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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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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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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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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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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编制办公室
2022年1月



参赞的话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部，国土面积475442平方公里，人口2654万。地理
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资源较丰富，农林牧渔业和矿产开发潜力较大，并
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20年喀麦隆国内生产总值约
398亿美元，同比上升0.73%，人均GDP1499美元，同比下降1.81%。在中
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中，其经济体量占比高达45%。

喀麦隆政局长期稳定。保罗·比亚领导的人民民主联盟长期执政喀麦
隆，地位稳固。喀麦隆实行两院制，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共同行使
立法权。其法律体系参照法国等西方国家制定，门类健全。有关投资的法
律主要有《投资宪章》和《鼓励私有投资法》，其他经济法律包括《税法》
《劳动法》《石油法》《矿业法》和《公共合同法》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喀麦隆多年保持良好发展。2009年喀麦隆政府公布
了“2035年远景规划”，力争到2035年建成中等收入的新兴国家，随后又
出台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发展的相关战略，将城市发展、医疗卫生、农
业、公路、能源、供水等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致力于改善依赖原材料出口
的经济结构，解决就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喀麦隆作为发展中国
家，经济体系和市场生态发育远未健全，基础设施缺口很大，制造业相对
落后，加上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营商环境不佳，企业发展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近年来政府在基建、
反恐、应对英语区危机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财政紧张，债务风险
上升。新冠肺炎疫情亦对喀麦隆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基于此
前多年的稳定发展，喀麦隆经济具备一定韧性，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喀麦隆政局、安全等方面不发生重大意外，喀中长
期内可保持3%~5%的经济增长率。

自1971年3月中国与喀麦隆建交以来，两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双
边经贸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是喀麦隆最大贸易伙
伴，也是最重要的融资合作方之一。喀麦隆是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在中部
非洲开展国际贸易、投资合作以及承揽工程的首选国之一，许多中资企业
将区域总部设在该国。目前在喀麦隆的中资企业和机构共有50多家，多为
工程承包类，也涉及油气、矿产、建材等领域的合作。总体来看，中资企
业在喀麦隆经营比较顺利，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是面临一定安全风险。喀麦隆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形势
严峻。在极北大区，“博科圣地”恐怖组织残余势力仍是较大威胁。在西
北和西南大区，分离势力和极端分子不断发动武装袭击。在东部大区，聚
集着大量中非战乱难民，已构成社会治安的一大隐忧。在雅温得、杜阿拉



等大城市，盗抢等治安案件时有发生。西部沿海的几内亚湾海域，海盗活
动猖獗。自2018年以来，在此海域捕鱼作业的中方船员多次遭到海盗劫持。
近年来，随着中喀合作深入发展和中资企业往来人员的增多，黑恶势力针
对中国企业和中方人员的偷抢、绑架等恶性事件有所增多，在英语区还曾
发生多起针对中资企业的武装袭击事件。

二是当地营商环境不佳。喀麦隆外汇、税收、环保、工程标准和劳工
权益保护等方面法规冗繁，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困扰。

三是中资企业自身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在对外谈判、当地劳工管理、
安全风险防范、危机公关、环境问题应对方面，不善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的正当权益。此外，在喀从事工程承包的中资企业较多，因此存在一定
程度的同质竞争问题。

为促进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可持续发展，维护中国在喀麦隆整体利益，
建议到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前
期调研，了解喀麦隆国情，特别是拟投资合作领域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二
要正确研判喀麦隆营商环境，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三要注重属地化
经营，处理好环保、劳工、公关等问题；四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切实保
障企业和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对非洲合作的有关
方针、政策和举措，努力推动中喀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竭诚为我国企
业赴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提供服务。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参赞 郭建军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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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喀麦隆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您准备赴喀麦隆共和国（Republic of Cameroon，以下简称“喀麦隆”）
开展投资合作之前，您对喀麦隆的投资合作环境是否已有足够了解？那里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
喀麦隆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
作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如何与当地政府、
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应
特别注意哪些问题？一旦遇到困难应该怎么办？《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
区）指南》系列丛书之《喀麦隆》将为你提供基本信息，成为你了解喀麦
隆的向导。



2
喀麦隆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公元前七世纪，在喀麦隆开始形成一些部落王国和部落联盟。1472年，
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喀麦隆。十六世纪后，荷、英、法、德殖民者先后入侵
喀麦隆。1884年，德国殖民者先后与杜阿拉阿克瓦国王及其他部族领袖签
订“保护协议”，攫取其主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不断向内地扩张势力，
于1911年完全占领喀麦隆全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英军队进入
喀麦隆，驱逐了德势力，并于1916年签署协议，划定了法、英各自的势力
范围。1919年6月，凡尔赛条约决定将喀麦隆交由国际联盟“委任统治”，
由法、英分别实施管辖。同年7月，法、英发表《伦敦宣言》，确认法在
东部占领喀六分之五的领土，英在西部占领喀六分之一的领土。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法属喀麦隆归附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并于1946
年成为法兰西联盟成员。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确定喀麦隆为法、英“托
管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喀麦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向殖民者发起了长时
间的斗争。1955年在杜阿拉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结束托管，建
立主权国家。1956年喀麦隆人民联盟在东喀麦隆发起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
争。1957年5月，法当局被迫同意喀内部自治，喀退出了法兰西联盟，并
在当月组成“自治政府”。1958年10月，喀立法议会通过动议要求实现国
家独立。1959年3月，联合国第十四次大会决定同意喀麦隆独立并结束托
管。据此，法托管区于1960年1月1日宣告独立，成立喀麦隆共和国，并于
同年2月颁布新宪法。同年5月，阿赫马杜·阿西乔出任喀首任总统。1961
年2月英托管区北部和南部分别举行了公民投票，北部于同年6月1日并入
尼日利亚，南部于10月1日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组成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1972年5月20日经公民投票后，于6月2日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三部宪法，决
定取消联邦制，成立中央集权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并宣布每年的5月20
日为国庆日。1984年1月，改国名为喀麦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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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统一纪念塔

【国际地位】喀麦隆作为非洲联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在非洲尤其是
撒哈拉以南中部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喀麦隆是中
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包括加蓬、赤道几内亚、乍得、刚果
(布)、中非、喀麦隆六国]成员国，还是其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大经济
体，亦是该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数据，喀经
济体量在CEMAC中占比高达45%。

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喀麦隆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有着广泛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凭借其法语国家
组织、英联邦和伊斯兰合作组织（OCI）的成员国身份，与英法等欧盟国
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南濒临几内亚湾，西北接尼日利亚，东北
接乍得，东邻中非共和国，东南邻刚果(布)，南与加蓬和赤道几内亚交界。
喀麦隆南宽北窄，呈三角形。南北直线距离最长1268公里，东西最宽处822
公里，最窄处仅22公里。海岸基线长度36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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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喀麦隆地处东1时区，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

1.2.2 自然资源

喀麦隆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已探明的主要矿藏包括：铁矿（储量
约50亿吨）、铝矾土（储量约11亿吨）、金红石（约300万吨）、铀矿（约
2万吨）。此外还有锡、镍、钴、钻石、黄金，以及大理石、石灰石、云
母等非金属矿。目前，除钻石和黄金外，大部分矿藏尚处在勘探或筹备开
采阶段。

【石油和天然气】喀麦隆石油储量约1亿吨，天然气储量约5000亿立
方米。近年来，喀麦隆原油产量有所下降，2019年下降至2600万桶。2019
年天然气产量为22.3亿立方米，较2018年增长28.29%。喀麦隆有开采前景
的沉积盆地约3.5万平方公里，其中18771平方公里已被批准勘探开发（包
括特许石油开采区1917平方公里、许可勘探区16854平方公里）。已探明
石油储量约8亿桶（2015年数据）。目前，特许石油开采区主要集中在西
南大区的里奥德尔雷（Rio Del Rey），以及滨海大区和南部大区的杜阿拉
/克里比-坎波盆地（Douala/Kribi-Campo）。

【其他矿产】喀麦隆铁矿储量约34亿吨，主要是东部大区的姆巴拉姆
铁矿（Mbalam，储量估计8亿吨）、南部大区的洛比铁矿（或称马迈勒铁
矿Mamelles，储量估计6.32亿吨）和恩库特铁矿（Nkout，储量估计20亿吨），
目前均未开采。铝矾土储量约11亿吨，在非洲地区位居第二，主要蕴藏在
阿达马瓦大区的米尼姆-马塔普（Minim-Martap）和恩冈达尔（Ngaoundal）
以及西部大区的丰戈-同戈（Fongo Tongo）等地，均未投入开采。

【森林资源】喀麦隆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2250万公顷，占领土面
积的46.3%，占世界热带森林面积的11.95%，可采伐林面积1690万公顷，
木材蕴藏量达40亿立方米。原木及各类木材制品是除石油类产品外的第二
大出口商品，约占出口总额的24%。

【水力资源】喀麦隆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利用的水力资源达2080亿
立方米，占世界水力资源的3%，水电总蕴藏量55.2GW，水电发电量占喀
麦隆总发电量的72%。

1.2.3 气候条件

喀麦隆全境气候差别大，北部干燥而南部潮湿。西南沿海和南部属于
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中部过渡为热带草原气候，北部属于热带
半干旱气候。北部年平均气温28.5℃，年降雨量903毫米；南部年平均气温
27.9℃，年降雨量3701毫米。

【主要城市气候】雅温得：属亚赤道气候带。气候受其海拔（平均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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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影响，较为凉爽，平均气温为23.3℃，降雨量1747毫米，平均年降
雨日133天。分四个季节，12月至次年2月为大旱季，3月至6月为小雨季，
7月至8月为小旱季，9月至11月为大雨季。雨季气温在18℃~28℃之间，旱
季为16℃~30℃。

杜阿拉：属赤道气候带，雨量充沛，终年湿热。全年分旱季（11月至
次年3月）和雨季（4月至10月），年均气温26.2℃。年降雨量3847毫米，
降雨日220天。12月平均气温最高可达32.3℃，最低为22.6℃。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2020年喀麦隆总人口约2774万，其中女性约占
51%，15岁以下人口占44%。人口自然增长率2.6%。男性预期寿命51岁，
女性预期寿命54岁。

目前在喀麦隆的中国侨民约有6000人，主要集中在杜阿拉和雅温得。

1.3.2 行政区划

喀麦隆设大区（Région）、省（Département）和区（Arrondissement）
三级行政单位，行政长官分别为大区长（gouverneur）、省长（préfet）和
区长（sous-préfet），均由总统任命。全国共设有10个大区，下辖58个省、
360个区。

喀麦隆实行分权后的地方基层单位是市镇（Commune），民选产生的
市镇委员会为相应的管理部门，其创立、更名、变更首府或辖区范围均由
总统决定，其职责是促进地区发展、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与条件。此外，总
统可根据某些城市聚集区的特点签令成立市镇共同体（Communauté
urbaine），市镇共同体享有公共法人地位和独立财政。全国共有14个市镇
共同体，分别是雅温得、杜阿拉、恩冈代雷、贝尔图阿、马鲁阿、埃代阿、
恩康桑巴、加鲁阿、巴门达、巴富萨姆、埃博洛瓦、克里比、林贝、昆巴。
市镇共同体管理机构由市镇共同体委员会和市长组成。市长由市镇共同体
全体市镇议员选举产生。

【国家首都】喀麦隆首都雅温得（Yaoundé）是全国的政治、文化、
教育和交通中心，第二大城市，位于喀麦隆中南部，面积256平方公里。
因市内分布着七座小山丘而被称为“七丘之城”。平均海拔750米左右，
最高海拔1200米。市区西部是行政区，东部是商业区。交通便利，有设施
较完备的国际机场，与周围各大区有公路相连。

【主要城市】杜阿拉（Douala）是喀麦隆第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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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923平方公里（城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杜阿拉地处非洲西海岸中心
地带及几内亚湾腹地，伍里河（Wouri）入海口处，是喀麦隆水、陆、空
交通中心和最重要的海上门户。该市商业发达，市场活跃，在该国经济生
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喀麦
隆75%的工业品产于杜阿拉，95%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杜阿拉港实现。作为
喀麦隆最大的港口城市，杜阿拉是本国乃至整个中部非洲地区最重要的进
出口商品集散地。

喀麦隆的其他主要城市包括：巴富萨姆（西部大区首府）、加鲁阿（北
部大区首府）、马鲁阿（极北大区首府）、恩冈代雷（阿达马瓦大区首府）、
巴门达（西北大区首府）、埃博洛瓦（南部大区首府）、贝尔图阿（东部
大区首府）、布埃亚（西南大区首府）等。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政治】1990年12月喀麦隆开始实行多党制。1992年喀麦隆举行多党
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比亚连任总统，组成以执政党“喀麦隆人民民主联
盟”（简称人民盟）为主的多党联合政府。2008年4月，喀麦隆国民议会以
压倒性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任期次数的限制。2011年10月9
日，喀麦隆举行总统选举，比亚以77.99%的得票率第六次当选总统。2018
年10月7日，时年85岁的比亚以71.28%的得票率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第七
次赢得总统选举，任期至2025年。比亚总统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纲
领，主张“民主化和民族融合”，喀麦隆政局长期保持稳定。

【宪法】现行宪法于1972年5月20日经公民投票通过，先后于1975年、
1983年、1984年、1988年、1991年、1996年和2008年进行修订。

【国家元首】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
任免总理和政府成员，颁布法律和法令，宣布紧急状态，必要时可提前举
行总统选举。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不能
履行职权时，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权。总理是政府首脑，领导政府工
作，负责执行法律、制定规章、任命行政官员。

【议会】宪法规定，立法权由国民议会（“下议院”）和参议院（“上
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行使。国民议会每年召开三次例会，主要讨论
和批准国家年度财政预算，审议和通过法律草案。议员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任期五年。本届国民议会于2020年2月选举产生，由8个党派组成，共有180
个席位，其中执政党“人民盟”占152席，“人民盟”成员卡瓦耶连任本届
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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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参议院于2018年3月换届，由市镇议员投票产生70名参议员，总
统任命30名参议员。在这100名参议员中，执政党“人民盟”占93席，反
对党“社会民主阵线”占7席。参议院设参议长1名，副参议长5名。“人
民盟”成员马塞尔·恩吉芬吉·尼亚特任本届参议长。

【政府】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命。负责执行法律，行使规章制
定权，任命一定管辖领域内的文职人员，领导其职责范围内的行政部门，
领导政府执行总统制定的国策，并对议会负责。本届政府于2019年1月组
成，包括总理1人、国务部长4人、部长35人、部长级代表8人、国务秘书
10人。现任总理为迪翁·恩古特·约瑟夫。

【司法机构】喀司法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总统任全国最高司法委员会
主席，并在委员会协助下任命法官，司法部长任副主席，1名高级法官任
秘书。其他委员由总统、国民议会和最高法院指定，任期五年。喀司法体
系由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中审法庭、初审法庭组成，此外还包括特别最
高法庭、特别刑事法庭、军事法庭和一些传统法庭。

最高法院在司法、行政及审计评估方面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设在雅
温得，实行司法审判、行政审判和审计审判三庭制。

现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梅科贝·索内·丹尼尔，总检察长是让·克洛德·阿
瓦拉·沃都格。

喀麦隆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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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主要党派

截至2021年5月，喀麦隆共有合法政党328个，主要政党如下：
【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称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du Peuple

Camerounais，简称RDPC，目前为喀麦隆的执政党，现有党员200多万。
其前身是前总统阿西乔于1958年创立的“喀麦隆联盟”，1966年9月1日改
组为“喀麦隆民族联盟”，1985年3月24日改称现名。该党最高权力机关
是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目前该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
中分别占152席和93席。在2020年12月举行的首次大区选举中，获得700个
省代表席位中的601个。

现任党主席为保罗·比亚，总书记为恩奎特。
【全国民主进步联盟】全称Union Nationale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Progrès，简称UNDP，现为参政党。1990年5月成立，1991年3月25日被批
准为合法政党。该党在北方穆斯林居住地区影响较大，领导层中有不少人
为前总统阿希乔的支持者。该党强调喀麦隆是公民的国家，支持民族团结
和统一，反对分裂。主张经济自由化和地方分权，赞成严格执行经济结构
调整计划。该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分别占7席和1席，为国民议会第二
大党。在2020年大区选举中，在阿达马瓦大区、北部大区和极北大区共获
得80个省代表席位。

现任党主席为贝洛·布巴·马伊加里，现任喀麦隆旅游和娱乐国务部长。
【社会民主阵线】全称Social Democratic Front，简称SDF。1990年5

月26日成立，1991年3月1日成为合法政党，现为主要反对党之一。社会民
主阵线（简称“社民阵”）为“中-左”派政党，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以“社
会民主”为纲领，以 “民主、正义、发展”为口号，主张“民主社会主义”，
宣称以和平手段实现政权交替是该党的责任和义务，主张恢复联邦制，长
期坚持与当局对抗的不妥协立场。总部设在西北大区巴门达市，在英语区
影响较大。2016年英语区危机爆发以来，该党实力受到较大削弱，在多次
选举中遭遇失败。该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分别占了5席和7席。

【喀麦隆复兴运动】全称Mouvement pour la Renaissance du Cameroun，
简称MRC，主要反对党之一。2012年8月成立，主张发起广泛政治讨论，
营造更为开放、民主的政治氛围。现任主席莫里斯·坎图（Maurice Kamto），
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级代表等职。2018年10月参加
总统选举，获得14.23%选票，排名第二。该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各占
1席。

【喀麦隆民主联盟】全称Union Démocratique du Cameroun，简称UDC，
为反对党。1991年3月成立，同年4月取得合法地位。寻求建设一个和平、
宽容、自由和正义的社会，主张实现建立在正义、平等、反对部族主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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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和平。在西部大区首府丰班有一定影响。总部设在雅温得。该党在
国民议会中占4席，在参议院中无席位。在2020年大区选举中，该党在西
部大区获17个省代表席位。

【 喀 麦 隆 民 族 和 解 党 】 全 称 PCRN-Parti camerounais pour la
réconciliation nationale，反对党之一。2003年2月14日由罗贝尔·科纳（Robert
Kona）创立。现任主席卡布拉尔·利比（Cabral Libii）曾是记者，后参政，
活跃于社交网络，得到众多青年人的拥护与支持。该党在2020年立法选举
中在国民议会获5席，与“社民阵”并列国民议会第三大党。

【喀麦隆人民联盟】全称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简称
UPC，为参政党。1948年4月成立，总部设在杜阿拉。曾为喀麦隆独立作
出过贡献，1955年因从事反殖斗争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喀麦隆独立后于
1960年2月25日成为合法政党。现任党主席维克多·奥纳纳（Victor Onana）。
该党在2020年立法选举中未获国民议会席位。

【喀麦隆民族拯救阵线】全称FSNC-Front pour le salut national du
Cameroun，参政党。现任主席伊萨·齐罗玛·巴卡里（Issa Tchiroma Bakary）
现为喀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该党在2020年立法选举中获得3个国民议会
席位。

1.4.3 政府机构

【政府部门】
2019年1月喀麦隆政府改组后，共设立了35个部门，按名称首字母排

序如下：领土管理部，社会事务部，农业和乡村发展部，艺术和文化部，
商务部，新闻部，权力下放和地方发展部，国防部，地产、地籍和土地事
务部，水资源和能源部，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基础教育部，畜牧、
渔业和畜产工业部，就业和职业培训部，中等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环境、
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财政部，公职和行政改革部，林业和动物资源
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青年和公民教育部，司法部，矿产、工业和技术
开发部，中小企业、社会经济和手工业部，邮电部，妇女和家庭事业促进
部，科研和创新部，对外关系部，公共卫生部，运动和体育部，旅游和娱
乐部，交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共工程部。

表1-1：喀麦隆政府主要经济部门及职责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经济、计划和

领土整治部
负责国家总体经济计划的统筹安排和多双边经济合作

财政部
负责政府预算的编制、管理、划拨和具体使用，国家内外债管理，

税收管理，以及为各类政府贷款提供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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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

乡村发展部
负责制订农业政策、发展规划以及落实

矿产、工业和

技术开发部
负责推动工矿业和科技发展

商务部 负责商业流通领域的宏观管理、平抑物价和改善商业投资环境等

【职务设置】
政府各部委内部主要机构一般为司（Direction或Division），处

（Sous-Direction，Cellule，Service）。部长以下官职按级别分别为秘书长
（Secrétaire Général）、总监（Inspecteur Général）、技术顾问（Conseiller
Technique）、司长（Directeur）、副司长（Sous-Directeur）、处长（Chef
de la Cellule, Chef de Service）。总统府和总理府所设特派员（Chargé de
Mission）级别高于部秘书长但低于部长，研究员（Chargé d’Etude）相当
于副司长，助理研究员（Chargé d’Etude Assisatant）相当于处长。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目前喀麦隆约有240个部族，主要包括：
（1）班图族系：包括俾格米、贝蒂、巴萨、杜阿拉、杨巴萨等，分

布在南部大区、滨海大区、西南部大区、中部大区、东部大区等地；
（2）半班图族系：包括巴米累克、巴穆恩、巴利等，主要分布在西

部大区和西北部大区；
（3）苏丹族系：包括穆恩当、杜布利、卡伯西利等，主要分布在阿

达马瓦大区、北部大区和极北部大区；
（4）波尔或富尔贝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大区；
（5）绍阿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乍得湖盆地。
目前，在喀麦隆华人华侨约有7000人，主要从事和经营餐饮、贸易、

捕鱼、建筑承包、日用百货批发、采金、木材加工等行业。

1.5.2 语言

喀麦隆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讲法语的居民占70%，讲英语的占
30%。全国共有200多种民族语言，主要有豪萨语（穆斯林）、埃温多语、
杜阿拉语，绝大多数民族语言没有文字。

1.5.3 宗教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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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喀麦隆40％人口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20％信奉伊斯兰
教，40％信奉传统宗教。基督徒主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地区，穆斯林主要
集中在西部巴蒙族和北部地区，传统宗教主要在乡间发展。

【习俗】喀麦隆民俗因地区、部族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各有差异，由于
受法国等西方国家影响较大，一些风俗遵循西方习惯。在社交场合，衣着
应整齐得体，与客人相见时要一一握手并报出自己的名字。初次交往时，
彼此除互道早/午/晚安外，一般行握手礼，女士可与男士握手。相互比较
熟悉或表示非常尊重时，男士与男士可互相触碰额头表示亲近，亲朋好友
之间习惯行贴面礼，女士与女士或男女之间均可行贴面礼。对部族大酋长，
一般人不能握手或拥抱，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行注目礼。一般情况下，为表
示尊重，称呼对方时要在姓氏前冠以先生、小姐、夫人和头衔等尊称，只
有亲密的朋友间才用名字相称。除伊斯兰教徒忌猪肉和饮酒外，没有其他
特殊禁忌。

喀麦隆传统民居

1.5.4 科教和医疗

【教育】喀麦隆重视教育。1998年喀通过教育法，规定国家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国民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公民，使其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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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文化、政治和道德方面与社会需求协调一致。喀麦隆政府一方面
积极发展公立学校，另一方面允许私人和教会等办学，并提供补贴鼓励私
人办学。喀麦隆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
阶段。因历史原因，西北大区、西南大区的学校实行英语教学，其余八大
区为法语教学。目前全国共有18135所小学、3590所中学、8所国立大学。

【医疗】喀医疗卫生水平整体较差，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根据喀卫
生部2016年数据，喀共有2387所公立卫生机构，分为六个等级，包括7所
总医院、8所中心医院、14所大区医院、143所市医院、234所区医院、1981
所综合医疗中心。高等级的总医院和中心医院主要分布在雅温得、杜阿拉
等大城市。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是喀麦隆的主要疾病，特别是疟疾、艾
滋病、肺结核、肠道寄生虫、盘尾丝虫病、脑膜炎等，而糖尿病、高血压、
乙型肝炎的发病率在呈上升之势。据该国卫生部门统计，目前传染病死亡
率10.1‰，儿童传染病死亡率高达77%。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
喀麦隆全国共有六个劳动者工会组织，分别为喀麦隆劳动自由总联合

会（CGT-LIBERTE）、喀麦隆劳动者工会联合会（CSTC）、喀麦隆自由
工会联盟（USLC）、喀麦隆独立工会联合会（CSIC）、喀麦隆劳动者总
联盟（UGTC）和公共部门联合会（CSP）。其中，喀麦隆劳动者工会联
合会是喀最大的工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
（1）商业、工业、矿业和手工业商会（Chambre de Commerce, d'Industrie,

des Mines et de l'Artisanat，简称CCIMA）。主要任务是：收集、处理和发
布有关企业、产品和市场的信息；帮助创立企业和寻找合作伙伴；积极促
进出口，组织各种展销会；发起和协调经济界人士开展国际交流；发放出
口商品产地证明等。总部在杜阿拉，在全国设有5个代表处，组织机构为
全体大会（160名成员）、执行局（12名成员）和4个独立分支（商业处、
工矿业处、手工业处和服务处）。会长由总统任命。

（2）企业家联合会（Groupement Interpatronal du Cameroun，简称
GICAM）。1957年6月成立，是喀麦隆私人部门倡导成立的非营利性协会，
其宗旨是保护会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主要工作包括研究促进企业经济和
社会发展，代表雇主与政府、劳动者工会、商会、媒体等进行沟通，向会
员提供经济、法律、税收、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开展对外交流。工、商、
服务等经济部门的207家企业现为其成员（包括15个行业协会）。

（3）农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商会（Chambre d'Agriculture, des Pêches,
de l'Elevage et des Forêts du Cameroun，简称CAPEF）。主要职责是代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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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利益，推广使用新技术，促进农、林、牧和水产养殖业发展，作为农、
林、牧业相关问题的咨询和磋商机构，参与政府发展方针和政策的制定，
收集、调查和研究农、林、牧业的发展情况，建立信息库，开展国际交流。
总部在雅温得，在各大区设有办事处。

（4）尚塔尔·比亚基金会(Chantal BIYA Foundation，简称FCB)。主要
宗旨是扶贫济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与疾病、贫穷等做斗争，资金主要来
自成员会费和各类捐赠。

1.5.6 主要媒体

【主管部门】喀麦隆新闻部是全国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对政府传媒
机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和新闻出版公司进行领导监督。

【电台和电视台】喀麦隆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成立于1988年1月，在新
闻政策上接受新闻部领导，但在经营管理上相对独立，下设电视台和电台
两个分支机构。此外，CANAL 2 International和STV是喀麦隆仅有的两家
获得正规营业许可的私营电视台。

【报纸媒体】《喀麦隆论坛报》是喀麦隆新闻出版公司旗下的报刊。
此外，在喀麦隆登记的报刊有500多种（含宗教报纸2种），但其中只有十
几家能定期出版发行。

在喀影响较大的是三份法文民营报刊，分别为《信使报》（Le
Messager）、《新言论报》（La Nouvelle Expression）和《变革报》（Mutations），
主要反映政府反对派的观点，对现政权持批判态度。

喀麦隆主流媒体普遍对华持友好态度，但喀麦隆媒体对中资企业和人
员的负面报道也时有发生，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技术转让、中国商品对当
地市场的冲击、中国公司劳资纠纷等。

1.5.7 社会治安

喀麦隆安全形势和治安状况总体上较好，但局部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极北大区有“博科圣地”极端恐怖组织活动，该地区是喀麦隆打击“博科圣
地”的反恐前线。近年来，“博科圣地”对极北大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
零星的自杀式袭击仍时有发生。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两个英语区的安全形
势持续恶化，当地分离势力和极端主义分子不断发动武装袭击，频繁袭击
当地军警，绑架和伤害外国人。

在几内亚湾，喀麦隆靠近尼日利亚水域海盗活动猖獗，自2018年以来
已发生多起海盗绑架中方捕鱼人员的事件。

雅温得、杜阿拉等大城市比较安全，但盗抢案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喀麦隆政府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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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活动、增设警察分局、改善警察装备、设置交通盘查等。

1.5.8 节假日

喀麦隆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周六、日公休。
全国法定假日主要有：
元旦：1月1日
青年节：2月11日
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日期不定，一般在3月22日至4

月24日之间
国际劳动节：5月1日
国庆节：5月20日
圣母升天节：8月15日
圣诞节：12月25日
穆斯林节日以伊斯兰教历法为准，所以按公历看，每年的节日时间都

不一样，主要节日包括：
（1）穆斯林新年
（2）默罕默德诞辰
（3）斋月首日
（4）开斋节
（5）宰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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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概况】喀麦隆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铝钒
土、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储量可观。农业和畜牧业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棉
花、咖啡、可可、橡胶、棕榈油等经济作物的产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中占有重要地位。喀麦隆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主要是石油开采和提炼、森
林采伐和木材加工、炼铝、发电、农产品加工、饮料、食品等。出口贸易
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其中石油占出口收入的60%左右，其他出口商
品主要是木材、铝锭、棉花、咖啡、橡胶、可可、香蕉等初级产品。

表2-1：2016-2020年喀麦隆经济发展情况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GDP（亿美元） 326.44 350.09 386.94 390.07 398.02
GDP增长率（%） 4.65 3.55 4.06 3.72 0.73

人均GDP（美元） 1364 1425 1534 1507 1499

人均GDP增长率（%） 1.90 0.85 1.38 1.07 -1.8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下载于2021年3月20日，下同

【GDP构成】喀麦隆经济以服务业为主，GDP构成是：第一产业占
15.18 %，第二产业占25.02 %，第三产业占51.62 %。近五年，投资、消费
和净出口占喀麦隆GDP的比重参见表2-2。

表2-2：2016-2020年喀麦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占GDP比重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投资占比（%） 22.61 22.93 22.80 22.59 23.80
消费占比（%） 82.12 81.09 81.59 81.84 81.91

净出口占比（%） -4.73 -4.02 -4.38 -4.44 -5.7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财政收支】据喀麦隆政府预计，到2020年底，财政收入总额约为
48133亿非郎。其中，国内收入约为29177亿非郎（包括非石油收入25858
亿非郎），借款及援款为17487亿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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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018-2020年喀麦隆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亿非郎）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财政收入 47,910 52,120 44,090
1. 国内收入 33,200 37,300 28,485
1.1 石油及天然气收入 4,430 5,310 2,867
1.2 非石油收入 28,770 31,990 23,748
1.2.1 一般税收 19,120 25,136 20,524
1.2.2 关税 7,970 4,104 3,325

2. 借款及援款 14,710 14,820 15,605
财政支出 46,734 54,280 44,090
1. 经常性支出 23,420 28,590 22,410
2. 资本性支出 12,915 14,780 12,543
3. 偿债支出 10,210 10,910 9,139
4. 其他无分类支出 190 0 0
结余（财政赤字） -1,177 -2160 -

数据来源：喀麦隆财政部；*为《2020年财政法案》修正案数值

【通胀率】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6-2020年喀麦隆通货膨胀率分别
为0.86%、0.64%、1.07%、2.45%和2.44%。

【失业率】据喀麦隆就业和职业培训部统计，2019年35岁以下年轻人
失业率为10%，不完全就业率达70%。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底，喀麦隆公共债务余额是102890亿非郎，
占GDP的46.2%。其中，外债67360亿非郎，占债务总额的65.5%；内债26470
亿非郎，占债务余额的25.7%；担保债务340亿非郎，占债务余额的0.3%。

中国是喀麦隆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其次是法国、土耳其和日本等。2020
年，在G20缓债倡议下，中国和巴黎俱乐部的七个成员国（法国、日本、
德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瑞士）与喀政府签署了暂缓债务偿付协议。

表2-4：2016-2020年喀麦隆债务情况

（单位：亿非郎）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一、外债 39,610 46,250 54,560 63,980 6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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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边外债 11,470 14,510 18,860 23,490 27,543

2. 双边外债 19,810 22,900 26,040 30,170 30,690

二、内债 13,040 15,779 16,340 22,640 26,470

三、担保债务 660 520 410 370 340

债务总额 53,310 62,550 71,310 93,120 102,890

债务/GDP 27.9% 30.8% 33.5% 41.0% 46.2%

数据来源：喀麦隆债务自治银行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布的喀麦隆债务可持续性
分析报告，喀为高债务风险国家，债务具有可持续性，但债务脆弱性较大。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21年4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喀麦隆主权
信用评级为B-，展望为稳定；穆迪对喀麦隆主权信用评级为B2，展望为稳
定；惠誉对喀麦隆主权信用评级为B，展望为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喀麦隆光照充足，雨量充沛，自然灾害较少，农业发展条件
优越，是中部非洲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国。在喀麦隆经济中，农业产值所
占比重较大。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类产业吸纳了全国约60%
的劳动力，是该国抗击贫困的核心产业。90%的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依靠农作物出口为生。

喀麦隆农业现代化技术发展滞后，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不能自给。
据喀农业部统计，喀麦隆可耕地达72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5%，目前仅
开发了180多万公顷。2019年，由于可可和棉花产业保持了活力，农业实
现了4.6%的增长，比2018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但由于气候条件不利，以
及西北、西南、极北大区这些主要产地的安全危机，粮食作物产值增长
3.1%，较2018年（5.1%）涨幅放缓。

表2-5：2015-2019年喀麦隆主要粮食作物产量

（单位：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谷物类

玉米 2,070,572 2,101,631 2,142,641 2,263,400 2,01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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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 278,281 311,674 289,221 331,191 334,275

高粱/小米 1,040,902 1,144,992 1,066,495 1,275,674 1,228,208

豆类

芝麻 56,000 68,422 37,745 37,961 36,463

花生 781,000 622,732 597,658 636,497 695,729

黄豆 17,000 24,558 20,544 146,606 156,439

四季豆 506,000 390,816 379,926 384,515 345,344

根茎类

木薯 5,224,735 5,284,683 5,17,376 5,499,306 5,654,517

芋头 1,757,249 1,801,180 1,858,116 1,794,810 1,785,860

山药 602,228 618,136 567,774 540,456 523,696

红薯 391,905 426,899 391,199 460,697 471,086

土豆 346,332 384,429 373,418 394,540 361,432

水果蔬菜类

西红柿 1,000,000 1,182,114 1,125,020 1,094,714 1,116,327

洋葱 240,000 303,781 300,843 311,296 318,660

辣椒 43,000 58,903 51,078 55,472 58,711

饭蕉 4,477,344 4,280,305 4,352,787 4,457,513 4,524,989

秋葵 78,000 80,780 83,852 99,292 92,877

西瓜 73,793 76,745 75,463 72,869 77,014

菠萝 296,047 214,106 225,002 241,090 244,508

数据来源：喀麦隆财政部

表2-6：2016-2019年喀麦隆主要经济作物产量及出口情况

（数量单位：吨；价格单位：非郎/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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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可可

产量 330,412 308,736 309,627 322,937

出口量 263,746 221,667 218,793 218,002

国际价格 1,654 1,158 1,265 1,312

咖啡

（阿拉比卡）

产量 7,024 10,307 6,565 6,171

出口量 1,943 1,730 1,146 859

国际价格 2,188 2,131 2,001 1,820

咖啡

（罗布斯塔)

产量 29,762 21,316 35,654 33,586

出口量 30,914 22,273 17,765 17,213

国际价格 1,361 1,492 1,254 1,085

天然橡胶

产量 40,983 41,911 45,354 35,517

出口量 42,328 42,381 41,560 34,367

国际价格 1,019 1,279 1,050 940

棉花

籽棉产量 258,000 248,150 295,100 320,077

皮棉产量 91,970 100,877 107,617 131,761

皮棉出口 101,427 101,893 113,623 130,061

国际价格 865 975 1,066 1,067

香蕉

产量 381,525 347,896 240,403 224,537

出口量 295,180 275,717 217,177 184,370

国际价格 505 502 536 518

棕榈油 产量 130,129 155,066 171,955 171,956

数据来源：喀麦隆财政部；*为估计

【林业】喀麦隆森林资源丰富，总面积约2250万公顷，在非洲仅次于
刚果（金），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46%，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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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开发面积约1750万公顷，木材蕴藏量达40亿立方米。林业是喀麦隆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2019年林业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为2.1%。木材
是仅次于油气资源和可可豆的第三大出口产品，主要以原木和锯木等初级
产品形式出口。2019年出口林产品151.5万立方米，出口额2799亿非郎（占
出口总额的11.7%），主要出口目的地为中国、越南、欧盟。此前，欧盟
是其林产品最主要出口目的地，占比约80%。喀计划于2022年禁止原木出
口，以促进本土木材加工业的发展。

表2-7：2016-2019年木材产量及出口量

（单位：万立方米）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原木
产量 296.9 275.0 295.4 190.3

出口量 80.7 101.8 109.7 88.1

锯木
产量 111.5 96.5 105.7 132.3

出口量 66.4 64.1 74.3 78.6

胶合板 出口量 0.4 0.2 0.4 0.6

贴面
产量 10.4 12.1 15.0 9.1

出口量 3.0 3.5 4.6 5.1

数据来源：喀麦隆财政部、林业和动物资源部；*为估计

【畜牧业】从产业规模看，喀麦隆不是畜牧业大国，产品主要用于国
内消费。畜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口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30%，解
决了20%的乡村人口就业。

表2-8：2017-2019年喀麦隆主要家畜及家禽存栏量和产肉量

（存栏量单位：头或只；产肉量单位：吨）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存栏量 产肉量 存栏量 产肉量 存栏量 产肉量

牛 7,890,962 133,625 8,761,385 142,436 9,506,103 107,110

山羊 3,345,340 14,641 3,499,933 15,329 3,604,931 18,197
绵羊 6,441,915 25,235 6,506,334 25,449 6,571,397 2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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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3,613,475 51,482 3,729,106 52,541 3,848,437 42,833
家禽 82,661,540 - 83,901,463 - 85,579,493 -

数据来源：喀麦隆畜牧、渔业和畜产工业部

表2-9：2016-2019年喀麦隆动物产品产量

（单位：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蛋 84,129 67,999 82,407 81,158

奶 223,527 239,174 266,275 207,216

蜂蜜 5,040 6,087 5,276 7,205

数据来源：喀麦隆畜牧、渔业和畜产工业部

【渔业】据喀麦隆政府统计：2019年，喀麦隆捕捞渔业产量为39.1万
吨，同比下降14.2%；水产养殖业产量9078.2 吨，同比增长74%。喀国内
渔获量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年均需求40余万吨），年均进口近20万吨。

【工业】喀麦隆工业已形成一定基础和规模，工业水平居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国家前列，主要集中在采掘工业、能源工业、资源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和日常生活用品工业等。但机械设备、车辆、拖
拉机、各种仪器、家用电器及其他产品制造工业薄弱，多为空白，产品主
要依赖进口。

【旅游业】喀麦隆地理风貌多样，人文景观丰富，几乎囊括了非洲各
地域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特征，素有“微型非洲”之称。全国共有828个旅游
景点。各类保护区有45处（包括7个国家公园、7个动物保护区、27个狩猎
区、3个动物园、1个禁猎区），面积455.2万公顷，被誉为“生态旅游天堂”。

主要旅游景点包括贝努埃（Bénoué）、瓦扎（Waza）和布巴恩吉达
（Bouba-Njida）等国家公园以及喀麦隆火山、林贝黑沙滩、克里比海岸、
丰班王国等。

在旅游接待方面，由于为筹备非洲国家杯足球赛而持续开展酒店设施
建设和翻修工作，2019年的住宿机构数量较2018年增加了4.7%，达2382家。
其中，星级酒店855家，比2018年增长4.4%。房间数量增加2.7%，达到21755
间。

【大型企业排行榜】据《青年非洲》杂志发布的2018年“非洲500强企
业排行榜”，共有6家喀麦隆企业榜上有名，上榜企业数和排名比上年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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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表2-10：非洲500强喀麦隆企业排行榜

数据来源：《青年非洲》杂志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喀麦隆公路运输相对发达，全国约90%的客流和货物是通过公路运输。
据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网站数据，目前公路总里程为7.8万公里，其中沥青路
约5133公里。2019年共完成296.24公里沥青公路铺设。公路网总长近5万公
里，其中沥青路约5000多公里。全国公路分为国道、大区公路、省道和乡
村公路四个等级，共3.4万公里；未列入上述等级的1.6万公里公路统称“无
等级公路”。

【国道】7241公里，共18条，是连接首都雅温得与各大区首府及周边
国家的公路干线。

【大区公路】5841公里，是各大区内连接首府与其他市镇的公路。
【省道】8075公里，连接各省与省内城镇的公路；
【乡村公路】12843公里，连接乡村、种植区、乡村工业区的道路，

公司名称
2018年
排名

营业额

（亿美元）

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Hydrocarbures-SNH）
107 13.97

国家炼油公司

（Société nationale de Raffinage-SONARA）
115 10.91

喀麦隆啤酒公司

（SA des Brasseries du Cameroun -SABC）
217 6.17

原油与石油产品贸易出口公司

（Société de Trading et d’Exportation de Pétrole Brut et de
Produits Pétroliers- Tradex）

265 5.07

MTN喀麦隆公司

（MTN Cameroun）
294 4.34

喀麦隆棉花发展公司

（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du Coton du Cameroun-
SODECOTON)

49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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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农业生产区与市场之间的交通往来。
根据喀2020-2035年公路发展指导计划，未来十五年公路建设的重点是

修建联通区、省首府的道路。

表2-11：喀麦隆当前规划及在建的地区一体化公路

数据来源：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2.3.2 铁路

喀麦隆共有米轨铁路1342公里，实际运营里程1025公里，包括2条干
线：

干线1：杜阿拉—雅温得，1908年至1927年铺设，长262公里；2016年
10月21日，该条线路发生火车脱轨事故，造成至少80人死亡，随后进行了
升级改造。

干线2：雅温得—恩冈代雷，1964年至1974年铺设，长622公里。
其他铁路线包括：杜阿拉—恩康桑巴线，全长127公里；奥泰莱—姆

巴尔马尤线，全长37公里；姆班加—昆巴线，全长29公里；另有货运支线
铁路250多公里。

2012年2月，喀政府发布《2012-2020年全国铁路近期与中长期指导规
划》，拟投资15万亿非郎，铺设3200公里准轨铁路，但迄今未实施。

喀铁路年均客运量约150万人次，货运量145万吨，主要运输货物为木
材、石油产品、建筑材料、经济作物、粮食、工业原材料等。2019年，铁
路运输运营总额比2018年增长了17.4%，达到440亿。其中货运增长19.9%，
客运下降0.9%。喀铁路共拥有车站33座，主要车站有杜阿拉、雅温得和恩

公路名称 完成情况

巴门达和昆巴至尼日利亚埃努古公路 喀麦隆境内的巴门达-芒非-埃考克路段即

将竣工，昆巴-芒非路段已竣工。

桑梅利马至刚果（布）维索公路 目前在建，但因开工延期、审批时间过长

等原因，工程进展缓慢。

杜阿拉至中非班吉“走廊公路” 目前已完成70%。

喀麦隆与乍得跨境大桥 第一座跨境大桥恩格里大桥已建成通车；

第二座跨境大桥拟建在喀麦隆极北大区

亚古阿市和乍得邦戈尔市交界地区，设计

桥长254米。

喀麦隆与赤道几内亚跨境大桥 项目仍处于可研阶段。

克里比至埃代阿高速公路 基本完工。

雅温得至恩西马兰机场高速公路 目前市外路段接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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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代雷，都具有编组能力。其中杜阿拉Bessengue车站最为重要，分为客运
和货运两部分。

喀麦隆铁路尚未与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当前规划的地区一体化铁
路包括：

（1）喀麦隆与乍得跨境铁路：喀麦隆铁路公司负责推动，现已完成
可研报告。根据可研报告，该铁路连接喀麦隆境内的恩冈代雷与乍得首都
恩贾梅纳，全长1400公里，造价估计1.4万亿非郎，目前尚无进展。该铁路
建成后，将与杜阿拉和恩冈代雷间的铁路线相连通，有利于乍得充分利用
喀麦隆最大的港口杜阿拉。

（2）极北大区莫拉（Mora）至尼日利亚边境铁路：该铁路是喀麦隆
中长期规划建设的铁路之一，全长35.7公里，造价估计1764亿非郎。

（3）喀麦隆至刚果（布）、赤道几内亚边境铁路：连接杜阿拉港、
克里比港和刚果（布）、赤道几内亚边境，主要用途是姆巴拉姆铁矿开发
专用铁路线，该线路能实现三国边境地区矿业的有效开发。

喀麦隆目前尚无地铁和城铁。

表2-12：2017-2019年铁路运输发展情况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客运（人次/公里） 262 256.8 254.6

货运（吨/公里） 806 784.6 940.6

营业额（亿非郎） 387.15 375.61 441.03

数据来源：喀麦隆铁路公司

2.3.3 空运

喀麦隆共有四个国际机场（即雅温得机场、杜阿拉机场、加鲁阿机场、
马鲁阿机场）和十余个二级机场。杜阿拉机场和雅温得机场是最重要的机
场，约占全国客运量的95%。根据机场建设规划，喀计划翻修贝尔图阿机
场，新建克里比国际机场，同时还计划在杜阿拉修建第二个机场。

雅温得恩西马兰国际机场（Yaoundé-Nsimalen）位于首都雅温得市南
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属A级机场。目前已开通到巴黎、布鲁塞尔、伊
斯坦布尔、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利伯维尔、卡萨布兰卡等城市的国际
航线，以及到杜阿拉、加鲁阿、马鲁阿等城市的国内航线。每年接待旅客
能力为150万人次，货物年吞吐能力为5万吨，目前实际利用率仅17%。

杜阿拉国际机场位于经济首都杜阿拉，距市中心约8公里，是喀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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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机场和中部非洲地区最繁忙的航空枢纽。年接待旅客能力为150万
人次，货物吞吐能力5万吨，目前实际利用率仅31%。

加鲁阿国际机场于1982年建成，每年接待旅客能力为150万人次，货
物年吞吐能力为5000吨，目前实际利用率仅4%。

【管理架构】
喀麦隆机场公司（ADC）负责管理喀各大民用机场，是中非地区最大

机场公司集团。政府拥有公司63%的股份，非洲及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局
（ASECNA）和喀国内民营企业分别拥有20%和17%的股份。

【主管部门】
喀麦隆交通部负责统筹规划和监督航空运输与机场建设。喀麦隆民用

航空局（CCAA）是政府授权的民用航空管理和安全监督机构，主管各机
场维护改造工程，负责维护机场通信、气象监测和消防设备，及代表喀麦
隆政府进行航空运输协议的谈判与执行等。

杜阿拉机场

【中喀航班】中国与喀麦隆之间尚无直飞航班，较理想的航线包括“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巴黎—雅温得/杜阿拉”（法航）、“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亚的斯亚贝巴—杜阿拉/雅温得”（埃航）、“北京—布鲁塞尔—杜
阿拉—雅温得”（布鲁塞尔航空）、“北京/广州—内罗毕—雅温得/杜阿
拉”（肯航）、“北京—伊斯坦布尔—雅温得”（土航）等。

【客货流量】根据喀麦隆民航局（CCAA）网站数据，2019年喀机场
客流量共计146.8万人次，同比下降6.7%。杜阿拉机场和雅温得机场国际旅
客分别占53%和47%，其余机场几乎没有国际旅客客流量。2019年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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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量2.07万吨，同比下降17%。
表2-13：2016-2019年喀麦隆航空运输量

（旅客吞吐量单位：人次；货邮吞吐量单位：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旅客吞吐量 1,214,228 1,424,357 1,572,303 1,468,142

-到达 599,840 700,159 - -

-出发 614,388 724,198 - -

货邮吞吐量 23,650 22,447 24,910 20,659

-到达 11,073 9,854 - -

-出发 12,577 12,593 - -

数据来源：喀麦隆机场公司；*为估计

2.3.4 水运

喀麦隆95%的对外贸易依赖海上航运，绝大部分在杜阿拉港完成。杜
阿拉港是喀最大港口，也是中部非洲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和航运枢纽，乍得、
中非两个内陆国家主要依赖该港进出口商品，刚果（布）、加蓬和赤几的
部分货物也经此中转。

【主管部门】喀麦隆的港口管理部门主要包括：
（1）国家港口管理局（APN），行使国家对港口运营监督和制定全

国港口发展计划及政策的职能，同时对原喀国家港口局（ONPC）进行清
算。

（2）杜阿拉、克里比、林贝和加鲁阿（河港）四个港口自治组织，
负责各自港口的管理、发展和市场开拓。

（3）政策协商委员会，在各自治港内开展活动，主要由经济界人士
和用户组成，就港口投资计划、运营等提供咨询意见。

【主要港口】喀麦隆全国共有四个主要港口：杜阿拉港、克里比港、
林贝港和加鲁阿港，其中前三个为濒临几内亚湾的海港，加鲁阿港为河港。
2018年喀麦隆水运货运量为1160万吨，同比增长4.5%。

表2-14：2016-2019年杜阿拉港运营情况

（单位：万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船只数量 3,188.0 3,132.0 3,343.0 3,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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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吞吐量 1,104.3 1,179.6 1,183.5 1,286.0

-进口吞吐量 816.3 846.6 869.4 1,011.4

-出口吞吐量 288.0 333.1 314.1 274.6

数据来源：杜阿拉自治港

2.3.5 电力

喀麦隆水力资源丰富，年水电蕴藏量达2940亿千瓦时，在非洲仅次于
刚果（金）。喀主要依靠水力发电，近年来也兼顾发展燃油和燃气热电站。
目前全国电力装机容量为1442MW，其中水电装机988兆瓦，约占69%。电
力供应缺口超过1000MW，且每年增长8%左右。

世界银行认为，电力不足和电价较高，可导致喀经济增长率降低
1%~2%。此外，喀麦隆整体电力接入率较低，其中城市地区家庭约为57%，
农村地区不足20%。2019年，喀麦隆供电量7,006,240兆瓦时，同比增长
0.4%。其中，水电和火电发电量分别下降0.9%和23.2%，购电量增长12.5%。

表2-15：2016-2016年喀供电量

（单位：兆瓦）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2019年

水力发电 4,751,999 5,014,376 4,970,905 4,923,997

火力发电 287,589 318,927 491,133 376,985

购电量 1,471,525 1,527,597 1,515,272 1,705,258

总电量 6,511,113 6,860,900 6,977,310 7,006,240

数据来源：喀麦隆财政部

【电网】喀麦隆城市地区电力接入率现为45%，乡村地区电力接入率
仅5%，全国电力接入率为25%。电网系统由北方电网、南方电网和东部电
网组成。三个电网相互独立，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电网体系。

【运营和配送企业】喀麦隆电力运营与配送公司（AES-Sonel）负责
销售和设施维护，2014年9月该公司更名为喀麦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Eneo
Cameroon），公司股权构成为：总部设在伦敦的英联投资公司（Actis）持
股56%，喀麦隆政府持股44%。2015年10月，喀麦隆宣布成立国家电力运
输公司（Sonatrel），该公司已于2019年初接手Eneo的输电和电网管理业
务，并负责独立发电企业的送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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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喀麦隆水资源和能源部负责统筹规划电力基础设施建
设。喀麦隆电力发展公司（Electric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负责落实
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实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3.6 数字基础设施

近年来，喀麦隆电信业发展比较迅速，固话和手机用户迅猛增长。据
喀麦隆邮电部统计，2019年喀麦隆电信业营业额5810亿非郎，较上年增长
4.2%。现有光纤骨干传输网10000多公里，互联网用户超过1000万。

【固话】据喀麦隆电信监管局（ART）统计，2019年喀麦隆全国固话
用户为85.6万。喀麦隆国家电信公司（CAMTEL）独家垄断固话市场，其
业务近年来逐渐拓展到移动电话（仅CDMA）和数据业务。

【移动通讯】2019全国移动电话用户2054.5万。现有四家移动通讯运
营公司：一是MTN喀麦隆公司，是南非MTN集团公司的子公司；二是
ORANGE喀麦隆公司，法国ORANGE公司的子公司；三是Viettel喀麦隆有
限公司；四是喀麦隆国家电信公司。

【邮政】喀麦隆邮政公司（CAMPOST）是2004年创立的国有企业，
现由加拿大Tecsult International公司负责经营，提供信件投递、特快专递、
邮政储蓄、邮政汇款等服务。

【互联网】喀麦隆现有国内光纤骨干传输网10000多公里。2019年，
互联网用户超过1000万。

【数字支付】移动运营商Orange和MTN均推出移动支付业务，垄断了
喀移动支付市场。近年来，喀移动支付业务呈爆炸式增长。2018年，移动
支付用户数量达800.3万，较上年增长110.2%，占Orange和MTN用户总数
的49.4%。

表2-16：2016-2019年喀电信市场发展情况

（用户数量单位：个；营业额：亿非郎）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用户总数 19,453,159 21,690,521 20,202,518 21,400,736

固网 636,688 606,237 860,872 856,411

手机 18,816,471 19,706,027 18,391,632 21,400,736

互联网用户总数 8,084,716 8,278,198 10,184,017 7,691,494

营业额 5,653.71 5,805.44 5,504.20 5,570.25

固网 967.01 997.51 1014.67 1,0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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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4,686.70 4,807.93 4489.53 4,534.40

数据来源：喀麦隆电信管理局

2.4 物价水平

喀麦隆政府为平抑物价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减免部分基本生活品的
进口关税，加速发展本国农业以减少进口依赖，对生活必需品价格进行监
管，开展大宗消费品促销活动等。

表2-17：2021年5月雅温得市场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

商品名称 价格

Mayor牌食用油（非郎/升） 1200
Azur Gold牌食用油（非郎/升） 1090

初级棕榈油（非郎/升） 650
Nestlé牌奶粉（非郎/800克装） 4690

大比目鱼（非郎/公斤） 6490

石斑鱼（非郎/公斤） 4990

土豆（非郎/公斤） 650

番茄（非郎/公斤） 1200
白菜（非郎/公斤） 890

猪肉（非郎/公斤） 2990-5190
羊肉（非郎/公斤） 4250-5990

鸡肉（非郎/公斤） 3990-5990

食用盐（非郎/ 18公斤袋） 2500

砂糖（非郎/公斤） 950
牛肉（非郎/公斤） 2690-4980

CCC牌肥皂 300

President牌黄油（非郎/200g） 1890

鸡蛋（非郎/30个） 2100

法国产面粉（非郎/50公斤） 35000

Farine Familial牌面粉（非郎/公斤） 490
越南产大米（非郎/5公斤） 3890

PRENSIDENT牌牛奶（非郎/升）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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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液化气（非郎/12.5公斤罐装） 6500
注：2021年5月1日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545.7非郎

数据来源：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市场采集

2.5 发展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
（1）高速公路网
根据喀麦隆政府相关规划，喀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为“四纵两

横”，即采用纵横网格的形式，由4条纵向路线和2条横向路线组成，总规
模约 4000公里。

（2）铁路网
喀麦隆政府组织完成了全国铁路发展规划，将全国铁路网按照近期、

中期、远期的发展阶段进行规划建设。其中，近期规划包含联通到刚果
（布）、赤道几内亚边境的铁路线路，主要目标为姆巴拉姆铁矿开发专用
铁路线，该线路能实现三国边境地区矿业的有效开发。中期规划铁路网包
含连接喀麦隆国家铁路到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铁路线，以及连接中非共和
国的连接线。远期规划包含了连接尼日利亚边境的铁路。

【主管部门】喀麦隆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政府部门如下：
（1）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该部主要职

责是代表喀麦隆政府向国际合作伙伴融资，商谈并签署融资协议，同时从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统筹全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2）公共工程部：该部负责“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的建设进行监督
和技术管理，对全国公路进行维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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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温得市中心“5·20”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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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多边 /区域经济合作】喀麦隆是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CEMAC）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成员国，在经贸、金
融、交通、物资和人员流通等领域，政府积极参与并促进多边和区域经济
合作，努力促进中部非洲地区一体化，实现共赢，共谋发展。

表3-1：喀麦隆签署的多边协议

签约时间 签约国 协议名称 主要内容

1964年
12月

刚果（布）、

加蓬、喀麦隆、

乍得、中非

《关于建立中部非洲海

关与经济联盟的条约》

该条约于1966年1月1日生

效，中部非洲海关与经济联

盟（UDEAC）宣告成立

1994年
3月16日

刚果（布）、

加蓬、喀麦隆、

乍得、中非、

赤道几内亚

《关于建立中部非洲经

济与货币共同体的条约》

该条约于1999年6月生效，中

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宣

告成立，取代原中部非洲海

关与经济联盟，共同体法庭

和共同体议会同时成立

1996年
7月

同上

《关于中部非洲经济共

同体法律和制度体系条

约的补充条款》《关于中

部非洲经济联盟（UEAC）
的公约》《关于中部非洲

货币联盟（UMAC）的公

约》和《关于中部非洲经

济共同体法庭的公约》

主要目标是取消成员国间的

关税和其他所有进出口方面

的税收，逐步取消成员国在

人员、财产、劳务、资本等

方面自由流动的障碍

2004年
1月28日

同上

《团结、互助和互不侵犯

公约》《引渡条约》《司

法协助条约》《共同体议

会条约》

共同体护照开始流通；征收

“共同体一体化税”；启动“共
同体发展基金”；继续执行

“次区域经济财政振兴计

划”，以加快减贫和提高经济

竞争力



33
喀麦隆

2018年
3月21日

非洲联盟44个
成员国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协议》（AFCFTAT）

2019年5月30日生效，7月7
日正式实施。目的在于进一

步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

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

展，实现商品、服务、资金

在非洲大陆的自由流动，从

而形成非洲单一大市场

【优惠贸易安排】喀麦隆是《科托努协议》成员国。
2007年12月17日，喀麦隆与欧盟达成《经济伙伴阶段性协议》, 2016

年8月4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正式生效，喀麦隆所有产品均可免税进
入欧洲市场，而欧盟80%的产品能够逐渐免税进入喀麦隆市场，并于2023
年最终建立喀麦隆-欧盟自贸区。

2019年2月，喀麦隆和欧盟就《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召开第四次评估
会议。欧盟希望根据协议规定在2023年1月1日实现80%的产品零关税进入
喀麦隆市场，但喀方希望推迟到2029年。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喀麦隆是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六个成员国之一，共同体内实行共同对外税率。对于在中部非洲经济与货
币共同体（CEMAC）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从事生产与
制造的企业来说，如果该企业使用共同体本地市场原材料占比超过40%，
便可申请共同体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凭借这一特别许可证，该企业的产品
向上述两个共同体出口时可享受免关税待遇。

【自贸协定】2018年3月，包括喀麦隆在内的44个非洲国家在卢旺达
签署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协议于2019年5月30日生效，目前已有
30个国家的议会批准了该协议，喀麦隆于2019年10月31日批准该协议。非
洲大陆自贸区将成为WTO成立以来成员国数量最多的自贸区，将形成一个
覆盖12亿人口及3万亿美元的市场。

3.2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在喀麦隆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喀麦隆国家统计局
数据， 2019年进口总额38569亿非郎，同比增长13.3%。进口增加较多的
分别是：碳氢燃料和润滑油（+53.1%）、谷物（+41.8%）、原油（+27.2%）、
熟料（+30.7%）、车辆和拖拉机（+5.8%）。出口总额23928亿非郎，增长
13.3%。其中：原油出口381.1万吨（+31%），出口额9994.9亿非郎（+16%）；
液化天然气出口122.5万吨（+56%），出口额2619.8亿非郎（+109%）；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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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和木材制品出口151.5万立方米（-12%），出口额2799.4亿非郎（-9%）；
可可豆出口21.8万吨（-0.4%），出口额2888.6亿非郎（+23.8%）；咖啡出
口1.8万吨（-4%），出口额146.8亿非郎（-22%）。贸易赤字进一步加剧，
达到了14642亿非郎，较上年增加1713亿非郎，增幅13.3%。

【商品结构】2019年，喀麦隆前六大出口产品占出口总额的80.9%，
分别是原油（41.8%）、可可豆（12.1%）、液化天然气（11.0%）、锯木
（7.0%）、原棉（5.4%）和原木（3.6%）。进口产品主要是碳氢燃油（18.8%）、
机电仪器或设备（13.0%）、谷物（9.8%）、原油（5.7%）、车辆和拖拉
机（5.1%）、冻鱼（3.4%）、药物制品（3.3%）。

表3-2：2017-2019年喀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非郎）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出口总额 18,820 21,120 23,928

原油 7,440 8,620 9,990

除原油外 11,370 12,500 13,930

进口总额 30,540 34,500 38,569

原油 2,110 1,730 2,199

除原油外 28,430 32,320 36,370

差额 -11,720 -12,930 -14,642

除原油外差额 -17,060 -19,820 -22,438

数据来源：喀麦隆国家统计局

【贸易伙伴】 2019年，喀麦隆共向近120个国家出口商品，前六大出
口目的地占出口总额的62.6%，其中，中国是喀麦隆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占出口总额的18.4%，其后分别是荷兰（12.7%）、意大利（12.2%）、印
度（11.0%）等；喀麦隆自73个国家进口商品，前十大进口来源地国占进
口总额的71.4%，其中中国是喀麦隆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国，占进口总额的
16.1%，其后分别是法国（8.1%）、多哥（6.6%）、尼日利亚（6.3%）和
比利时（5.7%）等。

表3-3：2019年喀麦隆主要贸易伙伴

主要出口目的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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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名称 数量（吨） 出口额（亿非郎） 出口额占比

中国 1,994,272 4,399.52 18.4%
荷兰 568,739 3,076,54 12.8%
意大利 959,972 2,920.25 12.2%
印度 989,509 2,637.93 11.0%
美国 421,194 1,401.70 5.9%
西班牙 533,405 1,360.20 5.7%
法国 103,738 739.56 3.1%
孟加拉国 122,210 724.22 3.0%
乍得 169,485 659.82 2.8%
其他国家 1,839,566 6,007.76 25.1%
总额 7,702,087 23,927.39 100.0%

主要进口来源地国：

国家名称 数量（吨） 进口额（亿非郎） 金额占比

中国 823,350 6,218.90 16.1%
法国 505,446 3,116.04 8.1%
多哥 585,259 2,534.88 6.6%
尼日利亚 790,170 2,416.80 6.3%
比利时 437,562 2,200.02 5.7%
泰国 619,447 1,845.50 4.8%
荷兰 245,044 1,334.80 3.5%
土耳其 743,250 1,200.66 3.1%
西班牙 1,041,563 1,016.33 2.6%
德国 58,657 1,009.25 2.6%
总额 10,011,073 38,568.90 100.0%

数据来源：喀麦隆国家统计局

3.3 吸收外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近年来喀麦隆吸
引外国直接投资在逐年缓步增长。2020年吸引外资流量为4.88亿美元，吸
收外资存量为90.2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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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外国援助

据喀麦隆经济部统计，2019年喀麦隆获得国际援助1000亿非郎。
【援助领域】外国对喀援助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城乡饮用水供

应、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培训、能源供应和农业等
领域。

【援助计划】对喀多边援助主要有“重债穷国减债计划”（IPPTE）和“多
边减债计划”（IADM）。喀还在“多边减债计划”框架下获得约6200亿非郎
的债务减免。

【援助来源】法国是喀麦隆最重要的援助国。法对喀援助是在“减债
促发展合同”框架下实施：第一期（2006-2011年）提供援款3527亿非郎，
第二期（2011-2016年）提供2138亿非郎，第三期（2017-2025年）提供4010
亿非郎。2019年，喀在“减债促发展合同”项下获得455亿非郎的援助。

美国对喀麦隆援助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卫生领域。2020年，美国所有机
构（包括美国开发署、农业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务院、能源部、海外
私人投资公司、交通部、商务部、和平队、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对喀援助
总额为1.14亿美元。

德国是喀麦隆接受公共发展援助的来源之一，德国对喀麦隆的援助主
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权力下放、医疗卫生等领域。

1975年起，欧盟通过《洛美协定》向喀麦隆提供财政、技术援助和贸
易优惠待遇等。

英国主要向喀麦隆提供技术援助，用于人权、廉政、扶贫和高教等领
域的合作项目，并提供留学名额。

日本将喀麦隆列为中部非洲重点援助国，对喀麦隆的援助集中在教
育、农业、卫生、绿色发展和社会领域。

【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援助】为协助喀麦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
社会提供了大量援助。一是防疫物资和资金援助。双边合作伙伴如法国、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
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外国企业等，均向喀麦隆
提供了大量防疫物资、设备、资金、医护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援助。中国政
府先后向喀麦隆提供了三批抗疫物资和设备，中国民间组织以及在喀麦隆
的许多中资企业分别向喀麦隆提供了防疫物资等援助。二是向喀麦隆提供
融资和减免债务，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提供了2.26亿美元的快速信贷资金。世界银行提供了2亿美元
（1160亿非郎）的财政支持借款。非洲开发银行提供了8800万欧元的借款。
中国和巴黎俱乐部的七个成员国（法国、日本、德国、比利时、西班牙、
韩国、瑞士）已在G20缓债提议下与喀政府签署了暂缓债务偿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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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喀经贸

3.5.1 双边协定

截至目前，中国与喀麦隆签署的经贸协定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1972

年8月签署，同年11月生效，2002年8月重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喀麦隆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合作混合委

员会协定》（1986年9月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喀麦隆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

投资协定》（1997年5月10日签署，2014年4月30日喀麦隆正式批准，同年
7月24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喀麦隆共和国政府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喀麦隆共和国出口商品装运前检验的协议》（1999年
10月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喀麦隆共和国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
部关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3月22日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喀麦隆共和国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
部关于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3月22日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喀麦隆共和国经济、
计划和领土整治部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2018年3月22日签署）。

3.5.2 双边贸易

中国是喀麦隆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时也是喀麦隆最大的进口来源
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双边贸易额为27.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
其中，中国对喀麦隆出口额为20.23亿美元，同比上升21.1%；自喀麦隆进
口额为7.52亿美元，同比下降25.6%。中国向喀麦隆出口的商品主要为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鞋类、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钢材、服装及衣着
附件、农产品、水泥及水泥熟料、汽车零配件、汽车。据喀麦隆官方统计，
喀麦隆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为原油（占比49.3%），液化天然气（21%），
木材（24.1%）和棉花（3.1%）。

3.5.3 中国对喀麦隆投资

【对喀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喀麦隆直接投资流量
4471万美元；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喀麦隆直接投资存量4.43亿美元。

【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目前有50多家（不含
个体、私营企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公路、港口、电站、房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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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施工，还有少数企业在石油和矿产勘探、
农业和林业开发等领域进行投资。2013年12月，“喀麦隆中资企业协会”
正式成立，现有会员企业25家，其宗旨是增进当地中资企业交流，推动会
员企业业务发展，共建依法经营、有序竞争秩序，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
进会员企业融入当地社会，树立中资企业良好形象，服务国家经济外交，
推动中喀经贸合作发展。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承包工程】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喀麦隆新签承包
工程合同50份，新签合同额11.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93亿美元。累计派
出各类劳务人员682人，年末在喀麦隆劳务人员2474人。

【工程标准】喀麦隆当地投标项目多数采用欧洲或法国的规范标准，
并要求按此设计和施工，两种规范从材料分类、设备标准均有所不同。部
分由中国提供贷款的项目可采用中国标准。

【园区情况】目前，中国没有在喀麦隆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中国与喀麦隆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产能合作协议】2018年3月，中国与喀麦隆签署了关于开展产能合

作的框架协议。
【基础设施合作协议】2018年3月，中国与喀麦隆签署关于加强基础

设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中国与喀麦隆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双边经贸磋商机制】中国与喀麦隆两国已成立两国经贸混委会机

制，迄今已举行8次会议。第八届经贸混委会会议2015年8月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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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杜阿拉亚都饮用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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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赴喀麦隆投资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喀地理位置优越，是中部非洲地区的大国。喀麦隆位于非洲中

西部，西临几内亚湾，是中部非洲地区的交通要地，境内杜阿拉港、克里
比港和杜阿拉-雅温得公路是中非、乍得等内陆国家转运物资的重要通道。

（2）政局总体稳定，经济保持增长。2018年10月，85岁的保罗·比亚
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连续第七次赢得总统选举。自1982年执政以来，他牢
牢掌控政权，保持了政局稳定。

（3）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喀麦隆拥有石油、天然气、铁、
铝矾土、镍、钴、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目前除石油、天然气、钻石、
黄金已投入开采之外，其他均未开发。农业发展条件优越，出产咖啡、可
可、香蕉、棕榈、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以及木薯、水稻、玉米等粮食作
物，林业、畜牧业、渔业也有较好基础，农业发展前景较好。

（4）市场潜力较大，合作前景广阔。喀麦隆为实现2035年成为新兴
国家的远景目标，近年来集中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除目前在建的大型基建
工程外，还有一批大项目处于探讨或磋商阶段，有待实施。中喀双边经贸
合作互补性强，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以及加工制造等领域，具有较
好的合作前景。

（5）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喀麦隆全国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
成本相对较低，为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喀麦隆政府提出了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战略。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喀麦隆在全球190个
经济体中排名第167位，有所回落。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喀麦隆当地货币为中部非洲金融合作法郎（Franc CFA，简称F.CFA），
中文简称中非法郎、非郎。中非法郎与欧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1欧元
=655.957非郎。中非法郎可在共同体内自由储蓄、流通、兑换。中非法郎
主币分500、1000、2000、5000和10000五种面额的纸币，辅币包括1、2、
5、10、25、50、100和500八种硬币。中非国家银行分别于1972、1982、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9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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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02、2006年发行了5版货币，现流通的版本为2002和2006年版。
欧元以外的货币对非郎的汇率根据欧元和非郎的固定汇率以及该货

币与欧元在交易市场上的汇率而确定。2021年3月31日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
=559.3384非郎。人民币与非郎目前尚不可直接结算。

表4-1：2018-2020年非郎/美元汇率变动趋势

（单位：非郎）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美元可兑 572.9 583.9 534.6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

4.2.2 外汇管理

喀麦隆实行外汇管制。
作为“中部非洲国家经济货币共同体（CEMAC）”成员国，喀麦隆

在外汇管理方面与其他成员国适用统一政策，政策规定了个人及企业在外
汇兑换方面可享受的便利与需要受到的监管。按上述政策规定：

（1）除经喀麦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特别批准，喀麦隆当地注册的法
人实体无权开立外币账户；

（2）来喀麦隆经营的暂未在当地进行商业注册的境外法人实体（此
类企业按照法律规定只可在喀麦隆经营最长不超过两年，之后要在当地注
册），银行可根据此类企业的合理要求开立外币离岸账户，之后要向财政
部及中央银行做简单报备。

【外汇汇入】
外汇汇入无特殊监管，银行对企业接收境外汇款无特别限制（除非汇

款方不符合国家或银行的合规要求，例如汇款方与恐怖主义、洗钱、逃税
漏税等行为有关联）。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汇入资金日后还有出境计划，
要提前了解资金出境的相关政策，在资金入境前就要做好相关准备。

【外汇汇出】
外汇汇出受上述外汇管理政策的严格监督，政策有条件地允许外汇汇

出：在政策规定的名义内，如商品进口、服务进口、支付股权分红、借款
偿还等，企业可以进行资金汇出。为证明汇款名义的真实性，需要银行在
进行实际外汇操作时向企业收集相关证明文件。

在喀麦隆注册的企业，如其股东为境外法人实体，企业可将所得利润
的股权分红部分汇出给股东方。红利汇出时需要向银行提供公司当年的财
务报告、董事会关于分红的决议、股东及持股比例说明、资本所得税完税
证明作为支持文件。

CEMAC区居民或非居民在进入或离开边境时，需要对总金额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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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中非法郎的外汇现金进行申报。
在喀麦隆境内工作、居住的居民或非居民在私人旅行或公务旅行的名

义下，有权向金融机构申请兑换外汇现钞: 私人旅行兑换限额为400万中非
法郎，需提供护照及交通凭证（机票）；公务旅行兑换限额为1000万中非
法郎，需提供护照、出差证明及交通凭证。在通过边境时要按照规定向海
关进行外汇申报，申报时可以出示金融机构的兑换凭证和上述相关文件以
顺利通过海关。

2018年以来，喀麦隆外汇管制更趋严格，对企业和个人汇出外汇的政
策也有所调整。由于外汇短缺，即使符合外汇汇出的规定，银行也可能无
法受理申请或及时足额地办理汇出手续。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喀麦隆银行业尚处初级发展阶段，且其所在的中部非洲是非洲银行业
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中央银行】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六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是中部非洲国家

银行，总部设在雅温得。但银行业监管仍属于各国独立管理范畴。
【银行】分为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和离岸银行。喀商业银行可进行储

蓄、信贷、货币兑换、投资和买卖证券等金融产品、投资和金融、财富咨
询和管理、保险等业务。其中专业银行只向某行业或领域提供中长期贷款
或购买企业股份，离岸银行可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并在法郎区外进行货币
交易。喀麦隆现有13家商业银行，其中外资银行有9家。

截至2020年6月30日，喀麦隆银行存款同比增长了10.0%至51468亿非
郎，未偿还贷款总额为36823亿非郎，增长了2.4%，私营企业贷款规模下
降了1.1%。

【金融公司】金融公司业务分为六类，包括：向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用
于日常消费、投资不动产并长期对外出租、借贷中介方、通过购买债务进
行投资、代理第三方清偿债务、租赁工商业设备等。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共有7家金融公司。资产负债表总额为4328亿。其中贷款为1359亿，存款
为538亿，分别增长了5.4%和10.3%。

【投资和控股公司】该类公司通过购买、出售、转卖金融和工商业公
司的股份获利，并向其持股公司提供借贷以助其发展并获得利润。

【邮政储蓄银行】该银行仅经营储蓄业务，不能进行借贷等其他任何
金融活动。

【小额金融机构】喀麦隆全国共有411家小额金融机构。喀麦隆政府
正在整顿该类机构，旨在加强资金管理，明确行业道德规范，加强监管力
度，也因此关闭了7家不合规的小额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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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机构】除上述银行之外，喀麦隆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负责管
理公共债务的“喀麦隆债务自治银行”（CAA），管理社保的“国家社会保
险管理局”（CNPS），专门为房地产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喀麦隆地产信贷
银行”（CFC），兼有银行职能和企业性质的喀麦隆国家投资公司（SNI）
等。

在喀麦隆国内银行中，仅有非洲第一银行在北京设有分支机构，联系
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1号国门大厦A座4K
电话：010-64640029/6464003；传真：010-64640019。

【保险机构】喀麦隆共有28家保险机构，其中17家可承保包括交通保
险在内的所有险种，11家可承保人寿保险。其中拥有开具公共合同保函资
格的三家主要保险公司是CHANAS保险公司、ACTIVA保险公司和
ZENITHE保险公司。2019年，喀麦隆保险业营业额为2090亿非郎，同比增
长了1%。

【外企开户】喀麦隆各金融机构可以为境内或境外的法人实体因业务
需要而开立中非法郎账户。外国企业在当地开立银行账户所需提交的文件
包括：

（1）向银行提交权签人名单与签字样本
（2）每位权签人提交一份护照扫描件
（3）填写开户申请表
（4）提供工商证书（RCCM）
（5）提供纳税卡
（6）提供营业执照（Patente）
（7）以上材料所对应的公证书原件
（8）企业董事会授权权签人签字的行政文书
（9）企业股权分布与股东情况
（10）经工商部门认可的企业永久地址
（11）权签人的喀麦隆ID复印件
（12）企业所有股东的ID复印件
（13）企业总经理的个人地址
（14）企业管理层名单
（15）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ID复印件
（16）在线填写银行FATCA系统
（17）在线填写银行CRS系统

4.2.4 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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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利率和融资成本】中非法郎区市场上没有统一的利率标准，银
行会在自身内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考虑借款方本身的资质、财务状况、担
保情况等来制定一对一的融资价格。中央银行会发布季度性的利率水平指
导，以控制高利贷现象的发生。

依照实际观察，在喀麦隆经营的大型企业，按照其贷款性质的不同（中
长期贷款、短期贷款、透支额度、融资租赁、发票贴现等），一般利率在
6%~10%（不含税）之间浮动。

【商业融资条件】在喀麦隆注册的企业，当有融资需求时，需要向银
行提供近3年的当地财务报表、主要股东财务报表（母公司财务报表），
以及公司的商业计划书等文件来支持银行的信贷分析审批。在公司自身的
财务情况不能完全支持其贷款需求时，银行会要求其提供相应担保。常见
的担保形式包括：实物担保（土地、车辆抵押）、母公司担保、另外一家
银行出具的反担保等。未在喀麦隆注册的企业，即开设离岸账户的企业依
照法律无法享受银行贷款的便利。

【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开具的保函类型】喀麦隆当地银行可以为工程
类外国企业开具的保函，主要是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质保
金保函。

1. 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直开保函
（1）直开保函的前提条件
只要在当地银行开设银行账户，外国企业均可向银行申请开具保函。

但银行为了规避风险，会要求外国企业抵押一定比例的保函金额作为保函
保证金。如果外国企业与当地银行之间不存在保函授信额度，外国企业需
抵押100%的保函金额作为保函保证金；如果外国企业与当地银行之间存在
保函授信额度，且开具的保函金额在授信额度之内，外国企业只需根据授
信额度规定的比例来抵押保函保证金;若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信誉度高，且
开具的保函金额在授信额度内，可免除保证金抵押。

（2）授信额度
银行保函授信额度制度是为了加强银企之间的联系，方便企业办理保

函而建立的制度。企业如需在银行办理授信额度，需满足以下条件：
——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
——企业必须有独立的财务报表，且财务报表显示的企业财务状况必

须健康安全；
——如果企业是跨国企业，且有母公司以安慰函或担保函提供担保，

则抵押的保函保证金的比重会大幅下降。
（3）直开保函的办理
投标保函，需在投标之前办理，办理时需提供：申请信（应明确：标

号及招标信息、保函金额等信息）、保函模板、标讯复印件和标书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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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函信息页的复印件。
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需在签订工程合同后办理，合同需要到税务

局注册。办理时需要提供：申请信（应明确合同号、保函金额、保函效期
等信息）、保函模板、合同首页及注册页复印件，以及合同中关于履约保
函和预付款保函条款的页面复印件。

质保金保函，办理时需要提供：申请信（应明确合同号、保函金额、
保函效期等信息）、保函模板、合同首页及注册页复印件，以及合同中关
于质保金条款的页面复印件。

2.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转开保函
（1）转开保函的前提条件
不论外国企业是否在当地银行开设账户，只要有企业所在国银行的担

保，均可通过当地银行转开保函，且不需要抵押保函保证金。
（2）转开保函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管理保函、管控自身风险，在银行与银行之间会设立一定的保函

转开额度。如果保函金额超过银行之间设立的保函转开额度，则转开银行
不能转开此保函。而且，为了保证电文的传递，转开银行与担保银行之间
需要存在签押，如果两家银行不存在直接签押，则需由与有两家银行有签
押关系的中转银行进行中转，每经过一家银行，均需缴纳相应的手续费。
因而，在当地转开银行中，应选择那些有国际身份的大型银行，以避免此
类问题。

一般情况下，转开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都会倾向于转开开口保函，这
样转开银行可以无限期索赔。但是由于目前国内银行一般都会要求开具闭
口保函，所以当地转开银行一般会设定一个比保函效期长的反担保效期。
反担保效期可以由转开银行与企业商议，企业应当设置合理的反担保效
期，以规避不必要的索赔风险。

（3）转开保函的办理
首先，需要企业联系国内银行，提供办理保函的资料并指定当地转开

银行。待国内银行审查完保函申请资料后，会给当地转开银行发送转开电
文。当地转开银行收到电文后，会与企业联系并着手办理保函。待银行办
理好保函后，企业可去银行取回保函。

【金融机构为外国企业开具保函】除了银行外，一些财政部签发认可
的保险公司同样可以为外国企业开具工程类保函。一般情况下，如果业主
为喀麦隆政府部门，均会接受这些保险公司开具的保函。但是如果工程为
外资项目，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表4-2：喀麦隆财政部签发的可以开具公共工程类保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序 类 型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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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银行 Afriland First Bank (FIRST BANK)

2 银行 Banque Atlantique Cameroun (BACM)

3 银行 Banque Gabonaise pour le Financement International (BGFIBANK)

4 银行 Banque Internationale du Cameroun pour l'EpaIgne et le Crédit (BICEC)

5 银行 Citibank Cameroun (CITIGROUP)

6 银行 Commercial Bank-Cameroun(CBC)

7 银行 Ecobank Cameroun (ECOBANK)

8 银行 National Financial Credit-Bank(NFC-BANK)

9 银行 Société Commerciale de Banques-Cameroun (SCB-Cameroun)

10 银行 Société Générale Cameroun (SGC)

11 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ameroun (SCBC)

12 银行 Union Bank of Cameroun (UBC)

13 银行 United Bank for Africa (UBA)

14 银行 Banque Camerounaise d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 BC-PME)

15 保险公司 Activa Assurannes

16 保险公司 Assurance et Réassurance Africaine (AREA)

17 保险公司 Chanas Assurannes

18 保险公司 PRO ASSUR S.A.

19 保险公司 Zenithe Insurance

4.2.5 信用卡使用

喀麦隆的金融服务业尚不发达，信用卡普及程度较低，仅在少数高档
消费场所可以使用信用卡，极少有普通商铺接受信用卡支付。中国国内发
行的VISA或MASTER信用卡可在当地五星级宾馆、外资超市、高档西餐
厅等场所使用。

4.3 证券市场

杜阿拉证券交易所2005年5月23日正式开业，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18亿非郎，其中63.7%的股份由喀麦隆地产信贷银行（CFC）、荷
兰开发银行（FMO）以及十家私有商业银行所共同持有，23%由喀麦隆政
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持有，13.3%由私有保险公司持有。2019年，它与中非
地区证券交易所合并，形成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内的单一股票市



47
喀麦隆

场。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自来水】价格平均为364非郎/立方。
【电】喀麦隆自2012年6月起实施的电价标准如下：
（1）低压电

表4-3：喀麦隆低压电价格

（单位：非郎或美元/千瓦时）

每月用电量
2008年制定的价格 2012年调整后的价格

中非法郎 美元 中非法郎 美元

居民生活用电

低于 110千瓦时 50 0.091 50 0.091

111~400千瓦时 70 0.127 79 0.144

401~800千瓦时 80 0.145 94 0.171

800~2000千瓦时 85 0.155 99 0.180

非居民用电

低于 110千瓦时 75 0.136 84 0.153

111~400千瓦时 80 0.145 92 0.167

401~1000千瓦时 85 0.155 99 0.180

1000千瓦时以上 92 0.167 99 0.180

公共照明用电

66 0.12 66 0.12

注：1 美元兑中非法郎汇率为 1：550
资料来源：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整理

电价调整后，低压电用户不需再缴纳电表、断路器等设备的维修与更
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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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压电
电价调整后，中压电实行“阶梯式累进电价”和“分时段计价”。除缴纳

正常使用的电费外，中压电用户不需再缴纳电表、断路器等设备的维修与
更换费，但需缴纳固定的月租费3700非郎。

表4-4：喀麦隆中压电价格

（单位：非郎/千瓦时）

每月用电量 23时至次日18时 18时至23时
0～200小时 70 85

201～400小时 65 85

400小时以上 60 85
资料来源：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整理

（3）高压电：电价根据用户与电力公司达成的协议而确定。
【油气】喀麦隆实行燃油价格补贴政策，汽油的市场价稳定在630非

郎/升，柴油的市场价格稳定在575非郎/升。企业如需大量使用燃油，可与
当地燃油供应商签署独家供货协议，这种协议价一般略低于市场价。家用
液化气的价格为6500非郎/罐（12.5公斤装）。

4.4.2 工薪及劳动力供需

喀麦隆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较低，但具有专门知识的技工和专
业工程师比较缺乏。

喀麦隆《劳动法》规定，长期雇用劳工（3个月以上），雇主必须与
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由以下三项内容构成：

（1）养老金（Pension Vieillesse）：工资的7%，其中雇员支付2.8%，
雇主支付4.2%；

（2）工伤保险（Accident de Travail）：高危行业工资的5%，由雇主
支付。

（3）家庭补助（Prestations familiales）：工资的7%，由雇主支付。
（4）银行税（CFC）：工资的1.5%，由雇主支付。
（5）失业金（FNE）：工资的1%，由雇主支付。
2017年，喀麦隆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增长了3.9%。其中，建筑业增长

18.7%；农业增长8.3%；农食产品业增长5.6%；商贸业增长5.4%；林业下
降33.8%；采矿业下降20.6%；水电气业下降16.4%。目前，喀麦隆全国各
行业最低月工资标准（SMIG）为36270非郎。

表4-5：喀麦隆建筑与公共工程及相关行业工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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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非法郎）

注：当地员工岗位分类如下：

1. 一级岗位：普工，小工。

2. 二级岗位：无技术的拌和工，搬运工，铺碎石工，翻砂工，压模工，挖土工，开料

工，一般看守。

3. 三级岗位：各种专业工种（例如木匠、泥工、电工等）的助手，简单机械（例如混

凝土搅拌机350L、机动水泵、带式输送机、绞车、小自卸车、振动夯、振捣器等）的

操作手，考勤记录员，办公室（仓库、实验室）小工，种菜工，补胎工，加油工，普

工小组工头，测链员，测量助手。

4. 四级岗位：B照司机，机械（例如大型混凝土搅拌机，轮胎压路机，破碎机，小于

120CV的机械，自动铺碎石机，修整机，光轮压路机，拖拉机，小吊车，搬运车等）

的操作手，各种专业工种（例如瓦匠、泥水匠、（细）木匠、模架工、钢筋工、木工、

电工、仓库管理员、机械师、钣金工、油漆工、铺砌工、钳工、屋面（顶）工、砖工、

水泥工、锻工、粉刷工等），办公室管理员，工地（现场）记录员，无线电操作员，

印图员，看守长。

5. 五级岗位：机械（例如推土机>120CV、汽车吊、土方机械、拌和中心，平地机、

挖土机<1m3等）操作手，（能调节机械的）机械师，（能安装复杂线路、保修的）电

工，爆破工，描图员，测量助手，仓库管理，秘书，琢磨工，测量员。

6. 六级岗位：粉刷工（布景师），探测员，画图员，土地测量员，（重要土方机械、

混合料中心、重要破碎机、运设备机械、重要卡车、动力夯、挖土机>1m3）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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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会计，（安装）电工。

7. 七级岗位：仓库管理员，专业工种工头，监工，测量员，会计，（修理、调节等）

柴油机技师，有BEP的电工和机械师，好的平地机操作手，破碎拌和负责人，吊车安

装工，拉索式吊车操作手。

8. 八级岗位：修理厂、车库负责人，工作指导，工地指挥，制图员，地形测量员，高

级技师，行政组领导，领导秘书。

9. 九级岗位：重要修理厂、车库负责人，测量队负责人，重要制图员，重要工作指导，

副职会计负责人。

10. 十级岗位：工程师，会计负责人，物资负责人，地形测量负责人，建筑师，计算

机人员及设计人员，领导助手，环境质量负责人，物流负责人。

11. 十一级岗位：工程师，专家级会计，地形测量工程师，质量环境专家。

12. 十二级岗位：工程师，部门负责人，行政负责人，工作指挥，土地测量专家。

【加班费用】根据喀麦隆《劳动法》规定，喀麦隆每周实行40小时工
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有9个法定节假日。正常工作天数内的加班工
资或补贴如下：
（1）一周之内，白天加班时间的前8个小时的工资水平是正常的120%；
（2）一周之内，白天加班时间的第9~16小时的工资水平是正常的130%；
（3）一周之内，白天加班时间的第17~20小时的工资水平是正常的140%；
（4）夜晚（晚上十点至次日凌晨四点之间）工作满6小时，夜班补贴不少
于900fcfa；
（5）周日及节假日加班的工资水平是正常的140%；
（6）特殊情况加班的工资水平是正常的150%。

【外籍劳工】喀麦隆《劳动法》规定，所有在喀麦隆工作的外籍劳工
必须向喀麦隆政府交税，必须向就业和职业培训部申办工作准证，办理签
证免费。需要注意的是，外籍劳工拥有居留签证，并不意味着自动拥有工
作准证。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喀麦隆土地和房屋价格因地段、户型、装修水平、水电供应条件、安
保条件而异。总的来看，雅温得和杜阿拉两地的房价和租金最高，且市区
高于郊区。政府建有部分社会住房（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其价格比商业
住房要低，但仅限于符合申购条件的当地居民购买。

表4-6：喀麦隆土地及房屋价格

（单位：美元/㎡）

购买价格 租用价格（月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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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238~1200 1.2~4.0 较好地段价格

工业厂房 9.5~30 1.4~4.6 工业区地段价格

办公楼 691~1500 11.7~35 较好地段价格

住宅 1000~2300 16.7~40 较好地段价格

表4-7：雅温得部分地段住房售价与租金

地 段 户 型 价 格

社会住房售价

TSINGA区（市郊，

靠近会议大厦，距

离市中心约20分钟

车程）

2间卧室，1间25㎡客厅，1间厨房，1间洗手间 3600万非郎

3间卧室，1间30㎡客厅，1间厨房，2间洗手间 4800万非郎

4间卧室，1间31㎡客厅，1间厨房，3间洗手间 6000万非郎

商业住房售价

BASTOS区，靠近

意大利使馆（使馆

区，距离市中心5
到10分钟车程）

三层别墅（含地下1层），精装修，占地1600
㎡，院内有花园，一层有4间卧室（每间卧室各

有带浴室的洗手间）、4个阳台，二层有1间厨

房、1间餐厅、1个大客厅、1间公用洗手间、1
间门卫室，地下一层为游泳池

4.9亿非郎

SANTA
BARBARA区（靠

近雅温得总医院，

距离市中心30分钟

车程）

两栋双层别墅，精装修，占地550㎡，庭院为混

凝土地面，每栋别墅的一层有1间客厅、1间厨

房、1间洗手间，2层有4间卧室、2间洗手间，

证件齐全

2亿非郎

MBALLA 2区（靠

近使馆区，距离市

中心20分钟车程）

两栋单层楼房，简装修，占地434㎡，建筑面积

228㎡，其中一栋占地117平米，另一栋占地77
平米，各有3间卧室、1间洗手间、1间浴室、1
间厨房，院内有小型停车场

2.5亿非郎

SOA区（雅温得市

郊，雅温得第二大

学附近，距离市中

心40分钟车程）

酒店式公寓，占地10000㎡，地上3层，共有40
间卧室、1个前台、1间厨房、1间酒吧、1间厨

房（均有空调），楼内均为瓷砖地面

8.5亿非郎

住房租金

BASTOS区（使馆 公寓楼，2间卧室，2间洗手间，1间厨房，1间 3万非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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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距离市中心

5~10分钟车程）

客厅，带家具

公寓楼，3间卧室，3间洗手间，1间厨房，1间
客厅，带家具

4万非郎/天

独栋别墅，两层，3间卧室，3间洗手间，1间厨

房，1间客厅，带家具，带保安
9万非郎/天

GOLF区（美国大

使馆附近，距离市

中心10分钟车程）

公寓楼，3间卧室，4个卫生间，，1间厨房，1
间客厅，带家具，带保安

200万非郎/月
日租金8万非郎

公寓楼，2间卧室，2间洗手间，1间厨房，1间
客厅，带家具，带保安

130万非郎/套/月

公寓楼，4间卧室，4间洗手间，1间小厨房，1
间客厅，1储藏间，没有家具

120万非郎/套/月

独栋别墅，两层，6间卧室，7间洗手间，1间厨

房，2间客厅，2个储藏间，没有家具
500万非郎/套/月

资料来源：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市场采集。

4.4.4 建筑成本

喀麦隆工业基础薄弱，建筑材料生产能力有限，主要依赖进口。但为
保护本国工业，从2016年初开始，喀麦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水泥；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终止钢材进口。凡本地能够生产的水泥或钢材，必须
在当地采购，本地无法生产的规格、型号可以进口，但需向主管部门办理
申请许可。喀麦隆现有五家水泥公司：

(1)喀麦隆水泥公司（全称Cimenterie du Cameroun，简称CIMENCAM）：
1963年成立，法国拉法基集团持股55%，长期垄断喀麦隆水泥市场，最大
年产能为160万吨。

(2)非洲水泥公司（全称Ciments de l’Afrique，简称CIMAF）：是摩洛
哥ADDOHA集团2012年5月在喀麦隆设立的子公司，投资额200亿非郎，
2014年2月底投产，目前设计生产能力为50万吨/年。

(3) 杜阿拉水泥厂：由尼日利亚丹哥特集团（Dangote）投资建设，水
泥年产量为150万吨，于2015年1月正式投产。

(4)地中海水泥公司（MEDCAM）：由土耳其企业投资，2015年下旬
投产，现产能为60万吨，可扩产至100万吨。

(5)Mira水泥公司（全称Société Mira S.A）：由中资企业绿洲集团
（OASIS GROUP）与黎巴嫩企业合资建设，2018年建成投产，目前年产
量40万吨，拟扩产至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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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喀麦隆主要建材2021年5月市场价格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单价（F.CFA）

水泥 P.O42.5 吨 100,200不含TVA

碎石

4--6

吨

16,000
6--10 16,000
10--14 16,000
5--25 11,000

煤油 升 500
沥青 60/70 吨 380,000不含TVA

钢筋

Φ8

吨

480,600不含TVA
Φ10 480,600不含TVA
Φ12 480,600不含TVA
Φ14 480,600不含TVA
Φ16 480,600不含TVA

柴油 升 595含TVA
沙子（河沙）

机制砂
吨

11,000
5,200

注：以上价格不含增值税和运输费

资料来源：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市场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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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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麦隆主管贸易的部门是商务部，2011年12月政府改组后，该部主要
职责是落实和评估国家在商务领域的政策，具体包括：

（1）制定、落实并评估产品推动战略；
（2）制定价格法规，与有关部门共同监督价格法规的落实；
（3）为产品寻找新的市场；
（4）提高并保障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
（5）促进和管理公平竞争；
（6）与对外关系部共同就商贸协定进行磋商，监督商贸协定的落实；
（7）提高喀麦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8）查处假冒伪劣、不符合现行标准的产品以及有关单位；
（9）组织并监管商业展会；
（10）与有关部委和机构共同监测国际初级产品及衍生品的贸易情

况；
（11）与有关部门共同监督落实进口标准；
（12）与有关部门共同监测通货膨胀；
（13）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实施度量工具标准，管理度量工具的质

量；
（14）与有关部门共同联系国际商贸组织；
（15）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统一大宗消费品生产、储存和分配标准，

监督企业和有关单位遵守上述标准；
（16）与有关部门共同调节大宗消费品的供应；
（17）监管大宗消费品的储存和分配；
（18）与对外关系部共同和欧盟开展商务谈判；
（19）代表喀麦隆政府与世界贸易组织保持联系。

5.1.2 贸易法规

喀麦隆颁布的主要贸易法规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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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喀麦隆主要贸易法规

法规名称 查询链接

《贸易大纲》 http://cm.china-embassy.org/chn/jsfw/t1249339.htm

《关于进口补贴产品

倾销和商业化的法律》
-

《贸易活动法》
http://www.mincommerce.gov.cm/assets/files/Loi_2015_ac
tivite_commerciale.pdf

《关于价格核准方式

的法律》
-

《法定度量衡法》 -

《电子商务法》
http://www.art.c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oi-comme
rce-electronique-N-2010-021-du-21-12-2010.pdf

《对外贸易法》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171657.pdf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喀麦隆2016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倡导贸易自由化，但对于部分有
限制的或法律禁止的产品实行特别的规定。

详见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171657.pdf
【自由进出口的产品】需提供以下材料：进出口申请（包含申请人完

整地址、所从事的商业领域和进出口商品种类）、申请人商业注册文件副
本、属地税务机关签发的地址证明、经认证的纳税人证复印件、无欠税证
明、同意在喀麦隆从事商业活动的证书复印件（如需要）、相关产品进出
口许可（如需要）等。详见2017年6月7日颁布的关于2016年《对外贸易法》
实施细则的总理令。

【需办理行政手续的产品】进出口有关食品、动物制品、畜牧产品、
水产品及某些动植物产品时，必须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咖啡和可可
的出口是自由的，但质量必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货物装船时，国家可可
和咖啡管理局将进行检验。

【禁止进出口的产品】严禁进出口对人的健康或安全、公共秩序、环
境保护、动植物保护和文化遗产造成损害的产品。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2015年7月1日，喀麦隆政府颁布了关于“进口货物装运前合规性检验
计划实施细则”（PECAE）的政府令。

详见 http://www.anorcameroun.info/documents/decretpecae.pdf

http://www.anorcameroun.info/documents/decretpeca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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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31日，PECAE正式生效，喀政府指定SGS和Intertek国际公
司为具体执行公司，负责喀麦隆进口商品的装船前合规性检验工作，提供
商品检测、验证、分析和认证服务。该计划要求喀麦隆所有进口货物均需
接受装船前合规检验，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当地生产者的权
益，提高喀麦隆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并在产品投放至全国市场之前对其质
量合规性进行监控。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在杜阿拉设有办事处，该公司在
检验方面的规定主要有：

（1）除相关部门特别批准的免检商品和喀麦隆政府第94/1244号通知
明确列出的免检商品外，其他所有商品必须进行装船前检验；

（2）凡进口并应按规定接受检验的货物，必须委托总部设在日内瓦
的SGS公司或其子公司和代表处进行装船前检验，检验的范围包括商品的
质量、数量、价格和税则类别；

（3）进口商品检验税费由进口商自己承担；
（4）进口商品检验税的税率按有关商品装运港船上交货（FOB）价

值的0.95%计征，每份提单或每次装船至少征收11万非郎，该税费可用保
兑的支票在银行支付；

（5）如进口合同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已交纳的进口检验税费不予
退还；

（6）如进口商品的FOB价值总额等于或超过200万非郎（约合4000美
元），那么分批发运的货物也应该接受SGS检验；

（7）SGS商检证书是进口商报关纳税的主要法律文件之一，进口商必
须出示经SGS杜阿拉办事处复审签发的合格商检证书后，方能办理报关手
续；

（8）凡不属于免检范围的货物，或是已接到检验拒绝通知书或未发
给SGS商检证书的货物，一律不准进口或在喀报关；

（9）凡应按规定接受SGS检验的货物，对外付款必须通过银行；
（10）在买方信贷的情况下，付款机构必须在收到卖方提供的SGS商

检证书后方可付款。此条规定应在付款合同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进行任
何形式的对外付款；

（11）进口商应通知卖方，要求其为SGS进行的各项检验工作提供方
便，并确保受检商品的合理推荐和充足的样品供应；

（12）进口商应通知卖方，凡应按规定按受检验而未经SGS检验或未
得到全权商检证书的货物，一律不准装船，否则买方可拒付货款。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喀麦隆主要进口税税种及税率如下：



57
喀麦隆

【共同体税率】
在CEMAC共同体对外税率的框架下，进口商品按四大类报关并征收

进口税，税率从5%~30%不等，计算基础为商品报关价格。
第一类：生活必需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书籍等），税率为5%，

某些商品可免征营业税。
第二类：原料和工业设备（化工产品、工业机械、重量在20吨以上的

机动车、电脑等），税率为10%，某些商品可免征营业税。
第三类：中间产品（纺织品、工业用机器配件、鱼等），税率为20%，

并征收营业税。
第四类：日常消费品（香水、汽车、服装等），税率为30%，并征收

消费税25%。
【广义优惠税率】广义优惠税率适用于在CEMAC某成员国生产，但

在其他成员国消费的产品，税率为相关产品的共同对外税率的20%。
【增值税】正常税率为17.5%，计算基础为商品报关价格加上进口关

税及消费税。
【进口消费税】针对部分进口消费品，比如摩托车、汽车、香烟、美

容品以及奢侈品（首饰、宝石），其税率为5%~50%，计算基础为商品报
关价格加进口关税。

【出口税】每年财政法会对税率进行调整。根据2020年财政法，没有
特别规定的商品出口税率为2%，香蕉、工业制成品等税率为0%，钻石、
黄金、棕榈油等为10%，原木产品为35%。

此外，还要征收信息服务税（又称电脑税，Redevance informatique）
和市政税（MUN）。根据进口商品的不同，有时还会征收植物卫生检疫税、
动物卫生检疫税、消费税等。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在喀麦隆，不同的项目类型和投资方式各有不同的投资主管部门。
（1）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制定国家长期投资规划；推动公共

投资；筹备中期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预算；与财政部共同管理公共投资预
算；与对外关系部等有关部委共同商签和落实贷款协议等。

（2）矿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管所有矿业和工业领域内的投资
合作项目，负责颁发矿产勘探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促进私营投资的发展；
制定、发行与跟踪执行《投资宪章》。

（3）投资促进署：会同有关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落实政府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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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方面的政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投资者提供指导和帮助等。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投资法律法规】目前，喀麦隆颁布的关于投资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其
查询链接见下表。

表5-2：喀麦隆投资法律法规

法规名称 查询链接

《投资宪章》 http://images.mofcom.gov.cn/cm2/201302/2013021816224
2443.pdf

《经济区法》 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141879.pdf

《鼓励私有投资法》 https://www.prc.cm/fr/actualites/actes/lois/170-loi-n-2013-
004-du-18-avril-2013-fixant-les-incitations-a-l-investissem
ent-prive-en-republique-du-cameroun

【吸引外资政策服务体系】为鼓励和吸引投资，喀麦隆成立了“喀投
资促进署”、“中小企业促进署”、“创办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投资促进机
构。

【禁止外国人投资的行业、地区】目前，喀麦隆尚无关于禁止、限制
外国投资的行业或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关于外国人在喀麦隆不能经营的行
业、不能投资的地区及相关产业的股权限制等方面的规定。

喀麦隆支持和促进所有在喀的生产性投资，鼓励在喀麦隆开展有下列
特点的经济活动：优先利用本国资源；创造新的就业；生产供国内消费或
出口的有竞争性的商品或提供有竞争性的服务；增加制成品出口；引进和
采用合适的技术；保护环境和改善城乡生活水平。

【农业投资】喀麦隆政府鼓励和欢迎外资参与喀麦隆农业投资合作。
根据喀麦隆相关法律规定，允许外资获得喀麦隆农业耕地的特许经营权，
租赁经营期限最高可长达99年。根据规定，外资获得喀麦隆农业耕地后的
前五年为临时特许经营期。在此期间，如果国外投资方未按照合同经营农
业耕地，喀麦隆政府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外资在喀麦隆投资种植
粮食作物，可无偿使用农业耕地；外资在喀麦隆投资种植经济作物，需缴
纳相应的土地租费。

【林业投资】据了解，喀麦隆不允许外资获得喀麦隆林地所有权和承
包经营权。一般来说，外资需与喀方以合资形式来获得喀麦隆林地的承包
经营权，租赁经营的期限最高可长达99年。

【金融业投资】 目前，喀麦隆没有专门的金融业投资法。1973年8月
30日颁布的《银行业业务总统令》规定，在喀麦隆法律下成立的银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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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控股一半以上，需保留其原始商业名称，向喀麦
隆监管部门提供与母公司日常交易信息；资本分配方面的变化，需事先报
喀麦隆监管部门审批。

【文化投资】喀麦隆对文化领域的投资尚无专门法规。外资可申请在
喀麦隆从事广播电视等产业的投资，但需喀麦隆政府审批。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所有在喀麦隆投资并成立分支机构的外资企业，其发起人必须进行外
国投资预先申报。分支机构的形式可以是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等。

喀麦隆《投资宪章》规定，任何喀麦隆或外国的自然人或法人，不论
其居住在何地，都可在喀麦隆从事和开展经济活动。因此，任何外国的自
然人或法人只要遵守有关外国企业的法律和规定，以及喀麦隆与其国家签
订的条约和协议，均能享受喀麦隆自然人或法人的同等待遇。任何自然人
或法人，不论其国籍如何，只要遵守现行法律和规定，均可享受各种性质
的所有权、特许权和行政审批权。

喀麦隆2013年颁布的《经济区法》和2019年颁布的《经济区建设和管
理总统令》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单独或与当地投资者建设和管理经济区。
经济区包括出口免税区、农业区、商业区、工业区、物流区等。

5.2.4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主管部门】为了充分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制并做好相关管理，喀麦隆
于2009年构建了专门的法律框架并成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制合同扶持委员
会”（CARPA），向公私合作伙伴各方提供政策咨询和合同评估等帮助。

在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制合同扶持委员会的指
导下，企业可在喀麦隆开展BOT、PPP合作，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旅游、
交通运输和能源等领域。运营期没有固定年限，一般是25~50年。

高速公路PPP项目主要由公共工程部负责管理和签署PPP合同，但最终
需要总理府授标和批复。港口类PPP项目主要由港务局负责管理和签署PPP
合同。

【政策法规】在喀麦隆开展基础设施PPP等合作所依据的主要政策及
法规文件是2013年颁布的《ppp法律框架》和《鼓励私有投资法》。

按照《鼓励私有投资法》的规定，在喀麦隆开展BOT、PPP等合作可
享受以下税收和关税鼓励政策：

（1）在投资建立期（不超过五年），投资者可享有以下鼓励政策：
免除创建或增加资本的注册税；
免除房租注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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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购置房屋、土地、建筑等的交易税；
免除提供设备与建造房屋的注册税；
根据实际投资额的比例，全部扣除技术援助费用；
免除外国投资项目的劳务增值税；
免除特许经营合同的注册税；
免除营业税；
免除投资项目所购置设备的所有关税；
免除投资项目进口设备的增值税；
货物提关时，直接提取投资项目的进口设备。
（2）在投资经营期（不超过十年），根据实际投资额大小，投资者

可享有的减免税收包括：
最低赋税；
公司税；
利润税；
涉及贷款、担保、资本增加、房租等的注册税；
以红利或其他形式分发的动产资本收益税；
投资项目在发展和建设期的特别收入税，以及外国公司在喀支付薪酬

福利的特别税；
与加工业产品运输有关的注册税和印花税；
投资项目进口设备的所有关税；
用于出口的本地加工设备关税；
加工企业营业额中的各类税种。
此外，私有投资者还可享受最多五年的亏损结转政策。

【PPP模式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喀麦隆主要的PPP项目有克里比深水
港集装箱码头运营项目（由中国港湾-波洛莱-达飞组成的联合体运营，运
营期25年）、克里比深水港疏港高速Kribi-Lolabé（共38.5公里，2020年2
月授予中国港湾公司运营）、Nachtigal水电站项目（由法国电力公司、国
际金融公司和当地政府联合运营，装机容量420MW，合同额12亿欧元，计
划2023年发电，运营期35年）、14个公路自动收费站项目（法国Razel公司
和Egis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2020年5月与喀政府签订合同，运营期20
年）。

此外，喀麦隆政府计划以PPP模式实施雅温得—杜阿拉高速公路二期
项目（136公里）、埃代阿—克里比（Edéa-Kribi）高速公路项目，并已于
2020年4月进行国际公开招标。

【在喀开展合作的外资企业】目前，在喀麦隆开展基础设施BOT、PPP
合作模式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中国和法国，如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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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波洛莱非洲物流公司、法国达飞轮船公司、法国电力公司（EDF）、法
国Razel-Bec公司等。

【中资企业参与的典型合作案例】截至目前，中资企业中只有中国港
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PPP模式参与克里比深水港集装箱码头运营项目。
克里比深水港项目由中国港湾承建，并由中国港湾、法国波洛来和达飞轮
船公司组建联营体于2018年3月2日开始运营，运营期为25年。该运营项目
是中资企业在喀麦隆整合优质国际资源，采用BOT、PPP模式进行投建营
一体化的典型项目。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喀麦隆在2010年出台了《电子交易法律》。
详见http://www.art.c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oi-commerce-

electronique-N-2010-021-du-21-12-2010.pdf。

5.4 企业税收

5.4.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喀麦隆实行属地税制，税收制度由以下法律决定：
（1）《财政预算法》：由喀麦隆财政部起草，经国民议会和参议院

审议通过后颁布，每年年底发布次年的财政预算法；
（2）《税法》：每年年底发布的《财政预算法》会对《税法》进行

修订；
（3）关于税收制度的总统令、总理令、财政部令、税务局局长税法

解释令：财政部税务司网站（www.impots.cm）一般会及时发布此类政令；
（4）中部非洲国家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关于关税、进出口税的条约和

公约。

5.4.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在喀麦隆从事经营活动的公司，须交纳以下几种税：
【增值税】
纳税人：经常或偶然从事经营并符合税法实施范围的人。
征税范围：在喀麦隆境内有偿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进口货物等经营

活动应缴纳增值税。具体如下：物资交付以及自我供应；劳务及向自己提
供的劳务；商品进口业务；不动产工程；由不动产专业人士进行的所有性
质的不动产业务（租或转租自身持有或者经营的带家具的用于居住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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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税法总则新增内容）；由专业人员进行的二手物品的售卖；对有
形不动产进行的转让；进口石油产品或在喀麦隆生产的石油产品的售卖；
赌博和娱乐；设备租赁业务以及有或没有选择权的融资租贷业务；因应税
活动而获得的任何性质的商业补贴；商业性质的优惠贷款和债券让与；旅
行社销售国内航线的机票收取的费用。

税率：包括主体税率17.5%和1.75%的市镇附加税，合计为19.25%。进
口货物需征收增值税，出口货物免征。

【预扣所得税】：2015年税率调整为2.2%，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
号之前缴纳。该税种实际为所得税的预扣税，最终将根据企业获利情况进
行清算，多退少补。

【公司税】
纳税人：在喀经营的企业需交纳公司税，征收对象包括股份制公司（含

股份有限公司和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及其联盟、有财务自
主权的国家机构、所有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或开展营利性业务的法人。

税基：在喀麦隆境内从事开发活动或经营活动所得收益，有国际协定
规定的除外。

税率：
-居民企业（在喀当地登记注册或管理总部在喀的企业）：税率30%，

若加上市镇附加税（centimes additionnels communaux），则为33%。税基
为应税收入，实行月度所得税预缴机制，月度申报，年度汇缴。以年营业
收入8.6万美元为标准，小企业和大企业月度预缴税率分别为5.5%和2.2%；

-非居民企业（注册地不在喀的企业）：非居民企业取得来自喀境内的
利润（分红、利息）和其他所得时，须缴纳预提所得税。其中，对服务、
软件产生的利润执行15%的税率，对分红、利息执行16.5%的税率。

税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在7月1日至12月31日间开始的商业活
动，可在下一个财务年度结束后结算。

【销售预付税】：税率为1%，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之前缴纳。
【采购预付税】：税率为1%，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之前缴纳。
【营业执照税】
纳税人：任何在某个市镇开展经济、商业或者工业业务或者不属于本

法免税范围的其他职业的具有喀麦隆国籍或者外国国籍的自然人或者法
人；

税基：上年度申报的营业收入；
税率：大型企业税率0.159%，交税限额500万~25亿；中型企业税率

0.283%，交税限额14.15万~450万；小型企业税率0.494%，交税限额5万~14
万。

申报和交税期限：每年2月2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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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公司1~2年内免交营业执照税。
【收入特别税】：根据国际税收协定，国家或地方行政区域对非常驻

于喀麦隆（但其公司或机构位于喀麦隆）的法人或自然人的所得征收特别
税。税基包括特许使用费毛额及上面提及的其他报酬。毛额是指任何形式
收入，特殊的税收收入包括在内。

税率：通用税率为15%，另有10%和5%两档优惠税率（有国际税收协
定的除外；2017年税法总则已对税率进行了调整）。针对境外企业在喀麦
隆进行税务申报后放弃/停止课税的，其零星服务收入的适用税率为10%；
针对境外企业作为在喀麦隆公共合同领域的中标人，其收入的适用税率为
5%。

【非商业所得税】：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薪酬应缴纳税率为16.5%
的非商业所得税（含市政附加税），次月15日之前必须向为该等组织指派
的主管税务员申报和缴纳相应税款。

【合同注册税】：根据资金来源分为两种类型：（1）政府资金：税
率2%，计税基数为工程承包合同总价；（2）外来资金：固定税5万非郎+
累积税（30万非郎*合同份数）+印花税（1000非郎*合同页数*合同份数），
一般缴纳额度为几百万非郎。喀2018年财政法对合同注册税的变更如下：

①所有由国家年度预算支撑的合同均需要完成注册，包含利用外资的
合同，公共采购合同注册一律在税局完成。

②公共采购合同注册税应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缴纳，否则需缴
纳滞纳金。

③公共采购合同注册需要提供以下文件：预发票（明确合同净金额与
含税总金额）、公共采购合同文本、税局出具的三个月以内完税证明。

④政府自有资金的公共采购合同注册税基本税率为：合同金额500万
非郎以内为5%，500万非郎以上为2%。公有制企业的采购合同注册税基本
税率为：合同金额500万非郎以内为2%，500万非郎以上为1%。

⑤2018年财政法删除了之前利用外资合同可适用于5万非郎注册税的
条款，此后，所有的公共采购合同不论资金来源一律采用上述阶梯税率。

【商业注册税】：据喀麦隆税法规定，工程合同受益方须自合同签订
之日起1月内携合同原件一式七份，到其直属税务局办理税款计算、缴纳
及登记注册；从2017年开始，合同注册税的计算及申报需在税务申报系统
执行。工程合同按资金来源税款计算如下：

工程合同执行比例税，税基为合同不含税价（合同中另有特别规定的
按合同规定执行），税率为2%，同时产生1%的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
税款，及尺寸印花税（1000非郎*每份合同页数*7）。

【个人所得税】：根据喀麦隆税法，个税税率为累进制，按自然年计
算，最高税率为35%，纳税额无上限。当地税局已发布纳税指导，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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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纳税，且年底不用调平。如果确定是常驻（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就需
要从首月纳税，纳税终点为离境日。如果只是出差（在喀麦隆少于6个月）
则不需要纳税。公司不用年度申报。个人不用申报工资收入，但需申报工
资外的其他收入。

根据《喀麦隆税法通则》（Code général des impôts du Cameroun），
以下情况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 月收入低于5.2万非郎；
- 储蓄金额不超过1000万非郎的账户银行利息；
- 储蓄凭证利息；
- 奖学金；
- 个人在转让股票、债券和其他股本时获得的总收益净额低于50万非

郎；
- 公司发行的债券；
- 带有损害补偿性质的补贴。

表5-3：喀麦隆工资与薪金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年个税征收基数 税率（%）

1 不超过200万非郎的部分 10
2 200万至300万非郎的部分 15
3 300万至500万非郎的部分 25
4 超过500万非郎的部分 35

数据来源：喀麦隆税法

【市镇附加税】市镇对于以下税费征收附加税：个人所得税；公司税
（IS）；增值税（TVA）。税率：10%。

税基：相关主税。
【税法变化】对于2019年1月1日后签署融资协议的项目，关税及进口

不再由喀麦隆政府承担，需纳入合同金额及融资协议金额。

5.5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5.1 经济特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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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喀麦隆经济特区法规

法规名称 主要内容

《经济区法》 （1）经济区的管理者和入驻经济区的企业享受《喀麦隆共和国鼓

励私有投资法》规定的所有鼓励政策。

（2）经济区的发起人、管理者以及准入企业可享受由公共交通服

务部门、港口服务部门、通讯服务部门、能源和水资源服务部门

提供的最有利的优惠资费标准。

（3）发起人在获得用于建设经济区的土地时可享受优惠资费标

准。

（4）经能源和水资源部批准，经济区的发起人、管理者以及准入

企业可安装其自有的设备，以满足其对电力和水的需求。

（5）经邮电部批准，经济区的发起人、管理者以及准入企业可获

取和/或安装其自有的通讯系统。

（6）经济区的发起人、管理者以及准入企业应根据喀麦隆现行法

律法规执行会计制度。

《喀麦隆经济

区建设和管理

总统令》

1. 经济区的建立

（1）在经济区内可以创立：农业区、手工业区、商业区、出口加

工区、工业区、服务活动区、技术活动区、专业区、农产品中心、

高科技工业中心、科技技术中心、竞争力合作中心、综合旅游区。

一些混合区域，由上述提到的多个区域重组的区域同样可以成立

经济区。

（2）如下法人可以提议设立经济区：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各地方

当局、有经济职能的公共机构（如商会）、企业雇主组织、公立

或私利高等教育机构、经济利益团体。上述经济利益团体可以根

据情况由下述成员组成：当地投资者、国外投资者、国内外联合

投资者、有经济职能的公共机构或企业雇主组织的成员。

（3）经济区发起人应有足够实力，并已有至少5家企业愿意入驻

该经济区。

（4）成立经济区所需文件由经济部长确定。

（5）成立经济区的流程：

-发起人需要准备一式三份的文件交予经济区管理局

（L’Agence de Promotion des Zones Economique）；

-经济区管理局在收取完整文件后，将出具文件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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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管理局在收到文件后30天内反馈，如逾时，发起人可要求

经济部长予以协助；

-经济区管理局可要求发起人提供补充文件，如发起人提交的文件

不符合条件，可退回申请材料。发起人将在文件被决定退回后7
天内收到通知；

-在申请文件检查确认无问题后，将被提交给经济部长，部长将起

草设立经济区的法令草案。

-经济部长将在收到文件后15天内审阅文件并给出意见。

（6）经济区的运行：

-发起人需要在部长签署设立经济区后5年内使经济区开始运作；

-如超出5年期限，发起人可以申请延期，但延期不能超过2年；

-如延期2年内且发起人无正当理由，该经济区将根据总统令取消。

2. 经济区的管理

（1）经济区的管理者可以是发起人或其委托的管理者。管理者应

为符合喀麦隆法律的法人，总部设在经济区内。经济区发起人可

向经济区管理局递交关于成为管理者的申请，并由后者批准。相

关申请所需文件构成由经济部长决定。经济区管理者需负责：

-安置被允许的企业落户经济区；

-负责协助经济区的基础建设（水、电、通讯、网络、道路）；

-在经济区租赁、转租及维护不动产；

-建设经济区所需的其他必要基础设施；

-为区内的企业提供各种服务；

-保障经济区的安全；

-向投资者推介经济区。

3.税制及关税制度

（1）经济区的税制及关税制度另行确定。

（2）根据2013年9月9日总统令成立的激励喀麦隆私人投资后续措

施稳定性委员会，负责监管经济区税收及关税体制以及入驻企业

所获得的优惠政策的稳定性。

《喀麦隆免税

工业区制度》

1.税务和关税优惠

（1）从开始运营起10年内，免征所有营业税和附加税；

（2）第11年起，继续享受上述优惠，但须交纳15%的工商税；

（3）除客车和汽油之外的其他商品进出口免除关税；

（4）在前10年免税期内的亏损可以结转到以后的会计年度冲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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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2.商业优惠

（1）免除所有进出口执照、许可证或配额限制；

（2）价格和利润额不受监督。

3.金融交易优惠

（1）可开办外汇账户；

（2）企业买卖外汇操作及利润汇出不受限制，但其中25%应该在

喀进行再投资。

4.劳工优惠

（1）不受按照生产率结算的工资价格表的限制；

（2）享受劳工合同自由谈判的权利；

（3）外籍劳工自动获得工作许可（25%的工资须在喀支付）。

5.其他优惠

区内工厂企业享受水、电、通讯等优惠价格，可以在区内开发私

营电网和通讯网络。

5.5.2 经济特区介绍

【克里比港口工业综合开发区】2012年3月，喀麦隆政府公布了克里
比港口工业综合开发区整治总体规划。拟建的开发区以克里比深水港为基
础，建设港口、工业园区和城市综合配套基础设施。克里比港口工业综合
开发区占地2.6万公顷，其中自贸区占地2947公顷，在建的物流园区为455
公顷。

目前，该开发区正处于逐步建设阶段，已有部分工厂入驻或正在建设
中，包括年处理可可豆4.8万吨的加工厂、机械设备组装厂、年产50万吨水
泥的克里比工业水泥厂（Cmikri）等。

5.6 劳动就业法规

5.6.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喀麦隆现行《劳动法》，于 1992年 8月 14日颁布。原文详见
http://www.droit-afrique.com/upload/doc/cameroun/Cameroun-Code-1992-tra
vail.pdf 。 中 国 驻 喀 麦 隆 使 馆 官 网 发 布 有 参 考 译 文 ， 详 见
http://cm.china-embassy.org/chn/jsfw/t1249348.htm。

【劳务合同】喀《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合同有以下几种：
（1）有限期合同：这类合同根据双方意愿确定期限，一般为2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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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多次延期，每次延期2年；另一种只能延期1次。
（2）无限期合同：这类合同事先没有确定期限，一方或另一方按照

第34条规定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终止合同。
（3）短期合同：临时顶替其他不在岗劳动者的工作或因工作所需招

聘额外人员时所签的合同，合同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
（4）临时合同：解决公司尚未预料到的紧急工作、事故、设备维修、

建筑维修等工作时所签合同，合同有效期不超过15天。
（5）季节性工作合同：公司与周期性、季节性工人所签合同，合同

有效期每年度内不超过6个月。
《劳动法》同时规定：喀籍劳动者的有限期合同与同一公司只能续签

一次，续签期满后，如果劳动关系依然持续，合同应改为无限期合同；外
籍劳动者的合同续签须征得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的同意。

【合同终止】《劳动法》规定：
（1）无限期劳动合同可按其中一方意愿解除或终止，但需由提议的

一方预先通知另一方，并须阐明理由；
如由雇主解除劳动合同，被解雇的雇员连续工作两年以上且未发生重

大过失，则被解雇的一方有权得到解雇补偿。如雇员发生重大过失，则劳
动合同的终止可不预先通知，但保留对重大失误评估的权利，保留有关法
庭对失误程度的评估权利；

（2）有限期合同只可在以下情况提前解除：发生重大过失或者双方
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

（3）合同到期后，无论解除合同的动机如何，在劳动者被解雇之前，
雇主应向劳动者发放劳动证书，注明合同的生效和结束日期、劳动者所从
事的工种等。此证书免除所有登记税和印花税，证书应注明“义务履行完
毕”或其他类似字眼。

【劳动时间】《劳动法》规定：
（1）非农业性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工作时间每周不超过40小时；
（2）农业及类似企业工作时间为每年2400小时，每周不超过48小时；
（3）上述要求适用于所有劳动者，无论其年龄和性别，也适用于所

有报酬方法；
（4）国家劳动咨询委员会提出意见后，以法令形式确定的其他特殊

情况除外；
（5）每周休息是必须的，至少连续休息24小时，原则上不能用补偿

津贴代替周日休息。
【劳动报酬】喀麦隆目前最低工资为3.6万非郎，约55欧元。《劳动法》

关于劳动报酬的主要规定如下：
（1）劳动者报酬应平等，不论出身、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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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2）当报酬全部或部分是由佣金、奖金、其他补助金或代表补助金

的其他津贴组成，且当上述报酬不是偿付费用的时候，在计算休假补助、
预先通知补偿和损失补偿时应包括在内（以月平均数计）。

（3）如需劳动者在日常居住地以外执行劳动合同，雇主应为其提供
住房，其面积必须适宜且足够，和家庭住房相仿，且能够满足经国家劳动
咨询委员会提出意见、劳动部长以法令形式确定的条件；如雇主无法提供
住房，可向有关劳动者支付住房津贴，其最低标准和发放方法由上述法令
一并确定。

（4）如果劳动者无法自己获得食品时，雇主要为劳动者及与其一起
居住的家人提供食品。雇主的这种服务是收费的，收费金额由上述法令一
并确定。

（5）在不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上述住房和食品并不是必须提供的，
除非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协议。

【社会保险】雇主应向喀麦隆国家社会保险管理局缴纳雇员社会保
险，社保由养老金、工伤及职业病保险和家庭补助组成。2016年2月15日
颁布的总统令规定如下：

（1）养老金：为工资的8.4%，其中雇员支付4.2%，雇主支付4.2%；
缴存基数上限为每月75万非郎。

（2）工伤及职业病保险：高危行业缴费率为工资的5%，中等危险行
业2.5%，非危险行业1.75%，由雇主支付。

（3）家庭补助：根据行业不同，有三种缴费率，分别为工资的7%、
5.65%和3.7%，缴存基数上限为每月75万非郎，由雇主支付。

5.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现行《劳动法》第27条规定，外籍雇员的劳动合同在开始执行前须由
劳动部长（目前实际为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批准。雇主负责为外籍雇员
申请签证，如签证被拒，则劳动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此外，如果劳动部
长在接受签证申请之后2个月内没有做出裁决，该申请将被视为已被接受。

《劳动法》第113条规定，为尽量使用国内劳力，经国家劳动咨询委
员会提出意见后，可以限制外国人从事某些职业或限制雇佣具有某类职称
的外国人。

2021年4月，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颁发《发放国民劳动力匮乏证明的具
体办法》部令，以促进公共和私人投资项目更多地使用本国劳动力。该证
明用于证实喀本国劳动力市场无法或无法充足供给具有高级技术能力或
专业资格的劳动力时，才可雇佣外国人。部令原文见
https://www.facebook.com/MINEFOP/photos/pcb.4465511163462221/44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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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128912/?type=3&theater。

5.7 外国企业在喀麦隆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土地所有制】喀麦隆的土地主要分为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两类，其
中绝大部分土地均属于国家所有，私人所有的土地仅占很小一部分。

（1）国家所有
根据喀麦隆政府1974年7月6日颁行的《关于土地制度的政府令》和《关

于地产制度的政府令》，国家所有的土地分为公共地产、国家私有地产和
国有地产三大类：

①公共地产（domaine public）：指用于直接公共用途或供公共服务部
门使用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包括自然公共地产（领土、领空、领海、河
流、湖泊）和人为公共地产两大类，后者指国家或公共部门建设并负责维
护的公路、铁路、港口、公共建筑等，具体由国家颁布政府令确定，公共
地产的归属权属于国家管理。

②国家私有地产（domaine privé de l'Etat）：包括国家依法通过有偿或
无偿方式获得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国家建设并负责维护的建筑物、工程、
整治区域所在的土地。

③国有地产（domaine national）：是指自《关于土地制度的政府令》
颁行之日起，未被列入公共地产、国家私有地产、私人地产的所有地产，
以及未在该政府令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土地证的私人地产。国有地产由国家
管理，并进行合理的使用和开发。

（2）私人所有
《关于土地制度的政府令》规定，国家是所有土地的“看守人”，同

时保障所有拥有地产的自然人和法人自由使用和处置其地产的权力。具体
而言，私人地产指的是个人所有且根据1976年4月27日颁行的《关于土地
证申办条件的政府令》申办了土地证的地产。同时，《关于土地制度的政
府令》规定，1974年8月5日起六年内未依法办理并领取土地证的城市土地，
以及同日起十五年内未依法办理并领取土地证的农村土地，一律划归为国
有地产。

【土地征用】喀麦隆政府1985年7月4日颁行的《关于公用事业征地及
赔偿方法的法律》规定，为实现共同利益，国家可以通过公用事业征地手
续获得合法的私人地产，并由征地的受益方向受害方赔偿直接的、即时的、
明显的物资损失，涵盖毛地、农作物、建筑物和其他各种有价值物。

【土地出售】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中，公共地产、国有地产不允许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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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国家私有地产可被出售。私人地产可以出售。

5.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资企业或外国人在喀麦隆获得土地所有权的规定、方式、使用年限
主要如下：

【公共地产】原则上，公共地产属于公共财产，不能被个人所占用，
其归属权不属于任何个人，但《关于地产制度的政府令》同时规定，公共
地产由国家管理，出于合理利用的目的，也可由公共法人或公共服务部门
在国家的领导下代管。在此情况下，国家允许有关公共法人或公共服务部
门“临时占用”公共地产。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无法获得“公共地产”的所有权。

【国家私有地产】喀麦隆政府1976年4月27日颁行的《关于国家私有
地产管理方式的政府令》规定，国家私有地产的归属权可被划拨、出售、
出让、交换，但划拨、出让的对象仅限于公共服务部门和公共法人，涉及
企业和个人的仅有出售和交换，具体方式如下：

出售：包括竞卖和协商出售两种方式。竞卖由地产所在地的省长主持，
于竞卖公告发布30日后进行，竞卖结果须由地产部长签发部长令后方可生
效。协商出售由收购方在地产所在地的省长的领导下向地产部提出申请，
申请被批准后，收购方与国家签署协商出售协议。

交换：指的是国家私有地产与个人所持有的同等性质的地产之间的交
换，地产部负责对个人所持有的地产进行评估，交换须通过政府令的方式
批准。

上述政府令同时规定，国家可通过一般租赁和长期租赁两种方式，将
国家私有地产的使用权交给提出申请的自然人或法人，具体如下：

一般租赁：由申请人向地产部提出申请，租赁合同须经总统签发总统
令批准后才可签署。一般租赁的期限不超过18年，租金由承租人与出租人
商定。租赁期内，承租人可自动放弃租赁，但须提前六个月通知有关部门
并付清所有租金。如果承租人在租赁期内未履行其义务，则国家可废止租
赁合同。

长期租赁：由申请人向地产部提出申请，租赁合同须经总统签发总统
令批准后才可签署。长期租赁的期限在18~99年之间，租金由承租人与出
租人商定。租赁期内，承租人自动放弃租赁或国家废止租赁合同的条件与
一般租赁相同。

【国有地产】喀麦隆政府1976年4月27日颁行的《关于国有地产管理
方式的政府令》规定，未被占用和开发的国有地产可通过临时出让的方式
进行分配，临时出让可根据该政府令规定的条件转为最终出让或长期租
赁。具体方法如下：

所有希望对未被占用和开发的国有地产进行开发的自然人或法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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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地产部设在当地的办事机构提出申请；地产部办事机构收集资料
后，将资料递交咨询委员会（由地方政府负责人、地产部及有关部委代表、
土地所在村庄的村长及两名公证人组成）审核；审核通过后，不足50公顷
的土地由地产部长签发部长令颁布临时出让的决定，超过50公顷的土地由
总统签发总统令颁布临时出让的决定。

临时出让的期限不超过5年。期满时，咨询委员会将对土地开发情况
进行评估，特别是要确定已投入的资金总额，然后向土地所在省的省长递
交评估报告；省长根据投资额并在确认土地已被开发的情况下，提出最终
出让的建议，如开发商是外国人，则只能提出长期租赁的建议。根据省长
建议，不足50公顷的土地由地产部长签发部长令颁布最终出让或长期租赁
的决定，超过50公顷的土地由总统签发总统令颁布相关租赁决定。

临时出让和最终出让的价格为1非郎/平方米。
长期租赁的价格由喀麦隆政府有关部委与租赁人商定。长期租赁的期

限不超过99年，期满后可按上述程序延期。
【私人之间转让土地】喀麦隆政府1979年1月13日颁行《关于私有不

动产交易的政府令》，规定私人之间可通过出售、免费出让和交换三种方
式进行私有不动产交易，主要手续如下：

希望转让不动产的个人（下称“转让者”）向地产部提出申请；地产部
免费勘定土地边界，形成书面报告，绘制地图（地图须贴印花，并由转让
者签字），然后将上述材料交给转让者；转让者与接受不动产的个人（下
称“接受者”）共同联系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人，递交不动产交易的有关材
料；公证人对不动产交易进行登记，拟订交易合同并交转让者与接受者签
字，然后在登记后8日内将合同递交地产部主管部门；地产部对合同进行
登记并审核地产交易的有关材料，审核通过后颁发新的土地证，如审核不
通过，则将有关材料退还给公证人。

需要注意的是，私人出售其私有不动产时，国家享有优先购买权；只
有在国家主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私人才可进行收购。此外，处于
边境地区的私人不动产不允许出售给外国自然人或法人。

5.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2019年7月，杜阿拉证券交易所（DSX）和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
中部非洲证券交易所合并，新的中部非洲证券交易所（BVMAC）总部设
在杜阿拉，作为喀麦隆、加蓬、中非、乍得、赤几、刚果（布）六国共同
的证券交易所。目前该交易所共有10家上市企业，其中喀麦隆7家，加蓬、
赤几、刚果（布）各1家。

目前，尚无外资企业参与当地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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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环境保护法规

5.9.1 环保管理部门

喀麦隆环保管理部门是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其主要职能
是制定并落实政府环保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如下：

（1）确立合理且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原则和实施方法。
（2）与有关部委和专业机构共同制定环境管理措施。
（3）与有关部委共同制定各领域的环境保护规划。
（4）与有关部委共同监管和协调地区或国际性组织对保护喀自然环

境方面采取的行动。
（5）监管大型项目的实施是否与自然环境相和谐。
（6）向公众宣传有关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管理、保护和修复自然环

境。
（7）与对外关系部共同商签并落实环保方面的国际合作协议。

5.9.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喀麦隆现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1）《环境管理法律框架》：1996年8月5日颁布，第96/12号法律，

详见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19578.pdf。
（2）《水资源管理制度》：1998年4月14日颁布，第98/005号法律，

详见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33974.pdf。
（3）《森林、动物资源和渔业管理制度》：1994年1月20日颁布，第

94/01号法律，详见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4845.pdf。
（4）《植物卫生保护法》：2003年4月21日颁布，第2003/003号法律，

详见https://www.ippc.int/en/countries/cameroon/reportingobligation/
2012/12/loi-n-2003003-du-21-avril-2003-portant-protection-phytosanitaire-au-
cameroun-/。

（5）《环境影响评估实施方法》：2005年2月23日颁布，第2005/0577/
PM号政府令，详见http://extwprlegs1.fao.org/docs/pdf/cmr151421.pdf。

其中，《环境管理法律框架》确定了喀麦隆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基本框
架，《环境影响评估实施方法》对环境影响评估工作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详
细规定。

5.9.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环境管理法律框架》第77-81条规定：
（1）在不影响刑事责任方案实施的前提下，且不需要证明的违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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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事运输或使用碳氢化合物、有害或危险化学物质或经营相似业务的
商业机构，且因此直接或间接引起肉体或物质损害的，都要承担民事责任。

（2）当构成犯法的因素为工业、商业、手工业或农业的机构，所有
者、经营者、厂长或主管人按照情况，将负责交纳罚款，违法的责任人应
支付司法裁决费用并整顿现状。

（3）所有出现下列情况的人，将被处以200万至500万非郎的罚款，
并处6个月至2年的监禁，或以上两种处罚之一：

①对于必须进行环保设计的项目，在没有进行设计的情况下就执行该
项目；

②没有按照环保设计要求的标准、规范和措施执行项目；
③阻止本法律及/或其实施细则所要求的检查和分析的实施。
（4）所有在喀麦隆领土弃置有毒和（或）有害废弃物的人，将被处

以5000万至5亿非郎的罚款，并处终身监禁。
（5）所有进口、生产、持有和（或）使用违法的有害或有毒物质的

人，将被处以1000万至5000万非郎的罚款，并处2至5年的监禁，或以上两
种处罚之一。

（6）所有污染、毁坏土地和土壤，使空气或水变质的人，将被处以
100万至500万非郎罚款，并处6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以上两种处罚之一。

（7）在屡犯情况下，最大罚款金额将加倍。
（8）所有违反本法及其实施细则，或违反喀麦隆加入的有关预防海

洋污染的国际条约，向喀麦隆司法权限内海域排放碳氢化合物或其他有害
液体的船舶船长，将被处以1000万至5000万非郎的罚款，并处6个月至1年
的监禁，或以上两种处罚之一。

（9）出现上述违法情况的船舶如果不是油罐船，或其净重低于400吨，
上述处罚标准可以降低，但罚款金额最低不得少于100万非郎。

5.9.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环境管理法律框架》第17-20条对企业开展投资或工程承包前的环境
评估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第17条规定：在实施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土
地整治项目、工程项目或设施安装项目之前，施工单位或业主必须进行环
境影响评估，考察项目对选址或有关地区生态平衡、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等
可能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第19条规定，环评报告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1）对项目选址和所在环境原始状态的分析。
（2）项目选址的理由。
（3）项目的实施对选址、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4）施工单位或业主为消除或降低项目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计划采

取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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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介绍其他有关解决措施，并从环境保护角度说明项目为什么立
项的理由。

该法第79条规定，企业如果在没有进行环保设计的情况下就实施必
须进行环保设计的项目，或不按照环保设计要求的标准、规范和措施实施
项目，将被处以200万至500万非郎的罚款，或处6个月至2年的监禁，或并
处以上两种处罚。

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负责审核环评报告等有关手续。
根据《环境影响评估实施方法》，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程序如下：
（1）项目发起人向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递交一份关于进

行环境影响评估的申请、环评工作大纲（TDR），并向国家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基金会缴纳环评工作大纲审批费200万非郎。

（2）环境部收到上述材料后，出具收据，并在收据上注明材料递交
日期和材料编号。

（3）环境部收到上述材料后20日内，对环评工作大纲作出批复，根
据项目的类别对环评报告的内容提出指导意见，明确环评报告的等级，以
及项目发起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材料递交后30天内未得到批复，项目发起
人可以认为环评工作大纲已被批准。

（4）项目发起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撰写环评报告，也可委托政府
认可的咨询公司、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协会承担此项工作。

（5）项目发起人向环境部递交环评报告1式20份，向环境部有关司局
递交1式2份，并根据环评报告的类别向国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缴纳
审批费，简明报告的审批费为200万非郎，详细报告审批费为500万非郎。

（6）收到环评报告后，环境部组织工作组赴项目现场考察，撰写考
察报告，并上报有关部门。

（7）环境部收到环评报告后20日内，就环评报告是否合格提出意见
并告知项目发起人。如合格，环境部应在媒体发布环评报告；如不合格，
环境部应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如环境部20日之内未提出意见，环评报告即
被视为合格。

（8）环境部将有关材料上报有关部门。
（9）上级部门批复后，环境部为项目发起人出具“环境合格证书”。

环境合格证书签发3年后，若项目仍未启动，该证书自动失效。
喀麦隆环评机构：喀麦隆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
联系电话：00237-222233423 传真：00237-222236051

5.10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目前，喀麦隆已成立了国家反腐败委员会（CONAC），但尚未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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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法规。

5.11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1.1 许可制度

喀麦隆2004年9月24日颁布了《公共合同法》。根据该法，外国自然
人可以在喀麦隆承揽工程承包项目。关于建设过程、工程验收等，每个项
目的规定不同，具体可根据招标文件来确定。

一般招标类型分为“国内招标”和“国际招标”。“国内招标”仅许
可在喀麦隆本地注册的公司参与投标。“国际招标”对投标企业的国别没
有要求，但中标后则规定中标企业须在喀麦隆注册，以进行纳税等工作。

【工程建设过程、工程验收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喀麦隆工程承包项目多采用法国规范，少数使用欧洲或喀麦隆规范。
工程质量验收多根据合同中CCTP（即特别技术条款）中的规定。项

目验收多根据合同制CCAG（即一般行政条款）、CCAP（即特别行政条
款）的规定，免责事宜在行政条款中也有说明。根据项目类型说明如下：

（1）房建项目：
安全标准规定：遵守现行安全规定（法国规定），尤其是6/12/76法律

和9/6/77应用法令；B.T.P.C.T.N.批准的11/06/80“事故预防措施”。
质量标准规定：施工过程主要按照法国《统一标准文件》、《标准化

协会文件》的规定执行。
（2）公路、市政项目：
一般在施工设计中用到的规范有EN1090-2、NFP18、NFP98、CETRA、

EN10021、EN1992-1-1等。具体清单如下表：
表5-5：高速公路项目适用法国规范目录

规范名(法语) (修改)日期 类型

ICTAAL INSTRUCTION SUR LES CONDITIONS TECHNIQUES

D’AMÉNAGEMENT DES AUTOROUTES DE LIAISON
12 décembre 2000 路线

PONT DALLE EN BETON ARMEPSI DA CALCUL

AUTOMATIQUE SELON LES REGLES BAEL
桥梁

BAEL 91.MOD.99 涵洞

EUROCODE 8 涵洞

CPC FASCICULE 61 TITRE Ⅱ 涵洞

CPC FASCICULE 62 TITRE Ⅴ 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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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INTERMINISTÉRIELLE

SUR LA SIGNALISATION

ROUTIÈRE

1ère PARTIE : Généralités 12 janvier 2012
交通工程

（标线）

2ème PARTIE : Signalisation de

danger
6 décembre 2011

交通工程

（标线）

3ème PARTIE : Intersections et

régimes de priorité
6 décembre 2011

交通工程

（标线）

4ème PARTIE : Signalisation de

prescription
6 décembre 2011

交通工程

（标线）

5ème PARTIE : Signalisation

d’indication, des services et de

repérage

22 décembre 2012
交通工程

（标线）

6ème PARTIE : Feux de

circulation permanents
17 avril 2012

交通工程

（标线）

7ème PARTIE : Marques sur

chaussée
22 décembre 2011

交通工程

（标线）

CHAUSSÉESBORDURES ET CANIVEAUX PRÉFABRIQUÉS EN

BÉTON

交通工程

（路缘石）

VU POUR ETRE ANNEXE A LA DECISION N°BN4/16-06-08

DU 13/02/2009

交通工程

（BN4、
BN16护栏）

Dispositifs de retenue des véhicules_Fascicule 2_Dispositifs latéraux

métalliques_TO1915

交通工程

（护栏）

Dispositifs de retenue des véhicules_Fascicule 3_Dispositifs latéraux

en béton_TO1914

交通工程

（护栏）

Dispositifs de retenue des véhicules_Fascicule 4_Dispositifs

frontaux_TO1914_TO1916

交通工程

（护栏）

ANALYSE REGLEMENTAIRE ET TECHNIQUE

Cadre juridique des traversées de voies routières par des animaux

sauvages

Mars 2013 道路隔离

表5-6：高速公路项目适用法国规范目录（2）

规范名称 规范国别 类别

CCTG 62分册章节5,公共工程中基础工程的设 法国 设计



78
喀麦隆

计和计算条例 喀麦隆

CPC分册 61 (标题 II) 结构工程设计、计算及

检测
法国 设计

BAEL分册 62(标题 1er)
(节 I和节 II)根据极限状态法进行钢筋混凝土

结构工程设计与计算的技术规则

法国 设计

SETRA FOND72结构物基础设计指南 法国 设计

SETRA PP73板桥设计指南 法国 设计

SETRA PICF通道设计指南 法国 设计

国家道路网路新路面结构类型目录 法国 设计

水泥混凝土路面 法国 设计

填方施工和垫层实施一分册一般原则 法国 土质试验

填方施工和垫层施工二分册附属技术 法国 土质试验

法标 P94-117-2 承载板试验 法国 承载板试验

法标 NF P94-117-1 法国 土壤的勘探和试验

雅温得杜阿拉高速公路特别技术条款CCTP
法国

喀麦隆
本项目工程验收规范

5.11.2 禁止领域

喀麦隆没有禁止外国承包商在喀麦隆承包工程的明确规定，每次招标
都根据不同的招标内容进行禁止性单独说明。外国承包商在喀麦隆参与投
标时，除了相关资审条款外，不受特殊限制。

但因喀麦隆与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组成联动机制，
所以在世界银行制裁名单中的企业不得参与投标，并且在喀麦隆公共合同
控制署（ARMP）排除名单中的企业不得参与投标。

5.11.3 招标方式

【招标类型】根据喀麦隆《公共合同法》，喀麦隆招标方式有五种，
包括“国内招标”“国际招标”“公开招标”“限制性招标”和“竞争性招标”。其
中“国内招标”面向住所或公司总部在喀麦隆的自然人或法人，标书中的“资
审条款”一项会根据各项目内容的不同对可参加招标的公司的资格做出明
确规定，如以往的相关工程实施经历、相关工程设备能力、相关人员配备
能力、资信能力等。“国际招标”面向住所或公司总部在喀麦隆领土内部和
外部的自然人或法人。“公开招标”面向所有对招标合同感兴趣的候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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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但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投标。“限制性招标”仅面向通过资格预审的
候选企业或个人。“竞争性招标”通常用于工程设计或建筑型项目，可采用
公开招标或限制性招标两种方式。

【招标程序】公开招标的程序如下：
（1）准备标书：必要情况下，由业主或业主代表准备标书。
（2）提交标书：业主或业主代表在向合同签署委员会提交标书前，

应保证资金到位。
（3）征地赔偿：对于工程项目，业主或业主代表要保证预先落实土

地征用和赔偿手续。
（4）同一个招标分几个标段的情况下，应分成不同的合同。
对于不超过喀麦隆公共采购管理局权限的合同，业主或业主代表可按

照公共采购管理局的建议授予合同。不过，在上述建议不被许可的情况下，
可要求公共采购管理局重新审查材料并注明其保留意见。在意见存在分歧
的情况下，业主或业主代表可报告总理来授予合同。此时，将按照喀麦隆
总理的决定来发给开工令。在任何情况下，总理都可以按照独立观察员或
公共采购管理局的报告，来撤销违反规章或违反透明性和公正性的已经授
予的合同。

对于超过公共采购管理局权限的合同，业主或业主代表将文件（研究
报告、合同签署委员会的授予建议等）转交至相关职能专业委员会以征求
意见。在该意见为肯定时，业主或业主代表授予合同；在意见为肯定但带
有保留意见时，业主或业主代表应在继续相关程序前解决此保留意见。存
在分歧时，合同检查专业委员会的主席将材料转交至总理仲裁，并通知业
主或业主代表。喀麦隆总理将按照公共采购管理局的技术意见来决定。

（ 5）发布标讯和相关信息：业主会在报纸或公共合同网站
（www.marchespublics.cm）中发布标讯和相关项目信息。

（6）审标评标：在投标企业递交标书后，业主或业主代表与相关单
位将组成审标委员会，按照标书中提供的评标准则对标书进行评审。

（7）授予合同：评标委员会对标书完成评审后，宣布中标企业，授
予合同。

【参与招标需提交的文件】
根据喀麦隆相关法律介绍，参与投标的企业应办理相应的行政文件。

以道路投标为例，需提交的文件包括：
（1）银行保函
（2）未破产证明
（3）不欠税证明
（4）社保缴纳证明
（5）喀麦隆公共合同控制署（ARMP）开具的不排除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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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书购买收据
（7）银行开户证明
（8）公司选址证明
（9）资金实力证明等

5.12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2.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喀麦隆是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成员国，沿用该组织关于知识产
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详细规定可登陆其网站（www.oapi.int）查询。

5.12.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侵犯已在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注册的商业名称的权益的处罚如下：
（1）3个月至1年的监禁；
（2）100万至600万非郎的罚款；
（3）以及其他民法中所列的赔偿（损失费、权益费、审判费等）。

5.13 在喀麦隆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法律

在喀麦隆投资合作发生商务纠纷时，可向以下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1）喀麦隆企业家联合会商业仲裁中心；
（2）非洲法律与发展中心（CADEV）下属的商业仲裁与调解中心；
（3）非洲商法协调组织（OHADA）；
（4）非洲仲裁促进协会（APAA）。
不过在喀麦隆，企业和个人在签订商务合同时，合同上通常都会明确

写明，一旦双方出现纠纷，解决纠纷时应向哪个机构提出仲裁申请，适用
哪国法律，是否可以申请国际仲裁或异地仲裁等。



81
喀麦隆

6. 在喀麦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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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麦隆现行法律规定，任何国籍的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在喀设立适合自
己经营范围的类型的公司，允许的形式包括合股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或经济利益集团。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注册企业涉及的政府部门有商务部、司法部、财政部税务司等。
为方便创办、注册企业，喀麦隆政府于2010年推出了“喀麦隆创办企

业一站式服务中心”（CFCE）。目前，喀麦隆政府已先后在雅温得、杜阿
拉、巴富萨姆、巴门达、加鲁阿、埃博洛瓦、林贝、马鲁阿八个城市设立
了CFCE服务中心。该中心的宗旨是简化办事程序，承诺在72小时内完成
注册企业的所有手续。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一般情况下，在喀麦隆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如下：
（1）到公证处提供注册公司的相关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资金、

法人代表、股东（股东比例）、公司营业范围和公司总部位置等。
（2）编写公司章程。
（3）向公证处递交承诺书，承诺书内容包括：承诺公司总部和财务

在喀麦隆；承诺给公司购买保险；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当地员工
进行培训。

（4）向公证处递交商业计划书。
（5）向商务部递交公司章程、承诺书和商业计划书，申请商业经营

许可证，过程需1个月左右。
（6）拿到商业经营许可证后，将商业经营许可证递交到公证处申请

商业登记书，拿到商业登记书后到CFCE申请税卡，过程需1星期左右。
（7）拿到税卡后，向社保公司申请CNPS。

如通过“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注册企业，外国自然人须提交以下材
料：

（1）护照或居留证复印件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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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籍无犯罪记录证明或同等效力文件副本1份；
（3）婚姻状况证明材料副本1份；
（4）企业驻地证明1份；
（5）4x4英寸照片2张；
（6）必要情况下，经营许可证1份；
（7）企业驻地地图1份；
（8）土地所有权证明和土地购买收据复印件1份；
（9）房屋租用合同1份。

企业法人须提交的材料包括：
（1）经公证的公司章程复印件2份；
（2）公司经营状况声明2份；
（3）经公证的公司管理人名单2份；
（4）无犯罪记录证明或同等效力文件副本1份；
（5）必要情况下，经营许可证1份；
（6）土地所有权证明和土地购买收据复印件1份；
（7）房屋租用合同1份。

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网址：www.cfce.cm，各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雅温得：电话/传真：00237-222221873，电邮：yaounde@cfce.cm；
杜阿拉：电话：00237-233425718，传真：00237-233428653，电邮：

douala@cfce.cm；
巴富萨姆：电话：00237-233446009，电邮：bafoussam@cfce.cm；
加鲁阿：电话：00237-222271710，电邮：garoua@cfce.cm；
巴门达：电话：00237-233362791，电邮：bamenda@cfce.cm；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可以在官方报纸《喀麦隆论坛报》、各部委或其他政府部门网站、当
地大型企业网站查询招标公告。

6.2.2 招标和议标

当地招标分招标和议标两种形式，其中招标分五种，包括“国内招标”
“国际招标”“公开招标”“限制性招标”和“竞争性招标”，但以公开
招标为主。招标项目一般是政府资金项目、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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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正规公司的较大项目。议标主要包括政府紧急项目、公司项目及个
人项目。

6.2.3 许可手续

招标许可手续因招标合同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通常要准备的许可手续
和文件包括：

（1）标书中规定的可提供有用信息的文件；
（2）公司未破产证明；
（3）公司完税证明；
（4）公司社保缴纳证明；
（5）公司银行开户证明；
（6）投标人授权书、社保缴纳证明；
（7）投标保函（其金额和方式由标书确定）。
投标保函的有效期应超过招标有效期30天。在特定情况下，投标保函

可由一笔保证金来替代。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

6.3.1 申请专利

在喀麦隆申请专利的管理机构是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申请专
利时，申请人须向该组织递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1式4份，模板可在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网站下载；
（2）登记税的证明文件1份；
（3）如委托代理人申请专利，须递交本人签名的委托书1份；
（4）对申请专利的发明进行介绍的材料、对发明进行必要说明的图

纸、关于专利保护范围的要求，各1式2份，装入一个签章后的信封。
材料递交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将对其进行审核，办理有关行政手续

后，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总部设在雅温得，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B.P. 887, Yaounde, Cameroon
电话：00237-222205700
传真：00237-222205727
网址：www.oapi.int
电邮：oapi@oapi.int

6.3.2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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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麦隆申请国内商标、区域商标和国际商标的管理机构同样也是非
洲知识产权组织，需提供的文件如下：

（1）M301表格，须填写如下内容：
①申请人完整的地址、住址及国籍；
②商标的再生产品；
③必要时提供商标和产品的外观；
④产品目录及服务部门目录；
⑤产品及服务部门的分类。在OAPI现行分类法中，商标的注册要按产

品的类别和服务部门的类别来划分；
⑥必要时提供委托人的地址；
⑦以前注册过的国家、号码及日期；
⑧申请日期、签字及递交人或委托人的印章，如果递交人为法人，应

出示身份证明及签字资格；
⑨税金付款方式及扣除款的付款方式。
（2）付款的证明文件。
（3）如果递交人为委托人时，要提供授权书，无需贴税。
（4）在必要时提供优先权资料。以前注册时的优先权应该在注册时

或注册后3个月内要求追回。优先权的材料应附一份英文或法文翻译件（如
果原件为第三种文字）。当原申请为非正式递交时，应提供优先权的转让
证书，优先权被追回。

（5）共同商标注册的使用范围，根据该商标的使用条件由部长决定
批准。

6.4 企业在喀麦隆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1）增值税：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以前缴纳。
（2）公司营业税：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以前缴纳。
（3）公司所得税：要求在当年年底至第二年3月15日之内缴纳。
（4）销售预付税：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以前缴纳。
（5）采购预付税：要求在当月月末到次月15号以前缴纳。
（6）营业执照税：要求在当年年底到第二年的前两个月之内缴纳。

6.4.2 报税渠道

由当地会计事务所会计师代理，向喀税务局申报。

6.4.3 报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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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报税单；
（2）填写增值税单；
（3）去分管的税务局交税。

6.4.4 报税资料

上月的增值税发票、社保基金申报单、职工工资单及已填写的申报单。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外国人赴喀麦隆工作许可由喀麦隆就业和职业培训部负责发放。符合
喀麦隆《投资宪章》相关规定并享受优惠待遇企业的外国人，其工作许可
可以由喀麦隆投资法管理办公室协助办理。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在喀麦隆就业，必须得到喀麦隆就业和职业培训部的许可。由
雇主向喀麦隆就业和职业培训部提出许可申请，外国人在喀麦隆工作的合
同只有得到就业和职业培训部审批同意后方可生效。如就业和职业培训部
两个月未予答复，则被视为同意。

原则上，在喀麦隆注册的公司的外国雇员不得超过总雇员数的20%。

6.5.3 申请程序

一般由雇主统一代为申请。外国人在喀麦隆申请工作许可时，须出具
由喀麦隆劳动力服务部门发放的证明，证明目前喀麦隆缺乏该外国人所申
请的相应工种和劳动者。

6.5.4 提供资料

外国人申办喀麦隆工作准证时须向就业和职业培训部提供以下资料：
（1）在工作地点申请的近三个月内的体检证明，证明申请人能够胜

任在当地从事的工作；
（2）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证书（需公证）；
（3）工作的详细内容或介绍资料；
（4）申请人履历；
（5）近三个月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6）入境或在喀麦隆逗留许可文件（需公证）；
（7）在喀麦隆工作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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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雇员本地化计划书（经喀麦隆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批准）；
（9）雇主企业的组织机构图表。
详见https://www.minefop.gov.cm/images/phocadownload/Drmo.pdf

6.6 可为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

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联系信息如下：
通信地址：B.P.11608, Yaoundé, Cameroun
电话：00237-222212326
传真：00237-222203191
电邮：cm@mofcom.gov.cn
网址：cm.mofcom.gov.cn

6.6.2 喀麦隆中资企业协会

喀麦隆中资企业协会于2013年12月1日在雅温得成立，2017年5月协会
正式在当地注册，法语名称为Association des Entreprises de Chine au
Cameroun，现有会员企业24家。

协会秘书处联系电话：00237-242601508。

6.6.3 喀麦隆驻中国大使馆

喀麦隆驻中国使馆联系信息如下：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东5街7号
电话：010-65321771
传真：010-65321761
电邮：acpk71@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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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15043/ 6422627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6.6.5 喀麦隆投资促进机构

喀麦隆投资促进署联系信息如下：
通信地址: BP 20771 Yaoundé, Camer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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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info@investincameroon.net;
inquiries@investincameroon.net

电话：00237-222218970/233433008
传真：00237-22221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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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1. 基本情况
中国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第一要进行深入考察和全面调研，

掌握喀麦隆国情、社会经济，特别是拟投资行业的运行情况及发展前景，
正确研判政局走向、社会治安风险等。第二要注意环保等喀麦隆各界普遍
关注的问题，履行环保、劳工等相关义务。第三要积极开展属地化经营，
通过适当方式为当地就业、民生提供支持，履行社会责任。第四要强化法
治意识，雇佣有经验的律师专职负责处理法律问题，注意合同中的合作期
限等规定，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产能合作】中资企业前往喀麦隆开展产能合作，应注意以下问题：
（1）基础设施配套差。喀麦隆公路和铁路里程少、路况差，电力和

饮用水供应不足，能源和通讯价格高、服务差，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
健全的工业体系，重要工业原料和半成品对外依赖程度高。

（2）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喀麦隆法律法规照搬西方模式，但相关条
文都流于形式。行政手续繁冗，各部门相互掣肘，协调性差。

（3）国内市场较小。喀麦隆属于欠发达国家，全国人口2500万，人
均GDP1500美元，收入差距大，普通民众购买力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

此外，喀麦隆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工会等组织活跃，会在维权、
环保等方面对企业进行监督。这也是中国企业开展产能合作需要注意的问
题。

2. 防范合作风险
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应对措施介绍如下：
【政治风险】
喀麦隆局部地区存在不稳定因素。喀麦隆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英语

区）居民感到被边缘化，2016年10月以来爆发了分离运动，并逐步演变为
分离势力和极端组织与政府的武装对抗，当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喀麦隆
政府采取强力打压和对话协商两手策略，但当地局势并未有实质性改善，
长期积累的矛盾难以根本化解。

【经济风险】
一是新签外债增速过快。近年来，喀麦隆公共债务迅速增加，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把喀列为债务高风险国家。
二是政策多变。喀麦隆政府各项政策变化比较频繁。以近两年对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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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影响较大的两项政策调整为例：一是从2016年开始禁止进口水泥、终
止进口钢材等建筑材料，但当地生产的水泥规格品种不全，部分批次质量
检测不达标，且价格偏高，增加了企业的施工成本；二是税法频繁调整，
对企业经营影响较大。喀麦隆政府于2015年1月1日颁布了新税法，收紧对
外合作项目免税政策，并提高了部分税种税率，比如营业税（IR）由原来
的1.1%提高至2.2%等。

三是中非法郎面临贬值风险。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各国普遍比
较依赖石油出口，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其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但公
共投资、反恐、偿债等支出增加，财政拮据，外汇储备下降，中非法郎面
临一定的贬值风险。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时，应采取适当的结
算方式，避免因欧元汇率波动造成汇兑损失。

【法律风险】
一是喀麦隆法律执行不到位。喀现行法律体系几乎完全照搬自法国等

西方国家，法规体系比较健全，但很多法律法规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或因
不符合喀现阶段国情而陷入难以执行的窘境。

二是企业难以获得及时、公平的司法救济。部分企业在遭遇合同违约
等事件后救济途径有限。

【安全风险】
近年来，随着中喀合作的纵深发展和中资企业往来人员的增多，当地

犯罪分子针对中国企业的偷盗、抢劫等恶性事件多发，雅温得、杜阿拉等
大城市尤甚。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国企业在喀麦隆承包工程应注意以下问题：
（1）熟悉当地法律法规。2018年6月20日，喀麦隆颁布了新的《公共

合同法》（总统令No 2018/366），对公共工程组织、实施和管理作出了规
定。

（2）寻找可靠的项目。喀麦隆官方报纸《喀麦隆论坛报》基本上每
天都会发布各类承包工程项目招标公告，是可信的信息来源。此外，中资
企业也可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请其推荐项目。

（3）选择合适的分包商。无论分包商是喀麦隆当地企业还是中国企
业，都应与之签订详细的分包合同，明确总包与分包的权利和义务，避免
在发生纠纷时无据可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与分包商的关系，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总承包商要避免层层分包、转包，导致难以协
调各级分包商，而无法保证项目质量。

（4）妥善处理工程标准、劳工、环保等方面的问题。喀麦隆工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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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项目大多采用法国标准，环保规章较严。喀麦隆政府要求工程承包项目
雇佣一定比例的当地雇员，注意维护当地雇员的权益。

7.3 对外劳务合作

中资企业在喀麦隆承包工程期间，应按照合同规定，雇佣足够比例的
当地员工，并在工资、社保、劳动条件等方面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与
此同时，当地员工在工作习惯、态度等方面与中国员工差别较大，要采取
妥善方式加强对当地员工的管理，避免发生罢工等不利事件。

对于国内派出人员，一是要根据喀麦隆有关法律法规申办工作准证；
二是既要与派出人员签订合同，也要与国内具备外派劳务资质的公司签订
合同，避免在发生劳资纠纷时无据可依；三是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促使
国内派出人员与喀麦隆当地员工和谐共处。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喀麦隆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的过程中，要特
别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
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
对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
行性分析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
业性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来保障自身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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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银行的保理业务
和福费庭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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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国唯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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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国有化征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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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相关服
务，请登录该公司网站：www.sinosure.com.cn。

若是在没有有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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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喀麦隆投资合作时，要加强与喀政府和议会的交流，了解
当地经济政策的走向、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最新动态及其对中国企业和个人
的态度。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喀麦隆工会组织比较健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也有一定影响。中
国企业在喀麦隆开展业务时，一方面要关注和研究当地工会组织的运行模
式，了解工会保障当地雇员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另一方面应加入喀麦隆中
资企业协会，同时加强与当地雇主协会的合作。遇到劳资纠纷等事件时，
尽量不要与当地雇员产生直接冲突，而是向喀麦隆中资企业协会、喀麦隆
当地雇主协会等寻求支持和帮助。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近年来，中喀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喀麦隆当地居民对中国政府和企业
看法普遍较好。中国企业的诚实守信、务实高效等素质给喀麦隆社会各界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资企业在与当地居民相处的过程中，首先应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
惯。其次，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适当回报社会，并尽可能地逐渐
融入当地社会，开展属地化经营。

喀麦隆现有260多个部族，部族酋长虽无行政权，但在部族有关事务
上仍有威望和公信力。为处理好与部族的关系，中国企业应和酋长建立联
系，深入了解并尊重有关部族特定的风俗习惯和禁忌，获得对方的支持。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喀麦隆人感情丰富，性格外向，讲究仪态美，注重服饰美，在社会交
往活动中，总是希望通过美的服饰、美的行为、美的语言、美的人格，展
示现代非洲人的精神风貌。中国企业应当熟悉并理解喀麦隆人的这种强烈
的民族自尊心。

喀麦隆人见面时非常热情。女性之间出于礼貌或表示亲热时，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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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用温柔的贴面礼，一般是先右边贴一次，再左边贴一次。异性之间通
常是握手，只有亲戚之间行贴面礼。

在商务交往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1）时间地点。商业会见的地点以对方办公室为宜。如果是为了私

下联络感情，最好能征得对方的许可再登门拜访。到对方办公室去拜访，
应当尽量避开星期一，因为这一天当地人往往最为繁忙。到对方家中去拜
访，最好选择节假日的前一天晚上，因为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当地人宽松的
时候。无论地点在哪儿，均应当事先通过去函、致电等方式预约，未经预
约就登门的“不速之客”很难受到对方的欢迎。约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后应
当准时赴约，如确实无法准时赴约，应提前告诉对方。

（2）着装要求。无论气温高低，进入喀麦隆政府办公区、出席会议
或大型活动时均应着正装。如身穿短袖衬衫、翻领或圆领T恤、牛仔裤等
便装，极有可能会被门卫拒之门外。

（3）互换名片。喀麦隆人对初次见面时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喀麦隆
是英法双语国家，宜持有用英法文对照的名片。互赠名片时，需双手递接
名片。接到对方名片后，要认真看阅，看清对方的身份、职务、公司，再
用点头动作表示已清楚对方的身份。喀麦隆人认为名片是一个人的代表，
对待名片就像对待他们本人一样。如果接过名片后，不加阅读就随手放入
口袋，会被视为失礼。

（4）表达方式。交谈的过程中，应采用友好协商的语气。避免谈论
喀方的负面形象。

（5）其他禁忌。未经允许不要随便拍照。如想拍摄，要向对方打招
呼，征得同意之后再行动。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中国企业在喀麦隆投资合作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环境。
（1）施工环境保护措施
遵守喀麦隆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规，教育职工自觉遵守环保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做文明企业。切实落实门前“三包”环境保洁责任制，严禁
随地堆放材料、淤泥和垃圾。

（2）水质防污染措施
水泥、淤泥和其他悬浮物或溶解物质等地面冲洗物应引入工地污水处

理厂处理，防止未经处理的排放。所有燃料、油和颜料等可能污染环境的
材料应保存在合适的容器中，并放在指定地点，以免意外泄露造成污染。

（3）噪声控制措施
应按照《噪声标准GB112523-90》和当地政府有关噪声的要求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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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要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和降低施工过程中的噪声。施工辅助设施布
置尽量远离街道和居民区。生产生活区周边均应设置封闭式围栏。如夜间
施工，应制定专门措施，经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实施。对于固定设备与挖土
运土机械，产生噪声的部件可部分或完全封闭，减少振动面的振幅。一切
动力机械设备均应适时维修以降低噪声。必要时，应在工地边界或比较固
定的产生噪声的动力机械设备附近修建临时噪声屏障。

施工场地的动力机械设备应合理分布，尽量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运
行。对于无法避免的噪声要专项申请噪声许可证，方可施工。

（4）粉尘减少措施
执行《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保证在敏感体能测得的总悬浮

颗粒符合标准。经常使用的场内施工道路要定期洒水。在材料搬运过程中，
可能产生粉尘的材料应加以适当处理，并应安装固定喷管系统，在装卸前
先行润湿多尘的物料。运输的敞篷车配备两侧和尾部挡板，可能产生粉尘
的物料或弃土不能装得高于两侧和尾部挡板至少300mm，以减少扬尘。

（5）生态保护措施
要妥善保护现场周边树木、草地和绿化设施，未经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乱砍乱伐移植树木或破坏草地。在土方开挖或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
物迹象，应部分或全部停工，并采取有效的封闭保护措施，及时通知文物
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后再恢复施工。对具有特殊意义的树木，应采取有效措
施给予保护。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在喀麦隆，中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主要有：
（1）保障当地员工的福利和待遇。喀麦隆现行《劳动法》对保障劳

工各方面的利益都有明确规定，中资企业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按照标准
为员工发放工资、提供社保，同时为员工提供必要福利。

（2）重视对当地员工的培训，同时尊重当地员工的人权、风俗习惯、
宗教信仰。对当地员工周末参加宗教活动，企业应予以理解和支持。

（3）通过适当方式回馈社会，参加当地的公益活动，提高企业声誉，
打造企业海外品牌。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媒体是公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社会舆论的集散中心。企
业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可以宣传企业实力、业绩和声誉。为此，中国企
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时，要懂得与媒体打交道，掌握与媒体交往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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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将积极影响最大化，将负面影响最小化。
在与喀麦隆媒体交往方面，中资企业应注意：
（1）建立企业对外宣传机制，把握主动权，勇于与媒体对话，力争

把当地媒体当成传播企业文化、宣传企业业绩的一扇窗口。
（2）树立应急公关意识，在遇到对企业不利的言论时，要通过媒体

澄清事实，维护企业形象和利益。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喀麦隆执法机关主要包括各级警察局、检查院、税务、工商等部门，
职责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受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等。检察院属于法律监督机
关，负责侦查贪腐案件、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批准逮捕涉案嫌疑人等。
税务执法人员主要负责与税务有关的工作，例如督促企业和个人依法纳
税、催缴拖欠税款等。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喀麦隆开展业务时，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地
执法人员打交道，最常接触到的是税务部门和警察。在这方面，中国企业
和个人要做到以下几点：

（1）掌握并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如劳动法、税法等。
（2）聘请律师，向律师咨询法律规范，通过律师开展对外交涉。
（3）遇到对企业不公正的事情时，不要消极回避，而应通过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利益。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瑰宝，自然会随着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步伐走进非洲，走进喀麦隆。中资企业在喀麦隆开展投资合
作的过程中，应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2019年9月，喀麦隆华侨华人社团联合在喀麦隆的中资企业，在雅温
得和杜阿拉分头举办了两场国庆七十周年联欢会，邀请在喀麦隆的华侨华
人、当地政要等出席，抒发爱国热情，弘扬中国文化。部分在喀麦隆的中
资企业负责人多次参与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中文比赛、“中国好声音”
歌曲比赛，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8.10 其他

中资企业要在喀麦隆建立和谐关系，还应处理好企业间关系。一方面，
要与当地同行业企业和谐相处，力争实现双赢；另一方面，中资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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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和谐相处、公平竞争，避免因企业私利而损害中国在喀麦隆的整体
利益，维护中资企业在喀麦隆的总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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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资企业/人员在喀麦隆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喀麦隆人的法律意识比较强。因此，在喀麦隆投资的中资企业要增强
法律意识，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有实力的公司来说，首先应指定专人负责了解当地法律，包括《投
资宪章》、《税法》、《劳动法》等。其次，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有必要
联系当地权威的法律事务所，并与事务所的权威律师签署法律服务合同。

至于没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小团体，可向当地的法律协会组织寻求帮
助，法律协会组织的职责是专门提供法律咨询。

此外，中资企业或个人也可以向类似律师职业的法律顾问寻求法律支
持。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企业和个人在必要时应当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积极利用当地政府的
职能。在喀麦隆，不同的项目类型和投资方式会有不同的投资主管部门。

（1）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主管制定国家长期投资规划；推动
公共投资；筹备中期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预算；与财政部共同管理公共投
资预算；与对外关系部等有关部委共同商签和落实贷款协议等。

（2）矿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管所有矿业和工业领域内的投资
合作项目，负责颁发矿产勘探许可证和开采许可证；促进私营投资的发展；
制定、发行与跟踪执行《投资宪章》。

（3）投资促进署（API）:向国外推广喀国家形象；参与改善喀投资
环境；吸引外国对喀投资；为外国投资者建立一个可供投资的项目库。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建议中国公民和企业在赴喀麦隆之前，详细阅读中国外交部领事服务
网发布的新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和《中国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
范指南》，同时登录外交部网站和中国领事服务网，查询有关联系方式以
及相关旅行提醒和警告等海外安全信息。

中国驻外使领馆在中国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在驻在国受到不法侵害
时，有义务在国际法、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驻在国法律的范围内提供领事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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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喀麦隆投资注册之后，要按规定到经商处报到备案；同时注意
保持与经商处的日常联络。

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使馆报告；在处理相关事宜时，
要服从使馆的领导和协调。

中国驻喀麦隆使馆联系信息：
电话：00237-22210083
传真：00237-22214395
网址：http://cm.china-embassy.org/chn/
电邮：chinaemb_cm@mfa.gov.cn

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联系信息：
通信地址：B.P.11608, Yaoundé, Cameroun
电话：00237-222212326
传真：00237-222203191
电邮：cm@mofcom.gov.cn
网址：http://cm.mofcom.gov.c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和个人应深入研读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发布的《境外
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规定》《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
指南》《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中国领事保
护和协助指南》《中国企业海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并结合企业实际情
况、驻在国国情以及境外业务情况，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1）遇到抢劫、偷盗、绑架等恶性事件时的应对措施及善后机制，

以及遇到驻在国发生战乱、内乱等情况时的应对措施。
（2）要把安全风险列入成本核算，做好教育、培训和管理工作，切

实保障企业员工在国外的安全。
（3）要制定全方位的联系机制，指定专人与使领馆、国内有关单位、

当地有关部门特别是警察局、宪兵队保持联系。

9.5 其他应对措施

在遇到紧急情况但不懂外语之时，中资企业或个人可以拨打中国驻喀
麦隆使馆领保值班电话（00237-697699283/672962186）寻求帮助，但最好

mailto:Chinaemb_cm@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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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来喀麦隆之前即聘用外语翻译。
除喀麦隆中资企业协会、当地商协会和雇主协会之外，中资企业还可

以与喀麦隆华人华侨社团（详见附录2）取得联系，探讨建立合作互助关
系。

喀麦隆当地紧急求助联系电话：
（1）雅温得
紧急医疗救护：222202802（雅温得总医院）、222234020（雅温得中

心医院）；警察局：117；宪兵队：113；消防队：118。
（2）杜阿拉
紧急医疗救护：233370141（杜阿拉总医院）、233422310（拉甘替尼

医院）；警察局：233427600；宪兵队：233431287；消防队：18或223425252。
（3）加鲁阿（北部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22271414（大区医院）；警察局：222271411；宪兵

队：222272189。
（4）巴富萨姆（西部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33440603（大区医院）；警察局：233441493；宪兵

队：233441142。
（5）贝尔图阿（东部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22241207（大区医院）；警察局：222241160；宪兵

队：222241205。
（6）马鲁阿（极北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22291175（大区医院）；警察局：222291527；宪兵

队：222292018。
（7）埃博洛瓦（南部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22283220（大区医院）；警察局：222283336；宪兵

队：222283463。
（8）巴门达（西北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33362121（大区医院）；警察局：233361144；宪兵

队：233361313。
（9）布埃亚（西南大区首府）
紧急医疗救护：233323388（布埃亚总医院）；警察局：233322131；

宪兵队：233322556。
（10）恩冈代雷（阿达马瓦大区首府）
警察局：222251101；宪兵队：22225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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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喀麦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疫情发展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
喀麦隆累计确诊病例109,367例，累计死亡病例1,851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
病例957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每百人接种疫苗3.71剂次，完全接种率为
2.36%。

【疫苗供应和使用情况】截至2021年4月底，喀麦隆可使用的新冠疫
苗主要是国药集团灭活疫苗、阿斯利康疫苗和俄罗斯的卫星V疫苗。

截至2021年5月4日，喀麦隆累计接种37133人次，其中国药疫苗22669
人次，阿斯利康疫苗14464人次。

【新冠疫情对喀麦隆经济影响】新冠疫情对喀麦隆经济造成了一定负
面影响，尤其是在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第三产业。

10.2 疫情防控措施

疫情发生以来，喀麦隆政府先后多次发布疫情防控措施，主要有：
【13项抗疫措施】
（1）自2020年3月18日起至新命令颁布前，关闭海陆空边境，所有来

自境外的客运航班取消，货运航班和运输日常消费品的船舶除外，但停靠
时间将受到严格限制。

（2）暂停在机场发放入境签证。
（3）关闭各类教育机构。
（4）全境禁止50人以上集会。
（5）推迟学校和大学各类竞赛。
（6）每日18点以后关闭酒类零售店、餐馆和娱乐场所。
（7）在市场和购物中心建立人流量控制系统。
（8）除非特别必要，才可进行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出门、旅行。
（9）公交车、出租车和摩的司机应避免超载。
（10）如需要，有关部门可征用私立卫生机构、酒店及其他住宿场所

和车辆。
（11）对于10人以上会议，政府部门应优先采用电子通讯手段。
（12）政府、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成员暂停赴国外出差。
（13）呼吁民众严格遵守世卫组织发布的卫生建议。

【7项抗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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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2020年4月13日起，居民在所有公共场所需佩戴口罩。
（2）本土化生产药品、检测试剂、口罩和洗手液。
（3）在所有大区首府设立新冠肺炎患者专门治疗中心。
（4）加强病患筛查。
（5）在宗教界和传统酋长等所有部门支持下，使用英法双语、多渠

道加强抗疫宣传。
（6）维持必要的经济活动的运行。
（7）惩罚所有不遵守抗疫举措者。
此外，在杜阿拉港口和克里比港口先后加强检验检疫措施，要求停靠

的船舶若此前停靠港出现疫情，且从该地转运时间小于等于14天，则须在
锚地等到第15天才可由喀麦隆卫生检疫人员上船检查评估并发放许可后，
方可安排进港。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19项经济纾困措施】
（1）酒水贩卖点、餐厅及娱乐场所可在要求客户遵守防疫措施特别

是佩戴口罩和社交疏离的情况下营业超过18点。
（2）取消针对大巴和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限制，但乘客必

须佩戴口罩，禁止超载。
（3）除非发现重大财税可疑行为，暂停2020年第二季度会计检查。
（4）延迟数据和税务申报期限，在付清账户余额时不用缴纳滞纳金。
（5）允许直接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暂停和延期支付（税款），暂停

针对上述企业的强制性征收措施。
（6）设立250亿非郎特别资金用于支付（政府）拖欠的增值税退税以

支持企业。
（7）将2020年地产税清缴日期推迟至2020年9月30日。
（8）企业为抗击疫情所做的捐赠可抵消企业所得税应税计算金额。
（9）自2020年3月起至年底，免征酒店餐饮业的旅游税。
（10）免征第二季度出租车和摩托车代缴税、停车税及车轴税。
（11）免征第二季度小商贩代缴税和系列城市税（如摊位税等）。
（12）在3个月内，免收从杜阿拉港和克里比港进口的生活必需品停

港费和滞港费。
（13）建立财政部-经济部同主要经济部门协商制度，降低疫情影响，

快速恢复经济。
（14）2020年4~6月，暂停国家社保局（CNPS）查账。
（15）根据合理请求，免收社保欠款滞纳金。
（16）根据合理请求，允许分期3个月缴纳2020年4~6月社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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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20年5~7月期间，继续向因疫情影响无法缴纳社保费用的企
业员工或因经济现状技术性休假的员工发放家庭补贴，特别是酒店餐饮业
和运输业。

（18）将家庭补贴金额由2800非郎提高至4500非郎。
（19）提高未能受益于2016年自动调资改革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

额度为20%。
【国际援助】2020年5月，喀麦隆财政部长表示，力图通过国际合作

筹集共2940亿非郎（约5.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目前，喀政府已获得的大
额资金援助包括：法国2020年4月提供了1100万欧元援助，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先后于2020年5月和10月批准两笔合计3.82亿美元的快速信贷额度
（RCF），世界银行于2020年12月批准提供4500万美元信贷额度。

10.4 对中资企业的的特别提示

【疫情对中资企业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资企业在喀麦隆的生产
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

（1）项目施工组织困难。受疫情影响，中方人员派遣、轮换一度全
部停止，当地员工招聘无法正常进行。当地和境外供应链、物流部分受阻，
加上疫情防控检验检疫等，项目施工所需的设备材料的采购、进口难以及
时到位。

（2）项目实施进度放缓。
（3）经济损失和风险增大。疫情导致项目工期延长、人员和设备闲

置、防疫支出增加，加上其他成本的大幅上升，对中资企业造成了较大经
济损失。

【防范疫情建议】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断完善日常防控措施，
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尤其要防止聚集性感染。针对当地疫情长期化、复杂
化趋势，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和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员工思想工作，引导
员工科学理性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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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喀麦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政府主要官员名单
(2019年1月4日改组)

一、总理、政府首脑
（Premier Ministre, Chef du Gouvernement）
迪永·恩古特·约瑟夫 Dion Ngute Joseph

二、国务部长（4人）

1. 旅游和娱乐国务部长
（Ministre d'Etat, Ministre du Tourisme et des Loisirs）
贝洛·布巴·迈加里 Bello Bouba Maigari

2. 司法国务部长（掌玺官）
（Ministre d'Etat,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arde des Sceaux）
埃索·洛朗Esso Laurent

3. 高等教育国务部长
（Ministre d’Etat, Minist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法姆·恩东戈·雅克 Fame Ndongo Jacques

4. 国务部长兼总统府秘书长
（ Ministre d’Etat,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费迪南·恩戈·恩戈 Ferdinand NGOH NGOH

三、部长（35人）

1. 总统府负责国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sidence chargé de la Défense）
贝迪·阿索默·约瑟夫 BETI ASSOMO Joseph

2. 总统府负责国家最高监察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女）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sidence chargé du Contrôle Supérieu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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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at）
姆巴·阿夏·佛芒当·罗丝·恩格瓦丽 MBAH ACHA née
FOMUNDAM Rose NGWARI

3. 总统府负责公共采购的部长级代表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sidence chargé des Marches Publics）
塔尔巴·马拉·易卜拉欣 TALBA MALLA Ibrahim

4. 总统府负责与议会关系部长
（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sidence chargé des Relations avec les
Assemblées）
瓦卡塔·博尔维纳 WAKATA Bolvine

5. 领土管理部长
（Ministre de l'Administration Territoriale）
阿坦加·恩吉·保罗 Atanga Nji Paul

6. 社会事务部长（女）
（Ministre des Affaires Sociales）
恩盖内·肯德克·波利娜·伊雷娜 NGUENE née KENDECK Pauline
Irène

7. 农业和乡村发展部长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姆贝罗贝·加布里埃尔 MBAIROBE Gabriel

8. 艺术和文化部长
（Ministre des Arts et de la Culture）
毕东·姆科帕特·皮埃尔·伊斯玛埃尔 BIDOUNG MKPATT Pierre
Ismaël

9. 商务部长
（Ministre du Commerce）
姆巴尔加·阿坦加纳·吕克·马格卢瓦尔 Mbarga Atangana Luc
Magloire

10. 新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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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e de la Communication）
萨迪·勒内·埃马纽埃尔 SADI Réné Emmanuel

11. 权力下放和地方发展部长
（Ministre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et du Développement Local）
埃兰加·欧邦·乔治 Elanga Obam Georges

12. 地产、地籍和土地事务部长
（Ministre des Domaines, du Cadastre et des Affaires Foncières）
埃耶贝·阿伊希·亨利 EYEBE AYISSI Henri

13. 水资源和能源部长
（Ministre de l'Energie et de l'Eau）
埃鲁杜·埃颂巴·加斯东 Eloundou Essomba Gaston

14. 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
（Ministre de l'Economie, de la Planification et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阿拉明·乌斯曼·梅 Alamine Ousmane Mey

15. 基础教育部长
（Ministre de l'Education de Base）
埃敦迪·恩古阿·洛朗·塞尔日 Etoundi Ngoa Laurent Serge

16. 畜牧、渔业和畜产工业部长
（Ministre de l'Elevage, des Pêches et des Industries Animales）
塔伊加 TAIGA

17. 就业和职业培训部长
（Ministre de l'Emploi et de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伊萨·齐罗玛·巴卡里 Issa Tchiroma Bakary

18. 中等教育部长（女）
（Ministre des Enseignements Secondaires）
娜洛瓦·丽永佳·波利娜·埃格布 Nalova Lyonga Pauline Egbe

19. 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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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de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埃莱·皮埃尔 Hélé Pierre

20. 财政部长
（Ministre des Finances）
莫塔泽·路易·保罗 Motaze Louis Paul

21. 公职和行政改革部长
（Ministre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et de la Réforme Administrative）
约瑟夫·勒·安德森 Joseph LE Anderson

22. 林业和动物资源部长
（Ministre des Forêts et de la Faune）
恩东戈·朱尔·多雷 Ndongo Jules Doret

23.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女）
（Ministre de l'Habitat et du Développement Urbain）
古尔特·科查·塞莱斯蒂娜 COURTES née KEUTCHA Célestine

24. 青年和公民教育部长
（Ministre de la Jeunesse et de l'Education Civique）
姆努纳·福促 Mounouna Foutsou

25. 矿产、工业和技术开发部长
（ Ministre des Mines, de l'Industrie et du Développement
Technologique）
多多·恩多科·加布里埃尔 DODO NDOKE Gabriel

26. 中小企业、社会经济和手工业部长
（Ministre d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de l'Economie Sociale
et de l'Artisanat）
巴西勒肯·阿希尔 BASSILEKIN III Achille

27. 邮电部长（女）
（Ministre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丽邦·李·李肯·蒙多莫·米奈特 LIBOM LI LIKENG n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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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OMO Minette

28. 妇女和家庭事业促进部长（女）
（Ministre de la Promotion de la Femme et de la Famille）
阿贝娜·翁多阿·奥巴马·玛丽·特雷兹 Abena Ondoa née Obama
Marie Thérèse

29. 科研和创新部长（女）
（Ministr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de l'Innovation）
春特·玛德莱娜 Tchuinte Madeleine

30. 对外关系部长
（Minist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姆贝拉·姆贝拉·勒杰内 MBELLA MBELLA Lejeune

31. 公共卫生部长
（Ministre de la Santé Publique）
玛纳乌达·马拉什 MANAOUDA MALACHIE

32. 运动和体育部长
（Ministre des Sports et de l'Education Physique）
穆埃勒·孔比·纳西斯 MOUELLE KOMBI Narcisse

33. 交通部长
（Ministre des Transports）
恩加勒·比贝埃·让·欧内斯特·马塞纳 NGALLE BIBEHE Jean
Ernest Masséna

34.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
（Ministre du Travail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奥沃纳·格雷古瓦 Owona Grégoire

35. 公共工程部长
（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cs）
恩加努·朱梅希·埃玛纽埃尔 Nganou Djoumessi Emmanuel

四、部长级代表（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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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和乡村发展部负责乡村发展事务的部长级代表（女）
（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chargé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阿南伽·梅西纳·贝耶内·克莱芒蒂娜·安托瓦尼特 ANANGA
MESSINA née BEYENE Clémentine Antoinette

2. 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级代表
（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de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纳纳·阿布巴卡尔·加洛 NANA Aboubakar Djalloh

3. 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负责计划的部长级代表
（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 l’Economie, de la
Planification et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chargé de la
Planification）
塔松·恩吉岗·保罗 Tasong Njukang Paul

4. 财政部部长级代表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s Finances）
亚乌巴·阿卜杜拉耶 Yaouba Abdoulaye

5. 司法部部长级代表
（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garde des
Sceaux）
莫莫·让·德·迪厄 MOMO Jean de Dieu

6. 对外关系部负责与英联邦合作的部长级代表
（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chargé de la Coopération avec le Commonwelth）
姆巴宇·菲利克斯 Mbayu Félix

7. 对外关系部负责与伊斯兰国家合作的部长级代表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chargé de la Coopération avec le Monde Islamique）

阿拉姆·加尔古姆 Adoum Gargo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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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部部长级代表
（Ministre Délégué auprès du Ministre des Transports）
恩乔亚·扎卡里阿乌 NJOYA ZAKARIAOU

政府部门联系方式：
（1）总统府
电话：00237-222234025
传真：00237-222220870
网址：www.prc.cm
（2）总理府
电话：00237-222235755
传真：00237-222235765
网址：www.spm.gov.cm
（3）国民议会
电话：00237-222228071
传真：00237-222220979
网址：www.assemblenationale.cm
（4）国防部
电话：00237-222221524
传真：00237-222235971
（5）对外关系部
电话：00237-222200133
传真：00237-222201133
网址：www.diplocam.cm
（6）财政部
电话：00237-222232299
传真：00237-222233717
（7）商务部
电话：00237-222232062
传真：00237-222239029
（8）艺术和文化部
电话：00237-222239320
传真：00237-222226579
网址：www.mincult-cameroun.com
（9）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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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237-222221443
传真：00237-222230055
（10）邮电部
电话：00237-222232055
传真：00237-222233159
网址：www.minpostel.gov.cm
（11）公共卫生部
电话：00237-222220172
传真：00237-222220233
网址：www.minsante.cm
（12）交通部
电话：00237-222228729
传真：00237-222232238
（13）运动和体育部
电话：00237-222231201
传真：00237-222232610
网址：www.minsep.cm
（14）旅游和娱乐部
电话：00237-222232936
传真：00237-222221295
网址：www.mintour.gov.cm
（15）青年和公民教育部
电话：00237-222222292
传真：00237-222233813
网址：www.minjeun.gov.cm
（16）新闻部
电话：00237-222223155
传真：00237-222233022
网址：www.mincom.gov.cm
（17）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电话：00237-222217212
传真：00237-222219915
（18）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电话/传真：00237-222230004
（19）水资源和能源部
电话：00237-222223400
传真：00237- 22222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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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inee.cm
（20）基础教育部
电话：00237-222231262
传真：00237-222230855
（21）中等教育部
电话：00237-222221940
传真：00237-222222711
网址：www.minesec.cm
（22）高等教育部
电话：00237-222221370
传真：00237-222229724
网址：www.minesup.gov.cm
（23）就业和职业培训部
电话：00237-222233617
传真：00237-222230005
网址：www.minefop.gov.cm
（24）经济、计划和领土整治部
电话：00237-222233637
传真：00237-222221509
网址：www.minepat.gov.cm
（25）矿产、工业和技术开发部
电话：00237-222224352
传真：00237-222222704
（26）环境、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部
电话：00237-222233423
传真：00237-222236051
网址：www.minep.gov.cm
（27）社会事务部
电话：00237-222222958
传真：00237-222231121
网址：www.minas.gov.cm
（28）林业和动物资源部
电话：00237-222229483
传真：00237-222229489
网址：www.minfof.gov.cm
（29）农业和乡村发展部
电话：00237-22223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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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237-222225091
网址：www.minader.cm
（30）公职和行政改革部
电话：00237-222220356
传真：00237-222230800
网址：www.minfopra.gov.cm
（31）妇女和家庭事业促进部
电话：00237-222232550
传真：00237-222233965
网址：www.minproff.gov.cm
（32）科研和创新部
电话：00237-222221334
传真：00237-222221336
网址：www.minresi.net
（33）地产、地籍和土地事务部
电话：00237-222221547
传真：00237-222223544
（34）中小企业、社会经济和手工业部
电话：00237-222235777
传真：00237-222232180
网址：www.minpmeesa.cm
（35）畜牧、渔业和畜产工业部
电话：00237-222223775
传真：00237-222221405
（36）领土管理部
电话：00237-222231056
传真：00237-222223735
网址：www.minat.cm
（37）公共工程部
电话：00237-222221918
传真：00237-222232270
网址：www.travauxpublics.gov.cm
（38）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697699283
（39）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电话：00237-694146558
（40）法国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27900
（41）美国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01500
（42）德国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1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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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比利时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00519
（44）瑞士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34735/222229730
（45）加拿大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32311
（46）阿尔及利亚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15351
（47）沙特阿拉伯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12675
（48）巴西驻喀麦隆使馆：电话：00237-222214567
（49）警察总署：电话：00237-222232201
（50）特别警察署：电话：00237-222230552
（51）中部非洲国家银行：电话：00237-222234060/222230488
（52）花旗喀麦隆银行：电话：00237-233424272/222212777
（53）渣打喀麦隆银行：电话：00237-222222261/222227700
（54）喀麦隆法兴银行：电话：00237-233501908
（55）喀麦隆银行商业公司：电话：00237-222229289
（56）加蓬与法国国际银行：电话：00237-233434388
（57）喀麦隆非洲联合银行：电话：00237-222203720
（58）喀麦隆大西洋银行：电话：00237-233421066/233421084
（59）非洲第一银行：电话：00237-222233068
（60）喀麦隆经济银行：电话：00237-23343825/222316036
（61）喀麦隆储蓄与信贷国际银行：电话：00237-233436000
（62）喀麦隆保险协会：电话：00237-222213055
（63）ACTIVA保险公司：电话：00237-222237965
（64）雅温得国际机场：电话：00237-222231744/222233602
（65）杜阿拉国际机场：电话：00237-233421966
（66）雅温得火车站：电话：00237-222234003/222223545
（67）法航雅温得办事处：电话：00237-222234378
（68）国家港务局：电话：00237-222210637
（69）希尔顿酒店（Hilton）：电话：00237-222233646
（70） 蒙菲贝酒店（Mont Fébé）：电话：00237-222211903/222216069
（71）Nikel-Voayage旅行社：电话：00237-222237676
（72）SATGURU旅行社：电话：00237-679529433
（73）雅温得中心医院：电话：00237-222234020/222233207
（74）雅温得总医院：电话：00237-222201122/222202802
（75）雅莫医院（Jamot）：电话：00237-222204390/222215226
（76）钦加综合医院（Tsinga）：电话：00237-222202337
（77）医科教学及医疗中心：电话：00237-222211751/222311959
（78）社会医学中心：电话：00237-222230139
（79）药剂业和药品委员会：电话：00237-2222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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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喀麦隆国家广播电视台：电话：00237-222208037
（81）法国文化中心：电话：00237-222220944
（82）歌德学院：电话：00237-222223577
（83）英国文化协会：电话：00237-222233172/222211696
（84）美国文化中心：电话：00237-222231437
（85）喀麦隆文化中心：电话：00237-222204599
（86）雅温得第一区：电话：00237-222200799
（87）雅温得第二区：电话：00237-222204135
（88）雅温得第四区：电话：00237-2222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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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喀麦隆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

中资企业一览表
一、中资企业

在喀麦隆注册名称 国内投资主体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Huawei Technologies Company Cameroon
Ltd.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喀麦隆分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张静山

651107798

China First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Cameroon SA
中交一公局喀麦隆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

公司

吴佳顺

679788218

CGCOC Cameroon Ltd 中地海外建设集

团喀麦隆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陶晶

659310972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Cameroon)
中国港湾（喀麦隆）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张欢

650811322

Sinohydro Cameroon Office
中国水电喀麦隆代表处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

王强强

652612753

China Internation Water & Electric Corp.
喀麦隆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于英姬

656267079

Société nationale de Chine pour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technique de
Shenyang (Filiale Cameroun) 中国沈阳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喀麦隆分公司

中国沈阳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公司

曹永恒

698690844

ZTE Corporation (Cameroon) Office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喀麦隆）办事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石婧琴

691413802

Top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rp.
Cameroon Ltd.
华山国际工程喀麦隆公司

华山国际工程公司
李连操

69644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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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 (CAMEROON) SARL
中国通信服务喀麦隆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

赵德志

670716496

SINOSTEEL CAM PLC
中钢喀麦隆有限公司）

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李咏和

698088547

Coast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SARL
喀麦隆海岸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地质矿产开发总公

司

刘杰

699922088

AIVC International Aero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公司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

司

姜辉

693674222

Startimes Media (Cameroun) SARL
四达时代媒体（喀麦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

薛晓科：

671050535

Jiangsu 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Group Cameroon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喀麦隆有

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何金

665364123

Tianyuan Construction Group Corp Ltd
Cameroon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喀麦隆公司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相裕艳

664635666

China Railway No 5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SA
中国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五局（集团）有

限公司

陈在振：

681713994

Cameroon Xiongshi Co., Ltd
喀麦隆雄狮牧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雄狮饲料集团
冯丽华：

696290281

山西建投喀麦隆有限公司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孙辰

656834634

CMEC Office in Cameroon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喀麦隆

代表处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喀麦隆代表处

邱露

652177889

暂未在喀注册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国机七部）

崔昊朕

693797555

暂未在喀注册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魏辉

6806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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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喀麦隆华侨华人社团

（1）喀麦隆华侨华人工商总会
成立时间：2000年8月
会长：陈靖
联系电话：693902727

（2）喀麦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成立时间：2004年12月
会长：翁木兴
联系电话：696235865

（3）喀麦隆华侨华人妇女协会
成立时间：2012年
会长：周素平
联系电话：698888878

（4）喀麦隆中华商会
成立时间：2014年
会长：龙海
联系电话：696810156

（5）喀麦隆中喀文化交流协会
成立时间：2016年
会长：陈柏松
联系电话：675693988

（6）喀麦隆青田同乡会
成立时间：2006年
会长：徐岩军
联系电话：695981198

（7）喀麦隆福建同乡会
成立时间：2007年
会长：翁木兴
联系电话：69623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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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喀麦隆》对中国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到喀麦隆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
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喀麦隆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
示，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喀麦隆的向导。因篇幅有限，加之不
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书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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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编制工作。本
《指南》由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经商处编写，经商参赞郭建军担任总编，
负责制定编辑工作规划、统筹指导、初稿审校等工作，参加2021版《指南》
撰稿工作的人员为郭静、王蒙、崔屹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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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西亚非
洲司的同志对其中的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喀麦隆有关
政府部门网站和专业机构、喀麦隆财政部主编的《2020年国家经济、社会
与金融形势及展望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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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著者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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