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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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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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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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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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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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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编制办公室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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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赞的话

毛里求斯位于非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南部。包
括本岛及罗德里格岛等属岛，是一个被人们称之为
“天堂岛”的美丽海岛国家。

毛里求斯政局长期稳定，社会安宁，多民族和谐
相处。自1968年独立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
来，毛里求斯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制糖业、纺织
服装加工业和旅游业是毛里求斯经济传统的三大支
柱产业。近年来，毛里求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政府
努力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促进金融业、信息通讯业等新兴行业
的发展，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毛里求斯希望凭借自身地理、政策和
环境的优势，努力将本国打造成连接亚洲和非洲大陆的桥梁。

中毛建交49年来，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
方式持续升级，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中国已成为毛里求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
年，双边贸易额达7.26亿美元；根据毛里求斯统计局贸易数据，中国是毛
里求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毛双向投资日趋活跃，根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毛里求斯直接投资流量4577万美元，截
至2020年底，中国在毛里求斯直接投资存量达8.8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金
融、房地产、制造业、旅游等领域。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承包工程和劳务
合作业务呈现发展趋势。2020年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新签承包工程签合同
额2.9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87亿美元。据中国使馆经商处了解，目前在
毛里求斯工作的中国人为382人，主要就职于建筑工程、纺织业和旅游餐
饮业。

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还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转型升级正在悄然发生。
毛里求斯营商环境优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毛里求斯投资兴业，部分
承包工程企业也开始转型发展投资业务。特别是一些中国企业逐渐认识到
毛里求斯离岸金融中心和对非洲门户的独特优势，在毛里求斯设立地区总
部和离岸公司，为其非洲地区业务提供支持。ICT/BPO（信息通讯技术/
商业流程外包）行业是毛里求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2019年产值占GDP的
5.8%，从科技初创企业到跨国公司，横跨数字服务、技术支持、应用开发
和客户管理等各个领域。华为在毛里求斯设立非洲地区财务共享中心，统
一承担其非洲国家项目的账务处理等业务，大幅节省了管理成本。中国银
行在毛里求斯投资设立分支机构，成为第一家毛里求斯中资银行。晋非合
作区建设步伐加快，投资的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竣工，酒店等项目已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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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合作区招商招展工作进展顺利，不仅吸引了一批中资企业入驻，还
引进了南非、印度、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企业入驻。服务业正成为双边合
作的新领域。

2021年1月1日，中毛自贸协定生效，该协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签署的
第一个自贸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多方面
内容，是全面、互惠、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协定的实施将为中毛经贸合作
注入新动力，助力毛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一
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毛企业间的经贸合作将面临更
为广阔的前景。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
共识，努力为到毛里求斯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推动中
毛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参赞 胡明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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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里求斯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毛里求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以下简称“毛
里求斯”或“毛”）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毛里求斯的投资合作环
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
合开展投资合作？在毛里求斯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
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毛里求斯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
规有哪些？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一旦遇到困
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
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毛里求斯》将会
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毛里求斯的向导。



2毛里求斯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毛里求斯素以“天堂之国”享誉世界。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上
帝先创造毛里求斯，再按此创造了伊甸园”。毛里求斯原为无人居住的荒
岛，早在公元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到过当时尚无人居住的毛里求斯，中
世纪阿拉伯人的地图上对该岛有所标记。16世纪初，葡萄牙人的探险队将
现 在 的 毛 里 求 斯 、 罗 德 里 格 和 留 尼 汪 诸 岛 取 名 为 马 斯 克 林
（MASCARENES）群岛，但未在岛上开辟殖民地。

1598年至1961年6月，毛里求斯曾先后遭受荷兰、法国和英国殖民统
治。1961年7月，英国被迫同意毛里求斯分阶段实行“内部自治”。1968
年3月12日，毛里求斯宣布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奉英国女王为国家元
首。1992年3月改为共和制。毛里求斯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国家元首，系
礼仪性职务，总理掌握行政实权。

近年来，毛里求斯在本地区积极发挥“小岛大国”作用，倡导减免发
展中国家债务，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以小岛屿国家代言人自居，积极在
气候变化等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

毛里求斯是不结盟运动、非洲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委员会等组织成
员，是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西沃萨古尔·拉姆古
兰担任独立后的首届政府总理，并被尊称为毛里求斯国父。毛里求斯有“印
度洋的明珠和钥匙”之美誉，是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毛里求斯位于西南印度洋，东经57°35'，南纬20°15'，面积2040平方公
里（包括属岛）。本岛面积1865平方公里。距留尼汪160公里，距马达加
斯加约800公里，距非洲大陆东海岸约2200公里。毛里求斯海岸线长约250
公里，有23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

毛里求斯岛由火山暴发形成，浅海为珊瑚礁环绕。沿海为平原，中部
为高原，平均高度600米，最高峰——黑河之巅高826米。河流短小，东南
大河最长，约34公里。

毛里求斯除本岛外还有一些属岛，总面积175平方公里，包括罗德里
格岛、阿加莱加群岛、圣布兰登群岛、查戈斯群岛和特罗姆兰岛等。迪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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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岛为查戈斯群岛的主岛，历史上曾属毛里求斯管辖，1965年底被毛
里求斯当局以300万英镑出让给英国，成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后英国
将岛上居民驱逐出岛并将该岛租给美国用作军事基地。特罗姆兰岛现为法
国占有，法国在该岛建有常设气象站，但毛里求斯一直声称对该岛拥有主
权。

毛里求斯属东4时区，比北京时间晚4小时，没有夏令时。

毛里求斯地图

1.2.2 自然资源

毛里求斯矿产资源匮乏，石油、天然气等完全依赖进口，水力资源有
限，近海海域渔业资源稀少，但230万平方公里（其中40万平方公里与塞
舌尔共同管理）海洋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

1.2.3 气候条件

毛里求斯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分夏、冬两季：11月至次年4月
为夏季，沿海气温30℃，中部高原22℃，海水温度约27℃；5月至10月为
冬季，沿海平均气温24℃，中部高原19℃，海水温度约22℃。雨量充沛，
夏季雨量多于冬季。全岛雨量不均，年平均降雨量中部高原为5080毫米，
西海岸1010毫米，东海岸1900毫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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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人口分布

截至2020年底，全国人口总数约126.6万人，其中男性62.6万人，女性
64万人。主岛人口约122.2万人，罗德里格岛人口4.39万人，人口密度约为
每平方公里620人，同比增长1.8%。2020年，毛里求斯劳动力人口57.01万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

毛里求斯人口主要集中在首都路易港及鸠比（Curepipe）、博巴森/荷
精（Beau Bassin/Rose Hill）、瓦瓜/菲尼克斯（Vacoas/Phoenix）、卡特邦
（Quatre Bornes）等直辖市。华人约2万人，主要集中在首都路易港和鸠比
市。

1.3.2 行政区划

毛里求斯全国分7个大区和4个直辖市，各级委员会均通过选举产生，
每5年选举一次。首都路易港（Port Louis）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
金融中心。

其他直辖市为鸠比（Curepipe）、博巴森/荷精（Beau Bassin/Rose Hill）、
瓦瓜/菲尼克斯（Vacoas/Phoenix）、卡特邦（Quatre Bornes）。7个大区包
括：庞普勒穆斯（Pamplemousses）、兰坝河（Rivière du Rempart）、摩卡
（Moka）、弗拉克（Flacq）、大港（Grand Port）、沙瓦纳（Savanne）、
黑河（Black River）。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毛里求斯实行议会内阁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
制衡。毛里求斯没有军队，依靠警察维持秩序和社会治安。

【宪法】1968年颁布，1991年和1996年两次修改。根据现行宪法，毛
里求斯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统为礼仪性国家元首，由总理提名，经议会
批准后产生，任期5年。总理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行使国家行政权，
有组成和改组政府以及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的权力。实行多党制及立
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

【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是毛里求斯最高的权力机构，为一院制，由70
名议员组成，任期5年。其中62名根据“简单多数制”选举产生（全国分
21个选区，除罗德里格岛选区产生2名议员外，本岛20个选区各产生3名）。
获得本岛60个议席中30席以上的党派或党派联盟即赢得大选，2名罗岛议
员自动支持执政党。其余8人为官委议员（Best Loser，1982年后只设4名，
2000年起恢复至8名），由总统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在落选人中选择得



5毛里求斯

票率高者，并权衡各党派和各族群在议会中力量的对比后任命，但官委议
员的任命不得导致选举结果的改变。议长由新议会首次会议选举的非议员
担任，任期5年，负责召集和主持议会会议，无表决权，但在议会表决出
现僵局时有裁决权。现议会为第13届议会，2019年11月成立，共有议员70
名。目前毛里求斯联盟拥有42席；反对党26席（工党、社民党等组成的国
民联盟16席、战斗党10席）；罗德里格岛地方议会政党罗德里格人民组织
2席。议长苏鲁杰德夫·波基尔（Sooroojdev Phokeer），2019年11月就职。

【内阁】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总统为礼仪性国家元首，
由总理提名，经议会批准产生，任期5年；总统有签署法令、任命驻外使
节和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等权利。总理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由议会
中多数党领袖担任，行使国家行政权，有组成和改组政府、解散议会、决
定提前大选等权力。2015年6月阿米娜·古里布 -法基姆（Ameenah
Gurib-Fakim）就任总统，成为毛历史上首位女总统。2018年3月，法基姆
总统因弊案被迫辞职，由副总统沃亚普里担任临时代总统。2019年11月，
由社战党、自由运动党等组成的毛里求斯联盟赢得国民议会选举，总理普
拉温德·库马尔·贾格纳特（Pravind Kumar Jugnauth）实现连任。12月，
普里特维拉杰辛格·鲁蓬（Prithvirajsing Roopun）出任总统，马利·西里·艾
迪·博塞仁（Marie Cyril Eddy Boissézon）出任副总统。

【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享有司法独立权，不受
立法和行政机关干涉。最高法院由大法官（Chief Justice，即最高法院院长）、
次席大法官（Senior Puisne Judge）以及陪席推事（Puisne Judge）组成。大
法官由总统与总理协商后任命；次席大法官由总统与大法官协商后任命；
陪席推事由总统与司法和法律委员会协商后任命。在法律界工作5年以上
才有资历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马克·法兰西·艾
迪·巴朗西（Marc France Eddy BALANCY）。最高法院下设刑事法庭、
中级法庭、地方法庭、劳资关系法庭、常设仲裁法庭等。民事上诉法院和
刑事上诉法院是最高法院的两个分支机构，其法官由最高法院当值法官担
任。

1.4.2 主要党派

毛里求斯主要政党有：社战党、社民党、工党、战斗党和自由运动党；
其他还有爱国运动、改革党等小党派。

表1-1：毛里求斯主要党派列表
序号 党派名称 简称 党派领袖

1 社会主义战斗党 社战党
普拉温德·库马尔·贾格

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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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里求斯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 沙·杜瓦尔
3 工党 / 纳文钱德拉·拉姆古兰
4 毛里求斯战斗党 战斗党 保罗·贝朗热

（ 1）社 会主 义战斗 党（Militant Socialist Movement/Mouvement
Socialiste Militant，MSM）：简称“社战党”。1983年3月组建，由从原战
斗党分裂出来的成员和原社会党部分成员合并而成。曾先后与工党、社民
党、战斗党联合执政。2014年，社战党领导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
获得执政地位。对内主张实行西式民主，进行社会改革，扩大生产性就业，
建立一个“更美好公正”的毛里求斯；对外主张务实外交政策，与不同社
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关系，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领袖普
拉温德·库马尔·贾格纳特（Pravind Kumar Jugnauth）。2019年11月，社
战党同自由运动党等组成的毛里求斯联盟再次赢得国民议会选举。

（2）毛里求斯社会民主党（Maurit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Parti
Mauricien Social Démocrate，PMSD）：简称“社民党”。前身是毛里求斯
人民联盟，1953年易名为毛里求斯人党，1964年改称现名。1983-1988年、
2000-2005年、2006年4月-2007年9月参加政府。主要由毛籍法国人后裔、
克里奥尔人、少数穆斯林及上层华人组成。代表农场主、资本家特别是白
人资本家的利益。2014年，社民党与社战党、自由运动党联合组成的“人
民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进入政府。2016年12月，社民党退出政府，成为
反对党。在国际上，与西方一些右翼党派关系密切。领袖沙·杜瓦尔（Charles
Gaetan Xavier Luc Duval）。

（3）工党（Mauritius Labour Party/Parti Travailliste，PTr）：1936年2
月23日成立，是毛里求斯第一个政党，曾为争取毛里求斯独立进行积极斗
争。独立后长期单独执政。2014年，工党与战斗党组成的联盟在大选中落
败，成为反对党。该党对内主张为工人阶级和小农服务，发展民族经济；
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与东西方国家都发展关系，尤其是加强与非洲
各国的团结，主张建立印度洋和平区。领袖纳文钱德拉·拉姆古兰
（Navinchandra Ramgoolam）。2019年工党同社民党等组成中左翼反对党
联盟国民联盟在大选中再次落败。

（ 4）毛里求斯战斗党（Mauritian Militant Movement/Mouvement
Militant Mauricien，MMM）：简称“战斗党”。1969年成立，主要由知识
分子、青年、穆斯林和印度裔组成。曾是毛最大的政党，先后与工党、社
战党结盟。2000年9月社战联盟执政后，贝朗热出任副总理兼财长。根据
两党结盟协议，贝朗热从2003年9月起担任总理。2005年大选失败，失去
执政地位，成为反对党。2010年大选中与国家团结党和社会民主运动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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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心之联盟”参选，再度失败。2014年与工党结盟参加大选，但依然败
选。2019年单独参加大选落败。对内主张政治民主化，实行新闻、结社、
工会自由，经济上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对外主张不结盟和中立，与
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反对印度洋军事化，要求英国归还迪戈加西亚岛。领
袖保罗·贝朗热（Paul Berenger）。

1.4.3 政府机构

本届政府成立于2019年11月12日，由普拉温德总理领衔的24名内阁成
员组成。主要政府部门有：国防、内政、对外交通部，罗德里格斯岛、外
岛和领土完整部，能源和公共事业部，教育、高等教育和科技部，地方政
府、灾害应急管理部，道路交通和轻轨部，财政和经济规划与发展部，外
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住房和土地使用规划部，社会融合、社会
保障和国家团结部，工业发展、中小企业和合作社部，环境、固体废物处
理和气候变化部，金融服务和良政部，旅游部，农业和粮食安全部，商业
和消费者保护部，青年赋权、体育和休闲部，国家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部，
技术、通讯和创新部，劳动、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部，卫生和健康部，蓝
色经济、海洋资源、渔业和船运部，性别平等和家庭福利部，艺术和文化
遗产部，公共服务、行政和机构改革部。

毛里求斯财政和经济规划与发展部是毛里求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其
职责是制定和监督执行政府的财政预算，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调
控，同时负责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毛里求斯的经济援助等。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毛里求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居民中约69%是印巴人后裔，27%是克
里奥尔人（非洲人及欧非混血儿），2.3%是华裔（绝大多数是广东梅县籍
的客家人），1.7%为欧洲人后裔。

目前在毛华人约2万人，大多为第三代或第四代华人，已融入主流社
会，其中以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为主，约占90%。华人从事商业、工业活动
者约占75%，其余为自由职业和公职人员，大多数人过着富足的小康生活。
当地华人成立有华商总会、华人妇联会、汉语促进会、仁和会馆等华人社
团协会。

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英语，法语普遍使用，大部分报刊、杂志为法文；克里奥
尔语为当地人最普遍使用的口语。此外，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如印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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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吉布里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迪语、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以
及中国广东的客家话等。

1.5.3 宗教和习俗

毛里求斯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印族后裔信仰印度教，穆斯林信
仰伊斯兰教，法国、英国后裔和克里奥尔人多数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华
人主要信仰佛教。印度人和华人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

全国居民中52%信奉印度教，30%信奉基督教，17%信奉伊斯兰教，
另有少数人信奉佛教。毛里求斯人把圣诞节列为最重要、最喜爱的节日。
毛里求斯人真诚、谦让、重感情，社交场合衣着整齐、得体。在社交场合
与客人相见时，要与被介绍过的客人一一握手，并报出自己的名字；在亲
朋好友聚会时，女士与女士之间，男士与女士之间，可施贴面礼，但以女
方和年长者主动为好。

毛里求斯人喜欢送花，但对花的种类和数量没有太严格的区分。见面
时的称谓与问候很有讲究，要在姓名前冠以先生、小姐、夫人和头衔等尊
称。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才用名字相称。

在毛里求斯想与对方见面必须事先约好，贸然到访属于不礼貌行为。
无论商务还是私人约会，一定要准时。到当地人家里参加聚会，按惯例要
给主人送酒，香槟、红酒等均可，但华人聚会时偏爱威士忌。

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宴会上，大家喜欢举杯祝福。
在毛里求斯，人们交谈忌讳打探个人收入、年龄、宗教信仰、情感等

隐私。
毛里求斯人饮食习惯上以印度餐、西餐为主，也喜欢中餐。

1.5.4 科教和医疗

【教育】毛里求斯承袭英国教育体制，中、小学学制分别为6年。实
行公立学校大、中、小学免费教育，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国家之一。2019/2020财年，政府教育支出为162.96亿卢比。30岁以下的人
口受教育率为95%。成年人识字率为90.6%，青年儿童受教育率为95.4%。
2019年小学毕业考试通过率77.3%，中学毕业考试通过率75%。截至2019
年，毛里求斯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学校851所，在校生2.5万余人；小学319
所，在校生约8.6万人；中学180所，在校生约10.9万人；职业学校111所，
在校生9000余人。

毛里求斯现有2所大学，分别为毛里求斯大学和毛里求斯技术大学，
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另有8所专科学校，其中，毛里求斯教育
学院是以培训中小学教师为主的专科学院，甘地学院是由印度援建的东方
语言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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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毛里求斯实行免费医疗的福利政策，包括外交使团人员、游
客和外籍劳工，在公立医院看病、住院均可享受免费待遇。国家卫生保健
服务体系齐全，私人医疗也较完善。毛里求斯公共医疗机构能满足全部医
疗需求的85%，其余15%由私营医疗机构承担。截至2019年末，全国有医
院18家，社区医疗中心130家，私人诊所19家，床位4709张，药店361家。
医生3290人，药剂师536人，牙医412人，护理人员4494人。平均每万人拥
有医生25.9人。

据毛里求斯《国家卫生账户》发布，2017年全国全部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的5.67%，人均医疗卫生支出20483卢比。毛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男性平均寿命为71岁，女性平均寿命为77.8岁。

毛里求斯传染性疾病已被控制，但该国是世界上糖尿病最多发国家之
一。

中国政府未向毛里求斯派出援外医疗队。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毛里求斯是一个有工会运动传统的国家。目前，全国共有400余个工
会，拥有会员约13万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政府公务员工会（Federation
of Civil Service Unions）、政府教师工会（Government Teachers’ Union）、
糖业工人工会（Sugar Industry Workers Association）及旅馆业员工工会等。

毛里求斯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其影响触及毛里求斯社会生活的各
领域，其中主要包括：毛里求斯妇女理事会（Mauritius Women Association）、
毛里求斯社会服务委员会（Mauritius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毛里求
斯老年人协会（Mauritius Senior Citizen Association）等，从事对妇女、儿
童、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救助等。

此外，毛里求斯还拥有一个野生动植物基金会（Mauritius Wildlife
Foundation），专门保护毛岛日渐稀少的动植物。

在毛里求斯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工人亦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毛里求斯
相关法律注重保护工人权益。2020年没有中资企业罢工的现象。

1.5.6 主要媒体

毛里求斯没有专门的国家通讯社。
【广播电视媒体】毛里求斯最主要的广播电视媒体是毛里求斯国家广

播公司（MBC），直属毛里求斯总理府。拥有MBC1、MBC2、MBC3三
个电视频道和2个FM调频及1个短波与中波兼用广播电台频道。此外，毛
里求斯还有四家收费卫视公司（ PARABOLE、 DSTV、 LONDON
SATELLITE和CANAL+）和三家私人广播公司（RADIO ONE、RADIO
PLUS和TOP FM），每家广播公司各拥有一个FM调频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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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媒体】毛里求斯的主要媒体均为法文媒体。全国综合性日报《快
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内容覆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日发行
量可以达到10万份；全国性晚报《毛里求斯人报》，日发行量约6万份；
《周日新闻》《挑战报》等是另几家颇具影响的主要报纸媒体。

据统计，毛里求斯共有15家英法报刊和2家中文报刊，中文报刊为《华
侨时报》和《华声报》。

毛里求斯主要报纸媒体偶尔有涉及中资企业的负面报道。
【网络媒体】毛里求斯政府网站于2014年更换域名（www.govmu.org），

可查询到各个部委以及相关业务政治、经济、能源等方面的信息。毛里求
斯媒体报道相对民主自由，对政府和社会生活颇具影响力。当地媒体涉华
报道总体较为客观，偶有片面报道。目前，毛里求斯尚未成立媒体协会。
自2020年1月以来，当地媒体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疫情发展、防控和取得
决定性胜利的各个阶段，未出现针对中国企业不利或歧视性的舆论。

2020年2月初，毛里求斯劳动部宣布暂停向中国工人发放新工作许可，
在毛里求斯的中国工人工作许可到期后自动延期，随着疫情发展，该政策
于3月起适用于所有在毛里求斯的外籍员工。

毛里求斯媒体对当地疫情防控报道基本正面。2020年3月18日，毛里
求斯发现首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19日起全岛关闭边境，20日起全国实行
宵禁，后经两次延期至5月4日。尽管毛里求斯政府在疫情出现初期关闭超
市等措施引起了一定恐慌，但这些措施通过严格限制人员流动而有效遏制
了病毒传播，自4月9日起毛里求斯新增确诊人数大幅减少，疫情发展基本
得到控制，民众逐步接受宵禁规定，配合程度较高，当地媒体及反对党对
政府防控工作效果基本满意。

2020年以来，毛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和新冠疫苗研发均给予了关注和
客观报道。2021年4月13日，中方援毛首批疫苗10万剂抵达，受到当地主
要媒体的关注；2021年5月20日，毛方向中国采购第二批50万剂疫苗抵毛；
2021年7月4日，毛方向中国采购第三批50万剂疫苗抵毛。

1.5.7 社会治安

毛里求斯长期以来是非洲社会治安状况较好的国家，但近年来犯罪率
略有上升。据统计，2018-2019年，警方接受各类报案29.3万起，其中刑事
案件约占报案总数的19.3%，另有涉毒案件4906起，性侵案件679起。2019
年交通违法案件为17.67万件，同比下降27.4%。

毛里求斯法律规定，普通公民不可持有枪支。截至2021年6月，毛里
求斯无恐怖袭击事件。当地未出现因新冠疫情而针对中国企业和华人的游
行示威、人身攻击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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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节假日

毛里求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法定节假日包含印度、华人和穆斯林
等民族节日，因此，每年的节假日日期略有变动。2021年的法定节假日如
下：1月1日-2日，新年；1月28日，扎针节；2月11日，华人春节；2月1日，
废除奴隶制日；2月21日，印人湿婆节；3月12日，国庆节暨独立日；3月
25日，印人新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5月24日，开斋节；8月15日，圣
母升天节；8月23日，象鼻神节；11月2日，印人劳工来毛日；11月4日，
印人点灯节；12月25日，圣诞节。

每周六、日为公休日，部分公职部门周六上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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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多年来，毛里求斯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基本上保持在
3.5%-4%之间。毛里求斯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大。受国际大形势影响，近
年来，传统产业制糖业、纺织业不断萎缩，而旅游业、金融业、信息通讯
行业稳定增长。毛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创造就业，刺激经济。毛政府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推动金融、航空企业重组，并以实现“第二次经济奇迹”为
口号，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卫生、
公交、社会住房等领域的投入，积极培育海洋经济、高端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等新兴支柱产业，力求把毛岛打造为区域航空、海运枢纽和金融服务
中心。

【经济增长率】根据毛里求斯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20
年毛里求斯国民生产总值为4294亿卢比（约合106.4亿美元），同比下降
14.9%。

表2-1：2016-2020年毛里求斯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GDP（亿美元） 经济增长率（%） 人均GDP（美元）

2016 124.1 3.7 9816

2017 135.3 3.8 10695

2018 138.7 3.8 10956

2019 147 3.6 11621

2020 106.4 -14.9 8406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中央统计局

【产业结构】按经济结构看，2020年，毛里求斯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分别为4.1%、18.6%和77.3%，已经初步成为了以现代服务业为
导向的多元化经济体。

表2-2：2016-2020年毛里求斯各产业占GDP比重情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6 3.8 20.7 75.5

2017 3.7 19.8 76.5

2018 3.4 19.6 76.9
2019 3.5 19.4 77.1
2020 4.1 18.6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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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毛里求斯中央统计局

【GDP构成】根据毛里求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投资、消费、
储蓄和净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
19.6%、91.2%、8.8%和-15.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毛里求斯资本
形成、消费和净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为18.65%、92.09%、-18.72%。

【财政赤字】根据毛里求斯财政和经济规划与发展部公布的数据，
2019/20财年（2019年7月-2020年6月），毛里求斯财政总收入预计为1224.6
亿卢比，总支出预计为1564.3亿卢比，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3.5%。

【公共债务】根据毛财经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毛政府债务
总额3275.43亿卢比，占GDP比例为76.3%。其中，内债2588.07亿卢比，短
期内债247.92亿卢比，中长期内债2409.73亿卢比；外债687.36亿卢比，短
期外债0.25亿卢比，中长期外债687.11亿卢比。毛里求斯政府对外贷款的
主要来源方为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等国际或地区金
融机构，以及欧盟、印度等。

毛里求斯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毛里求斯设立了非洲培训中心。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定期对毛里求斯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稳定形势进行评估，并
对毛里求斯政府经济政策提出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金融稳定指标
对毛里求斯举债的规模和条件具有一定约束力，如政府债务比例60%的上
限等。

【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6月，毛里求斯外汇储备约合73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2020年全年平均通胀率为2.5%。
【失业率】2020年毛里求斯失业率为9.2%，为近年来最低。
【主权信用评级】2021年3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毛里求斯主权信

用评级为Baa2，展望为负面。
2021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经济预测，下调毛里

求斯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至5%。IMF指出，该预测的前提是毛旅游业在
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目前，当局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就业和增长。

2.2 重点/特色产业

【农、林、渔业】2020年，毛里求斯农、林、渔业产值小幅增加，为
146.45亿卢比，占GDP的3.4%。其中，甘蔗种植面积为4.37万公顷，同比
下降3%，甘蔗产量为262.1万吨，同比下降23%，产糖量为27.1万吨，同比
下降18.2%，出糖率由9.73%提升至10.34%；茶叶种植面积为685公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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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4.4%；粮食种植面积为7456公顷，同比增长1.7%，产量为9.44万吨，
同比增长0.7%。牛肉产量1826吨，同比下降11%。羊肉产量42吨，与2019
年持平。猪肉产量598吨，同比上升0.3%。家禽产量为4.75万吨，同比下降
6.9%。2020年年捕鱼量大幅下降，产量为2.29万吨，同比下降34.6%。

【制造业】制造业仍是毛里求斯的主要支柱产业。2020年，制造业产
值为460.27亿卢比，同比下降17.8%，占GDP的10.7%，其中，食品制造在
制造业中占比较大，产值为181.71亿卢比，占GDP的4.23%，同比下降
11.9%；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产值为108.91亿卢比，占GDP的比重为2.53%，
同比下降30.9%；制糖业产值为3.91亿卢比。2020年，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额154.84亿卢比，约合3.87亿美元，主要出口品种为T恤、套衫、衬衫和裤
子。毛里求斯纺织公司（CMT）、天空集团（CIEL）为毛里求斯主要纺
织企业。

毛里求斯又被称为“糖岛”，制糖业曾经是毛里求斯经济基础，糖业
产值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出口总额的99%。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快和其他行业的兴起，毛里求斯甘蔗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糖业产值占
GDP比重逐年下降。目前毛里求斯政府积极实施糖业改革，重组、合并中
小糖厂实现集约化经营，增加精炼糖出口，利用蔗渣发电、乙醇蒸馏以及
朗姆酒酿造等引导制糖业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旅游业】2020年，毛里求斯累计接待外国游客30.9万人次，同比下
降77.7%，当年旅游收入为176.6亿卢比，同比下降72%。游客主要来自法
国、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留尼汪、南非等周边国家或地区，欧洲游客
占游客总数的60.4%。欧洲是毛里求斯传统游客市场，2020年，欧洲游客
为20.76万人次，同比下降75.2%。其中法国游客为7.95万人次，同比下降
73.7%；英国游客为14.15万人次，同比下降6.8%；中国大陆游客减少35%，
回落至4.27万人次。截至2020年底，毛里求斯一共有106家酒店，房间总数
达12171间，其中，拥有80个房间以上的大型酒店共计53家。酒店业知名
企业有Beachcomber集团和Sun Resorts集团等。旅游业相关从业人员共计
32873人，较2019年增加3.3%，其中餐饮业3850人，酒店25472人，其他旅
游服务3551人。

新冠肺炎疫情给毛里求斯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受疫情和关闭边境措
施等影响，毛里求斯酒店入住率大幅下降，酒店类股价暴跌，营业额骤降，
毛很多地产集团已陆续关闭酒店，以降低运营成本。

【建筑业】2020年建筑业产值167.98亿卢比，约合4.16亿美元，占GDP
比重为3.9%。主要建筑公司有Gamma Civic Ltd.、General Construction Co.
Ltd.和Hyvec Partners Ltd.等。

【金融服务业】毛里求斯金融保险市场自由、开放。外资银行和保险
公司经批准可在毛注册；银行利率开放，由各商业银行自行决定；无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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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当地货币可与外币自由兑换。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长期稳定的
政治环境和宽松的金融税收政策，近年来金融服务业成为毛里求斯发展最
为显著的行业之一。2020年金融服务业总产值为492.62亿卢比，占GDP总
量的11.5%，同比增长1%。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产值为305.8亿卢比，
占GDP的7.1%，同比上升0.9%；保险和养老金产值为105.31亿卢比，占GDP
的2.5%，同比增长2.4%。毛里求斯商业银行（MCB）为该产业龙头企业。

【信息通讯技术业】毛里求斯信息通讯发展程度居非洲首位。近年来，
毛里求斯充分发挥本国地理、语言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势，加快推进以信
息通讯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力争将毛里求斯打造成地区信息通讯中心。
2020年，信息通讯技术业的产值为264.3亿卢比，占GDP的7%，同比上升
4.9%。

【海产品业】毛里求斯海岸线长217公里，有190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
经济区，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渔业优势明显。毛里求斯允许外国渔船在毛
里求斯海域进行捕捞作业。2020年，毛里求斯出口海鱼共计9.54万吨，出
口额126.04亿卢比，约合3.12亿美元，为第二大出口产品。渔业和水产品
加工已经成为毛里求斯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

2.3 基础设施

毛里求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拥有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工业厂房，企
业园区以及会议中心；拥有较为发达的港口和机场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较
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用电充足；水供应基本充足。同时，政府还将进一步
加大投入，重点提升道路基础设施、港口和机场水平。

2.3.1 公路

毛里求斯无铁路，内陆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公路交通较发达，主要
交通工具是汽车。2019年公路总长达277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4公里，
占公路总里程的3.75%；主干道1140公里；二级道路913公里；其他道路615
公里。公路车辆密度为每公里209辆机动车。截至2019年，交管局登记的
机动车辆共58.1万辆，同比增长4.5%。根据毛里求斯政府战略规划，路易
港到鸠比市轻轨项目一期工程，路易港至荷精市已于2019年底试运行，总
长26公里，共有19个站点，2021年6月在中间开通卡特邦站点。

2.3.2 空运

航空运输是毛里求斯联系外界的主要交通方式。现有两个机场，即位
于普莱桑斯的“拉姆古兰国际机场”和罗德里格岛民用机场。其中，拉姆
古兰机场新航站楼由中国企业承建，于2013年5月竣工，9月投入使用，航



16毛里求斯

站楼面积3.2万平方米，年接待能力达400万人次。2019年，毛里求斯空运
旅客377.97万人次。罗岛新机场航站楼于2003年10月正式启用，目前只能
起降小型飞机。

拉姆古兰机场现有30多条国际航线，每周150个航班，连接10多个欧、
亚、非国家。与伦敦、巴黎、罗马、法兰克福、苏黎士、米兰、新加坡、
上海、香港、孟买、约翰内斯堡、迪拜等三十余个城市有直达航班。自2012
年起，毛里求斯航空陆续开通直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
武汉的航班。2017年以来，由于乘客数量及市场开发策略的调整，毛里求
斯航空陆续取消了北京、广州、成都和武汉的直航航班。

毛里求斯航空公司是毛里求斯唯一的航空公司，成立于1967年，由毛
里求斯政府、罗杰斯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合资。现已
开通近30条国际航线，连接10多个欧、亚、非国家，与上海、新加坡、伦
敦、巴黎、约翰内斯堡、珀斯等22个城市有直航。目前拥有13架客机和3
架直升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范围的封城、断航、旅行限制、边
境封锁等严厉措施，导致民航市场需求极度萎缩。为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毛里求斯航空公司决定对资产实行“主动托管”（Voluntary
Administration）。根据毛里求斯《破产法案》第215和216条之规定，董事
会决定任命Grant Thornton公司的A.Sattar Hajee Abdoula和Arvindsingh
K.Gokhool为公司的资产托管人（administrator），该任命自2020年4月22
日14时起生效。毛里求斯航空定于2022年1月召开“分水岭”会议，届时
托管人将向债务人介绍救助计划和措施。该会议将对毛航命运起关键的决
定作用。自公司进入自动托管以来，年开支下降了17.5亿卢比，目前正在
讨论财务管理和结构改革等问题，诸多外在因素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最终
方案将取决于毛航所获得的财政支持。

2.3.3 水运

海上运输在毛里求斯交通运输业中占重要地位。路易港位于毛里求斯
西北部，是全岛唯一的商业深水港。其地理位置优越，具备沟通非洲、欧
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桥梁功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毛里
求斯对外贸易的99%通过该港口运作，1993年被宣布为自由港。该港口现
代化程度高，集装箱吞吐量大，年集装箱吞吐量85万标箱，能停靠最现代
的集装箱船，拥有26公顷的集装箱码头和5台现代化集装箱起重机。毛里
求斯政府正计划把路易港建设成地区海运中心之一。2019年，在路易港靠
港船共计3536艘，货运量为851.6万吨，其中进口货物710.2万吨，出口141.4
万吨。毛里求斯港务局负责路易港的管理及总体规划与开发，货物运输公
司经港务局授权具体负责货物装卸与沿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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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电力

毛里求斯生产和生活用电充足，2020年总发电量2882吉瓦时（GWh）。
其中76.1%的电力来自非可再生能源的煤（占39.5%）和燃油（占36.6%），
23.9%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蔗渣电（13.3%）、水电（4%）、太阳能光
伏发电（5.1%）、风电（0.6%）、垃圾填埋气发电（0.9%）。年销售电量
2448吉瓦时，平均售价约为6卢比/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约655吉瓦时（占
26.8%）。毛里求斯中央电力局和民间独立电厂均为当地主要供电商，前
者供电约40.8%，后者合计占59.2%。民间独立电厂均为小型电商，电力通
过与中央电力局并网进入市场渠道。全国用电的人口比例达100%，位列非
洲榜首。

2.3.5 供水

根据毛里求斯统计局《能源和用水数据2020》，毛里求斯全年经处理
的饮用水总量为3.04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占47%，地表水占53%。2020
年，注册用水住户和单位共计38.5万户，销售水量1.09亿立方米，其中饮
用水占88.6%，未处理水占11.4%，售水收入共15.5亿卢比。毛里求斯水处
理程度高，使用经处理水源的人口比例已达100%，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国家中名列第一。

2.3.6 数字基础设施

毛里求斯拥有现代化的电话网，国内外通讯方便。目前，毛里求斯共
有两家固定电话运营商、3家移动通讯运营商和12家网络服务运营商。截
至2020年底，毛移动网络用户132万，较上年增加11.4%，固定网络用户32.3
万，较上年增加5.2%，移动和固定电话用户分别为191万和47.7万，较上年
增长2.5%和4.4%。毛全国智能手机普及率为81.4%，互联网接入比例为
72.6%，电视频道用户比例为42.4%，智能电视使用率为37.7%。近年来，
政府加紧发展电信业，投入巨资建设电脑城、教育和培训设施、政府网站
以及在邮局为民众提供免费上网服务等。

毛里求斯现有114个邮政局。

2.4 物价水平

【基本食品价格】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毛里求斯生活品价格小幅上涨，
疫情出现初期当地民众有短暂的抢购和囤货行为，在政府的管控和引导下
很快恢复正常。

表2-3：2021年3月部分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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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单位 价格（卢比） 价格（折合美元）

米 公斤 61.72 1.53

面 公斤 17.86 0.44

食用油 升 59.85 1.48
冻羊肉 公斤 410.41 10.17

冻牛肉 公斤 308.97 7.66
鸡肉 公斤 141.95 3.52

鸡蛋 30个 165.00 4.09

西红柿 公斤 190.00 4.71

土豆 公斤 40.00 0.99

胡萝卜 公斤 60.00 1.49
数据来源：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在当地超市采集

2.5 发展规划

【2021/2022年规划及预算】毛里求斯议会投票通过的2021/2022财年
预算案规定本财年财政预算拨款总额为1457亿卢比，其中1114亿卢比为经
常性预算，343亿卢比为资本预算。2021/2022财年预算围绕三项核心战略，
即经济复苏、产业复兴和恢复经济弹性展开，重点是促进投资、重塑经济
结构和恢复信心。

预算案特别考虑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情况，提出了旨在保护生命和
生计、维持生产能力和保持经济稳定的措施。预算为未来三年的优先项目
以及各部门开展的其他项目提供650亿卢比的资金。其中117亿卢比用于国
家洪水治理计划；120亿卢比用于建设1.2万套社会住房；40亿卢比用于经
济复苏计划的项目；94亿卢比用于建设安奎尔大坝及其处理厂；57亿卢比
用于社区发展项目；220亿卢比用于陆路运输项目，包括公路和轻轨。

【2021-2025年公共部门投资规划】毛政府关于2021-2025年公共部门
投资规划规定：经济部门投入占53%，社会部门投入占47%，规划全文如
下：

https://budgetmof.govmu.org/Documents/2021_22PSIP.pdf
【经济部门】

（1）道路和陆路运输基础设施
①Jumbo Phoenix环岛及A1-M1桥重建工程
②M4高速公路一期工程（Bel Air- Pont Blanc）和二期工程（Pont Blanc

to Forbach）

https://budgetmof.govmu.org/Documents/2021_22PSI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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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La Vigie - La Brasserie - Beau Songes连接路
④Quay D环岛的立交桥、Wooton和Ebène地区Terre Rouge环岛路段的

M2高速
⑤Cavendish Bridge到Anse Jonchée的B28路段升级项目（1号停车场），

Chemin Vingt Pieds B45，瓦瓜的Palmerstone 道路
⑥Bois Chéri和Verdun的旁路建设
⑦L’Avenir, Chamarel和Poste Lafayette桥梁的建设和升级
⑧轻轨系统建设
（2）港口发展
①游轮码头建设
②Fort William和Caudan and Fishing Quay的防浪堤
③2艘大型、4艘小型拖船采购
④航运单一窗口系统
⑤港岛货柜码头工程
（3）机场发展
①Plaine Corail的新跑道建设
②新的控制塔台
③高频通讯设备的替换
④整合海关和机场的政府清关中心
（4）农业和蓝色经济
①建设最高标准的现代化糖储存设施
②通过农业研究（DeSIRA）倡议（欧盟资助）发展智慧创新
③半工业化渔船采购方案
④收购船舶（MSCL）
（5）能源
①在Henrietta, La Chaumière, Belle Vue, Côte D’Or, Wooton, Ebène, L’

Avenir 进行66/22千伏的GIS变电站建设
②Sans Souci大坝扩容
③在Tamarind Falls, Henrietta建设10MW太阳能绿色能源光伏农场
④20MW电池储能系统
⑤绿色能源和低碳倡议项目
（6）行政及其他项目
①在Plaine Magnien, Vuillemin和Solferino设立中小企业园区
②在罗德里格斯建立科技园区
③在Pamplemousses, Flacq, Savanne建立新的区议会总部
④在Pte aux Sables设立新的政府印务大楼
⑤研究与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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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LAVIMS - 2.0 Phase 1 Project
【社会部门】
（1）教育
①建设公务员学院
② 在 Plaine des Papayes GS, Melrose GS, Permal Soobrayen GS,

Cascavelle GS建设培训游泳池
③在Goodlands, Floreal, Sodnac, Vacoas, Bell Village SSS建设健身房;

在Ebène (G) SSS建设运动场
④建设 R. Prayag SSS
⑤在Beau Vallon建设地区培训中心
⑥在中学建设高速连接
（2）健康
①New Flacq教学医院（一期）
②在Solferino建设新的癌症中心
③现代眼科医院
④在St Francois Xavier,Roche Bois, Grand Baie, Pointe aux Sables, Trou

d'Eau Douce建设社区健康中心
⑤在Stanley, Coromandel, Bel Air, Quartier Militaire, Chemin Grenier,

Grand Bois建设诊所
⑥在J. Nehru Hospital建立肾移植小组
⑦国家卫生实验室服务中心
（3）用水
①Anguilles和La Ferme水坝
②Pont Lardier, Piton Du Milieu, Mont Blanc和Rivière du Poste水处理

厂
③Cluny, Riche en Eau, Salazie, Sorèze, Alma和Eau Bouillie配水池
④配置容器式压力过滤厂
⑤管道替代项目
⑥水箱津贴计划
⑦购置水车
（4）废水处理
①Pailles Guibies污水处理工程
②Grand Baie污水处理工程一期B
③Morcellement Goolamally, Camp Rouillard污水处理工程
④St Martin和M. Jacquot整修
⑤Dubreuil废水处理工厂
⑥Quatre Bornes污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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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Cité Vallée des Prêtres和Bernardin de St Pierre Road污水处理工程
（5）体育、休闲、艺术和文化
①荷精市广场剧院翻新工程
②Triolet, Port Louis和Côte D’Or综合体育中心
③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新大楼
④路易港剧院翻新工程2期
⑤蓝湾海滩运动场
（6）公共秩序和安全
①法医科学实验室新大楼
②毛里求斯纪律部队学院
③新的Montagne Blanche, Goodlands, Quatre Bornes消防局
④旅客信息预报系统
⑤指纹自动识别系统
⑥海滩雷达监控系统
⑦购置20辆消防救援车辆、云梯平台、大容量水泵
⑧购置先进轻型直升机和Passenger Variant Dornier
（7）社区发展
① Plaine Verte, Rivière du Rempart, Abercrombie, Camp Levieux,

Montagne Blanche多功能中心
② Goodlands, Bel Air, Chemin Grenier, Rose Belle, Mahebourg,

Pamplemousses, Nouvelle France, Belle Rose市集
（8）社会住房和社会保障
①在Mare D’Albert, Gros Cailloux, Dagotiere和Mare Tabac建设1285套

社会住房
②在Wooton, Cascavelle, Baie du Tombeau, La Valette, Plein Bois, Argy,

Mon Gout, Bassin, Petit Bel Air和Agalega建设2025套社会住房
③建设1.2万套社会保障房公寓
④为Flic-en-Flac, Palmar地区的老人建设住房
⑤电子社会安全系统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毛里求斯电子商务发展指引原文如下：

https://www.edbmauritius.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E-Commerce%20Sch
eme%20Guide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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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毛里求斯属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80%，是世贸
组织成员国，拥有欧盟、美国、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和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SADC）等给予的优惠市场准入条件。毛里求斯于1970年加
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是1995年1月1日WTO创建时的正式
成员。

毛里求斯是下述组织和机构的成员国和签约国。
【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南非共同市场是包括20个非洲国

家的区域贸易区，目标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使其实现经济
一体化。

东南非共同市场秘书处通过贸易、海关、货币发行、投资、通讯、农
业等领域的多样化方案，帮助成员国消除贸易壁垒。2009年6月该组织宣
布正式成立关税同盟，所有成员国将对从共同市场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
品征收统一关税。东南非共同市场现有20个成员国，它们分别是布隆迪、
科摩罗、刚果（金）、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苏丹、斯威
士兰、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安哥拉。共同市场成员国总人口约4
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600亿美元，是非洲最大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共同
市场的最终目标是在2025年实现货币同盟，采用统一货币。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贸易协定】2008年8月17日，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SADC，简称“南共体”）14个成员国中的12个正式启动
自由贸易区。该自由贸易区将覆盖地区内85%的贸易，全部取消有关产品
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保证成员国的本地制造业发展，南共体自由贸易
区允许成员国将15%的贸易产品列为敏感产品，继续实施关税保护至2012
年。

南共体现有16个成员国（截至2021年6月）：南非、安哥拉、博茨瓦
纳、津巴布韦、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坦桑
尼亚、赞比亚、毛里求斯、刚果（金）、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科摩罗。

【与欧盟的临时经济伙伴协定（EPA）】2009年8月，毛里求斯等东
南非国家与欧盟签署临时经济伙伴协定，以取代被指违反WTO规则的科托
努协定。根据该协定，毛可向欧盟免关税、免配额出口原产于毛的商品。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是美国给予
符合条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旨在促进扩大美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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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该法案通过普惠制方案，基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有产品进入

美国市场给予免关税免配额待遇。
美国对纺织品、服装及鞋类等敏感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而非洲增长与

机遇法案给予受益国大幅度关税优惠，提供了巨大贸易机会。
【与土耳其自由贸易协定（FTA）】2011年9月9日，两国在伊斯坦布

尔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3年6月1日生效实施。协定部分建立在毛与欧盟
签署的临时经济伙伴协定（EPA）基础上。根据协定，毛里求斯对土出口
的工业产品几乎全部享受免关税和免配额优惠，46种农业产品享受关税或
配额减免，70余种纺织品关税将在4年过渡期内逐步降低。

【与巴基斯坦优惠贸易协定（PTA）】2007年7月30日在毛里求斯签
署，同年11月30日生效实施。目前，双方正在此基础上，探讨签署范围更
广的FTA。

毛里求斯拥有与欧盟和美国优惠的市场准入待遇，利用毛里求斯进入
欧盟和美国市场为中国投资者和贸易商提供了机会。

毛里求斯是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并拥有为
地区服务的现代化和设备齐全的港口设施。自由港服务如转船设备、仓储、
冷藏等具有一站式服务功能。通过毛里求斯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大有
潜力。

毛里求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灾害较少、社会政治环境稳定、
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锚定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着
力制订宽松灵活的经济金融政策，希冀将自身打造成为连接亚非大陆资金
流的金融通道。在毛里求斯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导下，近年来，毛里求斯金
融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离岸金融
业务活跃，已成为毛里求斯金融服务业主体支柱。

3.2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总量】根据毛里求斯中央统计局数据，2020年毛里求斯进
出口贸易总额为2365.92亿卢比（约合58.63亿美元），同比下降14.9%。其
中，进口1662.68亿卢比（约合41.2亿美元），同比下降16.5%；出口703.24
亿卢比（约合17.4亿美元），同比下降11%；贸易逆差959.44亿卢比。

【对外贸易结构】2020年，毛里求斯主要出口商品为食物和活动物（占
38.3%）、杂项制成品（占34.1%）和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14.2%）。其
中，由于服装及衣着配件出口下降19.7%，导致杂项制成品出口下降18.5%；
鱼和鱼制品出口下降5.9%，导致食物和活动物出口下降1.1%；按材料分类
的制成品出口下降9.9%，主要由于珍珠、宝石和半宝石出口下降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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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进口商品为机械和运输设备（占22%）、食物和活动物（占21.7%）、
按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占16.1%）。

【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毛里求斯对外贸易主要出口市场为南非（占
11.9%）、英国（占10.1%）、美国（占9.7%）、法国（占8.0%）和马达加
斯加（占6.9%）。欧洲国家仍是毛里求斯主要出口目的地，占其总出口的
45.4%。2020年，毛对华出口额为9.34亿卢比，同比下降17.9%。主要进口
来源国是中国（占16.6%）、阿联酋（占12.3%）、印度（占9.5%）、南非
（占7.7%）和法国（占7.2%）。2020年，毛里求斯从中国进口275.73亿卢
比（同比下降17%），中国为毛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表3-1：2020年毛里求斯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统计局

服务贸易在毛里求斯出口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和商业服务
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2016年，毛里求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1868.58亿卢比（约合50.5亿美元），其中出口1094.04亿卢比（约合29.57
亿美元），进口774.54亿卢比（约合20.93亿美元）。根据2015年7月毛里
求斯政府公布的信息，毛里求斯参加了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成为
非洲第一个，也是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集团（ACP）国家中第一个参加
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的国家。

3.3 吸收外资

旅游业特别是酒店业和相关房地产开发以及金融服务业是毛里求斯
吸收外资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制造业、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海产品加工、
生物制药等产业近年也在毛里求斯吸收外资中占有重要比重。毛里求斯传

主要出口国 出口额 占出口比重

南非 1.78 11.9%
英国 1.52 10.1%

美国 1.45 9.7%
法国 1.21 8.0%

主要进口国 进口额 占进口比重

中国 6.83 16.6%

阿联酋 5.05 12.3%

印度 3.93 9.5%

南非 3.1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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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投资来源地为欧洲和印度，近年来，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
中东及南非对毛里求斯投资也不断增长。

【外资总额】根据毛里求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毛里求斯
吸收外资共计141.93亿卢比（约合3.58亿美元），同比下降约36.3%。其中
法国以直接投资1.05亿美元排名第一；南非、瑞士和美国分别位列二、三、
四。2020年，我国对毛直接投资2.28亿卢比，约合0.06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毛里求
斯吸收外资流量为2.46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毛里求斯吸收外资存量为
57.20亿美元。

【吸引外资的行业】2020年，毛里求斯房地产行业吸引外资85.31亿卢
比，约占外商投资的60.10%，其中综合度假村计划（IRS）、房地产计划
（RES）、酒店投资计划（IHS）和房地产开发计划（PDS）和智慧城市计
划（SCS）共吸引投资63.08亿卢比；制造业吸引外资16.45亿卢比，是毛里
求斯第二大吸引外资领域；金融业吸引外资为6.07亿卢比，约占外来总投
资的4.3%。

【外资来源地】2020年，从外资来源看，来自欧洲的投资最多，为76.99
亿卢比，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投资分别为19.70亿卢比、13.67亿卢比。

【主要外资企业】美国在毛里求斯投资的主要公司有加德士（Caltex）
公司，微软、IBM和甲骨文（Oracle）公司也在毛里求斯建立了印度洋地
区的分销中心，肯德基（KFC）、麦当劳、必胜客（Pizza Hut）等快餐公
司，UPS、FEDFEX等快运公司也在毛里求斯开展业务。

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在毛里求斯多投资于信息技术领域、金融领域，如
埃森哲（Accenture）公司、橙（Orange）电讯公司等。英国巴克莱银行、
汇丰银行在毛里求斯也有分支机构。

印度公司在毛里求斯尤为活跃。InfoSys和Hinduja等软件公司均在毛里
求斯设点，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Ltd）在毛里求斯建有终端加油站，
Universal饮料公司在毛里求斯兴建了一家啤酒厂，MTML电信公司在毛里
求斯开展固定和无线电话业务。印度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India）收购
了毛里求斯当地银行51%的股份。Sugar集团投资建设豪华酒店，Apollo集
团投资3000万美元在毛里求斯建设高科技医院。近年来，印度对毛里求斯
投资额保持较低水平。

南非在毛里求斯开展多个大型投资项目，包括Bagatelle大型综合购物
中心，La croisette大型购物中心等。

3.4 外国援助

毛里求斯主要援助伙伴包括印度、法国、中国、日本、沙特、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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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等，援助领域涵盖农林牧渔、管理和预算支持、教育、
能源、医疗、行政管理和能力建设、政治治理、私营部门发展、社区发展、
道路交通以及基础设施、水利和治污等。

法国对毛里求斯援助以提供各类优惠贷款为主，涉及技术、能源、饮
用水、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法国开发署是法国援外
执行机构，在毛里求斯设有代表处，多为援助性质贷款。

印度是毛里求斯第一大外国援助来源国，近年来加大对环印度洋地区
合作的重视，对毛里求斯援助力度也逐年加大。其援款主要用于毛里求斯
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防务、教育、民生、海洋等领域。2020/21财年，印度
向毛里求斯提供援助2.33亿卢比，带有援助性质的贷款64.59亿卢比。

沙特近年来加大对毛里求斯援助力度，2020/21财年，沙特向毛里求斯
提供贷款6.99亿卢比，用于社会住房建设项目、综合体育中心项目、癌症
中心项目和New Flacq培训医院（一期）项目。2020/21财年，阿布扎比发
展中心向毛提供1.75亿卢比援助；科威特提供6500万卢比贷款；阿拉伯银
行提供贷款5300万卢比。

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UNDP向毛里求斯捐赠80万美元；IMF
向毛里求斯提供40亿卢比紧急援助；印度4月向毛里求斯提供一批药品，5
月向毛里求斯派遣一艘装载大量药品和食品的海军舰船，同舰还有1支医
疗队；美国向毛里求斯提供一批医疗物资；马云基金会向毛里求斯提供两
批医疗物资；上海外办、温州外办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地
方政府部门先后向毛里求斯提供大批防疫物资。2021年3月，联合国向毛
粮食系统捐款2.5万美元；4月，我国向毛里求斯援助10万剂国药疫苗。

3.5 中毛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中毛两国建交后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于1985年成立经济、
技术和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1994年8月，中毛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1996年5月，中毛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2005年1月，双
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双边劳务合作
的协定》。

2017年12月，中毛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正式启动中毛自贸协定谈判。
2018年9月，中毛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外交、
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关于相互设立贸易投资促进机构的备忘录》。
2019年10月，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钟山与毛里求斯驻华大使李淼光分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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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中毛自贸协定是中国商签的第17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非洲
国家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中毛自贸协定不仅将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更
有力的制度保障，更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协
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等内容，实现了“全面、高
水平和互惠”的谈判目标。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方和毛里求斯最终实现零
关税的产品税目比例分别达到96.3%和94.2%，占自对方进口总额的比例均
为92.8%。毛里求斯剩余税目的关税也将进行大幅削减，绝大多数产品的
关税最高将不超过15%甚至更低。我国目前对毛出口的主要产品，如钢铁
制品、纺织品以及其他轻工产品等将从中获益。毛里求斯生产的特种糖也
将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货币互换】中国与毛里求斯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自由贸易协定（FTA）】201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毛第十届双边

经贸联委会上，双方签署启动中毛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
2018年4月，中毛自贸协定首轮谈判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此后双
方又进行了3轮谈判。2018年9月，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赴华参加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双方签署了结束自贸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2019
年10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中毛自贸协定。

2021年1月1日，《中毛自贸协定》生效。

3.5.2 双边贸易

近年来中国对毛里求斯出口稳步增长，对毛里求斯贸易长期顺差。出
口商品以纺织原料、机电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为主。中国从毛里求斯进口
不多。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毛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26亿美元，
同比下降14.1%。其中，中方出口7亿美元，同比下降13.2%；中方进口0.26
亿美元，同比下降32.2%。中国为毛里求斯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表3-2：2016-2020年中国与毛里求斯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同比% 中国出口 同比% 中国进口 同比%
2016年 77800 -9.2 75800 -9.9 1971 28.5

2017年 78400 0.8 76200 0.4 2200 14.0

2018年 84164 7.3 80419 5.5 3745 66.9

2019年 84530 0.4 80642 0.3 3888 3.8

2020年 72625 -14.1 69990 -13.2 2635 -32.2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对毛援助】中国对毛里求斯的发展援助始于1972年。40多年来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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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了机动车修理厂、体育场、巴克利桥、弗拉克医院扩建、沙角村老年
人活动中心、农村小学校、维多利亚医院配建手术室和病房、公交车等项
目。目前，正在执行的项目有广电大楼技术合作、综合体育中心等项目。
中国在毛里求斯还开展了人员培训等项目。此外，中国还派遣了六批共76
名青年志愿者，到毛里求斯从事汉语、体育教学和信息技术服务等。

3.5.3 中国对毛投资

【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毛里求斯直接投资流量
4577万美元；截至2020年末，中国对毛里求斯直接投资存量8.87亿美元。
其中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和备案在毛里求斯投资设立的企业有天利纺纱（毛
里求斯）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2年，由山西天利实业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现有员工约400人（其中中方员工120人），生产规模5万纱锭。

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由山西投资集团承担合作区的开发工作。截
至2021年6月，晋非经贸合作区一期完成的项目有诺亚财富中心、伊甸园
文化娱乐广场、40套标准公寓和6000平方米标准厂房，正在建设标准公寓
酒店和中非金融中心项目。

表3-3：2016-2019年中国对毛里求斯直接投资统计

（单位：万美元）

年份 流量 存量

2016 7233 117620
2017 3327 96087

2018 17821 99766
2019 18589 129168

2020 4577 88671*

注：*2020年末存量数据中包含对以往历史数据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2.9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87亿美元；年末在毛里求斯劳务合作人数17人，
在毛里求斯各类劳务人员382人。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铁七局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毛里求斯房建项目；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毛里求斯Grand Baie污水处理项目；北京建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NEXSKY办公楼项目等。

目前，在毛里求斯注册的中资建筑公司有10家，分别是：北京住总集
团、北京建工集团、中水对外公司、中国水电国际公司、江苏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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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天利建设有限公司、中建股份有限公司毛里求斯分公司、中国通信建
设毛里求斯公司、中国路桥毛里求斯分公司、山西建工集团。毛里求斯市
场容量有限，且近年来建筑市场持续萎缩，竞争激烈，政府项目招标时对
本地公司实施15%的价格优惠，中资公司虽经多年努力已获得较好声誉，
但目前开拓业务仍较困难。中国企业在毛承建项目主要涉及房建土建工
程、道路和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其中较大项目有低造价社会住房、电子
城第二行政楼、泵站及污水处理厂、邮轮码头行政大楼等。中建股份有限
公司毛里求斯分公司承揽的毛里求斯机场扩建项目是迄今为止中资公司
承揽金额最大的承包工程项目，该机场已于2013年7月投入使用。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晋非合作区】毛里求斯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以下简称“晋非合作
区”）是商务部2006年首批命名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距离首都路易港3.5
公里，总面积211公顷，其中山西晋非自主开发73.85公顷，与毛政府合作
开发137.15公顷。晋非合作区是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城市北拓计划的重要
地区，也是毛里求斯批准的8个智慧城市项目之一。

晋非经贸合作区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

晋非经贸合作区的规划定位为高端现代服务业园区，按照毛里求斯智
慧城市的相关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以园区内现有道路管网为基础，布局
了生产加工区、商务贸易区、生活服务区等三大区域。2021年，《中毛自
贸协定》正式生效，晋非合作区重新定位为商贸物流型园区，以港口仓储
和电商物流为中心，文化旅游和金融服务为配套，以毛智慧城市的相关标
准进行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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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入园企业已达70余家，80%以上为法国、南非、印度、马达加斯
加、毛里求斯等国家的企业，国际化程度在中国海外园区中首屈一指。

晋非合作区计划总投资约10亿美元，目前已注入资金1.3亿美元。2014
年底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接管合作区，现已开发和租赁面积37.9公顷，
占自主开发面积50%以上。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于202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商务公寓项目的建设。

3.5.6 中毛产能合作

目前，中国和毛里求斯未开展产能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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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毛里求斯的投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一贯奉行开放
的市场经济体系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积极鼓励吸收外资；相关投资条件优
惠，法律法规完善，执行透明度高；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资可100%控股；
无外汇管制，资本和利润可自由汇出；银行众多、操作规范、企业融资便
利；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备，收费合理。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毛里求斯在全球最具
竞争力的1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52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营商环境便利度
排名第13位。

联合国特别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共同发布“2019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毛里求斯创新指数排在第
82位。

毛里求斯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较高，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维护和管理
完善，主要业务如缴纳水电费、申请工作许可证、缴纳税款等均可在线上
办理。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毛里求斯货币为卢比。在毛里求斯银行和兑换点，卢比与美元和欧元
等主要货币可互相兑换。2021年3月31日，卢比兑换美元汇率约为39.8:1，
兑换欧元汇率约为46.3:1。

人民币与毛里求斯卢比不可直接兑换。
表4-1：2018-2020年毛里求斯卢比汇率变化趋势表

年份 美元汇率 欧元汇率

2018 34.59 40.83

2019 36.02 40.30

2020 39.68 45.37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统计局

4.2.2 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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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不实行外汇管制。在毛里求斯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毛里求
斯银行开设外汇账户。外汇可自由汇进汇出，外汇汇出无须缴纳特别税金。

携带现金出入境合理范围内无需申报。
在毛里求斯工作的外国人，其合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国外。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截至2020年6月，毛里求斯本地共有20家商业银行，其中9家本地银行、
8家外资银行、3家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共计166个营业网点，从业人员8266
人。毛里求斯银行（Bank of Mauritius）是毛中央银行，1967年设立，独立
法人，注册资本10亿卢比由政府出资，按英国央行模式设立和运作，直接
向议会报告。根据毛里求斯银行法（Bank of Mauritius Act 2004），央行具
有监管和督导金融机构以及和其他监管部门合作，对清算、支付和结算系
统进行管理的职能。

毛里求斯主要商业银行有毛里求斯商业银行（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MCB）和毛里求斯国家银行（State Bank of Mauritius, SBM）。毛里
求斯商业银行（MCB）为毛里求斯商业银行集团旗下公司，是毛里求斯最
大的商业银行，成立于1838年，为私营银行，业务量超过国内市场的40%。
2020财年，该银行税前利润约74亿卢比，折合1.83亿美元，居毛里求斯各
银行首位。

毛里求斯国家银行（SBM）是毛里求斯第二大商业银行，是一家国有
银行，也是毛里求斯上市公司，业务量约占市场的三分之一。2015年，毛
里求斯国家商业银行和毛里求斯邮政合作银行合并，组建了新的毛里求斯
国家银行，由政府所有。

毛里求斯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Mauritius, DBM）由毛里求
斯政府持有91.67%的股份，贷款项目涉及农业、中小企业、制造业、建筑
业、旅游业等。

毛里求斯当地主要外资银行有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
渣打银行等国际知名银行的子公司或分行，其中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的
业务量较大。这些外资银行在毛里求斯主要业务是离岸银行业务，占到其
业务量的一半以上。

2016年3月，毛里求斯中央银行向中国银行毛里求斯子行颁发银行牌
照，标志着首家中资银行在毛里求斯正式获得营业资格。2016年10月，中
国银行毛里求斯子行正式挂牌营业。中国银行毛里求斯子行位于首都路易
港的蔻丹广场，公司传真为00230-2034879。

截至2020年，毛里求斯共有约20家保险公司，其中毛里求斯国家保险
公司（State Insurance Company Of Mauritius Ltd）、天鹅保险公司（SWAN）
和毛里求斯保险公司联盟（ The Mauritius Union Assuranc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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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大。

4.2.4 融资渠道

外国企业在当地商业银行融资享受与当地企业同等待遇。一些商业银
行依据在毛里求斯企业的规模、资信等状况给予企业一定的贷款额度。贷
款的基本条件包括：注册当地公司，在银行有账户，能作抵押的资金或物
产。目前中国银行毛里求斯子行、毛里求斯非亚银行（Afrasia）、汇丰银
行等已经开设了人民币业务，中资企业可以用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
合作。

【便利条件】毛里求斯无外汇管制，资本、利润和股息可自由汇入汇
出。证券交易所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并可双重上市。外国企业在当地商业银
行融资享受与当地企业同等待遇。毛里求斯允许部分离岸公司拓展证券投
资业务。经毛里求斯金融服务管理委员会颁发许可证的公司可享受5-8年税
收优惠。

【相关限制】毛里求斯部分业主不认可外国银行开具的保函，需通过
毛里求斯当地银行转开保函。自2013年起，毛里求斯中央银行提高了国际
银行在毛里求斯以分行形式经营的门槛，要求此前在毛里求斯设有分行的
国际银行转为子行机构，对新进入银行基本不予批准分行牌照。

【利率】毛里求斯基础利率由毛里求斯政府及毛里求斯中央银行制
定，2018年9月，毛里求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将基准利率继续
维持为3.5%。2019年8月，毛里求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基准利率
下调至3.35%。2020年3月10日，毛里求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基准
利率下调至2.85%。2020年4月16日，毛里求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
基准利率下调至1.85%。

4.2.5 信用卡使用

毛里求斯当地信用卡使用较为普遍。VISA卡和万事达卡在当地可以使
用。

2010 年 1 月 22 日 ， 中 国 银 联 与 毛 里 求 斯 商 业 银 行
（The Mauritius Commercial Bank Ltd.）宣布开通银联卡毛里求斯商户的受
理业务，同时开通毛里求斯商业银行ATM机受理业务。2013年8月28日，
中国银联与毛里求斯商业银行共同举行银联卡发卡仪式，这是中国银联在
非洲发行的首张银联卡。2018年4月，支付宝与毛里求斯国家银行
（Mauritius State Bank, SBM）商谈合作，在毛里求斯开通支付宝移动支付
业务。

4.3 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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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SEM）是毛里求斯官方的证券交易所，经营股
票和债券交易。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89年3月30日，是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世界交易所联盟成员。股票市场有官方市场板块（Official
Market）和发展与企业市场板块（Development & Enterprise Market）两个
板块，2020年，总市值3397亿卢比，占GDP的79.3%，2019-2020财年新发
行了17种有价证券。截至2020年底，官方市场板块有58家上市公司（不含
离岸公司），总市值2946亿卢比，约合74.8亿美元，2019-2020财年市场交
易总额为149亿卢比，比上一财年增加13亿卢比。发展与企业市场板块有
38家上市公司，总市值450.7亿卢比，约合11.4亿美元。2019-2020财年交易
额达17亿卢比，同比下降23%。

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对外国投资者开放。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价格

毛里求斯电力供应充足，但夏季有时会视水库蓄水情况实施限水措
施。价格水平居中，工业用水电的价格高于居民生活用水电。2019年平均
工业用电价格为每千瓦时3.53卢比；居民个人用电价格为每千瓦时3.16卢
比（25千瓦时以内）。

表4-2：毛里求斯水电价格（价格为卢比按汇率折算美元价）

消费用途 水（美元/立方米） 电（美分/度KWH）

个人消费者

10立方米以内 0.13美元 25度以内 9.1美分

11-20 0.17美元 26-50度 12.6美分

21-30 0.23美元 51-75度 13.6美分

31-60 0.49美元 76-100度 15.6美分

60以上 0.92美元 101-200度 17.6美分

201-250度 20.1美分

251-300度 22.6美分

300度以上 25.1美分

商业用户

17立方米

391卢比（11.29美元）起价，每增加1
立方米23卢比（66.4美分）

基准价 28.9美分

工业用户
25立方米450卢比（12.99美元）起价，

每增加1立方米23卢比（66.4美分）
基准价 15.6美分

注：污水处理费为0.73美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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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

表4-3：毛里求斯罐装液化气价格

规格 价格（美元/罐）

5公斤罐装 2.5
6公斤罐装 3.03

12公斤罐装 6.1
注：毛里求斯不供应天然气

表4-4：毛里求斯汽油柴油价格

品名 价格（美元/升）

汽油 1.18

柴油 0.86
资料来源：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整理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劳动力供求】毛里求斯本地劳动力可承担基础性生产工作，成本较
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毛里求斯2020年就业人口约为51.8万人，其中
男性31万人，女性20.8万人。2020年全国失业率为9.2%，比2019年增长2.5
个百分点。毛里求斯劳动力供求的不匹配性问题较为突出，存在一定程度
的结构性失调，即有一定数量的待业人口，部分行业亦存在较大用工缺口，
但申报失业和希望更换工作的人口由于经验、学历、待遇等原因，并不能
缓解劳动力不足情况，无法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空缺岗位中。

【外籍劳务需求】毛里求斯外籍劳务主要集中在制造、建筑和酒店餐
饮业，主要原因是上述行业人数需求大、对技术要求高、加班较频繁等。
在技术、管理等领域高层次人才方面，毛里求斯亦雇有一定数量外劳。

根据毛里求斯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3月，毛里求斯共
有外籍劳工31755人，来源国分别为：孟加拉国（23673人）、印度（8392
人）、马达加斯加（4231人）、中国（2331人）、斯里兰卡（1461人）。
外籍劳工主要从事的行业为：制造业（22231人）、建筑业（5691人）、
旅游和餐饮业（663人）。

毛里求斯放宽外国劳工和专家工作许可限制。根据毛里求斯2020/21
财年预算案公布的政策，为鼓励外国人才来毛发展，毛里求斯政府将工作
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合并成单一许可。劳动部为此修改了外籍劳工有关的
规定，简化审批程序。毛里求斯政府向外国人发放工作许可审批时间为10
天。临时访问毛里求斯的外国专家以及在信息通讯领域的技术人才，在毛
里求斯停留3个月以内，无须申请工作许可。

【劳动力价格】根据毛统计局公布统计数据，2020年毛里求斯大中型

http://m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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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10人以上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63%）中，员工平均
月薪为33777卢比，同比增长6.2%。能源供应、金融服务收入水平最高，
平均月薪分别为57493卢比和53557卢比。制造业企业员工平均月薪为
18324卢比，其中，纺织、制糖、食品加工业从业员工平均月薪分别为14523
卢比、25605卢比和19220卢比（美元兑换卢比汇率约为1:40.35）。建筑业
从业员工平均月薪为36084卢比。

毛里求斯实施《增薪法》，劳动力工资呈逐渐增长趋势，根据行业和
工作年限增幅略有不同。毛里求斯同时制定有工资水平指数，用于反映劳
动力价格和基本工资变化情况。

【最低工资标准】根据毛《2021年最低工资法案（修正案）》，最低
工资标准为9375卢比/月（全职出口企业职工），10175卢比/月（其他行业
全职工）。个人所得税为15%，起征额为每年33万卢比。由于毛里求斯实
行全社会免费医疗，因此社保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养老保险，雇主和雇员在
基本工资基础上分别向国家养老金基金（NPS）缴纳6%和3%，雇主还须
向国民储蓄基金（NSF）缴纳员工基本工资的2.5%作为一次性退休金，私
营部门需另缴纳1%。缴纳工资上限为14805卢比。此外，雇主还应缴纳1.5%
的人力资源发展税（HRCC），用于国家组织职业培训。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土地价格】根据毛里求斯法律规定，国有土地除非经过公开拍卖，
否则不能出售转让，但可出租；私人的土地可出售转让或出租。2018年，
毛里求斯的土地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80-400美元。毛里求斯的土地租金为
每平方米0.5-1美元/月。工业用地租金约为20万-25万卢比（0.67-0.83万美
元）/英亩/年，随着高档住宅、旅馆业和商业购物中心等发展需求的增长，
土地价格呈上涨趋势。

【房屋租金】2019年，在伊本电子城及附近的荷精、卡特邦，34平方
米的办公用房月租金约为2.5万卢比，路易港为2.3万卢比，北部地区则在
2.5-3万卢比。一套160平方米的三居室公寓住宅，月租价为3-4万卢比。

【房屋售价】在毛里求斯，购买住宅的价格因地产的位置和档次而存
在较大差异。一般房价约为500美元/平方米；中档公寓房的平均价格约为
2000美元/平方米；高档住宅（别墅）每幢价格为90万-200万美元，面积从
200平方米至400平方米不等。

4.4.4 建筑成本

2019年，毛里求斯低造价住宅建筑费用平均在20000卢比/平方米（折
合577.6美元，含门窗水电，简装）。

据统计，每年毛里求斯水泥消耗量为60万吨，钢材消耗量为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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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毛里求斯能自产15000吨钢材外，全部水泥和35000吨钢材及其他主要建
材均需从国外进口，其销售价格亦随着国际市场供求变化而上下波动。

表4-5：2020年5月毛里求斯主要建材参考价格

品 名 出厂免税价 品 名 出厂免税价

热沥青油 4000卢比/吨
木 方

（50mm*70mm*2150mm）
86-91卢比/根

水 泥 4865卢比/吨
空心

（450mm*200mm*200mm）
22卢比/块

圆钢筋 27135卢比/吨 砂（0-2mm） 622.5卢比/吨（水洗砂）

100厚砌块 16.93卢比/块 砂（0-2mm）
548.5卢比/吨（非水洗

砂）

150厚砌块 19.64卢比/块 小块碎石 399卢比/吨

200厚砌块 22.65卢比/块 大块碎石 342卢比/吨

注：美元兑毛里求斯卢比汇率约为1:35
资料来源：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整理



38毛里求斯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贸易主管部门主要有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的国际贸易司和
商业和消费者保护部的外贸司（Foreign Trade Division）。

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国际贸易司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贸易政
策，并使其贸易政策在多边、地区贸易协定和国际贸易规则中得到充分体
现，以保证毛里求斯顺利与世界经济的全球自由化融为一体；制定有效机
制，维护工业产权，打击侵权、盗版和伪造行为，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确
保工业产权得到保护。

商业和消费者保护部外贸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执行出口政策和国际
贸易惯例，包括发放有关商品的出口许可证、原产地证书、南部非洲共同
体原产地证书；对输美的纺织品发放通行证；对制订和执行贸易政策、国
家贸易发展战略、多双边磋商等给予建议；监督AGOA法案执行情况等；
处理贸易投诉等。

5.1.2 贸易法规

毛里求斯与贸易有关的主要法律有《消费者保护法案》《海关法案》
《关税法案》《合法度量衡法案1985》《工业产权法案2002》《专利、工
艺设计和商标法案2002》《药物法案1985》《植物保护法案2006》《食品
法案1998》《竞争法案2007》《中小企业法2005》等。

表5-1：毛里求斯与贸易相关的法律

序号 法规名称 浏览网址

1 消费者保护法案
https://commerce.govmu.org/Pages/Legislations/Acts-and

-Regulations.aspx
2 海关法案 https://www.mra.mu/download/CustomsAct1988.pdf
3 关税法案 https://www.mra.mu/download/CustomsTariffAct.pdf

4 竞争法案2007
https://competitioncommission.mu/wp-content/uploads/20

20/01/Competition-Act-2007-Amended-2019.pdf

5 中小企业法案

https://enterbusiness.govmu.org/Documents/Archives%20
New/The%20Small%20and%20Medium%20Enterprises

%20Act%202017.pdf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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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对石油产品、大米、小麦及面粉、水泥、土豆、葱头、大蒜、
玉米、姜黄根粉、豆蔻、牲畜、糖等涉及民生的基本商品由毛国营贸易公
司、农产品销售署、毛里求斯糖业联合会等垄断经营，以适当价格充足供
应当地市场。

毛里求斯所有经济实体享有经营对外贸易的同等权利，除对少数商品
实行许可证管理外，其余商品均放开经营。

【 进 口 管 理 】 根 据 毛 里 求 斯 《 消 费 者 保 护 法 》
（ http://www.mauritiustrade.mu/ressources/pdf/Consumer_Protection-Control
-Imports_Regulation2-2017.pdf），毛对下述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冻鱼、
牛奶及奶粉、土豆、葱头、大蒜、柠檬、调料、大米、面、食用油、黄油、
罐头牛羊肉、罐头鱼、营养添加剂、盐、波特兰水泥、石油及产品、药品、
生物诊断材料、烟花、塑料袋、钾添加物、家用煤气连接管、二手充气橡
胶轮胎、摩托车防护帽、含石棉粉和石棉纤维制品、金、波纹铁板、舷外
发动机、称量机、天平、电热水器及配件、电缆、断路器、转换器、渗漏
组件、车辆、船只、度量仪器、注射器、伤口缝合线及绷带、扫帚、打火
机、二手车及零部件、烟叶、茶、粮食、植物、种子、动物食品、肉、鱼
制品、活动物、杀虫剂等。

禁止进口的商品包括：球阀瓶、爆竹、玩具枪雷管、白磷火柴、再生
车胎、煤油炉、象牙和玳瑁壳、水下鱼枪、烟型糖及巧克力制品、二手车
大部分零配件、玩具摩托车防护帽、卷烟纸、零部件外裸的电热水器、超
过100瓦便携式电灯、带子弹的玩具枪、含氯氟化碳的冰箱冰柜等容器、
蓝石棉及制品、PBB及制品、PCB及制品、PCT及制品、三倍磷酸盐及制
品、PVC牙及牙托、卷烟机、利比里亚的原木和木制品、石棉纤维、含
E425/E400/E401/E4等添加剂的冻状食品、含汞电池、含苯喷剂、含维他命
K1的化妆品等。（http://www.mauritiustrade.mu/en/import-procedures）

毛 里 求 斯 对 枪 支 、 弹 药 、 爆 破 物 等 实 行 管 制 。
（ http://www.mauritiustrade.mu/ressources/pdf/Restrictions-Control-Goods.pd
f）

【出口管理】毛里求斯对战略性和对其经济敏感商品如：活动物、蔬
菜、肉及制品、糖及制品、果汁、软饮料、小麦、面粉、调味香料、含糖
制品、含金/银制品、沙子、石灰石、波特兰水泥、动物器官、研究菌苗、
对美国和加拿大出口的纺织服装、鸟羽毛等少量商品实行出口许可证管
理。（http://www.mauritiustrade.mu/en/export-procedures）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毛里求斯依据与商品种类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检
疫。对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大多数商品需要提供原产国权威机构的检验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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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并对生产者或供应商有资质要求。对活动物和植物进口有隔离检疫
规定。

毛里求斯对进口商品检验基本采用英国标准。
毛里求斯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涉及部门有：商业和消费者保护部，

卫生和健康部，农业和粮食安全部等。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 管 理 制 度 】 毛 里 求 斯 依 据 《 海 关 法 案 》
（https://www.mra.mu/download/CustomsAct1988.pdf）进行海关管理，关税
按《关税法案》征收。《关税法案》中分别列出普通关税、东南非共同市
场一组关税、东南非共同市场二组关税、印度洋委员会关税、南部非洲发
展 共 同 体 关 税 、 印 度 关 税 和 巴 基 斯 坦 关 税 的 税 率 。
（https://www.mra.mu/download/CustomsTariffAct.pdf）

【关税税率】2008年6月7日新生效的《关税法案》中普通关税一般分
为0%和15%两种税率。

毛里求斯海关对进口烟、酒、含糖饮料和车辆等征收较高的消费税。
毛里求斯从中国进口主要商品除彩色电视机的关税为30%外，其他基

本为0%。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2017年7月20日，毛里求斯议会通过经济发展局法案，宣布正式成立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该局的成立旨在
整合现有投资促进局（BOI）、企业局（EM）和金融服务促进委员会（FSPA）
等三家经济金融部门，更好服务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大局。法案确定该机构
的四大职能包括：在经济战略布局、政策融合方面提供支持；推动毛里求
斯成为经贸投资中心、出口基地和国际金融中心；在投资促进方面，构建
宣传国家品牌形象；推动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便利化，确保良好营商环境。

2018年1月12日，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正式挂牌成立。经济发展局下
设投资业务板块，其职责主要有：①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推动毛里求斯
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基地和国际性金融中心；②准备、资助、实施、监控
有关促进投资的计划；③调查研究投资机会；④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机会
和协定，举办形式多样的投资和商业活动；⑤作为智库，向政府提出政策
建议，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⑥协调跨领域的促进活动，担当所有与投
资有关的促进和市场活动联系点；⑦考察并登记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投
资计划，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协助；⑧为投资者和个体人员提供支持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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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包括取得设立和运营企业需要的授权和许可、租赁或购买不动产等证
件；⑨确保公共领域和私营界在投资政策决策上的协调与合作；⑩作为主
管投资业务的唯一权力部门，是投资者取得运营所需要的职业准证、居留
证和其他有关许可的唯一联系单位；⑪为潜在投资者提供与投资事宜有关
的所有相关信息；⑫为任何有投资意向的人员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包括
毛里求斯经济形势、相关行业情况与政策、税收等优惠条件、有关准证的
办理手续等。电话：00230–203-3800，网址：www.edbmauritius.org。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毛里求斯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因而没有专门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毛
里求斯政府根据产业政策，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企业给予不同的优惠
政策。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因产业而异是其最大特点。所有行
业均对外资开放，外资可100%控股，没有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和地区，但
某些项目须取得相应部门的许可，如通过环境评估方能实施。毛里求斯力
求实现经济多元化，对各个产业外资投入均制订了不同的优惠政策和鼓励
措施。其中，金融服务、信息和通讯技术、房地产、软件开发、物流和分
销、医疗保健、环保、海水养殖等产业存在较大的投资机会。以上产业的
法律规定详见《投资促进法》和《商业便利化法案》。

【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
（1）《投资促进法》对外国投资者、外籍投资人员享有的优惠待遇、

需办理的证照进行了规定。
（file:///C:/Users/wjb/Downloads/Investment%20Promotion%20act.pdf）

（2）《公司法》对成立公司进行商业活动涉及的注册、组织架构、
运营、解散、转让、变更、信息发布等问题做出规定，是进行商业活动的
基础性法律文件之一。
（file:///C:/Users/wjb/Downloads/the-companies-act-2001.pdf）

（3）《所得税法》规定了毛里求斯的税收结构、政府主管部门、各
类公司和人员应缴纳的税款数额以及相关的缴纳时间、方式、处罚规定、
免税和退税安排及投资返还等相关问题。
（file:///C:/Users/wjb/Downloads/income-tax-act.pdf）

（4）此外，还有涉及外资在毛里求斯开展保险、金融、证券交易等
方面的《证券法》《保险业法》《金融法》《股票交易条例》等各类法律。

以上法律的全文均可在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网站下载，网址为：
www.edbmauritius.org/resources/。

【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但根据具体情况经批
准后，也可以少量在当地销售，包括：深海鱼类产品（鲜、冻产品）、印
刷、出版、信息技术、农业产业、出口导向型企业。

http://www.edbmauritius.org
http://www.edbmauritius.or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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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的优惠政策有：设备及原材料免进口及销售税；公司税15%；免
红利税；免资本盈利税；利润、红利和资本可自由汇出；进口用于运送本
企业职工的15-25座客车免60%的关税；新企业购买土地和楼房免50%的注
册费；免两名外籍管理人员50%的个人所得税。

【先锋企业】主要是涉及到技术转让、高附加值产业支持性企业、优
先发展的领域及先锋服务业的企业，技术水平超过毛里求斯现有工业及技
术水平。其产品可以出口及内销，没有任何限制。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设备和材料免关税及销售税；公司所得税税率
15%；免交红利税，利润、红利、资本可自由汇出。

【战略性地方企业】指地方工业制造企业，其活动有利于提高和促进
毛经济、工艺及技术的发展。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免红利税。
【现代化和企业扩建】对现有企业进行现代化革新，投资用于购买先

进生产设备以扩大生产规模、扩展业务和促进企业现代化，推行电脑化及
控制污染的技术。环保及控制污染的技术投资，在取得许可证两年内必须
有实质性的进展。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生产设备的进口免关税；投资在1000万卢比以上、
用于新建厂房及购置设备的企业，取得许可证后两年内开工的，可免交或
缓交10%的所得税（仅限三年）；用于购买控制污染的设备及建厂房的企
业，可享受更优惠的政策，比如开始时可以得到免交80%利润税的额度。

【工业楼房计划】鼓励建设超过1000平方米的工业用楼房。申请人须
是公司，计划建筑的楼房须用于出租，承租人根据此法案须有许可证（除
了建筑楼房许可证），或承租方是一制造业或加工业的企业（糖加工除外）。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15%公司税；免红利税；购地注册费免50%；非
财政方面的鼓励，即可以不受《地主及租户》法案的限制，如租赁限制。

【中小型企业计划】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指资产不超过
1000万卢比，从事修理、包装、组装及对成品和半成品进行组装，其生产
设备到岸价不超过1000万卢比的企业。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进口生产设备免关税；公司税15%；优惠贷款；
提供现有厂房设施。

【服务业】出口服务和金融服务。其中，出口服务主要指从事出口导
向的服务，如提供会计、法律、医药、国际营销、质量测试、装运前事务、
民用工程、管理咨询、再保险、港口及转船服务等。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免红利税；办公设备免关税。
【离岸业务】离岸业务的对象是非毛里求斯国居民，使用货币为外汇。

业务包括：离岸银行、离岸保险、基金管理、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咨询服
务、远洋运输管理、飞机资金和租赁、国际租赁和特许权、国际数据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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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养老抚恤基金、国际固定资产管理等。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所得税可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灵活选择纳

税地；资金可自由通过毛里求斯转移，不征税；公司税15%；利润自由返
回；完全无外汇管制；管理人员免个人所得税；进口办公设备免关税。

【农业】毛里求斯农业种植主要为甘蔗种植、茶叶种植，其土地主要
为原殖民地时期甘蔗庄园主占据，其他粮食、蔬菜等农业种植土地面积较
少。近年来，有中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茶叶种植、生产和销售。

目前，外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农业合作，其农业用地来源主要是租
赁，可以从私人手中租赁，也可以从政府租赁。毛里求斯农业合作的主管
部门为毛里求斯农业和粮食安全部。外商投资农业需符合毛里求斯农业发
展规划规定的经济活动，包括加强灌溉、变岩为田、机械收割、食品加工
及在能源生产中使用蔗渣。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免红利税；资本、红利和利润自由
汇出；免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关税；新企业购置土地和楼房免50%注册费。

【医疗保健】鼓励建立医院，用以接待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提供综
合性医疗服务。所建医院应至少包含外科、儿科、妇产科、损伤矫正及相
关医疗，所设床位不应少于30个。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进口的医疗设备免关税、增值税及其他税。
【旅游业】酒店管理项目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免10年的

红利税、在毛里求斯银行取得“A”级信誉后，利润、红利及资产自由返
回、贷款给予优惠利率。

酒店开发项目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免10年的红利税；批
准的设备免关税；在毛里求斯银行取得“A”级信誉后，利润、红利及资
产自由汇出；贷款给予优惠利率。

【新项目】鼓励相关公司在毛里求斯设立地区总部，管理设在临近国
家公司，最少有100万卢比以上的资金。可从事的活动有：给该地区有关
公司提供服务，如行政管理、贸易计划及协作、采购原料和备件、公司金
融咨询服务、数字信息服务、培训、营销、产品开发及其他服务。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公司税15%；所得利润免10年税收；免红利税；
办公设备和管理人员所用物品免关税；管理人员车辆免关税；两名管理人
员免所得税等。

【金融业】
（1）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
《毛里求斯银行业法》（Banking Act 2004）规定，外资银行在当地设

立分支机构的形式（包括分行、子行或代表处）都能够申请银行牌照。对
于以子行形式设立的机构，仅需遵照法案要求申请，无特殊要求。而对于
设立分行或代表处，法案中有相关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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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银行业法》第七条第3款中对分行的设立要求规定：当在
毛里求斯以外资银行的分行申请牌照时，无论是外资银行单独设立或合资
设立的分行，中央银行要求其母行是过去5年内在国际银行业内享有良好
的声誉并服从海外监管机构对其监管要求。

法案第11A款规定，在当地设立外资银行代表处仍需要提交央行审批，
外资银行代表处在当地开展的业务也需要在中央银行审批的范围内进行。

毛里求斯中央银行（Bank of Mauritius）负责毛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
制度订立和牌照发放。2004年前，毛里求斯的银行牌照分为本地业务
Category 1牌照和离岸业务Category 2牌照。2004年新《银行法》（Banking
Act 2004）颁布后废除了之前的两类银行牌照，统一发放单一牌照，银行
可同时经营本地和离岸业务。

（2）最低法定注册资本金/营运资金要求。
《毛里求斯银行业法》第20条规定，申请银行牌照的最低注册资本应

不少于2亿毛里求斯卢比（约折合600万美元），也可以使用任何可自由兑
换的货币进行注资。如果以非本币注册资本金，应在公司注册前得到事先
的许可。

（3）外资银行设行申请的审批流程。
在毛里求斯申请银行牌照，申请人将表格递交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

于30天内反馈申请人表格是否齐全及符合要求。如符合，中央银行可出具
原则性同意意向给申请人。中央银行在收齐申请资料后60个工作日内进行
审核及发放牌照。整个申请及审批程序一般为4-6个月。中央银行审批及牌
照发放后，申请人需在12个月内正式运营。申请海外分行和子行，需要以
下文件（不仅限于）：

①母公司注册文件；
②由母公司所在地的银行监管机构出具书面证明，以示同意母公司在

毛里求斯设立分行；
③银行章程；
④公证后的股东、管理层名单，包括姓名、地址等信息；
⑤60天之内的财务报表；
⑥未来三年的经营计划及现金流预测；
⑦股东和管理层的无犯罪、无破产证明；
⑧注册银行的费用付讫。
商业银行必须取得毛里求斯中央银行的批准才能持牌营业，并且受毛

里求斯中央银行监管。商业银行要遵守毛里求斯的银行法规，每年还有严
格的审查。

（4）其他特殊规定。
银行可以开展的业务范围很广泛，除了传统的银行存、贷、汇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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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事保理、融资租赁、证券经纪、基金销售等业务，这类业务在毛
里求斯属于投资性业务或非银行类业务，由金融服务委员会监管并独立发
放牌照，从事这些业务不能以银行主体来操作，必须通过银行的子公司来
进行。银行可以进行股权投资，也允许收购和兼并，但需经央行批准。

（5）当地金融业监管规定。
毛里求斯银行（Bank of Mauritius）是毛里求斯中央银行，根据毛里求

斯银行法（Bank of Mauritius Act 2004），中央银行具有监管和督导金融机
构以及与其他监管部门合作对清算、支付和结算系统进行管理的职能。毛
里求斯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有序平衡发展；其
他目标是为本国经济发展调节货币和信贷水平；确保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和健康；行使中央银行的职权。

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 Commission）负责毛里求斯非银行
业的监管机构，同时负责对离岸业务的监督管理、制度订立及牌照发放。
金融服务委员会也可以发布相关的法规和政策指引。毛里求斯2007年出台
了新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07），进一步强调金融服务委员
会作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强调非银行金融领域的各行业协会为自律机
构。

毛里求斯2004年颁布《毛里求斯银行法案》（Bank of Mauritius Act
2004）和《银行业法》（Banking Act 2004），以及2007年颁布的金融服务
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07）是毛里求斯对金融机构监管所依据的主要
政策法规。

【文化领域投资】近年来，毛里求斯着力发展“银色经济”，大力推
进电影业等文化产业发展。在其2016/17财年预算案中，提出了关于在智慧
城市建设电影城；拍摄影片的灯光设备免关税；部分影片免征增值税等措
施。在创意文化产业领域，毛政府在2017/18财年预算案中，提出拨款5000
万卢比设立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传统艺术媒体中心，为本地艺术家设立奖
项，修葺PLAZA剧院、鸠比市政厅等文艺演出场所，设立艺术家村、艺术
区、文化艺术宫等，鼓励影视剧拍摄。

在文化领域投资方面，毛里求斯政府对不同行业的外资准入有较大区
别。对于演出业，目前尚无限制规定，外资可在当地注册文化公司，从事
相关业务，与本地居民享受相同待遇；对于电影业，毛里求斯政府颁布了
电影投资退税法案，促进外资进入；对于传媒业，则不允许外资注册纸媒，
并禁止外媒进驻毛里求斯岛。

【广播电视业】毛里求斯广播电视媒体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12条保
护。毛里求斯广播电视业界成立了“独立广播委员会”，通过发放执照、
制定制度等方式进行监督管理。该委员会由2001年独立广播委员会法案批
准建立，主席由总统征求总理和反对派领袖意见后提名任命，与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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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对独立运行，仅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重大事件时接受相关政
府部门的指导。

根据《报纸期刊法案》规定，必须完全符合如下条件，否则任何人都
不允许在毛里求斯印刷报纸期刊。

（1）该报纸期刊已注册名称；
（2）有明确的编辑印刷地址；
（3）有明确的发行地址；
（4）有发行者或主编的真实姓名、地址，并要求至少有一名主编或

业主的居住地和主要利益关系在毛里求斯。
【纸媒】1837年，毛里求斯政府制定颁发了《报纸期刊法案》（Cap 37-27

May 1837），规定了报刊创立、发行的基本准则。
【电影业】 2013年，毛里求斯政府颁布了《电影投资退税法案》（GN

No.57/2013），并于2014、2016年进行了更新，主要规定在毛投资拍摄电
影可享受30%的本地合格产品支出（QPEs）退税，旨在吸引更多国际电影
制片人。该退税规定适用于专题片、电视剧、纪录片和高端广告等领域。

根据《电影投资退税法案》规定，不能享受该法案优惠政策的情况包
括：

（1）体育赛事类节目、时事新闻、教学和培训视频、种族歧视、有
社会危害和色情类影视产品；

（2）投资额少于10万美元的电影；投资额少于5万美元的电视剧；投
资额少于3万美元的纪录片、广告等电视节目；

（3）非正式注册的电影制作公司。
【自由港】在毛里求斯自由港可注册公司，从事转口贸易。在自由港

保税区内可从事以下活动：仓储、分装、分类、分级、清理和装袋、包装
和再次包装、小型加工、简单组装、制单和佣金贸易、转船服务、海运空
运、邮寄业务、电讯市场营销、电子贸易、冷藏等。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免征公司税；免红利税；所有机器设备原料免关
税及销售税（仅限在自由港区域使用，所有货物须再出口）；所有再出口
货物减港杂费；利润自由返回；100%外国所有权；无外汇管制；提供离岸
银行便利；可以本地市场销售部分产品。

【智慧城市】2015年，毛里求斯政府推出智慧城市建设计划，鼓励在
毛里求斯建设一批兼顾商业、休闲及居住的综合功能区域。申请步骤包括：
提交发展计划书、技术评估、预同意函、申请智慧城市证书、详细的技术
评估、意向书、经济发展局审批、发放智慧城市证书、项目开发。

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免征公司8年所得税；免征土地转让税；免征建
筑和有关物资的增值税；免征相关物资的关税；对部分设备给予年度津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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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国自然人可以在当地开展投资合作。外国自然人开展投资合作适用
于和本国人同样的法律。重点产业的并购需报毛里求斯总理府审批。

当地对外国投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合作没有特别规定。
毛里求斯政府鼓励外商赴毛里求斯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

开展并购没有遭遇阻碍的情况。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外资收购不动产】外国人如欲在毛里求斯获得不动产或当地合作方
欲以不动产形式与外资合作，需事先向经济发展局提交申请。

【跨国并购】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收购动议必须在被收购
公司全体股东大会上得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同意。根据毛里求斯有关公司并
购方面的法律，如一收购举措可能造成被收购企业雇员失业、该企业在社
会中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或造成毛某一领域产品和服务品质的缺
失，总理府及工业部、劳动部等有关职权部门均有权限制、取消该项收购，
或对收购者提出附加条件。

【股票收购】自1994年取消外汇管制后毛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票交易
市场。除了以取得当地公司的法律和管理控制权为目的和获得糖业公司
15%以上股份为目的的交易，一般股票买卖无需得到主管部门批准。此外，
外国投资者还享有自由汇出股票收益、免征股息和资本所得税等优惠政
策。

【收购上市】股票市场成熟、操作规范，外国企业可在毛里求斯收购
企业上市。上市程序为：企业向股票交易所提出申请，其后由其专门的上
市委员会进行评估。如企业的上市申请被驳回，可在28天之内向股票交易
所申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情况

为鼓励私人部门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毛里求斯2003年
酝酿引入公共—私营部门合作伙伴（PPP）模式。2004年，颁布《公共—
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合作法案》，2006年出台PPP指导手册，2008年设立公
私伙伴事务管理部门，负责PPP设计、规划建议和编制等基础事务。由财
经部管理。

2016年3月，毛里求斯国民议会投票通过《BOT法案》，鼓励私营企
业积极参与毛里求斯基础设施建设。该法案对BOT项目有关问题进行了原
则性的规定。BOT项目由多个政府部门分工合作，由采购政策办公室下属
的BOT项目处负责BOT政策的发布、项目可行性研究以及项目注册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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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局负责项目的评价，项目审批材料的准备和报送；由中央采购局负责
项目的审查、评估和审批。BOT项目的审批需要报送总理府。该法案规定
BOT合同需包括实施方、期限、融资计划、技术分享、救济等相关内容。

目前，中国企业还没有在毛里求斯开展BOT、PPP的有关项目。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无相关内容。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无相关内容。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毛里求斯实行属地税制。为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2006年毛里求斯政
府财政预算对毛里求斯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简化了税种，降低了总体征
税率。外国公司、个人与毛里求斯法人和自然人纳税待遇相同，各鼓励投
资的产业还分别制订了专门的免税或优惠税收政策。其会计年度一般为4
月1日—次年3月31日，企业也可申请会计年度为1月1日—12月31日。企业
所得税率实行预缴所得税制，每个季度都要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年底必
须清缴年度所得税。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率实行15%的统一税率。
【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15%。个税起征点很高，计算过程复杂，

起征额最低为305,000卢比/年，特殊情况起征点更高。根据通货膨胀率，
每年起征点还会有所调整。2017年7月之前，企业仅需为收入较高的OP工
作签证人员申报在毛里求斯发放工资部分符合标准的个人所得税，其他员
工无需申报。自2017年7月起，毛税务局（MRA）发函要求在毛里求斯外
资公司须为所有在职员工填报个人所得税报表，并依据毛里求斯现行个人
所得税征收标准缴纳相应税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

根据毛里求斯政府2017/18财年预算案，从2017年7月1日起，毛里求斯
开始实施“负所得税”计划，规定月工资收入在9900卢比以下的居民，可
申请一定金额的政府补助，补助额度最高可达1000卢比/月。

【增值税】增值税15%，为消费型增值税。年营业额在200万卢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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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必须在毛里求斯税务局增值税部登记，营业额在100万卢比以下的
企业所缴纳的资本增值税可申请返还。特殊商品包括棉花、纱线、纺织品
附件（如纽扣拉链）、珍贵宝石、纺织机械、医疗器械、医疗设施建筑原
材料等免征增值税。

【消费税】进口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和汽车，需缴纳消费税。烟酒消费
税为200%-400%，进口汽车按马力大小征收55%和75%的消费税。

【印花税】根据合同类别不同，毛里求斯印花税从100至1000卢比不
等。

【注册税】转让不动产、股票或土地均需缴纳交易总额5%的注册税。
【关税】海关税率基本分0%和15%两个档次，为适应政府建立“免税

岛”的策略，总体税率呈不断下降趋势，超过80%货品关税已降为0。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除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外，目前暂无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毛里求
斯建设经济园区，毛里求斯政府为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及入园企业提供的
优惠政策包括：自由港政策；优惠的土地租赁价格；合作区外公辅配套设
施由毛里求斯投资兴建；优惠的税收政策。其他投资便利化措施包括：投
资商可以将其租赁权和/或建筑及资产抵押给毛里求斯境内外银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由毛里求斯投资促进局负责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解决合作区
内人员、资产、税收、海关、安全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毛里求斯
投资超过50万美元的投资商可申请毛里求斯永久居住权；毛里求斯同欧
盟、美国、东部和南部非洲有特别的贸易协定，允许在毛里求斯生产的商
品免税进入其市场。

5.6.2 经济特区介绍

【境外经贸合作区】毛里求斯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商务部在
2006年8月首批批准建设的7家境外合作区之一。合作区初设时占地211公
顷，目前中方自主开发面积73.85公顷，其余为中毛合作开发。合作区位于
毛里求斯Riche Terre地区，距离首都路易港3.5公里，距离港口2公里，交
通条件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截至2021年6月，晋非经贸合作区已开发和租赁面积37.9公顷，占自主
开发面积50%以上，入园企业近70家，园区标准厂房、公寓实现全部出租。
一期完成的项目有诺亚财富中心、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40套标准公寓和
6000平方米标准厂房，正在建设标准公寓酒店和中非金融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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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非合作区自2016年起开始自主投资开发智慧城市项目，项下主要包
括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高档商务公寓酒店、悬崖餐厅、购物美食街、法
式别墅、中式俱乐部等。伊甸园文化娱乐广场现已封顶，公寓商务酒店设
计工作基本完成，进入招商阶段；购物美食街、度假别墅等配套工程设计
正在进行。截至2020年，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额约9亿元人民币。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工法的核心内容

1975年公布的毛里求斯《劳工法》，对劳工关系的产生、内容、劳资
双方的权利、义务、福利报酬、就业及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雇用，劳
资纠纷的解决做出了规定。毛里求斯议会于2008年8月通过并出台《就业
权利法》，代替1975年的《劳工法》，成为目前毛里求斯劳动关系领域的
主要法律。
（https://labour.govmu.org/Documents/Legislations/Employment%20rights%2
0acts%202008/ERiA%202008%20-%20updated%20as%20at%20Aug%2018.p
df）

【签订工作合同】雇用员工的依据是工作合同。工作合同分定期和无
限期两种，当事双方应在合同签订前明确合同的种类。外籍工人的雇佣合
同属于定期合同的范畴。

【解除工作合同】一般情况下，任何一方欲在雇佣合同期满前解除合
同须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如系雇主方提出提前终止合同，除非是员
工重大过失，否则雇主须按照法律规定支付遣散费。

如果雇主不执行上述规定，雇员可向劳动部投诉，甚至向劳工法庭起
诉，要求赔偿。

【劳工报酬】在工作合同中，薪金的计算有计时制、计件制和混合制。
为保障劳务人员工资稳定上涨，同时抑制通货膨胀造成的购买力下降，政
府制定并实施《增薪法》，根据行业和工作年限不同，确定每年相应的加
薪金额。

毛里求斯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45小时。根据工作需要，每周可工
作5天，每天9小时；或工作6天，周一至周五每天8小时，周六5小时。加
班应付额外的报酬。工作满一年后，根据行业和每周工作天数不同，雇员
可享受相应的带薪休假和病假待遇。此外，每年年末，雇主须向雇员发放
其全年工资的十二分之一作为年终奖金。

【职工社会保险】雇主有责任为雇员向毛里求斯社会保障部缴纳下列
社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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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 相当于工资额的百分比 支付比例

国民退休基金（NPF） 9% 雇主6%，雇员3%

国民储蓄基金（NSF） 2.5% 雇主全部支付

在毛里求斯工作的外国人从第三年起必须缴纳上述社保基金。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工作准证制度】根据《毛里求斯就业权利法》和《毛里求斯非公民
就业限制法》的规定，在毛里求斯雇用外籍劳务须向当地劳动部门提出申
请，并为外籍劳务办理工作准证。

【就业许可】为促进外国投资，自2006年起，政府对外国投资者、专
家或个体经营者实施就业许可制度，就业许可审批由总理府、移民局和经
济发展局共同负责，总理府拥有最终决定权。

毛里求斯政府授予外国人的居住许可证分为三种，包括投资证、职业
证和个体经营证。其中，申请投资证需投资10万美元以上，且年营业额400
万卢比以上。申请职业证需月收入4.5万卢比以上（信息通讯行业3万卢比
以上）。低于以上收入的人只能申请工作许可证。个体经营证需投资3.5
万美元以上，且年营业额60万卢比以上。退休人员如申请居住许可证，需
每年向毛里求斯转账4万美元以上。

由于本地劳动力缺乏，毛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籍劳工的限制。原规定
仅对纺织行业外籍劳工发放长达八年的工作许可，2018年受惠范围已扩展
至建筑业、家具制作业、农业加工业、酒店餐饮业等。

【主管部门】劳动、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部（Ministry of Labou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下设两个部门负责劳动纠纷的具体处
理：

（1）劳动和劳资关系司（Labour & Industrial Relations Division）：负
责登记劳动投诉和处理，如劳资双方经调解仍无法达成一致，该部门将建
议双方共同上诉至劳动法庭或仲裁机构。

咨询电话：00230-2072600，4050100
传真：00230- 2110019
（2）调解委员会（Commission for conciliation and Mediation）对劳动

争议进行协调和调解，协助劳资双方开展友好协商，促成协议。
地址： 3rd Floor, Crescent House, C/r Faucault & Deschartres Streets,

Port-Louis.
电话：00230-2133600
传真：00230-2118943

5.7.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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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对外籍劳务需求较大，外籍劳工在毛里求斯工作需向毛里求
斯劳动部等部门申请工作许可，毛里求斯政府和当地居民对外籍劳工持友
好态度，但毛里求斯市场规模有限，竞争激烈，近年来孟加拉等外籍劳工
来源地黑中介事件时有发生。

5.8 外国企业在毛里求斯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主要内容

根据毛里求斯法律规定，国有土地除非公开拍卖，否则不能出售转让，
但可出租；私人的土地可出售转让或出租。《土地法》可在毛里求斯房屋
和土地规划局官方网站查询。
（https://housing.govmu.org/Pages/Acts/Acts.aspx）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即租赁国有土地。租赁国
有土地需获得毛里求斯总理府的特批。租期一般为99年。外资企业如需获
得土地所有权，有两种方式：一是“不动产计划”（Real Estate Scheme-RES），
该项目是针对较小型项目的开发，需与当地人合资，因此外资企业只能对
土地享受部分所有权。另一种是“综合度假村计划”（Integrated Resorts
Scheme-IRS），是对较大综合性项目的开发，开发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住
房、酒店、商场、写字楼、健康中心，娱乐设施船坞以及主题旅游（包括
生态、文化、健康等主题）等各种不动产和配套设施，该项目项下，外资
企业可以购买土地，获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毛里求斯股市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个现代化的高效市场。允许外国投
资者进入股市，对资本返还、红利及利润没有限制。由于大量公司和机构
的进入，加上引进的现代化自动交易系统，毛里求斯资本市场已成为毛里
求斯及所在地区的一大投资舞台。毛里求斯股市已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
在线交易，使毛里求斯经济与世界经济真正融为一体。

外资公司与本土公司参与证券交易享受同等待遇。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毛里求斯政府的环保管理部门为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和气候变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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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职责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人民创造清洁健康的环
境，制订各方面环保标准，管理国家环保基金、为企业出具初步环保报告
和环境影响评估，协调各执行机构对环境进行监控和管理。

网址：environment.govmu.org
地址：Ken Lee Tower, Cnr Barracks & St Georges Streets, Port-Louis.
电话：00230-203-6200/6210；00230-210-5151；00230-210-5252（热线）
传真：00230-211-9524；00230-212-8324
电邮：menv@ govmu.org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毛里求斯基础环保法律法规为《环境保护法案》，涉及投资环境影响
评价的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条例》《水/空气/噪音/废物/标准条例》等。根
据毛里求斯政府的规定，在毛里求斯投资重大项目需向环保部申请环评报
告，网址为：
http://environment.govmu.org/English/eia/Pages/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
ment.aspx。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根据有关环保法规规定，企业均需缴纳一定数额的环境保护费、接受
环保部门定期和不定期的环保检查。电池组装等39类经济活动，投产前需
通过环境部的初步环保报告（PER）；水泥组装、酒店、高速公路和医院
建设等61类经济活动，需通过该部的环境影响评估（EIA）；家禽养殖等
25类经济活动虽无需上述书面评估许可，但均制订有明确的环保标准，对
其“三废”的排放、噪音的控制均有详细要求。如企业违反上述规定，将
受到一定的罚款并被判处监禁。

此外，环境部接受网上和其他方式的环境投诉，其专门负责部门在接
到投诉或主动检查中如发现森林、动植物、大气、水体等方面的污染事故，
将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按照“污染者赔偿”的原则，评估污染的程度
和影响，进行相应的处理和赔偿。

毛里求斯2002年《环境保护法案》对本国主管环境保护的各个组织和
政策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此外毛里求斯还是许多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成员
国。

5.10.4 环境评估相关规定

毛里求斯负责环评的机构为毛里求斯环境部环境评估司。具体联系方
式和流程可参见该部主页：
environment.govmu.org/English/Pages/default.aspx。

http://environment.govmu.org/English/eia/Pages/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aspx
http://environment.govmu.org/English/eia/Pages/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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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环评需先由毛里求斯有资质的环评机构出具环评报告，然后交环
境部审批。费用根据项目规模从50-200万卢比不等。时间为2-6周。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2002年，毛里求斯实施《反腐败法案》。该法案内容主要分为前言、
腐败犯罪、反腐败独立委员会、委员会程序、腐败行为和洗钱的强制措施
等。该法案对政府、官员、公共机构、公司、银行、代理机构等所有参与
经济运行的主体进行约束。
（ https://attorneygeneral.govmu.org/Documents/Laws%20of%20Mauritius/A-
Z%20Acts/P/Pr/PREVENTION%20OF%20CORRUPTION%20ACT,%20NO
%205%20of%202002.pdf#search=corruption）

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政府或公共机构的行贿、受贿、利用公职收取利益、
受贿单位或机构对决策施加影响、斡旋受贿、政府采购中的贿赂、代理机
构贿赂以及贿赂行为所引起的其他犯罪行为等。

该法案规定，腐败行为应受到6个月以上、10年以下的拘役或有期徒
刑。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政府项目和国际招标项目基本为公开招标，中标公司须在当地公司注
册局和税务局注册。近年来，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和就业，毛里求斯招标
政策不断向“内”倾斜。在毛里求斯政府融资占50%以上的项目招标中，
本地企业如承诺使用50%以上本地劳动力，投标可享受15%的价格优惠。

当地工程建设须取得建设开发和建筑许可证。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
安全官员不定期进行检查，市政规划局官员也会检查土地占用情况。工程
验收由项目咨询公司担任，政府不参与。

根据毛里求斯相关法规，禁止外国自然人在毛里求斯承揽工程承包项
目。外国人可在毛里求斯注册设立企业，在办理有关许可手续后，以企业
法人为主体在毛里求斯从事承包工程业务。

5.12.2 禁止领域

根据毛里求斯国家公开招标网站最新公开招标法案规定，招标方式项
下区分了国内公开招标和国际公开招标等形式，项目拟使用的招标方式由
发 标 方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选 择 。 详 情 请 参 阅 ：
http://publicprocurement.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http://publicprocurement.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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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招标方式

当地政府项目均由中央采购局（Central Procurement Board）招标；私
人项目通常由业主聘请的估算师或项目管理公司发邀标函。

毛里求斯市场规模总体有限，业内信息交流快，各方之间熟悉程度高。
私人项目有时直接发给有过合作或经他人介绍的承包商。如承包商接受邀
标，即回复并购买全套标书。就目前情况看，标价比投标书中的技术部分
更为重要。标书报价部分基本是单价量单，单价固定、工程量可调整；也
有总价量单，即标书中没有工程量，由投标者依据图纸计算工程量，报分
部价格和总价。后附单价表，工程量变化参照单价表，由估算师和承包商
最终商定索赔价格。
（https://cpb.govmu.org/Pages/CPB/Public_openings.aspx）

5.12.4 验收规定

毛里求斯的工程建设和工程验收等多数采用英国建筑工程标准计量
规范，并结合项目情况进行具体考量。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毛里求斯有一套综合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系统，与世贸组织
的TRIPS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包括：

1970年，毛里求斯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1997年，通过版权法。版权有效期为作者在世期间及死后50年内，图

片作品为作品问世后25年。
1998年，修改信息科技法有关条例，加强对该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
2000年，通过电子交易法案，为电子交易提供法律基础。
2001年，通过信息通讯科技法案，建立了信息通讯科技局、信息通讯

科技委员会和信息通讯科技上诉庭，对数据保护、软件专利和安全等方面
做出规定。

2002年，专利、工业设计和商标法案修订，成为知识产权方面最主要
法律。专利保护期为20年。工业设计有效期5年，视情况延期5年，但交纳
有关费用后可分别各延期2年。商标有效期为首期10年，交纳延期费后可
延长10年。2003年，又修订了该法案部分规定，加强了对世界知名商标的
保护。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https://cpb.govmu.org/Pages/CPB/Public_opening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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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警察部门2004年成立了专门打击违反知识产权行为的部门，
有关法规对各项违规行为均有严格的处罚规定。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法律

在毛里求斯解决商事纠纷，可以通过毛里求斯法院，主要适用毛里求
斯法律，主要解决途径为诉讼和仲裁，在毛里求斯可以要求国际仲裁和异
地仲裁。双方当事人可根据约定，选择国际仲裁，包括异地仲裁。中资企
业在毛里求斯产生纠纷，在毛里求斯起诉、仲裁的案例均有，但相对较少。

因新冠肺炎疫情，毛里求斯在全岛范围内，实施封城措施，严格限制
人员外出。该政策自2020年3月20日开始，截至5月底尚未有明确的解封期
限。绝大部分企业的经营，陷入停顿状态，合同违约势所难免。合同的预
计违约方，已经开始沿用不可抗力条款，与合同相关方进行协商。中国路
桥承担的邮轮码头项目和社会保障房项目，因为员工无法到位，项目陷入
停顿。经协商，业主同意将疫情持续时间从工期中扣除，将工程交付时间
后延。因园区内公司几乎全部停工，晋非工业园公司的现金流入大幅下滑，
部分贷款的偿还受到直接影响。晋非公司已经与贷款银行进行商谈，延用
不可抗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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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在毛里求斯注册成立公司既可由投资者自行办理，也可委托当地正规
的专业法律机构或税务公司代办。

相 关 程 序 可 在 毛 经 济 发 展 局 网 站 查 询 。
（https://www.edbmauritius.org/work-and-Live-in-Mauritius）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经与当地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咨询，适合中国公司开展业务的公
司形式有两种：当地国内公司（local domestic company）和外国公司（即
分公司）。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按《公司法》规定，财经部下属的公司注册局（Registrar of Companies）
为注册公司的专门唯一受理机构，可注册上述两种形式的公司。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申请公司名称，取得公司名称注册证。公司名字申请为公司注册第一
步，需到公司注册局办理。如无特殊情况，一般都会被批准。公司名称批
准后，应准备如下资料，进行下一步工作。

【注册当地公司所需材料】包括：
①公司名称注册证；
②公司董事及股东信息（身份证或护照，居住地证明）；
③注册公司地址通知；
④股份资本及分配。
根据公司营业额不同，缴纳年注册费2000卢比或6000卢比不等。
【注册分公司所需材料】包括：
①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母公司章程；
③母公司董事名单及董事长任命书。
此外，公司还需任命两位持有毛里求斯居住证或有长期工作许可证的

人作为分公司的代理人。
填写注册公司申请表。根据注册公司性质的不同，可在网上下载所需

的公司注册申请表。如无特殊问题，3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申请。下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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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www.boimauritius.com。
此外，根据企业开展业务的不同，还需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有关进口

许可、环保许可、建设许可等有关证照。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主要渠道包括：
（1）报纸等媒体公布的招标信息；
（2）能源和基础设施部直接发给在基础设施部注册公司的招标信息；
（3）向业主和咨询公司了解获取；
（4）各类业主发送的邀标函；
（5）中央招标局网站查询：

http://publicprocurement.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6）毛里求斯外交和国际贸易部转发的招标信息。

6.2.2 招标投标

详见5.12。

6.2.3 政府采购

根据毛里求斯的《公共采购法》，毛里求斯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通过
以下方式采购货物、其他服务和工程：

（1）公开招标；
（2）限制招标；
（3）要求密封报价；
（4）直接采购；
（5）社区和终端用户参与；
（6）在采购顾问服务和建议下执行。

毛里求斯政府设立了一个专业的法人团体中央招标局，负责为政府部
门选择采购程序提供依据及批准公共机构所授予的重大合同。毛里求斯政
府部门在综合考虑质量、成本和预算等原则的基础上给出建议书。此外，
2014年，毛里求斯政府在2006年《公共采购法》的基础上推出了修订案，
最主要和创新的内容是在毛里求斯财经部指导下成立采购政策办公室，目
的是为政府部门采购提供一种机制，既由该办公室对毛里求斯采购系统的
绩效和进展进行监督和监测，同时负责指导和促进毛里求斯政府部门采购

http://www.boimauriti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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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和完善。

6.2.4 许可手续

许可手续包括：
（1）在公司注册局注册、在税务局注册并获取税号；
（2）1项办理完毕后，到劳动部注册获取承包商许可证；
（3）1、2项完成后，到公司注册地点的市政厅办理营业证；
（4）上述三项完成后，可到基础设施部申请承包商资质。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毛里求斯工业产权办公室（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负责处理专利、
商标、工业设计的申请受理，隶属于毛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
相关法规可在工业产权办公室网站查询
（ https://foreign.govmu.org/Pages/Industrial%20Property%20Office/Legislati
on/Legislation.aspx）。

【申请专利】申请专利的有关步骤和提交的有关文件如下：
（1）填写工业产权办公室规定的相关表格可在该办网站下载，

（ https://foreign.govmu.org/Pages/Industrial%20Property%20Office/Industrial
-Property-Office.aspx）；

（2）以下材料一式三份：该发明的说明、该发明的摘要、与申请可
能有关的任何图案、申请的要求；

（3）如该项专利曾在他国提交过申请，应说明何时、何地得到过何
种专利批准及其他要求提供的信息；

（4）申请费：费用根据申请的类别和内容确定，最高项目为5250卢
比。

如外国人欲在毛里求斯申请专利，必须由当地有资质的法律机构和个
人代理。提交申请的同时应提供有关委托文书，委托时间须早于专利申请
2个月以上。

毛里求斯工业产权办公室所批准专利仅在毛里求斯境内有效。

6.3.2 注册商标

申请商标的步骤包括：
（1）申请者或其代理人对现有商标进行初步研究。
（2）申请人通过工业产权局了解欲申请的食品或服务所属类别，填

写有关申请表格，并在表格上清晰注明申请所属的类别，并交纳申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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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产权局在政府手册上刊登该商标申请。
（4）如3个月内无对该申请的异议，工业产权局批准该申请。
外国人欲在毛里求斯申请商标，必须由当地有资质的法律机构和个人

代理。但如申请人已在毛里求斯设立有效企业，可自行申请。
工业产权局办公室所批准商标仅在毛里求斯境内有效。

6.4 企业在毛里求斯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一般每个月都要申报的税（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在下个月的20
日之前申报缴纳，过期未报的，罚款5万-50万卢比。

企业所得税除了每个季度要申报缴纳之外，年终所得税根据企业的会
计年度，截至申报缴纳时间不同。如会计年度为1月1日-12月31日，则在下
一个年度的9月30日之前申报缴纳。

6.4.2 报税渠道

由企业自行申报。当地有事务所提供代为报税服务，但合法性有待证
实。

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自己的公司号、增值税税号和个人所得税税号。
各个税种均有固定的报税表格，企业填写报表并在规定时间向当地税务局
递交缴纳即可。现在税务局要求电子报税，表格相同，通过互联网进行操
作。

6.4.3 报税手续

由企业自行登录税务局网站申报，有关表格和说明可参考毛里求斯税
务局网站，网址为：https://eservices15.mra.mu/taxportal/taxpayerlogin.jsp。

6.4.3 报税资料

报税只要递交相关的税种表格即可，不需要递交其他文件。
相关法律法规查询地址：https://www.mra.mu/index.php/legislations1。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外国人在毛里求斯工作需申请工作准证（Work Permit）或就业许可
（Occupation Permit）。

外籍务工人员的工作准证向毛里求斯劳动、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部下

https://eservices15.mra.mu/taxportal/taxpayerlogin.jsp
https://www.mra.mu/index.php/legislation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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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就业局（下设工作准证工作组）申请。相关法律法规查询地址如下：
https://labour.govmu.org/Pages/Legislations.aspx。

外国投资者、专家和个体经营者的就业许可的管理工作涉及毛里求斯
总理府、经济发展局和移民局，总理府拥有最终决定权。

6.5.2 工作准证制度

毛里求斯劳动、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部下属的就业局（下设工作准证
工作组）负责外籍劳务人员工作准证的签批。

（1）毛里求斯雇主在雇用外籍劳务从事全职工作前必须向当地政府
申请办理工作准证；

（2）外国公司除非在毛里求斯注册，否则将不能为工人申请工作准
证；

（3）申请工作准证须由雇主完成，劳务公司无权代为申请；
（4）来毛里求斯务工的外籍劳务年龄须在20至60岁之间（专业技术

人员除外），且拥有岗位所要求的技能；
（5）为保护当地就业，批量引进外籍劳务的企业须满足雇用本地和

外籍工人3:1的比例，如因技术等原因雇用外籍工人高于上述比例，则需额
外说明并履行登报等程序；

（6）政府在签发工作准证前要求雇主为每名工人缴纳抵押金，用于
在发生突发事件或劳资纠纷时为工人购买返程机票；

（7）雇主在申请工作准证的同时须为外籍劳务申请居住证。外籍劳
务在持有上述“两证”的前提下方可来毛里求斯。

【申请程序】工作准证由在毛里求斯的雇主向劳动部就业局提出申
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经研究和调查后，就业局根据项目实际用工需求批准引进外
籍劳务的总配额数；

第二步，雇主向就业局提出为外籍劳务办理工作准证申请。劳动部经
过合同审查、工地设施和卫生等条件检查后签发。正常周期约为两个月。

中毛两国政府间签订有《中毛双边劳务合作协定》，毛里求斯企业须
通过《协定》规定的中国劳务公司（名单详见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
网站）引进中国劳务；如毛里求斯企业通过其他企业引进中国劳务，则须
首先向毛里求斯劳动部提出将该企业加入名单的申请，劳动部据此通报中
方予以考虑。虽然目前毛方公布的中国授权招聘机构名单为22家企业，但
实际操作中，中方在毛里求斯投资和经营的企业招聘中国劳工并未受该名
单限制。

【需要材料】
（1）4张护照用相片；

https://labour.govmu.org/Pages/Legisla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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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护照相关页码的复印件（包含持照人姓名、出生日期、相片、
护照签发日期和地点、护照号码和出入境记录等）；

（3）经认证的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副本和工作履历（用英文或法文
书写）；

（4）工作岗位介绍；
（5）毛里求斯卫生部经核实后发放的临时健康证明；
（6）雇主须提供所雇用劳务月薪高于3万卢比的证明文件；如月薪低

于3万卢比，雇主须提供经毛里求斯劳动部审查的雇佣合同；
（7）雇主应注明是否已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广告应为A5尺寸幅

面，并刊登在两家主要报纸上；
（8）若雇主为整批劳务人员申请工作准证，须提交有关宿舍消防和

卫生方面的许可；
（9）根据现行标准，办理建筑、纺织、餐饮等行业工作准证的年费

为第一年1000卢比，之后逐年提高年费的收费标准。

6.5.3 工作许可

外国投资者、专家和个体经营者可经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向移民局申
请就业许可。

就业许可是融合了工作许可和居留证的综合许可证，允许非毛里求斯
籍公民在毛里求斯居住和工作。就业许可向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EDB）
申请，该局审批通过后由护照和移民局发放，有效期最长为3年，其后可
根据既定标准申请更新。具体类别及申请条件如下：

（1）投资者（Investor）
非公民满足以下任何条件，有资格申请居住许可：
①初始投资额在10万美元以上（或等值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其商业

活动每年平均营业额应超过400万卢比。具体来说，其经营业务活动第一
年营业额需达到至少200万卢比，随后的两年内其累计营业额需达到至少
1000万卢比。如属于联合投资，投资者超过1人，则初始投资额和营业额
标准适用于每位居住许可证申请者（如共有2名投资者，其初始投资额需
超过20万美元，平均年营业总额需达到800万卢比/年，以此类推）。

②投资者在毛里求斯现有投资的净资产值超过10万美元，前3年营业
额累计为1200万卢比，且任何一年的营业额至少为200万卢比（约合5.7万
美元）。

③投资者有意引进高科技机器和设备作为10万美元初始投资资金的
一部分，必须实际转入2.5万美元，其余部分可作为高科技机器和设备投资。

④投资者拟在创新领域进行研发（R&D），可以申请创新者居住许可
证。在研究阶段，研发的费用至少应占运营总支出的20%。符合条件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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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初始投资至少4万美元。
（2）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专业人员每月基本工资应高于6万卢比。信息、通讯和技术行业（ICT）

的专业人员每月基本工资应高于3万卢比。
（3）自营职业者（Self-Employed）
初始投入资金为3.5万美元或等值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前两年，其商业

活动年收入应超过60万卢比，从第三年起，年收入应超过120万卢比。
此外，毛里求斯还有一种针对来毛里求斯定居高收入外籍退休人士的

居留许可（Residence Permit - RP）。年龄在50岁以上的高收入外籍人士，
只要向其毛里求斯当地银行账户初始转账2500美元以上，此后，每月至少
转入2500美元或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保证每年至少转入3万美元，即可申请
居留许可（RP），转入资金用于保证其在毛里求斯安享退休生活。该居留
许可需向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申请，审批通过后由护照和移民局发放。

针对上述类别的人员，除就业许可（OP）/居留许可（RP）外，毛里
求斯还有一种永久居留许可（Permanent Residence Permit - PRP），允许符
合条件的非毛里求斯籍公民在毛里求斯工作和/或居住，有效期为10年，到
期可申请更新，由总理办公室内政事务部负责办理。

符合申请条件的包括：
①已持有就业许可（OP）3年以上的投资者，前3年公司年营业额超过

1500万卢比，持续3年总营业额超过4500万卢比。
②在优先发展领域投资超过50万美元的投资者。优先发展领域包括：

农业产业、视听、电影和通讯、银行、建筑、教育、环保和绿色能源产品、
金融服务、渔业和海洋资源、自由港、信息科技、基础设施、保险、旅游
业、休闲娱乐、制造业、滨海开发、仓储等。

③已持有就业许可（OP）3年以上的自营职业者，连续3年每年年收入
超过300万卢比。

④已持有居住许可（OP）3年以上的专业人员，连续3年每月最低工资
为15万卢比。

⑤已持有居留许可（RP）3年以上的外籍退休人士，连续3年每年向毛
里求斯当地账户转入4万美元或等值可兑换货币。

为吸引外国公民赴毛里求斯投资房地产，毛里求斯先后制定了综合度
假村计划（ Integrated Resort Scheme-IRS）、房地产计划（Real Estate
Scheme-RES）和房地产开发计划（Property Development Scheme-PDS），
外国公民通过这些计划在毛里求斯购置不动产也可以获得居留许可（RP），
但房产价值必须超过50万美元或等值可兑换外币。外国购买者持有房产期
间，居留许可持续有效，其配偶和未满24岁的子女也拥有居留权。上述三
项计划获得居留许可的条件略有不同，且通过以上计划获得居留许可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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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公民不得在毛里求斯从事工作。
另外，根据房地产开发有关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购买上述计划外的

房地产，但价值高于600万卢比且所在建筑层高超过3层的公寓或是智慧城
市项下的公寓除外。公寓购买者并不直接享有居留权或居住权，必须向毛
里求斯经济发展局提出申请并经审批。

6.5.4 申请程序

【申请主体】
（1）外国投资者、专家和个体经营者向经济发展局提交注册表格。

外国投资者和个体经营者须附上商务计划书，列明拟投资规模和资金来源
等情况；外国专家则需附雇用合同附本。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将给申请者
一份注册回执。

（2）注册完毕后，申请者向经济发展局就业许可处提交正式申请。

6.5.5 提供资料

（1）护照复印件；
（2）出生证（若不是英文或法文证书，可附公证后的翻译件）；
（3）4张护照相片；
（4）由毛里求斯医生出具的体检报告；
（5）就业许可费（投资者和个体经营者为1万卢比；外国专家如申请

2年或以下就业许可，费用为6000卢比，2年以上至3年的就业许可费为1万
卢比）；

（6）外国投资者和个体经营者需向政府提交5万卢比的银行保函；外
国专家则由雇主向政府提供书面担保。

另，就业许可持有者可为其家人申请居留证。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

电话：00230-467-4600
传真：00230-454-0362
电邮：mu@mofcom.gov.cn
网址：mu.mofcom.gov.cn
地址：Royal Road, Belle Rose, Rose Hill, Mauritius

6.6.2 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

2006年9月，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注册成立了“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

mailto:m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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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协会会长单位由中国
银行毛里求斯子行担任，秘书长单位为晋非经贸合作区公司，会员单位19
家。

地址：Silkroad, Riche Terre, Terre Rouge, Mauritius
电话：00230- 6509990
传真：00230-2472189

6.6.3 毛里求斯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23号东外外交办公楼202
电话：010-65325695、65325696、65325698（领事处）
传真：010-65325706
电邮：mebj@public.bta.net.cn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6.6.5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7:00。
地址：Level 10, One Cathedral Square Building
16 Jules Koenig Street
Port Louis, Mauritius
电话：00230-203-3800
传真：00230-210-8560
网址：www.edbmauritius.org
电邮：contact@edbmauritius.org

mailto:mebj@public.b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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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在毛里求斯中资企业数量较少，以承包工程企业为主，在企业经营过
程中，偶有中资企业以质量或成本优势投标政府工程项目却无法中标以及
中标后受到来自当地与其他国家企业投标人百般阻挠的情况，请中国企业
注意此类问题，必要时候可通过投诉和法律等正规途径保障自身项目的顺
利实施。

毛里求斯每届政府为5年，本届政府2019年11月12日开始执政。2021
年毛里求斯不会有大选。

中国企业到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需注意：
（1）充分认识市场风险和局限性
毛里求斯资源贫乏、市场狭小，抗风险能力弱，对国际能源、资源与

产品销售市场依存度高。一旦国际经济形势走低，毛里求斯经济随之恶化，
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效益降低，稳定性受到直接冲击。毛里求斯工业
基础较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配套产品、服务不够完善，且相关费用较高。
毛里求斯本国的产业结构是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市场小，产业配套不完善，
开展产能合作应谨慎。

（2）妥善处理劳资关系
毛里求斯《劳工法》对于雇主的保护远逊于对雇员的保护。如公司解

雇雇员，要支付不菲的赔偿金，且常被告上法庭。
（3）重视环保要求
毛里求斯为海岛旅游国家，高度重视环保问题。企业在设立、投产、

运营过程中均需通过毛里求斯有关部门的严格环保评估和检查。
毛里求斯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为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和气候变化部。
（4）注意保障企业及人员安全
毛里求斯治安状况较前有所恶化，中资企业多遭遇过被盗、被抢甚至

人员伤亡的情况。
（5）了解政府办事部门特点
毛里求斯政府部门办事环节多，程序较多，外籍人员的工作准证难办。
（6）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
探索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经营的方式方法，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强对

当地工人培训，提高使用当地工人的比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风俗习惯，
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7）关注毛里求斯主流媒体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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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企业形象宣传和危机公关工作，引导毛里求斯舆论关注中资企业
所做贡献，避免部分媒体捕风捉影或恶意炒作。

（8）注重利用法律途径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
应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

和争议解决条款等，保护企业应享有的权益。

7.2 贸易方面

要遵守毛里求斯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熟悉并了解当地的贸易环境
和风俗习惯，采取稳妥的营销战略。

（1）选择合适的进口商（代理商）
毛里求斯国小人少，一般商品贸易批量小且金额有限。因此，毛里求

斯商人一般委托代理商采购。在与代理商做贸易时，要充分注意支付方式，
以确保安全收汇。

（2）注重提升产品质量
毛里求斯是欧洲的传统市场，一直以来使用和消费欧洲商品。近年来，

由于中国产品质优价廉，大量中国商品进入毛里求斯市场，中国成为毛重
要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受到当地民众的关注，因此要巩
固和扩大中国商品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必须应首先把好质量关。

（3）售后服务是中国机电产品在毛里求斯落户的保障
中国商品在毛里求斯享有较高的声誉，毛里求斯商人也愿从中国进口

各类商品。由于机械、交通运输类等机电产品需要售后服务作保障，而中
资企业在售后服务方面与当地要求相差甚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机电
产品对毛里求斯的出口。

（4）出具的单证要准确、真实、规范
毛里求斯海关对单证的要求非常严格，货物品名要正确，金额要真实，

原产地要准确，单证要规范。
（5）产品要达到检验检疫标准
鉴于毛里求斯检验检疫一般采用欧洲标准，在开展贸易时要明确商品

的检验检疫条款，以避免货物出运后产生争议。
个别毛里求斯进口商因贪图价格便宜而寻求一些资质不好的出口商，

从而引发产品质量及货款支付等方面的纠纷，严重影响中国产品整体形
象。

7.3 对外承包工程

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承包工程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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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在居民区附近施工，最晚不能超过
晚上7点。

（2）可参照国内大城市对施工工地的要求。
（3）毛里求斯当地保安公司能力有限，应注意加强自身的保护能力。
（4）教育员工遵守当地风俗习惯，如保护动物、不采摘水果、不在

水库捕鱼等，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5）当地业主拖欠或拖延支付工程结算款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应

有所防备。
（6）承包商应注意中国标准和英国标准或毛里求斯标准的差异，严

格执行标书中指定的规范标准。
（7）毛里求斯本国货币卢比兑欧元、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实行浮动

汇率，且原材料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很大，中资企业应做好成本核算，科
学计价。

（8）毛里求斯法律法规较为健全，媒体影响较大，中资企业宜聘请
当地专业律师为法律顾问，以应对法律和媒体方面的问题。

（9）毛里求斯承包工程市场较小，本地建筑公司有一定实力，竞争
较为激烈。

（10）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开拓工程承包市场取得显著成果，
但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企业因不熟悉当地气候，未充分预估雨季连
续降雨对施工造成的影响，导致工程拖期；另有企业在投标时，对标书中
关键技术指标要求理解有误，导致中标后实际施工中发现技术要求过高，
增加了施工难度和成本。建议中资企业在承揽项目时，充分预估气候等因
素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认真研究标书中关于技术标准和工期的要求，
做出合理判断。此外，毛里求斯属火山岩型地质结构，地质条件复杂，中
资企业在承揽大型基建项目时，应充分评估地质风险，如前期设计方案在
此方面存在疑点，应主动提示业主，厘清责任，同时尽量避免在施工中因
设计变更造成停工损失，被迫启动复杂冗长的索赔程序。

7.4 对外劳务合作

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劳务合作需注意：
（1）建筑劳务需求上升，但劳资纠纷时有发生
随着毛里求斯政府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工程市场发展较快，

对中国建筑劳务需求不断扩大。毛里求斯各主要建筑公司不断加强与中资
公司在建筑劳务领域的合作，但大量中国建筑工人抵达毛里求斯后，由于
现场管理不善、文化差异等原因，劳资纠纷时有发生，甚至数次发生群体
性罢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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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在开展对毛里求斯建筑劳务合作时，一方面要认真做好合
作 方 的 资 信 调 查 （ 可 登 陆 中 国 驻 毛 里 求 斯 使 馆 经 商 处 网 站
mu.mofcom.gov.cn子目录：对毛劳务合作提醒），做好合同的商谈和签订
工作，增加汇率风险保障和合同提前中止等条款；另一方面要做好国内的
人员招聘和培训，加大对劳工的普法教育，切实做好国外劳务现场的一线
管理，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毛里求斯劳动法律法规严格，用工制度及劳动保障要求较高。中国在
毛里求斯投资企业和承包工程公司需要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加强与毛里求
斯劳动部门的沟通，严格遵守毛里求斯劳工法的相关规定，尤其做到国内
与工人所签的劳务合同与毛里求斯劳工法规定一致，以免引发劳资纠纷。

（2）工资水平上涨，劳务成本增加
随着中国国内工资水平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对毛里求斯

劳务合作规模逐年下降，特别是在传统的纺织领域，中国劳务人员数量显
著减少。2019年初，毛里求斯政府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9400卢比/月，随
之上涨的还有保险金、养老金等。此举使得劳动密集型公司，如纺织、建
筑企业等用工成本大幅增加。

（3）办理工作准证应注意的问题
①聘请专职雇员
在毛里求斯办理工作准证规定严格，手续较复杂，耗时较长。建议中

国企业聘请当地具有丰富经验的专职雇员办理工作准证的相关手续。
②注意及时催询劳动部有关工作准证办理的进展情况
据劳动部称，企业从申请外籍劳务配额到个人工作准证的最终签发一

般需要两至三个月。如所提供材料不齐或存在问题，将花费更长时间。要
注意及时催询毛劳动部就业局，以免被动等待，耽误人员派遣。

（5）近年来，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接待的劳务人员投诉多数
涉及与雇主方就工伤事故的就医及赔偿、工资拖欠等问题。建议劳务派出
企业与劳务人员在订立劳务合同时，就工伤事故的就医、赔偿标准、工资
发放的方式和时间以及适用法律法规和纠纷解决途径等做出详细约定。

7.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
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
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
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
的可行性分析等。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
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

http://m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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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
务和福费廷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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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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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
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
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7.6 其他应注意事项

毛里求斯一般不认可部分外国银行开具的保函，需通过毛里求斯当地
银行转开保函。毛里求斯无专门的外商投资法律，也无较为完善的商事仲
裁庭，专业仲裁人员也相对缺乏，商事案件多由高等法院直接审理，上诉
途径单一。

毛里求斯机动车右舵左行，道路交汇处多为环岛，正在环岛内行驶的
车辆有优先权，欲进入环岛车辆应停车避让。毛里求斯当地普通道路大多
比较狭窄，摩托车较多，夜晚没有路灯，道路两侧没有人行道。建议中国
公民在毛里求斯外出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长距离步行，租车自驾
最好购买全险。

务必高度重视人身安全，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尽量避免赴僻静区域活
动或夜间外出，妥善保管个人护照、身份证等证件，并留存复印件。如发
生护照丢失、被盗等情况，请立即报警，并通知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向
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提供护照复印件可减少身份核查时间，加快证件补办
速度。毛里求斯多数酒店和商铺都接受顾客使用银联卡、VISA或MASTER
信用卡消费（请提前与预订的酒店确认），请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办理
入住手续时请详细阅读酒店安全提醒，妥善保管个人财物，采取必要防范
措施，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如发生财物被盗，请立即报警。

http://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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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毛里求斯实行议会内阁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民议会为
最高立法机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批准政府各项法令和财政预算。
政府内阁为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地方行政单位为市、区、村三类，
包括5个市委会、4个区委会（下辖126个村委会）。毛经济管理事务主要
掌握在政府内阁手中。

目前，中资企业打交道较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有总理府、财经部、劳动
部、工商部、基础设施部、公共服务部、住房土地部、环境部、卫生部、
经济发展局、警察局、税务局和海关。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业务时，应积
极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与入境（警察局下属移民局）和申请
工作证、居住证等（劳动部下属就业局）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人际
关系。毛里求斯法律条例严谨规范，企业应自觉按照规定程序申请、递交
相关文件。禁止逾期滞留、持旅游或商务签证在毛里求斯工作。一般情况
下，中方人员可得到连续5年的工作许可（分几次申请）。

从理论上讲，中资企业与议会接触不多。但鉴于毛里求斯议会制政体，
议会定期就大小事务问询政府内阁，中资企业也应努力与毛里求斯议会、
议员和主要政党保持正常、良好的关系，视情考虑与某些在经济产业有影
响力的议员建立联系，听取其意见，但切忌介入当地党派之争，不要参与
易引起当地社会利益冲突的项目。

毛里求斯为多民族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
佛教），各种族人民和谐相处（克里奥人、印巴人后裔、欧洲人后裔、华
裔），无部落、种族冲突。中资企业应尊重各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
信仰，避免触犯民族或宗教忌讳。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毛里求斯工会力量较大，有大小工会400余个，工人习惯通过工会为
自己争取更多权益，毛里求斯劳工法也强调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应
注意以下几点：

（1）认真研究毛里求斯劳工法，熟悉当地工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制
度规章和运作模式。

（2）严格按照毛里求斯劳工法的规定保护所雇用的当地员工和中方
员工的合法权益，坚持“以人为本”，注意加强对其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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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毛里求斯工会在当地所发挥的作用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适
当与有关的工会组织接触，建立良好的联系和沟通渠道，避免与当地工会
发生纠纷和摩擦。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毛里求斯民众性情温和，对中国公司和人民态度友好，尤其对中国人
的工作精神、质量和效率给予高度肯定。但同时，当地居民对个别中方人
员的一些不良习惯感到不快，如不注意形象和卫生、不遵守交通规则和公
共秩序等。个别中资公司人员违法捕猎、摘取私人或公共场所的水果等行
为更易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鉴此，中资企业应注意：

（1）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注意尊重其生活习俗，注意遵守法律法
规，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区活动；

（2）积极招募当地员工，努力实现本土化经营；
（3）视情在经营、人员等方面与当地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寻求互利

共赢。
中资企业在当地应注意尽量雇用本地员工，在传递中国企业文化的同

时，尊重当地文化和宗教信仰。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教信
仰。

（1）毛里求斯社会多民族和谐共处，主要有克里奥人、印巴人后裔、
欧洲人后裔和华裔，中资企业应注意尊重其各自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曾有些当地人士称中方人员食用狗肉，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中资企业应
对此予以重视。

（2）商务交往场合应遵守国际通行礼仪，注意着装得体、仪表整洁、
谈话礼貌、举止文明。对于缺乏海外工作经验的中方企业人员，应加强这
方面的培训。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毛里求斯注重环境保护，环保要求较高，环境部和卫生部经常到各企
业检查卫生环保情况。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依法保护
当地生态环境，尤其是：

（1）要了解关于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时跟踪掌握当地的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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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部保持良好密切的工作合作关系。
（2）在开展生产经营前对可能产生的环保问题要事先科学评估，积

极与主管部门（如环境部、经济发展局等）磋商解决。
2020年7月25日，一艘20万吨位的日本“若潮”号货轮在驶往巴西途

中，在毛里求斯蓝湾海洋公园附近不幸触礁搁浅。8月6日，该船发生严重
的漏油事故，附近海面和海滩受到严重污染，毛里求斯政府宣布进入环境
紧急状态。

面对毛里求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环境灾难，在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
馆的统一领导下和驻毛中资企业协会的组织下，在毛中资企业中国建筑、
北京建工、中国路桥、华为、中国水电、中江国际、天利纺纱、晋非、中
水对外、河南水利、宽夫茶叶、怡海国际、玉兔公司等15家驻毛企业，共
向毛环保部捐赠土工布、安全防护网、清污防护服、大铁桶、无人机等价
值约137万卢比，总量超过30吨的清污用物资，并积极组织员工参与海滩
清污志愿者活动200人次。

此次活动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与赞赏。当地媒体《快报》第一
时间予以报道。我国企业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里求斯美丽的家园也
是全体驻毛中资企业的共同家园，参与救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
毛里求斯尽快恢复往日的美丽。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毛里求斯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中资企业开展业务应积极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主要有：

（1）生产经营不要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2）生产经营不得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应符合当地环保要求；
（3）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地居民提供帮助，积极参加社区活动，

从所获经济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回馈当地社会。
中资企业可主动参与当地的慈善活动，如派遣施工队参与抗洪救灾，

为当地教育、儿童发展以及残疾人事业等机构进行捐赠。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毛里求斯媒体较为发达、开放，受西方媒体影响较大。目前，主要媒
体有广播电视公司（MBC）、快报（L’ EXPRESS）、毛里求斯人报（LE
MAURICIEN）、挑战报（L’ Defi）。毛里求斯记者职业素质较高，关注
热点问题，但也不乏捕风捉影者。

中资企业应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学会打“公关牌”，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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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宣传意义的活动，如大型项目或社会福利项目的开、竣工仪式，宜主
动邀请当地媒体参加，并尽量提供方便。对于媒体对中资企业的不实或负
面报道，应主动回应，及时澄清；对于棘手或敏感问题，可请企业所聘用
的法律顾问直接交涉。

8.8 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毛里求斯法律法规较为完善，政府也较为廉洁，警察、海关、税务人
员腐败程度较低，大多能做到依法办事。上述执法人员对华态度总体较好，
对中国人也较为尊重，但比较注重保护本国公民利益。

中资企业在毛开展业务，首先应该做到合法经营，绝不违规操作，避
免授人以柄。同时，应积极与执法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人脉渠道，
做到有事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此外，遇到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中资企
业和中方人员应积极配合其工作，但若遇到处理不公的情况，应通过所雇
的律师与其交涉或向中国使馆求助，不要直接与其发生冲突。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中资企业和人员在毛里求斯投资合作的过程中应注
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文明道德风尚，树立诚实守信意识，提升跨文
化管理水平，促进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和谐发展。

8.10 其他

随着中资企业对毛里求斯业务的不断深入开展，中资承包工程公司与
当地公司竞争激烈，加上毛里求斯市场规模总量有限，近年来竞争态势日
趋白热化。中资企业应注意与同类当地公司开展有序、合法竞争，并视情
况在经营和人员方面开展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寻求互利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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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资企业/人员在毛里求斯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在毛里求斯解决商事纠纷，主要途径为诉讼和仲裁。可以通过毛里求
斯法院提起诉讼，主要适用毛里求斯法律；也可以申请仲裁，双方当事人
可根据约定选择国际仲裁，包括异地仲裁。中国企业在毛里求斯经营，要
知法守法，遇到问题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1）在当地聘请常年法律顾问；
（2）通过律师行寻求法律帮助；
（3）向毛里求斯高等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咨询法律问题；
高等法院网站：supremecourt.intnet.mu
总检察长办公室网站：attorneygeneral.govmu.org
（4）向当地警方寻求帮助。
毛里求斯警察总局网站：
police.govmu.org/English/Pages/default.aspx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国企业应注意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和沟通，特别要注意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按程序办事，按时缴纳税款和承担社会责任。

毛里求斯主管外商投资合作的部门是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其职责主
要有：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推动毛里求斯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基地和国
际性金融中心；准备、资助、实施、监控有关促进投资的计划；调查研究
投资机会；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机会和协定，举办形式多样的投资和商业
活动；作为智库，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协调跨
领域的促进活动，担当所有与投资有关的促进和市场活动联系点；考察并
登记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的投资计划，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协助；为投资
者和个体人员提供支持性服务，包括取得设立和运营企业需要的授权和许
可、租赁或购买不动产等证件；确保公共领域和私营界在投资政策决策上
的协调与合作。作为主管投资业务的唯一权力部门，是投资者取得运营所
需要的职业准证、居留证和其他有关许可的唯一联系单位；为潜在投资者
提供与投资事宜有关的所有相关信息；为任何有投资意向的人员提供免费
的咨询服务，包括毛里求斯经济形势、相关行业情况与政策、税收等优惠
条件、有关准证的办理手续等。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投资促进部门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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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230-203-3800
网址：www.edbmauritius.org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国企业赴毛里求斯之前，应履行国内外正常的审批手续；到毛里求
斯后，应及时到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经商处登记报到，定期汇报工作，
保持日常联系，同时在经商处的指导下，加入驻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

（1）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联系方式：
电话：00230-4674600
传真：00230-4646012
网址：www.ambchine.mu
（2）使馆领事部职责及可提供的协助：
为中国公民颁发、换发、补发、延期旅行证件或对旅行证件上的个人

资料等项加注；为中国公民办理各类公证、认证（包括提供各种证明、证
件的翻译公证），在与所在国的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办理婚姻登记，
转送司法文书等；当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所在国受到限制或
侵犯，本人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时，向主管当局提出交涉；在发生自然灾
害、政治动乱、战乱或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向中国公民通报有关局势，
提供必要的协助；应要求，尽可能与中国公民在国内的亲属联系；将有关
严重意外事故及伤亡的情况通知当事人亲属，并就有关的程序事宜提供咨
询意见；得知中国公民留有遗产或为遗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时，将有关情
况及时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亲属，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应要求，为中
国公民提供所掌握的当地律师、翻译或医生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探视被拘
留、逮捕或正在服刑的中国公民。必要时，为其争取合法待遇和提供必要
的协助，视情将有关情况转告其国内外亲属；向无罪或刑满获释的中国公
民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其能早日离开当地回国；提供其他有关咨询服务。

领事部联系电话：00230-4663716；传真：00230-4663720。
（3）使馆经商处职责及可提供的帮助：
为中资企业和人员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及可行性指导意见；加强与当地

政府各部门、经贸机构、华人社团等社会各界及区域性组织、国际组织等
的交流与沟通，疏通和拓展经贸渠道，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为中资企业开
展业务创造良好的经贸合作环境；贯彻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外
经贸发展战略，积极促进中国出口、利用外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各
项经贸活动的开展；积极开展对内、对外宣传，促进中毛双方的了解、沟
通与合作；协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的重大经贸活动及招商、招展等
经贸促进活动；协助管理、协调、指导和保护在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和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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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中国使馆经商处联系方式：
电话：00230-4674600
传真：00230-4540362
电邮：mu@mofcom.gov.cn
网址：mu.mofcom.gov.cn

9.4 建立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应在中国使馆经商处的指导和驻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的
帮助下，建立内部紧急情况预警机制，成立突发事件处理小组，指定专人
负责，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立即启动预警机制，
并在第一时间向中国使馆经商处汇报，请其给予指导和协助。

9.5 其他应对措施

毛里求斯为法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遵守驻在国法律和办
事程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是中资企业首先应具有的观念。遇有特殊
情况或突发事件，除求助使馆外，还可求助于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

地址：Silkroad, Riche Terre, Terre Rouge, Mauritius
电话：00230- 6509990
传真：00230-2472189
此外，中资企业还可与毛里求斯工商会和华商经贸专业联合会建立沟

通和合作的渠道。
毛里求斯工商会（Mauritiu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建

立于1850年，是毛工商业界最主要、最具代表性、最有实力的组织团体，
目前有会员企业400多家。为企业提供进出口、原产地证、关税等方面的
信息和法律法规相关服务，为提高企业经营能力举办培训活动。

联系方式为：
地址：2nd Floor, Anglo-Mauritius House, 6, Adolphe de Plevitz Street,

Port Louis
电话：00230-203-4830
传真：00230-208-0076
电邮：mcci@intnet.mu
网址：www.mcci.org
华商经贸专业联合会（Chinese Business Chamber, Mauritius），成立于

1998年6月，会务活跃，多次举办经贸、物价税收、有关法律及保护华商

mailto:mu@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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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等专题讲座及研讨会。现有会员300多人，均系经贸、商业界人士，
其中不乏实力雄厚、在毛里求斯有一定影响的华商。

联系方式：
地 址 ： CBC Mauritius, 1st Floor, TN Tower, 13 St. Georges Street,

Port-Louis
电话：00230-2137888
传真：00230-2137889
电邮：cbc@intnet.mu
网址：www.cbcmauritius.com
毛里求斯紧急求助电话仅提供英、法语服务。
报警紧急服务电话：999或112；医疗救护电话：114；火警电话：995

或115；查号台：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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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毛里求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毛里求斯累计确
诊病例66,929例，累计死亡病例762例；每百人接种疫苗160.16剂次，完全
接种率为71.55%。

2021年4月以来，我国向毛里求斯提供两批共60万剂国药新冠肺炎疫
苗，目前已投入使用。

毛里求斯大部分外资流向酒店和公寓等房地产业，毛里求斯旅游业受
疫情影响严重，酒店入住率已经下降至令人震惊的程度，酒店类股价暴跌，
营业额骤降，不少集团已经关闭部分酒店，暂停运营降低成本。同时由于
限制人员流动，购物中心和大型超市的顾客人流大幅减少，零售业也受到
很大冲击。2020年，毛里求斯累计接待外国游客30.9万人次，同比下降
77.7%，当年旅游收入为176.6亿卢比，同比下降72%。

受疫情后边境关闭的影响，毛国际交通基本停滞。中资企业的人员、
设备、材料等进口仍存在障碍，项目进度滞后。

10.2 疫情防控措施

2020年5月9日，毛里求斯政府召开内阁特别会议，通过《新冠肺炎法
案》，并根据疫情修订了多项法律内容：

（1）根据新版的《检疫法》，对以下违法行为可处以最高50万卢比
的罚款和最长5年监禁：拒绝回答检疫官员的问题或提供虚假信息；知情
不报、故意误导、拒绝合作；不遵守相关指示、暴力抗法或蓄意毁坏隔离
中心的设施等。警察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可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搜查
船只、飞机或其他必要地点，并逮捕涉嫌违反《检疫法》的嫌疑人。检疫
官员有权将疑似病人强制送入隔离中心，根据治疗情况批准治愈患者出
院。公民有义务向检疫官员提供有关活动轨迹和接触者的任何信息。总理
有权禁止飞机、船只入境，有权关闭购物中心。

（2）《公共卫生法》修订规定，违反卫生宵禁将处以20万卢比的罚
款和5年监禁。

（3）《刑法》修订规定，禁止在公共场合吐痰，违者将被处以5000
卢比的罚款和30天监禁。

（4）《工人权利法》补充了关于“居家办公”的相关条款。雇主应至
少提前48小时通知雇员居家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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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里求斯银行将全力支持《新冠肺炎法案》的实施，帮助国民
经济复苏，随时可能被征用的包括其管理之下2806亿卢比的国际储备金。
《毛里求斯银行法》修订后，银行业监管机构董事会有权批准：为政府拨
付资金，协助实施税收措施稳定经济发展；使用国际储备金促进实体经济
的投资；利用特别储备基金为政府拨款。

（6）《新冠肺炎法案》规定，毛税务局有权向受益于工资援助计划
的雇主征收新冠肺炎税。另外，法案还规定了疫情期间水电费的支付期限，
为公民设立了一定的宽限期，规定公司不得因欠费立即中断相关供应。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疫情暴发以来，毛里求斯财经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计划，如：新冠肺
炎支持计划，新冠肺炎救助基金，新冠肺炎项目发展基金等。均可在毛里
求斯财经部网站查询（https://mof.govmu.org/Pages/Covid-19.aspx）。

【新冠肺炎支持计划】包括宵禁期间的工资援助，财政支持。
（1）工资援助
企业将有权获得相当于15天基本工资的金额，为所有员工提供每月不

超过5万卢比的基本工资，每位员工不超过1.25万卢比。
（2）财政支持
毛里求斯银行出台了特别救助方案。
①特别救济金额为50亿卢比：毛里求斯银行正通过商业银行引入50亿

卢比的特别救助资金，以满足直接受新冠肺炎影响的经济经营者的现金流
和营运资金要求。这项特别救济数额将通过商业银行提供。年利率为2.5%，
本金和利息还款将延期六个月，贷款还款期为两年。

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9%降至8%。旨在支
持商业银行进一步为受新冠肺炎直接影响的企业提供帮助。

③2020年储蓄债券：毛里求斯银行从2020年3月23日起推出利率为
2.5%的毛里求斯银行2020年两年期储蓄债券，金额为50亿卢比。

【鼓励政策】同时，中小企业局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内部
能力发展方案，技术和创新方案，中小企业市场支持计划，包容融合方案，
中小企业设施联通辅助方案等。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疫情暴发以来，毛里求斯中央银行两次下调指导利率，由原来的3.85%
降至1.85%，以应对疫情对毛里求斯经济产生的影响。2020年3月13日，毛
里求斯财经部联合央行出台了经济扶持计划，预计耗资90亿卢比，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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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0亿卢比，旨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具体措施包括暂停偿还商业贷款6
个月、降低1个百分点的现金储备率、发行50亿卢比的储蓄债券、为中小
企业提供特别救济金专项贷款等。3月22日，毛里求斯政府宣布针对私营
部门企业的工资援助计划，为员工最高补贴不超过12500卢比，预计有24.3
万名雇员受益。2021年4月，财经部出台了工资救助计划和自雇者救助计
划。

毛里求斯银行将针对拥有外汇收入的经营者(包括中小企业)推出特殊
外币(美元)信贷额度。该授信额度为3亿美元，将通过商业银行提供。这笔
资金将以6个月美元利率的价格提供给商业银行。该信用额度于2020年3月
24日至2020年6月30日发放，还款期限为自支付生效之日起2年。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由于全国禁闭，在毛中资企业的绝大部分项目无法实施。新招劳工无
法办理入境手续和劳动许可，工程处于停滞状态，受影响较大。建议企业
一方面积极做好项目合同的延期，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的原
因，也可根据合同规定视情向毛方争取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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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毛里求斯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序号 政 府 部 门 名 称

1

Defence, Home Affairs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Ministry of Rodrigues,
Outer Islands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国防、内政、对外交通部，罗德里格

斯岛、外岛和领土完整部）（部长由总理普拉温德·贾格纳特兼任）

https://dha.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2
Ministry of Education, Tertiary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教育、高等教育和科技部（部长由副总理莉拉·德维·杜昆-卢丘蒙兼任）

https://education.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3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财政和经济规划与发展部

https://mof.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4
Ministry of Tourism

旅游部

https://tourism.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5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住房和土地使用规划部

https://housing.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6
Ministry of Energy and Public Utilities

能源和公共事业部（部长由副总理伊万·莱斯利·克兰达维卢兼任）

https://publicutilities.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7
Ministry of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技术、通讯和创新部

https://mitci.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8
Ministry of Youth Empowerment, Sports and Recreation

青年赋权、体育和休闲部

https://mys.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9
Ministry of Land Transport and Light Rail

道路交通和轻轨部

https://landtransport.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0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lness

卫生和健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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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11
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Disaster and Risk

地方政府兼外岛部（部长由副总理穆罕默德·安瓦尔·胡斯努兼任）

https://localgovernment.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2
Minist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olidarity

社会融合、社会保障和国家团结部

https://social.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13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

https://foreign.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14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Ministry of Agro-Industry and Food Security
总检察长兼农业和粮食安全部

https://attorneygeneral.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https://agriculture.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5
Ministry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国家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部

https://nationalinfrastructure.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6
Ministry of Arts and Culture Heritage

艺术和文化遗产部

https://culture.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7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商业和消费者保护部

https://commerce.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8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Welfare

性别平等和家庭福利部

https://gender.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19
Ministry of Financial Services, Good Governance

金融服务和良政部

https://financialservices.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20
Minist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MEs and Cooperatives

工业发展、中小企业和合作社部

https://industry.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21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https://attorneygeneral.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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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固体废物处理和气候变化部

https://environment.govmu.org/Pages/Index.aspx

22
Ministry of Blue Economy, Marine Resources, Fisheries and Shipping

蓝色经济、海洋资源、渔业和船运部

https://blueconomy.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23
Ministry of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公共服务、行政和机构改革部

https://civilservice.govmu.org/Pages/default.aspx

24
Ministry of Labour,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劳动、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部

https://labour.govmu.org/SitePage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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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毛里求斯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一、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于2006年3月成立，2006年9月在毛里求斯
注册。2017年9月，中资企业协会进行了改选重组，目前会长单位是中国
银行毛里求斯子行，共有19家会员企业。

二、协会主要职能：为会员企业沟通信息和交流经验提供平台，制定
和完善行业自律规范，对会员企业参与的毛里求斯重大项目进行内部协调
等。协会能为会员提供如下服务：

（一）为会员提供毛里求斯有关政策、法规、市场信息等各种信息、
咨询服务，组织会员企业与当地商界开展交流与合作，帮助会员企业拓展
业务；

（二）代表会员企业向毛里求斯相关部门及组织及时反映遇到实际问
题和困难，督促予以解决，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会员间联系，定期组织活动，为会员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
经验交流提供便利；

（四）协调会员经营行为，制定和完善行业自律规范，对会员共同关
心的市场、客户、价格、质量等问题进行内部协商，帮助会员企业在当地
业务发展。

三、协会注册地址：Wooton, Belle River, Eau Coulee，Mauritius；联系
人：杨长河（协会秘书长）；联系电话：00230-6509990；传真：00230-2472189。

当地华人商会及联系方式

名称 联系方式

华商总会 00230-242-0156

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中国银行毛里求斯子行

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毛里求斯分公司

3 华为技术（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4 毛里茶叶投资有限公司

5 毛里求斯晋非经济贸易合作区有限公司

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驻毛里求斯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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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驻毛里求斯代表处

8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毛里求斯分公司

9 北京住总有限责任公司毛里求斯经理部

10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毛里求斯项目部

11 天利纺纱（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12 天利建设有限公司

13 中国路桥毛里求斯公司

14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毛里求斯分公司

15 金牛建筑公司

16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毛里求斯分公司

17 河南省水利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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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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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本《指南》编制工作。本《指
南》由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经商处组织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
分别为：胡明（参赞）、欧阳静子（电话：00230-4674600，传真：
00230-4540362）等人员。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
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
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毛里求斯中
央统计局、毛里求斯央行、毛里求斯财经部、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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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1.2.2 自然资源
	1.2.3 气候条件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1.3.2 行政区划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1.4.2 主要党派
	1.4.3 政府机构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1.5.2 语言
	1.5.3 宗教和习俗
	1.5.4 科教和医疗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1.5.6 主要媒体
	1.5.7 社会治安
	1.5.8 节假日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2.2 重点/特色产业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2.3.2 空运
	2.3.3 水运
	2.3.4 电力
	2.3.5 供水
	2.3.6 数字基础设施

	2.4 物价水平
	2.5 发展规划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3.2 对外贸易
	3.3 吸收外资
	3.4 外国援助
	3.5 中毛经贸
	3.5.1 双边协定
	3.5.2 双边贸易
	3.5.3 中国对毛投资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3.5.6 中毛产能合作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4.2.2 外汇管理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4.2.4 融资渠道
	4.2.5 信用卡使用

	4.3 证券市场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价格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4.4.4 建筑成本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5.1.2 贸易法规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情况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5.6.2 经济特区介绍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工法的核心内容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5.7.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5.8 外国企业在毛里求斯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主要内容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5.10.4 环境评估相关规定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5.12.2 禁止领域
	5.12.3 招标方式
	5.12.4 验收规定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法律

	6. 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6.2.2 招标投标 
	6.2.3 政府采购
	6.2.4 许可手续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6.3.2 注册商标 

	6.4 企业在毛里求斯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6.4.2 报税渠道
	6.4.3 报税手续
	6.4.3 报税资料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6.5.2 工作准证制度
	6.5.3 工作许可
	6.5.4 申请程序
	6.5.5 提供资料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毛里求斯使馆经商处
	6.6.2 毛里求斯中资企业协会
	6.6.3 毛里求斯驻华使馆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6.6.5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局


	7. 中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7.2 贸易方面
	7.3 对外承包工程
	7.4 对外劳务合作
	7.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7.6 其他应注意事项

	8. 中资企业在毛里求斯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8.8 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8.10 其他

	9. 中资企业/人员在毛里求斯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9.4 建立应急预案
	9.5 其他应对措施

	10. 在毛里求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10.2 疫情防控措施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附录1 毛里求斯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附录2 毛里求斯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