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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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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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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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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
南濒太平洋，同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接壤。洪都拉斯是拉美地区经济欠发达国家，传
统经济以咖啡和香蕉种植业为主，银、金等矿产
资源较丰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洪都拉斯政府大
力推行改革措施，政局日趋稳定，民主和法律体
制逐步巩固。洪都拉斯政府致力于发展国民经
济，提高就业率，消除贫困和改善社会治安，对
外国投资持积极欢迎态度，给予国民待遇。洪都
拉斯设立了保税区（Zona Libre），给予区内企业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
以吸引外资开展出口加工，扩大货物出口，带动国内产业升级。近年
来，洪都拉斯经济增长总体平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飓风灾害对
洪都拉斯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统计，2020年，洪都
拉斯经济增长率为-9%。 

洪都拉斯市场吸引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区位优势显著。洪都拉斯地处南北美洲中心，濒临两洋，距
美国最短空运和海运航程分别仅为2小时和2-3天，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洪
都拉斯与美国、欧盟、墨西哥、中美洲国家签有自贸协定，享有市场准
入和关税优惠。洪都拉斯积极参与中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1600余种产
品可在区域内市场免税流通，凭借低廉的物流成本逐步成为中美洲地区
商品分销中心。 

第二，政局日趋稳定。2009年，洪都拉斯军事政变后，在国际社会
监督协助下，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已就国家宪政体制达成共识，顺利实现
了政府平稳换届，民主政体得到巩固和完善。2018年1月，埃尔南德斯总
统成功连任。2021年11月，洪都拉斯将举行大选。 

第三，投资政策优惠。洪都拉斯政府致力于建立开放的经济发展模
式，高度重视吸引外资，全方位开放通讯和能源等传统领域，大力鼓励
外资企业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税收优惠政策园区内从事成衣、鞋
类、制药、电子产品等商品的来料加工和组装业务。目前保税区内已有
超过300家企业进驻。 

第四，人力资源充裕。洪都拉斯现有劳动力约400万人，其中，近
70%为18-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供应充足。洪都拉斯国内薪酬成本低
廉，为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最低之一。此外，随着政府日益加大对教育
和职业技术培训领域的投入，劳动力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英语日渐普
及。 

第五，设施相对完善。洪都拉斯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六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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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向全球主要地区，其中，科尔特斯港是中美洲最大的深水良港。洪
都拉斯不仅新建了连接两洋的高速公路，政府还有意对多条横纵公路进
行改扩建，建成后将进一步促进其加工出口业、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
展。 

第六，保障机制健全。洪都拉斯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促进和保护外
国投资方面的专项法令，从国家层面设立投资促进机构，旨在健全外资
引入和保障机制。在洪都拉斯的外资企业极少遭遇国有化、政府随意毁
约、红利无法汇出或工会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等经营障碍。 

第七，绿色经济发展前景可期。洪都拉斯政府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
以及天然气能源项目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等产业极
具投资潜力。 

洪都拉斯与中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一
些积极进展。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公司承建的帕图卡三期水电站
项目已经完工，阿雷纳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近年来，洪都拉斯政府积
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欢迎中资企业积极参与电站、港口、道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扩大对华出口，吸引中国投资，简化签证手续便利中方人员
往来。 

洪都拉斯综合国力偏弱、工业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匮乏、市场容量
有限、企业规模不大、社会治安欠佳、行政透明不高、对外举债困难
（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和约束），且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未得到有效
控制，中资企业进入洪都拉斯市场或将面临一定困难。建议中资企业根
据洪都拉斯国情实际和发展诉求，认真做好前期市场调研，在当地建立
良好的社会关系，着力提高开拓市场能力，找准双方优势互补点和利益
汇合点，依托洪都拉斯优惠政策和自贸平台，妥借中拉论坛框架内合作
机制，积极探索在可再生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
性。 

我处将继续为赴洪都拉斯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为推动中
洪经贸合作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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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洪都拉斯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以下简称“洪都拉斯”或“洪”）投资合作之
前，你是否对洪都拉斯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投资合作的商务成
本是否具有竞争力？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规范外资的法律法规有哪
些？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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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将会给您提供重要资讯，帮
助您更好地了解洪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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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1.1.1 发展简史 

洪都拉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深邃”，这里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
西部曾为玛雅文明中心之一。1502年，哥伦布到达海湾群岛，1524年，
洪都拉斯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539年划归危地马拉都督府管辖，1821年9

月15日宣布独立。1822年，洪都拉斯被并入墨西哥第一帝国，1823年加
入中美洲联邦，1838年联邦解体后成立共和国。自1821年独立以来，洪
都拉斯共发生140次政变，是拉美政变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军方在政治上
拥有很大影响力。近年来，洪都拉斯政局总体稳定，但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社会贫富差距较大，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属拉美地区
欠发达国家。 

历史上著名人物有何塞･弗朗西斯科･莫拉桑（1792-1842年），曾任
国家元首和中美洲联邦总统，被视为民族英雄。 

1.1.2 国际地位 

洪都拉斯是联合国、世贸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一体化体
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39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成员。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南濒太平洋的丰塞卡
湾，东、南分别同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交界，西与危地马拉接壤。海岸
线长1033公里。国土面积112492平方公里，全境四分之三以上是山地和
高原，为中美洲山地最多的国家。山脉自西向东伸延，内陆为熔岩高
原，多山间谷地，沿海有平原。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由特古西加尔巴城
（Tegucigalpa）和科马亚圭拉城（Comayagüela）共同组成，称作中央大
区，面积1514平方公里，海拔990米。 

洪都拉斯位于西六时区，比北京时间晚14个小时，无夏令时。 

1.2.2 自然资源 

洪都拉斯以山地为主，沿海地区有狭窄平原地带。森林面积约占全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0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0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463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9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9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7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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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面积的一半，盛产松木、桃花心木、白木等优质木材，因近年盗采严
重，洪都拉斯政府正出台政策积极保护林业资源。 

矿产资源主要有银、金、铅、锌、铜、铁、锑、煤等，并蕴含石
油，银储量居中美洲首位。 

洪都拉斯水力和农业资源丰富，历史上曾为世界最大香蕉出口国，
农产品出口以咖啡、香蕉、糖、棕榈油等为主。 

1.2.3 气候条件 

洪都拉斯气候以低地的热带气候和山地的温带气候为主，其中，沿
海地区为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31℃；中部山区凉爽干燥，年平均
气温23℃。全年分两季，6月-10月为雨季，11月-5月为旱季。雨量充沛，
北部滨海地带和山地向风坡年降水量可高达3000毫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2020年，洪都拉斯全国人口930.44万人，其中，城市人口511.74万
人，占全国人口的54.99%，主要集中在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农村人口
418.70万人，占45.01%。人口构成普遍年轻化，65岁以下人口占93%以
上。 

在洪都拉斯华人约1万人，主要分布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佩德罗苏
拉。 

1.3.2 行政区划 

全国共有18个省，分别为：阿特兰蒂达、科隆、科马亚瓜、科潘、
科尔特斯、乔卢特卡、埃尔帕拉伊索、弗朗西斯科·莫拉桑、格拉西亚
斯·阿迪奥斯、因蒂布卡、海湾群岛、拉巴斯、伦皮拉、奥科特佩克、奥
兰乔、圣巴巴拉、巴列、约罗。 

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市为全国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其他重要城市
有经济和工商业中心圣佩德罗苏拉、乔洛马、胡蒂卡尔帕等。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宪法】现行宪法于1982年1月20日生效。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立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073.htm


4 
洪都拉斯 

 

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
力量最高统帅，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现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
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于2014年1月27日就职，并于2018

年1月连任。 

【议会】实行一院制，称国民议会，为全国最高立法机构，由128名
议员组成。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新一届议会于2017年11

月26日产生，国民党（执政党）占61席，自由与重建党占30席，自由党
占26席，创新团结党占4席，洪都拉斯爱国联盟党占4席，民主统一党占1

席，反腐败党占1席，基督教民主党占1席。本届议会领导委员会由1名议
长、7名副议长、2名秘书、2名副秘书组成，均由议员投票选举产生，议
长任期4年，其余领导层成员任期2年。 

现任议长为毛利西奥·奥利瓦（Mauricio Oliva），1951年3月8日出
生于特古西加尔巴。毕业于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医学系，后获医学外
科硕士学位。2002年起连续4次当选国民党议员，2次担任国会副议长。
2014年1月当选国会议长，2018年1月连任议长，任期4年。 

【司法】司法机构由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组成。最高法
院由15名大法官组成，任期7年。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均由国民议会
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罗兰多·埃德加
多·阿尔盖塔（Rolando Argueta Pérez），总检察长为利迪亚·埃斯特
拉·卡多纳（Lidia Estela Cardona）。 

【总统】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直接
选举产生，任期4年。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2014年1月就职，2018年1月连任，任期4年。三位副总统分
别为里卡多·安东尼奥·阿瓦雷斯·阿里亚斯（Ricardo Antonio Álvarez 

Arias）、奥尔加·阿尔瓦拉多（Olga Alvarado）和玛利亚·安东尼娅·里维
拉（María Antonia Rivera）。 

【内阁】洪都拉斯本届政府设政府治理和权力下放、国防安全、外
交、经济引导和调节、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七大领域内阁
（Gabinete Sectorial）进行统筹协调。主要内阁成员有： 

总统府部长埃瓦尔·海尔·迪亚斯·路平（Ebal Jair Díaz Lupian）；财政
部长马可·安东尼奥·米登塞·米亚（Macro Antonio Midence Milla）；
外交部长利桑德罗·罗萨莱斯·巴内加斯（Lisandro Rosales Banegas）；内
政、司法和权力下放部长埃克托尔·莱昂内尔·阿亚拉（Héctor Leonel 

Ayala）；人权部长卡拉·奎瓦（Karla Cueva）；公安部长胡里安·帕切科
（Julián Pacheco）；卫生部长阿尔瓦·孔苏埃洛·弗洛雷斯（Alba 

Consuelo Flores）；教育部长阿纳尔多·布埃索（Arnaldo Bueso）；劳动
和社保部长卡洛斯·阿尔贝托·马德罗·埃拉索（Carlos Alberto Mad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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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zo）；农牧部长毛里西奥·格瓦拉·平托（Mauricio Guevara Pinto）；自
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加尔达梅斯（José Antonio 

Galdames）；经济发展部长玛利亚·安东尼娅·里维拉（María Antonia 

Rivera）；社会包容发展部长索里亚·帕特里西亚·克鲁兹（Zolia 

Patricia Cruz）；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长罗伯托·皮内达（Roberto 

Pineda）；国防部长胡里安·帕切科·提诺科（Julián Pacheco Tinoco）；
旅游部长尼克尔·马尔德（Nicole Marrader）。 

1.4.2 主要党派 

洪都拉斯主要政党有国民党、自由与重建党、自由党等，其他政党
还包括反腐败党、基督教民主党、创新团结党和民主统一党等，影响力
相对较小。 

【国民党】又称“蓝党”，为执政党。1902年，从自由党中分离成
立，党主席为雷纳尔多·桑切斯·里维拉。 

【自由与重建党】最大反对党。2011年从自由党中分离成立，党主
席为马努埃尔·塞拉亚。 

【自由党】又称“红党”，第二大反对党。1881年成立，党主席为
路易斯·塞拉亚·梅德拉诺。 

1.4.3 政府机构 

洪都拉斯中央政府下设15个部：总统府部、政府总协调部、经济发
展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安全部、国防部、人权司法内政和权力
下放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财政部、自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社会发展部、卫生部、教育部、农牧部。 

其中，经济发展部负责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部负责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财政部负责对外举债和融资。 

1.5 社会文化环境 

1.5.1 民族 

【民族】洪都拉斯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国家，目前有9个
较大的印第安族群，人口数量较多且生活聚居区范围较广。人口种族构
成中，印欧混血种人占90%，印第安人占7%，黑人占2%，白人占1%。 

【华人】洪都拉斯的华人多来自中国广东省，主要是20世纪初首批
华工移民的后代，大部分已本地化，不讲中文，部分华侨在当地拥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洪都拉斯的新移民多经
营小商品和饭馆，经济条件良好，社会参与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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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语言 

洪都拉斯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在东部海湾地区，英语普及率相对
较高。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洪都拉斯97%的居民信奉天主教，3%信奉新教。 

【习俗】洪都拉斯人坦诚朴实，性格乐观，态度和蔼，为人谦逊，
热情好客，对客人友好，会主动打招呼，热情问候，握手致意。男士见
面时要握手；如果是朋友或亲戚见面和分别时，女士要亲吻面颊或拥
抱。洪都拉斯人非常注重称谓，在社交场合，对成年男子一般称先生，
对已婚妇女称夫人或太太，对未婚女青年称小姐，还喜欢加上学衔或职
衔，并同上面的称呼连用。 

洪都拉斯人喜欢和朋友聚会聊天。同当地人初次交往时，言谈举止
要有礼貌，对于主人的盛情邀请，一般不宜轻率谢绝。应邀到家中做
客，可准备鲜花、蛋糕、红酒等礼品前往。 

【饮食】普通家庭日常饮食习惯与中美洲邻国类似，当地主要食物
有猪肉、牛肉、鸡、鱼、玉米、豆类、大米、芭蕉、木薯等，当地人喜
食豆饭、肉汤。常见水果有香蕉、菠萝、芒果、西瓜和木瓜等。传统饮
品是咖啡、朗姆酒、甘蔗酒、红酒等。 

【禁忌】洪都拉斯人的禁忌与欧美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人们普遍
忌讳数字“13”，忌谈及女性年龄。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1957年，洪都拉斯国家电力公司（ENEE）成立。自20世纪
初，开始建立小型电厂，主要利用木材和水力发电。后因人口增长和工
业需要，陆续建立地热发电厂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厂。 

【教育】洪都拉斯实行14岁以前义务教育，城市小学为七年制，农
村小学三年制。2019年文盲率为11.5%，小学入学率为91.2%。全国共10

余所高等院校，其中，最大的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成立于1846年。 

【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7年，洪都拉斯全国经常性医疗
卫生支出占GDP的11.7%。联合国公布的2020年人类发展指数为0.634，低
于拉美地区0.766的均值，排名全球132位。洪都拉斯人均预期寿命为75.3

岁。 

据洪都拉斯卫生部数据，2019年全国共有1635家医疗机构，其中，
基层医疗服务机构1078家，二级水平的医院有31家。全国医疗覆盖率
82%。2020年7月2日，洪卫生部宣布12省进入重症登革热紧急状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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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洪都拉斯感染登革热25038人，其中，重症1777人，死亡9人。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洪都拉斯《劳动法》规定，企业可设立工会组织。基层工
会主要由企业员工自发形成，各基层工会可形成工会联合会，并选举工
会主席，代表工人与政府、企业进行劳动安全、健康、薪酬、福利等方
面谈判。工会联合会一般具有较强的实力，对政府亦有较大影响。 

洪都拉斯全国三大工会组织分别为： 

（1）工人总会(CGT)； 

（2）洪都拉斯工人团结联合会（CUTH）； 

（3）洪都拉斯工人联合会（CTH）。 

公民依法享有集会游行权利，罢工多为争取薪金待遇及社会福利，
以上活动在工会组织下依法和平举行。 

【罢工】2020年1月，洪都拉斯护士工会举行全国性罢工，抗议裁员
并要求政府加薪。2020年8月，因防疫限制措施，洪都拉斯大批出租车和
公交车司机失业，通过罢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发放补贴。 

【非政府组织】在中水电帕图卡III水电项目实施过程中，洪都拉斯
土木工程师协会曾要求企业向其缴纳工程师注册及咨询费用2500万伦皮
拉（约合104万美元），并在发布缴费通知后多次要求企业尽快执行，否
则需承担后果。此后经过企业与律师沟通、查询资料以及请教国际工程
师联合会，了解到土木工程师协会系洪都拉斯本地私人组织，其发布的
要求以及命令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最终对洪都拉斯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不
合理要求予以严正拒绝，未缴纳此项费用。 

1.5.6 主要媒体 

【电视台】洪都拉斯国内影响较大的电视台有国营TVC5台和TNC10

（教育台），另有TVC3台和7台，中美洲之声，洪都拉斯6、11、13台
等。民众可付费接收近百个电视频道，多为欧美国家节目。 

【广播】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广播电台是Tropical Radio和Radio 

America两家综合性电台。 

【报纸】当地发行量最大的四份报纸主要为《时代报》（El 

Tiempo）、《新闻报》（La Prensa）、《先驱报》（El Heraldo）、《论
坛报》（La Tribuna），内容覆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 

【网络】当地影响较大的网络媒体包括主流纸媒体的网络版、脸书
（Facebook）、Hondudiario.com、Proceso Digital等网站。 

【记者协会】记者无须经过该协会培训即可获得工作许可，记者协
会对媒体行业的影响力有限，组织较为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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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华态度】洪都拉斯当地媒体对华报道数量不多，多转载西
方主流媒体涉华新闻。2021年5月，《论坛报》《新闻报》等连续报道洪
都拉斯市长代表团向萨尔瓦多请求协助了解同中国联系购买疫苗的渠道
和相关手续事，以及洪为获取新冠疫苗愿在中国大陆开设商务办事处
事。 

1.5.7 社会治安 

洪都拉斯境内无反政府武装。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帮派和犯罪团伙
之间因贩毒和争夺地盘引发的凶杀、抢劫、偷盗等犯罪现象层出不穷，
严重危害洪都拉斯国际形象。当地居民可合法持有枪械，富人家庭多雇
用私人保安。 

根据洪都拉斯警方统计，2020年，全国共发生凶杀案3482起，同比
降低15%。洪都拉斯已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暴力和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在中美洲排名第二位，仅次于萨尔瓦多。 

2020年，洪都拉斯未发生恐怖袭击及针对中资企业或公民的恶性案
件。 

1.5.8 节假日 

洪都拉斯法定假日包括公历元旦（1月1日）、圣周（3月或4月复活
节前周四、五）、美洲日（4月14日）、劳动节（5月1日）、独立日（9

月15日）、士兵日（10月3日）、哥伦布日（10月12日）、军人节（10月
21日）和圣诞节（12月25日）。政府和公共部门每周工作五天半，周六
下午、周日为公休日。 



9 
洪都拉斯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作为拉美欠发达国家，洪都拉斯长期受财政和贸易赤字高企、外债
高筑、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困扰，政府寻求建立更为有效的市场运
转机制，保持银行利率、本币汇率、民众收入和物价水平稳定。 

【经济形势】洪都拉斯中央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洪都拉斯国内
生产总值约238.5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63美元，经济增长率   -

9%。 

表2-1：2016-2020年洪都拉斯国内生产总值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汇率（美元/伦皮拉） 22.8 23.5 24.3 24.5 24.6 

GDP（亿美元） 217.0 231.6 240.9 251.1 238.5 

GDP增长（%） 3.9 4.8 3.8 2.7 -9.0 

人均GDP（美元） 2488 2614 2669 2743 2563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中央银行 

【经济构成】 

表2-2：2016-2020年洪都拉斯各产业产值及占GDP的比重 

（单位：亿伦皮拉） 

产业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产值 比重 

农林牧

渔业 
597.6 12.1% 688.5 12.7% 667.9 11.6% 661.3 10.8% 709.7 12.1% 

采矿采

石业 
27 0.5% 36.6 0.7% 38.7 0.7% 38.1 0.6% 37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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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850.4 17.1% 930.7 17.1% 971.8 16.9% 1005.5 16.4% 938.9 16.0% 

水电业 132 2.7% 157.5 2.9% 172.8 3.0% 247.3 4.0% 225.2 3.8% 

建筑业 271.6 5.5% 317.4 5.8% 346.5 6.0% 374.2 6.1% 318.6 5.4% 

贸易、

汽车维

修业 

678.1 13.7% 741.7 13.6% 813.4 14.1% 853.6 13.9% 823.5 14.1% 

酒店餐

饮业 
154.2 3.1% 166.5 3.1% 181.1 3.1% 198.6 3.2% 115.7 2.0% 

交通仓

储业 
196.8 4.0% 199 3.7% 201.1 3.5% 233.1 3.8% 194.5 3.3% 

通讯业 163.7 3.3% 175 3.2% 187.6 3.3% 198.8 3.2% 210.9 3.6% 

金融中

介业 
325.4 6.6% 343.8 6.3% 351.5 6.1% 372.8 6.1% 361.3 6.2% 

住宅 244.7 4.9% 258.3 4.8% 272.7 4.7% 291.1 4.7% 303.6 5.2% 

不动产

和企业

活动 

227.5 4.6% 249.1 4.6% 266.4 4.6% 291.4 4.7% 267.4 4.6% 

公共管

理、社

保和国

防 

276.9 5.6% 292.7 5.4% 307.9 5.4% 329.7 5.4% 340.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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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

务 
332 6.7% 350.2 6.4% 385.7 6.7% 421.4 6.9% 438.2 7.5% 

社会和

医疗服

务 

160.3 3.2% 168.7 3.1% 179.6 3.1% 191.7 3.1% 212.5 3.6% 

社区和

个人服

务 

135.6 2.7% 144.1 2.7% 151.6 2.6% 163.7 2.7% 148.9 2.5% 

间接计

量的金

融中介

服务 

276.5 5.6% 288.1 5.3% 294.1 5.1% 310.4 5.0% 302.3 5.2%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中央银行 

表2-3：2016-2020年洪都拉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固定资

本形成 

总额（亿伦皮拉） 1092.7 1278.7 1423.7 1404.5 1111.6 

比重 22.0% 23.5% 24.7% 22.8% 19.0% 

消费 
总额（亿伦皮拉） 4513.4 4934.4 5411.7 5870.0 5656.7 

比重 91.01% 90.8% 94.1% 95.5% 96.6% 

净出口 
总额（亿美元） -30.8 -32.4 -48.8 -45.9 -36.7 

比重 -14.2% -14.0% -20.3% -18.3% -15.4%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中央银行 

【国家预算收支及赤字】洪都拉斯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央财
政收入1654.62亿伦皮拉，支出1989.09亿伦皮拉，赤字334.45亿伦皮拉，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6%。 

【通货膨胀率】2020年，通货膨胀率为4.01%。 

【失业率】据洪都拉斯劳动部数据，截至2020年底洪失业率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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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人口44.7万人，同比增加5.2个百分点，失业率几乎翻一番，新增失
业人口20.7万人。 

表2-4：2016-2020年洪都拉斯失业率和年通胀率 

（单位：%）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失业率 6.7 5.5 5.7 5.7 - 

通货膨胀率 2.7 3.9 4.3 4.4 3.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下载于2021年3月20日，下同 

【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消费品零售总额】据洪都拉斯央行数据显
示，2020年最终消费总额为5656.71亿伦皮拉，约合230.3亿美元。 

【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底，洪都拉斯外汇储备余额为81.49亿美
元。 

【公共债务】洪都拉斯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重债穷国”
（HIPC）。2020年底，外债累计达108.50亿美元，比2019年底增加13.32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5%，其中，公共部门外债90.96亿美元（多
边债务59.60亿美元，双边债务11.80亿美元，商业债务18.00亿美元）；私
营部门外债17.60亿美元。 

表2-5：截至2019年洪都拉斯外债情况 

外债总额存

量（DOD，

亿美元） 

外债存量占

GNI比例

（%） 

外债的现值

（亿美元） 

短期外债

（DOD，亿

美元） 

短期外债占

总外债比例

（%） 

短期外债占

总储备比例

（%） 

97.7 42.1 77.4 7.8 8.0 13.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洪都拉斯政府举债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和约束,其数次督促
洪都拉斯政府减少不确定性，确保经济稳定发展。2020年3月，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向洪都拉斯提供1.43亿美元贷款，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0

年，向洪提供融资的国际多边机构主要有：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6.40

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665亿美元）、美洲开发银行（3.33亿
美元）和世界银行（2.44亿美元）。 

【主权信用评级】2021年4月，国际评估机构穆迪对洪都拉斯主权债
务评级为B1，展望稳定；2021年5月，标普对洪都拉斯主权债务评级为
BB-，展望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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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口业】近年来，洪都拉斯加工出口业发展迅速，主要形式
为外资和本国企业在保税区和其他特殊经济区域内投资设厂，通过免税
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开展成衣、汽车零配件等商品的来料
加工，并将最终产品全部销往海外。2020年，制造业出口达9.33亿美元，
同比下降9.8%。目前，洪都拉斯是中美洲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产品主
要销往美国。洪都拉斯基础工业十分薄弱，多为小型企业，从事食品加
工、烟草、制糖、乳品、木材加工、冶金、化学等商品生产，原材料和
中间产品依赖进口。 

【农林牧渔业】农林牧渔业为洪都拉斯国民经济主导产业，洪都拉
斯盛产咖啡、香蕉、棉花、椰子、烟草、甘蔗等。目前，洪都拉斯是全
球第八大、拉美第三大、中美洲第一大咖啡出口国，世界第三大雪茄生
产和出口国，美洲第二大对虾和罗非鱼出口国。2020年，洪都拉斯咖啡
出口额8.7亿美元。 

【金融服务业】目前，洪都拉斯共有10余家外资银行，其中金融保
险、不动产、中介服务等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国际化程度有所提高，具
有一定增长潜力。 

【旅游业】洪都拉斯著名景点有罗阿坦岛、科潘玛雅遗址等。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业损失12.39亿美元，影响到10万个就业岗位。此
外，飓风对旅游基础设施造成损害约1亿美元。 

【数字经济】拉丁美洲电子商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年，洪都拉
斯29%的小微企业、47%的中型企业及48%的大型企业开始发展电子商
务，使用数字平台进行在线销售。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有39%的微型企业
和51%的小型企业收入增加，五分之一的微型企业和近三分之一的小型企
业雇佣员工数量增多。 

【绿色发展】2010-2020年，洪都拉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从
38.4%上升至67.2%。 

【大型企业】洪都拉斯本国重要企业有国家电力公司（ENEE，年度
预算13.5亿美元，3500名员工）、国家电信公司（Hondutel）。在洪都拉
斯开展投资经营的外资跨国公司有：2020年世界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位
的美国沃尔玛公司、排名第49位的华为公司，其他还有电信公司Claro、
Tigo等。 

【并购项目】2020年，萨尔瓦多金融公司（Óptima）以5000万美元
收购了洪都拉斯金融公司（Finsol）。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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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洪都拉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公路总
长为16861.86公里。泛美高速公路贯穿南北，连接邻国危地马拉、萨尔瓦
多和尼加拉瓜。由于道路长期缺乏维修与新的投资，整体路况欠佳。 

2.3.2 铁路 

20世纪初洪都拉斯铁路总长785公里，主要用于美国果品公司运送香
蕉出口，随后绝大部分被废弃。现有铁路总长24公里，因年久失修，仅
有约4公里仍在使用。 

2.3.3 空运 

【航线和机场】洪都拉斯现有3家本土小型航空公司（Aerolinea 

Sosa、Cielo Maya、Easysky）经营10余条国内航线。全国共有4个国际机
场，分别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通孔廷机场（TGU），距市中心6公
里，年运输旅客约60万人；圣佩德罗苏拉市的拉蒙·比列达机场；拉塞
瓦市的戈罗松机场和著名旅游胜地巴伊亚岛的罗阿坦机场，该机场开通
有多条欧美直达航线。另有19个小型国内机场。在洪都拉斯经营的主要
国际航空公司有：AA、UA、Delta，飞往美国休斯顿、亚特兰大、迈阿
密、新奥尔良；Aeromexico，飞往墨西哥城；Taca、Copa、Avianca，飞
往中美洲邻国；Iberia、KLM，分别飞往西班牙、荷兰等。 

【中洪空运路线】中国至洪都拉斯未开通直航，主要经美国、荷
兰、西班牙中转。 

2.3.4 水运 

【主要港口】据洪都拉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统计，国内航道总
长465公里，船只306艘，内陆航道仅供小型船只航行，尤其南部地区水
道狭窄，不适合水运。洪都拉斯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较好，主要港口有科
尔特斯、卡斯蒂亚、埃内坎、塞巴、特拉、罗阿坦等，前三个为货物贸
易港口，后三个专用于停靠豪华游轮，前四个港口由洪都拉斯国家港口
公司（ENP）负责运营。位于大西洋沿岸的科尔特斯港为中美洲设施最
为现代的综合性港口，该港24小时作业，可停靠大型商船，货柜装卸设
备齐全，是拉美地区三个通过美国政府安全检验认证（CSI）的港口之
一，货轮抵达美国后可免检直接入境。位于太平洋的埃内坎港是来自美
国西部和亚洲货物的主要进出港。为进一步满足外贸发展需要，洪都拉
斯计划未来加大对上述两港的投资扩建力度。 

【班轮航运】目前，洪都拉斯前往迈阿密的班轮每周有10个，至美
国港口的海运时间仅需3-5天。前往新奥尔良、纽约和欧洲的游轮分别为
每周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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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电力 

截至2020年8月，洪都拉斯电力总装机容量2575.6兆瓦，其中，火电
739.6兆瓦、水电装机量728.9兆瓦、生物质电221.30兆瓦、风电235兆瓦、
光伏发电510.8兆瓦、地热35兆瓦。年净发电量836,853.2兆瓦时，但由于
发电设备、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实际用电量仅493,337.4兆瓦时。 

【能源结构】46.83%的电力来自不可再生能源，53.17%来自水力发
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中约15.81%来自洪都拉斯国家电力公司
（ENEE），剩余84.19%来自洪都拉斯40余家私人发电企业。目前，洪都
拉斯电力供应不足，尤其农村地区电力供应无法得到保障。 

【互联互通】输变电系统由国家电力公司垄断，通过中美洲电力互
联系统（SIEPAC）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
拿马等国互联。 

【电力消费】居民用电占 40.72%，办公、酒店等商业部门占
29.34%，工业部门占23.22%。 

2.3.6 数字基础设施 

【电话】据洪都拉斯国家电信委员会（Conatel）统计，截至2020年9

月，全国固定电话用户530,684户，手机用户数量为6,571,212。主要电信
运营商有Claro、Tigo、Hondutel和Honducel。 

【互联网】洪都拉斯网络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互联网应
用普遍，主要中心城市均可以接入光纤和宽带，但平均网速为1Mbps，水
平仍然较低；截至2020年9月，有线网络用户约38.3万户，移动网络用户
约476万户。 

【邮政】洪都拉斯国有邮政公司（Honducor）在全国共设有298个邮
局及分支机构。国际快递业务则有DHL、UPS等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2.4 物价水平 

洪都拉斯物价水平如下： 

表2-6：2021年5月洪都拉斯主要食品物价水平情况 

序号 物品名称 规格 伦皮拉价格 美元价格 

1 饮用水 1.5 升 23.5 1.0 

2 香蕉 公斤 30.4 1.3 

3 大米 公斤 27.0 1.1 

4 牛奶 升 26.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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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苹果 公斤 66.0 2.7 

6 生菜 个 19.1 0.8 

7 西红柿 公斤 33.3 1.4 

8 洋葱 公斤 28.1 1.2 

9 土豆 公斤 30.4 1.3 

10 鸡蛋 打 47.3 2.0 

11 面包 公斤 39.4 1.6 

12 鲜奶酪 公斤 88.0 3.7 

13 牛肉 公斤 161.0 6.7 

注：数据采集为2021年5月洪都拉斯基本菜篮子价格。1美元=24.1伦皮拉。 

资料来源：preciosmundi.com 

2.5 发展规划 

【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2010年，时任总统索萨公布了《2010-2038

年国家远景》（Visión de País 2010-2038）和《2010-2022年国家计划》
（Plan de Nación 2010-2022）（查询网址：https://honduras.un.org/sites/d

efault/files/2019-08/HondurasPlandeNacion20102022.pdf），旨在从“减贫
和生活保障、民主和社会治安、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现代化和竞争
力”四个方面推动国家发展，实现以下20个目标： 

（1）减贫和生活保障目标包括消除赤贫； 

（2）将贫困人口数量减少15%； 

（3）实现9年义务教育； 

（4）医疗体系覆盖面达90%； 

（5）落实90%的退休人群养老金； 

（6）民主和社会治安目标包括确保连续七次民主选举； 

（7）将犯罪率降至国际平均水平以下； 

（8）减少社会冲突和非法侵占； 

（9）保障边境安全； 

（10）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将失业率降低至2%； 

（11）将出口占GDP比重提高至75%； 

（12）未来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80%； 

（13）耕地面积提高至40万公顷； 

（14）粮食自给自足； 

（15）水力发电比例上升至25%； 

（16）修复100万公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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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现代化和竞争力目标包括将全球竞争力排名提升至50位；
（18）国有机构公民服务电子化； 

（19）40%公共投资下放市镇层面； 

（20）提升反腐力度。 

2018年3月，现任总统埃尔南德斯在竞选中提出“稳步向前的洪都拉
斯”并公布中期规划《2018-2022政府战略计划》，从“福利和社会发
展、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物流发展、公正和平包容的
社会、民主治理和发展”五个方面制定发展目标和预期成果。（查询网
址：https://www.scgg.gob.hn/sites/default/files/2019-06/PEG%202018-202

2%20-Versio%CC%81n%20Actualizado%20abril%202019.pdf）。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经济发展部负责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规划；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部负责道路、铁路、港口、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建
设；国家电信公司负责通信行业；国家电力公司负责电力行业。洪都拉
斯《2010-2022年国家计划》（Plan de Nación 2010-2022）中包括道路、
桥梁、港口、电站等多个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发展项目，主要包括： 

（1）Cortes港改扩建项目，由泛美开发银行提供贷款； 

（2）新首都机场项目，目前处于规划阶段； 

（3）模范城市项目，议会已通过相关法案，计划建设一个类似香港
或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新型经济开发区，目前处于初步规划阶段； 

（4）公路项目，新建多条跨省、洲际公路和国家级公路，其中绝大
多数项目拟由世界银行、中美洲一体化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
机构提供融资； 

（5）可再生能源领域，洪都拉斯政府积极推动水电、风电、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能源项目发展，同时还计划通过招标，实施多
个地区的输变电和城网改造项目。 

洪都拉斯欢迎外国投资者投资基础设施，常规融资渠道为外国政府
援助、世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本国金融机构信托融
资和特许经营投资。近年来公私合营模式（PPP）也逐渐得到重视和推
行，由国家公共和私人投资委员会（Coalianza）负责推动项目开发。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年4月，洪都拉斯国会授权国家电信委员
会（Conatel）加快实施国家宽带计划，力图扩展宽带覆盖范围，特别是
覆盖服务欠缺的市政、医院、教育中心等场所，还将开发公共服务数字
平台。（原文链接：https://digitalpolicylaw.com/honduras-acelerara-la-imple

mentacion-del-plan-de-banda-ancha-frente-al-covid-19/）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2015年，洪都拉斯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秘书处提出国家自主贡献方案（NDC)，承诺自愿减排温室气体和
适应气候变化。目标是到2030年，排放量减少15%，修复100万公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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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减少木柴使用量39%。2017年3月，洪都拉斯正式成为国家自主贡献
伙伴关系的一员。（原文链接：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

shedDocuments/Honduras%20First/Honduras%20INDC_es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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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洪都拉斯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的
成员国，也是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地处美洲大陆中心，濒临两洋，区
位辐射优势明显。 

洪都拉斯与美国、中美洲国家、多米尼加（CAFTA-DR）、加拿
大、欧盟、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多
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签有自贸协定。 

2016年9月，洪都拉斯成为首批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25个国
家之一。 

3.2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2020年，洪都拉斯货物贸易总额为132.163亿美元，其
中，出口额为42.586亿美元，进口额为89.577亿美元。出口增长主要原因
系香蕉、棕榈油、黄金、雪茄等出口商品增加；进口减少系因疫情和飓
风影响，国内市场需求萎缩导致。 

主要出口国为：美国、萨尔瓦多、德国、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主
要进口国为：美国、中国、危地马拉、墨西哥、萨尔瓦多。主要进口燃
料、润滑油、机械产品、化工产品、食品工业产品、工业制成品等；主
要出口咖啡、水果（香蕉、甜瓜、西瓜等）、水产品（虾等）、棕榈
油、烟草、食糖等农作物及金、铅等矿产品。 

表3-1：2020年洪都拉斯主要进口产品情况 

种类 进口额（亿美元） 

化工产品 15.0 

机械产品 13.5 

食品工业产品 11.9 

燃料及润滑油 10.4 

普通金属及制成品 6.6 

塑料及制成品 6.0 

植物产品 5.0 

【服务贸易】2020年，洪都拉斯服务贸易总额为25.593亿美元，其
中，出口额为7.22亿美元，进口额为18.37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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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020年洪都拉斯服务贸易主要构成情况 

行业 出口额（亿美元） 进口额（亿美元） 

运输业 1.0 9.3 

旅游业 1.9 1.7 

通信业 1.4 0.6 

保险业 0.0 1.4 

信息和信息服务业 0.1 1.1 

其他商业服务业 2.2 2.7 

3.3 吸收外资 

【行业分布】自2007年以来，洪都拉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平稳增
长，主要集中在通讯、运输、旅游、加工制造、零售、金融服务等行
业。 

【流量和存量规模】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
告》显示，2020年，洪都拉斯吸收外资流量为4.19亿美元，截至2020年
底，吸收外资存量为169亿美元。2020年，洪都拉斯对外投资0.47亿美
元，截至2020年底，对外投资存量为24.7亿美元。 

洪都拉斯央行统计显示，2020年，洪都拉斯吸收外资流量为4.18亿美
元，同比减少16%，主要分布于服务业、食品加工业、水电气等能源领
域；再投资达3.14亿。拉美是洪都拉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区，主要投资来
源国为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投资分布在交通、仓储、新能
源、金融、电信、保险和制造业。 

表3-3：2016-2020年洪都拉斯吸收外资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吸收外资流量 1139 1176 961 498 419 

吸收外资存量（截至2020年底） 16898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3.4 外国援助 

作为拉美地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洪都拉斯长期接受国际组织和外
国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美国是洪都拉斯最大援助国，此外还有德
国、西班牙、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据洪都拉斯外交部统计，截
至2018年5月，洪都拉斯累计收到各类援助合计63.56亿美元。援助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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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执行1489个社会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洪都拉斯贷款1.43亿美元用
于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向成员国捐赠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 

据洪都拉斯财政部统计，2020年，洪都拉斯收到应对飓风灾害的援
助共计14.33亿伦皮拉，其中，国际机构提供的融资为8.55亿伦皮拉；收
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援助共计73.98亿伦皮拉，其中，国际机构提供的
融资为14.21亿伦皮拉。2020年，向洪提供贷款的国际多边机构主要是：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6.4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665亿美
元）、美洲开发银行（3.33亿美元）和世界银行（2.44亿美元）。 

3.5 中洪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中国和洪都拉斯未建立外交关系，未签署双边协定，两国无双边经
贸磋商机制。 

3.5.2 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洪贸易额为9.69亿美元，同比减少
0.4%。其中，中方出口额为9.23亿美元，同比减少1.9%；中方进口额为
0.46亿美元，同比增长44.5%。 

表3-4：2016-2020年中洪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金额（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16 7.48 7.20 0.28 -15.9 -15.6 -21.7 

2017 8.69 8.45 0.24 16.1 17.2 -14.1 

2018 10.36 9.88 0.48 19.3 16.9 102 

2019 9.72 9.40 0.32 -6.2 -4.8 -34.2 

2020 9.69 9.23 0.46 -0.4 -1.9 44.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中方主要出口钢铁、电气设备及零件、机械器具等，主要进口服
装、矿砂、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 

3.5.3 中国对洪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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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当年，中国对洪都拉斯直
接投资流量-1092万美元。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洪都拉斯直接投资存量
469万美元。 

【投资企业及大型项目】在洪都拉斯开展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主要
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电信运营、产品销售；中国水利水电第十
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帕图卡III水电站项目已完工，正在实施阿雷纳
水电站项目。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

份，新签合同额85万美元，完成营业额8644.71万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
务人员5人，年末在洪都拉斯劳务人员197人。 

表3-5：中国在洪都拉斯主要实施的工程承包项目 

项目名称 中资企业名称 合同金额 开工日期 

帕图卡 III 水电站建设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有限公司 
3.5亿美元 

2015年 

已完工 

科尔特斯港集装箱码头项目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0.62亿美元 
2016年 

已完工 

阿雷纳水电站I期和II期建设

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有限公司 
1亿美元 2019年 

资料来源：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整理 

中国在当地建设的大型工程项目有： 

（1）帕图卡III水电站项目。该项目位于洪都拉斯奥兰乔首府胡蒂卡
尔帕（Jutigalpa）以南50公里、瓜亚姆勒河（Guayamre）和瓜亚贝河
（Guayape）交汇处下游约5公里，距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约200公里。项目
业主为洪都拉斯电力公司下属可再生能源署（UEPER/ENEE）。中国水
利水电第十一局有限公司以EPC总承包的方式承建该项目。项目总金额为
3.5亿美元，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供融资。项目主要内容为：长207米、高57

米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长76.1米、宽22.0米、高66.9米的发电厂房，厂
房内安装两台52MW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以及46.26公里长的230KV

输电线路。项目于2015年9月开工，2020年12月20日成功并网发电，12月
31日整体移交给业主并进入质保期。 

（2）科尔特斯港集装箱码头项目。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
施，业主为菲律宾ICTSI公司，合同金额6229万美元，为业主自筹。项目
为施工总承包，于2016年12月7日签署合同并正式起算工期，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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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结束。 

（3）阿雷纳水电站I期和II期建设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
局有限公司承包建设。项目位于洪都拉斯北部约罗省境内，位于拉塞瓦
市（La Ceiba）南100公里处，在洪都拉斯中北部，靠近加勒比海一侧。
项目金额约1亿美元，中国公司中标标段为碾压混凝土单曲拱顶、引水隧
道、压力钢管（土建）、地面厂房及开关站土建标段，业主为亚瓜拉清
洁能源公司。合同总工期为24个月。2020年3月下旬受疫情影响停工，5

月重新开工，目前工程进展顺利，正逐步进入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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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洪都拉斯位于美洲大陆中心，濒临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自然资源丰
富、劳动力充足、交通便利、生产成本低廉、国内市场开放。洪都拉斯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世贸组织、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成
员以及太平洋联盟观察员国。洪都拉斯与加拿大、欧盟、中国台湾地
区、日本、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巴拿马、厄瓜多尔等国家
和地区签有自贸协定，也是美国-中美洲及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协定
（CAFTA-DR）的成员国。 

近年来，洪都拉斯政局日趋稳定，民主体制得以巩固。新一届政府
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民众就业率、消除贫困和改善社会治安。洪
都拉斯政府对外国投资持积极欢迎态度，并给予国民待遇。设立保税区
（Zona Libre）是吸引外资进入加工出口业（Maquila）的主要措施，旨在
扩大外贸出口，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区内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等诸多优惠
措施。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洪都拉斯在全球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竞争力排名居第101位。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
报告》便利度排名，洪都拉斯在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33位。 

洪都拉斯政府自2020年通过全国创业和小企业服务（SENPRENDE）
和美洲国家组织（OAS）允许企业家、中小微企业和社会经济部门在互
联网上免费注册公司以获得电子商务的好处。该倡议旨在支持企业家战
略性地使用技术缩小数字鸿沟。 

参考：https://www.oas.org/en/media_center/press_release.asp?sCodigo=

E-040/20;第51-2011号法令----促进和保护投资法（第32至34条），https://

cni.hn/bfd_download/ley-para-la-promocion-y-proteccion-de-inversiones/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货币名称】洪都拉斯货币为伦皮拉（lempira）。人民币与伦皮拉
不可直接结算。 

【汇率制度】2005年下半年至2011年下半年，洪都拉斯政府采取钉
住汇率制，将伦皮拉对美元汇率固定为19.03:1。此后洪都拉斯政府进行
货币改革，将钉住美元固定汇率制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上下浮动
7%，伦皮拉对美元汇率出现每年约4%的贬值幅度。2021年3月31日，美
元买入价为1:24.0275，卖出价1:2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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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洪都拉斯实行外汇管制，政府一般会将企业购汇需求
按优先顺序分类，依次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中央银行以拍卖形式售
汇。企业进口用汇均须经中央银行批准。此外，希望从海外获得贷款的
企业也需获得中央银行许可，以便在未来偿贷时获得购汇权。外资企业
可以在洪都拉斯开设账户，但需事先在当地进行注册，办理税务登记，
然后凭借公司注册证明、税务登记证明、公司法人信息到银行提交开户
申请。 

【外汇汇出】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基本自由，但因外汇储备不足，政
府对企业购汇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即外资企业需通过竞拍形式向商业
银行购汇，并缴纳约10%的税费。 

【现金入境】洪都拉斯法律规定，外国人出入境时，如携带现金超
过1万美元（含1万美元）须向海关申报。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洪都拉斯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Honduras）成立于1950年，主
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币和汇率政策、管理外汇储备，改为、维护国家
金融体系稳定安全等。 

根据洪都拉斯国家银行和保险委员会统计，除中央银行和国家农业
发展银行（BANADESA）外，其余银行和金融机构均为私有。其中，本
土银行主要有：Banco Atlántida、FICOHSA、Banco Occidente等；外资银
行（以中南美洲区域银行为主）主要有：Davivienda、BAC、
BANPAIS、FICENSA、Banco Continental、Banco Lafise、Banco 

Promerica、Banco Azteca、Banco Popular Covelo、Banco Procredit等。 

据拉美银行协会调查显示，按对外授信额度计算，排名前10位的银
行分别为：Banco Atlántida、FICOHSA、BAC、Banco Occidente、Daviv

ienda、BANPAIS、FICENSA、Banco Continental、Banco Lafise、Banco

 Promerica；按存款额度计算，前10位分别为：Banco Atlántida、BAC、
FICOHSA、Banco Occidente、BANPAIS, Davivienda、Banco Continenta

l、FICENSA、Banco Honduras、Banco Lafise。 

【洪都拉斯大西洋银行（Banco Atlántida）】成立于1913年，原为在
洪都拉斯从事香蕉出口的美国果品公司专用银行，现为洪都拉斯最大商
业银行。目前，在全国拥有184家网点、24家自助银行、600多位员工。 

【洪都拉斯金融商业银行（Financiero Comercial de Honduras，
FICOHSA）】成立于1994年7月，是洪都拉斯最大商业银行之一，业务涉
及金融、保险、证券等。截至2014年，在全国拥有100家网点、3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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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柜员机。 

【洪都拉斯西方银行（Banco Occidente）】成立于1951年9月，是洪
都拉斯最大商业银行之一，截至2015年，在全国拥有170家网点。 

【保险公司】洪都拉斯主要保险公司有：SEGURO CREFISA、
MAPFRE、SEGURO ATLANTIDA、SEGURO FICOHSA。 

【中资银行】洪都拉斯尚无中资银行。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的要求和程序：公司注册资料、公司
法人授权书、法人代表对文件签字。 

4.2.4 融资渠道 

【利率水平】据洪都拉斯中央银行2020年1月数据显示，洪都拉斯基
准利率为5.25%，但3月即下调至4.50%，9月维持在3.75%。2021年3月，
商业银行美元年平均贷款利率最低23.44%，最高43.45%；伦皮拉年平均
贷款利率最低27.94%，最高49.92%（含信用卡）。美元半年期存款利率
最高2.79%，伦皮拉半年期存款利率最高7.30%。 

【融资渠道】洪都拉斯政府对外国企业在当地融资不设限制，企业
可采取申请银行贷款或发债等形式，但本地金融机构放贷额度十分有
限，且对信用要求较高，通常很难满足企业实际经营所需。中资企业尚
不可使用人民币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4.2.5 信用卡使用 

洪都拉斯国内信用卡普及率不高，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士方可办
理。中国发行的带有VISA（维萨）、MasterCard（万事达）等标识的国
际信用卡可以使用，VISA使用率相对更高。 

4.3 证券市场 

洪都拉斯证券市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成
立总部设在圣佩罗苏拉的洪都拉斯证券交易所（Bolsa de Valores de 

Honduras，BVH）和总部设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中美洲证券交易所（Bolsa 

Centroamericana de Valores，BCV），二者均为私有，受1988年颁布的
《证券交易法》规制及国家银行和保险委员会的监督。2004年，受经济
衰退影响，洪都拉斯证券交易所被关闭，中美洲证券交易所则仍在运
营，2020年，股市交易量约为2056亿伦皮拉。 

总体而言，洪都拉斯证券市场开放较早且较为宽松，对参与者无过
多限制。但由于国民经济落后，机制建设较为滞后，证券市场投资并不
活跃，欺诈案件时有发生，建议投资者谨慎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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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洪都拉斯水、燃油价格基本情况如下（按1美元=24.1伦皮拉计算）： 

表4-1：2021年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用水价格 

2021年1月起实施 

 用量（立方米） 价格（伦皮拉/立方米） 价格（美元/立方米） 

民用 

0-20 8.1 0.3 

21-50 16.6 0.7 

50 以上 33.2 1.4 

贸易及一

般工业 

0-20 16.6 0.7 

21-50 24.9 1.03 

50 以上 33.2 1.4 

用水量较

大的工业 

0-20 66.3 2.8 

21-50 66.3 2.8 

50 以上 66.3 2.8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圣佩罗苏拉自来水公司（ASP） 

表4-2：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燃料油价格 

2021年5月10日至5月16日 

品名 价格（伦皮拉/加仑） 价格（美元/加仑） 

高级汽油（Super） 98.5 4.1 

普通汽油（Regular） 91.6 3.8 

50 号柴油 78.6 3.3 

家用液化气（1 罐 25 升） 238.1 9.9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石油管理委员会 

2021年9月，洪都拉斯液化石油气价格为每升14.5伦皮拉。 

 

4.4.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薪资标准】目前，洪都拉斯产业工人工资约300-400美元/月，管理
人员约700-3500美元/月不等。社保税费缴纳比例为10.7%，其中，雇主支
付7.2%，雇员个人负担3.5%。 

2020年1月，洪都拉斯政府宣布洪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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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洪都拉斯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 

序

号 

经济活动类

型 

公司雇员数

量（人） 

2020 年最低月工资 

（伦皮拉） 

2020 年最低小时工资

（伦皮拉） 

1 
农业、林

业、捕鱼业 

1 至 10 6762.7 28.2 

11 至 50 7131.3 29.7 

51 至 150 7664.5 32.0 

151 以上 8211.3 34.2 

2 
矿业和采石

场开采类 

1 至 10 9239.1 38.5 

11 至 50 9516.3 39.7 

51 至 150 10903.9 45.4 

151 以上 11865.7 49.4 

3 制造业 

1 至 10 9068.8 37.8 

11 至 50 9647.8 40.2 

51 至 150 11054.7 46.1 

151 以上 12029.8 50.1 

4 
电力、可燃

气、水 

1 至 10 9537.2 39.7 

11 至 50 9823.3 40.9 

51 至 150 11255.7 46.9 

151 以上 12248.5 51.0 

5 建筑类 

1 至 10 9366.8 39.0 

11 至 50 9647.8 40.2 

51 至 150 11054.7 46.1 

151 以上 12029.8 50.1 

6 

批发零售类

商业、餐厅

和旅馆 

1 至 10 9366.8 39.0 

11 至 50 9647.8 40.2 

51 至 150 11054.7 46.1 

151 以上 12029.8 50.1 

7 
交通、存储

和通讯 

1 至 10 9452.0 39.4 

11 至 50 9735.5 40.6 

51 至 150 11155.2 46.5 

151 以上 12139.1 50.6 

8 金融机构、 1 至 10 9622.3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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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服

务公司 

11 至 50 9911.0 41.3 

51 至 150 11356.2 47.3 

151 以上 12357.8 51.5 

9 

社区，社会

及个人服务

业，保安，

清洁类 

1 至 10 9196.5 38.3 

11 至 50 9472.4 39.5 

51 至 150 10853.7 45.2 

151 以上 11811.0 49.2 

10 医院活动 

1 至 10 9196.5 38.3 

11 至 50 9472.4 39.5 

51 至 150 10853.7 45.2 

151 以上 11811.0 49.2 

11 保税区企业 8226.4 34.3 

12 平均最低工资 10022.0 41.8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劳动和社保部 

【劳动力供求状况】洪都拉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失业率较高。
洪都拉斯劳动和社保部数据显示，2020年洪都拉斯失业人数为44.7万人，
失业率为10.9%，同比增加5.2个百分点，新增失业人数20.7万人；失业者
中，近80%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者年轻化问题严重。洪都拉斯大部
分劳动力受教育和培训水平不高，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
小学以下则多达70%。劳动力产业分布主要为：农牧渔、批发零售、餐饮
旅游、制造业。其中，畜牧业和制造业劳动力素质较高，农业、商业和
服务业相对较差。 

【外籍劳务】洪都拉斯低层次外籍劳工人数很少，主要外籍员工均
为企业管理层人员。受本国失业率高企影响，洪都拉斯政府对外籍劳务
控制严格，外资企业如需雇用外籍员工必须向劳工部提出申请。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商业住宅用地】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市较好区域的住宅和办公楼，
售价在1500美元/平方米以上，租价为30美元/平方米/月；普通区域的住宅
和办公楼，售价为600-900美元/平方米，租价为15美元/平方米/月。 

【工业用地】根据土地情况、地理位置等条件的不同，洪都拉斯工
业厂房用地售价为2-8万美元/公顷，承租价格为0.25-5.45美元/平方米/

月；保税区、加工出口区等特区内，土地仅以出租方式经营，租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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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35-5.65美元/平方米/月。 

4.4.4 建筑成本 

洪都拉斯国内市场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供应情况良好，水泥生产
商有Lafarge和Cemento de Norte两家，有多家钢筋生产商和进口商，主要
重型机械均有销售商和租赁商。 

表4-4：洪都拉斯主要建材参考价格 

名称 单位 价格（伦皮拉） 

钢筋 根/8 毫米*9 米 70（不含税） 

灰水泥 袋/42.5 公斤 170（不含税） 

瓷砖 盒/1 平方米 300.3（不含税） 

地板灌砂浆 袋/10 公斤 182.9（不含税） 

资料来源：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1年5月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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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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都拉斯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为经济发展部。此外，该部还负责经
贸促进事务，业务涵盖调研和信息、出口促进、自贸区谈判、贸易便利
和工业园区建设等领域。 

5.1.2 贸易法规 

洪都拉斯未单独颁布外贸法，在与中美洲和国际多边机构贸易法规
内容一致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本国进出口、海关、贸易救济等领域的相
关规章制度。2003年，洪都拉斯成立国家外贸委员会。 

表5-1：洪都拉斯主要贸易法规 

进
口
法
规 

海关手续 

洪都拉斯是世界海关组织成

员国，其海关法律框架基于

中 美 洲 海 关 统 一 代 码

（CAUCA），包括《海关总

法》（1987年12月29日第212

号法律）和《海关及关税制

度法》（1987年12月29日第

213号法律）。 

https://www.aduanas.gob.hn/wp-

content/uploads/2019/01/LEY-

DE-ADUANAS-INICIAL-

Decreto212-87.pdf 

海关估值 

洪都拉斯实行WTO海关估值

协议（CVA），并加入了中

美洲海关货物估值法规的部

分内容。 

https://www.aduanas.gob.hn/secci

on-valoracion-aduanera/ 

 

原产地规则 

洪都拉斯作为中美洲共同体

（MCC）成员适用原产地优

惠政策，并对美国、加拿

大、智利、多米尼加、墨西

哥、巴拿马等国产品在各自

双边贸易协定范围内适用原

产地优惠政策。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

oads/2017/08/25-Annex-II.es_.pd

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01/LEY-DE-ADUANAS-INICIAL-Decreto212-87.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01/LEY-DE-ADUANAS-INICIAL-Decreto212-87.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01/LEY-DE-ADUANAS-INICIAL-Decreto212-87.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01/LEY-DE-ADUANAS-INICIAL-Decreto212-87.pdf
https://www.aduanas.gob.hn/seccion-valoracion-aduanera/
https://www.aduanas.gob.hn/seccion-valoracion-aduanera/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8/25-Annex-II.es_.pdf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8/25-Annex-II.es_.pdf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8/25-Annex-II.es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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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 

洪都拉斯关税由两部分组

成：一是进口税，其政策框

架是中美洲关税体系，采用

HS分类代码；二是根据第

1981年第54号法律实行的附

加税。 

https://www.aduanas.gob.hn/wp-

content/uploads/2019/12/Gravam

en_Importacion_vi.pdf 

反倾销、反

补贴、贸易

保护 

相关的法律框架基于WTO及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系统规

定。 

 

http://www.sice.oas.org/antidump

ing/legislation/CenAm/COMRII_

s.asp 

技术标准 

根据洪都拉斯国家技术标准

委员会统计，该国现有110项

国家标准（第29-2011号法

令） 

https://www.tsc.gob.hn/web/leyes

/Ley%20del%20Sistema%20Naci

onal%20de%20la%20Calidad.pdf 

检验检疫 
《动植物检疫法》（1994年

第157号法律）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

df/hon42546.pdf 

出
口
法
规 

出口统一窗

口 制 度

（VUE） 

2011年起洪都拉斯实行出口

统一窗口办理制度，设立出

口手续中心

（CENTREX），集中经济

发展部生产产业司、农牧业

部国家动植物卫生局、中央

银行国际部、财政部税收局

等出口相关部门进行一站式

办公。 

http://www.sela.org/media/32055

50/t023600005093-0-

proyecto_de_desarrollo_de_la_vu

ce_honduras.pdf 

出口优惠政

策 

1976年7月19日第356号法令

（《保税区法》）、2020年2

月14日第8号法令（《保税区

法》修订）对加工区享受的

临时进出口、再出口等优惠

政策进行了规定。 

 

https://www.aduanas.gob.hn/wp-c

ontent/uploads/2020/04/Decreto-

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

ona-Libre-Puerto-Cortes.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

df/hon196928.pdf 

出口激励 

1998年5月20日第131号法令

（《激励生产竞争力和支持

发展法》）规定了相关出口

激励政策。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

oads/2017/07/Decreto-131-1998.

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12/Gravamen_Importacion_vi.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12/Gravamen_Importacion_vi.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19/12/Gravamen_Importacion_vi.pdf
http://www.sice.oas.org/antidumping/legislation/CenAm/COMRII_s.asp
http://www.sice.oas.org/antidumping/legislation/CenAm/COMRII_s.asp
http://www.sice.oas.org/antidumping/legislation/CenAm/COMRII_s.asp
https://www.tsc.gob.hn/web/leyes/Ley%20del%20Sistema%20Nacional%20de%20la%20Calidad.pdf
https://www.tsc.gob.hn/web/leyes/Ley%20del%20Sistema%20Nacional%20de%20la%20Calidad.pdf
https://www.tsc.gob.hn/web/leyes/Ley%20del%20Sistema%20Nacional%20de%20la%20Calidad.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hon42546.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hon42546.pdf
http://www.sela.org/media/3205550/t023600005093-0-proyecto_de_desarrollo_de_la_vuce_honduras.pdf
http://www.sela.org/media/3205550/t023600005093-0-proyecto_de_desarrollo_de_la_vuce_honduras.pdf
http://www.sela.org/media/3205550/t023600005093-0-proyecto_de_desarrollo_de_la_vuce_honduras.pdf
http://www.sela.org/media/3205550/t023600005093-0-proyecto_de_desarrollo_de_la_vuce_honduras.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20/04/Decreto-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ona-Libre-Puerto-Cortes.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20/04/Decreto-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ona-Libre-Puerto-Cortes.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20/04/Decreto-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ona-Libre-Puerto-Cortes.pdf
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2020/04/Decreto-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ona-Libre-Puerto-Cortes.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hon196928.pdf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hon196928.pdf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7/Decreto-131-1998.pdf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7/Decreto-131-1998.pdf
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2017/07/Decreto-131-19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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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洪都拉斯依据WTO农产品协议和部分多边自贸协定承诺实行特殊关
税配额，主要针对玉米、高粱和大米等粮食作物，要求在本国收割季节
不得进口上述货物或在本国产量较低时课征重税进口。 

在进口方面，除一般动植物检疫和环保等要求外，对麻醉和神经药
物、含氟冷冻剂、溴化物等特殊商品实行配额；对军火、弹药、爆炸
物、乳制品等商品实行自动许可证；对管控药品、动植物产品、化学制
剂等商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等三类限制措施。相关许可证由洪都拉斯经
济发展部和卫生部颁发。洪都拉斯禁止进口含有危害臭氧层物质的化学
喷雾剂、石棉产品、反人类地雷、反侦察设备、十年以上旧车等。 

在出口方面，洪都拉斯限制水泥出口，需在首先满足国内需求的情
况下，由经济发展部对相关出口申请予以审批。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国际贸易大会”“控制有害废弃物跨国转移及其处理巴塞尔大会”
“关于危害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条约”的规定，洪都拉斯禁止出口濒
危珍稀动植物、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以及部分原木。 

详情请参见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网站：https://sde.gob.hn/integracion-e

conomica-y-politica-comercial/。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洪都拉斯农牧业部下辖国家动植物卫生局（SENASA），卫生部下
辖卫生管理局（SRD）。 

依据《动植物检疫法》规定，国家动植物卫生局（SENASA）负责
进出口动植物产品安全、颁发动植物检疫证书、疾病防控和追溯、肉制
品安全、动物饲料、兽药、转基因产品、有害物残留检验等，并有权禁
止进口有潜在危害的上述货品或制品。卫生管理局（SRD）负责进口加
工食品的检验检疫。 

卫生检疫工作在边境、海关或其他由农牧业部指定的地点进行。植
物性及动物性产品均须接受检验检疫。植物、植物制品、植物性副产
品、动物、动物制品、动物性副产品进口时必须有由原产国相关机构签
发的植物检疫或动物检疫证书。 

洪都拉斯在所有的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中均加入了动植物检验检
疫条款，这些条款以WTO关于动植物检验检疫协议为参考并加以扩充。 

详情请参见洪都拉斯国家动植物卫生局网站： www.senasa-

sag.gob.hn。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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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于1992年成立国家关税委员会，根据中美洲关税体系
（SAC）对进口商品进行分类，除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外，对来
自和去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商品，分别征收进口税、出口税、附
加税和海关行政税等关税。 

【进口关税】分为从价税和从量税，从价税按进口货物CIF价征收，
税率0-15%不等，制成品税率最高，燃油、润滑油与动植物产品税率最
低；从量税按货物重量征收，每公斤0.005-0.5美元不等。 

【出口关税】针对所有出口货物，税率为FOB价格的1%，对咖啡等
部分产品另设个别税率。 

【附加税】征收依据是1981年第54号法案，对进口原材料按CIF价格
征收5%、制成品征收10%；后根据1982年第50号法案，对所有进口货物
按CIF价格征收20%，但自贸协定涵盖的商品、受惠于出口加工区制度的
商品、药品、疫苗、血清、奶粉、基本谷物、种子、农药化肥、活牛等
除外。 

【海关行政税】征收依据为1984年第84-85号法案，对所有进口商品
按CIF价格的5%进行征收。 

洪都拉斯税率具体可查询洪都拉斯财政部网站： 

https://www.sefin.gob.hn/。 

表5-2：洪都拉斯主要商品进口关税税率 

商品种类 原材料 资本货物 制成品 食品 

税率范围 0-10% 5-10% 5-15% 10-15%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财政部税收司 

此外，洪都拉斯对国产和进口商品均征收以下税种： 

【销售税（ISV）】税率12-15%，一般商品均为12%，新车、烟草、
酒精饮料、有线电视、移动通讯等商品或服务征收15%。但燃料、农用机
械设备、农药、净水、医药、书籍、教材、加工区制度项下进口资本货
物等免征销售税； 

【选择消费税（ISC）】税率10%，征收对象是酒精饮料。 

详情请参见洪税务局网站：www.dei.gob.hn。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洪都拉斯主管投资的政府部门是经济发展部和国家投资委员会
（Consejo Nacional de Inversiones），其中，前者主要负责制定国家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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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政策和战略；后者主要负责推动和开发私人投资，为投资者提供便
利手续和必要协助，并帮助政府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此外，还设有私营
非营利机构——洪都拉斯投资和出口发展基金会（FIDE），协助政府吸
引外国投资和出口促进。其重点领域为向外资企业提供在洪投资所需掌
握的各类信息、咨询和法律服务。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相关法律法规】1992年5月29日，洪都拉斯颁布《投资法》（Ley 

de Inversión，第80-92号法令），并通过同年9月10日颁布的《投资法实施
细则》（Reglamento General de la Ley de Inversión，第345-92号行政令）
加以落实。2011年，政府又出台《投资促进与保护法》（Ley de 

Protección y Promoción de Inversión，第51-2011号法令），对原有法律进
行了补充和更新。上述法律法规旨在鼓励国内、国外投资者进行投资，
承诺将保障其在购汇、资金存取、知识产权、财产安全、征地补偿、自
由生产、销售和定价等方面的基本利益。此外，对外资还许以享受国民
待遇、同等开放市场、红利自由转换、开放本国信贷、合资公司不限参
股比例、不限开设分支机构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限制领域】洪都拉斯对外国投资的禁止领域和限制内容主要包
括： 

（1）禁止外资参与军火生产销售以及对有毒及放射性废弃物进行处
理； 

（2）限制外资在注册资本金低于15万伦皮拉（约7200美元）的小型
企业中的参股比例； 

（3）《投资法》第51条规定，为保护洪都拉斯公共利益，外资如在
洪都拉斯农牧、金融保险、旅游、私立教育等领域投资，需事先获得政
府主管部门批准； 

（4）外资参与洪都拉斯私立医疗、电信、发电和输变电、航空运
输、捕鱼和水产养殖、林业开发、矿产油气资源开发等领域还需获政府
其他相关部门额外批准； 

（5）2013年，洪都拉斯国会通过新《矿业法》，规定自同年9月
起，可重新向外资发放矿业特许经营权； 

（6）所有在洪都拉斯的外资企业，均需在经济发展部进行提前注
册，注册后可获得投资许可证，受投资法保护以及未来参与国际仲裁的
权利。 

详情可参阅：www.investinhonduras.hn/b2b/?page_id=32。 

【优惠政策】洪都拉斯《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享有国民待
遇，并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优惠待遇，相关优惠政策框架主要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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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工业发展财税奖励协议》及中小企业奖励措施。 

根据洪都拉斯《投资法》，农业、矿业、旅游业、外资出口均享有
相应鼓励政策。政府积极鼓励外资参与成衣、制鞋、制药、电子产品组
装、清洁能源、农牧业、林业开发以及部分旅游业项目投资，尤其对于
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将给予特殊关照和各种政策便
利。 

洪都拉斯政府规定，凡在国家重点投资领域和地区开展单笔200万美
元以上投资项目的企业，可在前期投入贷款偿还、设备折旧、所得税减
免等方面额外享受更为优惠的政策，例如：按所在领域和地区的重要
性，享受幅度从50-70%不等的所得税减免。 

【当地农业投资合作】洪都拉斯《土地改革法》欢迎外国企业和个
人参与农业投资，除限定内容外，允许外资获得农业耕地所有权和承包
经营权，未设置租赁经营期限。但根据洪都拉斯投资法规定，农林牧渔
业领域的合资企业需由本地企业控股。 

【林业投资合作】洪都拉斯林业资源极为丰富，根据2007年颁布的
《林业、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法》（Ley Forestal de Areas Protegidas y Vidas 

Silvestres）及其修订案（第98-2007、176-2010、265-2013号法令）规
定，欢迎外国企业和个人合理参与林业投资，允许外资获得林地所有权
和承包经营权，未设置租赁经营期限。但根据洪都拉斯投资法规定，农
林牧渔业领域的合资企业需由本地企业控股。 

【金融业投资准入】洪都拉斯国家银行和保险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 Bancos y Seguros）是洪都拉斯金融业的监管机构。《金融体
系法（Ley Del Sistema Financiero）》是洪都拉斯金融业监管的主要法律
法规。 

《金融体系法（Ley Del Sistema Financiero）》第18条规定：外国金
融机构在当地设立分公司或建立代表处，可发放贷款或在当地投资，但
不能吸收存款。外国金融机构所在国金融监管机构需与洪都拉斯国家银
行和保险委员会签署信息互换协议或类似文件来监管跨境经营。 

第19条：外资金融机构或外国金融机构在洪代表处，需公布其母公
司或大股东集团，并对该机构在洪的经营负责。 

详情可参阅：www.secmca.org/LEGISLACION/HN/LSFHonduras.pdf。 

【数字经济管理规定】互联网统一由国家电信委员会（CONATEL）
管理。相关条例和立法参见：http://www.conatel.gob.hn/marco-regulatorio

/。 

【文化领域投资】洪都拉斯关于文化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是《文化
遗产保护法（Ley para la Protección del Patrimonio Cultural de la Nació

n）》，该法对洪都拉斯境内文化遗产的保护、整修、宣传和研究等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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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 

洪都拉斯尚无法律规定或限制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尚无文化领
域合作机制。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商投资方式】根据洪都拉斯《投资法》及相关章程规定，所有
外商（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洪都拉斯投资均享有国民待遇，但前提是
投资者须在经济发展部注册登记后方可享受法律保护。洪都拉斯允许外
商投资的方式包括代表处、分公司、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可采取
合资、合作、独资、并购、现汇投资、设备投资、技术投资等模式开展
业务。 

【外资企业并购程序】外商并购当地企业的基本程序如下：并购双
方或多方企业代表需聘请专业律师，准备一份合同，确定并购条件、具
体细节及执行方式；并购合同需要递交各并购公司合伙人审议通过，并
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按照各自企业章程规定的比例取得大多数股东的支
持；并购后形成的新企业承担并购前所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洪都拉斯科技研发合作相关法规如下： 

（1）行政程序法，法令(152-87)； 

（2）电子政务法条例-法令（086-2020）； 

（3）电子签名法，法令（149-2013年）； 

（4）电子签名条例，执行协议(41-2014)； 

（5）数字政府平台：https://gobiernodigital.gob.hn/。 

中资企业目前尚无在当地开展并购遭遇阻碍的案例。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保护和促进竞争委员会（Comisión de Defensa y Promoción de la 

Competencia）是洪都拉斯负责行业并购的监管机构，在外资并购审查和
反垄断方面的主要依据是《保护和促进竞争法》（第357-2005号法令）。
该法对外资进入洪都拉斯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和企业并购等行为进行了
详细的规定。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特许经营/公私合营（BOT/PPP）方式为：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或联合
公共、私有或合伙单位对公共不动产进行设计、规划、融资、建设、维
护、扩建和维修等活动，并通过向使用者、服务受益人收取费用、公共
管理部门补偿等方式回收成本，在经营期满后将公共不动产移交回原公
共管理部门。目前，洪都拉斯BOT/PPP方式主要适用于：公路、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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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码头、国际机场、市政及相关公共工程和配套公共服务。在洪都
拉斯开展BOT/PPP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 

【主管部门】公私合营促进委员会（ COMISIÓN PARA LA 

PROMOCIÓN DE LA ALIANZA PUBLICO-PRIVADA，COALIANZA）
是政府主管部门，直属洪都拉斯总统府，负责洪都拉斯特许经营/公私合
营项目的推动、管理和实施。 

【有关法规】主要有：2010年9月16日通过的《公私合营促进法》
（Ley de Promoción de la Alianza Público-Privada，第143-2010号法
令）、2011年1月21日通过的《公私合营促进法实施细则》（Reglamento 

General de la Ley de Promoción de la Alianza Público-Privada，第0207

3-2010号行政令）、2011年7月15日通过的《投资促进与保护法》（Ley 

para la Promoción y Protección de Inversiones，第51-2011号法令）、20

11年通过的《简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程序特别法》（Ley Especial para l

a Simplificación de Procedimientos de Inversión en Infraestructura Públic

a，第58-2011号法令）、2012年4月27日通过的《公私合营促进法注释》
（Interpretación de la Ley APP，第 24-2012号法令）。 

因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项目操作流程不尽相同，详细分类和实
施程序请参见公私合营促进委员会网站操作手册：coalianza.gob.hn/v2/wp

-content/uploads/2014/05/Manual-de-Procesos-COALIANZA-2014.pdf、公私
合营促进委员会推介项目清单：coalianza.gob.hn/v2/wp-content/uploads/20

14/02/Cartera-de-Proyectos2.pdf。 

【PPP模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发展情况】该项目隶属于最高法院，
2010年议会批准设立的公私合营监督局（SUPERINTENDENCY OF 

PUBLIC-PRIVATE ALLIANCE，SAPP）对PPP项目执行法律和合同等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公私合营监督局网站：http://sapp.gob.hn/ 

泛美开发银行《 201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PPP环境评估
INFRASCOPE》显示，洪都拉斯以66分在21个国家中总体排第10名。其
中，监管以84分排第四名、投资和商业环境以47分排第18名、金融支持
以59分排第七名、成熟度以86分排第四名。公私合营监督局网站显示：
目前，共有11个采用PPP模式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6个公路项目、2

个机场项目、2个港口项目、1个能源项目；特许经营期短则7年零6个
月、长则30年，11个项目共投入建设资金约18.60亿美元。 

【典型案例】Goascorán—Villa de San Antonio—Tegucigalpa— Puerto 

Cortés段公路部分扩建和维护项目，工程合同总额9050万美元。该项目于
2012年3月29日开标，由厄瓜多尔Hidalgo公司和秘鲁建筑管理团队组成的
Vial Honduras联营体以BOT形式进行投资经营。 

【PPP项目主要投资国别】在洪都拉斯开展基础设施PPP合作模式的

http://coalianza.gob.hn/v2/wp-content/uploads/2013/06/Ley-para-la-Promoción-y-Protección-de-Inversio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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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多为拉美国家和欧美国家合资的建筑企业，摩根大通等欧美
金融机构拥有一些外资企业的股份。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20年4月24日，洪都拉斯政府通过国家创业和中小企业服务局（SE

NPRENDE）及美洲国家组织（OAS），启动了《企业家、中小型企业和
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原文网址：https://www.oas.org/es/centro_noticias/co

municado_prensa.asp?sCodigo=C-040/20），免费帮助企业在互联网数字营
销平台Kolau上进行注册，并为其提供专业指导和支持，推动电子商务发
展。 

洪都拉斯政府有意促进外商对与数字经济有关行业的投资，但相关
政策暂未出台。拟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融资基金（FONAFICIT）
"，但未落地。 

附相关参考法规： 

（1）276-2013号法令，于2014年2月15日公布。https://www.ihcieti.go

b.hn/media/2020/11/Decreto_276-2013_Ley_Fomento_Cientifico.pdf 

（2）047-2020号法令，于2020年11月7日发布。https://www.ihcietti.g

ob.hn/media/2020/11/ReglamentodelaLeyparalaPromocionyFomentoalDesarro

lloCientificoTecnologyoylaInnovacion.pdf 

（3）洪都拉斯中央银行金融技术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相关政策。htt

ps://www.bch.hn/acerca-del-bch/mesa-de-innovacion-financiera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07年6月和2013年6月，洪都拉斯政府出台了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
法规（原文网址：https://www.tsc.gob.hn/web/leyes/Ley%20de%20Promoci

on%20a%20la%20Generacion%20de%20Energia%20Electrica%20con%20Re

cursos%20Renovables.pdf, https://www.tsc.gob.hn/web/leyes/Ref_art_2_ley_

promocion_energia_electrica_2013.pdf),为可再生电力能源发电项目的投资
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
靠性。根据法律，国内外企业在投资清洁能源行业（水电、光伏、风
能）时，享受免除增值税、进口关税、销售税和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2010年，洪都拉斯政府颁布《固定源产生的排放物控制法规》（原
文网址：https://www.tsc.gob.hn/web/leyes/Reglamento%20para%20el%20co

ntrol%20de%20emisiones%20generadas%20por%20fuentes%20fijas.pdf），
规定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等的排放标准。主要规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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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进行污染物（包括固体以及液体废弃物，有毒气体以及大量排
放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应当向当地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备
案； 

（2）各行业在厂房、设备的设计、采购时，应当将降低污染物排放
考虑进前期规划； 

（3）各行业应当自行采购碳排放处理设备，对排放的气体进行无害
化处理，并减少相应的碳排放； 

（4）各行业应当对碳排放以及污染物排放进行自觉且公正的监测，
并及时向环保局上报数据； 

（5）对于各行业产生大量污染的固定排放源，企业应当在进行排放
前进行污染物处理，相应的费用由企业自身承担； 

（6）对于各行业产生大量污染，从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企业应当承
担所有修复环境所产生的费用； 

（7）所有企业及个人的污染物排放，均应当遵守固定排放源技术准
则中的规定； 

（8）对于违反固定排放源技术准则规定的企业或个人，政府有权对
其处以5千至100万伦皮拉的罚款。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洪都拉斯采取属地税制，主管税务咨询和申报的部门为财政部下属
税收司，财政部还负责办理申请税号、免税等业务。主要税收有：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销售税等。 

个人所得税报税时间为次月前10天，个人需准备报税单，通过网络
上传信息，下载确认表，再去银行付款；企业所得税报税时间为每年6月
30日、9月30日和12月30日，次年4月30日还需汇算清缴，流程同上；销
售税直接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支付。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公司所得税】采取属地税制，除保税区等特殊制度外，税率统一
为25%。在国外产生并汇回洪都拉斯的利润不征收所得税，只有在国内产
生的利润才需纳税。 

【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按每半月发一次工资计算，由公司代
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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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洪都拉斯个人所得税税率 

年净收入金额（伦皮拉） 所得税税率 

0-110000 免税 

110000-200000 15% 

200000-500000 20% 

500000 以上 25% 

资料来源：洪都拉斯财政部 

【销售税】主要征收对象有：商品、服务的消费者及货物进口商。
除新车、烟酒、有线电视和移动通讯的税率为15%外，其他商品税率均为
12%。 

【团结贡献税】年盈利100万伦皮拉以上还需交团结贡献税，税率为
5%左右。 

【净资产税】年净资产超过300万伦皮拉时需缴纳净资产税，税率为
1%。 

【其他税种】企业还需缴纳的其他税种包括：印花税，0.25-5美元不
等；资本利得税，即按出售有价证券或资产所得缴纳10%，但企业股息收
入无须纳税。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1976年7月19日，洪都拉斯政府颁布《保税区法》（Ley de Zona Li

bre）（第356-1976号法令，https://www.aduanas.gob.hn/wp-content/uploads

/2020/04/Decreto-No.356-1976-Ley-Constitutiva-Zona-Libre-Puerto-Cortes.pd

f）并在科尔特斯港首次设立保税区，规定在区内从事加工、制造、生
产、改造、维修、出口服务等行业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免除生产所需
资本货物进出口关税、企业所得税、市政税等优惠措施。此后，洪都拉
斯政府又于1984-1987年间陆续出台了《临时进口法》（Ley de Importaci

ón Temporal）（第37-1984号法令，https://sde.gob.hn/wp-content/uploads/

2017/07/LEY-Y-REGLAMENTO-DEL-REGIMEN-DE-IMPORTACION-TE

MPORAL.pdf）及《加工出口区法》（Ley de Zonas de Procesamiento p

ara Exportación）（第37-1987号法令，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2

83141065/37-1987-Zip）等多项法规，鼓励本国及外国投资者进驻特殊经
济区内设厂，开展生产、来料加工和再出口业务。其中，《临时进口
法》规定，对产品全数出口中美洲以外国家的企业，其生产过程所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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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半成品、样品、模版、附件、包装材料、零件、机器、设备等进口
可免除所有关税、领事费用或行政费用，上述设备还可在5年后经有关单
位核准转让；《加工出口区法》则规定，所有外资所设加工出口区，可
享有与保税区完全同等的待遇。 

5.6.2 经济特区介绍 

为改变出口结构单一、出口收入易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的不利
局面，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一样，洪都拉斯政府致力于建立非传统性的出
口产业，旨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和扩大当地就业。 

经过多年建设，目前洪都拉斯已建有保税区（Zona Libre）、加工出
口区（Zona Industrial de Procesamiento para Exportaciones，ZIP）、旅
游保税区（Zona Libre Turistica）和农业出口区（Zona Agricola de Exp

ortación，ZADE）等多种特殊经济区形式。 

【主要优惠政策】根据《保税区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上述园区进
驻企业普遍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免除与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包装材料、机械设备、替换部
件、油料等相关的税收； 

（2）免除与出口或再出口商品相关的税收； 

（3）免除与资本和净资产相关的税收； 

（4）免除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销售税和消费税； 

（5）按投资金额规模不同，按阶段免除相应所得税等与利润相关的
税收； 

（6）免除市政税及商业税； 

（7）对购汇、利润和资金汇出不设限制； 

（8）给予快速通关便利等。 

因各类园区针对不同性质企业给出的进驻要求和优惠政策不尽相
同，关于进驻企业的投资规模、业务范围、运作要求、申办流程、优惠
政策等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网站：www.hondurasisopenforbusiness.co

m。 

截至目前，洪都拉斯共建有24个大型保税工业园区，大部分位于毗
邻科尔特斯港的经济中心圣佩德罗苏拉市及周边卫星城镇。规模较大的
保税区有绿谷（Green Valley）工业园、水牛（Buffalo）工业园与新城
（Villanueva）工业园。三家工业园入园的外资企业超过100家，主要来
自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地，其中，有95%以上从事纺织品加工
（成衣）和电子设备组装业务，绝大部分产品销往美国。少数旅洪侨商
也已在保税区内设有加工企业，但尚未在园区内开设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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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洪都拉斯1959年颁布的《劳动法》（Código de Trabajo）（第189-19

59号法令，https://siteal.iiep.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sit_accion_files/hn_

0303.pdf）及后续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工作时间、工
资、休假、解雇、试用期、儿童和妇女保护、社保等方面的内容。 

【工作时间】洪都拉斯劳动法规定，每周正常工作时间为44小时。
白班在早上5时到下午7时之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
时；夜班在下午7时至早上5时之间，每天不得超过6小时，每周不得超过
36小时。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进行的有效工作，以及超出双方约定最低工作时
间的有效工作构成加班，将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结算：正常工作为白班，
加班发生在白班期间，在白班工资基础上支付25%的加班费；加班发生在
夜班期间，在白班工资基础上支付50%的加班费。正常工作为夜班，加班
也发生在夜班期间，在夜班工资基础上支付75%的加班费。除非发生灾难
或巨大风险，一般每天加班时间加上正常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除
非人手明显不足，同一雇员每周加班次数不得超过4次。 

【工资】工资依据资方与劳工（工会）所签合同计算，但不得低于
《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如果支付当日恰逢节假
日或者休息日，则将在随后一天支付。体力劳动者可领取周薪，雇主亦
可于月初预发全月薪水。工资应以法定流通货币支付，禁止以期票代金
券等形式支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雇员工资进行非法扣除。 

第7天工资：员工连续工作6天或6天内工作满48小时应发放第7天工
资。1982年11月制定的第112号法案规定，固定工人每年发放13个月工
资，另加发年终奖金1个月，共计14个月。除法定假日外，每周有1天休
假日，休假日工作应支付双倍工资。 

带薪假日为：每年1月1日、4月14日、5月1日、复活节所在一周的星
期四至周六、9月15日、10月3日、12日及21日以及12月25日。圣诞奖金
计算方法为：工作满1年者，加发1个月工资；未满1年者，按比例发放。 

上述第7天工资及带薪假日计算基础为该周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 

【休假】员工连续工作满1年后，可享受年休假10天；满2年后12

天；满3年后15天；满4年及以上20天。如工作时间有间断，则以满200天
为1年；离职时尚未休假者，按其年薪计算应休假天数予以发放。 

【解雇】解雇或辞退理由通常如下：违反劳资合同规定、双方协商
同意、不可抗力。解除雇佣关系时，须提前通知，并向员工支付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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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工作每满1年发1个月遣散费，最多发12个月，遣散费以最近半年月
平均工资为准。员工如工作满1年，雇主欲解雇时，须提前1个月通知；
工作满2年以上，须提前2个月通知；否则须另加发该1个月或2个月的工
资。在该期限内，劳工每周可享1天假期用于寻找新工作。 

【试用期】试用期不得超过60天，试用期的目的是用于雇主考察雇
员技能，同时让雇员考察工作条件对其是否适宜。试用期间支付酬劳，
如果试用期结束时，双方都没有终止合同的意愿，将继续该合同为不固
定期限合同或者根据双方意见延期合同。在试用期间，任何一方出于己
方的意愿都有权终止合同，不论是否有正当理由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试
用期的员工享有正式员工的所有福利，但提前通知费和失业金除外。 

【儿童和妇女】洪都拉斯《劳动法》规定，不得雇佣14岁以下人员
务工。满足劳动法规定的儿童和妇女入职后将享有所有法定权力、责任
和义务。孕期妇女不能从事繁重工作，且夜班最多工作不超过5小时。除
满足劳动法特定情况外，孕期妇女一般不能被辞退。怀孕女员工享有分
娩前6周带薪休假（按照其正常工资，强制性休息）和分娩后6周带薪休
假（强制性休息）。在怀孕期经历流产、早产（婴儿未成活）的女职
工，享有2-4周带薪休假（工资按照休假开始时候的标准计算）。 

【劳动纠纷】洪劳资关系基本和谐，争议不多。劳资纠纷由劳工法
庭、调解及仲裁法庭、劳工及社会福利上诉法庭审理。近二三十年来，
尚无严重劳动纠纷。若出现劳资双方对合同内容无法达成协议或雇主无
故解聘并不按规定支付遣散费等情况，劳工部均可仲裁解决。 

【社保福利】雇主需要交纳的员工社保基金种类和比例为： 

（1）IHSS（国家社保局）社保金：用于员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缴
费比例为10.7%，员工和雇主分别负担3.5%和7.2%； 

（2）INFOP（国家职业培训学院）培训费：用于帮助劳动者再就业
和技能培训。缴费比例为1%，由雇主全额负担； 

（3）FOSOVI（社会住房基金）住房公积金：用于帮助职工购买住
房。缴费比例为1.5%，由雇主全额负担。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外籍劳务许可规定】洪都拉斯投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中的本地
雇员比例应达到90%，且向本地雇员支付的工资应占总体工资开支的85%

以上。外国人在洪都拉斯务工需要有工作许可，工作许可需向移民局申
请。 

【需提供的证明文件】洪都拉斯移民当局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
劳务限制非常严格，申请工作许可需要提供大量文件，例如出生证明、
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医疗证明、经济证明和职务证明等，且办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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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另外，洪都拉斯对外国劳务从事法律、医疗、建筑、会计等专
业技术行业工作均有从业执照要求。 

【社会治安】洪都拉斯社会治安不佳，经常发生针对外国人的偷
窃、抢劫和绑架案件，在当地工作需增强安保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共医疗体系落后的洪都
拉斯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中小微企业的失业问题突出，境内治安风险进
一步加大。 

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Edificio Plaza Azul, Avenida Berlín, Entre calles París y Viena, 

Lomas del Guijarro Sur, Tegucigalpa M.D.C. Honduras 

援助咨询热线电话：00504-22323918 

电邮：info@trabajo.gob.hn 

5.8 外国企业在洪都拉斯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洪都拉斯政府于1962年9月29日颁布《土地改革法》（Ley de 

Reforma Agraria，第2-1962号法令）及两部补充修正案（第8-1972号法令
和第170-1974号法令），后于1992年颁布《农业发展和现代化法》（Ley 

de Modernización y Desarrollo Agricola）。上述法律规定了全国范围内土
地的合理划分、归属、分配、开发、利用、生产及交易模式。此外，还
对自然资源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做了规定，旨在确保公民能够公平、合理
地拥有土地资源。 

详情可参阅洪都拉斯国家农业研究所网站： 

http://www.ina.hn/temporal/quienes_historia.php#decreto_8。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洪都拉斯《土地法》规定，外资企业或自然人同本地公民享受同等
权利，可自由买卖地产，一旦购买土地即获得永久使用权。洪都拉斯宪
法第107条曾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和海岸线以内40公里区域内购买土地，但
为推动旅游业发展，又于1991年起批准外国人可在上述区域内购买、建
造用于住宅（不超过3000平方米）的土地或开发项目，前提是获得旅游
部的批准。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洪都拉斯国家银行和保险委员会未对外资参与当地证券交易做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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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规定和约束，外资基本上享有与本国资本同等待遇，承担同等义
务。但由于洪都拉斯经济落后，证券市场机制建设较为滞后，欺诈等案
件时有发生，建议投资者谨慎入市。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洪都拉斯环保管理部门是自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SERNA），于
1993年6月30日，根据第104-93号法令成立，承担着履行和监督洪都拉斯
环境法及有关环境政策的职责，负责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和保护、修复等。SERNA在国家环境影响测评系统（SINEIA）的指导下
开展工作和履行相关职责，依据项目性质做出等级划分，进而做出环境
影响测评调研，最终出具环评许可。以水电项目为例，装机容量小于等
于3MW的项目都被定性为1级项目，装机容量大于3MW且小于15MW的
水电站项目被定性为2级项目，装机容量大于等于15MW的水电站被定性
为3级项目。 

SERNA最重要的下设机构是国家环境办公室秘书处（SEDA）、环
境测评及控制司（DECA）、环境机构（UNAS）等。此外，洪都拉斯于
1974 年 1 月 10 日 根 据 第 103 条 法 令 成 立 国 家 森 林 发 展 协 会
（COHDEFOR），协会的宗旨是合理利用本国的森林资源，保护、改善
和保证本国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该协会总部地址：Salida A La 

Carretera Del Norte, Colonia Santa Fe, Comayaguela。 

洪都拉斯《环境法》第15章中明确规定，卫生部、自然资源、环境
和矿业部、公共教育部、通信和交通运输部、国家电力公司、国家自来
水公司、国家森林发展协会及国家旅游局等部门，要通过各自领域的环
境保护措施，来规范各自领域可能会对环境产生潜在污染的行为，以实
际行动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洪都拉斯国会于1993年5月27日颁布《环境法》（Ley General del 

Ambiente，第104-93号法令），该法于1993年7月28日起正式生效。此
后，政府又根据《环境法》制定了《环境法实施细则》。 

洪都拉斯国家森林发展协会基于1992年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
法》，更新、修订和完善了相关部门法规。协会的宗旨是控制和保护国
土资源范围内的森林资源，严格管控和监督在森林用地上所开展的一系
列开发活动，使其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进而保证本国森林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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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洪都拉斯还有《水法》（Ley General de Aguas）、《林业、
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法》（Ley Forestal de Areas Protegidas y Vidas 

Silvestres）、《矿业法》（Ley General de Mineria）、《渔业法》（Ley 

de Pesca）等多一系列与环保相关的法律。 

查询网址：www.lagaceta.hn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环境法】第92-94条规定，对于非法使用未经处理的禁用物质污
染、破坏大气、水域，从而危及公共卫生和民众健康的犯罪行为，判处3-

10年监禁；对于非法生产、储存、进口、销售、运输、使用未经处理的
有毒有害污染物从而危及生态体系、公共卫生和民众健康的犯罪行为，
判处1-5年监禁。 

第96-98条规定，对于性质与92-94条内容类似，但违规程度较轻、尚
不构成违法的行为，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处以1000至100万伦皮拉的罚款，
对相关渎职官员给予1-5年停职处分。 

【水法】第97条规定，对于向公共水域倾倒工业废弃物等任何可能
损害河道、造成水质污染、破坏渔业捕捞或阻碍工农业生产的行为，根
据情节严重程度处以10-40个月最低工资的等额罚款。 

【林业、保护区和野生动物法】对破坏森林和危害动植物的处理和
赔偿标准如下： 

第二章第172条规定，故意造成森林火灾者，判处6-12年监禁，因过
失造成森林火灾者，判处6-9年监禁； 

第173条规定，未经许可滥发树木者，判处9-12年监禁并责令补种； 

第174条规定，偷运私伐树木者，判处4-7年监禁及20-60天最低工资
等额罚款； 

第175条规定，非法销售私伐树木者，判处6-9年监禁，相关渎职官员
额外加判三分之二刑期； 

第176条规定，非法加工私伐树木者，判处9-12年监禁； 

第177条规定，非法出口私伐树木者，判处12-15年监禁，如属濒危珍
贵木材，额外加判三分之一刑期。 

第三章第188条规定，非法采摘、捕猎野生动植物这，判处4-7年监
禁； 

第189条规定，非法销售、出口野生动植物制品者，判处4-9年监禁； 

第190条规定，故意伤害野生动植物或造成损伤和死亡者，判处1-3年
监禁； 

第191条规定，官员滥用职权导致或参与上述行为者，判处6-9年监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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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3条规定，凡在国家保护区内或针对濒危物种从事上述行径者，
将额外加判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刑期。 

【碳排放】2010年，洪都拉斯政府颁布《固定源产生的排放物控制
法规》（原文网址：https://www.tsc.gob.hn/web/leyes/Reglamento%20para%2

0el%20control%20de%20emisiones%20generadas%20por%20fuentes%20fijas.pd

f），规定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等排放标准。 

5.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洪都拉斯国家环境影响测评系统（SINEIA）所遵循的法规规定了颁
发环境许可的参照标准，该标准是控制任何对环境产生潜在污染行为的
必要文件。环境测评的宗旨是保证以私人及公共投资为代表的经济发展
方式能够与环境和谐发展，促进洪都拉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证经
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环境影响测评】即EIA（Evaluación de impacto ambiental），是洪
都拉斯法律规定的，对即将实施的项目进行调研和分析的流程，用以深
层次剖析其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而采取相应的
管控和跟踪措施对项目进行干预，力争把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环境保证金（Fondo de garantía）】根据洪都拉斯相关法律规定，
项目所有人须向洪都拉斯国库存入一定量保证金方可获得环境许可，并
需严格管控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及修复。若有违反《环境法》的行为或对
环境造成污染，则扣除直至没收该保证金。保证金金额根据环境测评及
控制司（DECA）和环境机构（UNAS）制定的准则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范
围和程度而定。 

【环境执照（licencia ambiental）】由洪都拉斯国家环境办公室秘书
处（SEDA）颁发，是企业开展项目所必须履行和办理的一类证书，以便
在施工过程中能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所有步骤和程序。 

自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联系方式如下： 

网址：www.serna.gob.hn 

地址：100 mts. Al sur del Estadio Nacional Planta，Tegucigalpa， 

Honduras 

电话：00504-2232-1386 

电邮：despachoserna@gmail.com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反腐败情况】2001年，洪都拉斯政府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资助
下，成立了独立法人组织—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由总统指派两位代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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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下设执行秘书处和技术小组，致力于调查洪都拉斯行政、立
法、司法以及社会领域涉及公共资金和中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但不具
备查抄、立案、批捕等司法职权，相关职能仍分属洪总检察院、最高法
院和总审计署。2016年，美洲国家组织支持洪都拉斯“惩治腐败与有罪
不罚行动团（Maccih）”成立，该团体震慑作用明显。2020年1月，洪都
拉斯终止了对该组织的授权。 

【相关法规】目前，洪都拉斯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刑
法》（Código Penal,https://www.oas.org/dil/esp/codigo_penal_honduras.pd

f）和2005年通过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法》（Ley de Consejo Nacional 

Anticorrupción,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Documents/Ley%20

del%20Consejo%20Nacional%20Anticorrupcion.pdf）及其总则（第7-2005

号法令和第90-2013号法令）。其中，《刑法》第361-363、第368条规
定，对于收受贿赂或非法获利且构成犯罪的公职人员，判处2-6年监禁；
对于受贿或非法获利构成违规但非犯罪的公职人员，判处1-3年监禁；所
有贿款和物品一律充公。第366条规定，行贿者与受贿者接受同等惩罚。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洪都拉斯政府于2001年通过了《国家承包工程法》（Ley de Contrat

ación de Estado，第74-2001号法令，https://www.sefin.gob.hn/wp-content/

uploads/2016/01/LeyContratacionEstado.pdf），后于2002年通过了相关实
施细则（第55-2002号法令），对政府和私人发包的承包工程、供货、咨
询等项目的招标、执行、监督等环节进行了详细规定。 

依上述法律规定，洪都拉斯允许外国承包商（自然人和法人）承包
工程项目，但须在洪都拉斯工商机构和建筑商会登记注册，获得参与招
标的资格，并按照洪都拉斯相关法律开展业务。洪都拉斯还专门设立了
国家承包工程和采购标准办公室，旨在为工程和采购项目设立标准，对
相关程序进行指导和提供咨询服务。 

办公室网址：www.honducompras.gob.hn 

5.12.2 禁止领域 

洪都拉斯对外商承包当地工程无明确禁止领域。 

5.12.3 招标方式 

洪都拉斯政府发包的承包工程和政府采购项目，一般均需通过招标
进行。招标可分为：公共招标、私人招标、竞标和议标几类。凡金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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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0万伦皮拉的项目，必须经过公共招标；50-100万伦皮拉的项目可进
行私人招标；50万伦皮拉以下项目则不受限制，洪都拉斯政府可对紧急
物资采购等特殊需求采取议标方式。符合要求的国外企业均可参加上述
招标，邀标方往往会对投标方的资质、实力、业绩进行预审，通过的企
业便可参与投标。不过，洪《国家承包工程法》第53条规定，对于非国
际组织融资或政府间融资项目的招标，在报价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洪都
拉斯政府将优先考虑本国投标者。 

具体投标方式需按照招标的政府有关机构或招标公司的要求进行。
BOT/PPP招标方式请参见5.2.5内容。 

5.12.4 验收规定 

洪都拉斯工程主要执行中美洲标准、美国标准和本国标准。关于质
量验收，政府公共工程法律要求保质期5年，隐性缺陷责任期10年。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洪都拉斯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以下两部： 

1999年通过的《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法》（Ley del Derecho Autor y 

de los Derechos Conexos，第4-1999号法令，https://derechodelacultura.org

/legislacion_nacional/ley-del-derecho-de-autor-y-de-los-derechos-conexos-de-

honduras-10622/），旨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益；保护洪都拉斯国籍作者和居住在洪都拉斯的外国作者的
著作权；但外国作品在洪都拉斯尚无境内受其作者所属国参加的国际条
约保护。 

同年通过的《工业产权法》（Ley de Propiedad Industrial，第12-199

9号法令，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s/hn/hn002es.pdf），规
定了商标注册程序以及有关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申请、保护等内
容，旨在保护商标和其他标志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也保护消费者权益，
避免因不正当竞争而受损。同时，为了维护生产和使用者的利益，该法
还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转让和推广。此外，该法还作为洪都拉斯国内
工业产权注册处、作者权利和关联权利注册处以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法
律执行机构，针对侵犯国际和国内现行知识产权法行为判罚的法律依
据。 

洪都拉斯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并签署了《1996年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Tratado de la OMPI sobre Derecho de Aut

or，WCT）、《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Tra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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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e la OMPI sobre la Interpretación o Ejecución y Fonogramas，WPP

T）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Tratado de la OMC sobre Derecho de Pr

opiedad Intelectual，TRIPS）等国际公约。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工业产权侵权处罚】对未经工业产权（商标、发明专利、图案、
型号设计等）持有者或其代表授权或许可，擅自仿冒、盗用、生产、销
售、存储、出口受保护的商标、发明专利、图案、型号设计者，并对真
正合法权利持有者造成损害的，视情节严重程度处以10-200倍最低工资等
额罚款。 

【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侵权处罚】对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
许可，侵犯其著作权、版权和相关权利者，视情节严重程度处以10-200倍
最低工资等额罚款。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外资企业在洪都拉斯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有： 

（1）若本国已与洪都拉斯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如中美洲-美国及
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协定，CAFTA-DR），可按协定条款解决； 

（2）依照商务合同约定诉诸第三方仲裁或选择国际仲裁（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中心，CIADI）和异地仲裁机制，但耗时长、耗资巨大； 

（3）提请洪都拉斯本国法院予以解决，但受理程序复杂，往往耗时
多年才能做出判决。洪都拉斯于2000年通过《协议和仲裁法》（Ley de 

Conciliación y Arbitraje，第161-2000号法令，https://www.tsc.gob.hn/web/

leyes/Ley_de_conciliaci%C3%B3n_arbitraje.pdf），鼓励企业直接通过寻求
洪都拉斯公立民事调解和仲裁机构（如：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工商
会、圣佩德罗苏拉工商会下设仲裁中心）解决纠纷，耗时相对较短。 

按照双方商务合同约定不同，解决纠纷一般适用国际商法、洪都拉
斯法律或第三方法律。请参考：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

glish/document/Honduras_A_Territorial_Approach_to_Development_en_en.p

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Honduras_A_Territorial_Approach_to_Development_en_en.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Honduras_A_Territorial_Approach_to_Development_en_en.pdf
https://publications.iadb.org/publications/english/document/Honduras_A_Territorial_Approach_to_Development_e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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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洪都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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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洪都拉斯《投资法》（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Docu

ments/Ley%20de%20Inversiones.pdf）规定，设立企业形式主要有以下6

种： 

（1）合伙公司（Sociedad en Nombre Colectiva）； 

（2）有限责任公司，SRL（Sociedad de Responsabilidad Limitad

a）； 

（3）简单合股公司（Sociedad en Comandita Simple）； 

（4）股份有限公司（SA，Sociedad Anónima）； 

（5）合股公司（Sociedad en Comandita por Acciones）； 

（6）企业公司（Sociedad Cooperativa）。 

另一种从事商业行为的方式称为个体（Comerciante Individual）。 

大部分在洪都拉斯的外资企业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
形式注册登记，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0伦皮拉，股份有
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25000伦皮拉。同时，洪都拉斯政府允许外资企业在
洪都拉斯设立分公司和子公司，但其经营需遵守洪都拉斯商业法律规
范。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特古西加尔巴工商会、科尔特斯工商会等中
央和地方机构负责受理企业注册。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企业设立条件】在洪都拉斯设立各种类型公司首先需具备下列基
本条件： 

（1）公司章程生效之时间及地点； 

（2）公司营业法人之姓名、国籍、居住地； 

（3）经营公司类型； 

（4）公司性质（营业项目）； 

（5）公司名称； 

（6）公司成立期间声明； 

（7）公司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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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股东股权或出资情形； 

（9）公司营业地点； 

（10）公司组织； 

（11）公司组织领导职称； 

（12）公司盈余分配及损失分担情形； 

（13）公司资金储备； 

（14）公司提前解散相关政策； 

（15）公司清算基准； 

（16）当无法提前指派清算者时清算者之产生方式。 

【外资企业额外条件】外资公司还需具备下列条件方可正式营业： 

（1）公司成立过程遵守洪国内企业注册规范； 

（2）外资来源国相关法规承认公司可在洪都拉斯设立分支机构； 

（3）派遣1名常驻代表并赋予其完全执行和处理相关商业和法律事
务的权利； 

（4）对所处商业活动地点拥有所有权； 

（5）确认公司营业目的不违背洪都拉斯法律规范亦不危害公共秩
序； 

（6）尊重洪都拉斯国内各项法令、法院及有关司法及商业活动组织
机构效力。 

【企业注册程序】目前，在洪都拉斯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如下： 

（1）在当地银行获取存款证明； 

（2）委托律师和公证员对公司注册文件进行认证； 

（3）向经济发展部申请经营许可，并将批复在《官方公报》（La 

Gaceta）或主流报刊上予以刊登； 

（4）如需环保证明，需向洪自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申请； 

（5）在商业银行购买注册合同章（Sello de registro y contracto）和法
律印花章（Timbre de colegiado de abogados）； 

（6）根据企业所在地，选择特古西加尔巴商会或全国24个工商登记
点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注册； 

（7）向财政部下属税务局申请税号（Registro Tributario Nacional，
RTN）； 

（8）获取法定会计账本。 

（9）分别在地方与国家一级商会进行注册； 

（10）向市镇政府申请营业执照； 

（11）在财政部进行登记以便日后在经营中收缴销售税； 

（12）在社保局（IHSS）、国家职业培训学院（INFOP）、社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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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基金（FOSOVI）分别进行登记以便日后按比例缴纳相关社会福利费
用。 

为简化外资进驻手续，2002年，洪都拉斯政府在联合国贸发组织协
助下开始推行电子政务平台（honduras.eregulatións.org），并提请国会
通过了《行政简化法》（Ley de Simplificación Administrativa，第255-20

02号法令，https://honduras.eregulations.org/media/ley_simpliadm.pdf），对
行政手续的办理采取“默许”制度，即每个行政机构若未在规定时间内
对投资者的申请提出异议，即被视作默许进入下一环节。该法律的出台
大大提高了外资企业办理注册手续的效率，所需时间由2005年的平均62

天缩短至目前的两周左右。 

建议中资企业聘请当地合格的商务律师办理企业登记注册的各项手
续。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洪都拉斯大型工程招标一般都会通过互联网、主流报纸等媒体公开
招标。详情请见项目发包机构网站，例如洪都拉斯公私合营委员会网
站：www.coalianza.gob.hn。 

6.2.2 招标投标 

企业拿到标书后，根据标书的具体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提交
应标材料。 

6.2.3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为：国家合同和采购法规办公室（La Oficina 

Normativa de Contrataciones y Adquisiciones del Estado, ONCAE）,需登录
Honducompras网站查询相关信息，结果向社会公示。政府采购和发包工
程，总体免征进口税。 

【基本流程】政府采购的基本流程如下： 

（1）政府机构向政府总协调部提出申请，列明采购需求，含采购物
品或服务的具体描述、估价、时限要求等必需信息； 

（2）负责采购的部门根据已获批的相关预算等准备招标计划，涉及
公共工程则需开展可研报告、规划、总预算、工期预估、资金来源、环
境评估等前期工作； 

（3）组织咨询论证； 

（4）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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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审供应商和承包商资格； 

（6）媒体公告； 

（7）审查委员会评估，发布通过预审名单； 

（8）开展后续核查； 

（9）设定投标条件； 

（10）公示； 

（11）供应商和承包商提交标书； 

（12）组织公开听证； 

（13）评标委员会评标； 

（14）授权； 

（15）签署正式合同。 

如合同涉及减税、激励或特许经营等，需经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6.2.4 许可手续 

洪都拉斯政府对投标企业没有强制性许可要求，但标书中会对应标
人提出资质要求并进行预审（如资本金、是否在洪都拉斯注册、是否符
合某种安全标准、施工经验等等）。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知识产权司工业专利登记处负责专利申请事
项，具体规定详见洪《工业产权法》，网址： 

http://www.poderjudicial.gob.hn/CEDIJ/Leyes/Documents/LEY%20DE%

20PROPIEDAD%20INDUSTRIAL%20(ACTUALIZADA-07).pdf 

6.3.2 注册商标 

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知识产权司工业专利登记处还负责商标注册工
作。经工业产权登记处注册的商标和其他显著标志受到法律保护，具体
规定详见洪《工业产权法》。 

6.4 企业在洪都拉斯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洪都拉斯法定纳税年度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个人所得税、
预提税等税种报税时间为次月10日之前，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则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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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6月30日、9月30日和12月30日报税，并在次年的4月30日前完成汇算
清缴。 

6.4.2 报税渠道 

纳税企业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代理或直接向税务局提交纳税申报
单。 

6.4.3 报税手续 

纳税企业进行税务申报时需提供当年度财务报告和税务注册证，填
写报税申请单。如请会计师事务所代理报税，还需企业法人授权信。洪
都拉斯目前暂未开通网上申报，但可在税务局网站上传信息，下载确认
表，再前往税务局或其授权银行（如FICOSHA 、DAVIVIENDA等）办
理付款。 

6.4.4 报税资料 

企业进行纳税申报时需提供前一年度财务报表和税务注册证明，然
后填写纳税申报单，符合免税条件的则需要提供财政部开具的免税证
明，申报额按零填写。 

具体可参阅洪都拉斯税务局网站：http://www.dei.gob.hn/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2014年7月，洪都拉斯政府发布第031-2014号法令，宣布撤销2003年
设立的洪都拉斯移民和外事局，并由新成立的国家移民局取而代之，负
责处理出入境事务和发放外国人居留证件。洪都拉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则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的发放工作。《移民法》规定，赴洪都拉斯工作
的外国人必须办理工作许可。 

6.5.2 工作许可制度 

洪都拉斯投资法律规定，外资企业中的本地雇员比例应达到90%，且
向本地雇员支付的工资应占总体工资开支的85%以上。此外，洪都拉斯对
外国劳务从事法律、医疗、建筑、会计等专业技术行业工作均有从业执
照要求。 

6.5.3 申请程序 

在洪都拉斯合法注册过的外资企业或当地业主应首先为员工向国家



57 
洪都拉斯 

 

移民局申请居留证件（Residencia），一般耗时3-4月，居留有效期为一
年，需按时更新。 

获得居留证件后方可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申办工作许可，主要程序
为：协助员工提出工作许可申请（可与申请居留同时进行）、缴纳包括
印花税等在内相关费用、提交企业自身财务等信息以及员工无犯罪证明
等一系列文件（详见4.5.4内容）后等待劳动部批准。建议聘请专业律师
进行相关操作。 

6.5.4 提供资料 

【居留申请】申请居留所需材料如下： 

（1）申请人健康证明（Certificación médica）原件和复印件； 

（2）申请人无犯罪证明（Certificado de antecedentes penales）原件和
复印件； 

（3）雇佣关系证明； 

（4）申请人护照尺寸近照两张。 

【工作许可申请】申请工作许可所需材料如下： 

（1）申请书需含雇主和申请人完整信息（详细地址、职务及电话号
码），每位申请人须交100伦皮拉印花税，并粘贴在法定代理（apoderado 

legal）申请书上； 

（2）法定代理授权书（Carta Poder），且须由公证机构认证授权人
签名； 

（3）申请人护照尺寸近照两张； 

（4）经认证的申请人无犯罪证明； 

（5）健康证明； 

（6）经认证的护照复印件。 

（7）申请人在公司内担任职务及薪资信息，并由公司合法代表签名
及盖章； 

（8）经公司会计核准的最新资产负债表报（balance）副本； 

（9）经认证的公司组织章程，以证明公司合法存在； 

（10）经公证人认证之有效营业许可复印件； 

（11）税务局出具的营业证明（Constancia）； 

（12）按《移民法》第30条（D）款规定宣誓声明（Declaración 

Jurada），声明人签名须由公证人认证属实； 

（13）所有来自国外的证明文件须经洪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官方翻
译。 

申请工作许可更多详细要求请见洪都拉斯国家移民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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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m.go.hn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200 metros norte y 50 met

ros este， Rohmorser， San José， Costa Rica  

邮箱：P. O. Box 1201-1007，San José，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7231/22917225 

传真：00506-22917227 

邮件：cr@mofcom.gov.cn，oficinaeccr@gmail.com 

网站：cr.mofcom.gov.cn 

6.6.2 中国贸促会驻哥斯达黎加代表处 

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 en Rohrmoser, 300 metros sur y 

100 metros este, San José, Costa Rica 

邮箱：P.O. Box 531-1007,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65935 

传真：00506-22965934 

电邮：ccpitcr@ccpit.org 

6.6.3 洪都拉斯投资和出口发展基金会（FIDE） 

地址：Colonia La Estancia, costado sur/este de Plaza Marte, Apartado 

Postal No. 2029 Tegucigalpa.  

电话：00504-22216304 

传真：00504-22216318 

网址：www.investinhonduras.hn  

电邮：dpe@fidehonduras.com 

联系人：Nora Turcios，投资促进部主任 

电邮：nturcios@fidehondur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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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nturcios@fidehonduras.com
mailto:guobiezhinan@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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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洪都拉斯投资服务机构 

洪都拉斯工业和贸易商会（FEDECAMARA） 

地址：Colonia. Los Castaños Sur, Edif. Castañito, 2do. Nivel，No. 201, 

Blvd. Morazán，Tegucigalpa. 

电话：00504-22326083 

传真：00504-22321870 

网址：www.fedecamarahn.org 

特古西加尔巴工业和贸易商会（CCIT） 

地址：Blvd. Centroamerica Apartado Postal，No. 3444, Tegucigalpa 

电话：00504-22324200 

传真：00504-22325764 

电邮：mariobustillo@ccit.hn 

 

mailto:%20andi@andi.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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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贸易方面】 

（1）选好贸易伙伴。洪都拉斯在法律体系和商业文化等方面与中国
差异明显，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彼此缺乏了解，因此在当地选择好
的合作伙伴或代理至关重要。在涉及大型商业活动时，尽量以本地合作
的方式进行，减少风险和投入。建议选择在洪都拉斯本地商会注册、规
模大、信誉好的企业，并做好尽职调查，同时在订立合同时明确纠纷解
决方式，做到未雨绸缪。 

（2）适应商务习惯。对于金额较大的贸易往来，洪都拉斯进口商一
般采取向出口商开立信用证的支付模式，信用证通常接受合同金额的
100%；对于小额贸易，往往采取银行转账形式；有时进口商也会采用部
分货款银行转账预付，尾款通过信用证支付等做法。建议交易双方在合
同中明确付款方式，避免因进口商延迟付款造成损失。 

（3）追求物美价廉。洪都拉斯商人和消费者对商品价格较为敏感，
往往货比三家。通常洪都拉斯本地进口商实力有限，贸易量不大，喜欢
看样下单。 

【主要投资风险】目前，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开展投资合作尚处初级
阶段。洪都拉斯吸引外资政策存在地区和部门间差异，个别投资政策尚无
具体实施细则。因此，中资企业应在投资项目实施前，与所在地政府的相
关部门建立联系，开展广泛交流，做好充分调研，寻找有实力、有信誉的
洪都拉斯合作伙伴，并将洪方承诺的各类优惠政策写入相关合同或协议。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及时通报项目情况，反映遇到的问题，寻求所在
地政府更多的支持。遇到突发事件应及时与所在地政府取得联系，获得支
持。 

【政治方面】洪都拉斯政府每四年一届，政权更迭较为频繁，且
2009年曾发生军事政变。虽然近年来政局趋稳，但政策延续性依然较
弱。 

洪都拉斯大选周期为4年。2021年11月将举行新一任总统和国民议会
议员选举，中资企业在大选过程中应关注当地局势。 

【经济方面】洪都拉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国际组织救助和侨汇
依赖较强，政府债务高企，国库空虚，主权信用风险较高，给企业寻求
外部融资带来较大难度。 

【投资环境】洪都拉斯政府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存在部分官员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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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同部门职能时常冲突，甚至存在互不认账的现象。以环评许可
为例，其审批过程耗时漫长，时常影响项目正常进度。 

【社会环境】洪都拉斯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凶杀、抢劫、贩毒
等恶性犯罪活动猖獗，对企业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法律环境】洪都拉斯司法体制相对落后，缺乏透明，一些法律文
本亟须更新；本国律师服务能力较差，缺少知识产权和现代仲裁等方面
专业人才；法院常常无力处理投资纠纷，令外国投资者缺乏安全感。 

7.2 对外承包工程 

洪都拉斯目前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但因政府公共支出极
为有限，当地金融机构实力偏弱，因此业主对项目承包商融资能力要求
很高。洪都拉斯工程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业主自筹、信托融资及特许经
营，并通过公开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施工企业。 

【信托融资（Fideicomiso）】：业主为减少自身负债，将项目委托
银行组织实施；受托行成立专门信托机构负责组织项目融资、招标等业
务；受托行不作为融资偿还担保人，信托机构作为非法人实体负责运营
管理项目，以项目投产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待贷款债务偿清后，项目将
全部移交业主，受托行收取必要费用。信托融资要求中国金融机构和企
业对洪方的资信和财务状况、项目盈利预期和潜在风险有深入分析和准
确把握，且需要设计好投融资架构和还款担保。 

在中水电对帕图卡III项目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业主在库区清理、道
路改线、征地问题引起的阻工、本地采购退税以及清关退税上负有的重
要责任，从2017年开始，对上述事件导致的费用损失以及工期延误等问
题，中水电提出多次索赔，但是没有得到业主的有效回应。多次沟通无
果后，企业致函国际工程师联合会，请求成立DAB。在与业主就DAB人
选进行多次斡旋后，最终开创了在海外未建交国家成立EPC项目DAB的
先例。召开多次DAB会议后，DAB分别于2019年以及2020年对延期支付
利息、增值税索赔、2016年阻工索赔进行裁判，最终判决业主应当向企
业支付约590万美元。 

7.3 对外劳务合作 

中资企业应与员工依法签订劳务合同，及时申办劳务许可和保险，
加强人员日常管理，杜绝非法滞留情况的出现。中方人员应遵守洪都拉
斯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宗教、风俗和生活习惯，和当地民
众和谐相处。 



62 
洪都拉斯 

 

【企业用工建议】由于当地对非高级技术和高级管理外籍人员劳工
的引进有严格规定，且中国尚未与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中资
企业从中国引进劳工障碍较大。建议中方企业积极推进本地化用工，提
供必要培训，适度使用当地员工。 

【相关免签证待遇】中洪两国虽无外交关系，但自2012年5月起，洪
都拉斯政府单方面对持外交、公务护照的中国公民给予免签入境停留30

天的待遇。此外，中国公民还可凭有效美国多次往返入境签证免签入境
洪都拉斯，但停留期不能超过美国签证的有效日期。 

【治安风险防范提示】洪都拉斯治安状况欠佳，暴力犯罪屡屡发
生，政府对犯罪行为的防范和控制能力有限。建议赴洪都拉斯开展投资
的中资企业做好安全风险预案，聘用具有资质的安保企业负责企业安
保，制定风险防范细则，提示中资企业员工做好安全风险防范。 

目前因两国无外交关系，在洪都拉斯承包工程、开展投资贸易的中
资企业非常少，暂未发现中资企业遭受明显不公平待遇的情况。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洪都拉斯开展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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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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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业务具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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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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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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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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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开拓市场时，应多做调研，了解其国内政治形
势、经济政策走向及社会热点问题，主动建立广泛的政界人脉关系，为
开展业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洪都拉斯政府和议会换届频繁，政策稳定性不高，新任政府可能大
幅修改前任政府政策。计划赴洪都拉斯开展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应注
意了解政府的最新政策。在与洪都拉斯政府部门和议会的交往过程中，
可与对口机构官员及业务所在地区议员建立日常工作沟通机制，介绍企
业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适时反映在业务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应认真研究洪都拉斯《劳动法》和《工会法》，严格遵守
关于员工雇佣、解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依法签订雇佣合同，按
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并在律师指导下处
理相关事务。 

在与当地工会组织沟通时务必做到：熟悉所属行业工会组织的发展
状况、规章制度和运行模式；适时参加行业工会大会，了解最新政策动
向；指定有经验且社会关系广泛的职员与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沟通，了
解员工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资企业应通过各种渠道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积极参与当地经
济文化生活，尝试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开展宣传企业文化等活动，拉近
与当地居民间的距离，并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氛围。在开展业务时注意
惠及当地民众，尤其在项目土建分包方面，尽可能聘用当地员工，避免
产生就业矛盾。应关心本地雇员生活，了解其思想动态，尽量帮助他们
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目前，洪都拉斯民众对中资企业普遍评价积极，认为中资企业和员
工在当地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企业内部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中国员
工与本地员工友好相处，感情融洽，合作成效显著。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洪都拉斯国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设施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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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卫生医疗、教育文化等设施严重缺位。在洪都拉斯开展业务的中资
企业可在能力范围内支持当地公益事业发展。 

【案例】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曾邀请附近社区居民
到项目参观做客，向附近学校捐赠物资，展示中资企业文化和社会责
任，并通过组织员工学习初级西班牙语增进与当地居民的交流。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资企业应尊重洪都拉斯当地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禁忌
和信仰，做到和民众和睦相处，杜绝各类不文明行为，切勿因举止随意
伤害当地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社交和商务场合应严格遵守当地法律，
入乡随俗，注意用语文明，保持绅士风度。 

洪都拉斯境内印第安人口数量较多，中资企业在开展业务时应特别
重视原住民社群利益，深入了解并尊重其部落风俗习惯，与其建立良好
的关系。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洪都拉斯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健全的法律法
规。中资企业应充分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认真学习洪《环境
法》，切实依法经营，积极履行环境评估手续，落实环保措施，强化指
导约束，切实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案例】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执行帕图卡III水电
站项目过程中，注重执行当地环保管理措施，在项目开发各阶段严格履
行洪都拉斯相关环评机构的审批要求，确保措施的落实。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在洪都拉斯这一相对陌生的市场，处于开拓和摸索阶段的中资企业
尤其应注重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企业应深入了解
洪都拉斯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社区民意，承担必要的民生
投入，造福当地百姓。要注意当地对就业、纳税、环保、安全、劳工等
方面的合理诉求，强化本地化意识，秉承和谐共赢的发展理念，安全生
产，绿色经营。 

【案例】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和华为公司明确自身
社会责任，热心当地社区公益，经常开展回馈当地社会的捐赠活动，改
善当地一些部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获得民众积极评价，也为企业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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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拉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两家公司积极响
应当地政府对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做好相关防护工作。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中资企业应积极与洪都拉斯当地主流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
系，对于有意正面宣传中洪合作的采访请求，可采取邀请参观、主动供
稿、新闻发布等多种形式，做好公关工作，协助其加强对中资企业文化
的了解和对项目社会效益的正面宣传。 

若当地媒体对中资企业报道失实，应及时联系有关部门负责人澄清
事实，要求更正，挽回影响，但不要得理不让人，应把握沟通的方式；
若中资企业确实存在不妥行为，当地媒体对此曝光，相关企业应积极改
进弥补，以免扩大不良影响。 

【案例】除正常商业广告，华为公司通常安排资深本地员工接受当
地媒体采访，中方员工一般低调行事。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
公司与当地媒体保持适当关系，适时正面宣传中资企业形象，双方有着
较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资企业应建立健全依法经营的管理制度，严格遵守当地各项法律
法规，让员工具备必要的法制和自我保护意识，做到知法守法，合理应
对。遇到警察、工商税务、环保、劳工机构执法人员例行检查时，应在
验明对方身份后按要求予以积极配合。如确有违规情况，应主动承认并
缴纳相应罚款；如遇无故索要小费的情况，应予以婉拒，但勿伤其自
尊；如遇误会或不公正待遇，切忌一走了之、行贿解决或抗法，应注意
留存证据，请律师到场陪同处置或通过法律途径申诉。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洪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在洪都拉斯经营的中资企业乃至每一位
普通员工都应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工作和生活中向身边当地
民众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地的知名度和接受度。这样既能促进企与当地民众的和谐共处，又
能扩大自身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中资企业可在中国重大节日期间，举办
相关庆祝和文化宣传活动，邀请当地员工和社区民众体验中华文化，增
强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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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其他 

洪都拉斯国内市场狭小，长期被欧美等国垄断，当地部分企业和跨
国公司对中资企业有一定戒备心理，担心会因中国低价商品和国有企业
的大量进入而失去现有市场份额。对此，中资企业宜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尽量避免与同行发生过度竞争，努力做到各取所长，互利共赢。 

此外，中国与洪都拉斯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开
展投资合作处于初级阶段，中资企业应积极和当地知名企业、大型跨国
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提升本土化管理水平，提高当地政府、社区对中资
企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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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9.1 寻求法律保护 

企业应依照洪都拉斯法律法规在当地开展业务，在资深律师指导
下，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洪都拉斯主管外国投资或与外资经营相关的政府部门主要有： 

（1）经济发展部（Secretaría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电话：00

504-22353699/4089； 

（2）外交部（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ooperación Int

ernacional），电话：00504-22344971/4921 ； 

（3）安全部（Secretaría de Seguridad），电话：00504-22204298； 

（4）人权、司法、内政和权力下放部（Secretaría de Derechos Hum

anos, Justicia, Gobernación, Descentralización），电话：00504-2232023

1； 

（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Secretaría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

l），电话：00504-22353458/3918。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因中国与洪都拉斯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公民在洪都拉斯正当权益
受到侵犯时，应及时向负责代管的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领事部申请领
事保护。 

中资企业在洪都拉斯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及时向中国驻哥斯达黎加
使馆经商处报告，在使馆统一领导下，妥善做好应对和善后工作。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相关信息如下： 

本部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 100m sur 50m oeste, Pavas, 

San José，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4811 

传真：00506-22322545 

电邮：protocolo.emchinacr@gmail.com 

网站：cr.chineseembassy.org/chn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领侨处： 

FRENTE A LA CASA DE D.OSCAR ARIAS，ROHR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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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AS，SAN JOSE，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14811 

传真：00506-22914820 

邮箱：1518-1200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领保应急电话及领事咨询邮箱： 

电话：00506- 89827147 

邮箱：consulado@embchinacr.com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赴洪都拉斯投资设立企业后，要根据所在环境和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紧急情况应急机制，成立由企业负责人牵头的安全小
组，并制定应急预案。中资企业要对员工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设专人负责生产安全和企业安保工作，购置必要的安防设备，以应对
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如遇突发事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
间拨打当地应急电话求助（报警电话911，红十字电话195），同时向中国
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及国内总部报告，组织人员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忙而
不乱。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如在当地遇到困难，视具体情况，还可向以下行业商协会或
民间机构求助： 

（1）洪都拉斯投资和出口发展基金会（FIDE） 

电话：00504-22216304 

传真：00504-22216318 

网址：www.investinhonduras.hn  

电邮：dpe@fidehonduras.com 

联系人：Nora Turcios，投资促进部主任 

电邮：nturcios@fidehonduras.com 

（2）洪都拉斯工业和贸易商会（FEDECAMARA） 

电话：00504-22326083 

传真：00504-22321870 

网址：www.fedecamarahn.org 

（3）特古西加尔巴工业和贸易商会（CCIT） 

电话：00504-22324200 

传真：00504-22325764 

mailto:nturcios@fidehondur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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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 mariobustillo@ccit.hn 

（4）洪都拉斯国家工业协会（ANDI） 

电话：00504-22710083 

传真：00504-22710085 

电邮： andi@andi.hn 

（5）洪都拉斯出口商协会(ANEXHON) 

电话：00504-5533029 

传真：00504-5570203 

电邮： roberto@ipsa.hn 

（6）洪都拉斯私有企业联合会（COHEP） 

电话：00504-22353336 

传真：00504-22353345 

电邮：presidencia@cohep.com 

（7）洪都拉斯建筑商会（CHICO） 

电话：00504-22392039 

传真：00504-22392028 

网址：www.chicoorg.org 

mailto:%20andi@andi.hn
mailto:%20andi@andi.hn
mailto:roberto@ips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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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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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洪都拉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病例及疫苗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
30日，洪都拉斯累计确诊病例379,276例，累计死亡病例10,432例；过去7

日新增确诊病例433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每百人接种疫苗92.78剂次，
完全接种率为39.91%。 

【损失及影响】据洪央行数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飓风“埃
塔”导致洪都拉斯经济损失超过40.41亿美元，经济活动萎缩8.5%，其中
受影响最大的是旅馆和饭店业（-47%）、私人建筑业（-24.9%)、制造业
（-15.2%）、贸易（-12.2%）及农林牧渔业（-5.9%）。洪国家旅游局数
据显示，疫情导致旅游业损失超过300亿伦皮拉（约合12.39亿美元），流
失近10万个工作岗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洪都拉斯经济增长率将为
4.5%，2022年将为3.3%。 

【中资企业项目生产恢复情况】由于新冠肺炎影响，洪都拉斯政府
于2020年3月16日实施全国禁令，要求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各行业停工。
2020年8月，政府下令实施有序的开放计划。 

2020年9月，帕图卡III项目复工。由于帕图卡III项目处于尾工，因
此，此次疫情以及政府禁令整体上对项目建设工作影响不大。2020年12

月20日，该项目成功并网发电；12月31日，项目整体移交给业主并进入
质保期。 

受疫情影响，阿雷纳项目2020年3月下旬停工，5月下旬开始局部复
工，目前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在疫情影响下，华为洪都拉斯公司的主要客户Claro和MIC推迟了
2020年投资计划，导致公司的经营收入与2019年相比略有下滑。洪都拉
斯政府部门对公司提供了相应的优惠政策，税务局考虑到公司现金流转
的风险，免除CIT预缴机制，改为次年4月一次性汇算清缴，避免现金流
占用。华为公司提供完整的供应体系、交付能力和财务风险抵御机制，
截至目前，公司运营正常。 

10.2 疫情防控措施 

【出入境管制】2021年4月1日起，入境洪都拉斯需填写入境申请
表，并提供出发前72小时内的COVID-19阴性检测结果（核酸检测或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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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跨境货物流动管制、检验检疫】2020年3月31日，洪都拉斯政府发
布政令，自3月31日起临时禁止红小豆出口，直至洪都拉斯国内市场红小
豆供应稳定且储备充足。 

【境内人员、货物流动管制】2021年3月洪都拉斯政府发布政令，宣
布全国范围内宵禁，时间为晚上9:00至次日早上5:00。圣佩德罗苏拉市、
科尔特斯省和约罗省艾尔普洛格莱索市等疫情严重地区宵禁时间为早上
晚上8:00至次日5:00。银行、超市、商店等的开放容量为50%。学校及酒
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允许开放；禁止十人以上的私人聚会。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财税政策】洪政府通过制定税收减免政策，增加医疗卫生开支，
放宽非金融公共部门赤字以应对危机。2020年3月25日，洪都拉斯总统府
部长迪亚斯表示，政府将向小微企业提供30亿伦皮拉（约合1.25亿美元）
特别贷款，用于其支付职员薪资，避免大规模裁员。洪都拉斯总统埃尔
南德斯于2020年3月30日宣布，洪都拉斯中小微企业可延迟缴纳所得税，
缴税截止时间由4月30日延至6月30日。如企业提前缴税，可享受8.5%的
税收折扣。如中小微企业不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裁员措施，税务局将对
企业申报的2021年应缴税款减免10%，裁员企业将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金融政策】采取的货币金融政策包括：降低货币政策利率及贷款
利率、增加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及为企业提供贷款等，缓解了疫情导
致经济危机的影响。2020年3月17日和3月25日，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
斯相继宣布两批经济救济措施，以保障民生、维稳经济。主要措施包
括：银行债务重组、“住房圆梦”计划、为相关企业提供“快速农业贷款”金
融产品、通过“团结贷款”项目为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融资、向80万户
贫困家庭（约320万人）免费发放基本食品、向“旱走廊”省区农民提供技
术援助、向全国19万小农户发放“支持生产救济金”等。 

【产业政策】食品工业方面，制定粮食安全和畜牧业支持计划，完
善产品供应和销售产业链，推动农业食品及农产品出口。 

【贸易及外资政策】继续实行开放和扩大的贸易政策，通过双边和
多边协定推动出口。 

【国际援助】据洪都拉斯财政部统计，2020年，洪都拉斯收到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援助共计73.98亿伦皮拉；其中，国际机构提供的融资为
14.21亿伦皮拉。2020年，向洪提供融资的国际多边机构主要有：中美洲
经济一体化银行（6.4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665亿美元）、
美洲开发银行（3.33亿美元）和世界银行（2.4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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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洪都拉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目前洪中央和地方政府集中精力帮扶
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以避免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但尚未出台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支持政策。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洪都拉斯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目前在洪都拉斯开展业务的中资企业
数量很少，疫情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员往来受限，无法及时出入
境，影响相关项目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二是中资企业承建的水电站项目
已征得业主同意停工，2020年5月25日阿雷纳水电站局部复工，复工的后
续情况仍受到疫情牵制。 

中资企业需从以下方面防范当地疫情并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损失：一
要减少人员往来，以避免感染病毒；二要做好相应的生活和防护物资储
备，以备不时之需；三要做好相关材料收集整理等工作，证明疫情给企
业生产经营造成的损失，以适当方式及时向业主提出延长工期、补偿经
济损失等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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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洪都拉斯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政府总协调部（Secretaría de Coordinación General de Gobiern

o） 

网址：www.scgg.gob.hn 

（2）总统府部（Secretaría de Estado de La Presidencia） 

网址：www.sep.gob.hn 

（3）外交和国际合作部（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oo

peración Internacional） 

网址：www.sre.gob.hn 

（4）国防部（Secretaría de Defensa Nacional） 

网址：www.sedena.gob.hn 

（5）安全部（Secretaría de Seguridad） 

网址：ww.seguridad.gob.hn 

（6）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Secretaría de de Infraestructura Produ

ctiva y Servicios Públicos） 

网址：www.insep.gob.hn 

（7）经济发展部（Secretaría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网址：www.sde.gob.hn 

（8）财政部（Secretaría de Finanzas） 

网址：www.sefin.gob.hn 

（9）自然资源、环境和矿业部（Secretaría de Recursos Naturales，
Ambiente y Mina） 

网址：www.serna.gob.hn 

（10）卫生部（Secretaría de Salud ） 

网址：www.salud.gob.hn 

（11）教育部（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网址：www. se.gob.hn 

（1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Secretaría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

l） 

网址：www.trabajo.gob.hn 

（13）人权、司法、内政和权力下放部（Secretaría de Derechos Hu

manos， Justicia，Gobernación y Descentralización） 

网址：www.sdhjgd.gob.hn 

（14）社会发展部（Secretaría de Desarrollo e Inclusión Social） 

网址：sedis.gob.hn 

http://www.sefin.gob.hn/
http://www.serna.gob.hn/
http://www.salud.gob.hn/
http://www.trabajo.gob.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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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农牧部（Secretaría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 

网址：www.sag.gob.hn 

（16）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Honduras） 

网址：www.bch.hn 

http://www.sag.gob.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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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洪都拉斯华人商会、社团和中资企业一览表 
 

（1）洪都拉斯华侨总会，联系人：叶慧明，电话：00504-99821192 

目前，洪都拉斯尚无中资企业协会。2015年8月14日，中美洲中资企
业协会在哥斯达黎加正式注册成立。 

（2）在洪都拉斯的中资企业共2家，分别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原 

电邮：tianyuan@sinohydrohenan.com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志龙 

电话：00504-9657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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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洪都拉斯》，对中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到洪都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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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资企业到洪都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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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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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
洪都拉斯无外交关系，本《指南》由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
处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翟承玉（参赞）、张宇薇
（随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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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洪都拉斯
国家统计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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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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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