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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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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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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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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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赞的话 

 

圭亚那（印第安语意为“多水之乡”），位于南
美洲北部。西北接委内瑞拉，南毗巴西，东邻苏里
南，东北濒大西洋，面积2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9万。圭亚那自然资源丰富，政局总体稳定，法
律体系较为完备。近年来，特别是2019年底以来，
受油气产业推动，圭亚那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步伐和前景，吸引各国资本来圭
分享发展机遇。 

第一，自然资源条件得天独厚。圭亚那属热带
雨林区，能源、矿产、农林牧渔资源丰富。主要能
矿资源有石油、天然气、黄金、铝矾土、钻石、锰、
钼、铜、钽、钨、镍、铀等。已探明可采油气储量超过100亿桶油
当量（油气比例约为3:1）。黄金年产量维持在50万盎司以上。铝矾
土储量约3.6亿吨，品位高、杂质少。森林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木
材蕴藏量约74亿立方米，陆地森林覆盖率超过85%。主要农产品包
括大米和蔗糖，被誉为“加勒比粮仓”。 

第二，经济增长势头良好。2020年，圭亚那虽受新冠疫情冲击，
矿业、旅游、航空、住宿餐饮等行业出现大幅萎缩，非石油经济同比
下跌7.3%，但在油气产业的强力推动下，国内生产总值（GDP）逆
势增长43.5%，成为加勒比地区唯一经济正增长国家，预计2021年
GDP增长20.90%，2022年GDP增长46.50%。与此同时，圭亚那政
府依托油气产业发展前景，进一步提升内外债借贷上限，多方筹资
推动机场、公路、桥梁、码头、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
林业、糖业等传统产业现代化，培育发展信息通讯业，加大教育、
卫生等民生领域投入，圭亚那各行业领域发展可期。 

第三，投资环境总体向好。圭亚那政局和社会总体稳定，政府
重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法律体系较为完备，公民具有良好的民主
和法治意识。圭亚那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办公室负责招商引
资，并出台了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包括多种税收优惠、签证便
利、安全保障及放宽利润汇回限制等方面。2020年，圭亚那吸收外
资流量约为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7.6%。 

第四、中圭友好关系历史悠久。1853年，华人先民就已登陆这
片土地，如今成为圭亚那六大民族之一。圭亚那于 1972 年与中国
建交，是英语加勒比地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以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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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系发展顺利，经贸合作稳步健康发展。2001和 2003年，两国
政府先后签署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2018年 7月，中圭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双边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2020年，
双边货物贸易额达 5.7 亿美元，同比增加 78.7%。中资企业在圭亚
那投资涉及油气、铝矾土、锰矿、黄金、林业、渔业、农业等多个
领域，承建了圭亚那近年来多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在看到圭亚那投资机遇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当地情况。比如，
市场有限、环保要求高、基础设施不足、地质结构特殊、技术人才
缺乏、电力供应短缺且价格偏高、治安形势严峻、本地化要求高等。
建议有意来圭亚那投资的企业或个人事前应做好市场调研，全面分
析投资项目可行性，理性决策。同时，要充分考虑圭亚那疫情防控
长期化、复杂化因素，做好在疫情常态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心理
准备。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方,中圭经贸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国
驻圭亚那大使馆欢迎中资企业来圭亚那开展商业合作，并将一如既
往竭诚提供服务，与圭方共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
方向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商参赞 胡汉铭                                   

202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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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圭亚那合作共和国（The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简称“圭亚那”或“圭”）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圭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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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圭亚那进行投资合作的
商务成本是否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当地规范外
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圭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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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将会给你提供相关的基本信息，成为
你了解圭亚那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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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公元9世纪起，印第安人定居此地。15世纪起，西班牙、荷兰、
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先后入侵。16世纪晚期，荷兰人抵达圭亚那，
从事热带染料、树脂和木材贸易，并相继建立“埃塞奎博”“伯比
斯”和“德默拉拉”殖民地。1814年，荷兰将殖民地转让给英国，
1831年，英国将3块殖民地合并，取名英属圭亚那。1953年，圭亚
那取得内部自治地位。1966年5月26日宣告独立，改称圭亚那
（Guyana），印第安语意为“多水之乡”。1970年2月23日，成立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为英联邦在加勒比地区第一个共和国。 

1763年黑奴起义领导人科菲（Cuffy）纪念碑 

 

【国际地位】圭亚那是联合国、英联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
加勒比共同体、非加太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泛美卫生组织、美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组织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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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东北濒大西洋，东邻苏里南，西北接
委内瑞拉，南交巴西。面积21.50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19.69

万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为1.81万平方公里。 

圭亚那属UTC-4时区，比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晚4个小时，比北京
时间晚12个小时。圭亚那无夏令时。 

1.2.2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圭亚那矿产资源丰富。石油、黄金、铝矾土、钻
石、锰、钼、铜、钽、钨、镍、铀等均有分布，盛产石油、黄金、
铝矾土。根据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披露信息，截至2021年5月，
圭亚那累计探明可开采油气储量约100亿桶油当量。黄金储量丰富，
为世界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黄金资源主要位于普塔罗、马扎鲁尼
和库尤尼等三个矿区。铝矾土蕴藏量大、品位高、杂质少，探明储
量约3.6亿吨，其中，耐火材料级铝矾土世界范围内仅中国和圭亚那
有可观储量。圭亚那铝土矿矿源较深，开采成本较高，主要开采中
心位于林登及上伯比斯地区的夸夸尼等地。 

【林业资源】圭亚那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16.4万平方公里，
占全部国土面积的85%。木材蕴藏量约74亿立方米，且品种繁多，
超过千余种，经常采伐的有70多种，材质较好、产量较大具有商业
开发价值的有15种左右，其中紫芯木和绿芯木为珍贵木材，坚韧耐
腐，是上等的建筑材料。 

【水力资源】圭亚那水力资源也比较丰富，境内河流纵横，瀑
布较多，适合发展水电项目。主要河流有埃塞奎博河、德默拉拉河、
伯比斯河等，其中，埃塞奎博河上游地区著名的凯丘瀑布，是世界
上单级落差最大的瀑布。 

圭亚那政府欢迎外国资本投资油气、矿产等领域。海上油气区
块大多已颁发勘探或生产牌照，主要为西方石油公司所得。最大的
海上石油区块也是目前唯一处于生产阶段的斯塔布鲁克区块，由美
国埃克森美孚公司（45%）、美国阿美拉达赫斯公司（美国赫斯）
（30%）和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25%）共同投
资开发。目前，最高日产原油12万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企业
深度参与圭亚那金矿资源开发。美国、俄罗斯等国企业在圭亚那经
营铝矿开采。近年来，中国资本亦积极参与圭亚那油气、金矿、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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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锰矿、林木等资源开发，中资企业在圭亚那自然资源开发领域
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 

1.2.3 气候条件 

圭亚那属热带雨林气候，位于赤道低压区，天气和气候基本受
该低压槽及其降雨带“热带间辐合区”的影响，季节由降雨情况决
定。沿海地区全年有两个雨季（5至7月，11月至次年1月）和两个
旱季（2至4月，8至10月），内陆地区只有一个雨季（4月底至9月
底），其余时间为旱季。雨林区年均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草原区
约1600毫米，海滨区约2300毫米。平均日照时间雨季为5小时，旱
季则不少于7小时。 

全国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24℃—32℃之间。沿海地区最低气温
20℃，最高气温34℃；内陆地区最低气温18℃，最高气温40℃。海
滨区相对湿度为80%，草原区为70%，雨林区有时达100%；沿海地
区受东北信风影响，风速多为10米/秒，内陆地区多风和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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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丘瀑布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圭亚那总人口约79万人，主要分布在首都乔治敦、新阿姆斯特
丹、林登等市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3.7人。 

圭亚那华侨华人群体约2000—3000人，80%居住在首都乔治
敦，其余分布在新阿姆斯特丹、林登和埃塞奎博河等地区。 

1.3.2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圭亚那分为10个行政区，基本以河流为名，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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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由西到东依次为：巴里马—瓦伊尼区（1区）、波麦隆—苏佩
纳姆区（2区）、埃塞奎博岛—西德默拉拉区（3区）、德默拉拉—
马哈伊卡区（4区）、马哈伊卡—伯比斯区（5区）、东伯比斯—科
伦太因区（6区）、库尤尼—马扎鲁尼区（7区）、波他罗—西帕鲁
尼区（8区）、上塔卡图—上埃塞奎博区（9区）、上德默拉拉—上
伯比斯区（10区）。圭亚那有１个城市和9个自治镇。 

【首都简介】乔治敦市，是圭亚那唯一的城市和全国政治、经
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位于德默拉拉河入海口，北濒大西洋，面积
约30平方公里，人口约25万，交通便利，各类设施齐全。乔治敦最
初由荷兰殖民者规划建设，市内以木质建筑为主，许多建筑保留十
八九世纪的风格。主要名胜有：市政厅、圣乔治大教堂、大草棚等。
附近有独具特色的南美热带雨林风光和著名的印第安人村落。 

【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及其主要产业】林登（Linden），临德默
拉拉河，人口约3.5万人，距首都乔治敦107公里，盛产铝土矿，被
当地人誉为“百年铝城”，林登港是圭亚那重要的内河港口。新阿
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位于伯比斯河东岸和入海口处，人
口约3.5万人，是圭亚那重要的铝土矿出口港。巴蒂卡（Bartica），
位于马扎鲁尼河与库尤尼河汇合处，是内地黄金和钻石开采重镇，
人口约1.1万人。莱赛姆（Lethem）,位于圭亚那与巴西接壤的塔库
图河畔，与巴西邦芬镇相对,通过塔库图河大桥与巴西相连，边贸活
动频繁。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圭亚那是非宗教的民主主权国家，立法机关为议会，行政权力
属于总统，司法权在各级法院，法官判决不受任何政治、行政力量
干扰。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在圭亚那
出生并连续居住7年以上者方有资格竞选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
党总统候选人当选，任期为5年，可连选连任，最多不超过两届。总
统有权解散议会。总理由总统从国民议会议员中任命，是总统行使
行政权力的首席助手，并负责政府在国民议会中的事务。议会、总
统和内阁是最大的民主权力机构。 

圭亚那执政党是人民进步党（PPP/C)，通过2020年大选上台。
现任总统穆罕默德·伊尔凡·阿里(Mohamed Irfaan Ali),副总统巴拉
特·贾格迪奥（Bharrat Jagdeo）,总理马克·安东尼·菲利普斯（Mark 

Anthony 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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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主要党派 

圭亚那有3个主要政党，包括人民进步党、人民全国大会党、变
革联盟。 

人民进步党（PPP/C）。1950年1月成立，曾连续5次赢得大选。
该党领袖和总书记是巴拉特·贾格迪奥。2020年8月，该党竞选人
阿里胜选，任总统。 

人民全国大会党（PNCR）。主要反对党，1955年10月伯纳姆
等人脱离人民进步党后于1957年组建。领袖大卫·格兰杰，主席沃
尔达·劳伦斯，总书记阿穆娜·阿丽。 

变革联盟（AFC）。反对党。2005年10月成立，被称为“第三
势力”，由部分前人进党和人大党中央执委联合组建。领袖凯姆拉
什·拉姆加谭，主席拉斐尔·特罗特曼，总书记大卫·帕特森。 

1.4.3 政府机构 

【中央政府】圭亚那本届中央政府机构包括总统府、总理府、
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财政部、内政部、教育部、农业部、自然资源
部、公共工程部、劳动部、旅游、工业和贸易部等。其中，主要经
济部门有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公共工程部、旅游、工业和贸易部
等。 

【地方政府】圭亚那有10个行政区，由主席和地区民主委员会
（RDC）负责管理。地区民主委员会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代
表本区居民。行政区下属行政建制为：分区、管区、社区、片区和
人民合作单位。最基本的行政管理机构是片区民主委员会。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圭亚那自称“六族之国”，六个族群分别为：印度人、非洲人、
印第安人、华人、欧洲人和混血人。其中，印度裔占43.5%、非洲
裔占30.2%、混血种人占16.7%、印第安人占9.1%、华人和欧洲人
占比均小于1%。 

1.5.2 语言 

圭亚那官方语言和通用语是英语。广泛使用克里奥尔语（以英
语为基 

础，借用荷兰语、印地语、非洲和印第安语）。印度教和穆斯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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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在宗教仪式中则分别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大多数
印第安人会讲9种部落语言中的一种或数种，华人圈内则多讲普通
话。 

1.5.3 宗教和习俗 

圭亚那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国内主要宗教有印度教、基督教、
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信仰的原始宗教等。
其中，34.8%的圭亚那民众信奉基督教新教，24.8%信奉印度教，
7.1%信奉天主教，6.8%信奉伊斯兰教。 

圣乔治大教堂——世界上最高的木质教堂 

圭亚那民族众多，民俗丰富多彩。因天气炎热，除社交场合外，
衣着都比较简单，男子穿短衣、短裤，女子穿T恤衫、连衣裙等。在
正式场合，衣着比较讲究，女人多穿裙子，男人多穿西装。在宗教
仪式等特殊场合，多穿民族传统服装。在社交场合与客人见面，要
与客人一一握手；亲朋好友之间相见，则习惯施拥抱礼。在圭亚那，
与对方见面最好事先约好，贸然到访属不礼貌行为。 

饮食方面，圭亚那人的主食以大米为主，兼食玉米、面粉、木
薯、番薯等杂粮。副食有热带蔬菜、瓜果及海产品、畜牧肉等。咖
啡、椰汁及当地用甘蔗制作的朗姆酒深受人们喜爱。 

居住方面，圭亚那人住宅的显著特点是木质结构建筑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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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茅草、木材和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房屋多建在几根木桩上，成
为与地面有一定距离的高脚屋，房子外墙和屋顶多涂漆。 

婚姻方面，圭亚那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人们一般早婚，婚姻
形式分为法律婚姻和习惯法婚姻。不同民族在婚姻和家庭方面有所
差异。 

印第安村落 

1.5.4 科教和医疗 

【教育】圭亚那教育系统包括学前/托儿所教育、初等教育（小
学）、中等教育（中学）、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大学
教育和成人教育。圭亚那政府对6-15岁的少年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
育，成人识字率约88.5%。圭亚那中学生普遍参加加勒比考试委员
会（CXC）组织的加勒比中等教育证明（CSEC）和加勒比高等学
历考试（CAPE），近年来圭亚那学子考试成绩在地区国家中排名
靠前。圭亚那大学是该国唯一的一所大学，在校学生1万名左右，本
科学费约5000美元/人/学年。 

【医疗】圭亚那的公共医疗服务包括卫生站、卫生中心、地方
医院、地区医院、国家级医院/乔治敦公共医院、特长专科医院。全
民享受公费医疗，医药和住院费用全免。医疗卫生设备比较陈旧，
设施短缺，农村普遍存在缺医少药情况。美国、印度、古巴等国在



圭亚那 

 19 

圭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及医务人员培养等方面援助力度较大。圭亚那
人均寿命70岁左右。疟疾和艾滋病是圭亚那比较突出的公共卫生疾
病。 

【中国医疗队】自1993年中国和圭亚那签署《医疗合作协议》，
并向圭亚那派出第一批医疗队以来，中国共向圭亚那派出16期医疗
队，累计231人次。 

中国援助圭亚那医疗队主要由江苏省卫生系统派出。第16期医
疗队员来自江苏苏州和常州，共有16人，涵盖普外科、眼科、针灸
推拿科、放射科、肾内科、整形外科、组织病理科、妇产科、骨科、
麻醉科、儿科等领域，分别在圭亚那乔治敦医院和林登医院工作。
中国医疗队在圭亚那的驻地和联系电话如下： 

援乔治敦医院医生驻地：304-305 East Street，Georgetown    

电话：00592-2235614 

援林登医院医生驻地：Watooka Riverside Drive, Linden   

电话：00592-4446638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圭亚那工会覆盖各主要行业和企事业单位，对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圭亚那全国各工会的联合组织为工会
大会（GTUC），共有23个成员工会，会员近7万人。其中，最大的
工会农业工人总工会（GAWU）拥有会员1.6万余人，以印度裔糖业
工人为主；第二大工会是公务员工会（GPSU），会员1.3万余人，
以非洲裔为主；劳动工会（GLU）和教师工会（GTU）会员超过5000

人。其余成员工会中，9个不足1000人，7个不足500人。3个矿业工
会分别代表林登矿、伯比斯矿和奥迈金矿的工人，共有4300名会员。 
圭亚那工人依法享有罢工权利，罢工活动较为常见，一般多为

要求涨薪、增加补贴等而向政府、企业施压，罢工规模较小，持续
时间短，参与人数多不足百人。2020年，圭糖厂工人、教师、护士、
出租车司机等群体都有发生过罢工活动，均较快结束，未对经济及
社会治安环境造成较大干扰。当年，中资企业未发生罢工事件。 

【其他非政府组织】圭亚那有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妇女革命社
会主义运动、进步青年组织等群众团体。华人侨团方面，成立于1920

年的圭亚那中华会馆是在圭亚那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侨团。2017年，
福建同乡会、山东同乡会、浙江同乡会先后在圭亚那成立。2013年，
圭亚那中资企业协会成立。 

1.5.6 主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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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媒体】圭亚那的主要报纸媒体有，《圭亚那纪事报》《斯
塔布鲁克报》《凯丘报》和《圭亚那时报》等。其中，《圭亚那纪
事报》（Guyana Chronicle）为官方报纸，主要反映政府立场，其
它报纸为私营报媒。 

【广播电视媒体】圭亚那共有14个电视频道和6家广播电台。
圭亚那电视台(NCN)为国家电视台，主要播出当地新闻，转播英国
BBC和美国CNN新闻，以及美国和印度电影。在圭亚那可以收看中
国中央电视台CCTV-9和CCTV-4节目。圭亚那另有10余家私营电视
台，主要包括CNS、MTV、NTN等。 

【网络媒体】圭亚那点击量较高的网络媒体有新闻室
（NewsRoom）、德莫拉拉海潮（Demerara Waves）、爱新闻（i 

News Guyana）。 

圭亚那当地媒体的报道多以圭亚那政治、经济、社会和周边外
交为主，国际新闻侧重于加勒比和拉美地区，加勒比地区新闻多引
用加勒比通讯社（CANA）消息，重大国际新闻往往引用路透社、
BBC、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消息。涉及中国的报道主要来自对西方
媒体的转载。 

大草棚——圭亚那著名景点 

1.5.7 社会治安 

圭亚那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严峻，持械抢劫、入室盗窃和凶杀等
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根据圭亚那警察部门统计数据，2020年，圭严
重犯罪案件数量减少5.9％。 

圭亚那民众可以合法持有手枪、半自动步枪和猎枪等类型枪支，
但需申请持枪许可。圭亚那不存在反政府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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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节假日 

圭亚那每年有16个公共节日，包括新年（1月1日），共和日（2

月23日），先知生辰（2月24日），洒红节（3月27日），耶稣受难
日（3月29日），复活节（3月30日），劳动节（5月1日），印度人
抵圭日（5月5日），独立日（5月26日），穆罕默德日（5月），加
勒比共同体日（7月1日），解放日（8月5日），宰牲节（10月15

日），灯节（11月3日），圣诞节（12月25日），节礼日（12月26

日）。 

圭亚那私营部门一般每周工作6天，周日是公休日；公营部门一
般每周工作5天，周六、周日是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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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近年来，圭亚那政府执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财
政政策，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经济稳中有升。尤其是2019

年底产出第一桶石油以来，圭亚那油气产业推动各行业领域快速发
展。2020年，圭亚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3.50%，预
计2021年GDP增长20.90%，2022年GDP增长46.50%。 

表2-1  2016-2020年圭亚那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经济总量GDP（亿美元） 经济增长率（%） 人均GDP（美元） 

2016 34.21 2.60 4543 

2017 34.93 2.10 4586 

2018 36.36 4.10 4979 

2019 38.04 4.70 5072 

2020 49.04 43.5 685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圭亚那财政部；世界银行数据下载于2021年3月20日，下

同 

【产业构成】根据圭亚那2021年预算报告推算，2020年圭亚那
一、二、三产业比重约为18:56:26。 

【财政收支】2020年，圭亚那政府预算收入12.02亿美元，支
出16.16亿美元，赤字4.14亿美元。 

【通货膨胀】2020年，圭亚那通货膨胀率0.90%，较上年下降
1.2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失业率约为12.80%，青年失业率达
30.20%。 

【外债】截至2020年底，圭亚那公共债务总额25.92亿美元，
占当年GDP的47.40%，其中，外债13.20亿美元，内债12.70亿美元。
外债主要来源是美洲开发银行（41.80%）、中国（18.60%）、加
勒比开发银行（11.30%）和委内瑞拉（7.90%）。圭亚那属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年4月发布的“重债穷国倡议”援助
国之一。 

【主权债务评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圭亚那外债违
约风险和总体债务违约风险均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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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点/特色产业 

【油气产业】斯塔布鲁克区块是圭亚那目前唯一处于生产阶段
的石油区块，由埃克森美孚（45%）、赫斯（30%）和中海油（25%）
共同投资开发。截至2021年5月，已累计探明高品质、低成本、可
开采油气储量超过90亿桶油当量。2020年，该区块最高日产石油12

万桶，实现石油出口收入11.1亿美元，占圭亚那全部出口收入的
39%，为圭亚那政府带来约3亿美元的分成和特许费收入。预计2022

年该区块产量将增至34万桶，2025年增至75万桶，届时，圭亚那政
府的年度油气收入将超过10亿美元。 

【采矿业】黄金、铝矾土、钻石开采是圭亚那采矿业的支柱。
2020年，圭亚那黄金申报产量约58.40万盎司，同比下降7.90%，实
现出口收入8.09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收入的28.76%；2020年，圭
亚那铝矾土产量约112.30万吨，同比下降41.20%，出口收入8000

万美元，约占其出口总收入的2.85%；2019年，圭亚那钻石申报产
量5.50万吨。 

表2-2  2016-2020年圭亚那主要矿产品产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铝矾土（万吨） 167.80 145.90 192.60 191.97 112.30 

黄金（万盎司） 64.50 65.40 57.0 63.00 58.40 

钻石（万吨） -- 5.20 6.20 5.50 -- 

资料来源：圭亚那财政部、统计局、地矿委和圭亚那银行 

【种植业】圭亚那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和甘蔗，此外水果、蔬菜、
烟草等经济作物也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大米种植是圭亚那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之一。2015年下半年，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两国因领土争端
终止持续多年的“石油换大米”计划，圭亚那大米出口市场严重萎
缩。圭亚那政府为扭转大米销售不畅的态势，努力开拓欧盟、墨西
哥、古巴等新的大米出口市场，改善种植品种，提高农业机械化水
平。2020年，实现大米出口收入2.36亿美元，同比增长6%。 

表2-3  2016-2020年圭亚那大米产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产量（万吨） 60.00 60.21 62.67 68.24 68.74 

资料来源：圭亚那财政部 

【制糖业】圭亚那制糖业生产设施落后，效率不高，制糖成本
约33美分/磅，远高于14-18美分/磅的全球平均糖价。但由于制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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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吸纳了约7000人左右的就业，圭亚那政府不得不扶持其发展。
2020年，新政府上台后，继续加大投入，重新开放被前政府关闭的
三家糖厂。目前，圭亚那七家制糖厂中有六家在产。2020年，圭亚
那糖产量不足9万吨，为近五十年来最低值。 

表2-4  2016-2020年圭亚那蔗糖产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产量（万吨） 18.36 13.73 10.46 9.20 8.89 

资料来源：圭亚那统计局 

【林业】圭亚那森林资源丰富，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木
材。投资者可以来圭亚那开展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项目，生产高质
量的木材，建材，庭院家具，组合家具，胶合板，地板条，模具及
其他木制品。2020年，受疫情影响，圭林业部门产量下跌8.10％。 

【低碳发展战略】2009年6月，圭亚那政府启动了低碳发展战
略 (LCDS)，意图将圭亚那的经济引向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LCDS的主要路径是保护森林资源，努力减少
全球碳排放，同时吸引发达国家向圭亚那提供气候保护赠款，这些
赠款将用于促进圭亚那低碳经济发展。 

目前，在圭亚那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集中在油气、矿产和工
程承包领域，主要有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道达尔能源公司（道达尔，Total Energies）、紫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Zijin Min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建，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中国铁路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等。 

2020年，中资企业紫金矿业投资 2.81亿美元收购圭亚那金田
公司全部股权，获得 188吨金金属资源，成为圭亚那黄金市场的前
三大黄金开采商。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圭亚那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路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
目前，圭亚那全国公路总里程为7970公里，其中沥青路面约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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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他均为土路，境内无现代化高速公
路。 

圭亚那全国道路主要分为两条干线：一条是沿海公路，东西走
向，长305公里，东起莫莱湾经新阿姆斯特丹、乔治敦，西至查里
提镇，通过轮渡可与苏里南公路相通；另一条是内地公路，南北走
向，以乔治敦为起点向南通往铝城林登，铺沥青路面，长105公里，
其后为土路，由林登到圭亚那西南边莱赛姆，终点与巴西公路连接。 

2.3.2 铁路 

十九世纪，圭亚那建有公共运输铁路，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些
铁路陆续关停，仅在部分矿区修建有运输黄金、铝土等矿石的专用
线路。 

2.3.3 空运 

圭亚那共有各种机场100多个，除首都的国际机场可起降大型
客机外，其他均为简易机场，主要供国内航线使用。契迪·贾根国
际机场，距首都市区约40公里。每周有飞往美国、加拿大、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巴拿马、苏里南等国家的国际航班。在此
运行的航空公司主要有：加勒比航空、LIAT、巴拿马航空、苏里南
航空、美国航空等。首都乔治敦市区奥戈机场扩建后成为圭亚那第
二个国际机场，主要用于加勒比地区国际航线，2016年正式更名为
尤金·科雷亚国际机场。从中国去往圭亚那没有直达航班，可以从
美国或者从欧洲转机。2019年，圭亚那航空业国内旅客业务完成
22.5万人次，国际旅客业务完成75.1万人次。 

2.3.4 水运 

圭亚那沿海及江河下游水运条件较好。首都乔治敦和新阿姆斯
特丹为主要海港，其中乔治敦港是圭亚那唯一集装箱港。内河全长
约5900公里，其中可供小型船只通行的水路约1077公里，大型远洋
船只可进入主要河流如伯比斯河、德梅拉拉河、埃塞奎博河等下游
航行。伯比斯河、德梅拉拉河、埃塞奎博河可供远洋船进入航行的
河道分别为150公里、100公里和80公里。伯比斯河港为圭亚那重要
的内河港口。 

2009年，在巴西政府的援助下，圭亚那开通了连接圭亚那和巴
西边界的跨界桥梁塔库图（Takutu）大桥，推动圭亚那与巴西等南
美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大桥已于2009年9月份正式通车运营。圭亚
那与苏里南之间开通有轮渡服务，方便两国民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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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渡码头 

2.3.5 电力 

圭亚那发电设备不足、电力短缺以及电价高等已成为制约其经
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截至2021年5月，圭亚那电力总装机容量
约160兆瓦，糖厂另有40兆瓦的自发电能力。圭亚那电力严重依赖
重油发电，燃料大部分依靠进口，电力生产成本约为17-20美分/千
瓦时。 

2020年，圭亚那新政府承诺，未来五年将圭亚那电价降低60%

左右。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正积极推进电力多元化发展战略，规
划建设一座装机容量200-250兆瓦的天然气电站和一座装机容量约
170兆瓦的水电站。 

圭亚那电网建设滞后，全国尚未实现联网，即使在首都乔治敦
也经常出现停电情况。如在圭亚那尤其是在内陆地区投资设厂，一
般需自备发电设备。圭亚那电网与周边国家尚未实现互联互通。 

2.3.6 数字基础设施 

圭亚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截至2020年初，移动电话用
户64.6万户，普及率82%，互联网用户43万户，普及率55%。移动
通讯覆盖地域有限，网速较慢且不稳定。目前，圭亚那有三大电信
运营商，其中GTT通讯公司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兼营电话和互联网
业务；Digicel和E-Netwokrs相对较小，分别经营电话和互联网业务。 



圭亚那 

 27 

目前，圭亚那信息通信业整体处于3G向4G过渡阶段，政府尚
无5G通信发展规划，电信运营商获政府发放的无线频谱牌照后即可
自行建设5G网络，Digicel正在升级4G通讯网络，GTT的4G网络效
果不佳，E-Networks开始运用5G技术提供家庭无线宽带网络服务，
并正建设5G移动通讯网络。 

圭亚那历届政府均重视信息通讯业发展，近年来先后实施了“电
子政务网”“国家宽带网”等项目。2020年，新政府上台后，即宣
布实施《电信法案2016年修正案》，打破GTT市场垄断地位，促进
电信业自由竞争。新政府正积极完善电信领域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全国可用带宽，提升沿海与内陆及农村的互联互通水平，并着
手制定国家信息通讯技术战略计划，推动数据保护和电子商务领域
立法工作。 

2.4 物价水平 

圭亚那制造能力有限，大部分制成品需要进口，物价水平总体
偏高，但本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则不高。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
际物流成本攀升，圭亚那物价稳中有升。尤其是2021年以来，圭亚
那建筑建材、居民日用品等价格大幅上涨。 

 

表2-5  2016年12月-2020年12月圭亚那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类别 
基于2010年1月1日价格指数的新体系 

2016年12月 2017年12月 2018年12月 2019年12月 2020年12月 

所有商品 113.3 115.2 117.5 119.51 120.65 

食品 130.5 134.4 139.0 147.02 152.51 

服装 94.1 95.7 100.0 89.30 89.04 

鞋帽 93.6 94.3 88.8 81.45 80.75 

住房 98.8 99.3 100.4 99.55 97.32 

家具 91.0 91.9 90.3 89.87 90.46 

交通运输 116.7 118.0 121.0 119.49 117.90 

医疗 123.1 126.9 130.1 129.90 136.55 

教育、文

化服务 
94.4 97.7 96.3 96.41 96.73 

杂项 120.9 119.8 120.7 120.89 1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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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体系定义2010年1月1日的价格指数为100 

资料来源：圭亚那统计局 

 

表2-6 圭亚那当地主要生活品价格（2021年5月） 

序号 品种种类 名称 单位 价格(圭亚那元) 

1 
粮食类 

大米 磅 180 

2 面粉 袋（1KG） 260 

3 

蔬菜类 

大蒜 磅 350 

4 青菜 堆（3棵） 200 

5 圆白菜 磅 300 

6 甜椒 磅 220 

7 辣椒 磅 260 

8 土豆 磅 80 

9 葱 把 200 

10 豇豆 捆（100根） 800 

11 木耳菜 堆（4把） 100 

12 南瓜    磅 150 

13 西红柿 磅 240 

14 

畜牧水产

类 

猪肉 磅 580 

15 牛肉 磅 560 

16 鸡肉 磅 350 

17 鸡蛋 个 40 

18 黄鱼 堆（5-6尾） 1000 

19 

水果类 

西瓜 磅 140 

20 香蕉小 磅 160 

21 菠萝大 个 500 

22 菠萝小 个 350 

23 苹果 个 200 

24 椰子 个 200 

25 服装家纺 帽子 顶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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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类 T恤 件 1000 

27 裤子 条 2000 

28 
饮品 

矿泉水 1.5L 235 

29 牛奶 1L 460 

30 

厨房用品 

煤气 罐 3800 

31 食用油 5L 2750 

32 白糖（散装） 千克 230 

33 
卫生卫浴 

洗衣粉 袋（400克） 350 

34 卷纸 卷 210 

注：1圭元约合0.03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2.5 发展规划 

【中长期发展规划】圭亚那现任执政党PPP/C（前反对党）发
布的《我们的繁荣计划（2020-2025）》，系统阐述了该党五年的
施政方向。重点从创造就业、拯救生产部门、利用石油收入、大力
建设基础设施、保障电力供应、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低碳发展战略、
信息通讯技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8大方面着手，建设自由、繁荣、
公正、有竞争力、平等的社会。 

链接：https://newsroom.gy/wp-content/uploads/2019/11/pdfr

esizer.com-pdf-resize.pdf。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圭亚那现任政府的基础设施规划集中体
现在《我们的繁荣计划（2020-2025）》中，提出建设新德默拉拉
河大桥、圭苏（里南）界河大桥、林登-莱塞姆公路、天然气电站、
水电站、深水港、首都机场第二快速路等项目。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圭亚那政府尚未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发展愿景亦体现在《我们的繁荣计划
（2020-2025）》中，现任政府承诺致力于发展ICT基础设施并提供
有利的环境，鼓励圭亚那各地利用ICT，消除圭亚那内部以及圭亚那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和不平等。政府的目标是使ICT应用到每
个社区、每个部门的每个圭亚那人。同时，促进电子政务发展，通
过引入互联网健康、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安全、互联网农业，电子
许可证等，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提供更好的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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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现任执政党在2009年执政时，曾制定了
《低碳发展战略》（LCDS），后被前任政府以《绿色国家发展战
略：2040年愿景》替代，新政府上台后承诺重新制定低碳发展战略，
强调保护雨林、与气候变化作斗争，通过利用森林气候服务的收入，
使经济多样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低碳形式帮助实现繁荣。 

链接：https://www.lcds.gov.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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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圭亚那作为GATT成员国，于1995年
WTO建立时自动成为WTO成员。签有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单
一市场和经济议定书（CSME），加共体成员单位间享有地区内人
员、货物、投资自由流动的权利符合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可在成员国
之间免关税流动。产品辐射范围包括欧盟、北美、加勒比地区，南
美巴西、委内瑞拉等。 

【双边自贸协定情况】圭亚那作为加共体成员，可以享受加共
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加共体与美国签订
的加勒比盆地计划（CBI），与加拿大签订的加勒比--加拿大经济贸
易援助计划，与委内瑞拉（1992）、哥伦比亚（1994)、多米尼加
（1998）、古巴（2000）、哥斯达黎加（2004）、欧盟（2008）、
英国（2019年）等签订的贸易协定等。圭亚那还与巴西签订有自贸
协定（2001）。 

3.2 对外贸易 

2020年，圭亚那货物贸易总额46.60亿美元，同比下降16.90%，
其中，进口20.73亿美元，同比下降48.70%；出口25.87亿美元，同
比增长65.10%。主要出口商品为原油、黄金、大米、铝土矿和糖，
主要进口商品燃油与润滑油、机械、水泥等。前五大出口地为美国、
加拿大、牙买加、阿联酋和巴巴多斯。前五大进口地为美国、葡萄
牙、特多、中国和日本。 

2020年，圭亚那服务贸易逆差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95.70%。
圭亚那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下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有
19个。 

圭亚那政府没有关于数字贸易的统计数据。 

3.3 吸收外资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2020年，圭
亚那吸收外资流量约为18.34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圭亚那吸收
外资存量约为79.45亿美元。 

根据圭亚那政府公布的数据，2020年，圭亚那吸收外资流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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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7.60%，美国是圭亚那外资主要来源国。 

知名跨国公司在圭亚那投资主要涵盖油气勘探开发、矿产、酒
店等行业。油气方面，主要包括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美国赫斯公
司与中海油共同持股的斯塔布鲁克石油区块项目，英国图洛石油公
司、法国道达尔、哥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ECO）共同持股的奥林
杜克项目等；矿产方面，主要包括从事黄金开采的紫金矿业圭亚那
公司、澳大利亚特洛伊资源圭亚那公司，从事铝矾土开采的重庆市
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博赛铝矿）、俄罗斯铝业联合公
司（俄罗斯铝业）；酒店业方面，主要是美国品牌，一家万豪已建
成，第二家万豪及希尔顿、丽笙等酒店2020年初宣布落户圭亚那。 

3.4 外国援助 

圭亚那接受国际援助具体规模未对外公布。圭亚那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定的“重债穷国倡议”援助国，对外来援助
依赖较强。圭亚那接受外来援助主要有多边援助和双边援助两种渠
道。多边援助主要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援助；双
边援助主要来自欧盟、美国、英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圭亚那
接受外来援助的领域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科研、
农业发展、新能源、政府体制改革、国防、经济发展规划、应对自
然灾害等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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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建的钟亚瑟会议中心（原国际会议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圭亚那接收的主要
国际援助如下: 

泛美卫生组织向圭亚那提供了新冠病毒检测所需引物和探针，
帮助使圭亚那具备病毒检测能力，捐赠了一批防护物资并协助圭亚
那开展相关采买工作。同时，向圭亚那提供了防疫建议（包括制定
战略准备响应计划）并组织疫情防控相关培训。 

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向圭亚那提供约35.80万美元的资
金援款，用于帮助圭应对COVID-19疫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向圭亚那卫生部捐赠了一批包
含消毒剂、儿童床、陶瓷杯等物品在内的援助物资。 

加勒比开发银行向圭亚那提供了价值20万至30万美元的防护
用品。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向圭亚那捐赠6.24万剂新冠
疫苗。 

中国政府累计向圭亚那捐赠包括核酸提取仪、核酸提取试剂、
口罩、防护服、红外测温仪等在内的11批医疗物资。另捐赠了2万
剂国药新冠疫苗。 

美国向圭亚那提供了47.5万美元资金支持，捐赠了价值7.2万美
元的5台超低温冰箱，用于提升圭亚那新冠病毒疫苗存储能力。 

印度向圭亚那捐赠8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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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过泛美卫生组织向圭亚那捐赠100万美元，向圭亚那
七个地区的十一个土著社区提供抗疫物资援助。 

法国政府向亚马逊地区8国提供的200万美元紧急援助中，圭亚
那分得20万美元，帮助美洲印第安人社区应对疫情。 

哥伦比亚向圭亚那援款8万美元。 

墨西哥向圭亚那捐赠两台呼吸机。 

卡塔尔援助圭亚那防疫野战医院（field hospital）设备。 

巴巴多斯向圭亚那捐赠3000剂疫苗。 

3.5 中圭经贸 

3.5.1 双边协定 

2001年，中国与圭亚那签订《贸易协定》。协议为一份纲领性
文件，规定双方政府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意见：采取适当措施促进
两国间经贸关系发展，依照各自现行法律、法规和具有约束力的国
际协定，逐步削减和消除货物和服务贸易、技术合作过程中的障碍。
2018年7月，中圭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中圭尚未签
订自贸协议。圭亚那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两国建有经贸混
委会机制，迄今已举行11次会议。 

2003年3月，中圭签署了《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协议
规定，缔约双方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
作；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
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经济发展；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
领土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同意上述目标的实现不影响普遍适用的
健康、安全和环境措施；尊重对投资所在拥有管辖权的缔约一方的
主权和法律。中圭没有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圭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中圭尚未签署产能合作协议。  

中圭尚未签署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1984年，中圭签署文化协定。1988年，中圭签署科学技术协定。
圭亚那大学设有中国孔子学院。 

中圭没有签署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议。 

3.5.2 双边贸易 

中圭两国自1972年建交以来，政治友好互信，经贸合作稳步发
展，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已成为圭亚那重要进口来源国和主
要贸易伙伴之一。尤其是2019年圭亚那成为产油国以来，实现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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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出口，推动双边货物贸易大跨步发展。2020年，中圭货物贸易
总额为5.70亿美元，同比增加78.7%。其中，中方出口2.65亿美元，
同比下降2.9%；中方进口3.05亿美元，同比增长563%。 

表3-1  2016-2020年中圭进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贸易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16 20624 17799 2826 

2017 22700 18862 3838 

2018 26512 22203 4308 

2019 31882 27283 4599 

2020 57000 26500 3050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中国对圭投资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圭亚那非金融投资流量
6364万美元，存量2.57亿美元。 

             博赛矿业铝矾土厂——圭林登市最大中资企业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圭亚那新签承包工程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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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771.7万美元。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目前，圭亚那没有中方主导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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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圭亚那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经济预期向好，政局总
体稳定，具有较强的投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 

【自然资源丰富】圭亚那属热带雨林区，能源、矿产、农林牧
渔资源丰富。主要能矿资源有石油、天然气、黄金、铝矾土、钻石、
锰、钼、铜、钽、钨、镍、铀等。已探明可采油气储量超过90亿桶
油当量（油气比例为3:1）。黄金年产量维持在50万盎司以上。铝矾
土储量约3.6亿吨，品位高、杂质少。森林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木
材蕴藏量约74亿立方米。 

【地理位置优越】圭亚那兼具南美国家和加勒比国家双重属性，
是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所在地，与美国、加拿大、欧盟、加共体、
巴西、委内瑞拉等10个国家或区域组织签有自贸协定或包含贸易优
惠条款的其他协定，与中国、阿根廷、泰国签有贸易协议，既可作
为进军南美大陆的跳板，也可作为进入美欧市场的中转站。 

【经济预期向好】圭亚那油气产业发展方兴未艾，2020年GDP

增长43.5%，预计2021年GDP增长20.9%，2022年GDP增长46.5%。
在油气产业带动下，圭亚那政府大力推动机场、公路、桥梁、码头
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林业、糖业等传统产业现代化，发展
信息通讯业，加大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投入，各行业领域发展机
会显著增多。 

【政局总体稳定】圭亚那作为英联邦成员，法律体系较为完备，
公民具有良好的民主和法治意识。各政党依宪法、选举法等法律法
规积极参加国家治理。圭亚那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办公室负
责招商引资，并出台了优惠政策促进企业投资。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未对圭亚那经济竞争力进行排名。世界银
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圭亚那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
中的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第134位。 

圭亚那政府积极推进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近年来，圭亚那政府
陆续实施了“电子政务网”“国家宽带网”等项目，电子政务应用
化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新政府提出了建立单一窗口审批系统，
以缩短建筑许可证签发时间的设想。2021年4月份，圭政府任命了
数字基础设施及在线参与项目总监，以创建一个开放型国家级政府
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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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政府尚未出台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方面的举措。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圭亚那货币为圭亚那元（简称圭元），圭元有纸币和硬币，纸
币面额有20元、50元、100元、500元、1000元和5000元；硬币面
额有1元、5元和10元。 

近三年圭元对美元、欧元汇率（央行买入价）如下： 

2019年3月，1美元=207.98圭元，1欧元=231.71圭元； 

2020年3月，1美元=208.99圭元，1欧元=232.08圭元； 

2021年3月，1美元=207.98圭元，1欧元=253.32圭元。 

圭元采取紧盯美元价格策略，对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 

圭元可与美元自由兑换，与人民币不可直接结算。 

4.2.2 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政策】为吸引外资，圭亚那实行外汇自由兑换政策。 
【外汇汇入汇出】在圭亚那各商业银行、外汇兑换所均有外汇

交易。但是银行的外汇兑换没有保证，如果拿圭元到银行兑换，银
行可能没有足够的外汇现钞，外汇汇出时间缺乏保证。 

【利润汇出费用】圭亚那银行不允许企业或个人将美元现金存
入其开立的外汇账户，也不能直接将外汇汇往境外。将美元汇往境
外的具体做法是：美元持有者要将美元按买入价卖给银行，变成圭
元后存入银行，然后银行再按卖出价折算成美元汇出。同时要支付
手续费和汇出金额0.5%-1%的电汇费。各商业银行对汇率、手续费
和电汇费的规定不同。企业到圭亚那开展业务需考虑汇兑成本。 

【携带现金出入境相关规定】携带1万美元（含）以上或与其等
值的其他货币现金出入境需要申报。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主要银行】圭亚那的中央银行是圭亚那银行。其主要职能是：
发行国库券、规定各银行的准备金、调剂外汇市场等。 

圭亚那主要商业银行有：德默拉拉银行、国民银行和圭亚那贸
工银行。圭主要外资银行有：共和银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丰
业银行（加拿大）和巴罗达银行（印度）。 

【主要保险公司】圭亚那主要有HIHF和GTM两家保险公司，业
务范围涵盖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HIHF公司（Hand In Hand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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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 Insurance Companies）是圭亚那历史最悠久的保险公司，
成立于1865年。网址：www.hihgy.com。GTM公司（The Guyana & 

Trinidad Mutual Fire &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网址：
www.gtm-gy.com/guyana。 

【中资银行】圭亚那尚无中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中国国内
银行合作较多的当地银行是圭亚那银行。 

【外国企业开户规定】外国企业在圭亚那各商业银行开立账户
程序：首先在圭亚那高等法院进行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然后到圭
亚那税务局申请税号；最后持营业执照、税号、公司开立账户决议
以及两封当地企业担保信即可到当地商业银行开立账户。在当地商
业银行可开具圭元账户和美元账户，但小型企业开立美元账户难度
较大。 

4.2.4 融资渠道 

【基础利率水平和商业融资成本】2021年5月，圭亚那中央银
行基准利率为5%。 

【外国企业在圭亚那获得融资条件】根据WTO有关规定，在融
资条件方面，圭亚那对外国投资者无过多限制。但是如果外国投资
者在当地银行贷款超过200万圭元（约合9685美元），则需获得圭
亚那财政部的批准。 

【外国企业在圭亚那申请保函】目前，圭亚那商业银行不提供
开具保函或转开保函的服务。 

目前，中资企业尚不能在当地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
合作。 

目前，尚未有中资企业在当地融资的案例。 

4.2.5 信用卡使用 

信用卡在圭亚那未普及使用。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维萨卡
（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可以在当地极少数商家使用。
圭亚那尚未开展移动支付业务。 

4.3 证券市场 

圭亚那证券交易所是圭亚那唯一的证券交易市场。该交易所于
2003年成立，负责股票经纪人资格的审批和公司的上市申请。其下
注册的证券公司和调解者协会负责股票市场的经营。该协会由圭亚
那信托公司、圭亚那美洲商业银行等会员组成，协会的会员也是股

http://www.gtm-gy.com/guy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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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经纪人。截至2021年5月，圭亚那证券交易所共有15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约20亿美元。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水】圭亚那自来水供应不稳定，水质较差，达不到直饮标准。 
 

表4-1  圭亚那水价 

 乔治敦地区 非乔治敦地区 

居民用水（立方米） 94.5圭元（约合0.45美元） 60.9圭元（约合0.29美元） 

商业用水（立方米） 125.0圭元（约合0.60美元） 125.0圭元（约合0.60美元） 

资料来源:圭亚那供水公司 

【电】圭亚那电力供应不足，供电设备陈旧，停电时有发生。 

表4-2  圭亚那电价 

费率表 用量（千瓦时kwh） 费率 

“A”（居民） 
1-75 

75以上 

39.10圭元/千瓦时（约合0.19美元） 

43.43圭元/千瓦时（约合0.21美元） 

“B”（商业） 不分用量 56.38圭元/千瓦时（约合0.27美元） 

“C”（工业） 不分用量 50.93圭元/千瓦时（约合0.25美元） 

“D”（工业） 不分用量 48.78圭元/千瓦时（约合0.23美元） 

资料来源:圭亚那电力公司 

【气、油】圭亚那民用液化气、汽油、柴油价格如下： 

表4-3  圭亚那液化气、汽、柴油价格(2021年5月)                              

 单位 价格 

民用液化气 罐/20磅 3800圭元（约合18.27美元） 

汽油 升 190圭元（约合0.91美元） 

柴油 升 160圭元（约合0.77美元） 

资料来源：圭亚那石油公司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产业工人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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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圭亚那月工资水平 

工作类型 月工资（美元） 

建筑业 400-600 

职员/秘书 400-800 

监管人员 400-800 

初级/中级管理人员 500-1000 

资料来源:圭亚那国家投资办公室、当地中资企业提供 

【劳动力价格】圭亚那公共部门最低工资为70000圭元/月（约
合336.5美元/月），私营部门最低工资为44200圭元/月（约合212.5

美元/月）。圭亚那政府有意将私营部门最低工资调整至60000圭元/

月（约合288.5美元/月）。圭亚那专业技术工人匮乏，工资要求相
对较高。据在圭亚那乔治敦中资企业反映，临时聘用水电技工每天
需付7000-9000圭元（33.7-43.3美元）。 

【劳动力供求】圭亚那的劳动力人口（15 岁及以上）约为 55

万人，占总人口的 72.8%，其中 15至 54岁年龄段人口约 44万，
占 57.8%。圭亚那劳动人口受教育情况呈金字塔结构，大学及以上
学历人口仅占劳动人口的 2.8%，高中学历人口占 5.6%，初中学历
人口 24.3%，小学学历人口占 48.3%。全国近一半劳动适龄人口学
历为小学，高素质人力资源供应短缺。另外，圭亚那高等教育人口
外流问题也非常严重。 

圭亚那需要外籍劳务的主要岗位是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等，
外籍劳工主要来自于加勒比及南美国家，也有部分中国劳工随项目
进入圭亚那。当地总体劳务规模暂无数据。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土地情况】根据投资项目开展情况，圭亚那政府允许国有和
政府土地租赁或出借，但土地一般不对外销售。中资企业投资时，
如欲购买土地，可向私人购买。因市场交易规模较小，条件相似地
块成交价格可能有较大差异，目前乔治敦地区商业用地的销售价格
约为2500-9000美元/平方米；非商业用地约500-1000美元/平方米。 
【房屋租赁和销售情况】在圭亚那购买或租赁住宅的价格视地

产的位置和档次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市场调查，乔治敦地区
住宅每栋房租金 1500-4000 美元/月不等，销售价格 1000-2000 美
元/平方米不等。 

4.4.4 建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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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钢材、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建筑成本
较高。乔治敦地区办公建筑成本平均约 200美元/平方米，工业厂房
的建筑成本约 300美元/平方米。 

表4-5  圭亚那主要建材价格情况（2021年5月） 

序号 名称 单位 税后价格(圭亚那元) 

1 水泥 吨 37700 

2 沙子 立方米 1400 

3 工字钢 10"X53/4"X6 419400 

4 钢板 3/8"X8'X4' 413800 

5 钢筋 
9mm 吨 230200 

25mm 吨 250500 

6 铝板 32" 块 30000 

7 油漆 加仑 4500 

8 涂料 加仑 5000 

9 PVC管（无压力） 6米 820 

10 绿心木板材 立方米 150000 

11 技（木）工 天 5000 

12 普工 天 3200 

注：1圭元约合0.03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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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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为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其对外贸易领
域的职能包括：为圭亚那宣传连贯、有效的贸易政策；支持区域贸
易协定，执行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的经济决定；协调并监督圭亚
那与各国签署的各种贸易协定的实施情况；宣传圭亚那的多边、区
域和双边贸易政策；通过识别和消除贸易壁垒来支持本地工业和商
业发展等。 

圭亚那外交秘书为圭亚那对外贸易主管部领导，内设对外贸易
司和国际合作司，前者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工作，后者负责管理多边、
双边国际合作业务。 

另外，圭亚那旅游、工业和贸易部也承担部分贸易管理职能，
包括提高经商便利度、吸引可持续投资、促进出口增值，打造创新、
有竞争力和多样化的商业环境。 

5.1.2 贸易法规 

【修改前】 

圭亚那与贸易相关的法律有《贸易法案》（Trade Act）、《进
出口（特殊条例）法案》（Export and Import <Special Provision>

 Act）、《竞争和公平贸易法案》（Competition and Fair Tradin

g Bill）、《电子商务法案》（E-Commerce Bill）和《消费者保护
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等。 

具体内容可查询圭亚那司法部网站：https://mola.gov.gy/。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根据圭亚那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所有的进口商和出口商，无
论国别，都必须在圭亚那税务局海关和贸易管理处进行注册登记。 

【进口管理】圭亚那对下列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药品、
鲜冻肉禽、水果、大麦花、大米、蔗糖、有机和无机肥料、汽油及
油气产品、化妆品、直升机及航空器、航天器、武器。 

【出口限制】圭亚那对下列产品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家禽饲
料、大米糠、米碎、大米饲料、大麦花、大麦糠、大麦中间物、固
体蔗糖、肥料、兽皮和皮革、毛皮和皮革、加工的毛皮、黄金、珍

https://mola.gov.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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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制首饰、废铜料、武器。出口野生动物，需报农业部动物服
务处审批。 

许可证的办理时间一般为48小时，进口清关通常需要3-5天，甚
至更长时间。 

具体内容可查询圭亚那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网站：https://www.m

infor.gov.gy/foreign-trade/。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农产品贸易】根据圭亚那进出口农产品有关规定，农产品、
畜产品的进出口应取得圭亚那农业部许可，并向圭亚那农业部及相
关部门提请质量检查。 

【动物检疫】根据圭亚那动物检疫规定，进口活动物（包括宠
物）、鲜肉等应向农业部有关部门提交进口申请，并向圭亚那农业
部和卫生部相关部门提请检疫。 

【植物检疫】圭亚那农业部下属的植物检疫部门负责植物检疫
工作。进口植物及植物产品应在圭亚那边境口岸接受有关检查，并
出示原产地有关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具体内容可查询圭亚那农业部网站：http://agriculture.gov.gy/g

uyanas-agriculture-laws/。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管理制度】圭亚那作为加共体成员国，执行共同对外关税
（CETs），符合原产地标准的产品可在成员国之间免关税流动。关
税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由圭亚那税务局负责征收。 

【关税税率】圭亚那采用国际通行的约束关税和单一关税。目
前执行的关税整体水平有所降低，对圭亚那主要的产业部门和产品
实施关税保护措施。作为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
的成员，圭亚那维持的共同对外关税（CETs）税率在5％至20％之
间。所有关税均为从价或增值计收。40％的关税税率仅适用于受
CETs约束的农产品。 

表5-1  圭亚那主要商品进口关税税率 

商品名称 关税税率（%） 商品名称 关税税率（%） 

猪肉 40 面粉 25 

蔬菜 30-40 矿泉水 20 

土豆、洋葱 30 香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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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胡萝卜 40 水泥 15 

水果 25-40 汽油 0-20 

茶叶 5 煤油 0-20 

大米 25 柴油 0-20 

资料来源：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具体内容可查询圭亚那税务局网站：https://www.gra.gov.gy/。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圭亚那投资主管部门是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GO-INVEST），
其主要职责是：按照圭亚那政府核准的投资和出口政策，促进和便
利本地和外国私人投资者投资和从事出口活动，包括为投资者提供
最初联络服务，并在投资过程中负责与政府部门保持联系；为投资
者提供从事商业运营所需办理手续指导；为投资者提供鼓励政策信
息和相关规章；展示可能投资机会概况；协助获取投资用厂房或土
地；就设立合资企业与本地商人和外商进行协调等。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外国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GO-Inves

t)官网发布了 36部圭亚那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圭亚那投资
办公室令（1994年）、投资法案（2004年）等。 

具体内容可查询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网站： http://goinvest.

gov.gy/investment/legislations/。 

【外资政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外资政策
制定和服务管理部门，由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Go-Invest）负责。
二是管理外资相关法律框架。三是吸收外资优惠政策。包括所有外
国投资企业均可享受的一般优惠政策和仅出口特定市场或从事特定
行业外商企业可享受的专用优惠政策。四是双边投资协定。目前，
圭亚那已与中国、德国、英国、古巴签定《双边投资协定》。 

【投资鼓励政策和措施】目前，圭亚那投资政策的重点是：支
持和吸引既有和潜在的国外投资者对制造业进行投资，创造高附加
值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主要包括：鼓励食品加工、旅游、木材加工、
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业、轻工业、采石采矿、能源、基础设施、
住房建设、手工艺品及纺织服装等领域的多元化投资；鼓励本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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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对各类微、小、中、大型投资项目提供支持；倡导各地
区间经济平衡发展。按照圭亚那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为促进对外投
资，圭亚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主要包括：实行持续、有
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统一、透明的税收政策，并将税率维持在
一个较低水平；为投资者提供项目审批一站式快捷服务；为投资者
提供项目用地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圭亚那的良好形象。 

【禁止外资进入行业和地区】圭亚那政府未明确公布禁止外资
进入行业和地区。 

圭亚那欢迎外资对当地能源、矿产、农业、林业、基础设施、
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投资活动，除某些采矿行业外，圭亚那国民
待遇适用于所有经济活动。外国投资者应第一时间与圭亚那投资促
进办公室（GO-Invest)取得联系，具体准入或限制条件由企业与投
资促进办公室签署的投资协议加以指导或规范。 

圭亚那政府对外国投资企业的当地含量有一定要求，企业通常
需与政府提前达成一致。 

圭亚那没有出台对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定。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商投资方式】圭亚那投资设立企业形式包括独资、合伙、
公司（分公司或新股份有限公司）。对圭亚那投资可以采取现金方
式，也可采取机械设备入股、技术入股的方式，还可以进行跨国兼
并。目前没有股份比例限制。此外，还可以在股权转让市场上购入
目标公司股票来实现投资。 

近三年来，没有发生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并购遭遇阻碍的情
况。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近年来，圭亚那没有对外商投资行为进行安全审查、反垄断调
查、经营者集中调查的实践。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圭亚那 PPP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尚在探讨中。2018年 4月，圭
亚那财政部向国民议会提交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策框架》，
该文件是一份纲领性的法规，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公共项目的采购和
融资。 

具体详情可查询：https://finance.gov.gy/?smd_process_downl

oad=1&download_id=4863。 



圭亚那 

 47 

近年来，圭亚那政府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以 PPP模式参与圭亚那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但尚未有成功案例。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圭亚那政府尚未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相关发展设想
部分体现在执政党（PPP/C）的竞选纲领中。2021年4月份，圭亚
那政府任命了数字基础设施及在线参与部门总监，以创建一个获取
政府信息的开放性国家平台，圭亚那政府表示将着手重建被上届政
府废止的信息专员办公室。 

 

具体详情可查询：https://newsroom.gy/wp-content/uploads/20

19/11/pdfresizer.com-pdf-resize.pdf。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圭亚那现任执政党2019年执政时，曾制定了《低碳发展战略》
（LCDS），后被前任政府以《绿色国家发展战略：2040年愿景》
替代，新政府上台后承诺重新制定低碳发展战略，现无进展。2020

年5月，圭亚那环保署（EPA）修改了斯塔布鲁克油气区块Liza-1项
目的环境许可证，区块运营商被要求就超出最高限额后的每吨碳二
氧化碳排放缴纳30美元罚款。 

具体详情可查询：https://www.lcds.gov.gy/。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圭亚那目前建立了以关税、增值税、所得税等为核心的税收体
系。全国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外国公司和外国人同圭亚那的法人
和自然人一样同等纳税。税收种类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类，直
接税包括所得税、公司税，间接税包括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增值
税、特许权税等，由圭亚那财政局下属税务局负责征收。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表5-2  圭亚那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种 适用范围 税率 

所得 个人/独资企业/合 收入低于3.36万圭元，免征所得税；收入高于

https://newsroom.gy/wp-content/uploads/2019/11/pdfresizer.com-pdf-resize.pdf
https://newsroom.gy/wp-content/uploads/2019/11/pdfresizer.com-pdf-resiz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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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伙企业等 3.36万圭元，税率为30% 

实行累进制；亏损可以用税前利润弥补； 

折旧、资本利息和房租可以税前扣减 

公司

税 
商业/非商业公司 

商业——可征收利润的45% 

非商业公司——可征收利润的35% 

亏损可以用税前利润弥补； 

折旧、资本利息和房租可以税前扣减； 

营业额低于120万圭元的商业公司适用于最低

税率（营业额的2%）； 

保险/旅游/初级农业公司可获得最低税率的免

除 

资本

所得

税 

少于25年的资产/资

产交换高于最初价

格低于折旧 

净资本所得（高于1000万圭元）税率20% 

净资本损失可以结转至连续24年，不适用于取

得净资本所得，年净资本损失不能当作所得税

或公司税下的损失 

财产

税 
动产和不动产 

①个人： 

财产价值税率 

净财产750万圭元以下免征 

750万—1250万圭元，税率0.50% 

1250万圭元以上，税率0.75% 

②公司： 

财产价值税率 

净财产150万圭元以下免征 

150万—650万圭元，税率0.50% 

650万圭元以上，税率0.75% 

增值

税 

适用于供本地使用

和消费的商品和服

务/不适用于出口产

品 

分为标准税率、零税率和免税税率3类 

标准税率为16% 

特许

权税 

石油产品/烟草产品

/含酒精饮料/机动

车辆 

①石油产品税率50% 

②烟草产品税率100% 

③含酒精饮料税率40% 

④机动车辆根据使用年限、排量、车的种类和

用途来确定税率。 

银行

利息

税 

总利息所得/未在圭

亚那居住的人分配

所得 

分配所得税率20% 

除了利息外的所得税率20% 

利息所得税率20% 

国外公司在圭亚那分支机构汇回的利润额的

20% 

资料来源:圭亚那国家投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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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情可查询： 

圭亚那税务局网站：https://www.gra.gov.gy/。 

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网站：http://goinvest.gov.gy/investmen

t/legislations/。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圭亚那没有出台经济特区相关法律法规。 

5.6.2 经济特区介绍 

圭亚那没有经济特区。 

5.6.3 重点行政区域及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圭亚那仅有部分政府管理的工业园区，分别为Eccles、
Coldingen、Belvedere 和莱塞姆（Lethem）工业园区。政府为外
国投资者投资上述工业园区提供优惠待遇，包括提供99年的租用期
限，每年租金每平方英尺1圭元或0.005美元等。其中，莱塞姆工业
园较为典型，该工业园位于圭巴（西）边境地区，占地80英亩，投
资500万美元，2014年开始建设，计划分三期完成，主要用于吸引
加工业、信息和通信业投资者。目前，该园区大部分基础设施工作
已经完成。圭亚那政府已通过旅游、工业和贸易部邀请有意在该工
业区租赁工业用地的国内外人士。另外，圭亚那政府还计划在二、
十区建设工业园，在三区建设新城区。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执法主体】圭亚那劳动部负责劳动法的实施，以及调解或仲
裁雇主和雇员之间发生的权益纠纷。一般情况下，工会要代表员工
与雇主签订合同，规定企业员工所享受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纠纷解
决办法等。 

【工作时间】一般企业员工，每周工作5天，44个小时。部分
企业员工需在周六上午工作。制衣等行业采用三班工作制，每班8

个小时。若超时工作，企业应发放加班费，薪酬为小时工资的1.5倍
或2倍。 

https://www.gra.gov.gy/。
http://goinvest.gov.gy/investment/legislations/。
http://goinvest.gov.gy/investment/legis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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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标准】按照圭亚那《终止雇佣法》附件一的规定，国家
公务员工资分14档，每档分高、中、低三级。圭亚那公共部门最低
工资为70000圭元/月（约合336.5美元/月）。私营部门最低工资标
准为44200圭元/月（约合212.5美元/月），普通职员工资在400美元
左右；中级管理人员月薪为500-800美元，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加
福利，每月可达1200美元。一般工人按周领取薪水。普通工人周薪
约为100美元，技工约为200美元。如加班，周六发放1.5倍工资，
周日发放2倍工资。 

【福利待遇】圭亚那法定附加福利包括孕产补助、工作服、带
薪休假等。另外，可由雇主和雇员进行协商确定的附加福利包括：
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制服、洗衣费、出差补贴、养老金、病假、
补助、抚慰金、危险补助、外地工作补贴、夜班补助、交际费、住
房补贴等。 

【带薪休假】圭亚那法律规定，带薪休假包括公共节假日和年
度假期。假期按每月1天累计，如工人放弃年度休假，雇主需发放休
假补贴。 

【工人补偿金】按照《工伤和意外死亡赔偿法》规定，发生工
伤和意外死亡事件时，除正常福利待遇外，企业尚需支付补偿金。 

【国民保险】雇主必须进行国民保险注册，并主动为雇员代交
保险费。国民保险费金额根据工资收入确定，由雇员承担5.2%，雇
主承担7.8%。对16岁以下少年和60岁的老人，雇主须多付1.5%。
交纳国民保险费的时间为月末或下个月15号之前，逾期要支付利息。
如雇员在工作中发生工伤事故，医疗救护责任将由保险公司承担，
如未交纳保险，则由雇主承担。 

【解聘规定】企业因冗员等原因，可以裁员。临时工可以立即
解雇；一般雇员，须提前14天发解雇通知；中层或高级雇员，须提
前1个月发解聘通知；特殊行业的高级员工，可能要提前3-6个月发
解聘函。企业辞退员工时，一般要发放遣散费。 

【其他规定】企业不得雇佣未满14岁的少年。年龄在14-16岁
之间的，不得从事夜间工作。对于男工和女工，不得有歧视待遇，
男女须同工同酬。 

具体详情可查询：http://www.cagi.org.gy/pubs/Labour%20Pol

icy%20and%20Labour%20Law%20in%20Guyana.pdf。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外国人取得圭亚那合法签证入境后，可获得1-3个月停留期，期
间不可以工作，如需居留或工作，需向圭亚那内政部申请居留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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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许可。获得许可后，在许可期限内可居留或工作，否则属非
法居留，一旦查获将被遣返。 

法律上，外籍员工与圭亚那员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圭亚
那对外籍劳务的管理与当地员工没有差别。但实际上，圭亚那对外
籍劳务的引进有一定的限制。企业可通过圭亚那内政部办理外籍劳
务工作许可。 

5.8 外国企业在圭亚那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圭亚那土地相关的法律有《土地登记法案》（The Land Registry 

Act）、《土地转让登记法案》（The Deeds Registry Act）、《土
地所有权（限制和惯例）法案》（The Title to Land (Limitation and 

Prescription) Act）、《非受益性收购土地法案》（The Acquisition 

of Land not Beneficially Occupied Act）、《国有土地法案》（The 

State Land Act）和《国有土地授予法案》（The State Grant Act）
等，对土地的登记、转让、收购和勘测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圭亚那土地类型有四种：国有土地、政府所有、私人土地和工
业园区。根据上述类型不同，获得或租用土地的规定也不同。多数
情况下，政府和国有土地只租不售。主要负责部门为圭亚那土地和
调查管理委员会（Guyana Lands & Surveys Commission），圭亚
那投资办公室（GO-Invest）等。私人土地的买卖通常通过买卖双方
律师来完成。 

具体详情可查询圭亚那土地和调查管理委员会（Guyana Land

s & Surveys Commission)网站：www.lands.gov.gy。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根据圭亚那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土地租赁和购买方面与当
地投资者享受同等待遇。外国投资者投资工业园区或租用政府和国
有土地，可通过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GO-Invest）申请办理。圭
亚那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在圭亚那购买或租用土地的规定具有一定灵
活性，特定优惠条件需政府特别批准许可。 

圭亚那没有专门针对外资企业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但国有土地不出售给外资企业，私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允许外资
自政府或个人处获得农业耕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经营期限一般在50

年左右。 

外资企业参与圭亚那林业投资合作，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购

http://www.lands.gov.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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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拥有林权的当地公司股份；二是向自然资源部下属的森林委提交
商业计划书申请林权，程序较复杂，周期较长。林权租赁经营期限
大多在20至30年之间，最长为99年。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在圭亚那注册的外国公司在证券交易所转让股份或购买股份，
享有本国公司的同等待遇。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圭亚那环境保护署（EPA）是圭亚那环保主管部门，主要职责
是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促进基于环保的经济合作，提升公众
对环保的认知，进行公众宣传和培训。网址：www.epaguyana.org，
联系电话：00592-2255467-69、2256044/48。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圭亚那环保法律是《环境保护法》，该法案1996年由圭亚那议
会通过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具 体 详 情 可 查 询 ：
www.epaguyana.org/downloads/EP_Act.pdf。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圭亚那《环境保护法》是关于环境的管理、保持、保护和改善
的法律。该法对污染的预防和控制、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评估、
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污染事件的处理等做出了规定。其他
法规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乱扔垃圾法》《有毒废弃物法
规》《水质量法规》《授权部门法规》《空气污染法》和《噪音管
理法》等。 

圭亚那尚未出台碳排放相关法律法规。 

5.10.4 环境影响的评估法规 

根据圭亚那《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经济主体有责任消除对环
境的有害影响；可能对环境造成显著影响的，须向圭亚那环境保护
署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并上报相关项目信息及缴纳50美元（或相
等的圭元）。如果不能确定项目是否对环境有影响，需提交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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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环保署将在合理期限内，通过报纸等公开媒体，发布该项目是
否对环境有影响、如有影响是否需要评估影响等信息。圭亚那环境
保护署是专门的环评机构，环评费用及时间取决于项目规模等具体
情况。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圭亚那2008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圭亚那国内目前
尚无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圭亚那政府2016年与圭亚那斯塔布鲁克
区块承包商签订的石油生产协议中，明确后者不得违法美国《反海
外腐败法》。随着外国公司和外国资本涌入，圭亚那民众要求立法
惩治商业贿赂和政府官员腐败的呼声逐渐高涨。根据透明国际2020

年腐败感知指数（CPI）报告，圭亚那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圭亚那允许外国企业公开参与当地工程的招投标，但外国自然
人不能在当地承揽工程、承包项目。 

5.12.2 禁止领域 

圭亚那没有规定外国承包商不能进入的领域。 

5.12.3 招标方式 

圭亚那工程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一般由国家采购和招标委员会
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通常做法是：发包单位在网站或报纸上登出
欲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企业根据公告要求购买标书，参与竞标。 

详 情可 查询 圭亚 那国 家采 购和 招标 委员 会网 站：
www.npta.gov.gy。 

5.12.4 验收规定 

圭亚那政府项目获公共工程一般多采用美国标准，中国标准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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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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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保护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法规包括《著作法》《专利
和设计法》《商标法》和《地理标记法》等。圭亚那是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会员，并且签署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
版本）和《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巴黎版本）。目前，
圭亚那正在研究修订现有保护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有关法规，目
的是与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保持一致。 

具体详情可查询圭亚那契约和商业登记局网站：https://dcra.go

v.gy/。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圭亚那法律规定，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行为，将受到法律
制裁。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圭亚那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 公约）成员国，2014

年还批准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纽约公约）。
在圭亚那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应明确规定调解地和应遵循哪国法
律，可以是圭亚那、中国或者第三国（地区）法律，双方应达成一
致。如发生商务纠纷，双方按照协商、调解、寻求法律途径的步骤
来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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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圭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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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圭亚那投资设立企业形式包括独资、合伙、公司（分公司或
新股份有限公司）。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在圭亚那无论注册何种形式的企业，均由圭亚那司法部下属的
契约和商业登记局统一受理。建议企业聘请专业律师办理此业务。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注册申请】向圭亚那契约和商业登记局提出申请。注册不同
的企业形式需提供相应不同的文件。注册各种形式企业应提交的文
件，请查询圭亚那契约和商业登记局网站：https://dcra.gov.gy/。 

【注册审批】注册申请被受理并审核无误后，由注册机构颁发
注册证明。注册审批时间视企业形式而定，通常为8天。 

【注册费】当地公司：注册资本50万圭元以下，注册费用为2.5

万圭元；注册资本50万圭元以上，注册费用为注册资本的6%。外国
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圭元以下，注册费用为8万圭元；注册资本100

万-300万圭元，注册费用为15万圭元；注册资本超过300万圭元，
注册费用为30万圭元。 

【刻制公司印章】企业获准注册后，需刻制公司印章，合法印
章上必须刻有公司名称、地址。 

【开立银行账号】获准注册后，企业需在圭亚那银行开立银行
账号。开立账号时需提供注册证明。 

【申报社会保险】公司在雇用员工后应立即向圭亚那社会保险
公司申报雇员情况并交付社会保险金，并获得公司社会保险支付码。 
【申请税号】企业获准注册后需向圭亚那税务局等有关机构申

请税号。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政府筹资项目由各主管部门发布信息，各主要报刊也定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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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信息。 

6.2.2 招标投标 

圭亚那项目通常采用招标方式，小型或自筹资金项目可通过议
标方式进行。 

6.2.3 政府采购 

圭亚那政府采购项目通常采用招标方式，小型或自筹资金项目
可通过议标方式进行。 

6.2.4 许可手续 

在圭亚那承揽工程，应依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招投标公告，
及时提交承揽资质等材料，履行许可手续。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圭亚那司法部下属的契约和商业登记局负责受理企业专利的注
册申请。企业最好聘请专业律师来办理此业务。 

6.3.2 注册商标 

圭亚那司法部下属的契约和商业登记局负责受理企业商标的注
册申请。企业最好聘请专业律师来办理此业务。 

6.4 企业在圭亚那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所得税：须于征税年度4月30日前进行申报和补足。 

公司税：根据上年度的税额实行每季度提前纳税。 

6.4.2 报税渠道 

由企业自行到税务部门上报。 

6.4.3 报税手续 

根据圭亚那法律，企业将填写好的相关表格及资料提交圭亚那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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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报税资料 

企业在圭亚那报税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企业名称、地址、
电话、企业类型、雇佣人数以及企业账户余额表、账号损益表、资
产负债表等资料，并需填写完整的税务申报单。申报公司税的企业
还需提交相应的公司审计报告。 

具体申报材料可查询https://gra.gov.gy/。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圭亚那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圭亚那内政部。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赴圭亚那工作必须获得圭亚那移民局签发的工作许可。 

6.5.3 申请程序 

工作许可由在圭亚那的雇主直接或通过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
向圭亚那内政部公民司提出申请，经公民司同意后，由圭亚那移民
局负责具体办理。 

6.5.4 提供资料 

企业需提交申请人的护照复印件、公司介绍信、公司税单、劳
动保险单等文件。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 

地址：Lot2 Mandela Avenue，Georgetown，Guyana 

电话：00592-2269965、2267560、2267428 

传真：00592-2264308 

电邮：eccogy@gmail.com 

6.6.2 圭亚那中资企业协会 

电话：00592-6651671、6602431 

6.6.3 圭亚那驻中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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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秀水街1号  

电话：010-65321337、2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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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biezhinnan@mofcom.gov.cn 

6.6.5 圭亚那投资服务机构 

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Guyana Office for Investment，
GO-Invest）为投资者来圭亚那投资兴办实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
提供政策信息方面的咨询和服务，投资者可通过电话或信函与投资
代表预约面谈。 

地址：190 Camp & Church Streets，Georgetown 

电话：00592-2250658、2270653  

传真：00592-22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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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中资企业到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1）因地制宜做好项目选择。圭亚那总人口近80万，市场容
量有限，熟练劳工人不多，用工成本较高，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工
业配套能力较差。中国投资者到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时，要客观评
估当地市场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资行业，初始项目规模不宜过大（资
源开发性项目除外）。生产性项目在立项前要充分考虑当地基础设
施水平、市场需求和出口市场条件，量力而行。项目宜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 

（2）适应法律环境的复杂性。目前，圭亚那的部分法律尚在修
订中，个别领域（如反腐败、要求外企必须采用一定比例圭本土材
料、设备和雇员的当地含量要求等）法律尚处前期探讨阶段，法律
环境较为复杂。圭民众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普遍较强，中资企业到
圭亚那投资应特别注意法律环境问题。要遵守当地的相关法律，密
切关注当地法律变动情况，在当地聘请资深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处
理企业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事宜。 

（3）充分核算经营成本。企业要认真了解圭亚那当地的税收规
定，充分核算税赋成本，可考虑选择在享有优惠政策的工业园区建
厂，以获得税收优惠。当地工会对工薪、社保等待遇要求较高，企
业要了解当地劳动法关于工资和社保基金的具体规定，充分核算，
提高劳动生产率。 

（4）尊重圭亚那本地民俗及宗教习俗，加强本土化经营。圭亚
那号称“六民族”国家，宗教信仰多元，中资企业及中方员工要充
分了解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及宗教习俗。在遵守法律、尊重习俗的
前提下，中资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当地公益事业，密切
和当地社区居民感情，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5）防范社会治安风险。圭亚那抢劫、盗窃、纵火等案件时有
发生。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务必算清“赚钱”和“安
全”两笔账，做好物防、人防、技防，确保企业财产和人身安全。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资企业到圭亚那承包工程应注意： 

（1）抓住市场机遇。圭亚那已迈入产油国行列，政府油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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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20年，圭亚那国内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长43.5%，预计2021年GDP增长20.9%，2022年GDP增长
46.5%。新政府上台后，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已成为最大关切，在道
路、桥梁、电力、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等领域机会较多，企业可抓
住时机，开拓圭亚那市场。 

（2）选好经营方式。圭亚那资金比较短缺，许多项目要求带资
承包，或参与项目的经营。企业要针对不同项目采取适当的经营方
式。对提供政府担保或不动产抵押的项目，可与中国相关金融、保
险机构合作，进行带资承包；对可以参与经营的项目，可采取BOT

等特许经营方式。 

（3）量力而行。圭亚那大部分地区比较落后，生活条件比较艰
苦。在圭亚那开展承包工程，承包商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要求，有一
定的管理和处理问题能力，客观评价自身实力，量力而行。在圭亚
那承揽工程，应充分考虑到当地基础设施配套条件差、电力供应不
足、雨季无法施工、当地技工匮乏等问题，尽量避免因工期拖延而
造成经济损失。 

（4）高度重视合同管理。在圭亚那中资工程承包企业应该高度重视
合同约束双方、规避风险的作用，在谈判前，要详细分析和评估合
同条款，包括对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对方的技术尤其是材料标准要
求、补偿条款、环境保护、变更和索赔涉及的法律法规等，分析可
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合理的规避或转移，从而有效管控项目成本，
实现效益最大化。 

（5）遵守工程施工领域重点规律法规。圭亚那工会组织力量强
大，反对党对政府工程监督极其严格，中资工程承包企业须重点关
注工程建设标准、施工安全、员工福利及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7.3 对外劳务合作 

圭亚那目前未对中国开放劳务市场。 

进入圭亚那工作要经过严格、复杂的工作许可审批。为保障当
地工人就业，圭亚那严格限制外资企业用工比例，且圭亚那劳动法
律法规较严格，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障要求较高，进入难度较大。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圭亚那开展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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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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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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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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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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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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不仅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还必须处理好与议会及议员的关系。 

（1）加强了解。对各政府部门职责、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最新
经济政策，应保持密切关注，尤其是与中资企业经营相关的议题；
政府换届和议会选举等政治动向类信息，也应多加关注。 

（2）主动沟通。企业应与当地对经济、产业和就业等事务有影
响力的议员保持沟通，及时介绍企业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会所
作贡献，反映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听取议员意见，
取得议员的支持。 

（3）圭亚那中资企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定期或不定期与圭亚那
各部门举行座谈，就中资企业在圭投资的热点、难点问题与政府高
层官员直接沟通，寻求解决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圭亚那工会组织力量强大，中资企业在圭亚那经营过程中应妥
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1）遵纪守法。企业应全面了解圭亚那有关法律，熟悉当地工
会组织的发展状况、规章制度、运行模式和活动特点；严格遵守雇
佣、解聘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依法签订雇佣合同，按时足额发
放员工工资，缴纳有关保险；解除雇佣合同要提前通知员工，并支
付补偿金。 

（2）加强沟通。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与工会组织保持
必要沟通，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进行必要的疏导。邀请工会成员
参与企业管理，了解业内工资待遇水平和处理工会问题的常规办法。 
【案例】某中资企业雇佣当地工会成员参加企业管理，发挥他

们在中方管理层与当地雇员之间的沟通作用，当地工人与管理层的
矛盾显著减少，工作环境逐步和谐。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关系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投资经营过程中，要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为企业发展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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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当地情况。圭亚那是多民族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
同一地区的居民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企业应了解当地文化的多
样性、熟悉当地居民的禁忌和敏感问题，与当地居民建立并保持良
好的关系。 

（2）聘用当地员工。为保证本国的就业，圭亚那政府对外籍雇
工人数限制较严。企业最好多聘用当地员工并聘请其中的优秀者参
与企业管理，增加当地就业，促进企业发展，并借助他们向当地居
民传递中国文化。 

（3）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企业应把企业当作社区的一员，投入
一定的人力和资源，多参与当地社区活动，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可和
支持，拉近与当地居民的距离。 

8.4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投资经营，要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1）尊重圭亚那宗教信仰。圭亚那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主要
宗教有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还有一些土著人
信仰的原始宗教，中资企业员工在圭亚那生活和工作时要尊重当地
宗教信仰。 

（2）尊重圭亚那风俗习惯。与圭亚那人交谈时应避免打听个人
隐私。在会谈、社交、工作和休闲等不同场合，着装要得体，不可
赤膊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交谈时要注意氛围，避免影响他
人。在公共区域吸烟时，需征求女士意见。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中资企业要了解圭亚那有关的环保标准，对生产经营中可能产
生的废气废水和其他影响环保的因素，要事先进行科学评估，在规
划中选好解决方案。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在重视企业发展的同时，还
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1）关注热点。企业要关注业务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劳工、
安全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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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劳工问题不仅涉及工薪待遇，还包括工作环境、加班时限等；
环境问题既包括企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包括开发资源引起的
生态问题。 

（2）热心公益。在圭亚那中资企业应积极参与圭亚那各项慈善
活动，捐款捐物，尽可能多雇用当地员工，并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
形成良好社会影响。 

疫情发生以来，中资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向圭亚那政
府、社区捐赠抗疫物资，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捐赠的抗疫物资价值
超过200万元人民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圭亚那媒体新闻报道自由，但个别媒体报道缺乏公正性。为避
免不必要的干扰，中资企业在圭亚那拓展市场时，涉重大收购及社
会敏感问题议题，特别是遭遇不公正舆论压力时，应注重宣传引导，
做好预案，聘请专业人士，妥善应对。 

为提高中资企业公众形象，企业不应排斥媒体，而应平等、真
诚地面对媒体，信任、尊重媒体，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企业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聘请律师对员工进行普法教育，让
员工了解在圭亚那生活必备的法律常识和应对措施，做到知法守法，
合理应对。遇到执法人员检查身份证件时，中方人员要配合出示证
件，礼貌回答问题；忘记携带证件时不要惧怕，不要躲避，更不要
逃跑，要及时说明身份，写出联系电话，并与公司联络。 

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企业人员不要与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更
不能触犯法律，而是要理性应对，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通过
律师进行处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最早的中国
移民168年前已经来到圭亚那，在长达一个半世纪和圭亚那各族人
民的友好相处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圭亚那多元文化中独具特
色的一部份。 

近年来随着中资企业到圭亚那投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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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传播发扬。自2012年以来，在中资企业资金赞助和人力资源支
持下，当地华人社团组织了两届的中国庙会，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和商品展销吸引了首都数万人前往观看，打造了“中国庙会”品牌。 

8.10 其他 

要鼓励员工学习当地语言，以便加强与安方人员的交流和沟通，
与当地人交朋友。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开展投资合作会遇到与当地同行企业以及中
资企业之间互相竞争的问题，企业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
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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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圭亚那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1）依法用法。在圭亚那，企业要依法注册、依法经营，必要
时还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捍卫自己的权益。圭亚那设立有商事
法庭，企业间纠纷可通过该法庭进行调解或裁决。 

（2）聘请律师。由于法律体系和语言的差异，中资企业应该聘
请当地律师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一旦涉及经济纠纷，可以借助律师
的力量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保护自身利益。 

（3）律师咨询。 

圭亚那法律援助事务所网址：www.legalaid.org.gy  

电话：00592-2259238、2259246 

邮箱：legalaid@networksgy.com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圭亚那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外来投资。企业在圭亚那投
资合作，要与所在地政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及时通报企业发展情况，
反映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寻求更多的支持。遇有突发事件，除向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公司总部报告外，应与圭亚那相关政府部门取
得联系，寻求帮助。圭亚那投资主管部门是圭亚那投资促进办公室
（GO-Invest），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信函与投资代表预约面谈。 
地址：190 Camp & Church Streets, Georgetown 

电话：00592-2250658、2270653 

9.3 取得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保护 

（1）保护责任。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境内的行为受到国际法及
驻在国当地法律约束。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公民）在
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有责任在国
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 

（2）报到登记。中资企业在进入圭亚那市场前，应征求中国驻
圭亚那大使馆经商处意见；投资注册后，应按照规定到大使馆经商处
备案；平时须与经商处保持联系。 

（3）寻求保护。企业遇有重大突发问题和事件，应及时向大使
馆和国内上级单位报告。在大使馆和国内上级单位共同协调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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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妥善处理。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可以提供的帮助范围请查阅中国
外交部网站。 

圭亚那紧急联系电话：匪警911或00592-2256411；火警912；
急救913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领保事务联系电话：00592-2271651、
6246702 

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商事务联系电话：00592-2269965、
2267560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1）建立应急预案。企业到圭亚那前，应客观评估潜在风险，
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到圭亚那后，应按照中国商务部、大
使馆和国内派出机构的要求，根据各行业的特点建立应急预案，成立
应急领导小组，并报大使馆经商处备案。 

（2）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要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设专人负责生产安全和日常安全保卫工作；要投入必要经费购置安全
设备，为员工购买安全保险等。 

（3）采取应急措施。中资企业在圭亚那遇到紧急情况，如抢劫、
枪击、火灾、车祸等，应在第一时间报案并与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联
系，寻求帮助。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在圭亚那遇到困难，还可以寻求中资企业协会和当地协
会组织的支持与帮助。主要协会组织如下: 

圭亚那中资企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Guyana) 

电话：00592-6651671、6605886 

圭亚那乔治敦工商会（Georgetow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 

电话：00592-2276441  

传真：00592-2263519 

邮箱：gccicommerce2009@gmail.com 

圭亚那私营业委员会（Private sector commission） 

电话：2250977 

网站：psc.org.gy 

https://psc.or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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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制造业和服务业协会（Guyana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ssociation） 

电话：00592-2237405/6 

邮箱：gma_guyan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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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在圭亚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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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累
计确诊病例39,119例，累计死亡病例1,050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病例
228例，新增死亡病例17例；每百人接种疫苗89.86剂次，完全接种
率为36.96%。中国累计向圭亚那提供11批次医疗物资援助，并捐赠
了2万剂国药疫苗。 

新冠疫情对圭亚那矿业、旅游、航空、住宿餐饮等行业产生了较
大负面影响，2020年圭亚那非石油经济同比下跌7.3%，但在石油经
济的强力推动下，2020年圭亚那GDP实现了43.5%的高速增长。目
前，圭亚那已“带疫解封”，各项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预计2021

年非石油经济增长6.1%，整体经济增长20.9%。 

截至目前，中资企业在圭亚那生产经营活动已全部恢复正常，遇
到的最大挑战是物流成本激增、人员来往航班少。 

10.2 疫情防控措施 

目前，圭亚那的疫情防控措施： 

（1）继续执行晚上10:30到第二天早上4:00的宵禁令； 

（2）酒吧、公共泳池、电影院等场所保持关闭； 

（3）餐馆业限制接待能力； 

（4）严禁举办私人聚会、招待会等人群密集性活动。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圭亚那的后疫情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2021年政府预算案中，该
预算案定位于疫情影响长期存在，通过免增新税，平衡各部门支出，
达到保护国民、恢复经济、刺激中长期发展等目标。 

（1）在抗击疫情方面，圭亚那政府拟在卫生健康行业投入535

亿圭元（约合2.5美元），支持医疗基础设施升级、提升紧急救护能
力，其中，明确75亿圭元（约合375万美元）用于购买疫苗，实施免
费接种。在民生保障方面，提供10000个宅基地和7500套房屋；恢复
基本食品和家庭必需品零税率；降低水费5%；承诺向中小学生及托
儿所幼儿提供15000圭元/人（约合75美元）现金补助；低收入贷款限
额从1000万圭元（约合5万美元）提升至1200万圭元（约合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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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房贷款提高至1500万圭元（约合7.5万美元）；养老金自20500

圭元（约合100美元）上涨至25000圭元（约合120美元）；公共援助
资金从9000圭元（约合45美元）提升至12000圭元（约合60美元）； 
（2）在恢复经济发展方面，实施特定建筑材料（含PVC）零税

率，取消家庭及民用数据增值税，降低内陆地区运输成本，取消内陆
地区使用ATVs的税收，向圭亚那糖业公司（GuySuCo）注资20亿圭
元（约合1000万美元），通过投资天然气登陆项目创造3000人就业
等。 

（3）在资金筹措方面，圭亚那政府已提高内外债限额。圭亚那
内债最高限额由100亿圭元（约合7.19亿美元）提高到5000亿圭元（约
合23.98亿美元），外债由4000亿圭元（约合19.18亿美元）上调到
6500亿圭元（约合31.18亿美元），这是圭亚那政府近三十年来首次
上调内外债限额。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截至目前，圭亚那仍未出台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质性支
持政策。疫情期间，外国（含中资）在圭企业援引不可抗力条款与圭
方积极开展沟通。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1）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目前，圭亚那疫情仍不断发展，每天
确诊病例维持百人左右，中资企业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继续执行严格
的疫情防控措施，适应在疫情常态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妥善解决疫情对企业日常经营造成的影响。疫情导致全球
物流受阻，原材料价值上涨，中资企业员工往返中圭之间成本高，上
述问题都应引起企业决策者的高度关注，算好成本账，努力实现投资
收益。 

（3）密切关注圭亚那当地含量政策。疫情导致圭亚那非石油经
济下跌，民众就业压力大，新政府计划出台当地含量政策，提高外资
企业使用当地产品和工人的比例，企业应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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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圭亚那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总统府（Ministry of the Presidency） 

地址： Shiv Chanderpaul Drive, Bourda,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51330 

传真：00592-2273050 

 （2）总理府（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地址： Shiv Chanderpaul Drive, Bourda,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731012、2266955 

传真：00529-2267573 

 （3）外交和国际合作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地址：254 South Road, Bourda, Georgetow, Guyana 

电话：00592-2261606/8、2256467 

传真：00592-2235241 

邮箱：minfor@guyana.net.gy 

网址：www.minfor.gov.gy 

     （4）旅游、工业和贸易部（Ministry of Tourism，industry and 

Commerce Business） 

地址：229 South Road, Lacytown,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62505 

传真：00592-2254310 

邮箱：info@minbusiness.gov.gy 

网址：www.minbusiness.gov.gy 

 （5）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地址：Main and Urquhart Streets,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56088、2271114 

传真：00592-2261284 

  邮箱：minister@finance.gov.gy 

  网址：www.finance.gov.gy 

 （6）自然资源部（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地址：Upper Brickdam, Stabroek,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312506-11 

传真：00592-2312503 

mailto:minfor@sdnp.org.gy
mailto:info@minbusiness.gov.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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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ministry@nre.gov.gy 

网址：www.nre.gov.gy 

 （7）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地址：Brickdam Street, Stabroek,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57270 

传真：00592-2274806 

 （8）公共工程部（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地址：Wight’s Lane, Kingston,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61875 

      传真：00592-2258395 

 （9）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地址：Lot 1 Brickdam, Stabroek,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61560 

传真：00592-2254505 

 （10）农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地址：Regent & Vlissengen Road, Bourda,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37844 

传真：00592-2250599 

邮箱：moa@sdnp.org.gov.gy 

 （11）劳动部（Ministry of Labour） 

地址：Lot 82 Brickdam (0.94 mi),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68739 

 （1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inistry of Human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地址：Lamaha and East Streets,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57112、2316501 

     （13）司法部（Ministry of Legal Affairs） 

地址：95 Carmichael Street, Georgetown, Guyana 

电话：00592-2258621 

传真：00592-2265070 

邮箱：info@legalaffairs.gov.gy 

mailto:ministry@nre.gov.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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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圭亚那商会一览表 
 

单位名称 行业 

圭亚那中资企业协会 企业协会 

资料来源：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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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圭亚那》，对中资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到圭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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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资企业到圭亚那开展业务可能出现
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资企业走进圭亚
那的入门向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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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驻圭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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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铭参赞、彭晶三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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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圭亚
那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等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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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圭亚那
投资促进办公室（GO-Invest）为本书提供了大量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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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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