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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
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日趋
复杂。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对外投资合作，
应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引导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平稳有序
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资企业合理有效
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经济社
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包
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2021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175个国家和地区，全
面、客观地反映对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法
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企业关心的事项。在数字经
济和绿色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
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全球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指南》
对部分国别（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发
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给予关注。 

希望2021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有所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
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
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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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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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赞的话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东北与哥伦比亚
毗连，东南与秘鲁接壤，西临太平洋，面积25.6万
平方公里，人口1700余万。厄瓜多尔全境有西部沿
海、中部山区、东部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和加拉帕戈
斯群岛四种地形，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赤道横穿
国境北部（“厄瓜多尔”在西班牙语中即为“赤道”
之意），被称为“赤道之国”。厄瓜多尔自然资源
丰富，石油、天然气、金、银、铜、铁、锰等储量
可观；动植物种类繁多，为世界物种最多的国家之
一，特别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拥有诸多独有的鸟类和
爬行动物，其生物多样性和独特性享誉全球。 

厄瓜多尔经济以石油业、渔业和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石
油业是其第一大经济支柱，目前全国日产原油接近50万桶，其2020年出口
额因国际油价走低而有较大下滑，但依然占出口总额的23.2%。对虾、香
蕉、鲜花的生产和出口在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目前，厄瓜多尔是世界
第一大香蕉出口国、第二大对虾出口国和第三大鲜花出口国，因而有“香
蕉王国”、世界“第二大虾池”和安第斯“玫瑰之乡”等美誉。2020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厄瓜多尔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7.8%，降至988亿美元，
人均5643美元。 

中厄两国自1980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良好。2015年1月，中厄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12月，厄时任总统莫雷诺访华，
双方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2021年5月，厄瓜多尔
新一届总统拉索就职，其新政府对与华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积极开放态
度，中厄双边关系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经贸领域，厄瓜多尔目前是中国在拉美地区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和投
融资对象国之一，特别是前些年，双方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在厄从事相关业务的中资企业数量众多，但近年来增量有限。双边贸易方
面，2020年，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之下，中厄贸易表现出较大韧性，平衡、
可持续发展的势头得以延续，厄是中国在拉美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中国
则连续两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方主要对厄出口手
机、家电、汽车、机械设备等，自厄进口对虾、原油、轻木和香蕉等产品。 
放眼未来，中厄经贸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厄瓜多尔能源、

矿产和农渔资源有一定优势，其新政府秉持自由开放的发展理念，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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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具有与中方持续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的良好意
愿。另一方面，厄瓜多尔投资营商环境尚待改善，2020年其在世行《全球
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综合得分仅排名第129位，2017年厄瓜多尔废止了与
中国等12个国家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此外，由于厄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方面原因，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在厄业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新政府
是否会出台实质性举措改善营商环境尚未明了。 

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而厄瓜多尔是其中的重
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我们真诚欢迎国内企业来厄寻找投
资、贸易和工程承包等各领域的合作机会。考虑到厄投资经营环境与中国
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企业深入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充分做好税务、环保、
劳工等方面的信息调研，综合评估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和项目可行性，
科学、合理做出相关决策。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赞 陈峰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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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厄瓜多尔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厄瓜多尔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Ecuador，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以下简称“厄瓜多尔”或“厄”）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
厄瓜多尔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
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厄瓜多尔进行投资合作的商
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
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
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
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厄
瓜多尔》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厄瓜多尔的向导。



2 
厄瓜多尔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公元前1300年，现厄瓜多尔地区即有人类生存。1480年，当地印第安
人建立的基多王朝被印加帝国征服，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09年8

月10日宣布独立，但仍被西班牙殖民军占领。1822年结束西班牙殖民统治
并加入由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0年
该共和国解体，宣布成立厄瓜多尔共和国。 

2006年11月26日，主权祖国联盟运动领导人拉斐尔·科雷亚当选总统并
于2007年1月15日就职。2009年4月、2013年2月，科雷亚成功连任。2017

年4月，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莱宁·莫雷诺当选总统并于5月24

日就职，任期4年。2021年4月，中右翼的创造机会运动—基社党联盟候选
人吉列尔莫·拉索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击败左翼希望联盟候选人阿劳
斯，当选新一任总统并于5月24日就职。 

【国际地位】目前，厄瓜多尔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
织）、77国集团、美洲国家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简
称安共体）、南美进步论坛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成员国，是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首个拉美正式成员，正积极寻求加入太平洋联盟。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厄瓜多尔，西班牙语为“赤道”之意，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东北与哥
伦比亚毗邻，东南与秘鲁接壤，西临太平洋。海岸线长930公里。赤道横
贯国境北部，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全境分西部沿海、中部山区、东部亚
马孙河流域地区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四部分。 

厄瓜多尔国土面积25.6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陆地区24.8万平方公里，
岛屿面积8010平方公里。 

厄瓜多尔大陆属于西5时区，比北京时间晚13小时，无夏令时。加拉
帕戈斯群岛为西6时区，与厄瓜多尔大陆有1小时时差，比北京时间晚14小
时。 

1.2.2 自然资源 

厄瓜多尔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油气资源】厄瓜多尔地质条件较好、油层储藏丰富，油气资源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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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东部亚马孙盆地，少量分布于西部瓜亚斯省和瓜亚基尔湾。 

目前，厄瓜多尔已探明原油储量约48亿桶。厄瓜多尔是拉美第五大石
油生产国，2020年原油产量1.8亿桶，平均日产48万桶，出口量1.3亿桶，
出口额46.8亿美元。 

2016年9月，厄瓜多尔政府启动对ITT石油区块（第43区块）Tiputini

油田的大规模开发计划。该区块位于厄亚苏尼国家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
由Ishpingo、Tiputini和Tambococha三大部分构成，系厄瓜多尔产量最高的
三大石油区块之一，仅次于Auca区块和Sacha区块，也是厄瓜多尔未来开
采原油的重点区域。 

厄瓜多尔虽原油储量丰富，但国内三座炼油厂规模小，技术落后，因
此成品油不少依靠进口。 

【矿产资源】金属矿藏包括黄金、白银、铜、铁、铅、锌、钼、锡、
钨、钯等，非金属矿藏有石灰岩、粘土、石膏、重晶石、沥青、黑大理石、
磷等。其中铜矿和金矿具有较大开采价值，目前已探明铜储量2800万吨，
黄金730万盎司。目前，厄瓜多尔矿业开发处于起步阶段，最重要的两大
矿山为位于萨莫拉-钦奇佩省的弗洛塔北金矿和米拉多铜矿，前者由加拿大
Lundin Gold公司投资，为厄瓜多尔最大金矿项目，已探明黄金储量约480

万盎司；后者由中国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和中铁建投资集团公司合资的中铁
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年采选矿石约2000万吨，年产铜9.6万吨。 

【森林资源】厄瓜多尔气候多样、土地肥沃、雨量充足、日照时间长，
适合各类不同植被生长，是全球生态物种最多的10个国家之一。森林面积
10.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领土面积的42.5%，其中80%集中在亚马孙地区，
13%在沿海省份，7%在中部山区。森林分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内森林、国家
森林和植被防护系统、生产用材天然林和人工林等4种。 

1.2.3 气候条件 

厄瓜多尔分为西部沿海、中部山区、东部亚马孙河流域和加拉帕戈斯
群岛四种类型的地区，气候条件多样。 

【西部沿海平原地区】面积7.2万平方公里，海拔一般在300米以下，
部分丘陵、山地达700米。热带雨林气候，平均气温23℃-25℃，年平均降
水量从北向南由3000毫米降为500毫米左右。河流较多，土地肥沃，盛产
香蕉、可可、咖啡和大米等。 

【中部安第斯山区】面积6.7万平方公里。安第斯山在厄瓜多尔境内分
为东、西两条山脉，使该地区形成北高南低的高原，平均海拔在2500-3000

米之间。5000米以上山峰共20余座。钦博拉索山海拔6272米，为全国最高
峰。海拔4000米以上山峰终年积雪。海拔低的山区属亚热带森林气候；盆
地为热带草原气候，平均气温为23℃-25℃，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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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种植玉米、棉花、小麦、大麦、蔬菜和水果，是厄瓜多尔农作物的重要
产地，也是主要的畜牧业区。 

【东部亚马孙地区】属亚马孙河流域，多原始森林，海拔250-1200米。
全年湿热多雨，年均降雨量为2000-3000毫米，平均气温25℃，为厄瓜多尔
重要的石油产地。 

【加拉帕戈斯群岛】中文译名为龟岛或达尔文岛，位于太平洋，东距
厄瓜多尔大陆海岸950-1200公里，由13个大岛和1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
7500平方公里。主要岛屿有：伊萨贝拉、圣克鲁斯、费尔南迪纳、圣地亚
哥和圣科里斯托瓦尔等。该群岛由火山熔岩形成。有巨龟、大蜥蜴、企鹅、
海狮等稀有动物，被称为“活的自然博物馆”。 

由于厄瓜多尔地处赤道，冷暖海流交汇于该海域，且沿海平原、安第
斯山脉、亚马孙丛林和群岛构成了具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因
此厄瓜多尔不仅地形地貌迥异、各具特色，而且汇集了亚气候、微观气候
和地理气候等各种气候。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截至2020年，厄瓜多尔人口1746万，主要集中在基多、瓜亚基尔和昆
卡等城市。其中，印欧混血种人占77.4%，白色人种占10.5%，印第安人占
6.8%，黑白混血种人占2.7%，黑色人种和其他人种占2.6%。 

目前，在厄瓜多尔约有5万华人华侨，他们主要从事百货零售、服装
等轻工产品进口、餐饮、养虾、棕榈树种植、木材贸易等行业。华侨主要
集中在瓜亚基尔、基多和克维多等城市，也有少量分布在昆卡、曼塔等城
市。 

1.3.2 行政区划 

厄瓜多尔全国划分为24个省，下设221个市和1182个区。 

【主要城市】主要城市有： 

（1）基多：首都，全国第二大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皮钦查省省会。位于赤道线以南皮钦查火山南麓的峡谷地带，距赤道线24

公里，是世界上最接近赤道的首都。海拔约2818米，在各国首都中居于第
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是全球全年温差最小的地点之一，年平均气温
13.5℃。每年11月至次年5月为雨季，6月至10月为旱季。基多城南北长25

公里，东西宽5公里（最窄处仅3公里），人口270万。城区分南、中、北
三部分，其中中部是老城区，为总统府所在地，基多老城在1978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部新区多现代化建筑，银行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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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多集中于此；南部新区则汇集工厂和企业。基多也是厄瓜多尔重要
的工业城市和皮钦查省农牧业基地之一，主要工业门类包括纺织、服装、
食品、金属机械、化工、医药、制烟、制革等。 

 厄瓜多尔基多赤道纪念碑 

（2）瓜亚基尔：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斯省省会，始建于1536

年10月9日，面积1214.4平方公里，人口332.85万，海拔4米。位于瓜亚斯
河入海处，靠近瓜亚基尔湾，气候炎热，年平均气温25℃。该市是厄瓜多
尔工业中心、主要外贸港口和铁路、公路、航空枢纽。 

（3）昆卡：厄瓜多尔第三大城市，阿苏艾省会。1557年4月12日建城。
人口45万，海拔2543米。该城有4条河流穿城而过，风景优美，有许多历
史文化古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教育、文化较
发达，昆卡大学在南美享有盛名，厄瓜多尔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诗人亦出
自此城，被称为“厄瓜多尔的雅典”。 

（4）安巴托：通古拉瓦省省会，人口29万，海拔2577米。1985年大
地震后重建。该市附近盛产水果、花卉。自1951年起，每年2月举办花果
节。 

（5）马查拉：埃尔奥罗省会，1573年建城，海拔5米。该市与玻利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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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港口相连，是厄瓜多尔对虾和香蕉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地。 

（6）曼塔：厄瓜多尔第二大港口城市，位于马纳比省，是厄主要海、
空军基地之一，也是海产品加工和出口中心。 

（7）埃斯梅拉达斯：埃斯梅拉达斯省省会，海拔6米，1842年建立，
有绿城之称（城市名中文意为“祖母绿”），气候湿热。是厄原油出口的
重要港口，建有全国最大炼油厂。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滩上的海狮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宪法】厄瓜多尔现行宪法于2008年9月28日通过并正式生效。该宪
法首创立法、行政、司法、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选举五权分立的政治体
制，对国家体制、政治结构做出较大调整。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可连
任一次，并可在任期前三年解散议会。宪法明确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
观规划和计划性指导，严格控制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门，加强金融监
管，取消中央银行自主权。成立债务委员会，严格审查和批准举借外债。 

【国会】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行使最高立法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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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137名，其中全国议员15人，省议员116人，海外议员6人。本届国会
于2021年5月14日正式成立，任期4年。国会主席、副主席由国民代表大会
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现任国会主席为帕恰库蒂克
多民族团结运动议员瓜达卢佩·略里（Guadalupe Llori），第一副主席为
独立议员比尔希略·萨基塞拉（Virgilio Saquicela），第二副主席为民主左
派党议员贝莉亚·希门尼斯（Bella Jiménez）。 

国民代表大会下设司法和国家结构委员会，工人权利和社会保障委员
会，经济和税收制度及监管委员会，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微型企业委员会，
主权、一体化、国际关系和整体安全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粮食主权和农牧渔业发展委员会，自治政府、放权、职权和领土组织
委员会，教育、文化和科技委员会，卫生权利委员会，公民参与和社会监
督委员会，集体、社区和跨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政治监督委员会等常设
委员会以及若干临时和专门委员会。议会可根据需要增设其他委员会。 

【政府】总统为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
一次。 

总统：吉列尔莫·拉索，1955年11月生于瓜亚基尔市，曾任ProCrédito

银行经理，南方金融公司（Finansur）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瓜亚基尔
银行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至今仍为该行主要股东。1998年初涉政
坛，曾任瓜亚斯省省督、经济部长、政府经济顾问和巡回大使等职。2011

年创建中右翼政党创造机会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时任总统科雷亚。2013

年和2017年两度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均以第二名落败。2021年4月
11日，在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52.50%的得票率战胜左翼候选人阿劳
斯当选总统，并于5月24日正式就职，任期到2025年5月。拉索外交理念务
实，执政初期将重点放在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推动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等
方面。 

【司法】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国家司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此外，
厄瓜多尔还设有宪法法院、总检察院和护民署。 

（1）国家司法法院：设行政诉讼法庭，民事和商业法庭，税务诉讼
法庭，刑事、军事、警察和交通法庭，劳动法庭，家庭、儿童和青少年犯
罪法庭等6个法庭，现有21名法官（含院长）。 

（2）宪法法院：主要处理与宪法相关的条文解释和判决。 

（3）总检察院：总检察长由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会挑选任命，
任期6年，不得连任。 

（4）护民署：护民官由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会任命，任期6年，
不得连任。 

【选举】厄瓜多尔设国家选举委员会和选举争议法庭。 

（1）国家选举委员会：负责组织、管理、监督全国各类选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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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名委员组成，任期6年。 

（2）选举争议法庭：负责规范并处理选举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行为。
由5名成员组成，任期6年。 

【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是厄瓜多尔宪法规定的
除行政、立法、司法、选举之外的“第五权力”，其执行机构是2010年成
立的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依法从公民中挑选任命总
检察长、审计长等重要官员，并提交国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审计署、公
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电信监管局等部门均属公民参与机构。 

【军事】总统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通过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联合指
挥部统率全军。国防部长由总统任免。武装力量联合指挥部由联指司令和
陆、海、空军司令组成，行使三军军事战略联合指挥权。实行义务兵役制，
服役期1年。总兵力约4.2万人。其中，陆军2.5万人，编有4个师、13个旅，
装备轻型坦克108辆、装甲车67辆、装甲运输车350辆、各型火炮1000余门、
飞机90架；海军1万人，有3个海军区，设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
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等，装备各型舰艇30余艘，潜艇2艘，飞机22架；
空军7000人，2个司令部，编有5个联队、10个中队，装备飞机220余架（作
战飞机约100架），其中170架左右堪用；另有海岸警卫队200人，预备役
部队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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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独立雕像 

1.4.2 主要党派 

【创造机会运动】执政党，2012年1月建立。倡导自由民主和市场经
济，反对国家干预。现任党主席为吉多·奇里沃加，党领袖为现任总统吉
列尔莫·拉索，在国会拥有12个议席。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通过结盟赢得
1个省长和34个市长职位。 

【希望联盟】反对党联盟，由民主中心运动、社会承诺力量、公民革
命运动等政党组成，2020年7月成立。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倡导参
与式民主与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增加人民
福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尊重国际
法。联盟主席为科雷亚，全国协调员为杜兰。在国会拥有48个议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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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党团。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民主中心运动获1个省长和17个市长
职位，社会承诺力量获2个省长职位。 

【基督教社会党】1945年成立时称基督教民主党，1951年改为现名。
1956-1960年和1984-1988年两次执政。代表企业家利益，主张基督教民主。
党主席卡洛斯·法尔克斯，党领袖海梅·内博特，在国会拥有13个议席。
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通过结盟赢得瓜亚斯、埃斯梅拉达、洛斯里奥斯等8

省省长以及厄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波托维耶霍等42个市市长职位，其中
包括厄前十大城市中3个城市的市长。 

【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1995年6月建立。主张建立团结、公
正、平等的新式民主和多元文化国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发展对外
关系，反对全球化。运动总书记马隆·桑蒂，在国会拥有25个议席。在2019

年地方选举中通过结盟赢得阿苏艾、通古拉瓦等5省省长和19个市长职位。 

【民主左派党】1977年由前总统罗德里戈·博尔哈建立。政治倾向为
中左，秉持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社会公平正义、
外交独立自主。曾于1988-1992年间执政。党主席为吉列尔莫·埃雷拉。在
国会拥有16个议席，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赢得1个省长和16个市长职位。 

其他主要政党有诚实联盟、前进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社会党、“要
民主”运动等。其中“要民主”运动作为2018年5月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资
质的新党，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通过结盟赢得2个省长和28个市长职位，
跃居厄瓜多尔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1.4.3 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厄瓜多尔现中央政府于2021年5月24日成立，目前包括7

个秘书处、17个部委。 

（1）秘书处：体育国务秘书处，人权秘书处，高等教育、科技和创
新秘书处，总统府秘书处，总统府法律秘书处，总统府内阁秘书处，总统
府新闻秘书处。 

（2）部委：政府部，外交和移民事务部，国防部，经济和财政部，
教育和体育部，交通和公共工程部，劳动部，农业和畜牧业部，生产、外
贸、投资和渔业部，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公共卫生部，经济和社
会包容部，城市发展和住房部，旅游部，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文
化和遗产部，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 

【主要经济部门】厄瓜多尔主要经济部门及职能是： 

（1）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负责制定、执行、跟踪和评估能
源和矿产资源政策，监督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促进能源和矿产资源可持
续开发和利用。 

（2）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负责国家信息和通信技术开发，发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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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和总体规划，跟踪和评估政策执行情况，与相关战略部门进行协调，
确保民众平等地获得相关服务，推进国家信息社会建设。 

（3）经济和财政部：负责设计并执行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
性、增长和公平，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4）交通和公共工程部：负责制定、执行和评估全国交通体系有关
政策、法规、计划和项目，构建安全和具有竞争力的交通网络，尽量降低
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5）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负责推动生产进步，提高国家整
体竞争力，促进价值链和投资发展，提升厄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厄瓜多尔是多民族国家。共有14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部沿海、中部
山区和东部亚马孙地区。 

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中部山区和东部亚马孙地区部分印第安人通用
克丘亚语和其他土著方言。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厄瓜多尔94%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东正教，也有
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耆那教信徒。 

【禁忌】厄瓜多尔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徒忌讳数字13。 

【企业礼仪】厄瓜多尔企业人士喜欢在称呼时冠以学术或专业称谓，
并有交换名片的习惯；正式会议开始时，一般会说明会议目的，结束时作
出会议决议；非正式会谈则在正式会议前后或与社交活动同时进行。 

【正式着装】参加正式会议会见须着正装。在瓜亚基尔，一种名为
“GUAYABERA”的短袖薄上衣亦被视为正装。东部气候较热，有时可着
便装。受邀访问住宅或参观如香蕉园、养虾场、花圃等，可着便装或运动
服，但最好提前问清着装要求。 

【会谈】厄瓜多尔人对政治或其他社会话题较健谈，出现意见分歧时，
喜欢坚持己见，但比较注重礼节，不会有过激反应。 

【人际关系】在厄瓜多尔人际关系很重要，建立与政府及企业各层级
的良好关系、了解当地合作伙伴并建立互信是生意成功的关键，因此，感
情投资非常重要，比如相互邀请到对方家中做客、交换个人信息等。 

厄瓜多尔人见面礼节是：首次见面一般行握手礼，成为朋友后，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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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贴脸，见了男士拥抱，以显示热情。 

【吸烟】吸烟前应征求对方意见，餐桌上最好不吸。 

 

厄瓜多尔神圣宣言大教堂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厄瓜多尔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发展较为落后，总体科技水平
较低，但在香蕉、花卉种植和对虾养殖方面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及竞争力。 

【教育】厄瓜多尔实行基础教育义务制，入学率为96%。国立中小学
教育免费，私立学校、特别是国际学校和教会学校教学质量较高，但学费
较贵。 

高等教育入学率35%。现有公立高校31所，私立高校若干，其中知名
的有厄瓜多尔中央大学、天主教大学、瓜亚基尔大学、厄瓜多尔理工学院、
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和昆卡大学等。中央大学设在基多，始建于1926年，为
厄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国立自治大学，现有学生近4万，教职员工逾
5000名，其医学系、法律系和建筑系享有盛名。 

厄瓜多尔教育部负责管理中小学，高等教育、科技和创新国务秘书处
（SENESCYT）负责管理各类大专院校。 

【医疗】厄瓜多尔多数公立医院医疗水平一般，私立医院具有国际水
平，设施精良、医生水准较高（多毕业于美国或其他国家医学院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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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就诊和住院费用较美国和欧洲便宜，但部分指定药品价格较贵。厄提供
医疗保险的机构有：厄瓜多尔社保局、农民社保局、军队社保局、国家警
察社保局及私人保险机构。 

表1-1：厄瓜多尔基多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Metropolitano 各专科医院 

Hospital Militar 各专科医院 

Hospital de Especialidades Eugenio Espejo 急症和各专科医院 

Hospital Pablo Arturo Suarez 急症和慢性病综合医院 

South Hospital "Enrique Garces" 急症综合医院 

Gineco-Obstetrico Isidro Ayora 妇产科医院 

Baca Ortiz Pediatric Hospital 儿科医院 

Dermatologico Gonzalo Gonzales 皮肤病医院 

Hospital de atención integral al adulto mayor 

Los Pinos 
老年病医院 

Hospital Psiquiátrico Julio Endara 精神疾病医院 

 San Lázaro Outpatient Mental Health 精神疾病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2：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Abel Gilbert Pontón 急症综合医院 

Hospital de Infectología “Dr. José Daniel 

Rodriguéz Maridueña” 
传染病医院 

Hospital Neumologico Alfredo Valenzuela 呼吸系统疾病医院 

Hospital del Niño, Dr Fransisco de Icaza 

Bustamante 
儿科医院 

Hospital Matilde Hidalgo de Procel 产院 

hospital Mariana de Jesús 产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3：厄瓜多尔昆卡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Vicente Corral Moscoso 急症综合医院 

 Hospital Mariano Estrella 皮肤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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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4：厄瓜多尔安巴托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Ambato 急症和慢性病综合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5：厄瓜多尔Portovejo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Regional Verdi Cevallos 急症综合医院 

Hospital Napoleon Davila Cordova 急症综合医院 

Hospital Rodríguez Zambrano 急症综合医院 

Hospital Miguel H. Alcívar 急症综合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2020年，厄瓜多尔男性预期寿命约74岁，女性预期寿命约80岁。常见
的传染病有登革热、肺炎、黄热病等。目前，中国公民赴厄前需注射的主
要疫苗为黄热病疫苗。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根据厄瓜多尔《劳工法》，工人数满30人的企业就可以组织
工会，因而基层工会众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全国性
工会组织分散、派系很多。厄瓜多尔工会的协调组织为劳工统一阵线
（FUT），成立于1980年，其领导委员会由各工会领导人组成。 

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有3个： 

（1）厄瓜多尔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944年7月，拥有会员约20万，包
括制糖、纺织和一些手工业工人。 

（2）厄瓜多尔劳工阶级组织统一联盟，原名厄瓜多尔阶级组织中央
工会，成立于1938年11月，是第一个全国性工会。拥有会员约20万，拥有
建筑、食品、港口和农业等分领域的工会组织，各省设有省工会。 

（3）厄瓜多尔自由工会组织，成立于1961年，拥有会员约10万，包
括汽车司机工会、钢铁工会、小商人组织等。 

【其他非政府组织】 

（1）青年学生组织：独立的青年学生组织有两个，一是厄瓜多尔大
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44年，包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受国际和国内各种
思潮影响，思想活跃，是国际学联和拉美大学生联合会成员；二是厄瓜多
尔中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64年，是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基多，经常与
大学生联合会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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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协会 

①厄瓜多尔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于1962年，宗旨是为厄瓜多尔社会
服务，促进全国各商会和商人间的团结，保护商人利益。 

②厄瓜多尔工业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966年，宗旨是为工业企业服务，
促进各协会和各企业家的团结，保护企业利益，全国所有小工业以外的企
业均加入各地协会组织。 

③厄瓜多尔全国小工业家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968年，包括全国所有
小工业家。 

（3）印第安农民组织：厄瓜多尔有12个印第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在中部山区和东部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印第安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8%。厄
目前影响较大的印第安人组织有3个： 

①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AIE）：成立于1986年11月16日，是厄瓜
多尔最大、最重要的印第安人组织，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中部山区和东部
亚马孙河流域地区。组织结构较严密，下设Confeniae（亚马孙河流域地区）、
Ecuarunari（Kichwa族）和Coince（山区和沿海）三个分支。全国代表大会
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由12个印第安少数民族代表组成，有权修改章程和选
举机构领导人。 

②农民、印第安人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成立于1965年，原名为“农
业劳动者联合会”，创建之初宗旨是维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968年，
其主张得到印第安农民支持而更名为“农民组织联合会”，之后厄印第安
人和黑人逐渐加入，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多民族、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组织。
该组织为社会援助组织，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郊，组织互助谋生、
进行各种技能培训并开展维权斗争，其常设机构为全国执行委员会，每4

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③福音派印第安人联合会：成立于1980年，其初期宗旨是使印第安人
皈依于福音派基督教，致力于对印第安人进行培训、改善印第安人社区医
疗状况、扫盲和发展农业等工作，同时积极争取国际贷款。最高权力机构
是全国委员会，每4年直选一次，活动范围集中在厄山区和亚马孙河流域
地区。 

【罢工】厄瓜多尔时常发生罢工，罢工活动多由劳工统一阵线（FUT）
和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AIE）组织。2019年10月1日时任厄总统莫雷诺
宣布取消燃油补贴等经济改革举措，引发民众不满，厄全国发生一系列封
路、罢工和游行事件，最终迫使政府在取消燃油补贴方面收回成命。2020

年未发生大范围的罢工事件。 

2020年，厄瓜多尔中资企业未发生罢工事件。 

1.5.6 主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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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讯社】厄瓜多尔和南美洲公共新闻社。 

【报纸网站】厄瓜多尔有各类报纸逾50种，多为私人经营，右翼控制
居多，均为西班牙文版。主要报纸如下： 

（1）《商报》（El Comercio）：1906年1月1日创刊，是厄瓜多尔最
有影响力的报纸，全国发行，日发行量约9万份。 

（2）《宇宙报》（El Universo）：1921年9月15日创刊，全国发行，
日发行量约7.5万份。 

（3）《快报》（Expreso）：1969年6月27日创刊，全国发行，日发行
量约6万份。 

此外，厄还有Primicias等新兴网络媒体以及《最新消息报》（Última 

Hora）、《钟点报》（La Hora）、《电讯报》（Telégrafo）等纸媒。 

【电台】全国有各类电台460多家，其中首都54家，主要有厄瓜多尔
电台、天主教电台、基多电台、成就电台和安第斯之声电台，多为私人所
有。 

【电视台】全国有电视台27家，均为私人经营，主要有：Gamavisión、
Teleamazonas、RTS Canal 5、Ecuavisa、TC Televisión、Canal 1和ETV 

Telerama等。 

【对华态度】当地主流媒体对华态度总体客观，但不少涉华报道以援
引西方媒体消息为主，另有部分媒体偶尔对两国经贸合作项目进行负面炒
作。 

1.5.7 社会治安 

厄瓜多尔目前没有反政府武装组织，20世纪90年代末曾发生针对以色
列驻厄使馆的爆炸事件，此后未发生过其他恐怖袭击。 

厄瓜多尔居民可依法持有枪支，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多数城市和
企业集中地治安状况较好，但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段治安较差，偷窃、抢
劫等案件时有发生。 

厄瓜多尔政府部数据显示，2020年共发生各类谋杀案1357起，同比增
长14.2%，每10万人中7.7人死于谋杀。 

2021年上半年，发生一起涉中国公民（中资企业员工）恶性谋杀案和
一起中国公民在厄失踪案。前者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后者尚未破案。 

赴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需提高警惕，最好结伴而行并减少夜间外出，
不携带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或不懂西班牙语者，外出
时随身携带护照等证件（为防被盗，最好只带经认证的复印件）和居住地
或关系人的地址电话；乘坐正规出租车，尽量挑选更安全的带有911标识
的出租车。如发生意外事件，及时到警察局报案并提供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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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节假日 

厄瓜多尔《劳工法》规定，厄瓜多尔公民每星期工作40小时，每星期
六、日为公休日。 

主要节日有：1月1日，元旦；5月1日，劳动节；5月14日，皮钦查战
役纪念日；7月24日，西蒙·玻利瓦尔诞辰；8月19日，基多独立日；10月9

日，瓜亚基尔解放日；10月12日，种族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纪念日）；
11月2日，万圣节；11月3日，昆卡解放日；12月25日，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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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厄瓜多尔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经济规模较小，综合实力较弱。产业结
构单一，经济主要依赖石油业、农牧业和渔业，对外依存度较高。 

【经济增长】近5年，厄瓜多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见下表： 

表2-1：2016-2020年厄瓜多尔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年份 名义GDP（亿美元） 人均GDP（美元） GDP增长率（%） 

2016 986.1 5966 -1.6 

2017 1030.6 6143 3.0 

2018 1084.0 6368 1.4 

2019 1074.0 6222 0.1 

2020 988.1 5643 -7.8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GDP构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厄瓜多尔第一、第二和第
三产业分别占GDP的约9.8%、32%和52.6%。 

表2-2：2016-2020年厄瓜多尔三次产业构成 

（单位：%） 

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9.5  9.3  8.9  8.8  9.8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32.0  32.5  32.5  32.7  32.0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51.6  51.2  51.4  51.8  52.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近5年，厄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和
净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见下表： 

表2-3：2016-2020年厄瓜多尔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额占GDP比例 

（单位：%） 

年份 资本形成总额 最终消费 净出口额 

2016 25.0 74.5 1.3 

2017 26.3 74.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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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6.8 74.4 -0.5 

2019 25.0 75.0 0.8 

2020 26.0 - 3.3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财政收支】2020年，厄瓜多尔中央财政预算总收入195.4亿美元，总
支出270.0亿美元，赤字74.6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2020年，厄瓜多尔通货膨胀率为-1.5%。 

【失业率】2020年，厄瓜多尔失业率为5%；2021年第一季度，厄瓜多
尔失业率为5.8%。 

表2-4：2016-2020年厄瓜多尔失业率和年通胀率 

（单位：%）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失业率 4.6 3.8 3.5 3.8 6.1 

通货膨胀率 1.7 0.4 -0.2 0.3 -0.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公共债务】截至2020年底，厄瓜多尔外债余额453.7亿美元，占GDP

的45.9%；内债余额178亿美元，占GDP的18%。国外贷款来源方面，一是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二是来自中国等国的金融机构双边贷款。2020年，厄上届政府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等数个多边金融机构
达成共计76.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 

表2-5  截至2019年厄瓜多尔外债情况 

外债总额存

量（DOD，

亿美元） 

外 债 存 量

（占 GNI百

分比，%） 

外 债 的 现

值 （ 亿 美

元） 

短 期 外 债

（DOD，亿

美元） 

短 期 外 债

（ 占 总 外

债 比

例，%） 

短 期 外 债

（ 占 总 储

备 比

例，%） 

517.3 49.5 426.0 8.5 1.7 29.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为应对财政紧张局面，2020年3月起，厄政府积极推进与国际债权人
债务重组，经多次谈判，最终将总额近174亿美元的债券平均利率从9.2％
降至5.3％，平均还款期由6.1年延长至12.7年，同时适当延长宽限期。厄政
府由此因利率下调减少债务逾15.4亿美元，并可在未来5年内暂缓支付近
100亿美元债务。另推迟偿还当年3-8月到期利息10亿美元（于2026-2030

年间以无息偿还）。此外，厄还与中国有关金融机构就部分贷款达成暂缓
12-16个月偿还本金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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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MF关系】2019年3月，厄瓜多尔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
成协议，IMF承诺向厄提供总额约42亿美元的贷款（利率2.5%-4%，还款
期10年，宽限期4年），厄方则承诺推进相关财政经济改革。其中，14亿
美元于2019年分三次发放，此后由于厄方未能完成IMF设定的相关目标，
该协议处于停滞状态。2020年5月，IMF执行董事会批准通过快速融资工具
向厄提供6.43亿美元紧急贷款（利率1.05%、偿还期5年、宽限期3年），用
于协助该国抗击新冠疫情。厄已于2020年8月同IMF达成新的中期协议，以
取代2019年3月达成的42亿美元的融资协议。根据协议，IMF同意提供65

亿美元贷款，并已于2020年发放40亿美元贷款。2021年底前，厄政府有望
收到IMF提供的25亿美元放款，其中10亿美元为特别提款权。 

【主权债务信用等级】截至2021年4月30日，穆迪、标普、惠誉对厄
瓜多尔评级分别为Caa3、CCC-/C和CCC。 

表2-6：2019-2021年穆迪、标普、惠誉对厄瓜多尔评级 

年份 穆迪 标准普尔 惠誉 

2019 B3  B-/B  B- 

2020 Caa3 CCC-/C CCC 

2021 Caa3 - -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2.2 重点/特色产业 

2.2.1 厄瓜多尔主要/特色产业 

【石油】厄瓜多尔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1）产量和出口：2020年，厄瓜多尔原油产量1.8亿桶，同比下降9.4%；
原油出口46.9亿美元，同比下降39.4%，占厄出口总值的23.2%。 

（2）石油储藏：厄瓜多尔地处南美洲大陆西北部，境内石油资源丰
富，主要集中在东部亚马孙盆地；另外在瓜亚斯省西部半岛地区和瓜亚基
尔湾也有少量油田分布，地质条件较好，油层储藏丰富。厄瓜多尔是拉丁
美洲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3）石油区块开发：由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和外国石油公司勘探
与开发。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和掌控厄瓜多尔境内储量最丰富的区块开采权
益。2016年9月，石油蕴藏量丰富的ITT区块Tiputini油田正式产油，并宣布
该油田已探明储量由9.2亿桶增至18亿桶。2018年以来，厄瓜多尔政府将继
续加大对ITT石油区块的投资力度，不断提高该区域的原油产量。 

http://oilsyggs.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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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油工业构架：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过下属生产、销售、
工业等公司、输油管道经理部、国际贸易部和环境经理部来完成石油勘探、
开发、储藏、运输、销售、提炼、环保及其管理。厄瓜多尔向外国及私人
石油公司收取实物矿税，获得份额油。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还拥有埃斯
梅拉达炼油厂、利贝尔达炼油厂和苏素芬迪综合工业炼厂（亚马孙炼油厂
和苏素芬迪液化石油及天然气厂）3个主要炼厂。厄瓜多尔政府还计划在
曼塔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炼油厂——马纳比炼厂，预计投资额80亿美元，日
处理能力30万桶，不但可解决厄国内成品油需求，还可以实现出口创汇。
原油主要来自厄ITT区块，采取BOT模式建设，国家石油公司拥有20年的
运营权，运营期结束炼厂转让给政府。 

厄瓜多尔境内有输油管道系统（SOTE）和重油管道（OCP）两条主
要输油管道；另外，有几条输油支线管道分别与主管线并网连接，还有6

条成品油输油管线将炼油厂与主要成品油储油库连接，形成全国成品油供
应网络。 

【矿产】厄瓜多尔矿产资源丰富。金属矿产主要有铜、黄金、白银、
钯、锌、铅、铁等，非金属矿有石灰岩、粘土、硅砂、石膏、煤、重晶石、
磷、泡沫岩石以及建筑用的大理石、石灰石和花岗岩石等。目前已探明铜
矿储量2800万吨，黄金储量730万盎司。厄瓜多尔政府希望将矿产业发展
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目前部分国内外企业在从事铜矿和金矿开采。 

厄瓜多尔矿业起步较晚，因此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每年还需
进口较多矿产品和建材制成品。虽然厄瓜多尔矿业开发潜力巨大，但由于
发展水平较低，反矿活动频繁，矿业项目投资环境总体有待改善。 

据厄瓜多尔央行预测，2021年厄矿业产值有望增长37.6%，其中最重
要的米拉多（Mirador）铜矿和弗洛塔北(Fruta del Norte）金矿的生产出口
活动将持续稳步发展。 

（1）产量和出口 

    2021年1-4月，厄瓜多尔矿产品出口额4.2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在
厄主要出口产品中排名第四，仅次于石油、香蕉和对虾，占厄出口总额的
5.4%。 

（2）厄瓜多尔矿业现状 

①矿藏丰富，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开采潜力较大； 

②勘探开发水平不高，手段有限，技术相对落后； 

③开发程度不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较小，尚非支柱产业。 

（3）相关法律和法规 

厄瓜多尔矿业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矿业法》《矿业法实施细则》
《矿业安全法》《矿业活动环境法规》及实施细则等。 

2013年6月，厄瓜多尔通过《矿业法》修订案，一是将开采许可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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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10个减少到2个，即环境许可和水资源许可；二是外国国有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可免除矿权公开招标程序；三是资源暴利税的征收时间从之前
的合同生效日推迟到公司全部收回投资成本之日。 

2014年10月，厄瓜多尔再次对《矿业法》进行修订，总体上放宽矿业
投资要求，修订内容主要针对赋税和政府分成，其中对矿产公司暴利税的
计算将综合考虑粗矿出售量、售出价和基础价，国家和公司利润分配也有
所调整。目前，拉索新政府正考虑制定新的矿业发展政策。 

【香蕉种植】厄瓜多尔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十
分重要，是厄瓜多尔外汇主要来源之一。2019年厄瓜多尔香蕉种植面积近
20万公顷，总产量逾650万吨，为全球第五大香蕉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
2020年香蕉出口36.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由于国际需求减少，2021

年前4个月，厄香蕉出口量1354.3万箱（43磅/箱），同比下降3.4%。 

此外，香蕉业还带动了海运和陆运、纸张和纸箱包装、塑料、农业化
工、食品加工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厄瓜多尔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
推动作用。 

【水产捕捞和养殖业】厄瓜多尔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厄渔业资源
丰富，金枪鱼捕捞量位居世界前列，水产养殖条件得天独厚，对虾养殖近
年来发展迅速，享有“南美虾池” “世界第二大虾池”美誉，其沿海省
份均有对虾生产，其中70%集中在瓜亚基尔海湾。2020年，厄瓜多尔对虾
出口额38.2亿美元，同比下降1.7%，但连续四年超过香蕉，成为厄瓜多尔
第一大非石油类出口产品，中国是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据厄央行预测，
2021年厄对虾出口额有望增长6.5%。 

【花卉种植】厄瓜多尔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是提高厄国民生活水
平和改善山区人口生活条件的重要行业。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花
卉品种，以及先进的种植技术与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厄花卉业一直保持比
较优势，长期在世界花卉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品种有玫瑰、丝石竹类
花卉、柠檬类、鹿舌草、康乃馨-麝香竹花类花卉、菊花-丝绒球花卉、紫
菀和其他夏季花卉等。目前，厄花卉种植园超1700家，出口企业超600家，
直接从事花卉种植和出口的人员约8.7万人，辅助人员4.4万人，间接从业
人员约15万。厄鲜花出口行销全球，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欧洲，少量出
口至亚洲国家。2019年，厄花卉出口量15.8万吨，出口额8.7亿美元；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口量15.3万吨，出口额为8.3亿美元，同比下降近8%。 
【旅游】厄瓜多尔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厄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俱佳，有5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也是全球生物最为多
样化的国家之一。2016年8月，中厄关于互免签证协定生效，持普通护照
的中国公民以旅游及相关活动为目的或从事其他非营利活动，在厄瓜多尔
入境、出境或者过境，自首次入境日起至最终离境日止，一年内累计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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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90日，免办签证。中厄互免签证协定促进了中国公民赴厄旅游。2020

年厄旅游业收入27.8亿美元，同比下降68.9%。 

【可可种植和加工】厄瓜多尔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目前可可种植面积
约60万公顷，其中沿海、山区和东部地区分别为45万公顷、9万公顷和4万
公顷。洛斯里奥斯、马纳比、瓜亚斯和埃斯梅拉达斯为生产大省，四省可
可产量占厄全国比重分别为24.9%、22.1%、16.8%和12.7%。2020年厄可可
及其加工品出口额达9.4亿美元，同比增长22.4%。 

【林业】厄瓜多尔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提供超23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厄林业资源丰富，自然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人工林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1%，主要树种为轻木、松树、柚木、桉树等。木材主要出口至中国、美
国和欧盟。据央行统计，2020年，厄木材出口额为8.6亿美元。 

【钢铁、汽车、造船】体量均很小。钢铁业发展较落后，铁矿资源较
少，只生产部分通用钢材，粗钢年产量约65万吨，异形和其他类型钢材多
以进口为主。汽车业方面，雪佛兰在厄建有组装厂。船海产业规模很小，
集中在瓜亚基尔等个别港口，主要企业为厄瓜多尔海军造船公司
（ASTINAVE EP），前身隶属于厄海军，2012年改制为国有企业。近年
来，主营业务仅为厄海军、国家石油公司、巴拿马等客户建造小艇等产品。 
【新冠肺炎疫情对厄瓜多尔重点产业造成的影响】因疫情造成社会隔

离、交通中断、停工停产等，厄瓜多尔经济各部门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其中旅游业是受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国内
停工停产和国际运输渠道收窄等因素，石油、矿产、香蕉种植、水产等厄
重点产业的生产与出口均受到冲击，但由于其或是厄战略部门，或是出口
创汇重点部门，政府对其生产经营予以优先保障，加之得益于中国等对虾
主要出口市场消费转暖，上述部门受影响程度相对其他行业要小。 

2.2.2 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电子商务】近年来，厄瓜多尔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据厄银行监
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厄瓜多尔网上交易额约23亿美元，同比增长43%。
自2021年6月15日起，海外直购质量不超过4公斤、金额不超过400美元的
快递邮包将免征42美元的税费。 

    【大数据】厄瓜多尔大数据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发展缓慢，近期开
始“数据扫盲”运动。 

    【云计算】近年来，厄瓜多尔商业、服务、银行、建筑、媒体等各领
域逐渐开始使用云计算服务。在厄主要提供云服务的公司有谷歌、微软及
Humana等。 

2.2.3 各行业绿色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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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厄瓜多尔长期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的能
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结合，实现电力系统深度脱碳。
厄瓜多尔开发的部分水电项目，如辛克雷水电站（Coca Codo Sinclair）和
索普拉多拉（Sopladora）水电站，兼具发电、防洪、灌溉等综合功能。2020

年，美洲开发银行向厄提供2.8亿美元贷款，以供其推进能源结构改革，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及高新能源发电并网率。厄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6.6%。目前，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
的0.2%。2019年3月，厄政府承诺到2025年减少20.9%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辛克雷水电站 

 

    【矿业】厄瓜多尔坚持可持续采矿，最大程度减少采矿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 

案例：米拉多铜矿位于萨莫拉-钦奇佩省，由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
开发运营。矿山建设过程中，开发商严格履行环境管理计划的要求，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复垦工作，构建绿色发展模式，
坚持走项目建设生态友好的发展道路，以建设花园式的米拉多铜矿。公司
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从保障资金投入、改造和建设沉淀池系统、推进复垦
绿化进度、开展环境监测、动植物营救、垃圾管理、现场维修油料管理、
督促环境整治、安全环境演练和加强员工安全环境培训等方面着手，认真
梳理环境管理计划，落实责任，开展现场安全环境综合整治。 

【交通】厄瓜多尔力求减少交通业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消耗，鼓励
民众绿色出行、推广使用非机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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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主要产业大型企业 

【石油】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PETROECUADOR）。此外，目前
在厄经营的主要外国石油公司有安第斯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系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石化）在厄合资公司；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YPF S.A.）、2020

年在全球50大石油公司中居第49位；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2020年在全球50大石油公司中位列第37。 

【矿业】厄瓜多尔最大的矿业公司为厄瓜多尔国家矿业公司（Empresa 

Nacional Minera ENAMI EP）。目前在厄经营的重要外资企业有加拿大伦
丁矿业公司（Lundin Mining Corporation）。中资矿业公司有兖矿集团有限
公司（Yankuang Group Co., Ltd.2020年7月，原兖矿集团和原山东能源集团
联合重组为新的山东能源集团）、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
（CRCC-Tongguan Investment Co., Ltd.）等。 

【电力、公路、房建等基础设施】厄瓜多尔当地大型电力公司有厄瓜
多尔国家电力公司（CNEL EP）。目前在厄经营的重要外资公司有西班牙
Acciona公司、Cobra公司。中资企业有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China 

Comunicationes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SINOMACH）、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Sinohydro Group Co., 

Ltd）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等。 
【通信】厄瓜多尔当地大型通信公司为厄瓜多尔国家电信公司

（CNT）。在厄中国通信设备提供商主要有华为和中兴。 

【香蕉业】厄瓜多尔香蕉种植及贸易领域规模较大的公司有美国都乐
公司（Dole）、厄瓜多尔太平洋香蕉之王公司（Rey Banano del Pacífico）。
中资企业佳农公司在厄设有代表处。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厄瓜多尔公路总长4.4万公里，其中国道1万公里。两条国际公路贯穿
南北，其中泛美南部公路沿安第斯山脉由北向南，另一条自哥伦比亚边界
经沿海至秘鲁边界。此外，还有三条支路，通往东部和亚马孙河流域地区，
形成比较完整的公路网。全国范围内，约三分之二的公路路况良好。 

2.3.2 铁路 

https://www.enamiep.gob.ec/
https://www.enamiep.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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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铁路里程较短，总长966.1公里。厄瓜多尔铁路大部分由私人
公司于19世纪建成，20世纪中期厄将所有铁路国有化。Transandino路段为
厄最重要的线路之一（起点Durán，终点Quito），全长452公里。 

厄瓜多尔首条地铁线路基多地铁1号线项目全长22公里（起点
Quitumbe，终点El Labrador），贯穿基多城南北，全线共设15个站点，18

列车体（每列6节车厢），设计运力40万人次/天，项目总预算20.1亿美元，
融资主要来源为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巴西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
和拉美开发银行。由巴西Odebrecht公司与西班牙Acciona公司组成联营体
进行建设，后由后者单独推进。目前，基多地铁1号线已基本完工，但受
疫情等因素影响，该项目尚未确定最终商业运营日期。 

2.3.3 空运 

基多苏克雷元帅国际机场和瓜亚基尔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国际机
场为厄瓜多尔两座最主要机场。昆卡、曼塔、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和加拉帕
戈斯群岛等多地也设有民用机场，承担国内和国际客货运航线。厄瓜多尔
民航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厄机场旅客吞吐量748.2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27.8万吨。2020年，厄机场旅客吞吐量241.9万人次，同比下降64.6%；货
物吞吐量21.3万吨，同比下降23.4%。 

厄瓜多尔国内航线主要由Tame（厄瓜多尔航空）、Latam（智利南美
航空）、Avianca（哥伦比亚航空）、Aeroregional等航空公司承担。国际
航线主要由Iberia（伊比利亚航空）、AirEuropa（欧罗巴航空）、Plus Ultra、
Avianca、Copa Airlines（巴拿马航空）、KLM（荷兰皇家航空）、Latam、
Tame、JetBlue（捷蓝航空）、Interjet（英特捷特航空）、Aeroméxico（墨
西哥国际航空）、American Airlines（美国航空）、United Airlines（美联
航）、Delta（达美航空）等航空公司承担，沟通美国的休斯敦、亚特兰大、
迈阿密、达拉斯，西班牙的马德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欧美城市，以及
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萨尔瓦多、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 

从中国可经荷兰、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中转至厄瓜多尔，也可经美国
主要城市纽约、迈阿密、休斯敦、亚特兰大等中转。 

2.3.4 水运 

厄瓜多尔本国船队共有5艘油轮、1700艘渔船，此外还有2家较小的私
人海运公司。 

厄瓜多尔在太平洋沿岸有瓜亚基尔港、曼塔港、埃斯梅拉达斯港、玻
利瓦尔港、自由港、波索尔哈港等6座主要港口。其中，瓜亚基尔港为厄
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年吞吐量近2000万吨；曼塔港为重要的旅游港；
埃斯梅拉达斯港、自由港为主要的石油港；玻利瓦尔港为重要的香蕉和对

http://b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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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出口港；波索尔哈港为新建深水港。此外，厄沿海地区还有萨利纳斯、
圣洛伦索和卡拉克斯湾等中小港口，均与周边公路相通。 

2.3.5 电力 

厄瓜多尔电力市场由发电、输送电、配电和最终用户组成。 

长期以来，厄瓜多尔电力供应短缺，依靠与邻国互通电网弥补缺口。
2005年开始，政府加大对电力，特别是水电基础设施投资，厄瓜多尔发电
能力随之不断提升，特别是2016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
辛克雷水电站（装机容量1500兆瓦）并网发电以来，厄瓜多尔国内电力供
应短缺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善。目前运营中的不少水电站为中国企业建设。
厄国家电力运营商——国家能源控制中心（CENACE）发布的2020年年度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厄总装机容量为7274兆瓦，全国总发电量达
27120兆瓦/时。 

厄瓜多尔国家输电公司承担全国电网电力输送，全国500KV输电线路
达10.2公里，230KV的输电线路达3199公里，138KV以下输电线路达2207

公里。目前厄瓜多尔电网与邻国哥伦比亚和秘鲁互联。 

厄瓜多尔共有配电公司20家，服务469万用户，基多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和瓜亚基尔电力临时管理公司的配电额占市场份额的54%。      

2.3.6 数字基础设施 

【固定电话运营商】截至2020年3月，厄瓜多尔全国固定电话用户214.3

万户。主要固定电话运营商有CNT（市场份额83%）、ETAPA（市场份额
6%）、CONECEL（市场份额5%）、SETEL（市场份额4%）、CENTURYLINK

（市场份额1%）和LINKOTEL（市场份额1%）。 

【移动电话运营商】截至2021年1月，厄瓜多尔手机用户1382万户。
主要运营商有：Conecel（墨西哥America Movil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市
场份额54%），其品牌为Claro；Otecel（西班牙Telefónica集团厄瓜多尔分
公司，市场份额28%），其品牌为Movistar；CNT（市场份额18%）。 

【有线电视公司】厄瓜多尔有线电视公司主要有Grupo TVCable、
TelmexTV、Cable unión、DirecTV Univisa等。 

【4G】厄瓜多尔自2014年开始建设4G站点，厄国家电信公司（ENP）
为国内首个提供4G服务的电信公司。随后西班牙Movistar 、Claro等运营
商也加入该行列。 

【5G】2021年4月，厄瓜多尔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官方公报显示，厄
已推出3个5G试验基站，2个设在瓜亚基尔，1个设在曼塔。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截至2021年1月，厄瓜多尔网民人数1017万，
占全国人口的57.3%。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主要有Grupo TVCable、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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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mexTV、NetLife等。 

2.4 物价水平 

厄瓜多尔基本生活品价格水平适中，2021年5月，大型超市主要食品
价格如下： 

表2-7：厄瓜多尔基本生活品的物价水平 

商品名称 价格 

大米 1.5美元/公斤 

面粉 1.6美元/公斤 

橄榄油 0.01-0.02美元/毫升 

鸡蛋 0.2美元/个 

西兰花 0.3美元/公斤 

洋葱 1.5美元/公斤 

梨 2.1美元/公斤 

胡萝卜 0.1美元/公斤 

西红柿 1.9美元/公斤 

青椒 2.0美元/公斤 

香蕉 1.0美元/公斤 

苹果 3.0美元/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2.5 发展规划 

2.5.1 发展规划 

厄瓜多尔现任总统拉索竞选时提出《2021-2025工作计划》。 

信息来源： 

uillermolasso.ec/wp-content/uploads/2020/10/Plan-de-Gobierno-Lasso-Bo

rrero-2021-2025-1.pdf 

2.5.2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厄瓜多尔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政府部门是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
资源部以及交通和公共工程部等。本届政府尚未出台最新基础设施发展规
划，上届政府相关规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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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目前，厄瓜多尔电力规划主要是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能源部
发布的《2019-2027电力总规划》和《2016-2035国家能源效率规划》，主
要内容有：科学预测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合理确定电力市场发展规模；
建立全国输变电网体系，扩大农村地区电网覆盖面；科学规划、适度发展
清洁能源，水电将提供全国所需电力的90%；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构建稳定的电力供应体系，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大力
推进高效替代项目，鼓励居民更换燃气厨具，使用电磁厨具，逐步取消对
液化石油气的高额补贴，减少政府财政负担。 

信息来源： 

ww.centrosur.gob.ec/plan-maestro-de-electricidad/ 

www.cnelep.gob.ec/wp-content/uploads/2017/09/1.PLAN_NACIONAL_

EFICIENCIA_ENERGETICAmaqueta-final-digital.pdf 

【通信】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近年来发展较快，正加速推进数字化转
型。厄瓜多尔主要通信规划为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公布的《厄瓜多尔国家
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 》。主要内容有：保证电信服务的质量、持续性、
公平价格，尤其是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对公民进行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
培训；提高电信在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领域的使用范围、质量和安全性；
优化国内外电信运营商竞争机制，避免市场垄断；建立电信标准领域的技
术转让机制，允许新应用和服务的本地化发展；促进电子政务发展，改进
公共部门服务水平和效率；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运用到公共安全领域。 

信息来源：《厄瓜多尔国家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 》 

siteal.iiep.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sit_accion_files/ec_5016.pdf 

【水利】针对防洪、饮用和农业灌溉需求，厄瓜多尔实施了6个重点
水利综合项目，另外11个水利项目处于可研阶段。虽然政府在水资源治理
方面做出大量努力，但仍不能满足所有公民对饮用水的需求（约28%的人
口）。 

战略规划：编制全境流域规划；评估各经济领域的水资源有效利用率；
建立农业灌溉用水公平分配机制；全民参与水资源管理综合系统，提倡节
水意识；利用水资源丰富优势，鼓励在沿海、公海和深海地区进行生产活
动；加大在沿海地区和海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科研和技术革新力度。 

【交通】2016年，厄瓜多尔交通与公共工程部推出《2013-2037交通战
略规划》，针对公路、铁路和地铁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1）公路：公路运输是厄瓜多尔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厄政府计划利
用财政预算或外国融资，进行一系列公路新建、改建、拓宽等项目。计划
到2037年，建成连接曼塔、圣多明各、埃斯梅拉达等重要城市的多条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 

（2）铁路：厄瓜多尔铁路运输发展较慢，在运输网络中作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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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计划对全国铁路网进行修复、扩建。 

（3）地铁：基多地铁项目最早由前总统科雷亚提出，并于2011年被
基多市政府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目前，基多地铁1号线已基本完
工，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该项目尚未确定最终商业运营日期。 

厄瓜多尔政府基础设施领域项目主要包括路桥、医院、学校等民生工
程，部分使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外国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是其常规
融资渠道。 

厄瓜多尔重视吸引外国和私人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但由于吸引外资工作起步较晚，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目
前，厄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合作多采取EPC模式，BOT和PPP案例较少。2015

年底推出的《公私联营法》是在本国推广PPP合作模式的一个积极信号。 

信息来源：《2013-2037交通战略规划》 

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04/Plan_

Estrategico-de-Movilidad.pdf 

案例：2016年6月，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获得厄瓜多尔首
个深水港波索尔哈港的特许经营权，建设运营期50年。 

2.5.3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数字发展战略】2019年，厄瓜多尔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发布《数字
厄瓜多尔政策》，旨在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发展信息和知识社会、建立数
字政府、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等措施，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该规划围绕
互联互通、效率和信息安全、创新和竞争力三部分，提出以下主要目标： 

（1）提高电信覆盖率。 

（2）完善电信运营法规，促进行业投资，降低用户费用。 

（3）加速4G大众化和5G部署新频段招标，推广物联网、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 

（4）推动5G和光纤入户，改善数据传输质量和容量。 

（5）推广数字电视进入千家万户。 

（6）促进非营利社区互联网网络连通。 

（7）推动降低智能手机、电脑、机顶盒等产品关税。 

（8）加强信息安全。 

（9）加强公共部门对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发布。 

（10）允许政府、私营公司、学术界和公民共同参与制定国家数字议
程。 

（11）推动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新服务的发展。  

（12）加强电子商务的价值链。 

（13）鼓励发展基于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电影摄影、视频游戏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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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的创意产业。 

信息来源：《数字厄瓜多尔政策》 

www.pge.gob.ec/images/documentos/LeyTransparencia/2019/octubre/a2/

politica_ecuador_digital.pdf 

2019年，厄瓜多尔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推出《数字经济计划》，旨在
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创业创新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推动从传统经济向
数字经济的转变，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该计划包含四个方面：企业数字
化转型、电子商务战略、科技创新、信息通信行业。 

信息来源：《数字经济计划》 

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wp-content/uploads/2019/10/Acuerdo-N

o.-015-2019-Politica-Ecuador-Digital.pdf 

厄瓜多尔新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互联互通，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扩大信号覆盖和互联网普及率，打造数字政府并提供在线服务。 

   【电子商务】2021年3月，厄瓜多尔多个政府机构共同出台《国家电子
商务战略》（ENCE），旨在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数字化转型创新发
展方式，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此外，厄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出台的《数字
经济计划》项下亦包含《电子商务战略》。 

信息来源：《电子商务战略》等 

eservicios.mintel.gob.ec/wp-content/uploads/2021/02/ESTRATEGIA-NA

CIONAL_ENCE2.pdf 

plansociedadinformacion.mintel.gob.ec/pr2/p2-proy2/ 

www.elcomercio.com/actualidad/negocios/comercio-electronico-ecuador-

estrategia-negocios.html） 

2.5.4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节能减排路线图】据世界数据图谱分析平台数据显示，厄瓜多尔碳
排放量于2014年达到近年最高值，为4380万吨，此后碳排放量有所下降。
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宣布，厄瓜多尔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
中和。 

信息来源： 

www.ambiente.gob.ec/sostenibilidad-y-crecimiento-economico-ecuador-a

rranco-su-transicion-ecologica/?fbclid=IwAR0L7P3vxUfc1kXt0YVCOCHLlD

z7NMYyWCi1jmwHXExSXg3ejERBn9L1RS4 

世界数据图谱分析平台： 

noema.com/atlas/Ecuador/CO2-emissions 

【未来减排的主要目标和措施】厄瓜多尔2019年3月宣布，计划到2025

年，将能源、工业、废物和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9%，以遵

http://www.ambiente.gob.ec/sostenibilidad-y-crecimiento-economico-ecuador-arranco-su-transicion-ecologica/?fbclid=IwAR0L7P3vxUfc1kXt0YVCOCHLlDz7NMYyWCi1jmwHXExSXg3ejERBn9L1RS4
http://www.ambiente.gob.ec/sostenibilidad-y-crecimiento-economico-ecuador-arranco-su-transicion-ecologica/?fbclid=IwAR0L7P3vxUfc1kXt0YVCOCHLlDz7NMYyWCi1jmwHXExSXg3ejERBn9L1RS4
http://www.ambiente.gob.ec/sostenibilidad-y-crecimiento-economico-ecuador-arranco-su-transicion-ecologica/?fbclid=IwAR0L7P3vxUfc1kXt0YVCOCHLlDz7NMYyWCi1jmwHXExSXg3ejERBn9L1R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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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厄瓜多尔应用国家碳足迹平台，以促进温室气
体的报告、监测和核查，减少和抵消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并以此促进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生产和能源矩阵的转换。节能减排方面，厄促进降低
煤电供应，进行能源改革，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 

信息来源： 

www.ambiente.gob.ec/ecuador-reducira-sus-emisiones-de-gases-de-efecto

-invernadero-hasta-el-2025/ 

www.ambiente.gob.ec/ecuador-lanza-innovador-programa-para-reducir-e

misiones-y-combatir-el-cambio-climatico/ 

unfccc.int/resource/docs/natc/ecunc1.pdf 

【战略规划】2019年3月，厄瓜多尔政府通过《第一个明确的国家贡
献》（Primera Contribución Nacional Determinada)作为该国2020-2025期间
低碳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规划工具。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
部亦推出“零碳计划”，旨在促进和鼓励厄各生产部门和生产活动量化、
减少和中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出台《2012-2025厄瓜多尔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指导和规范国家应对极端气候的举措，要求生产和社会部门采取行
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8年，厄瓜多尔交通和公共工程部出台《2018-2021

机构战略计划》，新政府尚未发布最新交通领域绿色发展计划。 

信息来源： 

《第一个明确的国家贡献》 

www.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Ecuador%20First/

Primera%20NDC%20Ecuador.pdf 

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2012-2025厄瓜多尔气候变化国
家战略》 

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10/ESTRAT

EGIA-NACIONAL-DE-CAMBIO-CLIMATICO-DEL-ECUADOR.pdf 

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厄瓜多尔零碳计划》 

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21/04/Taller-Soc

ializacio%CC%81n-Programa-Ecuador-Carbono-Cero.pdf 

厄瓜多尔交通和公共工程部《2018-2021机构战略计划》 

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9/02/LOT

AIP_12_PLAN-ESTRATEGICO-INSTITUCIONAL-2018-2021-MTOP.pdf 

厄瓜多尔国家规划和发展秘书处《2018-2021机构战略计划》 

www.planificacion.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8/02/PEI-2

018-2021.pdf 

http://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10/ESTRATEGIA-NACIONAL-DE-CAMBIO-CLIMATICO-DEL-ECUADOR.pdf
http://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10/ESTRATEGIA-NACIONAL-DE-CAMBIO-CLIMATICO-DEL-ECUADOR.pdf
http://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9/02/LOTAIP_12_PLAN-ESTRATEGICO-INSTITUCIONAL-2018-2021-MTOP.pdf
http://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9/02/LOTAIP_12_PLAN-ESTRATEGICO-INSTITUCIONAL-2018-2021-MTO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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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厄瓜多尔于1996年1月2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在
世贸组织中享有最惠国待遇，同时也从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美国、俄罗
斯、日本、哈萨克斯坦、挪威、新西兰、吉尔吉斯斯坦、瑞士和欧洲联盟
（简称欧盟）获得普惠制待遇。同时，厄瓜多尔还是美洲开发银行、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美储备基金、拉美开发银行、安第斯共同体、
拉美一体化协会、拉美经济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经济金融组织
成员国，享有每个组织给予成员国的各种优惠待遇。 

厄瓜多尔与古巴、墨西哥、智利、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
英国以及南方共同市场、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多个国家或经济集团
签有经济贸易协定，但尚未与任何国家签署完全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目
前，厄瓜多尔正加速推进同墨西哥的自贸协定谈判，以为其加入太平洋联
盟铺路。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由于体量较小，对周边国家和国际市场
的辐射能力较小，但生态环境多样，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积极发展绿色经
济，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巴黎协定》
的缔约方。 

3.2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在厄瓜多尔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厄瓜多尔对外贸易结
构仍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占比极小。厄瓜多尔央行公布的2020年国
际收支情况显示，2020年，厄货物进出口总额375.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204.6亿美元，进口额171.3亿美元，顺差33.3亿美元；服务进出口总额45.9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8.0亿美元，进口额27.9亿美元，逆差9.9亿美元。 

根据厄瓜多尔央行统计，2020年，厄前三大货物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
中国和欧盟。美国继续稳居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厄美贸易额89.4亿美
元，其中，厄自美进口41.5亿美元，对美出口47.9亿美元。中国连续两年
超过欧盟，成为厄第二大贸易伙伴，厄中贸易额61.4亿美元，其中，厄自
中国进口29.5亿美元，对中国出口31.9亿美元。厄与欧盟贸易额54.2亿美元，
其中，厄自欧盟进口21.2亿美元，对欧盟出口33.0亿美元。从商品结构看，
2020年，厄出口总额中，原油、对虾、香蕉、鲜花、可可、木材等原材料
出口占近八成，工业制成品约占两成。进口总额中，原材料占约36%，消
费品和资本品各占约24%，燃料约占15%。 

服务贸易方面，厄瓜多尔未公布行业结构、主要贸易伙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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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方面，2020年，受疫情隔离措施等因素影响，厄瓜多尔数字
平台和电子商务销售额大幅增长。厄瓜多尔电子商务协会称，2020年厄跨
境电商交易额增长300%。 

3.3 吸收外资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
厄瓜多尔吸引外资流量10.2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吸引外资存量206.5亿
美元。根据厄瓜多尔央行统计，2020年，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1.9亿美元，
主要外资来源地为加拿大、西班牙、英国、美国、中国、瑞士、德国、智
利、巴拿马等。 

表3-1：2016-2020年厄瓜多尔吸收外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吸收外资流量 7.6 6.2 13.9 9.6 10.2 

吸收外资存量（截至2020年底） 206.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目前，在厄瓜多尔投资的跨国公司（项目）主要有中国中铁建铜冠投
资有限公司ECUACORRIENTE S.A.米拉多铜矿项目、加拿大伦丁矿业公
司AURELIAN ECUADOR S.A弗鲁塔北金矿项目、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
CONSORCIO ECUATORIANO DE TELECOMUNICACIONES S.A.

（CONECEL）、西班牙电信公司OTECEL S.A.、美国斯伦贝谢公司
SCHLUMBERGER DEL ECUADOR S.A.、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波索尔哈深
水港项目、瑞士拉法基霍尔希姆集团HOLCIM ECUADOR S.A.、中国安第
斯石油有限公司石油区块开发项目、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PDVSA 

ECUADOR S.A.等。 

3.4 外国援助 

据厄瓜多尔外交部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2020年，厄瓜多尔共接受国
际援助52.3亿美元，实施项目5669个，项目种类包括资金和技术援助、奖
学金、人道主义援助、派遣专家和志愿者等。相关国际援助按金额大小排
序，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美国、西班牙、欧盟、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德
国、日本、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加拿大、韩国、美洲开发银行、
奥地利、中国、全球环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澳
大利亚、荷兰、拉美开发银行、挪威、中国香港、芬兰、安第斯共同体、
法国、巴拿马、卢森堡、瑞典、丹麦、美洲国家组织、墨西哥、巴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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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卡塔尔、哥伦比亚、
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台湾、危地马拉、智利、以色列、拉丁语联盟、秘
鲁、伊比利亚美洲常设秘书处、新加坡、阿根廷、石油输出国组织、巴拉
圭、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地区）和组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厄瓜多尔收到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
助。据厄瓜多尔外交部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厄瓜多尔接收的官
方无偿援助包括：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卡塔尔、哥伦比亚、联合国系
统、拉美开发银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等国家（组织）的资金援助，
来自德国、韩国、阿根廷、挪威、中国、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联合
国系统等国家（组织）的技术支持，以及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德国、
韩国、西班牙、法国、巴西、联合国系统等国家（组织）的物资和服务援
助。接收的非官方无偿援助包括：来自美国、西班牙、中国、加拿大、巴
拿马、挪威、沙特阿拉伯、瑞士、日本、芬兰等国的资金援助，来自意大
利、美国、比利时、巴拿马、瑞士、荷兰、西班牙、中国、芬兰等国的技
术支持，以及来自中国、美国、瑞士、墨西哥、中国香港、哥伦比亚、巴
拿马、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地区）的物资和服务援助。 

3.5 中厄经贸 

3.5.1 双边协定 

1994年,中厄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2017

年5月3日，厄瓜多尔以与外国签署的双边投保协定关于国际仲裁有关规定
违宪为由，在国会正式投票废止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的双边
投保协定。 

2013年，中厄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避免所得双重征税和打击偷漏税的
协定》。该协定已于2014年3月6日生效，并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2016年11月，中国商务部与厄瓜多尔工业和生产化部签署《关于工业
园区和经济特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厄瓜多尔战
略协调部签署《关于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2018年12月，中厄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两国签有文化合作协定，未签署货币互换、数字经济发展等相关协议。 
厄瓜多尔新任总统拉索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多次表示愿同中国商签

自由贸易协定。 

3.5.2 双边贸易 

表3-2：2016-2020年中厄双边贸易情况 

年份 金额（亿美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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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16 32.0 22.6 9.4 -22.6 -21.9 -24.1 

2017 40.9 29.6 11.2 27.8 31.2 19.5 

2018 57.1 37.2 19.9 39.6 25.5 76.7 

2019 72.5 36.3 36.2 27.1 -2.3 82 

2020 75.6 32.5 43.1 4.0 -10.3 18.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2020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伴，厄是中国在
拉美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厄最大的对虾、轻木和铜精矿出口目的地
和原油、香蕉重要出口市场。 

3.5.3 中国对厄投资 

表3-3：2016-2020年中国对厄瓜多尔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中国对厄直接投资流量 中国对厄直接投资存量 

2016 7,789 118012 

2017 -13,110 103244 

2018 3,268 124052 

2019 -6,120 64772 

2020 -211 60141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统计公报》 

目前，多家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参与石油、铜金矿等矿产资源项目投
资运营。大型投资项目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合资的石油区块开发项目以及
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米拉多铜矿项目，中方占股均为100%。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2

份，新签合同额8.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8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
员209人，年末在厄瓜多尔劳务人员598人。多年来，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
积极参与医院、路桥、港口、机场、学校、水电、住房等工程项目建设，
但由于各种原因，近三年承揽的大型工程项目寥寥。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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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未投资开发境外经贸合作区。 

3.5.6 中厄产能合作 

近年来，中国与厄瓜多尔积极推进在有色、电力、汽车、通信等行业
的产能合作。有色领域，中国企业参与投资米拉多铜矿等厄战略性铜矿项
目开发。电力领域，中国企业在厄实施了一批水电、风电、输变电项目，
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实现电力互联互通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带动有
关电力设备对厄出口。汽车领域，诸多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厄销售，市场
份额领先，2020年，中国保持厄第一大进口汽车来源国地位。通信领域，
华为、中兴等电信企业与厄运营商、政企用户保持良好合作，成为通信市
场重要的设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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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厄瓜多尔的投资合作环境主要有以下特点： 

（1）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禀赋较好。厄瓜多尔地处南美洲西北角，
与中国隔太平洋相望，是南美洲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可作为由中国进入
南美洲其他国家的“通道”和“中转站”。厄瓜多尔拥有岛屿、沿海、高
山、雨林等多种地理和气候类型，生态多样，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水产
养殖等方面发展条件较好。 

（2）产业水平相对滞后，基建需求巨大。厄瓜多尔工业相对落后，
工业品较为缺乏，市场开发潜力较大。近年来基础设施水平虽得到一定提
高，但仍有较大的电力水利、公路桥梁、配电网络、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
需求，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亦具有较大开发空间。 

（3）劳动力相对充足，工资水平较低。厄瓜多尔劳动力相对充裕，
最低工资在拉美各国中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月法定最低工资额为400美
元，但企业需注意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 

（4）出台支持政策，鼓励创新创业。厄瓜多尔2015年底出台《公私
联营法》，鼓励吸引投资。新任总统拉索提出“让厄瓜多尔更好融入世界，
让世界更好融入厄瓜多尔”，希望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厄生产、外贸、投
资和渔业部为本国中小微企业和手工业者提供创业孵化，通过协调融资来
源、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支持企业创新。 

（5）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
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厄瓜多尔电子政务发展指数0.7015，增幅在美洲
国家中仅次于巴拉圭、多米尼加和阿根廷，居全球第74位；在线服务指数
0.8118，人力资本指数0.6966，通信基础设施指数0.5133。报告指出，厄拥
有高度发达的人力资本，在线服务水平已与高收入国家相近，但其基础设
施状况可能会阻碍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厄瓜多尔竞争力在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0位。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厄
瓜多尔营商便利度在19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第129位。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厄瓜多尔自2000年正式实施经济美元化政策。官方货币是美元，一元
以上用美钞，辅以厄瓜多尔硬币（面值为50分、25分、10分、5分和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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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辅币亦可流通）。 

4.2.2 外汇管理 

【开立外汇账户】厄瓜多尔是美元化国家，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合法
资金可自由流通。外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按照银行要
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证明，开立公司支票账户和存款账户。 

填写开立公司账户申请表的具体要求：企业纳税人统一登记号
（RUC）、国籍、企业名称、公司行业类别、企业性质、法人信息、通信
方式、年销售额/收入信息、账户用途等，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 

随附文件：（1）厄瓜多尔公司监管署出具的公司注册登记信息、法
人信息证明函；（2）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护照彩色复印件；（3）公
司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授权文书副本；（4）公司章程、经营许可证书、
股东登记证书、经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报副本；（5）法定代表人或公司
办公地近3个月的水、电、通讯费缴费单副本；如果是租用私人住宅的，
需携带租赁协议副本；（6）2份商业银行推荐信或信用卡，如果公司没有，
需法定代表人提供；（7）法定代表人授权的银行签字权人授权书；（8）
账户签署权人信息及签字样板，需签署权人签字确认；（9）账户签署权
人身份证/护照副本；（10）上一纳税年度完税证明或在税务局官网下载的
查询完税情况证明；（11）账户中预存1000美元（各银行要求不同）。 

各银行可能会根据资料审核情况，要求开户申请人提供其他材料，如
公司经营范围属于高档消费品（汽车）销售、不动产销售、租赁、建筑施
工等行业，开户时还需提供厄瓜多尔金融与经济分析组（Unidad De 

Análisis Financiero Y Económico）出具的相关注册和履行申报义务的证明。 
【外汇汇入汇出】 

（1）汇入。汇入款项不受限制，若对方汇来款项币种非美元，而公
司在当地也已开立相应账户，则款项以相同币种汇入对应账户；若公司在
当地只有美元账户，款项需经中央银行兑换成美元，进入美元账户。在厄
瓜多尔当地银行，收款方可根据需求开立不同币种账户。 

（2）汇出。通过银行将款项汇往其他国家时，汇款方需向银行说明
款项性质（如金融服务、材料采购、分包款项、工资薪金、房屋租赁、购
买不动产等费用），银行按汇款金额的5%直接扣取资金离岸税，另收取转
账手续费，各银行收费标准不一，一般不超过100美元（15美元、20美元、
50美元较常见）。 

【利润汇出】为公共工程开发建设而组建的公私合营企业，在符合厄
瓜多尔生产经济刺激法案的前提下，将利润和股息支付给境外受益人的，
除少量手续费外，免征5%的资金离岸税。除上述类型企业外，其他企业将
利润汇往境外，除需支付银行手续费外，还需缴纳5%的资金离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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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现金出入境】 

（1）个人携带现金出境 

厄瓜多尔政府规定，无论本国居民还是外国居民出境时，不得携带超
过厄瓜多尔月基本工资额3倍的现金（1200美元），超出部分将收取5%的
资金离岸税；如携带未成年人，则每名未成年人携带现金不得超过1倍月
基本工资额（400美元）。 

个人携带现金出境超过1200美元的，需主动向海关申报。未申报将按
超额量予以处罚，视情节可能限制其出境，并要求当事人说明资金来源，
出具证明材料。 

（2）个人携带现金入境 

个人携带现金及等价物超过1万美元的，需在入境单上填写申报信息，
否则海关将视情况给予处罚。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厄瓜多尔央行在执行国家货币、汇兑、财政和经济政策
中起到重要作用。厄瓜多尔《宪法》和《国家银行和金融管理组织法》规
定了厄瓜多尔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作用：是技术和管理自治的公共法
人机构，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控制金融、货币、贷款、汇率等政策，同
时代管国家财政收支，发行货币和国债；中央银行对外还有代表政府处理
国际金融事务的职能以及金融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能；政府的黄金和外汇储
备都集中在中央银行，以备随时应对国际结算的急需；中央银行还有监督
私人银行融资业务的职能。 

自2000年1月厄瓜多尔实行经济美元化后，厄瓜多尔央行不再具有货
币发行功能。 

【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4家： 

（1）厄瓜多尔开发银行（Banco de Desarrollo del Ecuador）。总行设
在基多，各地均设有分行，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住房等提供投融资，
推动国土资源可持续开发，同时提供咨询和技术支持，以提高其客户在公
民服务方面的管理能力。 

（2）厄瓜多尔银行（BanEcuador）。总行设在基多，全国各地均有
分行，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改善城市和农村中小生产者的生活质量。 

（3）国家住宅银行（Banco Ecuatoriano de la Vivienda）。负责制定发
展城乡住宅的财政计划，并为民用住宅的建造提供贷款。 

（4）国家金融公司（Corporación Financiera Nacional）。主要为促进
工业、农业发展和出口的活动提供贷款。 

【商业银行】厄瓜多尔银行监管署数据显示，现有商业银行20余家。
其中，外资银行主要有花旗银行（Citybank）、ING Bank以及Procredi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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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土银行主要有Pichincha银行、Produbanco银行、Internacional银行、
Guayaquil银行、Bolivariano银行和Pacífico银行等。 

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尚未在厄瓜多尔境内开立分支机构。 

【保险公司】厄瓜多尔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数据显示，厄现有保
险公司30余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Seguros Equinoccial S.A.、Liberty 

Seguros Ecuador和AIG Metropolitana，主要承保人寿险、车险、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等。此外，还有国有保险公司Seguros Sucre S.A.，既承保人寿险、
车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遗产险，也承保运费险、金融险等。 

4.2.4 融资渠道 

外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可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在当地银行或外资银行
融资、贷款以从事经济活动。厄瓜多尔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
贷款的信用要求、手续、利率等根据信贷方式、期限和企业资信情况、财
产状况、贷款用途、贷款规模综合考量而定。据厄瓜多尔央行统计，2021

年7月贷款基准利率为8.1%，存款基准利率为5.7%。 

外国企业从厄瓜多尔当地银行申请贷款，须在厄瓜多尔银行开立6个
月以上信贷活期账户，并与其他银行账户有资金往来。贷款分为1年期流
动资金和3年期固定资金。 

【申请贷款的程序和所需文件】 

（1）提交信息资料表格，填写相关信息。 

（2）填写贷款申请表，需提供合伙借贷人和担保人的个人信息。 

（3）签署借贷人和担保人与银行的授权书。 

（4）最近3年企业内部财务状况和当年月或季度财务报表，包括： 

①最近3年缴纳所得税单 

②最近库存明细 

③最新应收和应付账款明细 

④最近6个月增值税保税声明 

⑤至少2个公司的推介信 

⑥借贷人和担保人缴纳当年不动产和自有车牌照税的最新凭证 

⑦银行证明（如在其他银行还有账户）和信用卡 

⑧申请贷款期间的资金运转计划 

⑨统一纳税人税号（RUC） 

⑩借贷人和担保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 

（5）一般银行规定2.5万美元以内的贷款由担保人担保；2.5万美元以
上的贷款则需抵押。 

（6）贷款审批时间为：向银行提交申请后，担保人担保的业务贷款
约为8天；抵押贷款为45天（需对抵押财产评估、审批贷款和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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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厄瓜多尔主要私营金融机构联合签署“厄瓜多尔可持续金融
议定书”，并成立厄瓜多尔可持续金融委员会，推广绿色金融产品。
Produbanco银行、Pichincha银行、Procredit银行、Bolivariano银行以及Pac

ífico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为可持续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4.2.5 信用卡使用 

信用卡在厄瓜多尔的使用较为普遍。据厄瓜多尔私人银行协会
（Asobanca）统计，截至2021年3月，厄信用卡在用发卡数量341万张，前
三大发卡机构为Pacífico银行、大来国际（Diners Club）和Pichincha银行，
主要信用卡品牌有Visa、Mastercard、Diners Club等，中国各大银行发行的
Visa、Mastercard卡等均可使用，但在当地小店使用信用卡不方便。2016

年4月，中国银联与厄瓜多尔Bolivariano银行签署协议，中国银联借记卡和
信用卡可直接在该行ATM机提现，也可在支持银联的商铺刷卡。 

厄瓜多尔国内信用卡盗刷现象时有发生，建议小额消费尽量使用现
金，刷卡则选择正规店铺。 

4.3 证券市场 

厄瓜多尔证券市场虽已经50年发展，但规模较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不大，全国现有基多和瓜亚基尔2家证券交易所（均于1969年成立，
1970年开业）。根据厄瓜多尔《证券市场法》及实施细则规定，厄瓜多尔
证券市场受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监管，隶属该署的国家证券委员会指
导其政策，并由基多和瓜亚基尔两个证券管委会具体运作。厄瓜多尔公司、
证券和保险监管署数据显示，目前，厄瓜多尔证券市场共有风险评估机构
7家，证券公司29家，证券发行主体270家。厄瓜多尔证券市场以发行债券
为主，股票交易量很小。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水价】厄瓜多尔水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和水的用途、用户所
在地、用水量等条件核定水的价格，并每年调整一次。水的价格由基础水
价、用水量和管理费三部分决定，还包括排污费和税金；此外，用户第一
次申请用水还需一次性支付接水费。对非公共用途的发电用水另收取附加
费。 

各主要城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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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厄瓜多尔接水费 

（单位：美元） 

管径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1/2寸 

3/4寸 

1 寸 

2 寸 

3 寸 

4 寸 

76.6 

90.8 

123.0 

2004.0 

2722.8 

3815.6 

78.4* 

200.1 

322.1 

438.6 

1040.5 

 

*上述价格仅对管线平均长度5米、非硬质路面街道而言。 

**仅为平均参考价格，具体根据位置、路面和条件而定。 

资料来源：基多EMAAP公司等 

表4-2：厄瓜多尔自来水使用费 

基多 

 用量 美元 ／m3 
管理费 

美元／月 

家庭 

 

 

 

工商业 

 

0-25 m3 

26-40 m3 

40m3 

 

 

0.3 

0.4 

0.7 

0.7 

 

2.1 

2.1 

2.1 

2.1 

瓜亚基尔 

管径 收费标准（固定） 收费标准（可变） 

 美元 美元/ m3 

1/2寸 

3/4寸 

1寸 

1.1/2寸 

2寸 

3寸 

4寸 

6寸及以上 

2.0 

11.8 

27.6 

47.0 

47.4 

88.8 

236.8 

453.9 

0.3 

0.4 

0.6 

0.7 

0.8 

1.1 

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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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卡* 

用量 收费标准（固定） 收费标准（可变） 

 美元 美元/ m3 

住宅 

0-20m3 1.7 0.2 

21-40m3 2.0 0.3 

40m3以上 2.0 0.7 

工商业 

0-50 m3 4.0 0.7 

50m3以上 4.0 1.1 

200m3 4.0 0.8 

注：* 包括下水服务费 

资料来源: 基多EMAAP等公司 

表4-3：厄瓜多尔污水费（以自来水发票金额为基数） 

城市 百分比（%） 

基多 38.6 

瓜亚基尔 80.0 

资料来源: 基多EMAAP公司、瓜亚基尔INTERAGUA公司 

【电价】厄瓜多尔电价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发电费用、输电费用和
输电附加费用。根据《电力行业管理法》规定，各配电公司可根据自身情
况规定电价，但该价格必须每年向国家电力委员会报告，说明制定价格依
据的相关数据，获准后方能执行。2008年，厄瓜多尔政府统一了全国电价
收取标准。2012年平均电价为8美分/度。2014年5月，厄瓜多尔电力委员会
（CONELEC）通过一项决议，上调家庭用电价格1美分/度，上调工业用
电价格2美分/度。 

2018年1月厄政府宣布对全国工业、商业、手工业、中小企业等采用
工业电价的生产部门实行电价优惠。每天22:00至次日8:00，电价由7.5美分
/度下调至5美分/度，8:00-18:00的波峰电价由9.3美分/度下调至9.0美分/度，
18:00-22:00的电价由10.7美分/度降至10.4美分/度。各工业部门将享受均等
的优惠。 

【燃气价格】厄瓜多尔天然气主要在国内生产和储存，基本能自给。
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政府对民用天然气实施补贴，15公斤/瓶的价格为2.5

http://ec.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1/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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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对工业和商业用天然气不予补贴，45公斤/瓶的价格为68美元。 

【油价】2020年5月19日，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颁布第1054号行政令，
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之一，宣布自5月20日起，调整两类汽油（Extra

和Ecopaís）和柴油的定价机制，使其根据国际市场油价每月进行动态调整。
同时，为保护消费者免受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影响，自6月1日起，相关燃
油零售价将设定最高5%的浮动区间。厄瓜多尔能源监管署公布的2021年7

月12日-8月11日执行的有关定价如下：柴油1.6美元/加仑，Extra、Ecopaís

汽油2.2美元/加仑，Súper汽油3.2美元/加仑。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工薪】2020年厄瓜多尔法定最低月工资为400美元。 

【社保费用】厄瓜多尔社会保险费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私营企业
社保缴存比例20.6％，其中企业负担11.15%，个人负担9.45%。国有企业
社保缴存比例22.6％，其中企业负担11.15%，个人负担11.45%。 

【劳动力供求】厄瓜多尔劳动力相对充裕，基本上可满足一般产业和
行业的需求，对外籍劳务需求不大，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矿业、
通信等特殊产业的技术岗位需聘请国外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厄瓜多
尔国家统计和普查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厄瓜多尔劳动年龄人口
（15岁及以上）达125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1%，全国失业率为6.3%。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厄瓜多尔土地和房屋价格因各地区的地段和用途不同而存在区别。 

表4-4：厄瓜多尔工业用地费用 

（单位：美元/ m2）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土地* 

购买  

城区 110.0 100.0 80.0 

郊区 40.0 35.0 50.0 

出租  

城区 0.5 1.0 1.0 

郊区   0.9***  

办公室 

购买  

A级 1,500.0 1,00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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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级 450.0 400.0 350.0 

租用  

A级 10.0  3.0 

B级 6.0  2.0 

免税区 

出售   

厂房   127.5 

带建筑的区域   112.5 

出租   

厂房 3.50  2.0 

带建筑的区域 10.0  1.5 

*面积1,000m2以上；**根据Cuenca工业园价格；***含地面设施和1,200m2的场地。 

资料来源：根据Quito／Cuenca／Guayaquil物业部门公布的数字 

 

表4-5：厄瓜多尔土地税* 

（单位：‰） 

区域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城区 

不动产税 3-16 3-16 3-16 

其他 7.5** 3.5*** 1.5 

农村 

不动产税 6-16 6-16 6-16 

其他 1.5 1.5 1.5 

注：* 以应征税金额为基数（资产价值再减免40%）；** 在基多还应加上城市安全税

6－23美元；***在瓜亚基尔还应加征0.20－2.50美元／年的卫生税和城市改善特别贡献

税 

资料来源：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表4-6：厄瓜多尔租房价格 

 
平均每月（美元/ m2） 

基多市 瓜亚基尔市 昆卡市 

公寓 

甲级区 

 

5.0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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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级区 

郊区住宅（别墅） 

带家具套间 

3.0 

3.5 

7.5 

3.8 

3.0 

7.0 

2.5 

3.0 

6.0 

资料来源：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4.4.4 建筑成本 

厄瓜多尔主要建筑材料基本上可正常供应，但特殊用途的大尺寸、特
殊规格钢材需进口，主要建筑材料参考价格如下： 

表4-7：2020年12月厄瓜多尔基多市主要建材参考价格 

项目 单位 单价（仅材料） 

水泥砂浆（1:3） m3 89.3 

水泥砂浆（1:5） m3 71.2 

水泥砂浆（1:7） m3 56.6 

混凝土f'c=140 Kg/cm2 m3 67.8 

混凝土f'c=180 Kg/cm2 m3 71.6 

混凝土f'c=210 Kg/cm2 m3 75.7 

混凝土f'c=240 Kg/cm2 m3 79.9 

混凝土f'c=280 Kg/cm2 m3 83.1 

钢筋FY=4200Kg/cm2 Kg  1.1 

钢结构 Kg 2.2 

资料来源：基多建筑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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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对外贸易委员会（COMEX）】为跨部门机构，成员单位包括生产、
外贸、投资和渔业部（牵头单位），农业和畜牧业部，经济和财政部，国
家发展规划秘书处，外交和移民事务部，海关总署等，负责贸易监管以及
审议通过国家贸易政策。 

【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主要职责是推动生产进步，提高国家
整体竞争力，促进价值链和投资发展，提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该部对外贸易副部负责对外贸易、贸易促进、吸引投资、多双边贸易谈判、
进口监管等方面政策制定及管理协调，出口和投资促进副部负责出口和投
资促进相关政策规定的执行。 

5.1.2 贸易法规 

《生产、贸易和投资法（COPCI）》是厄瓜多尔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
内容，是指导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规。 

信息来源：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

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

VERSIONES%20COPCI.pdf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产品进口】易制毒化学品、武器、非当年或前一年生产的汽车、拖
拉机及其他地面交通工具和旧零配件、旧轮胎或翻新轮胎、旧服装旧鞋、
爬行动物皮毛、象牙及其制品等禁止进口。 

进口商凭有效合同、形式发票和保险单即可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一般
商品进口相关手续。 

农牧产品、医药加工原料的进口需事先得到批准。 

【进口贸易主要程序】 

（1）进口申请登记。进口商需在主管部门登记资质，并填写认证卡。
所需文件：纳税人统一登记证，法人代表出具的介绍信（包括企业地址、
联系电话等），进口申请人姓名及身份证。该部门登记系统与海关联网，
一旦登记完成，海关即有进口企业的相关登记资料记录。 

如进口商从事濒临灭绝动植物、药物、麻醉品、化妆品等商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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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在有关部门登记并申请特别进口许可。分别为：麻醉药品及精神类用
药（在国家麻醉用品管制局登记申请），矿类、化学类和基因类肥料（在
农业和畜牧业部登记申请），武器和爆炸物（在国防部登记申请），药物、
化妆品和香水（在公共卫生部登记申请）。 

（2）投保。货物到港之前可以选择性联系厄瓜多尔当地保险公司办
理进口保险，保费一般为货值的1%左右，不同保险公司收费标准不同。如
清关时提供了厄瓜多尔保险公司出具的海运保险单，海关CIF基数
（FOB+FLETE海运运费+SEGURO海运保险）中的海运保险就按照保险公
司保单费率计算；如清关时未提供厄瓜多尔保险公司出具的海运保险单，
就按照FOB的1%计算海运保险。总体而言，除非货物是超高货值，否则是
否购买厄瓜多尔当地保险公司保险，对最终海关关税数据结果影响不大。 

（3）进口申报与进口许可。 

①进口申报：见5.1.5海关管理规章制度（1）海关申报。 

②进口许可：事先应获取进口许可证的进口商品，须在批准的有效日
期内装船。该类商品不可超额进口，最多只能为申报价值（包括产品数量
和金额）的100%，超过此价值的商品将被视为未事先得到批准。 

针对某些特定商品，如进口商在厄瓜多尔政府颁布进口禁令前已获得
进口许可，则应在政策过渡期内装船。部分货物FOB货值低于2000美元的，
可合理免除INEN认证。具体需联系专业报关行查询确认。 

【出口手续】在厄瓜多尔海关电子系统ECUAPASS填写出口统一申报
单，经审核合格后，持该出口单连同发票、装箱单、出口许可（如有）向
海关申报，同时（也可随后）向海关提交提单及其他运输单据。有关卫生
检疫、动植物检疫、原产地证规则视产品和目的地等情况而定。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卫生注册】任何供民众消费的工业加工食品、药品和自然产品、化
妆品、医疗设备、个人卫生用品、化学试剂、杀虫剂、杀真菌剂、化肥和
兽医产品的进口，需事先进行卫生注册并获取卫生证明。主管部门为厄瓜
多尔公共卫生部、农牧产品卫生检疫服务局（SESA）、国家渔业学会（INP）
和卫生医药学会。 

【工业品抽验】厄瓜多尔对工业品的进出口无具体规定，海关只在进
出口时进行抽验。 

【动植物检疫】根据动植物卫生法律和法规，所有进入厄瓜多尔的动
植物产品须拥有厄农牧产品卫生检疫服务局颁发的进口许可。此外，在产
品进入厄瓜多尔时，进口商须提交产品原产国（地）颁发的出口卫生检疫
证。部分产品卫生检疫要求如下： 

（1）鲜蒜：原产国（地）出具的卫生检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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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藻：产品应无任何虫类。 

（3）玉米淀粉：产品无各种虫类；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官员检
验。 

（4）芹菜粉：产品无各种虫类。 

（5）冷冻豌豆：原产国（地）出具的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
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官员抽样检验。 

（6）孜然粉：产品无各种虫类。 

（7）白葱头粉：产品无各种虫类。 

（8）Cursuma粉：原产国（地）出具的卫生检疫证；在进口港经厄瓜
多尔检疫官员抽样检查。 

（9）菜豆：原产国（地）颁发的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及无各
类虫害；在出运港进行烟熏处理并附相关处理证明。 

（10）鲜苹果：产品应无各类虫害；在出运港随附烟熏处理和晾晒证
明；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抽取两箱苹果样品化验。 

（11）牛至和牛至粉：产品无各种虫类。 

（12）胡椒粉：原产国（地）颁发的卫生检疫证；胡椒粉应用新的容
器；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检验以确定产品的卫生包装情况。 

（13）大米种子、小南瓜种子、香瓜种子、胡椒种子和西红柿种子，
须提供原产国（地）官方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不含虫菌；采用新容
器或包装；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实地检验和抽样化验。 

【货到目的地检验】按厄瓜多尔标准化局颁布的各行业标准或国际相
关机构通行技术标准执行。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海关通关程序】主要有以下步骤： 

（1）海关申报 

所有进口货物由进口商或代理人向厄瓜多尔海关申报，可采用电子报
关或传统报关方法，填写“一次性有效进口商品申报单”。报关期限为自
货物到达前7个工作日至货物抵港后15个工作日。报关时须提交以下文件： 
①装船单据或航空公司、邮局等出具的货物提单正本或副本； 

②商业发票； 

③由厄瓜多尔中央银行授权的银行签发同意的“一次性有效进口商品
申报单”原件（厄瓜多尔货币委员会明确规定免除海关申报的进口除外）； 
④出口国检验机构出具的商检证书； 

⑤货物原产地证明。 

下列情况的进口必须聘请海关代理进行申报： 

①公共部门的进口； 



51 
厄瓜多尔 

 

②任何特别规定下的进口； 

③进口超过2000美元进口到岸价（CIF）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商品。 

向海关申报并被海关接受后，有关当事人应： 

①申明所有申报文件属实； 

②海关若对有关申报文件内容提出异议，申报人应在第一次申报后3

个有效工作日内修正申报内容。 

（2）放行和提货 

经申报和查验，符合海关有关规定，情况正常且已缴纳关税，海关即
签章放行。提货应在海关放行通知后的5个有效工作日内进行，否则视为
进口人放弃提货。 

【进口税税种及税率】 

（1）进口税。主要实行从价税，对某些特定农产品和石油衍生物等
采用从价税和从量税混合征收的方式。 

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保护民族工业，厄瓜多尔已
先后数次对原材料、部分资本货物等减免关税，对高档消费品和纺织品、
服装、鞋帽等消费品则征收特别消费税或提高关税。 

据厄瓜多尔和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规定，在2016年该协定生效后的7

年内，厄对进口欧盟汽车关税每年降低5%（起始关税为35%），2023年实
现零关税。 

2021年 8月 1日起，厄瓜多尔下调 667种产品的关税（590种直接免
除关税）。其中，328 种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机械设备，254 种为各
类生产物资和原材料。此为近 10年来厄规模最大和降幅最高的一次降税，
政府希望以此激发生产部门活力、创造就业、刺激消费，促进疫后经济复
苏。 

（2）海关服务税。包括海关监控税、仓储税、海关化验税、海关检
测税、海关看管税等，税率根据进口货物重量计算，数额较少。 

（3）妇女、儿童发展基金税。适用于除医药以外的任何进口货物，
税率以进口到岸价（CIF）完税后的0.5%征收。 

（4）特殊消费税。对奢侈品、烟草等特定商品征收。税率在5%-35%

之间，由海关根据进口货物在厄瓜多尔的市场价格确定。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主要职责是推动生产进步，提高国家
整体竞争力，促进价值链和投资发展，提升厄瓜多尔在世界贸易中的战略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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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吸引投资战略委员会】负责制定促进和吸引投资政策，审批
引资项目，应对投资争议。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1993年厄瓜多尔颁布《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各经济部门可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投资被视为国家优先投资，外国投资和
本国投资享有同等权利和待遇。1997年颁布的《外贸与投资法》规定，成
立外贸与投资委员会（COMEX）负责制定国家投资促进政策。2008年，
厄瓜多尔颁布新宪法，规定国内资本优于外国资本，外国资本为本国资本
的补充。 

2010年推出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法》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

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

VERSIONES%20COPCI.pdf 

《生产、贸易和投资法》规定，除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领域投资外，
新投资不需要任何性质的批准。外国投资在厄宪法框架下，不遭受任何歧
视性待遇，在厄领土范围内，享受等同于国内投资的待遇。外国资本在战
略领域起直接补充作用，需要遵守各项具体行业规定并实现《国家发展规
划》所制定的目标。其他非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与本国投资一样，可直接
参与，不需获得额外的事前批准，并享受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投资优
惠政策。2015年底，为吸引外国和私人资本投资，厄瓜多尔国会审议通过
《公私联营法》鼓励外国和私营企业通过PPP形式参与投资，并给予了部
分优惠条件。 

浏览网址： 

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01/APP_

2017_MTOP_ESP_LEY-DE-APPs.pdf 

2018年8月，颁布《生产促进法》，予以外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09/Documento_Ley-Org

%C3%A1nica-Fomento-Productivo-Atracci%C3%B3n-Inversiones.pdf 

厄瓜多尔大部分领域对外国资本开放。 

【能矿资源类投资合作】厄瓜多尔对于外资参与当地能矿资源类投资
准入无特殊限制。根据《生产、贸易和投资法》规定，政府向中型及大型
矿业投资者提供在其投资协议有效期内固定税赋的待遇。主要适用法律法
规包括： 

《矿业法》 

http://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VERSIONES%20COPCI.pdf
http://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VERSIONES%20COPCI.pdf
http://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VERSIONES%20COPC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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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12/Documento_Ley-de-

Miner%C3%ADa.pdf 

《石油法》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09/Documento_Ley_Hidr

ocarburos.pdf 

《环境法》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09/Documento_C%C3%

B3digo-Org%C3%A1nico-Ambiente.pdf 

【农业投资合作】《农村土地和继承土地法》第20条规定，在获得国
家土地管理局的事先批准下，外国国有企业可在厄瓜多尔领土上租赁或取
得土地用益权，用于农业生产项目。对于“外国国有企业”的定义与详细
投资规定，需事先向相关农业部门进行咨询。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1-01/DocumentoLey-Organ

ica-Tierras-Rurales-Territorios-Ancestrales.pdf 

【林地投资合作】外国法人和自然人可以在厄瓜多尔参与林业投资，
但是根据《环境法》规定，不可直接取得林地。 

【金融业投资合作】厄瓜多尔允许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当地投资和
设立分支机构，但总部设立在“避税天堂”的除外。同时，外国银行和金
融机构必须委派一位能够充分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常驻厄瓜多尔。 

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厄瓜多尔依法成立的分支机构必须遵守
《货币和金融法》相关规定，并接受货币和金融政策法规委员会监管。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1-03/BANCARIO-CODIG

O_ORGANICO_MONETARIO_Y_FINANCIERO_LIBRO_I-24.pdf） 

【数字经济管理规定】见5.3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21年5月，厄瓜多尔国会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法》。 

浏览网址： 

esacc.corteconstitucional.gob.ec/storage/api/v1/10_DWL_FL/eyJjYXJwZ

XRhIjoicm8iLCJ1dWlkIjoiOTE1ZTIyMDQtY2Q1Zi00ZGMzLWFkYTAtND

E1OTRkNjgyNTEwLnBkZiJ9 

【文化领域投资合作】厄瓜多尔文化产业领域的主要法规是《文化
法》，核心内容包括厄瓜多尔文化制度体系以及对厄瓜多尔文化主管部门、
全国文化理事会、文化之家、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国家文化基金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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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能的界定。厄瓜多尔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尚未形成产业规模，
暂未针对具体文化领域制定详细的投资规定。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09/Ley%20Org%C3%A1

nica%20de%20Cultura%20pdf%20%284%29.pdf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根据厄瓜多尔《生产、贸易和投资法投资条例》规定，投资者可以通
过以下形式进行投资： 

（1）以现金或实物出资方式（包括无形资产）设立公司或对现有公
司进行投资；参股投资。 

（2）通过商业信托合同获得资产。 

（3）购置不动产和有形实物，例如新的或正在使用的工业厂房、机
械设备及其部件、包装容器、原材料、半成品等。 

（4）合同权利性投资，如合作合同、转让合同、参与经营合同等。 

（5）商标、专利、工业模型、专利或非专利性技术知识等知识产权
投资；利润投资等。 

外国投资人对其投资有自主管理权，并可将与其投资有关的任何资金
转移或汇出至国外。投资者无需将资金存储在厄瓜多尔，也没有义务将其
转换为本国币种。除法律规定的税费缴纳和抵扣外，没有任何其他对投资
资金的限制。厄瓜多尔《技术研发和转让鼓励措施条例》对技术研发和转
让促进项目的国际招标作出简要规定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9-04/Acuerdo%202018-02

9.pdf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厄瓜多尔无针对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专门法律法规。《生产、贸
易和投资法》规定，国家对任何私人垄断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进行
监管和惩处。《市场权力监管法》对预防和惩处垄断等经营者滥用市场权
力的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Ley-Organica-de-Reg

ulacion-y-Control-del-Poder-de-Mercado.pdf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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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根据2015年底厄瓜多尔颁布的《公私联营法》，PPP模式是
指中央政府或地方自治政府授权私人经营者执行特定的公共项目以及承
担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融资，根据授权合同中的条款、条件、限制或约定，
以劳动和投资来换取货物、工程或服务的经营模式。 

【公私联营跨机构委员会】根据《公私联营法》，成立公私联营跨机
构委员会作为PPP模式主管部门。职责包括：确定PPP模式的应用领域，批
准政府部门提请的拟应用PPP模式的项目等。 

目前，厄瓜多尔PPP模式发展尚不成熟。 

【政策法规】2015年12月，厄瓜多尔出台《公私联营法》，2016年5

月出台实施条例。通过该政策，厄中央政府考虑逐步降低对交通基础设施
领域的公共投资。此后，厄瓜多尔交通和公共工程部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推出一批PPP项目，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也推进一批清洁能源项目，
以公开竞标方式吸引外国公司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近年来，在厄交通
基础设施领域采用公私联营模式参与投资的主要企业有阿联酋DP World，
土耳其Yilport Group和智利Agunsa Group等，投资领域均为港口。 

【中国企业参与的项目】近年来，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RBC)

一直在跟踪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中北部的进城通道项目，现已与基多市政
府初步签署合作文件。该通道长约4.6公里，其中含长约500米的一座大桥，
工期28个月，运营期30年。项目建成后将大大缓解基多市进出城交通压力，
方便市民出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19年7月，厄瓜多尔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发布《数字厄瓜多尔》政
策该政策定义“数字经济”为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互联网经济”（又称“新
经济”），鼓励通过创新创业发展数字经济。该政策还提出，为推动数字
化产业发展，应吸引必要投资。 

浏览网址： 

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wp-content/uploads/2019/10/Acuerdo-N

o.-015-2019-Politica-Ecuador-Digital.pdf 

厄瓜多尔《数字化议程2021-2022》提出，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工商业
发展，提升厄瓜多尔生产力和竞争力，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浏览网址： 

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wp-content/uploads/2021/05/Agenda-Di

gital-del-Ecuador-2021-2022-222-comprimido.pdf 

厄瓜多尔电信领域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查询入口： 

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wp-content/uploads/2017/11/Leyes-y-Re

http://ec.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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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mentos-Indice-10.11.2017.pdf。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厄瓜多尔《宪法》（2008年版）承认“自然权利”，为厄瓜多尔向绿
色经济转型提供法律框架。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2021年5

月发布的《循环经济白皮书》提出，吸引电动汽车领域外资，推动实现“可
担负、无污染能源”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浏览网址： 

www.produccion.gob.ec/libro-blanco-de-economia-circular-de-ecuador/） 

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信息显示，自愿采取措施避免污
染气体排放并实施排放补偿的公共和私营企业，可获得“厄瓜多尔碳中和
环境认证”。2021年5月，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正式推出
“厄瓜多尔零碳计划”，旨在采取措施，量化、减少并中和生产、服务活
动中的碳排放，构建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格局。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负责征缴税赋和管理国家主要税务工作，调查偷
逃税案件并给予处罚。 

纳税人须首先申请税号（RUC），才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从事相关
经济活动。厄瓜多尔财政年度为公历自然年度，即从每年的1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止。厄瓜多尔新任总统拉索上台后，拟逐步实施增值税、外汇汇出
税等税制改革。 

厄瓜多尔现行税法查询入口： 

www.sri.gob.ec/leyes-y-sus-beneficios。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主要税种包括：向自然人和法人征缴的所得税；增值税、特别消费税
（烟、酒等）、车辆产权税；对进口货物征缴的进口税（见上文，本节不
再赘述）；不动产税、对企业所有资产征收的税、市政府营业执照税（经
营许可）；不动产购置税、房地产收益税、遗产税、财产税、服务税等。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负责的相关税种详细信息查询入口： 

www.sri.gob.ec/informacion-general。 

【所得税】所得税税率为22%，有关成本和费用可抵扣，如：劳动者
的年报酬和社会福利；补给品和物资，固定资产折旧（有关折旧率如下：



57 
厄瓜多尔 

 

不动产年折旧率5%，其他大部分固定资产10%，车辆20%，电子计算机
33%）；投资分期偿还，外国贷款利息（在厄瓜多尔中央银行登记并由厄
瓜多尔央行确定利率），经营损失等；捐赠不予抵扣。 

所得税分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类。 

（1）企业所得税：每年征收一次，征收时间段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所得税为中央政府税，地方政府不能再征收。征税范围为企业生产
经营所得及其他收入，但以下可不列入征税范围：税后收入；退税收入；
临时性投资不动产、股票及合伙经营收入；企业日常开支、支付员工工资；
投资基金、商业信托所得收益；保险赔偿；外国石油公司在与厄瓜多尔政
府签署石油勘探、开采服务合同后，所进行的非货币性投资收益；其他可
扣除部分。 

企业所得税（含国内公司及外国在厄瓜多尔分公司等）税率分三种： 

①普通公司：厄瓜多尔政府规定，在厄瓜多尔企业所得税率为22%，
红利再次投资所得税率则降至15%。所有公司均要申报其在全球范围的经
营收入情况，如在国外的所得税已缴付，在国内可免缴； 

②石油企业：在厄瓜多尔提供技术服务的石油公司所得税率为44.4%； 
③遗产、捐赠遗产或捐赠的收益人上缴所得税率为5%。 

企业需要在每年7月和9月预缴本年的所得税，次年4月底前须报上年
的财务报表。 

（2）个人所得税：厄瓜多尔公民及在厄瓜多尔境内合法工作的外国
人均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国际组织、外交人员及军人、警察除外）。确定
纳税收入时，个人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及抚恤金、慈善捐款等均属于从收
入中扣除的款项。个人所得税为累进制税率，最高35%。计税时，根据收
入变化。同时，税率每年均有所改变。 

【增值税】对在厄瓜多尔境内销售的进口和国产商品征收增值税，税
率为12%。根据海关和税法规定，对部分进口商品、部分单位以及一些产
品的服务和转移征收增值税。计算方法是：进口产品在到岸价完税基础上
加征；国产商品在出厂完税销售价基础上征收；对于工程承包企业，增值
税为与业主结算收入的12%，每月缴纳；企业采购中包含的增值税可抵扣
应交增值税额。 

2016年6月起，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为筹措4.16地震重建经费，根据《震
后特别法》调高增值税税率至14%。2017年6月，莫雷诺政府宣布将增值税
率由14%重新降至12%（灾区马纳维和埃斯梅拉达斯省除外）。 

2020年9月16日起，厄瓜多尔税务局开始对使用境外数字服务商提供
的178项数字化服务的相关用户征收12%的增值税。厄境外数字服务商名单
查询网址： 

drive.google.com/file/d/1R033ZRZobmx-xu2iLyYTaMvwztnTX71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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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消费税】特别消费税是指对进口和国产的某些奢侈或特殊产品
的消费征缴的税赋，如香烟、啤酒、其他酒精饮料（药物除外）、碳酸饮
料、电讯服务、载重3.5吨以内机动车辆、飞机、轻型摩托车、游艇和游船
等。对上述进口奢侈品特别消费税征收的基本计算方法为：按不同货物以
到岸完税价为基础征收；国产商品在企业销售价基础上征收，税率为
5.2%-98%。 

【车辆税】即车辆牌照税和交通事故强制税。这两项税均为年税，由
税务局按车辆评估价分档次收取。 

【资产税】按企业总资产的0.15%征收税款，向市政府缴纳。 

【营业执照税】该税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向市政府申办营业执照缴
纳的年税。 

【资金离岸税】厄瓜多尔政府为控制资金外流，自2008年起对厄瓜多
尔境内企业汇往境外的资金征收0.5%的资金离境税，同年11月又将比例提
高至1%，2011年提高为5%。 

【员工分红】企业每年须拿出15%的利润向员工分红。石油企业利润
12%上交政府，3%用于员工分红。 

【分红预扣税】该税按汇出境外分红的10%进行预扣，向税务局缴纳。 
【临时贡献税】2019年颁布临时贡献税，以2018年收入的2%缴纳，分

三年缴清，分别于2020年3月31日、2021年3月31日、2022年3月31日缴纳。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厄瓜多尔关于经济发展特区的现行法律法规主要有： 

《生产、贸易和投资法》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0-04/CODIGO%20ORGA

NICO%20DE%20LA%20PRODUCCION%2C%20COMERCIO%20E%20IN

VERSIONES%20COPCI.pdf 

《生产促进、吸引投资和增加就业法》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09/Documento_Ley-Org

%C3%A1nica-Fomento-Productivo-Atracci%C3%B3n-Inversiones.pdf 

《公私联营和外国投资鼓励措施法》 

浏览网址： 

www.obraspublicas.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01/AP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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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_MTOP_ESP_LEY-DE-APPs.pdf 

《生产、贸易和投资法海关便利化条例》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11/Documento_REGLA

MENTO-T%C3%8DTULO-FACILITACI%C3%93N-ADUANERA-LIBRO-

V-COPCI.pdf 

5.6.2 经济特区介绍 

厄瓜多尔经济发展特区（ZEDE）主要分为工业型、物流型和技术型
三类。特区运行机制、鼓励措施等内容可查询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
和渔业部关于经济发展特区的专题网站： 

www.polosdesarrollo.produccion.gob.ec/zonas-especiales-de-desarrollo-e

conomico。 

表5-1：厄瓜多尔经济发展特区设立情况 

序号 经济发展特区 所在省市 类型 面积（公顷） 

1 Eloy Alfaro Manta, Manabí 工业、物流 1.7 

2 Yachay Urcuquí,Imbabura 
技术、工

业、物流 
4.3 

3 Posorja 
Posorja, Guayaquil, 

Guayas 
物流 127.0 

4 Del Litoral Guayaquil, Guayas 技术、工业 200.0 

5 Quito 
Tababela, Quito, 

Pichincha 
工业、物流 205.0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 

表5-2：厄瓜多尔自由区设立情况 

序

号 
自由区 所在地 类型 主要活动 面积（公顷） 

1 
ZOFRAPOR

T 

Guayaquil, 

Posorja 

工业、贸

易、服务 
金枪鱼出口 37.4 

2 TAGSA Guayaquil 服务 
瓜亚基尔机

场 
21.4 

3 
TURISFRA

NCA 
Quito 旅游 基多缆车 146.2 

4 EMPSA Quito, Tababela 服务 基多机场 1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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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ETROZO

NA 
Quito, Yaruquí 

工业、贸

易、服务 

花卉和技术

出口 
14.8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 

5.6.3 重点行政区域及相关法律法规 

厄瓜多尔主要城市基多和瓜亚基尔市内、市外有关投资政策适用情形
亦在《生产、贸易和投资法》有所体现。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核心内容 

【劳工制度】厄瓜多尔有较完善的劳动法，对劳工制度、工资标准、
业主和职工双方的责任、合同的解除、雇用外国职工的条件和办理雇用手
续以及健康工作条件权、无歧视权、工会权、集体协商权、罢工权、享受
利润分配权、无理被辞补偿权、安全和劳动医疗权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其
他特定附加条件在具体劳动合同中予以规定。 

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10/C%C3%B3digo-del-T

rabajo.pdf 

【工会】自愿参加和由企业组织。法律规定，雇用30名员工的企业可
组建工会。同一企业可组建一个以上工会，加入工会与否由员工自由决定。
51%的劳动者组成的企业委员会可与雇主谈判，争取到的利益和增加工资
等待遇应惠及企业全体员工。2015年4月生效的新劳动法案规定，禁止辞
退工会领导人。 

【罢工】劳工罢工权利受宪法保护。厄瓜多尔法律规定，罢工期间劳
动者有停止工作并逗留在工作地点的权利。但在一些不能暂停商业运行的
企业，业主有维持企业最低运行状态的权利。 

【劳工雇用】雇用与受雇用均自由。企业和个人在雇佣问题上享有完
全的自由权。但在雇用时不能事先设置任何歧视性保护条件。合同签订后，
劳工依法享有稳定的劳动权。2015年4月生效的新法案，强制要求劳资双
方在90天试用期（家政服务员15天）满后，签署无限期合同。 

【合同中止】合同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或劳工自动辞职、无故旷
工、多次无故迟到、工作能力差、小偷小摸、不服从管理、违反劳动合同
规定等均可成为合同终止的理由。雇主应提前30天通知或按法律规定到劳
动部门办理辞退手续。 

当员工主动辞职时，用人单位需付如下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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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三个月工资+第十四个月工资）×本年度已在本单位工作
的月份数/12； 

（2）若雇员尚未休本年的年休假还需付给雇员本年年休假应得的工
资； 

（3）月工资×0.25×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 

相关金额需在员工离职15天内付清。 

当辞退已过试用期的雇员时，需付如下补偿费用： 

（1）（第十三个月工资+第十四个月工资）×本年已在本单位工作的
月份数/12； 

（2）若雇员尚未休本年的年休假还需付给雇员本年年休假应得的工
资； 

（3）月工资×1.25×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 

【法定补贴】包括以下内容： 

（1）第13个月工资。又称圣诞基金，为全年12个月工资总额的平均
数，12月份支付。 

（2）第14个月工资。又称子女教育基金，每年8月底或9月初发放，
数额等同于每月最低法定工资。 

（3）养老金。每年付给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从第一年交起，金额
相当于每月工资额，建筑工人或中介人员按每月分摊的数额支付。2015年
4月起，政府不再承担对社保局养老金每年40%的固定补贴。 

（4）带薪假期。工作满一年可享受15天带薪假期，满5年增加1天，
最高30天/年。15天带薪假工资为全年工资总和除以24。 

（5）病假。3天以内可付全薪，3天以上病假工资由社保局支付工资
75%，雇主支付25%（如雇主未向社保局支付养老金，则由雇主支付员工
的病假工资）。 

（6）工伤事故补偿和恢复费用。对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引起劳工丧
失劳动能力的应给予赔偿。 

【利润分成】厄瓜多尔现行法律要求企业将其纯利润的15%分配给全
体职工，其中10%按每年职工工作天数分摊，5%按家庭负担人数分配。但
同时也规定员工最多获得等同于当年最低法定工资24倍的分红，超过部分
上缴国家。 

【社会保障】强制参加。企业雇主必须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向社保
局缴纳保费。企业每月为职工缴纳保费数额为职工工资的11.15%，另外职
工工资的9.45%应缴社保局，由企业从其工资中直接扣除代交。社保局负
责参保人员的养老、医疗、产假和劳动事故赔偿，以及丧失劳动能力、抵
押贷款和丧葬费用补偿。 

【加班】应额外支付加班费。每星期40小时以外，从19点至24点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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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需另付正常工资的50%（除双方同意外，一般每天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

小时，每星期不得超过12小时）；从午夜至凌晨6时及周末和节假日的加
班，需支付正常工资的100%作为加班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有事先授权
时，加班工资可为正常工资的125%。 

【培训】由企业承担。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必须每月按在册职工人数
向厄瓜多尔全国职业教育培训委员会缴纳工资总额的0.05%，向厄瓜多尔
教育信贷与奖学金委员会（IECE）缴纳工资总额的0.05%，作为企业员工
的培训基金。 

【其他补贴】指法定的、合同约定的或自愿给予的补贴。对于一些特
殊的工种（如护士、幼儿园老师和咖啡馆员工），雇主可给予职工额外的
补贴，也可在合同中约定。自愿给予补贴的约定一旦达成，雇主不得单方
面中止。向社保局支付的部分可在上述部分冲抵。 

【产假】保证怀孕女工的工作稳定，并允许有12个星期的产假和每天
2小时的哺乳时间（生产后9个月内），在此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对其解聘。 

2016年2月，厄瓜多尔国会再次对生效不到1年的劳工法进行改革，改
革主要方向如下： 

（1）在新的法案没有通过生效前，社保局失业津贴累积总金额保持
冻结状态，新的失业保险体系成立后5个月后，根据新规定恢复失业保险
金发放。 

（2）失业者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将不涵盖个人医疗卫生费用。 

（3）受益人必须缴纳24个月以上的失业保险费用，其中至少6个月是
连续的。失业者在失业满60天后可提出申领，申领有效期为45天。同时，
受益人不得为退休人员。申请人还需满足社保局在新法出台后制定的其他
条件。 

（4）受益人重新连续5个月从事生产活动后，必须停止领取失业保险
金。若亲属在受益人去世后继续领取或本人被查出存在骗取保险金行为，
受益人必须接受三倍惩罚。 

（5）新失业保险不适用于家庭主妇等从事家庭工作的自愿参保人员。 
（6）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工人可每周最短仅工作30个小

时：一是雇主和工人自愿达成协议；二是劳工部出具低收入工作授权。 

（7）在工作时长缩短后，雇主继续按工人原始工资标准缴纳社保费
用，而工人则以时长缩短后新工资为标准进行缴纳。 

（8）在公司进行实习的人员也必须纳入社保体系，雇主需以全国最
低工资为标准，为实习生缴纳社保费用。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根据《劳动法》，在厄瓜多尔雇用外籍劳务人员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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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的20%。外籍劳工须办理劳动许可和工作签证，方可在厄瓜多尔从
事有酬工作。一些高新科技和能源、矿业、通信、金融等产业及特殊专业
的技术岗位，需聘请部分国外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5.8 外国企业在厄瓜多尔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厄瓜多尔涉及土地/林地买卖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公共和国家安全
法》《农村土地和继承土地法》（简称《土地法》）《环境法》等。 

《土地法》明确农业和畜牧业部是协调和管理农业土地政策的主体，
是唯一有权对农业用地进行合法征收和再分配的部门，也是针对全国土地
颁布拆迁令、协调处理征地纠纷的机构。法律规定，属下列情形的农业土
地将被国家征收：（1）连续两年以上未耕作的土地；（2）未满足环保法
律法规要求的土地；（3）农业用地紧张情况下存在的私人大农场；（4）
劳动力明显不足的土地；（5）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土地、土著社区居民
土地、自然保护区土地、一定面积以下（亚马孙雨林100公顷、安第斯山
区25公顷、沿海地区75公顷、加拉帕格斯群岛100公顷）的农民家族土地
除外。上述土地被政府征用后，将被移交至国家土地基金组织，该组织负
责依据有关规定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有意耕种的农民，从而实现土地的优化
配置，提高农田的耕种效率，保证粮食安全。 

《土地法》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21-01/DocumentoLey-Organ

ica-Tierras-Rurales-Territorios-Ancestrales.pdf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2016年，厄瓜多尔国会通过土地法改革议案，其中规定“在保证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获得厄农业和畜牧业部授权的外国公共公司可依法在厄
购买、租赁土地或从农业生产项目中获取相关受益。 

【限制规定】《公共和国家安全法》第40条规定，外国法人或自然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边境安全区、安全保留区的土地（在此区间的人口集
聚区和城镇土地除外）。《农村土地和继承土地组织法》第21条规定，在
与边界线平行的20公里范围内，禁止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获取农村土地所有
权，同样不允许在安全区和保留区获取农村土地。《环境法》第50条规定，
外国个人或法人不得在国家保护区及国家森林遗产区获取任何土地所有
权。 

【基本程序】购买土地基本程序： 

（1）当决定购买某地块时，可请当地专业公司对欲购地块进行估价，

http://haiti.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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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得到实际地价。 

（2）检查土地卖方的地契（Registro de la Propiedad，也称Certificado de 

Gravamen），以查证这块土地的权属、卖家是否抵押了这块土地以及法律
上是否有争议，并请律师到房地产登记处（Registro de la Propiedad）核实
以上情况。 

（3）查看地税凭证（Impuesto Predial al Día），检验这块土地需交的
市政府地税是否已应缴尽缴。这种税须每年交一次，不到土地价值的千分
之一。地产和房产皆须交此税。 

（4）如果是小区土地，还要看小区管理费（Costo de Condominio）是
否已缴清；如果还同时购买土地上的房产还需检查上个月的水电费、电话
费等是否缴清。如果是获得农业土地，需获得农业部门的批准。 

（5）付款和过户。买方带上现金或支票到公证处向卖方付款，公证
处对该交易进行公证。之后买方请律师带上公证书等材料到房地产登记处
的地契部进行所有人变更登记，新地契会写上买方的名字（可以是公司或
个人）。在房地产登记处进行所有人变更登记约需一星期。 

（6）购得土地后需将土地加以利用，如暂不使用需将土地围起。如
土地被人抢占，需报警将其赶走。任何强行侵占土地的行为不可获得该土
地的所有权；若在不知情情况下占有并开发土地15年以上，可提供相关材
料向政府申请“无主土地”所有权。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厄瓜多尔对外国公司参与厄瓜多尔证券市场交易无特殊规定或限
制，但须在厄瓜多尔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登记注册公司，并依据《证
券法》规定，按程序在证券交易市场注册，参与交易或上市。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厄瓜多尔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要
职责为规划、监控、协调、管理环境和水资源事务，保障自然资源涵养和
可持续利用。网址：www.ambiente.gob.ec/，联系电话：00593-2398-7600。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厄瓜多尔《宪法》《环境法》《刑法》《石油法》《矿业法》《矿
业环境条例》《水资源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厄瓜多尔森林、水
体、空气、动植物和土地等的保护及人类造成污染的相关处罚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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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查询入口： 

www.gob.ec/regulaciones?name=&gobec_regulation_type=&related_the

matic_target_id=28。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在厄瓜多尔从事投资的当地企业或外国公司在项目实施前，均需要向
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提交环境影响报告，另需购买环境保险（100%

环保险，包括：第三方险和民事责任险）。待报告批准后，项目方可实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污染事件，对拥有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
颁发环境许可的公司，首先将责令其中止生产，修复污染，并根据污染的
程度处以相应罚款。如无环境许可，公司造成的污染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
处置，环境主管部门视造成污染的程度，处以相应罚款。两次未履行环保
义务且未按期整改的，将吊销环境许可。 

【森林】厄瓜多尔《环境法》规定，国家将直接长期参与有关森林的
所有活动，主要由国家负责对天然森林管理、控制、调节、促进以及通过
植树造林对森林资源进行恢复。通过管理可开采天然林促进林业可持续发
展。 

厄瓜多尔《刑法》245条规定，入侵国家保护区或脆弱生态系统者，
将被处以1-3年监禁。《刑法》246条规定，直接或间接在自然或人工林中
引起火灾者，将被处以1-3年的监禁。如果在国家保护区或脆弱生态系统内
实施此类行为，并且危及土壤或受保护物种的，将提高刑罚。造成人员死
亡的，处以13-16年有期徒刑。 

【动植物】厄瓜多尔《刑法》247条规定，对非法猎获、捕捉、收购、
诱捕和买卖受法律保护的植物、动物的，和对在禁捕区域或使用被禁止的
捕捞和猎取方法，诱捕受季节、数量规定保护的陆地、海洋或水生动植物
及其产品的，处以1-3年监禁。 

【大气】厄瓜多尔《刑法》253条规定，造成空气、大气层污染，影
响大气水平、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处以1-3年监禁。 

【水体】厄瓜多尔《刑法》251条规定，造成水文、水体污染、干涸
或更改，损害水生生物的，处以3-5年监禁。 

根据厄瓜多尔法律规定，生产用水需获得水资源主管部门的授权。 

【社会参与】根据规定，环境主管部门需将有关活动或项目的执行情
况告知民众，征询公民意见，并将合理意见纳入环境影响评估，从而确保
活动合法性和公民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 

【碳排放】厄瓜多尔关于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有：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12-2025》浏览网址： 

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7/10/ES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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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IA-NACIONAL-DE-CAMBIO-CLIMATICO-DEL-ECUADOR.pdf 

《国家环境主管部门关于碳中和的标准》浏览网址： 

www.ambiente.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8/06/Acuerdo-1

41.pdf 

5.10.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在厄瓜多尔进行投资必须取得环境证书。为此，企业须编制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交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审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内容必须
根据每个特定案例，精准地描述、量化和评估项目执行对环境和社会经济
方面产生的可预见影响，以及为预防、减轻和修复可能的负面环境影响，
或扩大积极影响所需采取的行动计划。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后，环境、
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会对报告不断提出疑问，企业须答疑，待环境、水资
源和生态转型部对报告和回答满意后即发放环境证书。该过程时间不定。 

获取环境证书所需费用主要包括环境行政管理费（约为投资额的1‰）
和环境保函费（约为投资额的1‰）。在活动执行期间直至停止，经营者
必须保证环境保函有效。如不履行环保义务，则环境保函自动生效。 

取得环境保函后，须制定并履行环境管理计划，并对计划每年进行更
新。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指定的第三方审计机构每年年底对环保管
理计划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报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该计划分为环
境管理计划和社会管理计划两部分。承包工程类项目由业主办理环境影响
评估等手续；但承包企业须执行环境管理计划，若执行不达标将会被罚款。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厄瓜多尔于2005年11月成为《泛美反腐败公约》缔约国，2005年12月
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 

厄瓜多尔《刑法》第264条规定，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或不正当利益，
可根据受贿金额，处以2-6年有期徒刑，并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和利益。 

2009年9月，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
会法》。该法律第三章第13条规定，公民参与和社会控制委员会有监督、
调查、取证、要求自然人或单位配合调查腐败行为的职责。 

2010年10月，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共服务法》。该法律第
三章第23条第i项规定，公职人员禁止和自然人或分包商直接或间接保持贸
易、金融、社会关系；第j项规定，公职人员在参与、管理、处理与国家机
关单位的相关协议、合同过程中，禁止收受来自亲属、企业、自然人等任
何形式的馈赠；第k项规定，公职人员禁止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赠品、
货物、现金、特殊待遇，如发生上述情况，可被认定为盗用公款、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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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讹诈、非法致富等。 

《刑法》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8-10/COIP.pdf 

《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委员会法》浏览网址： 

www.cpccs.gob.ec/wp-content/uploads/2018/04/Ley-OrgCPCCS.pdf 

《公共服务法》浏览网址： 

www.gob.ec/sites/default/files/regulations/2019-02/Ley%20Org%C3%A1

nica%20de%20Servicio%20P%C3%BAblico%20-%20R.O..pdf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厄瓜多尔对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主要依据《公共工程承包修正
法案》《公共采购组织法》《关于公共采购组织法的规定》以及公共招标
主管部门相关决议等。以上法规对实施公共工程承包项目各方和程序做出
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外国公司没有任何限制的内容。 

在厄瓜多尔实施工程项目，外国承包商与当地的承包商一样须遵守上
述法规。外国公司在厄瓜多尔提供服务、货物、咨询服务以及实施工程，
需要在国家公共招标局下属的供应商注册机构完成注册手续，并获得注册
号（RUP）。完成公共招、投标后，项目即进入实施阶段。 

项目执行在法律上被划分为两个阶段：项目建设期与合同评估期。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将按照合同规定，在一定时限内向承包商拨付预付
款，并聘请监理，负责检查工程材料、施工程序和方法、根据工程进展批
准拨付工程款。另外，项目所属的政府部门也将派遣监督员，监督项目工
程、监理和承包商。承包商应按照合同规定，向业主递交相应保函和保险，
完成履约义务。进入合同评估期后，承包商还应履行对项目的质保、对人
员的培训等义务，以保证建成项目的正常运行。厄瓜多尔公共工程承包合
同一般依据当地的《国家公共采购体系组织法》编制，与国际广泛通行的
FIDIC条款相比，合同条款较为简单，也相对缺少对业主权利的限制。 

5.12.2 禁止领域 

厄瓜多尔对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未规定禁止领域，一般情况均可根
据相关法规，通过国际招、投标方式和程序参与厄瓜多尔国内公共或企业
的工程承包。但在某些招标流程中，业主会优先扶持当地中小微企业，例
如签订小额承包工程合同时，外国承包商便无权参与招标流程。 

5.12.3 招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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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购的金额和目的，商品采购、服务（包括咨询）和工程项目均
可通过公共招标形式完成。公共招标流程又被划分为以下8种类型，分别
为动态流程、通用制度流程、特殊制度流程、特殊流程、博览会流程、国
际组织贷款资助流程、海外承包流程和紧急情况招标流程。依据《公共工
程法》，厄瓜多尔国家部委或企业以公开招标方式实施公共工程项目，各
招标单位根据各自行业特性，要求有所不同。一般在厄瓜多尔主要报纸（连
续刊登三次）和招标单位网站或相关网站公布招标信息或直接向有资质或
有过合作经历的企业发出招标信息或邀标函，询问投标意向。由有意竞标
企业或单位按要求、步骤和时间回复邀标函或购买标书、填写并提交标书，
随附项目参考价2%的投标保函。厄瓜多尔法律规定，如果是国有企业且该
国金融机构愿为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融资，那么该项目可直接通过议标方式
达成合作协议。 

厄瓜多尔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所有文件均为西班牙语。如投标文件
源自其他国家、其他语言，则需完成文件内容官方翻译及相关公证、认证
流程。海牙成员国出具的文件需进行海牙认证，非海牙成员国出具的文件
需进行领事认证。 

5.12.4 验收规定 

项目最终验收函的签署标志着项目建设期的完成。厄瓜多尔使用拉美
国家普遍采用的《美国标准测试方法协会标准》作为工程建设实施和验收
全过程的标准。该标准对工程项目包括建设过程、使用材料、技术、验收
标准等都作出规定。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于1998年4月颁布。该法强调保护知识产权
的重要性，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及保护专利的条件，知识产权的转让、
申请、授予和失效，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权利，违反知识产权的处理。该法
还强调，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给予同等待遇；出于国家紧急公共利益或国家
安全，总统在任何时候能将某项专利宣布为强制特许，即政府能使用该项
专利生产本国不生产并需进口的产品，但政府需补偿该专利持有人。 

《知识产权法》浏览网址： 

www.correosdelecuador.gob.ec/wp-content/uploads/downloads/2015/05/L

EY_DE_PROPIEDAD_INTELECTUAL.pdf 

【法律保护】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和《安共体第486号决议》建
立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给予适当保护和辩护公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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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安共体第351号关于著作权及
相关权利的决议》《安共体第345号关于植物获取的决议》、1999年7月《巴
黎知识产权保护协定》、2001年10月《专利合作协定》（PCT）等在厄瓜
多尔均具法律效力。 

【知识产权登记与监管】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负责知识产权的登记注
册和管理。 

【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专利权、使用模型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业设计、商标、商业牌号、集体商标、证书标
志、商业名称、地理标记、原产地名称、原产地标记、著名且有明显区别
的标志和植物的获取（植物新品种）。 

【版权（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只保护著作创作事实本身，其著作成
果、目的或表达方式是独立的。保护所有的著作、表演、加工、生产或电
台播放。著作权和相关权利保护作家的著作、文学和艺术范畴的作品、表
达方式、成就和目的。对著作权和相关权利认可无须登记、储存，也不需
履行任何手续。 

【专利】要求产品或程序的发明必须是新的、具有创新水平并且可应
用于工业生产的。自提交申请之日，发明专利保护期限为20年，使用模型
和工业设计为10年。发明专利权属于发明者（自然人或法人），可进行转
让。专利顺序和分类按《斯特拉斯堡安排（协议）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法》
执行。 

【商标】在厄瓜多尔执行商标权注册登记制度。特别商标权只要求进
行注册，任何人均可根据法律规定申请，以便保护服务或产品。商标可是
两维或三维的名称、形象或两者的结合。 

商标申请程序包括申请、预批准、公布、公示、实际批准、签署文件
和发放商标证书。主要权利自第一次向任何《巴黎协定》成员国提交申请
6个月内予以认可。《知识产权世界组织关于商标注册尼萨国际分类（第8

版）》在厄瓜多尔也有效。 

商标注册保护期为10年并可无限延长。延期在其期满后6个月内办理。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厄瓜多尔《宪法》《知识产权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
《民事诉讼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均对保护知识产权和处罚违反知识
产权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规定了对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如果已
注册商标明显与另一著名商标一样或近似，可应商标合法持有人要求予以
撤销；如果获准商标违反法律规定或未经商标持有人同意被转让给代理
人、批发商或特许使用人，该商标将被取消。该法还规定，对侵犯本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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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任何知识产权行为将采取民事和行政处罚，如涉及犯罪，将予以刑事
处罚。 

主要采取的民事和行政处罚措施有：中止侵权行为；永久性没收构成
侵权的产品和侵权物；从商业流通渠道撤掉侵权产品和侵权物并销毁；永
久性没收制作侵权产品的设备和工具以及制作盗版物的设备和工具；对造
成的损害和伤害赔偿；用所有方式补救侵权造成的后果；承担官司所有的
费用等。 

该法第292条规定了如何处罚利用数字通信网络的侵权行为，以及对
被侵权人造成损失和损害的补偿范围及办法。该法第319-326条还规定了对
各类侵权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侵权者将被处以3个月至3年的监禁并根据
造成损害的大小，处以500至5000倍单位产品价值的处罚。 

厄瓜多尔《刑法》第235条规定，就所售物品或服务的标识或质量欺
诈消费者的，可处以六个月至一年的有期徒刑。如确认法人刑事责任，将
对其处以一般工人10至15倍统一基本工资的罚款。 

相关人还可要求在厄瓜多尔有效的国际协议的相关权益，比如世贸组
织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外国投资者可对任何歧视和违反常规的情况向厄瓜多尔主管部门（生
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提出申诉，后者应直接或通过外贸与投资委员
会授权有关部门采取行动，修正上述情况。解决纠纷适用的国家法律为《投
资促进与保障法》。 

当地投资中产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解决。但厄瓜多
尔宪法第422条对国际仲裁地的选择做出了规定，仅允许国际仲裁在拉美
区域内的第三国进行，仲裁结果的执行需参照第三国当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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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根据《公司法》（浏览网址：www.supercias.gob.ec/portalscvs/），外
国投资企业可在厄瓜多尔登记注册外国企业驻厄瓜多尔代表处、分公司，
或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独资或合资、合作企业从事相应投
资合作、经济和贸易活动。 

【有限责任公司】这类公司以集体有限责任名义组成，公司的转让须
经所有合伙人同意。虽然外国人可以成为此类公司的合伙人，但不能成为
外国股份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少为400美元。公司成立时须至少支付
50%的资本，其余的在一年内缴清。公司需每年从利润中提出5%作为公司
的储备金，至该储备金达到公司资本的20%，以保证公司应缴费用。如果
公司的亏损累计达储备金的100%和公司资本的50%，公司可进行清算。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股份投资比例承担有限责任。这类公司至少须
有2个股东。公司法人代表、股东及外部审计师须居住在厄瓜多尔。公司
注册资本至少为800美元，公司成立时须支付注册资本的25%，其余部分在
2年之内缴清。公司累计亏损达储备金的100%和公司资本的50%时，公司
可以清算。 

【外国分公司】外国公司可在厄瓜多尔成立分公司。注册时须向公司
注册主管部门提交其本国总公司章程及证明文件，批准在厄瓜多尔经营的
证明和法人代表授权书。注册资本至少2000美元，在厄瓜多尔经营并受厄
瓜多尔监督。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厄瓜多尔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Superintendencia de Compañías, 

Valores y Seguros）和工商局（Registro Mercantil）是受理企业登记注册的
机构。在外国成立的公司如长期在厄瓜多尔运营，从事建立分公司、工厂、
种植园、矿区、铁路、仓库或任何长期性经营场所的活动，必须在经营活
动建立场所所在市的工商局进行注册。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公司架构决定相应的责任。公司须按厄瓜多尔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
署批准的公司章程组建，并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公司需加入相应的协会并
取得市政府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手续自公司章程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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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妥。具体程序如下： 

（1）通过律师向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申请批准公司名称（3个名
称备选）和公司章程草案； 

（2）公司章程批准后，由公证处对公司的组建出具公证文书； 

（3）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批准公司成立并颁布决议； 

（4）新组建的公司加入相关行业协会或商会； 

（5）在所在市政府登记； 

（6）在工商局（Registro Mercantil）注册，并向税务局申请公司纳税
人统一登记证。 

根据《外资法》，企业在厄瓜多尔投资，无论是与当地人成立合资企
业，还是成立独资企业，其投入资金、设备或物资均须在厄瓜多尔央行以
自由兑换货币登记，登记后方被承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而受法律保护，并享
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待遇。 

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均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成立，
除上述组建公司的基本步骤和程序外，事先还需完成以下步骤： 

【合资企业】 

（1）合资双方签订合资企业合同； 

（2）上述合同如在厄瓜多尔签订，经公证处公证后，到外交和移民
事务部领事司认证，再到外方合资人国家驻厄瓜多尔使馆认证； 

（3）合同经认证后，办理投资手续； 

（4）凭认证的合同副本等文件向厄瓜多尔驻合资人本国使馆申请
12-IX签证（商务签证）； 

（5）到厄瓜多尔委托律师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办理
合资企业注册手续，将合资企业合同纳入合资企业注册文件，作为注册文
件的组成部分，以确保合资双方在合资企业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6）持投资凭证将合资人的投资作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央银行以自
由兑换货币登记； 

（7）在12-IX签证（商务签证）有效期内通过律师将其改为工作签证
或长期居留签证。 

【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至少3名股东，注册资本最少为1000美元；
股份有限公司至少2名股东，注册资本至少为2500美元。注意在公司注册
文件中说明系外国直接投资。 

目前，在厄瓜多尔注册企业可通过网上办理，但需进行物业登记的新
开办企业（约占厄每年开办企业数量的3%-5%）仍需通过人工办理。 

网上开办企业具体程序为：第一步，通过厄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
网站主页（www.supercias.gob.ec）进入“开办企业”页面；第二步，注册
企业名称；第三步，填写股东、地址、税务申请等相关信息，并在3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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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商业登记和公证费用约400美元；第四步，公证机构公证；第五步，
公证机构将公证书发送至厄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第六步，厄公司、
证券和保险监管署将文件发送至相关单位，进行商业登记、获取企业税号，
注册完成。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企业在厄瓜多尔一般需通过网上查询、当地主要报纸、业主公告、公
共招标网站接收邀标推送等渠道获取工程招标信息，在厄瓜多尔没有办事
机构的外国企业则主要通过委托资信好、信息灵通、有专业知识和渠道的
代理获取相关信息。 

6.2.2 招标投标 

在厄瓜多尔的工程项目须依据《公共工程法》《公共采购组织法》《关
于公共采购组织法的规定》及主管部门相关决议等的规定，通过业主网站
发布公告、向承包商发送邀标函、组织项目推介会等形式，以公开招标方
式实施。也有招标企业或部门直接与国内外国有企业或有资质、有过合作
经历的国内外投标方接洽议标。在紧急情况下，业主也会启动相关应急采
购流程，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完成招、投标。 

6.2.3 政府采购 

厄瓜多尔设有国家公共采购系统（SNCP），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公
共采购官方系统平台的管理，并制定公共采购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条件。
2018年8月，厄瓜多尔对《公共采购组织法》进行了改革，该法案规定了
国家公共采购体系、确定原则和标准，以对由公共主体实施的购买或租赁
货物、工程施工、提供服务和咨询的采购流程进行规范。2018年8月，厄
瓜多尔《生产促进法》开始生效，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采购的制度化管理。 

6.2.4 许可手续 

《公共采购组织法》第18条规定，以单独或联合的方式参与该法案所
规定的采购程序，要求进行有效的“唯一供应商注册（RUP）”；作为例
外，未进行“唯一供应商注册”的投标方可以参与小额采购，但在相应合
同签署前必须完成该项注册。第31条规定，招标文件中应包含参与施工、
货物或服务、咨询采购所需的所有信息。第38条规定，对于国内或国外的
咨询服务的提供者，至少应具有由厄瓜多尔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高级专业
职称；如是外国人，则须有法律认可的学历。第39条规定，执行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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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公司应是依据公司法成立的、企业宗旨包含咨询服务的公司。从事
咨询活动的外国法人应证明在其所在国家/地区拥有依法行使和提供咨询
服务的资格。根据《公司法》规定，上述法人必须在厄瓜多尔拥有住所。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在厄瓜多尔申请专利需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其程序如下： 

（1）向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注册申请并交纳第一年专利注
册费。通过这一步开始专利注册程序，提交的文件必须在申请中反映发明
的题目、申请人和发明人的身份以及代表或授权人的身份。需提供一份发
明描述、概述、要求、图纸、专利申请复印件（如该专利在厄瓜多尔境外
提交）和已付讫申请费的凭证以及第一年注册费的凭证。 

（2）申请在厄瓜多尔对专利进行审核。要求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对
专利的书面要求进行审核：世界新产品、发明活动和工业应用，所有这些
均应随附相关付款凭证。 

（3）在厄瓜多尔发布和获取专利证书。专利经审核并认定真实，厄
瓜多尔知识产权局即对发明发布所有产权证书，该证书自申请之日起有效
期20年。 

（4）在厄瓜多尔交纳维持专利权的费用。在专利有效的20年间，专
利人需定期交纳专利费，用以维持其专利权的有效期。否则，将宣布专利
到期并失去对该专利的所有权。 

在厄瓜多尔申请专利需要下列文件： 

（1）国际专利申请复印件（包括：对专利描述、要求、概述和图纸
描述）； 

（2）国际专利公告复印件； 

（3）调查报告复印件； 

（4）预审报告复印件； 

（5）经公证和厄瓜多尔驻申请人本国领馆认证或通过海牙公约的授
权书。 

所提供的文件需翻译成西班牙文并将文件内容以WORD文档，图纸以
JPG形式用电子邮件发送。根据专利合作协定（PCT）第一章和第二章规
定，提交专利申请的时限为31个月。 

如在国内提交申请则需要： 

（1）专利描述、要求、概述和图纸描述； 

（2）经公证和厄瓜多尔驻申请人本国领馆认证或通过海牙公约的授
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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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原申请国提交的申请复印件。 

6.3.2 注册商标 

在厄瓜多尔申请商标注册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办理，具体步骤如下： 

（1）在厄瓜多尔对商标注册可行性研究或对商标来历进行调查。受
托律师事务所将在知识产权局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对申请商标再调查，以查
核在厄瓜多尔是否有同样或类似商标。依据调查结果公布对申请商标的调
查报告和专业评价。 

（2）在厄瓜多尔申请注册商标。对调查和公布的研究结果满意后，
律师事务所进入向知识产权局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的程序并随附相关合法
手续：注明商标所有特性的注册申请表、律师授权书则须经公证和厄瓜多
尔领事馆或通过海牙公约认证。 

（3）在厄瓜多尔颁发商标注册所有权证书。经商标注册手续进入程
序（知识产权局在公告上公布商标注册申请、公布商标注册延期和反对注
册分析），知识产权局将通知律师事务所接受该商标注册并颁发注册证书，
律师事务所将注册证书送达申请人。 

商标注册申请随附文件如下： 

（1）已支付商标注册费用凭证； 

（2）当有优先要求时，第一次在国外注册商标申请复印件； 

（3）依照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其他文件。 

如申请集体商标则需随附： 

（1）集体商标申请企业、组织、集团的企业章程复印件； 

（2）集体商标注册申请人用于控制产品或服务的规章复印件； 

（3）注明集体商标需使用的条件和形式； 

（4）商标组成部分的清单。 

此外，也可在知识产权局网站（www.derechosintelectuales.gob.ec）在
线办理。 

6.4 企业在厄瓜多尔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厄瓜多尔企业报税时间根据企业所属行业、规模、性质和税种而定。
一般增值税为每月、3个月、6个月申报，按照RUC号第9位数码确定日期，
每月10日至25日（如需每月申报）须对上个月的销售申报增值税并缴纳增
值税提留或每年1月和7月10日申报上一财政年度下半年和当年上半年的
销售增值税并缴纳增值税提留（如需每半年申报）。确定须每月还是半年
申报和缴纳增值税取决于服务的种类或转让的货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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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每月申报，企业所得税每年申报一次，一般每年4月份（具
体日期取决于RUC号第9位数码）申报上一财政年度所得税。企业每年还
需缴纳市政营业税和向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上缴管理费。 

6.4.2 报税渠道 

厄瓜多尔企业和个人通过企业或公共会计师按规定时间直接向国家
税务局或派出机构报税，或通过授权银行以电子方式申报和缴税。 

6.4.3 报税手续 

企业须通过聘用会计师或由会计师事务所每月填制并提交报税单及
其他相应资料，按不同税种按时向所辖区税务部门或通过指定银行缴纳。
个人可以自助报税和缴纳税款。 

6.4.4 报税资料 

在厄瓜多尔经营的企业须有公司章程、唯一纳税人税号（更新）、企
业管理人员任命书以及所得税（年）、增值税（月）、提留税（月）、经
营税（月）及企业员工报税（年）等各种报税表。作为向税务局报税的支
持文件和单据，还需随附各种付款凭证或银行盖付讫章的表格，如购货发
票、购货赊账单、购货提留税凭证、销售发票、销售赊账单、销售提留税
凭证等单据或凭证。另外，企业需妥善保存至少6年的缴税资料和凭证，
以备税务部门稽查、核实。税务局会根据企业近三年的经营状况确定是否
需要进行强制性审计。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厄瓜多尔劳动部是厄瓜多尔工作许可审批和发放的主管部门。 

6.5.2 工作许可制度 

根据《劳工法》规定，在厄瓜多尔从事劳务或工作，须申请获得工作
许可。外籍劳工须申请劳动许可和相应的工作签证，才能在厄瓜多尔从事
有酬工作，企业外籍劳工用工比例不得超过20%。 

6.5.3 申请程序 

外籍人员在厄瓜多尔申请工作需先由雇主通过律师向厄瓜多尔劳动
部申请劳动许可，再向外交和移民事务部申请可从事一般性劳务的12-VI

工作签证，使其在厄瓜多尔工作和居留合法。申请职业身份证是外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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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在申请12-VI工作签证时，要求在递送材料中包括由厄瓜多尔公
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出具的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2500美元的有效证明。
公司驻厄瓜多尔负责人申请9-IV总授权签证，需要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25000美元。  

申请工作许可种类有：艺术家有90天内和90天以上2种；外国体育工
作者劳动许可；对收容人员临时（90天）工作许可；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外
国人工作许可。 

6.5.4 提供资料 

（1）申请人基本情况（填写劳动部职业和人力资源司提供的正式表
格）。 

（2）经公证的护照复印件，证明本人身份和有30天有效期签证页复
印件。 

（3）护照照片2张。 

（4）经公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或类似证明文件。 

（5）由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或银行出具拟雇用外籍人员的企业
或银行机构已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的证明原件和/或认证件。如雇主系自然
人须提供税号或满足劳动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6）提供在申请劳务活动许可和职业身份申请提交前一个月的、向
社保局缴纳保险费人员名单证明复印件，在该名单备注栏中须注明国籍和
所列每个员工职务，并由员工本人签字。 

（7）劳务合同原件和/或劳务合同公证件，该合同须写明劳动部职业
和人力资源司所规定的条款（另外，该合同须经劳动部劳动检查部门认
证），合同应在劳动检查部门登记。 

（8）按劳动部要求，对在企业工作的厄瓜多尔员工进行培训的协议。 
（9）经公证的申请职位的学习和/或经验证书、文凭，须经厄瓜多尔

驻雇用的外籍人员所在国家领馆认证。如所需文件非西班牙语，则需要事
先译成西班牙语，该翻译文本需经公证员公证并要求翻译在厄瓜多尔领事
或民事法官面前签字。 

（10）支付职业身份证特殊费用（60美元）付讫凭证。该费用在劳动
部移民处官员审核提交文件并认定文件齐全后向财务司缴纳。 

如需更新劳动许可和职业身份证，除第8条外，须履行其他各个步骤
并随附以前的职业身份证。 

相关说明：（1）劳动许可是获得工作签证和职业身份证的前提条件；
（2）工程师须提交临时许可证；（3）文件需装订活页夹提交。 

厄瓜多尔外交部2014年7月22日出台新政策，从7月7日起外国人在厄
办理签证免除提交之前规定要求的厄瓜多尔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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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文件证明材料。具体政策条款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cancilleria.gob.ec/la-direccion-de-migracion-y-extranjeria-elimina-requisitos-e

mitidos-por-la-superintendencia-de-companias-para-la-obtencion-de-visas/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433474，22432965  

传真：00593-22433474  

电邮：ec@mofcom.gov.cn  

网址：ec.mofcom.gov.cn 

6.6.2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 

西班牙语名称：Cámara de Comercio de Empresas Chinas en Ecuador 

所在地：基多市 

地址：Naciones Unidas Avenue E 10-44 and Republica de El Salvador, 

Quito, Ecuador 

会长：杨华  秘书长：徐学忠 

电话：00593-958730697 

电邮：yuandong.cao@andespetro.com 

6.6.3 厄瓜多尔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外交人员办公楼2单元62号 

电话： 010-85319499 

电邮：eecuchina@cancilleria.gob.ec 

【商务处】 

地址：三里屯外交公寓办公楼1-11 

电话： 010-85319435 

电邮：aarmas@produccion.gob.ec 

【厄瓜多尔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17号远东国际广场B座17层1701室 

电话： 021-62350532 

传真： 021-62350539 

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厄瓜多尔驻广州总领事馆】 

mailto:eecuchina@cancilleria.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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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1801室 

电话： 020-38927650-0 

传真： 020-38927550 

领区：广东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6.6.5 厄瓜多尔投资服务机构 

表6-1  厄瓜多尔部分投资服务机构 

序

号 

机构

类型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投资

咨询

机构 

Afines S.A. 

Asesoria 

Financiera 

Chimborazo 418 y 

Aguirre, 2do 

piso-Oficina 203 

电话：593-4-2524773, 

593- 0999660973 

邮箱： 

infosoluciones@afines.fin.ec 

2 
Citadel Casa 

de Valores 

Luque y Pichincha 

(esquina), Edificio 

BancoPark - Piso 14 

电话：593-4-2320687 ext. 103, 

593-9-97641398 

邮箱：info@citadel.com.ec 

3 

资产

评估

机构 

TECNITASE

R CIA. 

LTDA. 

Quito - Ecuador / El 

Espectador E8-13 y 

Av.de los Shyris  

电话：593-2-600-4942,  

593 -0984523524 

INTECVAL 

S.A. 

Edificio City Office 

Piso 3 Of. 331. 

电话：5024752- 0990037516 

邮箱：info@intecvalsa.com 

4 

会计

师事

务所 

Grant 

Thornton 

Ecuador 

基多办公室：

Whymper N27-70 y 

Orellana Edif. 

Sassari (6to piso) 

瓜亚基尔办公室：

Condominio “Colón 

104” Of 2D. 

基多办公室： 

电话：593-2 -382-8370 

邮箱：contacto@ec.gt.com 

瓜亚基尔办公室： 

电话：593 -4-998011-230 

邮箱：contacto@ec.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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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udadela Kennedy 

Norte Calle Gabriel 

Pino Roca y Vicente 

Norero de Lucca 

5 AdvanceAudit 

Av. República del 

Salvador N35-82 y 

Av. Portugal，Edif. 

Twin Towers 

Oficina 12A, Quito 

电话：593-93-923-7033, 

 593 -2-2274-402 

邮箱：gerencia@advanceaudit.ec 

6 

律师

事务

所 

Puente & 

Asociados 

Estudio 

Jurídico 

Av. 6 de Diciembre 

N34-360 y Portugal, 

esquina. Edificio 

ZYRA, Piso 13, 

Oficinas 1303-1306, 

Quito 

电话：593-2-450 

5533/5534/5535/5536/5537 

资料来源：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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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 

（1）厄瓜多尔每4年举行一次大选，2021年是厄瓜多尔大选年。4月
11日，拉索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当选厄瓜多尔新一任总统，并于5月24

日就职，任期将至2025年5月。中资企业应密切关注厄瓜多尔政治局势，
特别是跟踪大选过程中各方形势及大选后续影响。 

（2）厄瓜多尔法规政策调整频繁，法律环境缺乏稳定性，政出多门，
劳工和环保规定较为严苛。厄政府于2017年废除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2国签
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目前尚未签署新协定。中国投资者需采取合法措
施规避风险，对投资和运营成本要有充分考虑，最好与政府签署投资协议，
以寻求投资保障和享受法律规定的优惠政策，并在合同中对纠纷仲裁等条
款与合作方明确达成一致，避免后续权益受损。 

厄瓜多尔依法保护土著居民权利。在投资影响的范围涉及土著居民
时，投资方需提前按相应法律规定做好预先咨询工作。 

（3）近年来，厄瓜多尔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盗抢事
件频发。计划赴厄瓜多尔投资经营的企业应对厄国内安全情况有所了解，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和财产安全。中资企业（项目）要严
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与驻地和工地周边军警联系，尽量安装监控装
置，夜间尽量不安排外出活动，尽量避免员工尤其是中方员工在当地银行
大量取现。如遭遇安全案件，首先务必确保人员安全，第一时间报警并通
知使馆，以便获得必要指导和协助。中国投资者在经济交往中要注意了解
客户的信誉和经济实力，核实对方各类经营许可，以免上当受骗。 

【案例】近年来，中资企业对厄瓜多尔矿业领域的投资日益增加，部
分矿业项目面临来自反矿分子和当地社区居民的较大阻力。相关投资企业
应高度重视和谐社区关系建设，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承包工程合作应注意： 

（1）建议中国企业在决定进入厄瓜多尔市场参与项目竞标时，选择
当地有一定渠道且人脉关系较好的代理协助获取信息，了解当地工程项
目，研究法律、法规、劳工政策和行事方式等相关情况，积极稳妥参与竞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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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国内相关规定，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参与工程承包项目时，
应与驻厄使馆经商处保持联系，及时在经商处办理机构和项目报到登记。 

（3）在项目建设中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履行合同中各项条款及约
定，注意处理好环保、社区、劳工等敏感问题，分阶段保质、保量、如期
完成中标项目。 

（4）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做好各类往来文件的管理，同业主、分包商
等工作对象的关键沟通内容尽量落实到纸面，并由专业法律人员确认，通
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承包工程合作项目众多。近年来，由于
各种复杂原因，部分合作项目面临审计罚款、工程质量、负面舆论等问题
带来的压力和困难。相关工程承包企业应严格把关工程质量，妥善应对行
政和司法机构调查，注重对媒体舆论进行正向引导。 

7.3 对外劳务合作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劳务合作应注意： 

（1）厄瓜多尔劳动力相对充裕，政府和相关部门尚未就境内工程项
目与外国政府或企业开展劳务合作，这方面具体规定不多。 

（2）如果与厄瓜多尔开展劳务合作，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容易产
生误解，为此，中国企业须做到： 

①切实执行中国各部委有关外派劳务的相关规定，选择具有国际劳务
合作资质和经验的正规企业。 

②事先全面了解厄瓜多尔相关法律法规、劳务市场行情、用工、工作
许可审批制度和签证管理制度，了解具体项目以及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
工资待遇等情况。履行项目审查，审慎完整地签订劳务合同，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 

③聘用资信好的法律、会计机构或人员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并严格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保证项目和劳务合同顺利执行。 

（3）重点关注厄瓜多尔政府类项目的付款风险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
行政效率有待提高、人事变更频繁等问题。如付款不及时到位将影响工人
薪金支付。 

（4）做好因劳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发生重大伤亡、财产受到
重大损失、群体性事件以及战争灾害等造成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及时采
取防控措施。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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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
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
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
服务。 

如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尽快
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信用
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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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多渠道、多层次建立与厄瓜多
尔政府主管部门、相关机构、行业协会、地方政府、部落、社区的联系。
利用现行法律和规则趋利避害，保护和争取切身利益，为企业发展创造更
大空间。 

对国会有关热点议题、可能出台或正在制定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涉及
外资企业的，进行充分了解。可与所在地区对经济、产业和就业等事务较
有影响力的议员加强交流沟通，向对方介绍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以及为
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做出的贡献，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可向对方反映企
业遇到的问题，寻求适当帮助。 

由于厄瓜多尔政府、媒体和公众均十分重视环保、合规等问题，中资
企业在厄执行项目均应重点关注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及时回应当地政
界和社区民众的关切。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厄瓜多尔基层工会组织繁多且较为活跃，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中国赴厄瓜多尔投资合作的企业，均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
行相应责任和义务，依法与工人签订劳工合同，按时发放工人工资，缴纳
各项社会保险。借鉴国内企业开展工会活动的经验，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
系，发挥企业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引导工会组织为企业献计献策，维护
工人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加强与当地工会的沟通交流，积极与企业内工会
代表对话，了解工人动向，将可能发生的劳资纠纷等矛盾在萌芽阶段解决，
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由于厄瓜多尔政府对本国劳工实行严格的保护，且工会组织有较强的
社会影响力，因此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执行项目均应处理好与工会的关
系。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开拓市场要强化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重视企业
发展与环保、开拓与安全的关系，密切与当地社区、部落和居民的关系，
适当出资支持社区生产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惠及、服务社区与民众。和
谐相处，互利共赢，为企业发展开创有利局面。学习、了解当地居民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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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习俗等社情民情，可结合中国或当地传统节日，举办一些特色
活动，邀请当地居民参加，增进彼此了解，拉近距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在厄中资企业和项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当地抗疫，当地民众
未因疫情对中资企业和项目产生明显的偏见甚至歧视。 

【案例】安第斯公司和中铁建铜冠公司，关注项目公司附近土著村落
民生，免费为当地群众修路、建立卫生所、小学校，当地重要节日进行慰
问和联欢，并优先雇佣当地劳动力，解决就业并提高当地家庭收入。 

 

                        中资企业帮助社区居民发展水产养殖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在厄瓜多尔，特别是少数民族、印第安部落较集中的省份和地区进行
投资合作、商务贸易的中国企业，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当地风俗
习惯。遇有重大民族节日或喜庆活动，要按当地习俗适当参与，融洽与周
边社区、部落的关系，展示中国企业亲民、融合的风范。 

【案例】在厄瓜多尔的大部分中资企业均能较好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通过雇佣项目周边居民、新建学校医院等方式增强与当地居民的联系。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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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政府、媒体和公众均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严格，相关制度较为健全，在能源、矿业以及林业等方面环保起点
和要求较高。中国在厄瓜多尔的企业须认真学习了解并遵守当地环保法规
和制度，提前做好环境和社区工作的评估，特别是在开展能源和矿业项目
合作过程中，要采取环保措施，切实保护环境。 

【案例】中铁建铜冠公司米拉多铜矿矿区植被茂密。该公司在矿山建
设过程中，建立专门的植物保育区，对珍稀树种采用移种等方式进行保护。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中国驻厄瓜多尔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愈加注重履行社会责
任，为中厄在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中国企业应继
续坚持并形成制度，从企业投资合作项目的盈利中，拨出合理比例的资金
作为基金有计划地回馈当地社会。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有针对性，使捐赠真正惠及社区与民众，起到促
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捐赠确实用在环保、教育、医疗等项目和
关系百姓生活及切身利益的饮水、道路建设等方面，更要资助和扶持社区
的生产活动，培训当地居民，使其掌握生产技能和开发致富渠道，提高生
活水平。 

【案例】2016年4月16日厄瓜多尔西北部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在震后
第一时间，中资企业不仅纷纷捐款捐物，而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投入抗
震救灾第一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捐款、派遣大型救援设备和对ECU911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
参与救灾。中国水电国际工程建设公司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项目当时首批
四台发电机组刚刚投入发电，该公司便积极配合厄瓜多尔电力部门延长发
电时间，克服技术困难，紧急投入第五台机组发电，保证特殊时期电力正
常供应。 

厄瓜多尔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第一时间向各
在厄中资企业发出号召，鼓励各企业在团结抗疫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向厄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众多中资企业克服自身防疫物资紧张等
困难，向当地捐赠了大批医疗物资，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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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企业捐赠抗震救灾物资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投资经营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等适当方式，宣传投资合作过程中对厄瓜多尔创造就业、增加税
收、提高行业竞争力、改善社区环境、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等起到的促进作
用，争取媒体的正面报道。通过媒体扩大企业在厄瓜多尔的影响，让厄瓜
多尔政府、业界、社区了解中国企业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互利共赢、谋求共
同发展，增信释疑，创造有利工作局面。 

由于当地媒体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且多数属右翼控制，热衷于关
注中资企业集中的政府类项目。中资企业应建立完整、专业的公共关系处
理团队，及时、主动、有效处理媒体的负面报道。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国企业和人员要学会与当地执法人员打交道。打交道较多的执法人
员有移民、交通、治安和司法警察，税务和海关官员，商检、检疫人员等。
无论是遇到上述执法人员对企业人员进行各种检查和询问，还是纠正中国
企业或人员某些行为的情形，都应在确认对方身份后配合其正当执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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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警惕个别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借机敲诈勒索，更要防范冒牌执法人
员进行犯罪活动，保证企业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瑰宝。随着中厄交往日益密切，不少
厄瓜多尔民众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企
业在厄投资时，宜将中国文化同“入乡随俗”有机结合起来，在投资合作、
融入社区的过程中，主动介绍中厄文化差异，以便厄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企
业的投资理念。还可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适当的方式与当地员工甚至社
区共同庆祝，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案例】中铁建铜冠公司经当地教育部门许可，聘请专门对外汉语教
师，在米拉多铜矿项目周边学校进行汉语教学。经过多年努力，目前镇上
已有一批学生初具汉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并积极参加汉语等级考试。 

 

  中资企业在项目周边学校开展汉语教学 

 

8.10 其他 

中国企业和人员无论是在厄瓜多尔开展长期投资贸易合作，还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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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考察、市场调研，均须遵守当地法规，做到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
重信誉，在社交场合举止端庄稳重，行为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待人诚恳
热情。交谈时，表情亲切、自然，说话和气，表达得体，体现中国企业家、
商务人员的气质、修养和风度。 

目前，在中国驻厄瓜多尔使馆经商处登记备案的中资企业近90家，主
要为资源能源和工程承包类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同为中资企
业，应避免出现恶意压价、互相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国使馆和中
资企业商会的指导下，合法有序地参与当地经济合作，维护中资企业在厄
瓜多尔良好声誉和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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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厄瓜多尔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或人员在发生经济、贸易等纠纷且经友好协商无
果时，可通过仲裁或法律途径解决，尽可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部分律所
信息如下： 

（1）FABARA & COMPAÑÍA Abogados 

网址：www.fabara.ec 

【基多分部】 

地址：Av. República 481 y Pasaje Martín Carrión 

电话：00593-22220550 

传真：00593-2 256836 

【瓜亚基尔分部】 

地址：Av. Miguel Alcívar Vásquez y Eleodoro Arboleda，Edf. Plaza Center, 

Oficina 404 

电话：00593-42287605 

传真：00593-42220575 

（2）BUSTAMANT & BUSTAMANTE LAW FIRM 

地址：Av.Amazonas E4-69 y Patria.Edificio COFIEC, Piso 4, 5, 10, 11, 16, 

17, 18.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562680  

网址：www.bustamanteybustamante.com.ec 

（3）Puente y Asociados 

地址：Av. 6 de Diciembre N34-360 y Portugal. Edificio ZYRA, Piso 13, 

Oficinas 1303-1306, Quito, Ecuador 

网址：www.puenteasociados.com 

电话：00593-2-450-5533/5534/5535/5536/5537 

（4）M Bodero y Asociados 

网址：boderoyasociados.com/ 

【基多分部】 

地址：Edificio Torre Centre, Av. Amazonas y Guayas Esquina, 4to piso, 

oficina 410 

电话：00593-024778110 

【瓜亚基尔分部】 

地址：Sector Puerto Santa Ana, Edificio Torreón, piso 1, oficina 105 

http://www.bustamanteybustamante.com.ec/
https://www.puenteasociad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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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93-042075051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平时应注意维护与当地各级政府关系，在企业权
益受到侵犯、与其他企业、部门或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企业内部出现劳资
纠纷等情况时，除寻求法律保护、启动应急预案自救、开展友好协商外，
还可视情寻求政府主管部门帮助。厄瓜多尔外商投资主管部门详见本《指
南》5.2.1。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公民）在当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时，中国驻外使领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
具体内容参见外交部领事保护服务。 

中国企业赴厄瓜多尔投资前应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完成在当地的企业
注册手续后，应及时到中国使馆（经济商务处）报到登记，并与经商处保
持密切联系。如遇困难，可向大使馆（经商处）寻求帮助；如有重大问题
和突发事件，应及时向公司总部和使馆（经商处）报告。 

（1）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433337/2433407（领事） 

网址：ec.china-embassy.org  

ec.chineseembassy.org   

电邮：chinaecuador1980@gmail.com 

（2）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433474 

电邮：ec@mofcom.gov.cn  

网址：ec.mofcom.gov.c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为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人员财产安全，确保在厄瓜多尔
合作顺利开展，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应根据厄政治、
经济、治安、疫情等各方面形势发展及作业区域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与中国驻厄大

mailto:chinaecuador198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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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经商处）保持密切联系。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并第一时间向国内派出单位、使馆（经商处）汇报，妥善应对处置，做好
善后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除制定本企业突发事件应急方案以及与中国驻厄
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处）保持密切联系外，建议同时与厄瓜多尔中央政府
以及作业区域所在地方政府军警、消防、环保等强力部门建立必要的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以应对和处置随时可能发生的环保、安全事故以及其
他意外事件。此外，可借助中资企业商会、侨团等机构平台，与其他中资
企业和华侨华人加强经验交流，互帮互助。 

厄瓜多尔紧急求助方式（一键报警电话）：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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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厄瓜多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基本情况】自2020年2月底报告首例确诊病例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
厄瓜多尔持续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
厄瓜多尔累计确诊病例542,960例，累计死亡病例33,650例；过去7日新增确
诊病例5,740例，新增死亡病例36例；每百人接种疫苗152.18剂次，完全接
种率为70.11%。厄瓜多尔接收的新冠肺炎疫苗有中国科兴、辉瑞、阿斯利
康等品牌。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厄瓜多尔守望相助、合作抗疫。2020年2月，厄
瓜多尔政府向中方捐赠部分医疗防护物资，用于湖北省抗疫。厄瓜多尔暴
发疫情后，中国政府、地方、企业、民间等各界向厄方捐赠大量抗疫物资，
分享防控诊疗经验，中方成为厄疫情期间的第二大捐助国。疫苗合作方面，
截至2021年7月上旬，安徽智飞龙科马在厄开展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中国政
府向厄提供部分疫苗援助，厄方采购的科兴疫苗到货600万剂，中国疫苗成
为厄疫苗接种、构筑免疫防线的主力。 

  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厄瓜多尔 

 

【疫情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次生影响严重冲击厄瓜多尔经济社会
发展。据厄瓜多尔央行测算，2020年3-12月，疫情给厄瓜多尔公私部门造成
163.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损失额占2020年厄GDP的16.6%。具体来看，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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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经济损失127.9亿美元，其中，商业、旅游业、制造业损失较大，亏损
额分别达55.1亿美元、18.1亿美元和17.2亿美元；公共部门经济损失35.9亿
美元，其中卫生部门损失最大，达28.9亿美元。据厄瓜多尔央行预计，2021

年厄GDP将增长2.8%。 

拉索政府积极推动经济重启，成效初显。据厄瓜多尔经济和财政部介
绍，2021年6月，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8%，较2019年同期水平亦略高。 

【复工复产】2020年3月中旬，由于疫情蔓延，厄瓜多尔政府宣布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除石油等部分战略领域项目维持生产外，大部分中资企业
实行居家办公，项目停工停产。随着厄“带疫复工”的推行，中资企业积
极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逐步恢复生产。 

10.2 疫情防控措施 

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乘飞机来厄瓜多尔的旅客在登机时，需提供
登机前 14 天已生效的疫苗接种证明或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
不再要求进行抗体检测。同时，自巴西和印度始发、经停或中转的旅客，
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均需提供登机前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在
入境厄瓜多尔后进行 10天的预防性隔离。厄瓜多尔对出境旅客无特殊管制，
出境旅客需关注入境国疫情防控要求。 

疫情发生以来，厄瓜多尔全国应急行动委员会（COE）视疫情形势变
化，对人员入境以及跨境或境内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政策进行经常性调整，
可关注该委员会公告，以便及时掌握有关政策变化，查询入口： 

www.gestionderiesgos.gob.ec/resoluciones-coe/。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厄瓜多尔新任政府将 100 天为 900 万民众接种新冠疫苗作为施政首要
任务。2021年 7月 6日，总统拉索召开新政府生产内阁首次会议，研究推
动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的有关政策。       

【就业】将加快新冠疫苗接种，增加返岗员工人数；拟出台《劳动机
会法》，为非正式员工和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拟颁布《紫色经济法》，
为雇佣女性员工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生产、外贸和投资】将推进关税改革，降低行业生产成本，推进工
业园区建设。 

2021年 8月 1日起，厄瓜多尔对外贸易委员会下调 667种产品关税（包
括对 590 种产品实施免税），以降低生产成本，激发生产部门活力，创造
就业，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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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将通过厄瓜多尔银行和国家促进银行向农民提供长期贷款。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为缓解本国小微企业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出口等行业生存压力，
保障就业，厄瓜多尔政府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延长其增值税、
所得税和社保缴纳期限，通过国家金融公司等国有金融机构发放长期、低
息贷款，延长国有银行、社保局等公共机构客户贷款还款期限，鼓励劳资
双方就疫情期间薪酬工时和保留工作岗位等内容达成一致。企业应充分研
究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认定范畴，妥善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厄瓜多尔未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台专门扶持政策，但拉索政府正积极
研究推进公私部门特许经营项目、加大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有关的政策举
措。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在厄瓜多尔的中资企业如遇到疫情等突发事件，应做到以下几点： 

（1）调整摆正心态。正确认识病毒，保持乐观积极态度，科学有效做
好防控，不散布不实消息、传递恐慌情绪。 

（2）做好自我防护。储备必要生活和防疫物资，减少不必要人员流动，
避免人员聚集，加强驻地消杀和人员健康状况监测。 

（3）完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应对机制，形成应急预案。当
出现人员疑似感染或确诊时，及时在厄瓜多尔卫生机构和中国驻厄瓜多尔
使馆（经商处）的指导下获得救助。 

（4）妥善维护利益。与厄瓜多尔行业和卫生部门保持联系，吃透、用
好厄政府相关政策，做好与业主的沟通解释工作，在法律和合同框架内积
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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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厄瓜多尔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政府部门】 

（1）总统府 

网址：www.presidencia.gob.ec/ 

（2）政府部 

网址：www.ministeriodegobierno.gob.ec/ 

（3）国防部 

网址：www.defensa.gob.ec/ 

（4）外交和移民事务部 

网址：www.cancilleria.gob.ec/ 

（5）经济和社会包容部 

网址：www.inclusion.gob.ec/ 

（6）公共卫生部 

网址：www.salud.gob.ec/ 

（7）教育部 

网址：www.educacion.gob.ec/ 

（8）城市发展和住房部 

网址：www.habitatyvivienda.gob.ec/ 

（9）文化和遗产部 

网址：www.culturaypatrimonio.gob.ec/ 

（10）体育部 

网址：www.deporte.gob.ec/ 

（11）经济和财政部 

网址：www.finanzas.gob.ec/ 

（12）旅游部 

网址：www.turismo.gob.ec/ 

（13）生产、外贸、投资和渔业部 

网址：www.produccion.gob.ec/ 

（14）农业和畜牧业部 

网址：www.agricultura.gob.ec/ 

（15）劳动部 

网址：www.trabajo.gob.ec/ 

（16）交通和公共工程部 

网址：www.obraspublicas.gob.ec/ 

（17）电信和信息化社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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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 

（18）环境、水资源和生态转型部 

网址：www.ambiente.gob.ec/ 

（19）能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 

网址：www.recursosyenergia.gob.ec/ 

 

【其他公共部门】 

（1）国家税务局 

网址： www.sri.gob.ec/web/guest/home 

（2）电力监管署 

网址： www.regulacionelectrica.gob.ec/ 

（3）国家民航总局 

网址： www.aviacioncivil.gob.ec/ 

（4）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 

网址： www.supercias.gob.ec/portalscvs/ 

（5）银行监管署 

网址： www.superbancos.gob.ec/bancos/ 

（6）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址： www.derechosintelectuales.gob.ec/ 

（7）标准化局 

网址：www.normalizacion.gob.ec/ 

（8）国家统计和普查局 

网址：www.ecuadorencifras.gob.ec/institucional/ 

（9）社会保障局 

网址： www.iess.gob.ec/ 

（10）海关总署 

网址：www.aduana.gob.ec/ 

（11）中央银行 

网址： www.bce.fin.ec/ 

（12）国家总审计署 

网址： www.contraloria.gob.ec/ 

（13）国家总监察署 

网址： www.pge.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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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

一览表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5年12月，并于2016年3月正式更名
为中资企业商会，会员企业涉及工程承包、能源资源、金融和通讯等领域。
2021年3月起，安第斯石油有限公司担任商会会长单位和秘书长单位，川
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和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任副秘书长单位。 

（1）商会宗旨： 

在厄瓜多尔法律框架内，推动中资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增进中
资企业和厄瓜多尔工商界的了解和沟通；促进中厄经济贸易合作；代表会
员与厄瓜多尔政府和商界交涉经济、商务等方面的事宜，维护会员合法权
益；通过商会活动，为会员获得商业、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帮助会
员开拓市场，指导和协调中资企业合法经营、公平竞争。 

（2）联系方式： 

所在城市：基多 

地址：Naciones Unidas Avenue E 10-44 and Republica de El Salvador, 

Quito, Ecuador 

联系人：曹远东 

电话：00593-958730697 

电邮：yuandong.cao@andespetro.com 

【主要华人社团】 

厄瓜多尔华侨华人联合会、华侨华人总会、华人华侨总商会等。 

【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安第斯石油 xuezhong.xu@andespetro.com 

2 国药 liuxiaobao@sinopharm.com  

3 川庆 ccdc@ccdc-ec.com   

4 中石化国工 administracion@sinopecservice-ec.com 

5 中铁建铜冠 info@corriente.com.ec 

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zhouqian53@huawei.com                                                                                                        

7 中国路桥 zhangx@crbc.com 

8 葛洲坝 cggcecuador@cggcintl.com 

9 中铁十四局 crcc14th.ec@hotmail.com 

10 中铁一局 chenxinghu86@gmail.com  

mailto:liuxiaobao@sinopharm.com#inbox/_blank
mailto:ccdc@ccdc-ec.com#inbox/_blank
mailto:administracion@sinopecservice-ec.com#inbox/_blank
mailto:zhangx@crbc.com
mailto:cggcecuador@cggc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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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铁九局 zhouxiaoyu@crec-9.com 

12 中工国际 shaoyinghuan@camce.com.cn 

13 中国电建 baina@powerchina-intl.com 

14 西安西电 xdamerica@163.com 

15 中海油 lingqy2@cnooc.com.cn 

16 中水对外 enriquehou@hotmail.com 

17 中电子 shenxiaoming@ceiec.com.cn 

18 兖矿 changwen_wang@live.cn 

19 哈电 zhangxuejun@china-hei.com 

20 中兴 li.junhua1@zte.com.cn 

21 中土 dongzhihong@ccecc.com.cn 

22 CMEC liukai@mail.cmec.com 

23 中电工 liuchang7_11@hotmail.com 

24 金风科技 harensong@goldwind.com.cn 

25 特变电工 kun.zhang@tbea-latino.com 

26 湖南黄金 zhouys66@163.com 

27 庄胜 xiao.juan@junefieldgroup.com 

28 长江设计院 67721821@qq.com 

29 黄委设计院 yrec.ecuador@gmail.com  

30 烽火科技 zhuxs@fiberhome.com.cn 

31 中水产烟台渔业 zhangwei@newyanyu.com 

32 中国医药 hanpengxi@mehecointl.com.cn 

33 中国港湾 kjchen@chec.bj.cn 

34 山东科瑞 mollyshao@keruigroup.com 

35 中冶武勘 Lumou97@163.com  

36 山东外经 zhaoxin@china-csi.com.cn 

37 中铁十九局 447812605@qq.com 

38 青岛市政 qdsznmbsc@163.com 

39 苏美达 changpf@sumec.com.cn 

40 海大 fangl@hai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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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厄瓜多尔》，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
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厄瓜多尔的入门向导，
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
仅供读者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
由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编写，参加2021版《指南》撰稿工作
的人员分别为：陈峰（参赞）、陈嘉辉、王瑀楠、徐佳。商务部研究院对
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改。商
务部美大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厄瓜多尔中央
银行、公司、证券和保险监管署、国家统计和普查局等中厄政府部门以及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网站，部分驻
厄中资企业为本书编撰提供了宝贵信息和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
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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