb_om@mfa.gov.cn

2
中国驻阿曼大使馆经济

商务处

地址：Jamiat Al Dowal  Al Arabiya St., Diplomatic Area, Al Khuwair, Muscat

电话：+968-2-4958065

传真：+968-2-4958055

邮箱：om@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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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阿曼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阿曼商工会

地址：Om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Muscat

电话：+968-2-4763700

传真：+968-2-4708497

网址：https://chamberoman.om

2 阿曼中资企业协会

地址：1st Floor, Building  No.5, Tilal Complex,  Muscat Grand 

　　　Mal, Muscat

电话：+968-2-4489004

传真：+968-2-448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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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阿曼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主营业务 联系方式

1
安永阿曼

办事处

会计、

审计

地址：Landmark building, Opposite Al Amine Mosque, 5th floor-Bawshar, 

　　　Muscat, PO Box 112, Muscat 112

网址：https://www.ey.com

电话：+968-2-2504559

传真：+968-2-2060810

2
毕马威阿

曼办事处

会计、

审计

地址：4th Floor, Shatti Al Qurum, Children’s Public Library Building, Muscat

网址：https://home.kpmg

电话：+968-2-4749600

传真：+968-2-4601570

3
德勤阿曼

办事处

会计、

审计

地址：Minaret Al Qurum Building, Qurum Area, 258

网址：https://www2.deloitte.com

电话：+968-2-2354300 

传真：+968-2-2354333

4

普华永道

阿曼

办事处

会计、

审计

地址：Salam Square-Salam Gardens, Madinat Qaboos, Dohat Al Adab Street, 

　　　Way No 49/, Bldg 75/3 Next to Oman Shipping Company, Muscat

网址：https://www.pwc.com

电话：+968-2-4559110

传真：+968-2-4564408

5

安胜恪道

律师

事务所

法律

地址：Level 4, Unit 402Beach One, Shatti Al Qurum Muscat

网址：https://www.addleshawgoddard.com

电话：+968-2-2354300

传真：+968-2-2354333

6
柯特思律

师事务所
法律

地址：Qurum Plaza, Al Walaj Street, Muscat

网址：https://www.curtis.com

电话：+968-2-4652600

传真：+968-2-4564497

7
大成律师

事务所
法律

地址：Salam Square-South Third Floor, Madinat Al Sultan Qaboos, Muscat

网址：https://www.dentons.com

电话：+968-2-4573000

传真：+968-2-457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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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在阿曼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石油国际阿曼公司
电话：+968-2-4523965/4523801

传真：+968-2-4607309/4523951

2 BGP 油气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968-2-4498837

传真：+968-2-4496190

3 长城钻探阿曼公司
电话：+968-2-4496730/31/32

传真：+968-2-4496736

4 华为技术阿曼公司
电话：+968-2-4489004

传真：+968-2-4481706

5 中国水产总公司驻阿曼代表处
电话：+968-2-4813976

传真：+968-2-4814460

6 中铁 18 局（集团）有限公司马斯喀特分公司
电话：+968-2-4590270

传真：+968-2-459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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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阿曼部分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举办时间及地点 展会介绍

1

阿曼马斯喀

特国际建材

展览会

一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2 年 3 月举行

阿曼马斯喀特国际展览

中心

创办于 2002 年，由阿曼国际展览集团 (OMANEXPO) 主

办，是中东地区建筑建材到装饰装修全产业链展会，也

是阿曼乃至中东及北非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建

材家居类展会之一。展品范围包括建筑建材、五金工具、

石材涂料、家居家装、家具卫浴、灯具照明、陶瓷理石、

门窗地板、家电橱柜等。

2
西亚石油天

然气展览会

两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1 年 9 月举行

阿曼会议展览中心 

由阿曼国际展览集团 (OMANEXPO) 主办，是中东地区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展会之一。展品范围包括：

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设备、钻井设备、起重设备、油田设

备等。

3
阿曼美食展

览会 

一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1 年 10 月举行

阿曼会议展览中心 

创办于 2005 年，由阿曼国际展览集团 (OMANEXPO) 主

办，是食品及饮料行业的国际展览。会展向参展人员展

示餐旅行业最新的产品、服务及烹饪加工手法和适用于

酒店、餐厅和咖啡馆的设备与电器。 展品范围包括：农

产品、饮料、餐饮用具、渔业产品等。

4
阿曼基建工

业展览会

两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1 年 10 月举行

阿曼会议展览中心

创 办 于 2011 年， 由 阿 尔 尼 姆 国 际 展 览 公 司 (Al Nimr 

Expo) 主办，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重

要聚会。在这里，参展人员能体验到阿曼正在进行的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能接触到基建行业中最前沿的

产品、设备和技术。展品范围包括：重型工程设备、机

场设备与安全系统、公路建设设备、海水淡化设备等。

5
阿曼塑胶展

览会

一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1 年 10 月举行

阿曼会议展览中心 

创办于 2012 年，由马斯喀特银星公司举办，是塑料、橡

胶、印刷、包装等行业的独家展会。展品范围包括：塑

料制品、塑料回收技术、橡胶、石油化学产品等。

6

阿曼马斯喀

特中国贸易

周展览会

一年一届，最新一届于

2021 年 9 月举行

阿曼马斯喀特国际展览

中心

创办于 2013 年，由中东国际贸易展览集团主办，是中国

企业进入阿曼中高端市场的重要平台。会展以“优质中国

商品为主题”，为中国企业打造了权威、务实、高效的展

洽活动机会。来自阿曼各行各业的批发商及进出口企业会

前往展会寻找合适的中国产品供应商。展品范围包括：家

居服饰、玻璃陶瓷制品、家用电器、户外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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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阿曼贸易投资数据主要来源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世界银行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imf.org/en/home

3 世界贸易组织 http://rtais.wto.org

4 阿曼中央银行 www.cbo.gov.om

5 阿曼国家统计和信息中心 www.ncsi.gov.om

6 中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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