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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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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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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编制办公室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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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岛国，位于东加勒比海

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北纬 12 度，西经 61 度，南

距委内瑞拉海岸约 160 公里。国土包括主岛格林

纳达，以及距离主岛以北 37 公里的卡里亚库、小

马提尼克等岛屿，总面积 344 平方公里，人口 11

万。格林纳达风景秀丽，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岛

内终年郁郁葱葱，美不胜收。众多的白沙海滩，

奇异的珊瑚礁构成了天然的旅游胜地。每年来自

北美、欧洲几十万人次的游客到此度假，享受自

然美景。格林纳达盛产肉豆蔻，是著名的“香料

之国”。  

格林纳达为加勒比共同体（简称“加共体”）成员，属于发展中国家，

社会安定，犯罪率低，国家法制较为健全，政府官员清廉。格林纳达投资

政策优惠，对外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

境报告》，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格林纳达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第 146

位。目前，外来投资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和房地产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格林纳达政府采取果断应对措施，颁布旅行禁

令、停飞航班、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全行业停工停产，并开展国际合作，

参与加共体疫情联防联控，接受外国抗疫援助，在较早阶段就有效管控了

疫情。目前，格林纳达社会运转有序，治安总体良好，已恢复航班，全面

复工复产。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 年格经济出现八年来首次衰退，GDP

下滑 12.2%，但 2021 年有望恢复至 6%的增长。财政收支连续年保持盈余，

债务率八年来首次上升，对外贸易仍保持较大逆差。2021 年，格林纳达政

府将经济复苏、转型升级、社区建设作为三大施政重点，推动经济数字化

转型，发展清洁能源。 

中国和格林纳达于 2005 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双边政治、经贸、文

化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2015 年，中格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互免签证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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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两国公民持有效护照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或过境都可免办签证，免

签停留期限是 30 天。2018 年，中格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

录，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 

格林纳达市场小，在格林纳达投资的中国企业为数不多，除承担对格

援助任务的中资企业外，有个别中资企业在格林纳达从事工程承包和酒店

业务。在格林纳达投资的企业需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保护生态环境，多雇用当地工人，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欢迎您来格林纳达投资兴业，为中格友好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主任 张波涛 

         2021 年 6 月 

 

 



i  
格林纳达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 1 

1. 国家概况 ............................... 2 

1.1 发展简史 ............................ 2 

1.2 自然环境 ............................ 2 

1.2.1 地理位置 ........................ 2 

1.2.2 自然资源 ........................ 3 

1.2.3 气候条件 ........................ 4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 4 

1.3.1 人口分布 ........................ 4 

1.3.2 行政区划 ........................ 4 

1.4 政治环境 ............................ 5 

1.4.1 政治制度 ........................ 5 

1.4.2 主要党派 ........................ 6 

1.4.3 政府机构 ........................ 6 

1.5 社会文化 ............................ 7 

1.5.1 民族 ............................ 7 

1.5.2 语言 ............................ 7 

1.5.3 宗教和习俗 ...................... 7 

1.5.4 科教和医疗 ...................... 7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 8 

1.5.6 主要媒体 ........................ 9 

1.5.7 社会治安 ........................ 9 

1.5.8 节假日 .......................... 9 

2. 经济概况 .............................. 11 

目  录 



ii  
格林纳达 

 

2.1 宏观经济 ........................... 11 

2.2 重点/特色产业 ...................... 12 

2.3 基础设施 ........................... 13 

2.3.1 公路 ........................... 13 

2.3.2 铁路 ........................... 13 

2.3.3 空运 ........................... 13 

2.3.4 水运 ........................... 13 

2.3.5 电力 ........................... 14 

2.3.6 数字基础设施 ................... 15 

2.4 物价水平 ........................... 15 

2.5 发展规划 ........................... 16 

3. 经贸合作 .............................. 18 

3.1 经贸协定 ........................... 18 

3.2 对外贸易 ........................... 18 

3.3 吸收外资 ........................... 19 

3.4 外国援助 ........................... 19 

3.5 中格经贸 ........................... 20 

3.5.1 双边协定 ....................... 20 

3.5.2 双边贸易 ....................... 20 

3.5.3 中国对格投资 ................... 21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 21 

4. 投资环境 ............................... 2 

4.1 投资吸引力 .......................... 2 

4.2 金融环境 ............................ 2 

4.2.1 当地货币 ........................ 2 

4.2.2 外汇管理 ........................ 2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 3 



iii  
格林纳达 

 

4.2.4 融资渠道 ........................ 3 

4.2.5 信用卡使用 ...................... 3 

4.3 证券市场 ............................ 4 

4.4 要素成本 ............................ 4 

4.4.1 水、电、气、油价格 .............. 4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 5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 8 

4.4.4 建筑成本 ........................ 9 

5. 法规政策 .............................. 10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 10 

5.1.1 贸易主管部门 ................... 10 

5.1.2 贸易法规 ....................... 10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 10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 10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 11 

5.2 外国投资法规 ....................... 12 

5.2.1 投资主管部门 ................... 12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 12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 15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 15 

5.2.5 基础设施 PPP模式的规定 ......... 16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 16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 16 

5.5 企业税收 ........................... 17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 17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 17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 18 

5.6.1 经济特区介绍 ................... 18 



iv  
格林纳达 

 

5.7 劳动就业法规 ....................... 18 

5.7.1 劳工（动）法核心内容 ........... 18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 19 

5.8 外国企业在格林纳达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 20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 20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 20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 21 

5.10 环境保护法规 ...................... 21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 21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 21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 21 

5.10.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 21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 22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 22 

5.12.1 许可制度 ...................... 23 

5.12.2 禁止领域 ...................... 23 

5.12.3 验收规定 ...................... 23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 23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23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 23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23 

6. 在格林纳达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 25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 25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 25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 25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 25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 25 



v  
格林纳达 

 

6.2.1 获取信息 ....................... 25 

6.2.2 招标投标 ....................... 26 

6.2.3 政府采购 ....................... 26 

6.2.4 许可手续 ....................... 26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 26 

6.3.1 申请专利 ....................... 26 

6.3.2 注册商标 ....................... 27 

6.4 企业在格林纳达报税的相关手续 ....... 27 

6.4.1 报税时间 ....................... 27 

6.4.2 报税渠道 ....................... 27 

6.4.3 报税手续 ....................... 27 

6.4.4 报税资料 ....................... 28 

6.5 工作准证办理 ....................... 28 

6.5.1 主管部门 ....................... 28 

6.5.2 工作许可制度 ................... 28 

6.5.3 申请程序 ....................... 28 

6.5.4 提供资料 ....................... 28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28 

6.6.1 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 ..... 28 

6.6.2 格林纳达中资企业联谊会 ......... 28 

6.6.3 格林纳达驻中国大使馆 ........... 29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

进中心 ............................... 29 

6.6.5 格林纳达投资服务机构 ........... 29 

7. 中资企业在格林纳达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 30 

7.1 境外投资 ........................... 30 

7.2 对外承包工程 ....................... 30 



vi  
格林纳达 

 

7.3 对外劳务合作 ....................... 30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 31 

8. 中资企业在格林纳达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 32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 32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 32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 32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 33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 33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 33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 34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 34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 34 

8.10 其他 .............................. 3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格林纳达如何寻求帮助 ... 35 

9.1 寻求法律保护 ....................... 35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 35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 35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 35 

9.5 其他应对措施 ....................... 36 

10. 在格林纳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 37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 37 

10.2 疫情防控措施 ...................... 37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 37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 38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 38 



vii  
格林纳达 

 

附录 1 格林纳达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 39 

附录 2  格林纳达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
资企业一览表 ............................. 43 

后记 ..................................... 44 



1  
格林纳达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格林纳达（Grenada）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格林

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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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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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纳达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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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
纳达》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格林纳达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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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格林纳达在 1498 年被航海家哥伦布发现，1650 年被法国殖民占领。
1756 年英国与法国争夺格林纳达，1783 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正式确认
格林纳达归英国所有。1877 年，格林纳达被英国正式列为直辖殖民地，
由英国女王直接任命总督。1967 年，格林纳达成为拥有内部自治权的英
国附属国。1974 年 2 月 7 日，格林纳达获得独立，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格林纳达独立后，国内各党派为争夺政权频频发生政变，1983 年，
美国以保护侨民和应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请求干预为由，与牙买加、多米尼
克、巴巴多斯等 6 个加勒比国家联合出兵格林纳达。1984 年 12 月，格林
纳达恢复大选，新民族党（NNP）获得政权。之后，党内发生分裂，产生
两个新党派——民族民主大会党（NDC）和民族党（TNP）。2013 年 2

月，以基思·米切尔为领袖的反对党 NNP 赢得众议院全部席位（15 席），
基思·米切尔出任总理。2018 年 3 月，NNP 再次席卷众议院全部 15 个
席位，基思·米切尔第五次出任总理，再次开启一个新的五年任期。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格林纳达政府采取临时关闭边境、实行
宵禁、推迟举办体育赛事等举措，取得积极成效，并于 2021 年 2 月启动
疫苗接种计划，为全面开放经济做准备。目前格林纳达政局稳定。 

格林纳达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但由于人员和经费所限，主要参加
联合国（UN）、美洲国家组织（OAS）、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CARICOM）以及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的会议和活动。格林纳
达支持上述国际、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宪章、章程和宗旨，在重大国际问
题上，格林纳达通常支持上述国际、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协调一致的立场。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的最南端，
北纬 12 度，西经 61 度，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 160 公里。国土包括主岛
格林纳达，以及距离主岛以北 37 公里的卡里亚库、小马提尼克等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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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344 平方公里，其中主岛面积 311 平方公里，卡里亚库诸岛约 33 平
方公里。主岛格林纳达呈南北走向，长约 33 公里，以火山喷发形成的山
地为主，最高峰圣凯瑟林山海拔 840 米。 

格林纳达地处西 4 时区，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晚 4 个小时，比北
京时间晚 12 个小时。无夏令时。 

格林纳达 Grand Anse 海滩 

1.2.2 自然资源 

格林纳达植物资源比较丰富。植被面积广阔，几乎覆盖全岛，以天然
热带林木和灌木为主，山区有大片雨林。主要林木有肉豆蔻树、香蕉树、
可可树。75%的热带雨林归国家所有。国花为三角梅（bougainvillea）。
肉豆蔻、香蕉、可可是格林纳达主要的出口农作物。格林纳达曾经是世界
上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大肉豆蔻生产国，占世界产量的 30%，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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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国”之称。与肉豆蔻和可可相关产业直接和间接创造近两万人的就业
机会。 

格林纳达无大型野生动物，以小型野生动物为主，如犰狳、蜥蜴、刺
猬鼠、鸟类等。鸟的种类多达 150 种，国鸟为格林纳达鸽（Grenada dove）。
格林纳达政府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著名
的大伊塘湖自然保护区占地 15.4 平方公里。 

据格林纳达政府公布的信息，格林纳达有一定储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处于勘探开发阶段。 

1.2.3 气候条件 

格林纳达属热带雨林气候。一年两季，1 月至 5 月为旱季，6 月至 12

月为雨季，年平均气温 24℃-26℃。7 月至 10 月天气较热，最高气温 35℃，
12 月至 3 月，天气较凉爽，最低气温 18℃。雨季时有飓风。2004 年 9

月的“伊万”和 2005 年 7 月的“埃米莉”飓风使格林纳达遭受了较大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2020 年，格林纳达人口为 11.2 万，自然出生率为 1.59%，自然死亡
率为 0.96%。2010-2018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0.4%，妇女平均生育率
为 2 个孩子，女性平均寿命为 75.6 岁，男性平均寿命为 70.8 岁，男女比
率为 1.05: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7 人。 

圣乔治教区位于格林纳达西南角，人口约为 3.78 万。首都圣乔治位
于该区北部，人口约 1 万人，政府各部都集中于此。位于格林纳达岛东部
的圣安德鲁区是格林纳达最大的教区，人口约 2.65 万，首府格伦维尔是
格林纳达第二大城市。卡里亚库和小马提尼克岛人口约 8000 人。 

1.3.2 行政区划 

格林纳达全国划分为 6 个区和 2 个岛：圣乔治区、圣戴维区、圣安德
鲁区、圣帕特里克区、圣马克区、圣约翰区、卡里亚库岛和小马提尼克岛。
各区间依河流、小溪和山梁等自然地理条件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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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圣乔治（St. George's），人口约 1 万，位于主岛西南端圣乔治
区，既是格林纳达的行政中心，也是其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格林纳达商
贸、金融和主要宾馆沿西海岸分布，区中部的大安斯海滩是格林纳达的旅
游重心。区内有能够停靠巨型客货轮的码头和起降大型飞机的机场，区公
路向东、东北和北延伸，直通格林纳达其他主要城市。格林纳达国家体育
场和总医院也位于该区。 

格林纳达第二大城市格伦维尔位于岛东部的圣安德鲁区。该区是格林
纳达最大的区，是格林纳达出口农产品的最大产地，以生产加工肉豆蔻、
可可和香蕉为主，有格林纳达最大的肉豆蔻种植园。该区历史悠久，在首
府格伦维尔北郊发现大量古代印地安人使用的工具和武器，现已被认定为
世界重要考古遗址之一。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元首】格林纳达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
元首，任命总督代表其行使国家主权。现总督塞茜尔·拉格雷纳德（Dame. 

Cecile La Grenade）于 2013 年 5 月 7 日宣誓就任格林纳达第六任总督，
也是格林纳达独立后的第一位女总督。 

【议会】格林纳达实行议会民主制，拥有参众两院立法机构，任期均
为 5 年。众议院议席为 15 席，从 15 个选区大选产生，党派大选时在众议
院席位超过半数，即取得执政权。参议院议席为 13 席，由总督根据总理、
反对党领袖提名任命。2018 年 3 月，格林纳达举行大选。执政党新民族
党再次获得众议院全部 15 席，党领袖基思·米切尔(Keith MITCHELL)连任
总理。2019 年 11 月，众议员托比亚斯·克莱门特宣布退出新民族党，2020

年 4 月克被格林纳达总督任命为议会反对派领袖并宣誓就职。 

【司法机构】格林纳达法律体系以英国习惯法为基础。设有最高法院
和地方法院。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1991 年格林纳达加入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后，其司法权移至东加勒比最高法院，东加勒比国家司
法委员会选任格林纳达法院法官，但终审机构为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军队】格林纳达无正规武装部队，只有准军事力量，又称特别服务
部队（SSU：Special Service Unit），人数约为 300 人，承担国家安全及
重要部门的防务工作。该力量同时受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内的地区安全体系
（RSS：Regional Security System）管辖，是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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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总部设在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皇家警察部队总人数约为 940 人，分为
交通、移民、缉毒、情报、刑事调查、经济调查、特别行动、检察机构、
警察培训学校、警察总部等部门。 

1.4.2 主要党派 

【新民族党】执政党。1984 年 8 月成立后，在格林纳达八次全国大
选中六次获胜组阁（1984 年、1995 年、1999 年、2003 年、2013 年和
2018 年）。2013 年 2 月、2018 年 3 月两次大选均获得众议院全部席位
（15 席），赢得大选。现任领袖为基思·米切尔（Keith Mitchell），主席
安东尼·博茨维恩（Anthony Boatswain）。 

【民族民主大会党】反对党。1987 年 10 月成立，系由新民族党部分
成员和民主劳工大会、格林纳达民主劳工党合并而成。1990 年至 1995 年、
2008 年至 2013 年两次执政。现任领袖弗兰卡·亚力克西丝·伯纳丁
（Franka Alexis-Bernardine），副领袖阿德里安·托马斯（Adrian 

THOMAS）。 

【格林纳达全国联合阵线党】2012 年 11 月成立，杰罗姆·约瑟夫
(Joseph Jerome)为该党临时筹备委员会主席。2018 年 3 月参与大选，但
未获众议院席位。现任领袖格莉妮丝·罗伯茨（Glynis Roberts）。 

1.4.3 政府机构 

政府总理任期为 5 年，通过大选产生，由总督任命，总理牵头组成内
阁管理国家事务。格林纳达本届政府于 2018 年 3 月 25 日组成。本届政
府设有 1 个总理办公室和 13 个部，总理米切尔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公共
管理、青年发展、内政、信息通讯技术和灾害管理部长。 

2020 年 10 月改组内阁后，目前的 13 个部分别是：国家安全、公共
管理、青年发展、内政、信息通讯技术和灾害管理部，司法部，卡里亚库
和小马提尼克事务、地方政府部，基础设施发展、交通和执行部，农业、
土地和林业部，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宗教事务和新
闻部，外交、国际商务和加共体事务部，民航、旅游、气候变化和环境部，
贸易、工业和消费者事务部，体育、文化艺术、合作社和渔业部，住房、
社区发展、社会服务和医院服务部，劳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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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内阁设 1 位总理（兼任部长），总理办公室另设 1 名负责济贫、
制服津贴、特殊项目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部长，1 名负责青年发展的部长和
1 名负责防灾的国务部长。现任内阁 16 位部长中有 7 名为女士。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格林纳达人口以非洲后裔为主，并有少部分印第安后裔。黑人约占总
人口的 82%，混血人占 13%，白人及其他人种占 5%。大约 50%的人口
年龄在 30 岁以下。 

在格华人华侨总计约 40 人,主要从事餐饮、个体经商和建筑。 

1.5.2 语言 

格林纳达官方语言为英语，少数居民还使用一种法语与当地土语混杂
的语言。中小学校开设有西班牙语、法语课程。格玛丽秀社区大学设有孔
子课堂，教授中文。 

1.5.3 宗教和习俗 

格林纳达大部分居民有宗教信仰，其中约 60%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
30%信奉基督教，还有圣公会、长老会、循道公会、基督科学派、浸礼会、
七日基督降临派、门诺派、五旬节派、福音派教会、清教徒等多种教义，
另外有印度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巴哈教等信徒。 

周末是宗教信徒上教堂做礼拜的法定日子，因此周六商店经营时间较
短，法律规定周日停业。工作时间穿着较正式，重大节日和教堂活动时须
着正装或民族服装。 

1.5.4 科教和医疗 

【教育】格林纳达以英式教育为主。全国识字率 96%。大部分中小学
校为公立或政府协办，可为 5-16 岁学生提供免费义务教育，除书本费外，
其他费用全免，小学和中学学制均为 7 年。格林纳达最高学府为美国私人
资本于 1976 年设立的圣乔治大学，以医学专业为主，共招收了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现有学生 8256 人，66%来自美国，11%为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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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达本土学生，教职工约 1000 人。西印度大学在格林纳达设有分院——

玛丽秀社区大学，主要为本国高中毕业学生提供大专教育。此外，格有 26

所公立中学。首都圣乔治有一免费公共图书馆。每个区都设有职业培训中
心。格林纳达还有许多职业技术学校，如医药学校、农业学校、渔业学校、
教师培训学校等。 

【医疗】格林纳达国有医院、卫生中心和医疗站为本国公民提供免费
医疗和基础药品，但化验费、放射线检查费、手术费、特殊药品费将全部
或部分自理。格林纳达医疗机构除本国医生外，还从古巴、中东等国家聘
请医生，以弥补本国医生不足。格医疗设备较落后，重大手术本国不能完
成，病人需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英国等进行手术。另外，政府通
过社区卫生服务项目为居民提供医疗、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与治理、社区
幼儿护理等服务。居民通过向私有保险公司投保，获得个人医疗保障。 

格林纳达处于登革热、黄热病、肝炎、流感、基孔肯雅热以及艾滋病
的流行地区。其中，登革热由蚊虫叮咬传染。格林纳达高血压、糖尿病、
艾滋病、泌尿系统结石现象较普遍。 

目前在格林纳达没有中国援外医疗队。2008 年，中国政府曾向格林
纳达派出援外医疗队，为期两年。2015 和 2018 年，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先后两次访问格林纳达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格林纳达工会（GTUC: Grenada Trades Union Council）作为总会，
其下有 7 个相对独立的工会组织：技术工人联盟（TAWU：Technical & 

Allied Workers' Union），银行和普通工人联盟（BGWU： Bank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格林纳达教师联盟（GUT：Grenada Union of 

Teachers），工商业工人联盟（CIWU：Commercial & Industrial Workers' 

Union），公共部门工人联盟（PWU：Public Workers' Union），海员和
码头工人联盟（SWWU：Seamen and Waterfront Workers' Union），格
林纳达体力、海上和智力劳动者联盟（GMMIWU：Grenada Manual 

Maritime and Intellectual Workers' Union）。这些组织在格林纳达影响力
较大，尤其是 TAWU 和 GUT，代表劳动者利益，与政府和外国企业等进
行劳工工作、福利、待遇等谈判。 

此外，还有格林纳达律师协会（Grenada Bar Association）、格林纳
达肉豆蔻合作协会（GCNA：Grenada Cooperative Nutmeg Association）
等群众团体。 



9  
格林纳达 

 

1.5.6 主要媒体 

【电视媒体】格林纳达政府新闻局（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GIS）是政府信息服务中心，下设有一个电视制作中心（12 频道）。另有
5 个私有电视台，分别是：格林纳达广播电视网（11 频道，Grenada 

Broadcasting Network-GBN）、梅特兰电视台（9 频道和 30 频道，Maitland 

Television，  MTV）、WEE TV 电视台、灯塔电视台（Lighthouse 

Television）、格林纳达有线网（6 频道，Grenada Cablevision，CC6）。 

【广播电台】格林纳达有 10 个私有广播电台，主要是：格林纳达之
声（Voice of Grenada）：FM 88.9 或 95.7 或 103.3，阳光调频（Sun FM）:FM 

98.5，城市之声（City Sound）：FM 97.5，真实 919（Real 919）：FM 

91.9，WEE 调频（WEE FM）：FM 93.9，香都调频（Spice Capital）：
FM 90.1，卡亚克调频（Kayack）等。 

【报纸媒体】格林纳达有 5 份周报和 1 份月刊。分别是：《格林纳达
之声》（“The Grenadian Voice”）、《新今日》（“The New Today”）、
《信息报》（“Informer”）、《格林纳达倡导者》（“The Grenada Advocate”）、
《香岛周报》（“Spice Isle Review”），1 份月刊是《藤壶》（“Barnacle”）。 

【网络媒体】格林纳达新闻网站主要有：今日格林纳达
（www.nowgrenada.com），Mikey 现场报道（www.mikeylive.com）。 

【媒体协会】格林纳达有媒体工人协会（Media Workers Association 

of Grenada，MWAG）。 

格林纳达主流媒体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大多进行正面报道，中国对格援助项目和提供抗疫物资相关仪式均受到格
主流媒体积极报道。 

1.5.7 社会治安 

格林纳达社会治安状况较好。根据格林纳达法律，居民不可以持枪，
但商业企业出于安全原因，可以向警察机构申请购买并持有枪支。 

1.5.8 节假日 

格林纳达实行 5 天工作制，周六、周日为公休日。政府公务员按工龄
和职务享受每年 7-40 天不等的公休假。 

2020 年格林纳达法定公共假日共有 13 天，分别是： 

新年（New Year 's Day）：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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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2 月 7 日； 

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4 月 10 日；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Easter Monday）：4 月 13 日； 

劳动节（Labor Day）： 5 月 1 日； 

圣灵降临节（Whit Monday）：6 月 1 日； 

基督圣体日（Corpus Christi）：6 月 11 日； 

解放日（Emancipation Day/August Holiday）：8 月 3 日； 

狂欢节周一（Carnival Monday）：8 月 10 日； 

狂欢节周二(Carnival Tuesday)： 8 月 11 日； 

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10 月 25 日； 

圣诞节（Christmas Day）：12 月 25 日； 

节礼日（Boxing Day）：12 月 26 日。 

 



11  
格林纳达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表 2-1：2016-2020 年格林纳达经济发展情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DP（亿美元） 10.62 11.26 11.69 12.11 10.89 

GDP增长率（%） 3.74 4.44 4.14 1.98 -11.23 

人均GDP（美元） 9628.3 10153 10486 10816 9680 

人均GDP增长率(%) 3.11 3.87 3.60 1.48 -11.6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下载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下同 

【第一、二、三产业分布比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20 年格
林纳达第一产业增加值 5113.5 万美元，占 GDP 比重 4.87%；第二产业增
加值 1.40 亿美元，占 GDP 比重 13.38%；第三产业增加值 7.13 亿美元，
占 GDP 比重 67.92%。 

【财政收支】根据格林纳达 2021 财政预算报告，2020 年格财政收入
6.54 亿东加元（约 2.42 亿美元），占 GDP 比重 23.2%，同比下降 15.9%；
接受无偿援助 1.45 亿东加元（约 4244 万美元）；财政盈余 8220 万东加
元（约 3044 万美元），占 GDP 比重 2.9%，连续六年实现财政盈余，但
低于过去 5 年 5.3%的平均占比。 

【通胀率】2020 年，格林纳达通胀率为-1.0%。 

【失业率】截至 2020 年底，格林纳达失业率为 18.1%。 

【债务情况】新冠疫情前，格林纳达政府根据《财政责任法》（Fiscal 

Responsibility Law），实施审慎财政政策。2013-2019 年，格林纳达实现
债务率“七连降”，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从 2013 年的 107%降至 2019

年的 55.8%。 

新冠疫情暴发后，格债务率开始上升。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格林纳
达公共部门债务总额为 21.107 亿东加元，占 GDP 的比重为 67.2%。其中，
外债 16.448 亿东加元，占债务总额的 77.9%，其中 64.2%为国际多边机
构贷款；内债 4.659 亿东加元，占债务总额的 22.1%。 

格林纳达举借外债的规模和条件受 IMF 等国际组织限制。2019 年
《IMF 与世界银行对格林纳达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报告》认为，格林纳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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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危机国（Debt Distress），有 1900 万美元双边外债违约。2020 年 4

月，格林纳达从 IMF 获得紧急贷款，并参加 G20 暂缓债务偿付倡议。根
据世界银行数据，格在 2020 年最多暂缓偿付 900 万美元的双边债务。 

【信用评级】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标普对格林纳达主权信用评
级为 B-，展望为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根据格林纳达 2021 年度财政预算报告，2020 年格林纳达各行业经济
运行情况如下： 

【农业】2020 年格农业产值预计下降 13.1%，其中，2020 年上半年，
肉豆蔻产量同比下降 11.8%，出口同比下降 47.3%，可可产量同比下降
16.5%，出口同比下降 40.5%。 

【渔业】2020 年一季度，渔业产值同比增长 1.5%。 

【旅游业】2020 年上半年，抵格游客人数为 20 万人次，同比下降
34.6%。游客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勒比地区、加拿大和欧盟。 

【制造业】2020 年一季度格制造业产值下降 8.9%。 

【建筑业】2020 年上半年格建筑材料进口额同比下降 21.2%，零售
额同比下降 26.2%。 

【电力和供水】2020 年上半年格用电量下降 7.0%，其中工业和商业
用电量分别下降 11.2%和 12.8%，家庭用电量上升 1.8%。用水量下降
0.2%。 

【货运】2020 年上半年，货物运输量同比下降 18.1%，其中进口海
运货物和空运货物分别下降 6.8%和 19.7%，出港海运和空运货运量分别
下降 33.3%和 39.5%。 

【数字经济】2021 年 2 月 12 日，格林纳达当地企业哈金斯（Huggins）
公司使用东加元数字货币（DCash）完成一笔交易，这是东加勒比货币联
盟（ECCU）首笔东加元数字货币试点交易。自 2021 年 7 月起，格政府
将通过快速响应码（QR）形式发放制服津贴和老年人津贴，受益人可使
用智能手机凭代码在部分商店扫码购物。此举配合格林纳达《2021 虚拟
资产商业法案》（Virtual Assets Business Bill 2021），促进数字经济发
展。 

【能源】2012 年，格林纳达启动卡里亚库风力发电项目。2016 年，
格林纳达政府通过电力法案开始电力行业改革，打破电力垄断，旨在吸引
更多外资进入当地电力行业参与公平竞争，进而实现降低电价、发展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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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目标。2021 年 1 月，格财政部长鲍恩线上出席了主题为“新冠疫
情-能源转型”的第十一届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大会部长级会
议，在会议报告中指出，格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第二
次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承诺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0 年基础
上减少 40%，并通过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逐步向可再生能源过
渡，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目前的 1.5%提高到 2030 年的 50%，希望 IRENA

在政策制定、技术援助和优惠融资等领域予以支持。 

【企业】格林纳达为小经济体，无大型企业。 

2020 年 12 月格政府以 6300 万美元协议价格回购 WRB 公司所持格
林纳达电力公司（GRENLEC）股份，成为 GRENLEC 最大股东。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格林纳达公路总长约 1127 公里。有一条环岛公路和若干贯穿全岛的
主要公路，通往各教区。连接机场和首都圣乔治及第二大城市格伦维尔的
公路路况良好。山区公路狭窄、崎岖。 

2.3.2 铁路 

格林纳达无铁路。 

2.3.3 空运 

格林纳达有 3 个机场，其中，莫瑞斯·毕晓普国际机场（Maurice Bishop 

International Airport）位于格林纳达西南端，距离首都圣乔治 6.5 英里，
该机场有通往加勒比国家如安提瓜、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文
森特、牙买加以及北美如纽约和迈阿密、欧洲如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客货航
班，每周约 130 架航班抵达，一天起降量约 35 次，吞吐量每周近万人次。
卡里亚库岛有一小型机场，一架 10 人座的飞机每天从格林纳达飞往卡里
亚库。 

中国至格林纳达的主要航线为：北京/上海–纽约–格林纳达，北京/上
海–法兰克福–格林纳达，北京–伦敦–格林纳达。 

2.3.4 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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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全岛有近 40 个大小不等的码头，首都圣乔治为主要港口城
市，圣乔治港游轮码头可提供 375 米长泊位两个，水深 10.6-19 米。内港
码头提供 335 米长的泊位一个，水深 9 米，客货轮两用。岛北部港码头可
停泊一艘万吨级客轮。格林纳达有便利的水上交通，有快艇、游船和渡船
服务。平均每年约有 360 艘游轮停靠格林纳达港口。格林纳达虽然没有自
己的船运公司，但运输代理可提供全程服务。格林纳达港口具备 3.6 万平
方英尺泊位和 5 英亩集装箱堆放区。 

圣乔治港货运码头 

2.3.5 电力 

格林纳达电力公司（GRENLEC）是格林纳达唯一电力供应商，此前
由美国 WRB 公司持股 50%并运营，格政府回购后，拟通过世界银行和国
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聘请国际先进企业管理运营。根据格林纳达
政府与委内瑞拉政府签订的石油合作协议，GRENLEC 向总部设在牙买加
的 Petro-Caribe 公司购买委内瑞拉燃料油用于发电，可满足全国生产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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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电所需，2015 年全国发电量为 185GWh。（电压：单相电流 220 伏，
50 赫兹；三相电流 110 伏） 

2.3.6 数字基础设施 

【电话】格林纳达有数家电信运营商。其中，Flow 公司经营有线电
视、因特网、固话、无线通讯服务，Digicel（格林纳达）移动电话公司，
经营无线通讯业务。全国各教区均设有通讯塔站，国际通话效果较好。 

【互联网】目前互联网使用高速宽带，最快网速可达 10Mbps，可以
无线上网。格林纳达移动通信网络为 4G，尚无引入 5G 的计划。 

新冠疫情期间，个别超市、餐馆开通了网上订购服务。2021 年 2 月
12 日，格林纳达当地企业哈金斯（Huggins）公司使用东加元数字货币
（DCash）完成一笔交易，这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ECCU）首笔东加元
数字货币试点交易。自 2021 年 7 月起，格政府将通过快速响应码（QR）
形式发放制服津贴和老年人津贴，受益人可使用智能手机凭代码在部分商
店扫码购物。 

格林纳达应用基础设施和商用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无大
型数据中心、云计算、云服务、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网络零售、
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移动支付等服务平台尚未普及。 

2.4 物价水平 

与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一样，格林纳达生活品价格较高。肉、奶制品、
大米等食品基本依赖进口，服装、家具、电器、轻工业品等更是完全进口。
本国人口少，市场小，虽然每年几十万的游客带动了消费，但也抬高了物
价。2020 年底，格林纳达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 111.2。 

表 2-2：格林纳达基本生活品价格 

种类 品名 价格（美元） 品名 价格（美元） 

粮食类（每千克） 大米 1.20 面粉 1.61 

蔬菜类（每千克） 

生菜 4.59 西红柿 3.44 

西兰花 5.74 黄瓜 2.21 

土豆 1.82 西瓜 2.48 

肉蛋禽类（每千克） 牛肉 20.50 猪肉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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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肉 6.64 鸡蛋（30枚） 7.40 

其他 食用油（每升） 4.09 牛奶（每KG） 1.90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 2021 年 6 月市场调研数据 

2.5 发展规划 

2019 年，格林纳达政府制定了《2020-2035 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2020–2035）。该规划着重于
加强人力资源培训、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活力、创造具有竞争
力的商业环境、打造适应气候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保障能源
安全和使用效率。查询网址： 

www.gov.gd/sites/default/files/docs/Documents/others/nsdp-2020-2

035.pdf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格林纳达基础设施总体较为落后，制约了社会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格林纳达政府历来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优先发展领
域 。 格 林 纳 达 《 2021 财 政 预 算 报 告 》 （ 网 址 ：
gov.gd/sites/default/files/docs/Documents/budgetspeech/budget-speec

h-2021.pdf）规划的基础实施项目主要包括道路升级改造、供水和污水处
理、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防控等领域。 

重点项目包括： 

格林纳达应对气候变化供水项目（Grenada Climate Resilience Water 

Sector Project (G-Crews)）：资金来自绿色气候基金、德国政府和格林纳
达政府，总额 1.25 亿东加元（约 4630 万美元）；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项目（Enhanced Direct Access (EDA) 

Project）：资金来自绿色气候基金，总额 5400 万东加元（2000 万美元）； 

莫里斯·毕晓普国际机场（MBIA）升级改造项目（Maurice Bishop 

International Airport (MBIA) Upgrade）：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 

世界银行在加勒比地区航空运输连接项目（CATCOP）提供 1700 万
美元资金用于莫里斯·毕晓普国际机场新的货运设施、跑道末端安全区域和
仪表着陆系统建设； 

圣约翰河防洪项目（St. John's River Flood Control Project）：总投
资 2700 万东加元（约 1000 万美元）； 

http://www.gov.gd/sites/default/files/docs/Documents/others/nsdp-2020-2035.pdf
http://www.gov.gd/sites/default/files/docs/Documents/others/nsdp-2020-20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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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特里克道路升级改造项目（St. Patrick's Roads Rehabilitation 

and Upgrading Project）：总额 2700 万东加元（约 1000 万美元），资
金来自 OPEC 国际发展基金（OFID）贷款； 

自然灾害恢复重建 /古亚乌地区极端降雨项目（Natural Disaster 

Rehabilitation & Reconstruction/ Gouyave Extreme Rainfall Project）:总
额 2300 万东加元（约 860 万美元），资金来自东加勒比开发银行贷款；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项目（ 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roject）：总额 4090 万东加元（约 1514 万美元），由加勒比开发银行
资助； 

西部主干道道路升级项目（Western Main Road Corridor Upgrade 

Project）:资金来自英国-加勒比基础设施基金（DFID），总额 4670 万东
加元（约 1730 万美元）； 

格林纳达供水扩建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升级项目（Grenada Water 

Supply Expansion System & Sewerage Improvement Project）: 资金来
自英国-加勒比基础设施基金，总额 3480 万东加元（约 1288 万美元）； 

第3期农村通公路项目（Agriculture Feeder Road Phase III- Package 

1）：格政府出资，总额 4680 万美元（约 1733 万美元）。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 年 5 月，格林纳达出台了《2021 虚拟资
产商业法案》（Virtual Assets Business Bill 2021），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但基础网络能力建设（例如移动通信网络，5G 网络发展）、应用基础设
施建设（例如大型数据中心、云计算、云服务发展规划，企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作出具体规划，商用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网络零售、
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移动支付等服务平台建设）尚处起步阶段。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格林纳达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
了第二次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承诺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0

年基础上减少 40%，并通过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逐步向可再生
能源过渡，将可再生能源占比从目前的 1.5%提高到 2030 年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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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格林纳达是世界贸易组织、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以下简称“加
共体”）及其单一市场经济（CSME）以及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的
成员国，享受并承担 CARICOM 和 CSME 内部及与区外国家签订的有关
经贸协议规定的多边经济合作优惠和义务，主要有加共体原产地规则、《加
勒比盆地倡议》（与美国）、《加共体—加拿大贸易协定》《加共体与欧
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共体—委内瑞拉协定》《加共体—哥伦比亚协
定》《加共体—多米尼加协定》《加共体—古巴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加
共体—哥斯达黎加协定》等。 

此外，加共体成员国之间签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同时，格林纳达
与英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与英国、美国签订了保护和促进投资协
定。格林纳达于 1975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据《加勒比盆地倡议》和《加共体—加拿大贸易协定》，美国、加
拿大对原产于格林纳达的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根据《加共体与欧盟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格林纳达大部分产品和服务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格
林纳达依赖商品进口，货物贸易逆差大，自身辐射作用较小，受外来因素
影响较大。其中，影响格林纳达对贸易伙伴国经济辐射能力的因素主要包
括：出口农产品产量（供应的稳定性）及质量、制造业轻工产品对于周边
国家的互补性、旅游产品的性价比以及税收、运输、金融和政府服务等。 

3.2 对外贸易 

【贸易总额】据格林纳达 2021 财政预算报告，2020 年上半年，格进
出口总额 5.27 亿东加元（约 1.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7%。其中，进
口总额 5.06 亿东加元（约 1.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20.2%；出口总额 2120

万东加元（约 553 万美元），同比下降 55.3%；贸易逆差 4.85 亿东加元
（约 1.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4%。 

【贸易伙伴】格林纳达贸易伙伴主要为加共体成员国、欧盟和北美国
家，2019 年，格林纳达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美国（1440 万美元）、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244 万美元）、圣卢西亚（235 万美元）、法国（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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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荷兰（192 万美元）。主要进口来源国为美国（9990 万美元）、
加拿大（6810 万美元）、中国（1450 万美元）、英国（1190 万美元）、
巴西（1010 万美元）。 

【商品结构】2019 年，格林纳达主要出口商品包括：鱼类（910 万
美元）、肉豆蔻（650 万美元）、可可（312 万美元）、水果（223 万美
元）、面粉（213 万美元）；主要进口商品包括：航空飞行器（6250 万
美元）、禽肉（1040 万美元）、汽车（1030 万美元）、石化产品（936

万美元）。 

【服务贸易】2018 年格林纳达服务贸易总量约为 7.3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71.68%，其中旅游业占 90.3%，交通运输占 2.7%，保险和金融占
1.1%。 

【数字贸易】格林纳达数字经济尚处起步阶段。 

3.3 吸收外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 年，
格林纳达吸收外资流量为 1.46 亿美元，吸收外资存量为 14.02 亿美元。 

根据格林纳达政府数据，格林纳达 2018 年吸收外资 1.48 亿美元。主
要外资来源地为：欧洲（包括英国）、美国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如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主要投资的行业为旅游业（占投资总额的 95%以上）
及少部分的服务业（零售、电信、金融和离岸教育）和制造业。 

电信业两大公司均为外来投资，Flow 来自英国；Digicel 来自牙买加，
投资 1500 万美元于格林纳达移动通讯运营项目。金融和保险业绝大部分
为外资企业。 

制造业主要外来投资企业为：总公司设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格林纳
达啤酒厂和委内瑞拉投资的 Sissons 油漆厂。 

旅游业方面， 2018 年底，埃及投资商累计投资 1.25 亿美元建成
Silversand 酒店。此外，还有多个外资酒店、公寓项目在开发中。 

3.4 外国援助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8 年，格林纳达共接受外国双边援助 240

万美元（不含中国）。其中，新西兰 7 万美元、日本 13 万美元、英国 24

万美元、德国 89 万美元、欧盟 51 万美元、加拿大 15 万美元、澳大利亚
4 万美元，形式多为无偿援助、技术合作等。此外，中国向格林纳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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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援助。加勒比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绿色气候基金、OPEC 国际发
展基金、英国-加勒比基础设施基金等多边机构也经常性提供贷款等援助。
另据媒体报道，绿色气候基金和德国援助格林纳达供水项目，总预算为
4529.7 万欧元（约合 1.35 亿东加元），实施期限为 2019-2025 年；2020

年 6 月，欧盟和加拿大分别向包括格林纳达在内的加勒比国家提供 1100

万美元和 2000 万加元无偿援助，用于相关国家支付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
基金（CCRIF）保费；2020 年 6 月，世界银行向格林纳达提供 800 万美
元无息贷款，支持数字化经济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向格林纳达提供了多批抗疫物资。此外，
古巴政府向格林纳达捐赠医疗物资，并派出两批医疗队来格；委内瑞拉政
府向格捐赠 3000 个快速检测试剂盒、20 万美元现金；格林纳达获得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1640 万特别提款权（约 2240 万美元）；加勒比开发银行
向格林纳达提供 59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世界银行向格林纳达提供 2500 万
美元无息贷款；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认定格林纳达可暂缓偿付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到期债务约 900 万美元。截至 2021 年 5 月，印度向格
林纳达捐赠了 23000 剂阿斯利康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全球
供给计划（COVAX 计划）向格林纳达提供 45600 剂阿斯利康疫苗。 

3.5 中格经贸 

3.5.1 双边协定 

2006 年 5 月 31 日，中格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林纳达
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09 年 6 月，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格林
纳达互免持外交、公务（官员）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并于 2010 年 1 月
17 日生效。2014 年 7 月双方草签《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
2018 年格议会批准以上条约；2015 年 6 月中格两国公民互免签证协议正
式生效。2018 年 3 月，中格签署民航、运输、航权安排有关文件；9 月，
中格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同月，格议会还批准了中格引渡
条约、中格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3.5.2 双边贸易 

表 3-1：2016-2020 年中格贸易额统计表 

（单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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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贸易总额 
贸易总额

增幅（%） 
中国出口 

中国出口

增幅（%） 
中国进口 

中国进口

增幅（%） 

2016 7,331 -26.2 7,322 -26.2 9 -27 

2017 10,712 45.7 10,700 45.7 12 41.8 

2018 13,149 22.7 13,146 22.9 3 -77.8 

2019 14,587 11 14,587 11 2 -9.6 

2020 15,452 5.9 15,408 5.6 44 1659.1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中国对格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 年中国对格林纳达无直接投资；截至 2020

年末，中国对格林纳达直接投资存量 2712 万美元。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 年中国企业在格林纳达无新签承包工程合
同，完成营业额 1948.98 万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21 人，年末在
格林纳达劳务人员 20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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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建的格林纳达国家板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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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格林纳达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国家法制较为健全，投资政
策优惠，对外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格林纳达在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15 个成员中为发展中国家。受国际和地区形势影响，格林
纳达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对地区和国际金融市场依赖程度高。目前，外来
投资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和房地产业。根据世界银行《2020 年全球营商环
境报告》，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格林纳达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第
146 位。 

2009 年，格林纳达政府出台《电子政府区域整合项目贷款授权法》
（ E-GOVERNM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JECT, LOAN 

AUTHORISATION ACT）。根据该法案，格财政部批准贷款 650 万东加
元实施该项目。但总体来看，格林纳达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较低，政府
线上服务业务不多。具体信息可查询格政府网站：https://gov.gd。目前，
格政府正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新冠疫情期间，游客入境需提前在网上申
请。自 2021 年 7 月起，格政府将通过快速响应码（QR）形式发放制服津
贴和老年人津贴，受益人可使用智能手机凭代码在部分商店扫码购物。格
林纳达政府尚未出台支持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格林纳达使用的货币为东加勒比元（简称“东加元”）。由东加勒比
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在加勒比几个国家或地区流通，具体包括：英属安圭
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英属蒙特塞拉特、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当地银行接受美元、欧元或
英镑等外币，自由兑换东加勒比元。东加勒比元多年来一直采用钉牢美元
汇率政策，汇率保持稳定，1 美元兑换 2.7 东加元。2021 年 3 月 31 日，
1 欧元兑换 2.98 东加元。人民币与东加勒比元不可直接结算。 

4.2.2 外汇管理 

https://gov.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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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东加勒比中央银行自由化规定，格林纳达对外币及证券没有限
制。个人或企业（不分国内或国外）均可在办理外币业务的商业银行开立
美元或东加勒比元或其他帐户，但汇率由中央银行确定。美元汇进、汇出
不受限制，但外资企业或外国人将在格林纳达的经营收入、红利、企业的
资金汇出时，需先缴纳 15%的代扣税。政府或银行对汇出资金的性质进行
审核。携带超过 1 万美元现金出入境需要向海关申报。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格林纳达的外汇储备存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设立的东加勒比中央银
行，该银行由各成员国出资组建，总部设在圣基茨和尼维斯，各成员国均
在其中享有一定份额，但不得随意支取。根据该央行规定，各成员国如需
动用外汇储备，必须凭本国货币（即东加元）到东加勒比中央银行购买外
汇。 

【银行】格林纳达有 4 大商业银行，均为外资银行，依次为：第一加
勒比国际银行（First Caribbean and International Bank）、安提瓜商业银
行（Antigua Commercial Bank）、格林纳达合作银行（Grenada 

Co-operative Bank Ltd.）和共和银行(Republic Bank)。格林纳达还是总部
设在巴巴多斯的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CDB）
的成员国。 

目前，第一加勒比国际银行（First Caribbean and International Bank）
与格林纳达中资企业有较多业务往来。中国与格林纳达还未有金融业间的
合作，在格林纳达尚未开设中资银行。此外，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
户，需要提交营业执照、章程、股东签名、财务报表等资料。 

【保险公司】主要保险公司包括 Netherlands Insurance Co. Ltd.、Sun 

General Insurance、Sagicor Life、Demerara Mutual Life Assurance、
Antillean Group、GTM Group of Insurance Companies 等，开展财产保
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等业务。 

4.2.4 融资渠道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 年格林纳达银行贷款利率为 6.847%，借款
利率 1.165%。格林纳达对外资企业在格林纳达融资借款没有明确限制，
政策较灵活，具体取决于各商业银行融资条款和贷款利率。另外，在格林
纳达开保函有一定难度，且以现金质押形式。由于格林纳达银行规模有限，
不会批准金额过大的贷款，基本不超过几百万美元。 

4.2.5 信用卡使用 

https://www.grenadachamber.org/index.php/netherlands-insurance-co-ltd
https://www.grenadachamber.org/index.php/sagicor-life
https://www.grenadachamber.org/index.php/demerara-mutual-life-assurance
https://www.grenadachamber.org/index.php/antillean-group
https://www.grenadachamber.org/index.php/gtm-group-of-insurance-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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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现金使用比较普遍。个人及商户可在格林纳达大型超市及宾
馆使用当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以及 Visa 卡、MasterCard 卡等国际信用卡。
此外，其他中国发行的银行卡在格林纳达不能使用。 

4.3 证券市场 

格林纳达本国无证券市场。目前，格林纳达有 3 家公司通过设在圣基
茨的东加勒比证券市场上市，格林纳达政府和企业也通过此证券市场销售
债券。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格林纳达的水、电、气价格实行分用途、多种收费制度，包括居民使
用价格、商业用途价格和工业用途价格。 

表 4-1：格林纳达工业和生活用电、用水、用气价格 

基础

设施 
单位 用途 

价格 

东加元 美元 
政府收费

（VAT） 
其他收费（美元） 

电 

每千

瓦时

（非

燃料

收

费） 

工业用 0.3283 0.1216 
15%的非燃

料收费 

另按工业装机功率

每马力收2东加元

（0.7407美元），

最 低 10 东 加 元

（3.70美元） 

商业用 0.4479 0.1659 
15%的非燃

料收费 
 

民用 

0.4155

（每月 

最低：4） 

0.1539 

（每月 

最低：

1.48） 

消 费 99 度

电以内按非

燃料收费的

5%征收 

超过99度后另征收

环境税：99-149：

1.85美元 

150以上：3.70美元 

燃料收费按每月使用量计算每度0.2932美元（0.7916东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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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每千 

加仑 

民

用 

<2800加仑 3.00美元 

每 月 固 定 收

费：4.00美元 

排水费为

水 费 的

1/3。所有

价格包含

增 值 税

VAT 

2801-5500加仑 5.00美元 

>5500加仑 7.50美元 

非

民

用 

21.35 东加

元 

合7.91美元 

每 月

固 定

收费 

<2800加仑：5.56美元 排水费为

水 费 的

2/3，另征

收VAT，

为水费和

排水费的

15% 

2801-2万加仑：12.50美元 

20001-10万加仑：51.85

美元 

>10万加仑：203.70美元 

罐 装

煤气 

100

磅 
民用 202.4东加元 

74.8美

元 
无 

柴油 加仑 零售 14.12东加元 
5.23美

元 
无 

汽油 加仑 零售 15.82东加元 
5.69美

元 

无 

资料来源：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格林纳达劳动力人口约 5.5 万人，约占人口总量的 50%。小学文化水
平者占劳动力队伍的 40%，中学文化水平者占 31.1%，专科及大学以上者
约占 14.5%。根据格林纳达国家保险金制度规定，所有企业雇员必须每月
按工资或薪水的 5%，雇主按付给雇员工资或薪水额的 6%缴纳国家保险
金（NIS）。 

表 4-2：各行业平均月工资估测标准 

（单位：美元） 

行业 职位 月薪 职位 月薪 职位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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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经理 1200 会计师 1037 秘书 463 

职员 333 保安 296   

建筑 
工程师 1037 电工 667 木工 555 

水暖工 535 泥瓦工 520 辅助工 296 

旅游 
厨师长 593 厨师 370 招待 296 

服务员 222 清洁工、杂工 185   

制造 
监工长 333 机修工 463 切割工 370 

杂务工 185 操作员 222 压制工 196 

注：建筑业工人有 A、B、C 类等级；一些职位在格林纳达不同区标准不同 

资料来源：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 

 

表 4-3：格林纳达最低工资标准 

职业 适用教区 最低工资标准（东加元） 

一、工业工人（含

服装加工） 

机械师 所有教区 85/天 

切割工 所有教区 60/天 

机械操作工 所有教区 45/天 

清洁工/包装工 所有教区 35/天 

二、文职人员 

圣·乔治、圣·安德鲁、

卡里亚库 
900/月 

其他教区 700/月 

三、保安 所有教区 8/小时 

四、家政人员 

所有教区 
725/月,每周工作 4 天或少于

四天按天付酬，35/天 

五、老年人护工 所有教区 700/月 

六、面包店工人 
面包师 所有教区 240/周 

点心师 所有教区 24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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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 所有教区 170/周 

七、农业工人 所有教区 
6.50/小时，保证支付每天 5

小时工作的薪水 

八、建筑工人 

木工 

A 级 所有教区 100/天 

B 级 所有教区 85/天 

C 级 所有教区 70/天 

泥瓦工 

A 级 所有教区 90/天 

B 级 所有教区 80/天 

C 级 所有教区 65/天 

细木工 

A 级 所有教区 100/天 

B 级 所有教区 85/天 

C 级 所有教区 70/天 

油漆工 

A 级 所有教区 85/天 

B 级 所有教区 75/天 

C 级 所有教区 65/天 

水管工 

A 级 所有教区 85/天 

B 级 所有教区 75/天 

C 级 所有教区 65/天 

电工 

A 级 所有教区 100/天 

B 级 所有教区 80/天 

C 级 所有教区 60/天 

钢筋工 

A 级 所有教区 90/天 

B 级 所有教区 75/天 

C 级 所有教区 65/天 

九、店员 所有教区 7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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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务行业（酒

店行业） 

厨师 

圣·乔治、圣·戴维、

卡里亚库 
750/月 

其他教区 600/月 

调酒师 

圣·乔治、圣·戴维、

卡里亚库 
700/月 

其他教区 550/月 

服务员 

圣·乔治、圣·戴维、

卡里亚库 
650/月 

其他教区 550/月 

助理工人/辅助

工人 

圣·乔治、圣·戴维、

卡里亚库 
550/月 

其他教区 500/月 

十一、汽车司机 

低于 5 吨 所有教区 60/天 

5-20 吨 所有教区 80/天 

20 吨以上 所有教区 90/天 

十二、巴士司机 所有教区 60/天 

十三、巴士售票员 所有教区 35/天 

资料来源：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 

 

格林纳达对外籍劳务的需求主要是各类技术和管理岗位人员，包括厨
师、护士、医生、各行业工程师、技术工人等。现有外来务工人数约 1200

人，另有 500 多人为格林纳达政府及政府项目从事咨询、技术指导及技术
合作等。格林纳达失业率较高，格政府为促进就业，近年来要求基建项目
除必要技术工种外，普通工种必须全部从格当地雇佣。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2021 年，格林纳达圣乔治 Trueblue 地区学生公寓租金为每月
1200-2000 美元，高档公寓为 1500-2500 美元；位于圣乔治 Frequ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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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工业园的土地租金为 0.5 美元/平方英尺；圣乔治郊区 Woodlands 地
区土地售价约为 5 美元/平方英尺。 

4.4.4 建筑成本 

格林纳达建筑行业用的建材产品，除可自产部分空心砖外，其他所有
材料均从周边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口，大批量供应有局限。 

表 4-4：2021 年 5 月格林纳达市场上主要建材价格 

序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美元） 产地 

1 水泥 42.5KG/袋 t 145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2 河砂 细 t 30 圭亚那 

3 青石子 0.5/0.75英寸 t 10.23 格林纳达 

4 钢筋 
直径8mm∽ 

直径20 
t 均价1251 美国 

5 商品砼 3000PSI 立方码 120.27 格林纳达 

6 商品砼 3500PSI 立方码 144 格林纳达 

7 商品砼 4000PSI 立方码 151 格林纳达 

8 商品砼 4500PSI 立方码 158 格林纳达 

9 商品砼 5000PSI 立方码 143.33 格林纳达 

10 泵送费 象泵 立方码 11.11 格林纳达 

11 水泥空心砌块 150*200*400 千块 1040 格林纳达 

12 水泥空心砌块 200*200*400 千块 1220 格林纳达 

13 塑钢窗  M2 100 格林纳达 

14 外墙涂料 5加仑/桶 桶 125 格林纳达 

15 内墙涂料 5加仑/桶 桶 100 格林纳达 

16 氧气 2000PSI 瓶 53.70 美国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调研数据 



 
格林纳达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格林纳达贸易、工业和消费者事务部主管格林纳达贸易事务，负责制
定国家出口战略、促进出口、贸易谈判等。下设格林纳达标准局、格林纳
达固体废物管理局和市场推广及国家进口董事会等机构。 

5.1.2 贸易法规 

贸易相关法规包括： 

《关税法》（CUSTOMS DUTIES ACT） 

《海关法》（CUSTOMS ACT） 

《贸易纠纷（仲裁和调查）法》（TRADE DISPUTES (ARBITRATION 

AND INQUIRY) ACT） 

《国家度量法》（NATIONAL METROLOGY ACT） 

《出版物进口（禁止）法》（IMPORTATION OF PUBLICATIONS 

(PROHIBITION) ACT） 

《纺织品进口（配额）法》（IMPORTATION OF TEXTILES (QUOTAS) 

ACT） 

《鱼类进口（管理）法》（IMPORTATION OF FISH (REGULATION) 

ACT） 

《肉豆蔻产业法》（NUTMEG INDUSTRY ACT） 

《香蕉产业（保护和质量控制）法》（BANANA (PROT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ACT 

《农业保护法》AGRICULTURAL INDUSTRIES PROTECTION ACT 

网址：https://laws.gov.gd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公司注册为贸易商可享受进出口优惠和税收减免。格林纳达出口商需
要向海关等部门提交欧盟统一报关单（SAD）、发票、相关许可证等文件。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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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标准局作为格林纳达国家法定机构，负责对进出口商品进行
检验。对有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进出口货物，格林纳达标准局有权对其属性、
质量、尺寸、等级、保质期、原产地及其他性能进行抽检或测试分析，并
对涉及货物生产方法、程序、加工指南、相关数据和商标、包装及广告内
容等进行审查。未达标准的出口货物，标准局通知格林纳达港务局和海关
给予禁止出口、销售并贴注标签。进口货物的商标必须符合格林纳达标准
商标的要求，不可导致误解或与他国商标相类似。对于强制性标准，如提
供格林纳达标准局认可的原产地国检验机构出具的有关检验结果报告，进
口货物予以放行。农产品出口以及鱼、肉、活体动物进出口需获得相关许
可证。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格林纳达《海关法》对进出格林纳达口岸的所有物资、船泊、飞机和
人员等的监管和征税，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海关法》同时规定了加勒比
共同体和东加勒比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以及许可证制度；另规定
了具体的停靠码头、登陆点和检查站。格林纳达海关作为财政部下属部门，
按照法律进行执法检查和征税。 

格林纳达《关税法》（CUSTOMS DUTIES ACT）对在格林纳达办理
货物进出口手续、申请关税消费税等减免、货物原产地证明及对特别商品
进出口税及许可证等进行了规定。 

格林纳达海关征税的税率按照加勒比共同体统一税率征收。法令规定
所有来自加勒比共同体以外的进口货物，须按货物 CIF 价征收 5%-40%的
进口税（CET）。如经政府投资部门审批核准，对鼓励类项目所需设备及
物资的进口可获关税减免。海关同时对进口货物按 CIF 和 CET 合计值征
收 25%（加共体成员国来源货物按 CIF 值）的一般消费税（GCT）。政
府批准项目可免除此消费税。另对所有进口货物按 CIF 价征收 6%的海关
服务费（ CSC ）。格林纳达关税税则可登陆其海关网站查询
（www.grenadacustoms.com）。对于货物错误申报，海关将处以 5 倍于
货值或 10 万东加勒比元的罚款。 

表 5-1：主要进口商品关税税率 

商品 关税税率 

大米 42.25% 

面粉 10% 

水泥 48.75% 

钢筋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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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 56% 

空调 56% 

电视机 38% 

汽车 
25%（GCT税率：新车20%，二手车60%；另再征环境

税：新车和5年内二手车2%，5年以上二手车30%）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整理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 Grenada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GIDC）是格林纳达政府专门设立的国有投资和工业发展促
进机构，负责政府优惠政策的实施，为本国和外国在格林纳达投资提供便
利服务。主要职能有：提供市场、经济和贸易信息，从事测试和标准化服
务，支持项目开发和融资，提供出口带动和投资便利服务。 

GIDC 受理外商在格林纳达投资的申请，批准外商在格林纳达设立企
业，同时为政府鼓励性项目办理优惠和免税审核。公司由总经理负责，格
林纳达财政部指定相关政府人员成立公司董事会，不定期召开董事会，审
议重大投资事项。 

为支持投资企业经营，除 GIDC 外，格林纳达其他一些机构也为企业
提供服务，如：国家开发基金会、格林纳达开发银行、格林纳达财政部经
济事务办公室、格林纳达国际金融服务局（GIFSA）、格林纳达旅游委员
会、格林纳达工商会、格林纳达雇主联盟、格林纳达电信业监管委员会等。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与外国投资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投资激励法》（INVESTMENT CODE INCENTIVES ACT） 

《财政激励法》（FISCAL INCENTIVES ACT） 

《宾馆业资助法令》（HOTELS AID ACT） 

《公司法》（COMPANIES ACT） 

《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 

《增值税法》（VALUE ADDED TAX ACT） 

《消费税法》（EXCISE TAX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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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税法》（FOREIGN EXCHANGE TAX ACT） 

《财产转移税法》（PROPERTY TRANSFER TAX ACT） 

《 国 际 金 融 机 构 法 》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SATIONS ACT） 

《保险法》（INSURANCE ACT） 

《卖据法》（BILLS OF SALE ACT） 

《汇票法》（BILLS OF EXCHANCE ACT） 

《土地收购法》（LAND ACQUISITION ACT） 

《土地转让估价法》（LAND TRANSFER VALUATION ACT） 

《外国人（土地持有管理）法》（ALIENS (LAND-HOLDING 

REGULATION) ACT） 

《实体规划和开发管理法》（ PHYSIC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CT） 

《森林、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法》（FORES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T） 

《工厂法》（FACTORIES ACT） 

《加共体企业法》（CARICOM ENTERPRISES ACT） 

《仲裁（外国奖项）法》（ARBITRATION (FOREIGN AWARDS) ACT） 

《专利法》（PATENTS ACT） 

《版权法》（COPYRIGHT ACT） 

网址：https://laws.gov.gd 

 

【外资注册审批部门】格林纳达对外资注册审批具有如下要求： 

（1）总理府内阁秘书负责外国人土地持有牌照审批、设立企业审批； 
（2）工程部规划局负责土地开发相关审批，电力检测部门负责用电

检测和资格审批； 

（3）国家电信局负责电信相关审批； 

（4）卫生部环境局负责环境、卫生相关审批，负责鱼类产品加工制
造业设立审批； 

（5）劳工部负责工作许可和工作许可延期； 

（6）财政部税务局负责税务注册、个人所得税征缴、公司所得税征
缴、年度印花税、代扣所得税和财产转移税等注册征缴工作。 

对于本国和外国投资企业，格林纳达政府均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对
于来源于加共体成员国、英国等的投资企业，格林纳达承诺免除双重征税，
并按与加共体成员国、英国、美国等签订的双边《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
在投资、征用赔偿、资金返回和争端解决方面，为来自于上述国家的投资
者给予平等、公正和无歧视性的待遇。格林纳达适用英美普通法系。为鼓



 
格林纳达 

 

励外商投资，格林纳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财政和税收扶持相关的规定和
法令。 

格林纳达《财政激励法》主要规定经批准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款注销
和加快折旧方式，在生产经批准的商品时，得到原材料、设备、机器、零
配件等在进口环节税收和内购消费税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减免。 

《投资激励法》主要赋予财政部长在经内阁会议同意情况下，对批准
外资企业资金汇回来源国、免除外资企业用购置土地作为投资的手续费、
免除所得税、提高工厂和机器、宾馆建筑折旧率等方面的权利。 

《宾馆业资助法》具体规定了从事宾馆业的投资者可以享受在宾馆建
筑、设施材料进口或内购时的关税免除或抵扣的要求和申请程序。 

《一般消费税法》主要涉及当地为制造和旅游项目给予的投入和服
务，享受在政府消费税方面的减免。外商投资旅游业和制造业等，可享受
10 年免所得税的优惠，对于制造业所需进口的机械、运输设备、原材料、
零部件等，除交纳 5%的海关手续费外，其余全部免税。 

根据《投资激励法》，投资额超过 50 万东加元或者雇佣当地员工超
过 20 人，并能通过进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带动技术转让、减少能源进口、
有助于职业技术培训、大量使用本地资源和服务、有利于发展多元经济、
附加值高、连接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的投资将能享受行业鼓励政策。 

【行业鼓励政策】在格林纳达鼓励投资的行业有： 

（1）服务业：旅游、信息通讯技术（ICT）、离岸金融服务、健康卫
生服务、教育和培训服务、机械车间服务（Machine Shop Services）、
观光/出租车服务、洗衣和干洗服务等； 

（2）制造业：胶片生产、出版与印刷、手工艺品、农业加工、轻工
业等； 

（3）农业：新鲜水果和蔬菜、捕鱼和养虾、园艺、水产养殖、水栽
种植、可可、肉豆蒄、肉豆蒄衣和其他香料、种苗、草药和有机生产、畜
牧业等； 

（4）船舶及游艇业、水上运动项目、室内外运动项目等； 

（5）格林纳达政府为保护渔业发展，规定在格林纳达领海从事捕捞
的渔船船主必须是格林纳达公民或加勒比国家公民，从事捕捞及出口的公
司必须以格方控股的方式进行合资或合作。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最多只能占
到 49%的股份，且捕捞不得使用渔网。 

《投资促进法》就外商投资设立公司或其他实体的条件等做出规定，
法案规定外资投资国家战略行业持股比例应低于 50%；实际操作中，对威
胁到格林纳达及加共体本地制造业市场份额的外资制造业设立进行限制；
对正常外国资本和利润汇出没有限制，除破产清算保护、犯罪司法程序中、
影响到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巨额外汇出入等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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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工法》对企业用工做出相关规定；目前，格林纳达没有明确专
门法律规定投资用地、房屋租赁等事项，格农业部规划局、卫生部等相关
部门就具体外国公司注册适用不同职能、行使各自审批权限；商标注册、
使用、转让等事宜适用于格林纳达 1990 年修改的《商品标识法》、1990

年修改的《英联邦商标注册法》、1990 年修改的《英联邦商标注册规则》。 

格林纳达政府规定外资投资格林纳达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设定投资门
槛为 100 万美元。格林纳达对威胁本国及加共体地区的制造业市场的外国
投资采取限制进入政策。 

格林纳达对外资参与当地能矿资源、农业、林业、金融业、数字经济、
文化领域投资的限定条件未作详细规定，在具体投资前，需与格政府协商。
投资格能矿资源、农业、林业的外资企业需遵守《森林、土壤和水资源保
护法》（FORES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T）和相关
部门监管。东加勒比中央银行（ECCB）负责监管东加勒比货币联盟
（ECCU）成员国（包括格林纳达）的银行业，出台《2015 年银行业法》
（Banking Act 2015）。格林纳达金融机构管理局（Grenada Authority for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负责监管非银行类金融业，包括
保险、信用社、货币服务业和国际企业，并负责监督相关法案的执行，包
括《合作社法》（Cooperative Societies Act）、《保险业法》（Insurance 

Act）、《公司管理法》（Company Management Act）、《格林纳达发
展银行法》（Grenada Development Bank Act）、《货币服务业法》（Money 

Services Businesses Act）。金融情报小组（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负责打击洗钱等重特大金融犯罪活动。2012 年颁布金融监管 14 号条例和
反恐怖主义 16 号条例。投资格金融业的外资企业需遵守相关法律和部门
监管。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格林纳达对外商投资方式没有特殊要求。对离岸金融机构，要求不能
与当地企业共同经营，除办公用地外不能购置其他房产。对于按法律要求
的程序并购当地企业，没有特别限制。 

格林纳达未对外商投资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区，外国投
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合作，开展科技研发合作作出具体规定，具
体可咨询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GIDC）。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格林纳达为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与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
成员国，其竞争立法、执法与 CARICOM 和 OECS 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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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根据加勒比共同体 2001 年修订的共同体条约第 8 章，对竞争政
策与消费者保护作出规定，主要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目前，如果确实发生了限制竞争的行为，格林纳达可以根据案
件实际情况，向加勒比共同体或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相关机构提出申请，进
行调查。 

5.2.5 基础设施 PPP 模式的规定 

2014 年 7 月格林纳达政府发布《格林纳达政府 PPP 政策文件》
（ Government of Grenada PPP Policy ） （ 网 址 ：
https://www.finance.gd/images/GrenadaPPPPolicy.pdf）。该文件阐述了
格对 PPP 定义、政策目标和范围、PPP 程序和机构职责、PPP 商业原则
和执行机制等。其中，将 PPP 定义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机构和
私人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伙合同，提供或管理公共资产和相关服务，其中私
人方承担重大风险和管理责任。 

格林纳达政府成立的 PPP 指导委员会负责政策制定，项目筛选，项
目监管等职责。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格财政部常任秘书长、基础设施发展部
常任秘书长、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GIDC）等成员组成；同时成立 PPP

秘书处负责项目的日常运营，成立 PPP 项目组，具体对接各项目。 

格林纳达 PPP 模式主要存在于电力行业。格林纳达电力公司
（GRENLEC）为格林纳达唯一电力供应商。1994 年，格林纳达政府将电
力公司私有化，由美国 WRB 公司持股 50%并运营。2020 年 12 月，格政
府以 6300 万美元协议价格回购 WRB 公司所持股份，成为 GRENLEC 最
大股东。 

据了解，格林纳达允许以 BOT 方式到格林纳达投资，并可就投资内
容、特许经验年限等问题进行商谈。格政府在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了以 BOLT（Build-Operate-Lease-Transit）模式，即修建—运营—
租赁—转交的方式，修建政府办公楼等建筑。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格林纳达数字经济尚处起步阶段。2021 年 5 月，格林纳达出台《2021

虚拟资产商业法案》（Virtual Assets Business Bill 2021），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尚未出台对外商投资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准入政策及优惠政策。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https://www.finance.gd/images/GrenadaPPP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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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格林纳达政府出台《2016 电力供应法》（2016 Electricity 

Supply Act），开始电力行业改革，打破电力垄断，旨在吸引更多外资进
入当地电力行业参与公平竞争，进而实现降低电价、发展清洁能源的目标。 

查询网址： 

https://www.purc.gd/wp-content/uploads/Consultation-Documents/

Act-No.-19-of-2016-Electricity-Supply-Act.pdf。 

5.5 企业税收 

格林纳达税收法规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司法部：https://laws.gov.gd 

财政部：https://www.finance.gd 

税务局：http://www.ird.gd/ 

海关：http://www.grenadacustoms.com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格林纳达目前的税收体系由直接税和间接税构成，实行属地税收管辖
制度。直接税由所得税和财产税构成，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和财产税。间接税，如进口税、一般消费税，对从事国际贸易和消费的
货物和服务进行征收。间接税占总收入的 60%以上。现行间接税（如一般
消费税）以多种费率征收，以体现消费者不同的责任。 

格林纳达税法规定：企业在国家税务局注册登记时可以自主选择财务
年度（每年的 6 月 30 日、9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在选定的财务年度
结束后的 3 个月内进行申报和缴纳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建
筑企业只需在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根据格林纳达税务局提供的申报表进行
申报并缴纳。服务业（宾馆等）报税时间：次月的 21 日之前根据申报表
申报上月的“普通消费税”并缴纳，财务年度结束后 3 个月内根据格林纳
达国家税务局提供的申报表进行申报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
缴纳。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公司所得税】按公司年净利润的 30%缴纳。但如企业获得批准，可
获减免。实行属地税制。 

【个人所得税】年收入超过 6 万东加元的独资业主、自由职业者和雇
员，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 30%。实行属地税制。 

https://www.purc.gd/wp-content/uploads/Consultation-Documents/Act-No.-19-of-2016-Electricity-Supply-Act.pdf
https://www.purc.gd/wp-content/uploads/Consultation-Documents/Act-No.-19-of-2016-Electricity-Supply-Ac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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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根据购置土地及建筑物的不同用途，按财产市场评估价，
征以 0.1%-0.5%不同税率的财产税，其中农业用地及地面建筑物在获得批
准后可以享受免税。 

【财产转移税】土地进行销售或转移，销售额 2 万东加元以上的部分，
格林纳达公民按 5%，非公民按 10%的税率交纳。 

【印花税】年总收入超过 11112 美元以上的部分，缴纳 0.25%-0.5%

不等的税率。 

【增值税】平均税率 15%，部分商品和服务如酒店住宿和潜水运动按
10%税率征收，手机通讯服务税率则为 20%，面粉、糖、大米、牛奶、鱼、
汽车燃油、民用水、定额民用电、农产品等约 16 类商品给予零税率优惠，
医疗服务、教育、国内交通等近 10 种商品或服务免除增值税，对制造业
的水泥、钢材和木材三种商品给予一定期限的优惠。 

【消费税】对汽车、香烟和烟草制品、酒类制品等进口商品征收，税
率为 9%-50%不等。 

除上述主要税种外，格林纳达还征收国家保险金、国家重建税、外国
人土地拥有税、代扣税、机动车购置税、机票税、旅馆税、机场建设费等。
格林纳达尚未开始征收数字税和碳排放税。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介绍 

目前，格林纳达两个工业园区、一个商业孵化器中心和一个手工艺中
心，由 GIDC 负责其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设计、开发、建设、维护以及管理。
工业园区入住企业包括啤酒厂、油漆厂、造纸厂等，规模不大，主要满足
格林纳达当地需求。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工（动）法核心内容 

格林纳达《劳动关系法》（LABOUR RELATIONS ACT）、《就业法》
（EMPLOYMENT ACT）和《工资保护法》（PROTECTION OF WAGES 

ACT）（网址：https://laws.gov.gd）对劳资双方的关系给予了明确规定。 

《劳动关系法》主要内容： 

——12 周以上的工作，雇主必须与雇员签订书面雇用合同； 

——试用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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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须列明姓名、日期、报酬与计算方法、工作性质、工作时间、
中断情况、法律规定的终止协议、纪律要求等内容； 

——禁止雇用 16 岁以下童工； 

——18 岁以下雇员必须登记并提供身体检查； 

——不同行业工种每周、每日工作时间限制不同，通常每周工作 40

小时，每天 8 小时； 

——周日和公共假日不得工作； 

——未经同意不得加班，工作日加班给予 1.5 倍工资，周日或节假日
给予 2 倍报酬； 

——工薪按月、年计薪的，每月不少于一次支付； 

——按小时、日或周计薪，或计件、计量工作，每两周不少于一次付
薪，临时工则上按日支付； 

——合同终止 7 日内付清各项薪酬。 

【薪酬规定】 

国家成立工薪监管委员会，制定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报劳动部长批
准公布，每 3 年审核一次。违犯以上有关规定者即构成犯罪，被处以罚款、
监禁或两者并处。 

雇员工作期间，可享有申请年度休假、婚假、产假、病事假等的权利。
所有在格林纳达公司的雇员必须每月按工资或薪水的 5%，雇主按付给雇
员工资或薪水额的 6%缴纳国家保险金（NIS）。 

【终止合同】 

正常合同终止，必须提前进行书面通知，并给予适当终止补贴。解聘
雇员，必须有合理原因。无合理原因的解聘，雇员有权在 3 个月内向劳动
专员投诉，未果向劳动部长投诉，可由仲裁法庭裁决，不公平解雇，雇主
需给予一定赔偿。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格林纳达《外国人和英联邦居民就业法》（FOREIGN NATIONALS 

AND COMMONWEALTH CITIZENS (EMPLOYMENT) ACT）规定，在平
等前提下，如果外资企业确实需要从其母公司或本国输入劳务工人或特殊
岗位以弥补当地劳动力不足，如总经理、财务经理、财务主管等关键性管
理岗位，可以使用外籍员工。但所有外籍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均须办理
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工作签证和许可 1 年有效。未经许可，不得在格林
纳达工作，违犯者构成犯罪。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法官、为政府服务人员
和赴格林纳达办理法律事务的律师免予办理工作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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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通过工作许可限制发放来保护本地部分产业，同时对外籍工
作人员工作许可发放采取差别费率政策，对来自中国的工作许可申请每年
收取 5000 东加元，而对来自英联邦、北美、欧洲等地区国别工作许可申
请收费较低，最低仅 1500 东加元。 

2021 年 5 月，格林纳达议会众议院日前通过《2021 远程就业法案》
（Remote Employment Bill 2021），并交参议院于 6 月初讨论。该法案
允许在格外国人为外国企业远程工作。申请人须在财务上独立，每年从境
外获得的收入不低于 10 万东加元，不得在格设立企业。首次申请远程工
作期限不少于一年。个人申请费用为 1500 美元/4050 东加元；个人及不
超过 3 名受抚养人的申请费用为 2000 美元/5400 东加元；此外每增加一
名受抚养人申请费用增加 200 美元/540 东加元。续签费用为 1400 美元
/3780 东加元；个人及不超过 3 名受抚养人的续签费用为 1900 美元/5130

东加元，每增加一名受抚养者需支付续签费 200 美元/540 东加元。 

5.8 外国企业在格林纳达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格林纳达《土地收购法》（LAND ACQUISITION ACT）规定，土地
归国家或个人所有。格林纳达公民购买土地房产，要到法院办理产权转让
证书和房产证等法律手续，并支付一定费用。如果需要向银行贷款，还需
对土地房产进行估价。财产购置人必须自行对购置的土地房产进行测量，
以确保出售人或中介所提供的图纸是真实无误的。 

根据《实体规划和开发管理法》（PHYSIC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CT），在所购买的土地上进行开发建设，
必须获得土地规划部和土地开发管理局（L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uthority, LDCA）批准。所需材料包括一式三份申请表、一式三份土地平
面总图、开发规划建设的图纸等，并根据土地大小交纳一定费用。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根据《外国人（土地持有管理）法》（ALIENS (LAND-HOLDING 

REGULATION) ACT），外国人在格林纳达可以购买土地房产，与格林纳
达国民享受同等待遇。首先需向格林纳达政府申请办理“外国人土地所有
资格证”，办理时间为 1-6 个月。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拟购买的土地房产
平面总图、护照信息、银行信用证明、无犯罪纪录证明等，由格林纳达内
阁进行审批，费用为资产价值的 10%，此外还要缴纳 1%的印花税、2%

的律师费、资产价值 0.3% 和土地价值 0.2% 的财产税。外国人出售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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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需向政府缴纳 15%的资产转让税。外国人购置土地房产，可以向银
行申请贷款，但银行贷款利息将由双方协议制定。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格林纳达无证券交易市场，格林纳达企业可以通过设在圣基茨的东加
勒比证券市场进行上市交易。外资公司在此市场上的交易行为需遵守该证
券市场的有关规定。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格林纳达环境评估工作由基础设施发展部、卫生部、农业部、渔业部、
气候变化和环境部、住房部及规划局（Physical Planning Unit，PPU）组
成的委员会负责。对涉及环境影响的项目进行评估、审核及监管，初步意
见报土地开发管理局（L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uthority, LDCA）审议
批准。具体申请工作可向规划局咨询，联系电话为 001-473-4402471。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格林纳达环境保护法规主要有：《森林、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法》
（FORES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T）、《海滩保护
法》（BEACH PROTECTION ACT）、《植物园法》（BOTANICAL 

GARDENS ACT）、《实体规划和开发管理法》（PHYSIC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CT）、《国家遗产保护法》（NATIONAL 

HERITAGE PROTECTION ACT）、《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法》（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ACT）、《垃圾处理法》（WASTE 

MANAGEMENT ACT）等。（网址：https://laws.gov.gd）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格林纳达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旅游项目的开发、制造业的设立等
均受政府环保监督，有关法规主要针对土地的开发和使用、项目开发对土
地和环境的影响、国家动植物保护区的设定和管理、公共海滩的使用等进
行详细规定。 

5.10.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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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纳达，外资企业如果涉及以下 18 个领域的投资，需要申请环
境影响评估。具体包括：开办多于 50 个房间的宾馆，含有多于 10 个不同
功能地块的项目，超过 25 个单元的住房开发，主管机构认为可能会对环
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工厂，采石及其他矿业活动，建设游船码头，土地
开垦、疏浚和池塘填充，机场、港口和海港，水坝和水库，水力发电工程
和发电厂，海水淡化装置，建设净水厂，卫生填埋作业、固体废弃物处理
厂、有毒废物处理厂及其他类似项目，天然气管道安装，涉及危险用品储
藏和使用的开发项目，任何海岸带开发项目，任何产生或可能产生废水、
固体废物、噪音与振动、或放射性排放物的开发项目，任何在湿地、海洋
公园、国家公园、保护区、环保区或其他环境敏感性区域的开发项目。环
境评估时间一般为 3 个月。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格林纳达《刑法典》（CRIMINAL CODE）和《公共采购与合同监管
法》（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ACT）（网址：https://laws.gov.gd）对贿赂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贪污等行
为作出了限制。 

格林纳达《刑法典》第 392 条规定，犯贪污罪的政府官员或陪审员可
被处以 2 年有期徒刑。第 393 条规定，犯贿赂或试图贿赂政府官员或陪审
员的人可被处以 2 年有期徒刑。 

第 408 条规定，如果个人试图通过向政府官员、陪审员、选举人或第
三人赠送礼品、提供承诺或等价报偿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官员、
陪审员或选举人的职务行为，此人将被认定为贿赂政府官员、陪审员或选
举人罪。 

第 409 条规定，如果政府官员、陪审员或选举人因其本人或他人收受
礼品、接受承诺或等价报偿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同意或允许实施其职务行
为，此人将被认定为贪污罪。 

第 412 条规定，如果政府公务员、陪审员或选举人实施某种职务行为
后，此人为其本人或第三人秘密接受或同意秘密接受与前述职务行为等价
的报偿，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此人应当被推定为贪污罪。 

第 413 条规定，在政府公务员、陪审员或选举人实施某种职务行为后，
如果个人向其或第三人秘密同意或提供与前述职务行为等价的报偿，除非
有相反的证据，此人将被认定为贿赂政府公务员、陪审员或选举人罪。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格林纳达 

 

5.12.1 许可制度 

格林纳达政府对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无明确限制，允许外国自
然人在当地承揽工程承包项目。外商投资格林纳达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
资门槛设定为 100 万美元。 

5.12.2 禁止领域 

无禁止外国承包商进入的领域。 

5.12.3 验收规定 

格林纳达政府出台了《格林纳达建筑指南》（Grenada Building 

Guidelines），工程质量标准主要参照英国。工程项目的设计和验收需要
经过格林纳达基础设施发展部的审核。中国标准不完全符合格林纳达标准
要求。当地气候条件和施工习惯也为中国标准的使用造成了一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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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纳达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和《专利合作条约》
（PCT）的成员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PATENTS 

ACT）和《版权法》（COPYRIGHT ACT）（网址：https://laws.gov.gd）。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根据格林纳达《版权法》，出于商业目的或者与销售有关的侵权行为，
产权所有人可向高等法院起诉，法官有权对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给予
判决和各种合适的赔偿。未经授权在公共场所播出侵权内容，将面临最高
5000 东加元罚款或 2 年监禁处罚；通过网络播出侵权内容，将面临最高
2000 东加元罚款或 6 个月监禁处罚。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格林纳达《投资激励法》规定外国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同时对争议解
决做出明确规定，规定投资人有权要求按照投资人与政府间签订的协议来
解决争议；没有协议的话，政府各相关部门有责任在收到书面通知的 30



 
格林纳达 

 

日内帮助投资人解决争议；协商无果将在 60 日内提交调解程序；如调解
无果，争议将被提交至国际法院或者国家仲裁或者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格林纳达司法仲裁权归属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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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格林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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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林纳达设立公司，形式包括独资公司、合资公司、联营公司、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 Grenada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GIDC ） 负 责 企 业 的 注 册 。 （ 网 址 ：
https://www.grenadaidc.com）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向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递交申请。提交申请的内容包括：企业名称
（如果是股份制企业，需要提交至少 3 个以上股东的姓名）、在格林纳达
的证件及股东成员国籍所在国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成立的形式、经营范
围等。完成相关表格填写后，等待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的内阁会议批准
（会议日期没有明确的规定），批准期限为 3 个月（但最终批准期限会超
过 3 个月）。待批准后，在格林纳达国家税务局下设的企业注册登记办公
室进行注册登记。符合办理手续后，格林纳达国家税务局将为企业颁发营
业执照和税号（无税务登记证）。 

在格林纳达开办和经营企业，除办理公司注册和税务注册外，还需办
理相关营业许可证，具体如下： 

（1）旅馆、宾馆许可证（由财政部行政负责人签署批准）； 

（2）进口贸易许可证（由财政部统计部门核准）； 

（3）酒类销售许可证（由地方法院法官签署）； 

（4）外国人土地持有许可证（由总理府行政负责人签署批准）； 

（5）土地开发许可（由土地开发控制机构的技术部门—格林纳达规
划局审核批准）。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https://www.grenadai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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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纳达承揽工程，除通过基础设施发展部对外公布的公开招标信
息（愿意参加竞标的施工单位购买标书或资格预审资料）获取资料外，企
业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更多信息： 

（1）已合作过的公司或个人（朋友）推荐和介绍； 

（2）因公司影响力慕名而来； 

（3）中介公司介绍； 

（4）设计或咨询管理公司推荐。 

6.2.2 招标投标 

【竞标】招标方同时向 5 家及以上投标单位提供招标文件，投标单位
在招标方制定的同一标准下应标，招标单位选择投标书优胜者作为工程合
作对象。 

【议标】在不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情况下，招标单位可邀请多家投标
单位参与投标，不以投标价格最低原则选取，且投标方可不依据投标书评
分结果选择合作单位，可通过与各家投标单位进行谈判选择适合的合作单
位。 

6.2.3 政府采购 

《公共采购与合同监管法》（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ACT）对政府采购作出了相关规定。 

6.2.4 许可手续 

【资质查验】需要提供公司营业执照资信证明、最近 3 年至 5 年财务
审查报告、公司近 5 年业绩、类似工程经验、项目技术人员资历。 

【办理保险】主要办理所在国的国家保险、工程险。外籍人员需要办
理工作准证。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在格林纳达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专利法》
（PATENTS ACT）和《版权法》（COPYRIGHT ACT）（网址：
https://laws.gov.gd）。 

6.3.1 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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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均可在格林纳达申请专利。申请人需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填
写申请表，准备全部所需的专利文件，最终由法院签发专利证书。根据格
林纳达与英国的相关协议，凡在英国申请的专利，在格林纳达同样受到保
护。 

6.3.2 注册商标 

任何公司或个人均可在格林纳达注册商标。申请人需向最高法院提出
申请，填写申请表，准备全部所需的商标文件，最终由法院签发商标证书。
根据格林纳达与英国的相关协议，凡在英国申请的商标，在格林纳达同样
受到保护。 

6.4 企业在格林纳达报税的相关手续 

在格林纳达报税的相关手续可查询格国家税务局（Inland Revenue 

Division）。 

查询网站：https://gov.gd/ird/。 

6.4.1 报税时间 

格林纳达税法规定：企业在国家税务局注册登记时，可自主选择财务
年度（每年 6 月 30 日、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在选定的财务年度结
束后 3 个月内，企业可进行申报和缴纳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建筑企业每月不需要申报任何税，仅需在财务年度结束后 3 个月内根据格
林纳达税务局提供的申报表进行申报并缴纳。服务业（宾馆等）报税时间
为次月 21 号之前，根据申报表申报上月“普通消费税”并缴纳，财务年
度结束后 3 个月内根据格林纳达国家税务局提供的申报表进行申报印花
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缴纳。 

6.4.2 报税渠道 

在国家税务局注册的企业，国家税务局会提前将该企业所要缴纳的纳
税申报表发送至该企业信箱。 

6.4.3 报税手续 

在国家税务局注册的企业，国家税务局会提前将该企业所要缴纳的纳
税申报表发送至该企业信箱。 

https://gov.gd/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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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报税资料 

根据企业类别，格林纳达国家税务局发放相对应的申报表，企业自行
对照填写。年终报税时，除填写国家税务局下发的申报表外，还需提交企
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政府主管部门为格林纳达劳工部（网址：https://www.gov.gd/mol/）。
外 国 人 赴 格 林 纳 达 工 作 必 须 获 得 工 作 许 可 ， 可 参 考 网 站 ：
https://www.gov.gd/work-permit-0。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凡在格林纳达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格林纳达劳工部颁发的工作准
证，持有效护照在格林纳达劳动法律规定范围内工作。 

6.5.3 申请程序 

由公司或个人携带相关资料在劳工部填表、登记。批准时间为 3 周，
实际批准时间较长。 

6.5.4 提供资料 

包括有效的护照资料、无犯罪证明、学历证明、2 张 2 寸照片等。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 

地址：Azar Villa at Calliste, St. George’s，Grenada 

电话：001-473-4396230 和 001-473-4398889 

传真：001-473-4396231 

6.6.2 格林纳达中资企业联谊会 

电话：001-473-4168089 

https://www.gov.gd/mol/
https://www.gov.gd/work-perm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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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格林纳达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塔园外交公寓 5-2-52 

邮编：100600 

电话：010-65321209 

传真：010-65321015 

电邮：embgrenada@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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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纳达投资服务机构 

律师事务所：Mitchell&CO.  

地址：Units 14-16 Excel Plaza, Grand Anse, St. George, Grenada 

联系方式：001-473-4352017 

网址：mitchellsco.com 

邮箱：ricardo@mitchellsco.com 

 
会计事务所：PKF Grenada 

地址：P.O.Box 1798, Grand Anse, St. George, Grenada 

电话：001-473-4402562 

邮箱：pkf@pkfgrenada.com 

mailto:ricardo@mitchell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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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格林纳达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格林纳达社会治安情况良好，政局稳定。格林纳达每 5 年一次大选。
2018 年 3 月，新民族党再次赢得大选，基思·米切尔第五次出任总理，
政局稳定。格林纳达法律法规健全，金融体系规范，货币与美元挂钩，汇
率稳定。由于人口少市场小，商业诈骗行为较少。 

中资企业到格林纳达投资创业，需要做到遵纪守法，遵守当地行业规
范。以下几条经验供参考： 

（1）投资建设旅游业酒店需要注意符合当地环境保护的要求，在项
目审批过程中，酒店业开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专门机构做出评估。 

（2）中国企业与格方合资合作，要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当地法制健全，如发生纠纷，可通过法律来解决。 

（3）格林纳达基础设施尚需改善，中资企业要充分考虑运输成本。 

（4）格林纳达没有专门的外国投资管理的法律，相关法律较多，建
议赴格林纳达投资的中资企业及时与该国政府和投资发展公司进行联系，
详细了解具体行业的投资管理要求。 

（5）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风俗，充分了解该国市场小等特点，
慎重投资经营。 

（6）做好预防自然灾害的准备。格林纳达 6 月进入雨季，7、8 月份
进入飓风季节，此季节多有险情发生。鉴此，提醒在格林纳达中国公民和
企业提前做好准备，加强安全防范，防火防洪，确保生命及财产安全。 

如遇紧急情况，可及时向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寻求帮助。24 小时
领事保护协助电话：001-473-4059898。 

7.2 对外承包工程 

格林纳达的建筑工程市场规模很小，但是市场规范，招投标规范，工
程质量要求高。格林纳达市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外资进入的工程项目
和国际组织援助的工程项目，二是格林纳达政府项目，相比之下，格林纳
达政府项目付款能力差，拖欠款现象时有发生。 

7.3 对外劳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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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市场小，本地失业率较高，基本上没有劳务需求。目前在格
林纳达的中国工人，大多是承建中国政府援助项目的工人。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格林纳达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
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
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
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
分析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
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
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庭业务，
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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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
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我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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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企业在格林纳达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格林纳达为市场经济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政府对经济和市场
的干预有限，只有遇到飓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时，政府才会宣布紧急状态而
集国力来抗衡自然灾害。对于外国投资和在格林纳达当地经营企业，政府
有着规范的管理手段。总体说来，格林纳达政府审批和办事耗时较长，但
是清廉度较高。 

格林纳达国家发展公司是审批外资的机构，中国企业到格林纳达考察
市场或咨询，均可以与该机构联系。他们会就格林纳达市场和优惠政策等
提供全面、负责的介绍。 

基础设施发展部是负责签批工程立项、政府项目招投标以及当地项目
建设审批的机构。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到格林纳达后，可以与该机构联系。 

劳工部是格林纳达办理工作签证和工作准许证的部门，只要有正当的
申请理由与合法有效的相关文件，就可以获得工作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格林纳达有着完善的税收制度，国家税务局负责管理全国的税收。中
国企业要严格遵照当地税务法规，缴纳所得税等。瞒报和偷漏税将受到非
常严厉的惩罚，直至企业破产。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格林纳达有工会组织。中国企业在格林纳达经营中，要严格遵守劳动
法和当地雇用人员规定，向劳动部门申请雇用工人，提供并缴纳相关社会
保险等，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按时发薪，解聘人员时遵守法律法规，处
理纠纷时聘请律师与劳动部、工会进行协调。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格林纳达大多数人是非洲裔黑人。国家重视教育，政府机构、医院、
学校、银行服务业、企业等工作人员大都有欧美教育背景，公民素质总体
较高。当地人待人热情、友善。近年来中国对格林纳达的援助提高了中国
人在格林纳达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格中资企业应多雇佣当地员工，履行社
会责任。在格中资企业人员与格林纳达人交往中，应诚实守信，热情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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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纳达开展项目投资和承包工程建设，特定行业需要获得政府环
境保护评估和批准，赴格林纳达开展经营的中资机构应严格遵守当地环境
保护法律，在开展项目建设前应积极争求当地社区民众的意见，及时回应
当地社区的关切。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格林纳达居民大都有宗教信仰。中资企业人员应该尊重当地的风俗习
惯，尤其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周日是去教堂礼拜的重要日子，当地人
都携家人去教堂礼拜，所以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尽量不安排周日与对方
会谈或联谊。很多当地人不吃牛羊肉，仅吃鱼肉和鸡肉。在宴请格方朋友
时，要先询问是否有禁忌。当地单亲家庭较多，但妇女出来工作也很普遍，
尽量避免问及涉及家庭的问题。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格林纳达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岛上植被茂密，山区有大面积的原始生
态雨林，水资源丰富。格林纳达政府非常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建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格林纳达政府规划部门在审批项目立项时，特别强调要有相关的环境
评估报告。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环境评估，环境专家是委员会的成员，社
会各界以及媒体也对环境有监督权。报告中要包含建筑设施对当地环境的
影响的预估，也要有对生态、水源的影响评估。如果不符合环保条件需要
做技术处理，例如污水处理等。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格林纳达失业率高，就业是格林纳达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问题。在格林
纳达经营的中资企业要多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尽量雇佣当地工人，树立
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格中资企业均按照格政府宵禁措施要求停工
停产，做好防疫措施，企业做到封闭式管理。此次疫情给项目进度带来一
定影响，给各企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但总体影响可控，员工情绪稳定。
疫情期间，在格中资企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向格林纳达当
地医院、社区卫生中心、警察局捐赠口罩，向老人院等机构赠送蔬菜水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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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格林纳达的新闻媒体有高度的报道自由，报道基本客观。许多媒体由
私人经营。在中国企业承建援格项目中，当地媒体多给予正面报道，但偶
尔也有负面报道。在格中资企业应在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指导下，做好
媒体宣传工作。中资企业应关注当地舆情，主动与媒体接触，邀请媒体采
访报道公益活动，加强自身宣传，展现企业形象。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格林纳达是法治国家，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警察执法文明。中国企业
首先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按时缴纳税款。如果中方人员遇到格林纳达执
法人员到中方驻地或公司执行公务、例行检查等，应先问明对方来意，主
动出示护照、工作准证等有效证件，并介绍公司和人员情况。如果有些事
情未能达到格方要求，也要积极解释并提出整改措施，切忌向执法人员行
贿，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如遇不公正待遇，应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
合法权益，也可向中国使馆寻求协助。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资企业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应以当地民众乐于接受的方
式、能理解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各种媒介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 

中资企业对外交往要注意言行举止，尊重和善待当地员工。 

8.10 其他 

格林纳达中小微企业居多，竞争力不强，但涉及当地就业问题。在格
中资企业应尽量避免与当地中小业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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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格林纳达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中国企业在格林纳达遇到法律纠纷后，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通过咨询职业律师，并根据律师的建议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
来维权。赴格林纳达开展投资经营的中资企业，应聘用专业律师，代为处
理日常法律事务。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如果在格林纳达遇到与当地政府交涉困难，尤其是应当享受的外商投
资企业政策没有兑现时，中国企业可向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寻求帮助。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企业在格林纳达遇到困难，在寻求当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可联系中
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寻求帮助和支持。 

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 

地址：Azar Villa At Calliste, St. George's，Grenada 

电话：001-473-4397716（办公室）；001-473-4059898（值班手机） 

网址：http://gd.china-embassy.org/ch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建立了紧急情况应对机制，尤其是在格林纳达
发生威胁中资机构人员的重大事件时，会启动该机制，保护中资机构和人
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企业自身也应该建立紧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问
题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迅速正确应对，尽量减少企
业的损失。 

紧急求助方式： 

匪警电话：911 

火警电话：911 或 440 2112 

医疗救助电话：434 或 724 或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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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其他应对措施 

遇到困难，也可向格林纳达华侨华人联谊会、格林纳达中资企业联谊
会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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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格林纳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格林纳达累
计确诊病例 5,968 例，累计死亡病例 200 例；过去 7 日新增确诊病例 47

例；每百人接种疫苗 69.74 剂次，完全接种率为 31.51%。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向格林纳达提供了多批抗疫物资，包括
口罩、防护服、PCR 检测设备和试剂等，并召开多次新冠疫情视频交流
会。 

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 年格旅游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
造业、农业等关键产业普遍下滑。2020 年，格林纳达 GDP 总量为 10.89

亿美元，下滑 11.23%。目前，格林纳达已全面复工复产，恢复疫后经济。
在格中资企业也已全面复工复产。 

10.2 疫情防控措施 

自 2020 年 11 月 28 日起，赴格林纳达旅客须持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入境。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可提供完全接种疫苗证明的旅客
抵格后仅需隔离 48 小时并在 PCR 检测阴性后解除隔离,但旅客仍需提供
72 小时内 PCR 阴性检测结果，旅客在入境前申请需获得旅行授权
（travelauth.health.gov.gd）并支付在格 PCR 检测费用。接种完 2 剂阿斯
利康、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或 1 剂强生疫苗 2 周后视为完全接种疫苗。未完
全接种疫苗或无法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的人员仍需隔离 7 天，并在第 5 天进
行 PCR 检测。2021 年 5 月 4 日起，格林纳达禁止过去 14 天内访问过印
度或巴西的旅客入境。至 2021 年 11 月，格林纳达实施国家紧急状态。紧
急状态下宵禁时间为午夜零点至凌晨 4 点；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商家
应在晚上 10 点关闭或停止运营；未经允许不得举行社交聚会，婚礼、葬
礼等聚集人数不超过 20 人。警察可以对违反《紧急权力法》《隔离法》
《公共卫生法》行为做出处罚，违反《紧急权力法》将被处以最高 1000

东加元罚款或 12 个月监禁；违反《隔离法》将被处以最高 2.5 万东加元
罚款或 6 个月监禁；违反《公共卫生法》将被处以最高 500 东加元罚款或
不超过 12 个月监禁。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https://travelauth.health.gov.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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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格林纳达议会参众两院批准 5000 万东加元（约合 1852

万美元）预算用于实施疫后经济刺激计划；国家保险计划拨款 1000 万东
加元（约合 370 万美元）向受疫情影响而失业的民众发放救济金；居民用
电费用下调 30%；格政府向格林纳达肉豆蔻合作社协会提供 200 万东加
元（约合 74 万美元）贷款；格林纳达旅游局发起“家中天堂”活动，格
当地酒店、民宿等旅游业向本国游客提供房价减免、免费瑜伽等多样化优
惠服务，以促进国内旅游市场消费，缓解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政府
拨款 130 万东加元（约 48 万美元）实施“2020 农户补贴计划”，鼓励农
户恢复农业生产，确保格粮食安全；政府向家禽业提供经济支持，发放交
易许可证并免除两个船次的动物饲料的关税；政府大力推动实施若干公共
投资项目，资金大多来自国际援助或贷款，总计约 2.5 亿东加元（约合 9300

万美元），预计至少创造 800 个就业岗位；在私人投资领域，多个项目复
工复产并顺利推进，也将为格林纳达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2020 年 6 月，欧盟和加拿大分别向包括格林纳达在内的加勒比国家
提供 1100 万美元和 2000 万加元无偿援助，用于相关国家支付加勒比巨
灾风险保险基金（CCRIF）保费；2020 年 6 月，世界银行向格林纳达提
供 800 万美元无息贷款，支持数字化经济转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格林
纳达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640 万特别提款权（约 2240 万美元）；加
勒比开发银行向格林纳达提供 59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世界银行向格林纳达
提供 2500 万美元无息贷款；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认定格林纳达可暂缓偿付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到期债务约 900 万美元。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2021 年 5 月，格林纳达议会众议院日前通过《2021 远程就业法案》
（Remote Employment Bill 2021），并交参议院于 6 月初讨论。该法案
允许在格外国人为外国企业远程工作。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疫情期间，中资企业应在国内主管部门和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指导
下，关注当地疫情进展和舆情动态，做好疫情防控；在格林纳达中资企业
联谊会组织下互帮互助；疫情期间营地封闭式管理，对外隔离，营区内日
常消毒，做好员工的情绪安抚和引导；遵守格林纳达政府宵禁法令；做好
防疫和后勤物资保障，储备充足的粮、油、水、食材等基本生活物资以及
口罩、体温计、药品等防疫物资；稳定好在格企业员工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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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 格林纳达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格林纳达政府 

网站：www.gov.gd 

（2）总理府（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地址： 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255/2265/3767/5347 

传真：001-473-440-4116/6609/2494  

（3）国家安全、公共管理、青年发展、内政、信息通讯技术和灾害
管理部（Minist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Youth 

Development, Home Affairs, ICT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地址：Financial Complex, Carenage，St. George’s; 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731-6/2928; 001-473-440-2255/2265 

传真：001-473-440-4115/4116 

（4）司法部（Ministry of Legal Affairs） 

地址：“Communal House”，414 H.A. Blaize Street, St. George’s 

电话：001-473- 435–2962/2963/440-2050 

传真：001-473-435–2964 

（5）卡里亚库和小马提尼克事务、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Carriacou 

and Petite Martinique Affairs and Local Government）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Communal House” 414 H.A. Blaize Street，St. George’s; Beausejour 

Carriacou Grenada W.I. 

电话：001-473-443-6026/6028/7358; 001-473-435-2962 

传真：001-473-443-6040; 001-473-4352964 

（6）基础设施发展、交通和执行部（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ransport and Implementation）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181/2722 

传真：001-473-440-4122  

（7）农业、土地和林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ands and 

Forestry）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708/3078/3083 

http://www.gov.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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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1-473-440-4191  

（8）卫生和社会保障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649/2846/3485/4747/4955 

传真：001-473-440-4127 

（9）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宗教事务和新闻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ligious Affairs and Information） 

地址：Ministry of Education Building, 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737 

传真：001-473-440-6650/7701 

（10）外交、国际商务和加共体事务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ARICOM Affairs）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640/2712/3036/2532/4924/3080 

传真：001-473-440-4184/4923 

（11）旅游、民航、气候变化和环境部（Ministry of Tourism, Civil 

Aviation, Climate Resil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0366-9 

传真：001-473-440-0443 

（12）贸易、工业和消费者事务部（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Consumer Affairs） 

地址：Financial Complex, Carenage, St. George's 

电话：001-473- 440-2731-6/2928 

传真：001-473- 440-4115 

（13）体育、文化艺术、渔业和合作社部（Ministry of Sports, Culture 

and the Arts, Fisheries and Co-operatives）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6917/6918 

传真：001-473-440-6924 

（14）住房、社区发展、社会服务和医院服务部（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al Service and Hospital Services）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 St. George’s 

电话：001-473- 440-2103/1439/2269/7952/6037/7994 

传真：001-473-440-4191/7990 

（15）劳工部（Ministry of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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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 St. George’s 

电话：001-473- 440-2532 

传真：001-473-440-4923 

（16）格林纳达旅游局（Grenada Tourism Authority） 

地址：Burns Point，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001 

传真：001-473-440-6637 

网站：www.grenadagrenadines.com/ 

（17）格林纳达标准局（Grenada Bureau of Standards） 

地址：Queen’s Park，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5886 

传真：001-473-440-5554 

电邮： gdbs@caribsurf.com 

（18）格林纳达工商会（Grenada Chamber of Industry & Commerce） 

地址：Building 11，Frequente Industrial Estate，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973 

传真：001-473-440-6627 

电邮： gcic@spiceisle.com 

（19）格林纳达开发银行（Grenada Development Bank） 

地址：Melville Street，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382 

传真：001-473-440-6610 

电邮： gdbbank@spiceisle.com 

（20）格林纳达雇主联盟（Grenada Employers Federation） 

地址：Building 11，Frequente Industrial Estate，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1832 

传真：001-473-440-6627 

电邮：gef@spiceisle.com  

（21）格林纳达宾馆与旅游协会（Grenada Hotel & Tourism 

Association） 

地址：Ocean House，Morne Rouge，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4-1353 

传真：001-473-444-4847 

（22）格林纳达投资开发公司（Grenada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GIDC） 

地址：Frequente Industrial Park，  Frequente，St. George’s，
Grenada，W.I.  

mailto:gdbs@caribsur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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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1-473-444-1033-40 

传真：001-473-444-4828  

电邮：gidc@spiceisle.com  

网站：www.grenadaidc.com 

（23）格林纳达金融机构管理局（Grenada Authority for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地址：P.O. Box 3973, The National Stadium, 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6575 

传真：001-473-440-4780 

电邮：garfininfor@garfin.org 

网站：www.garfin.gd 

（24）移民和护照局（Immigration & Passport Department） 

地址：Ministerial Complex，Botanical Gardens，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456  

（25）税务局（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地址：Ministry of Finance，Financial Complex，Carenage，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3556  

网址：www.ird.gd 

（26）格林纳达港务局（Grenada Ports Authority） 

地址：The Pier，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7678 

传真：001-473-440-3418 

网址：www.grenadaports.com 

（27）海关和消费税部（Customs & Excise Department） 

地址：The Pier，St. George’s 

电话：001-473-440-2239 

电邮：gdcustoms@spiceis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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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格林纳达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

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2016 年 11 月 6 日格林纳达华侨华人联谊会在格成立。会长黄跃忠，

副会长曹健明，秘书长徐博。 

联系方式 

黄跃忠：001-473-4063355 

曹健明：001-473-5379330 

徐  博：001-473-4193325 

2019 年 9 月 11 日格林纳达中资企业联谊会成立在格林纳达成立。会
长单位为北京建工，副会长单位为中国建筑和湖北大地。 

电话：001-473-4168089 

 

主要中资企业信息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01-473-5347381 

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001-473-4218050 

3 湖北大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001-473-4569999 

4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001-473-5385436 

5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01-473-5437753 

6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01-473-4588765 

7 安徽外经华安加勒比公司 001-473-4059689 

 



 
格林纳达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格林纳达》，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格林纳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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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格林纳达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格林纳达的入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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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编写，参与编写的人员包
括： 

张波涛，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主任，电话：1-473-4396230； 

赵亚卓，驻格林纳达大使馆双边处三秘，电话：1-473-4398899。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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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引用了中国外交部、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
会的相关数据，参考了格林纳达政府网站、格林纳达投资发展公司等机构
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表谢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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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著者 

2021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