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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
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新时期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商务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有序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582.9亿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
量约1.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位；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
业额1685.9亿美元，69家企业进入美国《工程新闻纪录》
（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榜单，数量列各国
之首。 

当前，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基础并不牢固，新
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
趋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
资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
国国情，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和海外经营水平，加强政
府公共信息服务，自2009年起，商务部每年组织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和中国驻外经商机构编写更新《对外投资
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按照形
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完善覆盖范围和领域，受到
企业广泛欢迎。2017版《指南》点击量约4000万次。2018

版《指南》覆盖了172个国家和地区，对原有数据、信息及
政策法规进行了全面更新，并新增了《冈比亚》分册。 

希望这套《指南》能对有意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
合作的企业具有指导作用，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
出宝贵意见。同时，希望编写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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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的能力和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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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赞的话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东北与哥伦比亚
毗连，东南与秘鲁接壤，西临太平洋，赤道横贯国
境北部（国名即西班牙语“赤道”之意），被称为
“赤道之国”、“香蕉之国”、安第斯“玫瑰之乡”，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物产多样，旅游资源丰富。石
油、天然气、金、银、铜、铁、锰等储量可观，石
油业是其主要经济支柱，香蕉、海产品和鲜花是其
主要出口创汇产品。厄瓜多尔是世界第一大香蕉生
产和出口国、第三大鲜花出口国，并拥有世界“第
二大虾池”的美誉。   

自2007年科雷亚政府执政以来，厄瓜多尔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总体向
好，十年来GDP年增速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2017年4月，执政党主权
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并于5月24日正式就任。
莫雷诺总统积极发挥企业家作用，鼓励私营部门参与经济建设，刺激经济
发展；出台经济振兴计划及十四项具体措施，振兴经济、稳定财政、平衡
收支。2017年厄瓜多尔经济整体增长3%，通胀率为南美最低，发展不平
衡指数在拉美较低。厄瓜多尔注重吸引外国投资，出台了《公私联营法》 

大力发展与中国在内的对外经贸关系。 

中厄两国自1980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2015年1月双方宣
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两国经贸关系日益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目前，厄瓜多尔已经成为中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融资对象国、工程承包地、
能源合作伙伴和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重点目的地之一。通过直接投资、
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两国在能源、矿产、通讯技术、金融服
务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在两国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访问期间，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上升至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新篇章。 

截至2018年4月，在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备案登记的中资
企业已超过90家，涉及水利水电、路桥、石油、通讯、金融等领域。双边
经贸合作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在
“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我们将发挥双边经贸互补优势、提升合作水平，
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推动中厄两国务实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在厄瓜多尔开展经贸合作业务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虽然厄瓜多尔政府
越来越重视吸引外资，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但投资环境仍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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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较大差距，存在的投资障碍主要有：政策规则变化频繁，投资环境不
确定因素多；劳工、社区、环保等法律法规要求相对严格，门槛较高，且
政府办事效率有待提高。目前，厄瓜多尔主要投资来源地为墨西哥、智利、
西班牙、中国和加拿大。中国企业在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矿产、加工
制造业等领域，绿地投资、公私联营和股权收购等投资方式均有所发展。
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也面临一定竞争。自莫雷诺
政府执政以来，执政党内部争斗频繁，政府部门调整不断，影响项目推进。
中国多家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的拖欠工程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现政府调
查前政府官员涉及战略项目的腐败问题，检察院、审计署、税务局等以种
种借口要求多家中资企业配合提供财务情况等，干扰了项目推进。厄单方
面废止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后，尚未启动新的谈判，因此国际
投资者对厄投资心存疑虑，加之不当税务征收时有发生，反矿组织活动频
繁，厄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再次下调，对中国企业在厄开展新业务造成影响。 

建议有意到厄开展经贸投资活动的中资企业，充分做好税务、劳工、
环保、投资、外贸等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期调研，综合评估，审慎决策。 

欢迎广大中资企业到厄瓜多尔投资兴业，开展经贸合作！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赞 吉小枫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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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厄瓜多尔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厄瓜多尔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Ecuador，La República 

del Ecuador，以下简称“厄瓜多尔”或“厄”）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
厄瓜多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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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瓜多尔进行投资合作的商
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
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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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瓜多尔》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厄瓜多尔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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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厄瓜多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厄瓜多尔的昨天和今天 

公元前13000年，现厄瓜多尔地区即有人类生存。1480年，当地印第
安人建立的基多王朝被印加帝国征服，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09

年8月10日宣布独立，但仍被西班牙殖民军占领。1822年结束西班牙殖民
统治并加入由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1830年该共和国解体，宣布成立厄瓜多尔共和国。2006年11月26日，主
权祖国联盟运动领导人拉斐尔·科雷亚当选总统并于2007年1月15日就职。
2009年4月、2013年2月，科雷亚成功连任。2017年4月，执政党主权祖国
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并于5月24日正式就任，执政
至今。 

厄瓜多尔是联合国、世贸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七十七国集团、里约集团、不结盟运动、安第
斯共同体、拉美储备基金、安第斯促进银行、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南共体）、
拉美能源组织及南美洲国家联盟（南联盟）的成员国；是拉美一体化协会、
拉美经济体系、拉美动力组织、亚马逊合作条约组织、拉美禁核组织、南
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等地区组织成员国；也是国际航运协定、国际红十字会、
国际刑警等国际机构的成员国；同时还是拉美地区新组建的南方银行成员
国。厄瓜多尔在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金融组织和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
和积极的作用。 

1.2 厄瓜多尔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厄瓜多尔，西班牙语为“赤道”之意，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东北与哥
伦比亚毗邻，东南与秘鲁接壤，西临太平洋。海岸线长930公里。赤道横
贯国境北部，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全境分西部沿海、中部山区、东部亚
马逊河流域地区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四部分。 

厄瓜多尔国土面积25.64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陆地区24.84万平方公
里，岛屿面积8010平方公里。 

厄瓜多尔大陆属于西5时区，比北京时间晚13个小时，无夏时制。加
拉帕戈斯群岛为西6时区，与厄瓜多尔大陆有1小时时差，比北京时间晚1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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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行政区划 

厄瓜多尔全国划分为24个省，下设215个市和1081个区。 

【主要城市】主要城市有： 

（1）基多：全国第二大城市。厄瓜多尔首都，皮钦查省省会，全国
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位于赤道线以南皮钦查火山南麓的峡谷地
带，距赤道线24公里，是世界上最接近赤道的首都，其海拔高度在世界各
国首都中居第二位。基多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5公里（最窄处仅3公里），
人口224万。基多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是世界上全年温差最小的地点之
一，年平均气温13.5℃。每年11月至次年5月为雨季，6月至10月为旱季。 

基多城区分南、中、北三大区。中部是老城区，为总统府所在地。北
部为新区，多现代化建筑，银行和金融机构多集中于此。南部新区集中工
厂和企业。 

基多是厄瓜多尔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皮钦查省的农牧业基地之一。工业
有纺织、服装、食品、金属机械、化工、医药、制烟、制革等。 

厄瓜多尔基多赤道纪念碑 

（2）瓜亚基尔：位于瓜亚斯河入海处，靠近瓜亚基尔湾。建于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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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9日，瓜亚斯省省会。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面积1214.4平方公里，
人口332.85万，海拔4米。是厄瓜多尔工业中心，主要外贸港口和铁路、
公路、航空枢纽。气候炎热，平均气温25℃。 

（3）昆卡：1557年4月12日建城。阿苏艾省会，厄瓜多尔第三大城
市。人口45万，海拔2543米，该城有4条河流穿城而过，风景优美，并有
许多历史文化古迹，是又一座被联合国命名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厄瓜多
尔城市。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诗人出自此城，故被称为“厄瓜多尔的雅典”。
教育、文化较发达。昆卡大学在南美享有盛名。 

（4）安巴托：通古拉瓦省会，人口29万，海拔2577米。1985年发生
大地震后重建。该市附近盛产水果、花卉。自1951年起，每年2月举办花
果节。 

（5）马查拉：1573年建城，埃尔奥罗省会，海拔5米。该市与博利瓦
尔港口相连，是厄瓜多尔大虾和香蕉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地区。 

（6）曼塔：位于马纳比省，是厄瓜多尔主要海、空军基地之一。厄
瓜多尔第二大港口城市，海产品加工和出口中心。 

（7）埃斯梅拉达斯：1842年创建，有绿城（城市名中文译为“祖母
绿”）之称。埃斯梅拉达斯省省会，海拔6米，气候湿热。设有全国最大
的炼油厂，是厄瓜多尔原油出口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巴拉奥油港在该市附
近。 

1.2.3 自然资源 

厄瓜多尔地理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油气资源】厄瓜多尔境内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亚马逊盆地和瓜
亚斯省西部半岛地区，瓜亚基尔湾也有少量油田分布。厄瓜多尔地质条件
较好，油层储藏丰富，是拉美地区第五大石油生产国。石油是厄瓜多尔经
济重要支柱。 

厄全国原油已探明储量约40.8亿桶。2017年，厄原油产量1.93亿桶，
平均日产量53.1万桶，出口量1.35亿桶，出口额61.9亿美元。2016年9月，
厄政府启动对ITT石油区块（第43区块）Tiputini油田的大规模开发计划。
该区块位于厄亚苏尼国家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由Ishpingo、Tiputini和
Tambococha三大部分构成，已探明储量约18亿桶，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
41%，是厄政府未来开采原油的重点区域。2018年末该区块原油日产量有
望翻一番，达到8.7万桶，希在2021年实现日产量20.9万桶。 

厄瓜多尔虽原油储量丰富，但由于目前国内三座石油冶炼厂规模小，
技术落后，因此国内成品油主要依靠进口。2018年厄提出以BOT方式建设
马纳比炼厂，投资规模约为80亿美元。该炼厂建成后，不但可以解决厄国
内成品油需求，还可以实现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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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金属矿藏包括黄金、白银、铜、铁、铅、锌、钼、锡、
钨、钯等，非金属矿藏有石灰岩、粘土、石膏、重晶石、沥青、黑大理石、
磷等。其中铜矿和金矿具有较大开采价值，目前已探明铜储量2800万吨，
黄金730万盎司。厄瓜多尔矿业开发刚刚进入起步阶段，目前正在开发的
矿山全部处于前期建设阶段，尚未大规模开采。 

目前，中铁建和铜陵有色金属合资的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兖矿集团
和庄胜与湖南黄金公司合资企业在厄进行矿业开发。中铁建铜冠公司投资
的米拉多铜矿项目是厄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固体矿山项目。兖矿集团持有三
个矿区的矿权，总面积520平方公里。湖南黄金集团与庄胜集团共同开发
Rio Blanco金银矿项目。由于厄方对矿产资源开发条件严苛，我企业参与
矿产项目，应充分调研市场、掌握并遵守环保政策。 

【森林资源】厄瓜多尔气候多样、土地肥沃、雨量充足、日照时间长，
适合各类不同植被的生长。厄瓜多尔拥有2-2.5万种木本植物，占世界植物
总量的10%，是世界10个生态物种最多的国家之一。森林面积10.66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领土面积42.5%。其中80%集中在亚马逊地区，13%在沿
海省份，7%在中部山区。森林分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国家森林
和植被防护系统、生产用材天然林和种植林4种。森林共生长着5000多个
树种，每平方公里有136科树种，1250种树木；有1200多种蕨类植物，3254

种兰花植物。全国有哺乳类动物324种，鸟类1559种，409种爬行动物，
402种水陆两栖动物。 

1.2.4 气候条件 

厄瓜多尔分为西部沿海、中部山区、东部亚马逊河流域和加拉帕戈斯
群岛四种地区，气候条件多样。 

【西部沿海平原地区】面积7.23万平方公里，海拔一般在300米以下，
部分丘陵、山地达700米。热带雨林气候，平均气温23℃-25℃，年平均降
水量从北向南由3000毫米降为500毫米左右。河流较多，土地肥沃，盛产
香蕉、可可、咖啡和大米等。 

【中部安第斯山区】面积6.7万平方公里。安第斯山在厄瓜多尔境内
分为东、西两条山脉，形成北高南低的高原，平均海拔在2500-3000米之
间。5000米以上山峰共20余座。钦博拉索山海拔6272米，为全国最高峰。
海拔4000米以上山峰终年积雪。海拔抵的山区属亚热带森林气候，盆地为
热带草原气候，平均气温为23℃-25℃，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适于
种植玉米、棉花、小麦、大麦、蔬菜和水果，是厄瓜多尔农作物的重要产
地，也是主要的畜牧业区。 

【东部亚马逊地区】属亚马逊河流域，多原始森林，海拔250-1200

米。全年湿热多雨，年均降雨量为2000-3000毫米，平均气温25℃，为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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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多尔重要的石油产地。 

【加拉帕戈斯群岛】中文译名为龟岛或称达尔文岛，位于太平洋，东
距厄瓜多尔大陆海岸950-1200公里，由13个大岛和100多个小岛组成，总
面积7500平方公里。主要岛屿有：伊萨贝拉、圣克鲁斯、费尔南迪纳、圣
地亚哥、圣科里斯托瓦尔等。该群岛由火山熔岩形成。有巨龟、大蜥蜴、
企鹅、海狮等稀有动物，被称为“活的自然博物馆”。 

由于厄瓜多尔地处赤道，冷暖海流交汇于该海域，又由沿海、安第斯
山脉、亚马逊丛林和群岛构成了多样性的地理和气候特征，不仅地形地貌
迥异、各具特色，而且汇集了亚气候、微观气候和地理气候等各种气候。 

【4.16地震】厄瓜多尔于2016年4月16日发生强烈地震，本次地震等
级为里氏7.8级，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于厄西北部佩德纳莱斯
（Pedernales） 地区，震中地区损失惨重，周边地区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民房倒塌、水电供应中断。大地震沉重地打击了厄社会经济。中国政府提
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受到厄社会各界和国际
社会的好评。 

厄瓜多尔基多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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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人口分布 

截至2018年4月，厄瓜多尔人口为1686万，主要集中在基多、瓜亚基
尔和昆卡等城市。其中，印欧混血种人占77.42%，印第安人占6.83%，白
种人占10.46%，黑白混血种人占2.74%，黑人和其他人种占2.55%。 

目前，在厄瓜多尔有3万多华人华侨，主要从事百货零售、服装、鞋
进口、餐饮、养虾、种植棕榈树、木材、开采金矿等行业。华侨主要集中
在基多、瓜亚基尔等城市，昆卡、曼塔等城市也有少量分布。大多事业有
成，进入当地中层阶级，但融入当地文化有难度。新生代华侨大都受过西
方高等教育，少数人进入政界、教育界和法律界，出任卫生部长、环境部
长等职务。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滩上的海狮 

1.3 厄瓜多尔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宪法】厄瓜多尔现行宪法于2008年9月28日通过并正式生效。新宪
法首创立法、行政、司法、公民参与及社会管理、选举五权分立的政治体
制，对国家体制、政治结构做出较大调整。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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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次，并可在任期头三年解散议会。宪法明确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
观规划和计划性指导，严格控制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门，加强金融监
管，取消中央银行自主权。成立债务委员会，严格审查和批准举借外债。 

【国会】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行使最高立法权。议员
共137名，其中全国议员15人，省议员116人，海外议员6人。本届国会于
2017年5月14日正式成立，任期4年。国会主席、副主席由国民代表大会
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现任主席伊丽莎白·卡贝萨
斯（Elizabeth Cabezas，女），第一副主席比维亚娜·波利尼亚（Viviana 

Bonilla），第二副主席卡洛斯·贝尔格曼（Carlos Bergmann）。 

议会下设民事和刑事事务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事务委员会，税收、财
政、银行和预算事务委员会，经济、农业、工业和贸易事务委员会，公共
管理和社会保障全球化委员会等常设委员会。议会亦可根据需要增设其他
委员会。 

【政府】总统为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任
一次。 

（1）总统： 2017年4月，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莫雷诺以
51.16%的得票率当选，并于5月就职。莫执政以来，将反腐败、同反对派
及各行业组织对话作为施政重点，增加民生投入，推出”陪伴一生“等社会
计划，民意支持率保持高位。但与前总统科雷亚矛盾激化，执政党分裂。 

（2）副总统：玛丽亚·亚历杭德拉·比库尼亚，曾任厄瓜多尔城市
发展和住房部长，于2018年1月当选新副总统。负责全国经济发展工作，
制定、监督执行全国发展计划，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在总统出国访问或因
故缺席时，代行总统职务；制定和落实与战略行业、电力、可再生能源、
电信、农业、劳工、旅游、环境、水资源和残障事业相关的各项计划和政
策。前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执政期为2013年5月-2017年8月，后因涉
贪腐被停职。 

【司法】厄瓜多尔新宪法规定，国家司法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此外，
厄瓜多尔还设有宪法法院、总检察院和护民署。 

（1）国家司法法院：设民事和贸易、刑事、劳务、管理和纠纷等7个
法庭，共有25名法官（包括院长在内）。。 

（2）宪法法院：主要处理与宪法相关的条文解释和判决。 

（3）总检察院：总检察长由公民参与和社会管理委员会挑选任命，
任期6年，不得连任。 

（4）护民署：护民署长由公民参与和社会管理委员会任命，任期6年，
不得连任。 

现任院长为玛利亚·帕乌丽娜·阿吉雷·苏亚雷斯（María Paulina 

Aguirre Suárez）。总检察长帕乌·佩雷斯·雷伊纳（Paúl Pérez Re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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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察长迭戈·加西亚·卡里翁（Diego García Carrión）。属于国家司法系
统并与上述机构进行协调的还有军事法庭和警察法庭。 

【选举】厄瓜多尔设国家选举委员会和选举争议法庭。 

（1）国家选举委员会：负责组织、管理、监督全国各类选举活动。
由5名委员组成，任期6年。 

（2）选举争议法庭：负责规范并处理选举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行为。
由5名成员组成，任期6年。 

【公民参与和社会管理】公民参与是厄瓜多尔新宪法规定的，除行政、
立法、司法、选举之外的“第五权力”，其执行机构是2010年成立的公民
参与和社会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依法从公民中挑选任命总检察长、
审计长等重要官员，并提交国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审计署、公司监管局、
银行与保险业监管局、电信监管局等部门均属公民参与机构。 

【军事】总统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通过国防部长和三军联合指挥部
统率全军。国防部长由总统任免，可为现役或退役军人。三军联合指挥部
由联指司令和陆、海、空军司令组成，负责制定训练和作战计划。实行义
务兵役制，服役期一年。总兵力约40250人，其中陆军24750人，编有4个
师、14个旅。装备轻型坦克108辆、装甲车67辆、装甲运输车350辆、各
型火炮1000余门、飞机90架；海军9100人，设有3个海军区，编有1个水
面舰艇司令部、1个潜艇司令部。装备各型舰艇30余艘，各型潜艇2艘，飞
机22架。空军6400人，2个司令部。编有5个联队、10个中队。装备飞机
2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78架。另有海岸警卫队200人，预备役军人10万。 

1.3.2 主要党派 

【主权祖国联盟运动】执政党，厄瓜多尔第一大党，2005年11月建立。
党员130万人。主张建立民主、稳定的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
发展，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打破经济寡头垄断；维护国家独立和主
权，推动一体化合作。党主席为莫雷诺总统，拥有74个议席（其中科雷亚
派占29个议席）。 

【创造机会运动党】反对党，2012年1月建立。倡导代议制民主，反
对国家干预，要求摒弃以原材料出口和举债为动力的发展模式，主张优先
同美国发展关系。党主席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拥有34

个议席。 

    【基督教社会党】反对党，1945年成立时称基督教民主党，1951年
改为现名。1956—1960年和1984—1988年两次执政。代表企业家利益，
主张基督教民主。党主席帕斯夸尔·德尔西奥波·阿拉贡第（Pascuál del 

Cioppo Aragundi），拥有15个议席。 

【帕恰库蒂克多民族团结运动】反对党，1995年6月建立。主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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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公正、平等的新式民主和多元文化国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
发展对外关系，反对全球化。党总书记马隆·桑蒂（Marlon Santi），拥
有4个议席。 

【爱国社团党】反对党，2002年4月建立，曾经于2003—2005年执政。
主张建立一个“摆脱殖民主义、落后贫困与愚昧状态”的民主国家，根除
腐败，实施立法、司法和监察机构的改革，反对霸权主义。党主席卢西奥·古
铁雷斯（Lucio Gutiérrez），拥有2个议席。 

其他主要政党有社会团结行动运动、厄瓜多尔力量党、民主左派党、
社会党等。 

1.3.3 外交关系 

【对外政策】厄瓜多尔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各国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坚持不结盟政
策，认为不结盟运动的任务已由政治转向经济。强调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
主张全面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拉美应成为真正的无核区。要求建立国
际经济、金融和货币新秩序。赞成债务国采取一致立场和联合行动，以争
取合理的偿债条件，强调债权国必须与债务国共同承担责任，政治解决外
债问题。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安理会应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并增加
其工作透明度和决策民主性。主张继续推动国际组织民主化进程，使各国
均能平等参与，通过国际合作维护持久和平。倡导在打击金融犯罪、规范
跨国公司行为、促进财税公正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南南合作，认为
应发挥好77国集团作用，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要求维护好移民权利，主张
尊重和捍卫人权。认为在新形势下，拉美国家只有加强团结合作，实行一
体化，才能获得发展。希深度参与地区间合作，为拉共体、南美国家联盟
等地区组织的机制建设等发挥积极作用。主张积极发展多元外交。现同147

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 

    【同美国关系】厄新政府上台后寻求改善同美关系。厄总统莫雷诺表
示，发展同美国的经贸合作是厄优先方向之一。2017年，厄外贸部长坎帕
纳、副外长苏亚雷斯及海关总署署长安蒂诺访问美国。2018年，美国务院
安第斯事务办公室主任麦那斯、美国副国务卿香农、美国南方司令部副司
令迪萨尔沃及其外交政策顾问阿亚尔德、美国防部助理帮办德拉佩尼亚等
先后访厄。双方同意就贸易、投资、安全、反恐、缉毒、司法等领域加强
合作，决定成立双边贸易投资委员会，推动尽早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美同
意将对厄普惠制待遇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2018年2月，首届厄
瓜多尔—美国贸易与投资论坛在厄举行。同年4月，厄内政部长纳瓦斯同
美国驻厄大使查普曼共同签署关于美向厄派驻缉毒局和移民海关执法局
人员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美国家安全部、移民海关执法局同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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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哥伦比亚的关系】2017年5月，厄当选总统莫雷诺访问哥伦比亚，
会见哥总统桑托斯。2018年2月，两国举行元首会晤，就加强边境安全、
贩毒、卫生、移民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协议。2018年初以来，哥“瓜乔”
武装贩毒集团在厄同哥交界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爆炸案和绑架谋杀案。厄政
府就此同哥方进行交涉，要求哥方对两国边境地区的暴力形势和有组织犯
罪负责。厄政府宣布终止作为哥政府与哥“民族解放军”（ELN）和平谈
判的担保国和东道国，直至“民解”停止恐怖主义活动。之后，双方先后
举行了总统会晤、边境委员会会议和安全机制会议等，同意加大边境安全
维护力度、合力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成立两国移民信息系统平台，并在
厄哥边境地区开展了联合军警行动。 

    【同秘鲁的关系】2017年5月，厄当选总统莫雷诺访问秘鲁，会见秘
时任总统库琴斯基。7月，秘因厄未停止在厄秘边境筑墙宣布召回秘驻厄
大使。之后两国举行外长会并发表联合公报，厄方决定中止在两国边境筑
墙，秘方取消召回驻厄大使的决定。10月，厄总统莫雷诺访秘，同秘时任
总统库琴斯基举行会见并共同主持第11次两国内阁会议。会后，双方发表
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合作，并签署了卫生及河
谷保护等两项合作协议。2018年3月，莫赴秘出席第8届美洲峰会期间同秘
总统比斯卡拉简短会面。 

【同委内瑞拉的关系】2017年12月，厄同委内瑞拉签署《关于加强经
贸关系、促进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的修正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委将
对厄出口商品给予关税优惠。厄新政府上台后，多次就委局势发表声明，
指出应尊重委国家主权、民主秩序和人民自决权，强调委朝野应通过对话
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干涉。同时，厄总统莫雷诺对委关押大批政治犯表示
担忧。2018年5月，厄新闻国务秘书处就委大选结果发表声明称，厄政府
认可委人民在5月20日大选中表现出的和平态度，但对委人民所处的艰难
境况以及委反对派在本次大选中的参选形势表示担忧。 

【同欧盟和日本的关系】厄同欧盟贸易协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正式生
效。受益于该协定，2016年至2017年，厄向欧盟出口增长了12%，达到
30亿美元，主要贸易伙伴为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目前，厄正在欧盟推
动其早日对厄实行申根免签。 

2017年12月，厄外贸部长坎帕纳访日，双方就商签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投融资合作、农产品进出口等交换意见。坎表示，厄方希尽早同日方
商签经济互补协议。2018年1月，日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率团访厄，双方
强调了共同庆祝两国建交百年的重要性，重申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深化政治对话、促进经贸投资合作等。 

【同中国的关系】1980年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厄瓜多尔共和国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7月，中国在厄设使馆；翌年7月，厄在华设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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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瓜亚基尔设有总领事馆。厄在上海、广州、香港特别行政区设有总
领事馆。建交以来，中厄关系发展顺利。2015年1月，中厄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2016年11月，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外交部于
1997年建立政治磋商制度，迄今已举行7次政治磋商。2011年10月，中厄
首轮领事磋商在北京举行。 

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伴，厄是中国在拉美第十大贸易伙伴。
2017年，中厄双边贸易额为40.85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29.62亿美元，进
口11.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7.8%、31.3%、19.5%。我方主要出口机
械设备、汽车、钢材等，主要进口原油、香蕉、鱼粉等。1984年，两国建
立经贸混委会机制，迄今已举行13次会议。 

两国签有文化、教育和科技合作协议。2006年，中国宣布厄为中国公
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13年11月，两国民航部门签署两国政府间航空运
输协定。2015年1月，两国政府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2016

年8月正式生效。 

1.3.4 政府机构 

【政府机构】厄瓜多尔现政府于2017年5月组成。目前，共包括3个国
务秘书处、7个部门委员会、20个部委、4个部级秘书处。 

    （1）国务秘书处：包括政策管理国务秘书处，规划与发展国务秘书
处，通讯国务秘书处。 

    （2）部门委员会：社会部门委员会、生产部门委员会、经济部门委
员会、不可再生自然资源部门委员会、对外政策和促进部门委员会、安全
部门委员会和环境部门委员会。 

（3）部委：经济和社会包容部，公共卫生部，教育和体育部，就业
部，工业和生产部，农业和畜牧部，水产养殖和渔业部，财政部，交通和
公共工程部，电力、矿业和石油部，电信与信息社会部，外交和移民部，
外贸投资部，旅游部，文化和遗产部，国防部，政府和警察部，司法人权
和宗教部，城市发展和住房部，环境部。 

（4）部级秘书处：高等教育、科技和创新秘书处，风险管理秘书处，
情报秘书处，水资源秘书处。 

【主要经济部门】厄瓜多尔主要经济部门及职能是： 

（1）电力、矿业和石油部：保障油气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研究、制
定、落实、管理油气资源方面的各项政策。制定国家电力政策，管理相关
计划，保障国家电力及能源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障国家认可的非石油类矿
产资源可持续开发，研究、制定、落实、管理矿产资源方面的各项政策。 

（2）电信与信息社会部：全国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的领导机构，制
定、执行、跟踪和评估相关政策和计划，协调有关行动，保障民众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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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质量好、效率高的电信与信息服务。 

（3）财政部：在尊重主权、保持透明和可持续性的原则下，确保财
政资金用于国家发展。致力于把财政部建设成现代化的部委，分散权力，
提高效率和公信度，服务民众。 

（4）交通与公共工程部：负责全国多样化交通体系的政策制定和计
划实施工作，构建一个安全和具有竞争力的交通网络，减少污染，促进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 

（5）外贸投资部：总部设在厄瓜多尔第一大城市瓜亚基尔。主要职
责是规划、管理和协调厄瓜多尔外贸、经济一体化和投资政策；避免贸易
逆差扩大，特别是非石油类产品；评估处理外贸委员会（Comex）制定的
相关进口限制措施产生的问题和影响。 

厄瓜多尔独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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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厄瓜多尔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厄瓜多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最大的民族是印第安土著人和欧印混
血的梅斯蒂索人，共有14个少数民族，分布全国的西部沿海、中部山区和
东部亚马逊地区。 

1.4.2 语言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山区和东部亚马逊地区部分印第安人通用克丘
亚语和其他土著方言。 

1.4.3 宗教 

厄瓜多尔94%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东正教，也有犹太教，
伊斯兰教和印度耆那教信徒。 

厄瓜多尔神圣宣言大教堂 

1.4.4 习俗 

【禁忌】厄瓜多尔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徒忌讳13和星期五。当地人不
喜欢菊花，因为这种花是作祭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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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礼仪】厄瓜多尔企业代表喜欢在称呼时冠以学术或专业职称，
并有交换名片的习惯。习惯在正式会议开始时讲明会议目的，结束时作出
会议决议，非正式会谈则在正式会议前后或社交活动中进行。 

【正式着装】凡参加正式会议、会见律师、审计官员等必须着正装。
在瓜亚基尔一种名为“GUAYABERA”的短袖薄上衣亦视为正装。东部因
较热，穿着不太严格，可着便装。受邀访问住宅或参观，如香蕉园、养虾
场、花圃等可着便装或运动服，但最好提前问清着装要求。 

【会谈】厄瓜多尔人对政治或其他社会话题较健谈，出现意见分歧时，
喜欢坚持己见，但比较注重礼节，不会有过激反应。 

【人际关系】在厄瓜多尔人际关系很重要。建立与政府及企业各层次
的良好关系、了解和认识当地合作伙伴、互建诚信是生意成功的关键，因
此，感情投资非常重要。厄瓜多尔人建立个人友好关系的特点是相互邀请，
如邀请到对方住宅，交换个人信息等。 

厄瓜多尔人见面礼节是，一般人首次见面使用握手礼，成为朋友后，
见了女士贴脸，见了男士拥抱，显得非常热情。 

【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厄瓜多尔人的传统，目的是为了获得交易的
有利条件。因此，讨价还价是交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吸烟】在吸烟前须征求对方的意见，餐桌上最好不要吸烟。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技】厄瓜多尔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发展较落后，其总体科技水平
相对较低，综合国力不强。在香蕉种植、花卉种植和池虾养殖方面科技水
平较高，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及竞争力，一般高科技行业主要产品、机械设
备、器材等大部分从欧美国家进口。201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减少，仅占
全部出口的1%，附加值有所下滑。 

【教育】厄瓜多尔实行义务制基础教育，国立中、小学教育免费。宪
法规定，政府预算的25%-30%用于教育。厄瓜多尔重视 基础教育，在教
育上的投入超GDP的2%，是拉丁美洲投入比例较高的国家。2017年在教
育领域预算约51.9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1-7月已实际投入23.98亿美
元，完成预算的46%。 

厄瓜多尔教育部负责管理中小学，大学及各类专业院校由国家高教委
领导。在学校中根据学生民族构成情况实行本民族语言和西班牙语双语制
教学。政府保护私人办学自由，目前全国有31所公立高等学院，多所私人
办高等院校。基础教育入学率96%，高等教育入学率35%。近年来，教育
事业发展较快。著名高等院校有厄瓜多尔中央大学、天主教大学、瓜亚基
尔大学、天主教大学、厄瓜多尔理工学院、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和昆卡大学。 

厄瓜多尔中央大学设在基多，始建于1926年，为全国规模最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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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国立自治大学。现有学生近4万人，教职员工5000多人。医学系、
法律系和建筑系较为著名。 

厄瓜多尔还有由美国、英国、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经授权举办的国际中
小学校和教会学校，教学质量较高，学费亦较贵。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全球创新排名，厄瓜多尔在调查的128

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该排名根据国家的人力资源、研发、国家机构、
市场成熟度、知识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等情况综合研究，厄瓜多尔在基础设
施（78）、市场成熟度（82）和创新力（72）等方面的排名比去年略有上
升，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培训方面排名较前，但是在法律法规及政治环境方
面仅排第115位. 

【医疗】2017年政府在医疗领域预算约2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5%，
1-7月预算执行率为50%。厄瓜多尔人均寿命76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5年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
8.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980.2美元。 

厄瓜多尔常见疾病有登革热、肺炎、黄热病等。2016年1月16日，厄
瓜多尔报告发生6例寨卡病例。目前，中国公民在赴厄瓜多尔前需要注射
的疫苗有黄热病、霍乱和甲肝三种。 

提供医疗保险的机构有：厄瓜多尔社保局，农民社保局，军队社保局，
国家警察社保局及私人保险机构。 

基多和瓜亚基尔市多数公立医院服务水平欠缺，私立医院具有国际水
平、设施精良、医生水准很高（大多毕业于美国或其他国家医学院校）。
在厄瓜多尔就诊和住院费用较美国和欧洲便宜，但有些指定药品的价格较
为昂贵。 

表1-1：厄瓜多尔基多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Hospital Metropolitano 各专科医院 

Hospital Militar  各专科医院 

Eugenio Espejo 急症和各专科医院 

Pablo Arturo Suárez 急症和慢性病综合医院 

Enrique Garcés 急症综合医院 

Isidro Ayora 妇产科医院 

Baca Ortiz 儿科医院 

Gonzalo Gonzáles 皮肤病医院 

Adulto Mayor Los Pinos 老年病医院 

Julio Endara 精神疾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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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ázaro 精神疾病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2：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Abel Gilberth Pontón 急症综合医院 

José Rodríguez Maridueña 传染病医院 

Alfredo J. Valenzuela 呼吸系统疾病医院 

Francisco de Icaza Bustamente 儿科医院 

Matilde Hidalgo de Procel 产院 

Mariana de Jesús 产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3：厄瓜多尔昆卡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Vicente Corral Moscoso 急症综合医院 

Mariano Estrella 皮肤病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4：厄瓜多尔安巴托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Ambato 急症和慢性病综合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表1-5：厄瓜多尔Portovejo市的较大医院 

医院名称 医院类型 

Verdi Cevallos 急症综合医院 

Napoleón Dávila Cordova 急症综合医院 

Rodríguez Zambrano 急症综合医院 

Miguel H. Alcivar 急症综合医院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公共卫生部 

近年来，中国医药企业在厄发展良好，在厄执行超声影像、放射影像、
生命信息与支持、手术灯床和医疗家具、两万多台套医疗设备的商业项目，
覆盖厄瓜多尔全国112家公立医院，改善了医疗条件。 

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根据厄瓜多尔的《劳工法》，只要有30个工人的企业就可以
组织工会，因而基层工会众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起重要作用。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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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会组织分散，派系很多，政党对厄瓜多尔工会有很大影响。劳工统
一阵线成立于1982年，是厄瓜多尔工会的协调组织，阵线领导委员会由各
工会领导人组成，执行主席每半年轮换一次。 

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有3个： 

（1）厄瓜多尔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944年7月，拥有20万会员，包
括制糖、纺织和一些手工业工人。 

（2）厄瓜多尔劳工阶级组织统一联盟，原名厄瓜多尔阶级组织中央
工会，成立于1938年11月14日，为厄瓜多尔第一个全国性工会。有20万
会员，拥有建筑、食品、港口和农业等几个工会组织，各省有省工会。 

（3）厄瓜多尔自由工会组织，成立于1961年，有10万左右会员，包
括汽车司机工会、钢铁工会、小商人组织等。 

【其他非政府组织】 

（1）青年学生组织：厄瓜多尔社会福利部下属的青年教育和娱乐局
负责全国的青年活动，包括对外交流。另外，个别党派也有其青年组织。
独立的青年学生组织有两个，一是厄瓜多尔大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44

年，包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受国际和国内各种思潮影响，思想活跃，经
常组织学潮，是国际学联和拉美大学生联合会成员。二是厄瓜多尔中学生
联合会，成立于1964年，是全国性组织，总部设在基多。一般同大学生联
合会共同行动。 

（2）行业协会 

①厄瓜多尔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于1962年。宗旨是为厄瓜多尔社会
服务，促进全国各商会和商人间的团结，保护商人的利益。 

②厄瓜多尔工业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966年。政府有关法令规定，各
省、市必须成立工业协会组织。其宗旨是为工业企业服务，促进各协会和
各企业家的团结，保护企业的利益。为了本身利益，全国所有小工业以外
的企业均加入各地所属的协会组织。 

③厄瓜多尔全国小工业家协会联合会，成立于1968年，包括全国所有
小工业家。 

（3）印第安农民组织：厄瓜多尔有12个印第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在中部山区和东部亚马逊地区。据统计，印第安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83%。
厄瓜多尔目前影响较大的印第安人组织有3个： 

①印第安民族联合会：成立于1986年11月16日，是厄瓜多尔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印第安人组织，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中部山区和东部亚马逊
地区。组织结构较严密，下设Confeniae（亚马逊地区）、Ecuarunari（Kichwa

族）和Coince（山区和沿海）三个分支。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的权力机
构，由12个印第安少数民族组成，有权修改活动章程和选举机构领导人。 

②农民、印第安人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成立于1965年，原名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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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者联合会”。创建之初主要宗旨是维护农业法中所确定的农民对土
地的所有权。1968年，因其主张得到印第安农民的支持而更名为“农民组
织联合会”。后来印第安人和黑人逐渐加入，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多民族、
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组织。该组织为社会援助组织，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农
村和郊区，组织互助谋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并开展维权斗争。其
常设机构为全国执行委员会，每4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③福音派印第安人联合会：成立于1980年，其初期宗旨是使印第安人
皈依福音派基督教，致力于对印第安人进行培训、改善印第安人社区医疗
状况、扫盲和发展农业等工作，同时积极争取国际贷款。最高权力机构是
全国委员会，每4年直选一次。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亚马逊地区。 

【罢工】厄瓜多尔时常发生罢工。会组织在基多等大城市大规模罢工
和游行示威，部分街道遭到封锁。罢工活动多由统一工人阵线（FUT）和
印第安民族联合会（CONAIE）组织。 

2015年8月爆发规模最大的游行，印第安民众徒步由南部省份行至基
多汇合。大规模罢工的主要诉求一是维持现有福利水平。取消提高遗产税
和土地增值税的法案，恢复政府对社保的投入，恢复教师的失业保险金等；
二是反对政府推动修宪。厄瓜多尔政府希望推动修改宪法，总统即可“无
限期连任”，为科雷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铺路，遭到了反对派和部分民众
的质疑和反对；三是争取自身更多权益。抗议者要求提高医疗卫生从业人
员待遇，保障土著居民聚居地文化、教育、矿产和水资源权利。2017年未
发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罢工，中资企业未发生罢工。 

1.4.7 主要媒体 

厄瓜多尔新闻事业比较发达。 

全国社会通讯秘书处成立于1973年，原名全国公共新闻秘书处，主管
全国新闻宣传工作。 

【国家通讯社】厄瓜多尔和南美洲公共新闻社。 

【新闻出版社】厄瓜多尔有50多种报纸，多为私人经营，由右翼控制，
均是西班牙文版。主要报纸： 

（1）《商报》（El Comercio）：创刊于1906年1月1日，为曼蒂利亚
家族的私营报纸，发行量9万份。总部设在基多，全国发行，是厄瓜多尔
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同历届政府关系较好，消息灵通。主要报道国内外
经济、政治、文化、体育和社会新闻，同国际主要通讯社有业务联系。 

（2）《宇宙报》（El Universo）： 1921年9月15日创刊，全国发行，
发行量7.5万份。该报消息及时，评论多，内容侧重报道瓜亚基尔市消息。 

（3）《快报》（Expreso）：1969年6月27日创刊。主要在瓜亚基尔
和基多发行，发行量6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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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最新消息报》（Última Hora，基多晚报）、《钟点报》
（La Hora，基多日报）、《电讯报》（Telégrafo，瓜亚基尔日报）等。 

【电台】厄瓜多尔全国有460多家电台，其中首都有54家。主要有厄
瓜多尔电台、天主教电台、基多电台、成就电台和安第斯之声电台。绝大
多数电台为私人所有。 

【电视台】全国有电视台19家，均为私人经营。主要电视台有：
Gamavisión、Teleamazonas、RTS Canal 5、Ecuavisa、TC Televisión、
Canal 1和ETV Telerama等。 

【对华态度】当地主流媒体报道涉及中厄双边、多边合作与高层会晤，
态度中立，总体相对客观，但对经贸项目负面炒作。 

1.4.8 社会治安 

厄瓜多尔政治基本稳定，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厄瓜多尔没有反政
府武装组织，20世纪90年代末在首都基多市曾发生过针对以色列使馆的爆
炸事件，此后再未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但2017年以来，随着政府与哥伦
比亚边境地区贩毒武装分子冲突加剧，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我使馆已发出
中国公民不前往北部边境省份的安全提示。 

厄瓜多尔居民可依法持有枪支。 

据厄瓜多尔官方统计，2014年厄全国严重刑事案件的犯罪率为
6/100000，创该国20年来新低，在拉美地区仅次于智利和古巴，未发生针
对中国企业或公民的恐怖袭击及绑架事件。多数大城市企业集中地区治安
状况相对较好，但在一些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治安较差，偷窃、抢劫等案
件时有发生，需特别小心。厄内政部官网公布：2017年谋杀率较2016年
同比上升了1.14%。2018年4月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北部边境地区形势持
续紧张，发生两起劫持人质事件，其一为记者队3人，均丧生，另两人仍
在绑架中。2018年5月厄瓜多尔里奥布兰科（Río Blanco）矿山营地遭反
矿组织袭击，现4人被捕，厄政府增派200名警察、100名军人驻守营地。 

赴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需提高警惕，减少夜间外出。外出时，尽量不
要携带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对当地情况不了解、不懂西班牙语者，外出
要随身携带护照等证件（为预防被盗，最好只带经认证的复印件）和居住
地或关系人的地址电话。需要乘车出门时乘坐正规出租车，挑选911标识
的出租车，此类出租车装有安全监控套件，当地安全部门24小时进行监控，
相对安全。在公共场所，小心保管好贵重物品。如果发生意外案件，应及
时到警察局报案并提供有关证据。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与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昨日在马德里举行
会晤，并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以促进两国警情信息交流，共同调查和打击
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http://co.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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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切斯表示拉美在西班牙外交政策中具有优先地位。自今年年初，西
班牙致力于协助厄瓜多尔打击与哥伦比亚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恐怖袭击，
并对未来合作表示乐观。该警务合作协议也对2019 - 2022年西厄国家伙伴
关系新框架的谈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4.9 节假日 

厄瓜多尔《劳工法》规定，厄瓜多尔公民每星期工作40小时，每星期
六、日为公休日。 

主要节日有：1月1日，元旦节；5月1日，劳动节；5月14日，皮钦查
战役纪念日；7月24日，西蒙·玻利瓦尔诞辰；8月19日，基多独立日；10

月9日，瓜亚基尔解放日；10月12日，种族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纪念
日）；11月2日，万圣节；11月3日，昆卡解放日；12月25日，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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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厄瓜多尔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厄瓜多尔近几年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1）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南美洲西北角，与中国隔太平洋相望，是
南美洲中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可作为由中国进入南美洲其他国家的通道
和中转站。 

（2）政策优惠。如果是国有企业且该国金融机构愿意提供融资，则
相关项目可以采取议标方式达成协议。2015年底出台了《公司联营法》，
鼓励吸引投资。 

（3）基础设施需求较高，有较大规模的电力水利、公路桥梁、配电
网络等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计划。 

（4）工业落后，工业品较为缺乏，市场潜力较大，但当局利用配额
制、提高关税等措施对进口作出一定限制。 

（5）原材料较丰富；石油、矿产资源丰富；拥有沿海、高山、雨林
等多种地理和气候类型，且雨水充沛、气温适中，生态多样，植物品种繁
多，农业发展条件较好。 

（6）工资水平较低。厄瓜多尔工资水平在拉美各国中处于较低的水
平，2016年月法定最低工资额为375美元。工资水平与中国相当，但劳动
者效率也较低，需加强培训。 

（7）厄瓜多尔是安第斯共同市场（CAN）和拉美一体化协会（ALADI）
成员国，与这些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进行贸易活动可享受关税优惠。在厄瓜
多尔投资生产可方便出口到这两个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安第斯共同市场的
成员国还包括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国还包括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
进口零件比进口整个产品关税低。 

2017年1月，厄瓜多尔宣布取消进口汽车配额制。5月，厄政府对2152

种进口商品取消5%或11.7%的特别关税。6月起，厄增值税率由14%重新
降至12%。11月，厄政府宣布对超过400美元或4公斤的进口产品按每计量
单位加收10美分海关服务费。税费负担较重。 

据厄央行最新数据，2017年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同比下
降19%，为近5年最低。主要投资领域为农林渔业及制造业，下降最多的
为贸易与矿产勘探。外国直接投资中20%是通过开曼群岛、巴拿马或者英
属维京群岛这三个自由港中转后到厄的。2016年这一比例高达43.2%。此
外，厄瓜多尔的引资政策缺乏吸引力，因而外资银行赴厄开办分支机构较

http://panam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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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厄瓜多尔在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1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7位。 

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8年厄瓜多尔营商便利
度在19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排名第118位。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公布，
2017年厄瓜多尔经济自由指数在参评的18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65位。
2017年经济复杂性指数排行榜显示，厄瓜多尔在124个参评国家中位居82

位，较上次评定（2006-2010年）提高了8个名次。 

2.1.2 宏观经济 

厄瓜多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规模较小，综合经济实力较弱。且产业
结构单一，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农牧业和渔业，经济发展对外依存程
度较高。 

2015年以来，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美元走强，厄瓜多尔面临巨大
国际收支和平衡压力。科雷亚政府积极应对，加大鼓励投资和出口，削减
财政支出，努力改善局面。2017年9月1日，莫雷诺签署第135号总统令，
将在2018年继续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争取削减10亿美元开支，降低财政赤
字。这是继莫雷诺宣布出售总统专机、降低高级别公务员工资和出售部分
公有房产后，在削减公共开支方面的重要举措。10月，莫雷诺宣布一系列
税收改革优惠政策，上调部分税种税率，发展政府社会民生项目，重振经
济。2018年4月莫雷诺出台经济振兴计划及十四项具体措施，旨在维持财
政稳定、优化政府结构、稳定美元化和重振生产。随着2017年原油价格回
升，新区块开发等利好因素，厄经济指标有好转迹象。 

【经济增长率】据厄央行统计，2017年，厄瓜多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1030.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143美元，GDP增长率为3.0%。按生
产领域分析，电力和饮用水供应（增长13.7%）、家庭服务（增长9.2%）、
石油和矿业开发（增长17.5%）、邮政和电讯（7.9%）、建筑业（-4.8%）
和商业（6.6%）等17个行业实现增长，而石油冶炼（-17.4%）下降。 

表2-1：2013-2017年厄瓜多尔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年份 名义GDP（亿美元） 人均GDP（美元） GDP增长率 

2013 951.3 6031 4.9% 

2014 1017.26 6347 3.8% 

2015 992.9 6099 0.1% 

2016 986.14 596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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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030.57 6143 3.0%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GDP构成】2017年厄瓜多尔主要经济产业占GDP总值如下：水电
供应占12.9%，金融服务活动占10.9%，水产养殖及捕虾占7.5%，邮件通
讯占6.7%，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占6.2%，住宿与食品服务占5.7%，专
业活动占5.8%，贸易占5.5%，交通占4.4%，家政服务占4.4%，农业占
3.7%。 

【财政收支】厄瓜多尔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贸易型税收、所得税
以及公债发行等。近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厄瓜多尔财政支出规模逐年
扩大，导致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2017年，厄瓜多尔中央政府财政收入181.70亿美元，财政支出243.10

亿美元（政府经常性支出156.29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支出86.82亿美
元。），赤字61.4亿美元，财政赤字率为6%，超过3%的警戒线。2017年，
厄瓜多尔实现税收收入140.78亿美元，石油收入16.76亿美元，分别占比
财政收入的77.5%、9.2 %。教育、医疗、社保和福利住房是政府投入占
比最多的领域。 

2017年厄瓜多尔中央财政预算数据显示，政府在社会民生领域的财政
支出预计达101.82亿美元，而2016年仅为85.06亿美元，投入增加16.76

亿美元，同比增长16.4%。2018年预算主要收入仍来自税收和石油出口，
税收收入为153.43亿美元。预算总支出289.67亿美元。 

【公共债务】公共债务持续扩大。截至2017年12月底，厄中央政府公
共债务总余额为465.36亿美元，占GDP的45.2%。其中，外债余额达到
3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内债余额147.86亿美元，较2016年同期
增长18.7%。 

【与IMF关系】厄瓜多尔能源部、厄瓜多尔央行在华盛顿与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美洲开发银行和IMF等多边机构举行会议，讨论获得更多融
资的可能性。截至2018年4月，厄国家债务量约为74.91亿美元，但仍拥有
一定的可利用融资空间，例如向世行和IMF寻求融资，以补充厄政府财政
需求。 

 除此之外，IMF还向厄瓜多尔提供另外两种模式的贷款服务。一种是
灵活信贷额度贷款，另一种是备用信用证贷款，政府可用以补充现金流来
平衡国际收支。 

【外汇储备】截至2017年底，厄瓜多尔外汇储备为24.51亿美元，比
去年减少18.08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根据厄瓜多尔央行数据，2017年厄瓜多尔通货膨胀率
为-0.2%。2017年5月，通货膨胀率为0.05%，创下年度最低值。2017年

http://oilsyggs.mofcom.gov.cn/


25 
厄瓜多尔 

 

1-5月累计通胀率为0.91%，近12个月（2016.5-2017.5）的累计通胀率为
1.1%。娱乐和文化、通讯、教育、交通、住宿等方面价格有所增长，而食
品和饮料则因供应量增加而价格下滑。 

厄瓜多尔统计和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厄通
胀率连续8个月为负，年通胀率为-0.78%，同比下降172%，创1970年以
来的新低。4月月通胀率为-0.14%，同比下降-133%。价格下降最多的商
品为食品与酒精饮料类、服装与鞋类和家具与家居用品类，分别降低了
0.57%、0.19%，和0.06%。此外，文化娱乐类、餐馆酒店类、交通类行
业也有所下降。相反，教育类、住宿类、基础服务类、健康通讯和多样化
商品服务类价格提高。在国内主要城市中，只有首都基多物价上涨，其他
城市均呈下降趋势。 

【失业率】2017年12月底，厄瓜多尔登记失业率为5.8%，同比下降
0.7%。 

【主权债务等级】截至2017年6月29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厄瓜多
尔主权信用评级为B-，展望为稳定。截至2017年6月2日，国际评级机构穆
迪对厄瓜多尔主权信用评级为B3，展望为稳定。截至2016年8月25日，国
际评级机构惠誉对厄瓜多尔主权信用评级为B/B，展望为负面。 

2.1.3 重点/特色产业 

【石油业】石油业是厄瓜多尔第一支柱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1）石油出口：2017年厄瓜多尔原油出口金额为61.90亿美元，同比
增长22.48%，占厄瓜多尔出口总值的32.37%。 

（2）石油储藏：厄瓜多尔地处南美洲大陆西北部，境内石油资源十
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东部亚马逊盆地；另外在瓜亚斯省西部半岛地区和瓜
亚基尔湾也有少量油田分布，地质条件较好，油层储藏丰富。厄瓜多尔是
拉美地区第5大石油生产国。 

（3）石油区块开发：由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和外国石油公司勘探
与开发。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和掌控厄瓜多尔境内储量最丰富的区块开采权
益，已开发的主要石油区块和油田有萨差、拉格阿格里奥、利贝尔达的、
苏素芬迪、奥卡以及15区块，已探明储量为39.5亿桶，目前有47个油田，
作业面积约90万公顷。2016年9月，石油蕴藏量丰富的ITT区块Tiputini油
田正式产油，并宣布该油田已探明储量由9.2亿桶增至18亿桶，占全国已
探明储量的41%。2018年厄政府将继续加大对ITT石油区块的投资力度，
不断提高该区域的原油产量。据统计，2014-2017年，厄国家石油公司进
行了24次项目招标，最终确定由13家国内外石油公司提供钻井、原油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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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总服务费累计达1.86亿美元，目前该区块原油日产量约4.4万桶。
今年政府将投入4.17亿美元，用于该区块的开发，其中私营石油公司将有
机会参与20个服务项目，总金额约1亿美元。 

（4）石油工业的构架：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过下属生产、销售、
工业等公司、输油管道经理部、国际贸易部和环境经理部来完成石油勘探、
开发、储藏、运输、销售、提炼、环保及其管理。厄瓜多尔向外国及私人
石油公司收取实物矿税，获得份额油。目前，厄瓜多尔政府正在与外国石
油公司商谈将石油分成合同改变为服务合同。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还拥
有埃斯梅拉达炼油厂、利贝尔达炼油厂和苏素芬迪综合工业炼厂（亚马逊
炼油厂和苏素芬迪液化石油及天然气厂）3个主要炼厂。厄瓜多尔政府还
计划在曼塔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炼油厂—马纳比炼厂。该项目预计投资额80

亿美元，日处理能力30万桶，不但可以解决厄国内成品油需求，还可以实
现出口创汇。原油主要来自厄ITT区块，采取BOT模式建设，公司拥有20

年的运营权，运营期结束炼厂转让给政府。 

厄瓜多尔境内有输油管道系统（SOTE）和重油管道（OCP）两条主
要输油管道，另外，有几条输油支线管道分别与主管线并网连接，还有6

条成品油输油管线将炼油厂与主要成品油储油库连接，形成全国成品油供
应网络。 

【矿产业】厄瓜多尔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金属矿产主要有铜、黄金、
白银、钯、锌、铅、铁等，非金属矿有石灰岩、粘土、硅砂、石膏、煤、
重晶石、磷、泡沫岩石以及建筑用的大理石、石灰石和花岗岩石等。 

厄瓜多尔拥有丰富的矿藏，目前厄已探明铜矿储量2800万吨，黄金储
量730万盎司。但矿业起步较晚，目前已开发的铜矿和金银矿项目均在矿
区前期建设和开发阶段。因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每年还需进口6-8亿
美元的矿产品和建材制成品。厄瓜多尔矿业开发潜力巨大，2018年政府将
对国土北部和中部以及安第斯支脉地区进行勘探，厄瓜多尔将准备发布矿
业资源目录。但由于厄矿业发展水平低，反矿活动频繁，矿业项目投资环
境欠佳。 

（1）相关法律和法规。 

厄瓜多尔矿业活动遵守《厄瓜多尔宪法》《矿业法》《矿业法实施细
则》《矿业安全法》《实施细则》《矿业活动环境法规》及《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 

2013年6月14日，厄瓜多尔通过《矿业法》修订案。本次《矿业法》
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开采许可从之前的10个减少到目前的2

个，即环境许可和水资源许可；二是外国国有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可免除
矿权公开招标程序；三是资源暴利税的征收时间从之前的合同生效日期推
迟到公司全部收回投资成本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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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厄瓜多尔再次对《矿业法》进行修订，总体上放宽对矿
业投资的要求。改革内容主要针对赋税和政府分成，其中对矿产公司暴利
税的计算将综合考虑粗矿出售量、售出价和基础价，国家和公司利润分配
也有所调整。 

（2）厄瓜多尔矿业现状 

①矿藏丰富，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潜在可开采储量大； 

②矿业勘探和开发水平不高，手段有限，技术相对落后； 

③实际开发程度不高，在厄瓜多尔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很小，贡
献率较低，尚不能构成支柱产业； 

④厄瓜多尔矿业属劳动密集型基础产业，为许多生产行业提供原材
料，其发展既可增加就业和国家税收，又能带动相关行业、促进厄瓜多尔
经济总体发展。 

⑤2018年1月厄矿业部长科尔多瓦正式宣布辞职，大规模的矿业开发
引起了环保人士和土著居民的不满，为厄矿业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香蕉业】厄瓜多尔支柱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地位十分重要，是
厄瓜多尔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厄瓜多尔第二大产业。2017年，厄瓜
多尔香蕉出口香蕉3.23亿箱，同比增长1.39%，出口额为30.35亿美元，占
出口总额15.87%。2018年1月，墨西哥和中美洲香蕉生产国近期遭遇低温、
强降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为厄香蕉出口带来良机，香蕉价格
攀升至13美元/箱。新的外国采购商与厄签订合同，原有外国采购商选择
延长合同期限。 

目前，厄瓜多尔香蕉种植面积23万公顷，总产量620万吨。香蕉种植
业提供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香蕉业还带动了海运和陆运、纸张和纸箱
包装、塑料、农业化工、食品加工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对厄瓜多尔社会、
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水产业】厄瓜多尔渔业资源丰富，近海鱼类资源主要有剑鱼、沙丁
鱼、金枪鱼和海生大虾等。厄瓜多尔金枪鱼的捕捞量占世界总捕捞量的
32.9%，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厄瓜多尔金枪鱼捕捞船队共捕捞301917

吨金枪鱼，占东太平洋金枪鱼总捕捞量的46.9%。2017厄瓜多尔金枪鱼、
鱼肉出口额达2.42亿美元。鱼类罐头制品出口总额11.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6%，占GDP的6%。 

厄瓜多尔水产养殖条件得天独厚，享有“南美虾池”的美誉。良好的
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优质的水质很适合池虾养殖，沿海省份均有池虾
生产，其中70%集中在瓜亚基尔海湾。在厄瓜多尔养虾不受季节限制，年
产量高，销售有保障，尤其是龙虾养殖，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016年4月
厄瓜多尔强震，重创西北沿海省份海产养殖业，特别是养虾业遭到较为严
重的破坏。2017年，受益于外部利好条件，厄瓜多尔大虾出口额达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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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与香蕉一并成为厄瓜多尔非石油类出口商品前两名。厄瓜多尔与
巴西两国正式就厄香蕉对巴西出口达成协议，该产品将于2018年获准进入
巴西市场。 

厄瓜多尔渔业资源丰富，加强与厄瓜多尔在水产养殖和渔业捕捞方面
的合作有较好的前景。国内企业可考虑独资或与厄方合作开展水产养殖
（鱼、虾）、捕捞和加工业务，并可在当地建立鱼粉加工厂。 

全美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布报告，今年1-7月，厄全国渔船仅捕获金
枪鱼15.4万吨，占总捕捞量的45.2％，较去年同期减少2.2万吨，降幅
12.3%。 

厄瓜多尔在东部太平洋地区的金枪鱼捕捞量一直很大，其中鲣鱼是最
重要的金枪鱼品种，其次是黄鳍金枪鱼和大眼金枪鱼。 

【鲜花种植业】花卉种植业是厄瓜多尔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是
提高厄瓜多尔国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山区农村人口生活条件的重要行业。鲜
花是厄瓜多尔传统的出口商品，为厄瓜多尔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目前，
厄瓜多尔种植和出口花卉的企业近300家，直接从事花卉种植和出口人员
约8.7万人，辅助人员4.38万人，间接从事花卉业的约15万人。花卉主要
品种有玫瑰、丝石竹类花卉、柠檬类、鹿舌草、康乃馨-麝香竹花类花卉、
菊花—丝绒球花卉、紫箢和其他夏季花卉等。据厄瓜多尔央行统计，2017

年花卉出口额达8.81亿美元，同比增长10%，占比GDP4.6%。主要出口
美国、欧洲及南美周边国家，少量出口亚洲国家。目前，中国一些高端花
店从厄瓜多尔进口玫瑰等鲜花，通过良好营销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厄瓜多尔花卉种植业具备以下优势：一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二是花卉
品种独特；三是先进的种植技术与现代化的科学管理，使花卉业一直保持
着比较优势，并长期在世界花卉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据厄瓜多尔央行最新
数据，2017年厄瓜多尔鲜花出口总额共计8.81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据第一
位，占出口总量的31.2%。鲜花行业专家认为，出口额的下降不仅受制于
国际市场鲜花价格低迷，也由于自身生产成本较高、与主要出口国未签署
贸易协定等原因，在国际市场无法获得价格优势。此外，金融人士称厄空
运能力不足会对鲜花业造成损失。 

【旅游业】2016年厄瓜多尔旅游业直接收入为20.33亿美元，占GDP

总额的2%，较2007年1.83%有所提升，但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厄瓜
多尔住宿和餐饮服务收入已连续下滑11个季度。对此，厄瓜多尔政府将加
大对旅游业扶持力度，促进旅游业发展，希未来10年内在GDP贡献率增长
至4.5%，创造更多外汇，弥补因国际油价下跌而造成的国家收入损失。
2017年厄瓜多尔迎接中国游客约4万多人次，并以每年35%~40%的比例
增长。2018年5月基多市荣获携程“十大最受欢迎高端旅游目的地”奖项。
近年来厄方努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和更优质的配套服务，以吸引

http://b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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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来自中国的游客。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合作的成功，中厄政府互免签证
协定生效促进了中国公民赴厄旅游和消费。厄方将培养更多中文人才以提
供旅游翻译服务。未来厄方还将与其他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和秘鲁）加
深旅游合作，充分利用墨西哥、巴拿马与中国的直航资源，开发出更多的
旅游目的地。 

【软件开发】2016年，厄瓜多尔软件行业产值同比增长17%，成为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从事软件开发相关服务的公司有700余家，创
造了万余就业岗位，在国内的销售额达5亿美元。2015年，厄瓜多尔软件
行业出口总额仅4500万美元，占总出口的0.2%。软件公司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包括人才缺乏、资金紧张。同时，软件公司欠缺与企业、政府、大学
合作的经验，难以找到技术转让渠道、对国际市场行情不够了解。在全球
软件市场繁荣的背景下，厄瓜多尔政府着力推动软件等高端服务行业发
展，有利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2.1.4 发展规划 

2018年4月，厄瓜多尔莫雷诺总统提出经济振兴计划和十四项具体措
施。围绕维持财政稳定、优化政府结构、稳定美元化和重振生产四大核心
内容： 

（1）简化税收体系； 

（2）进行税收重审； 

（3）缩减优化公共开支； 

（4）创造更好融资环境； 

（5）促进出口，实行出口退税； 

（6）吸收外国投资，减免外汇汇出税； 

（7）扩大生产性贷款和投资性贷款融资渠道； 

（8）保障企业金融安全，激活资本流动； 

（9）尽快实施新劳动合同； 

（10） 自2019年起不再设置预缴所得税最低限额； 

（11）未来私营部门国际贸易收支情况转好后，逐渐降低外汇汇出税
税率； 

（12）简化行政审批手续； 

（13）继续开展公私联营合作模式； 

（14）推动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模式。 

2.2 厄瓜多尔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http://us.mofcom.gov.cn/
http://co.mofcom.gov.cn/
http://pe.mofcom.gov.cn/
http://mx.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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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厄瓜多尔销售总额为8.2亿美元。 

2.2.2 生活支出 

厄瓜多尔自2000年实施美元化后，人民生活费用支出较周边国家高许
多，具体储蓄率无统计。据厄瓜多尔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3月，厄家
庭基本生活支出为709.22美元/月，在整个家庭开支中饮食占34.9%，衣着
占7.5%，住房、水、电、气等开支占26.2%，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娱乐、旅游等其他支出占31.4%。 

2.2.3 物价水平 

厄瓜多尔基本生活品物价水平适中。2018年3月，大型超市上的主要
食品价格如下： 

表2-2： 厄瓜多尔基本生活品的物价水平 

商品名称 价格 

大米 1.38美元/公斤 

面粉 1.9美元/公斤 

葵花油 2.9美元/升 

大豆油 2.48美元/升 

鸡蛋 2.15美元/打 

黄瓜 1.13美元/公斤 

洋葱 1.31美元/公斤 

西兰花 0.64美元/公斤 

胡萝卜 1.26美元/公斤 

西红柿 1.6美元/公斤 

茄子 1.3美元/公斤 

香蕉 0.99美元/公斤 

进口苹果 2.31美元/公斤 

2.3 厄瓜多尔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2.3.1 公路 

厄瓜多尔公路总长4.32万公里，据厄交通与公共工程部发布的最新报
告，厄国道网络发展迅速，目前总长度已达9706公里。两条国际公路贯穿
南北，其中泛美南部公路沿安第斯山脉由北向南，另一条自哥伦比亚边界
经沿海至秘鲁边界。此外，还有三条支路，通往东部和亚马逊地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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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整的公路网。 

2.3.2 铁路 

厄瓜多尔铁路全长440公里，有车站15个。近20年来铁路运营基本处
于停滞状态，设施损坏严重。因山地高原等自然条件，不适合建设铁路网。
本届政府曾与中国政府签订《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计划对全国铁路网
进行修复，同时还拟扩建铁路网，并与本地区邻国联合修建自厄瓜多尔曼
塔港至巴西马瑙斯港横贯南美大陆的铁路、水路、空运联合运输大通道。 

2.3.3 空运 

厄瓜多尔有3个国际机场，分别在基多、瓜亚基尔和昆卡，可供各种
型号飞机起降。国内航线的民用机场17个，跑道70条；另外还有350个简
易机场，多为军用机场，主要集中在亚马逊地区。厄瓜多尔主要有TAME、
AEROGAL及CUENCANA等几家航空公司。 

目前该公司拥有直飞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和美国的7条国际航线。
目前有8家外国航空公司在厄瓜多尔运营，AA（美航）、LAN、DELTA班
机分别飞往美国迈阿密、纽约、休斯顿；IBERIA和LATAM班机飞往马德
里、荷兰皇家航空到阿姆斯特丹；AVIANCA和LATAM飞往哥伦比亚波哥
达和秘鲁利马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厄瓜多尔国内航线则由TAME、AEROGAL、LAN、AVIANCA及其他
私人航空公司承担。 

从中国可经荷兰、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中转至厄瓜多尔，也可经美国
主要城市纽约、迈阿密、休斯顿、亚特兰大等中转。 

2.3.4 水运 

厄瓜多尔有自己的船队，共有8艘油船，1700艘渔船。此外还有2家较
小的私人海运公司。厄瓜多尔在太平洋沿岸有瓜亚基尔、曼塔、埃斯梅拉
达斯、玻利瓦尔和巴拉奥等5座主要港口。瓜亚基尔港为厄瓜多尔最古老
也是最主要的港口。每年吞吐量约1300万吨，占厄瓜多尔进出口量的65%。
埃斯梅拉达斯的港口主要是油港。萨利纳斯、圣洛伦索和卡拉克斯湾等为
厄瓜多尔沿海的中、小港口，均与周边公路相通。 

2.3.5 通信 

【固定电话运营商】CNT E.P，占90%的市场份额；ETAPA E.P，占
7%的市场份额；剩下3%的市场份额由几家小运营商占据。 

【移动电话运营商】厄瓜多尔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350万。主要
运营商有：Conecel（墨西哥America Movil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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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为Claro；Otecel（西班牙Telefónica集团厄瓜多尔分公司），其品牌为
Movistar；Telecsa（CNT移动子公司），其品牌为Alegro。全国手机用户
约1426万人，人均手机拥有量0.87部。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厄瓜多尔有国际互联网络线路208.6万条，用
户542.6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主要有：Grupo TV Cable；CNT； 

TelmexTV，NetLife。 

【有线电视公司】厄瓜多尔有线电视公司主要有Grupo TV Cable；
TelmexTV；Cable unión；DirecTV Univisa。 

2.3.6 电力 

厄瓜多尔电力市场是由发电、输送电、配电和最终用户组成。 

长期以来，厄瓜多尔国内电力供应短缺，依靠与邻国互通电网，从邻
国哥伦比亚购电总额已超过10亿美元。从2005年开始，政府加大了对水电
基础设施的投资。截至2017年，电力领域投资累计130.96亿美元， 2017

年发电量约280.5亿度，水电占比71%。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至2025年
预计用电功率需求达7000MW。 

厄瓜多尔政府对全国电力规划到2020年，水力发电将达93.53%，火
电占4.86%，风电占0.57%，地热发电占0.72%。 

厄瓜多尔国家输电公司承担全国电网输送电，全国230KV的输电线路
2562公里，138KV以下输电线路达2589公里；国家主电网最大变电能力
为6410MW。目前，厄政府正在积极建设500KV主干道输变电线路项目。 

厄瓜多尔全国共有配电公司20个，共服务469万用户，基多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和瓜亚基尔电力临时管理公司的配电额占市场比例为54%，另外
17家配电和销售公司占46%。 

【水电站】目前已发电运营的4座水电站均为中方建设：包括
Manduriacu（65MW）、CCS（1500MW）、Sopladora（487MW）、
Villonaco（16.5MW风电站），在建水电站中也有4座为中资企业承建，包
括Toachi-Pilaton（254.4MW）、Quijos（50MW）、Mazar Dudas（21MW）、
德尔西（180MW）。 

此外，新疆金风科技执行了厄内陆第一个风电项目，金额3450万美元，
总装机容量16.5兆瓦，是世界上采用金风GW70/1500千瓦机组发电效率最
高的风电场之一。 

【辛克雷水电站】2016年12月，中国水电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厄
瓜多尔最大的辛克雷水电站项目正式竣工，8台机组全部运行发电，年发
电量可达88亿度，占目前全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约230亿度）。已累计
为国家节约1.5亿美元并满足了全国当前40%的用电需求。未来满负荷发
电后，每年可为国家节省6亿美元开支。此外，辛克雷水电站和索普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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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水电站还将部分电力输送至哥伦比亚，2017年对哥电力出口额300万美
元。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厄瓜多尔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政府部门是石油部、矿产部、电力
部、电信部、水资源国务秘书处以及公共交通与工程部等。 

【电力】厄瓜多尔大刀阔斧地进行电力结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果。 

战略规划：科学预测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合理确定电力市场发展
规模；建立全国输变电网络体系，扩大农村地区电网覆盖面；科学规划、
适度发展清洁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构筑稳定的电力供应体系，
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大力推动高效厨具替代项目，鼓
励居民更换燃气厨具，使用电磁厨具，逐步取消对液化石油气的高额补贴，
减少政府财政负担。 

目前，厄瓜多尔电网与邻国哥伦比亚和秘鲁联通，2016年厄实现对哥
电力出口，正在与秘鲁就出口电力进行协商。 

莫雷诺政府上台后，拟加强战略领域投资，2018年3月举行水电项目
投资推介会，希望吸引外国资金投资保特河梯级水电站（其中Cardenillo

电站，装机596MW，金额12亿美元。Santiago G8电站，装机3600MW，
金额38亿美元）。此外，拟实施电解铝加电站配套项目，预计未来数年电
力需求依然强劲。 

【通信】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但近年来发展较快。 

战略规划：保证电信服务的质量、持续性、公平价格，尤其是农村地
区和边远地区；对公民进行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培训；提高电信在医疗、
教育和金融服务领域的使用范围、质量和安全性；优化国内外电信运营商
竞争机制，避免市场垄断；建立电信标准领域的技术转让机制，允许新应
用和服务的本地化发展；促进电子政务发展，改进公共部门服务水平和效
率；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运用到公共安全领域。 

【港口】厄有瓜亚基尔、曼塔、埃斯梅拉达斯等5座主要港口。瓜亚
基尔港为厄历史最长、最重要港口。每年吞吐量约1300万吨，占厄瓜多尔
进出口量的65%。埃斯梅拉达斯的港口为油港。瓜亚基尔港设施陈旧，航
道条件已不能满足物流发展，厄方拟引资1.39亿美元建设瓜亚基尔周边的
波索尔哈多功能港口及配套工业园区，打造成为太平洋重要的港口之一。 

【水利建设】针对防洪、饮用和农业灌溉需求，实施了6个重点水利
综合项目，另外11个水利项目处于可研阶段。虽然政府在水资源治理方面
做出大量努力，但仍不能满足所有公民对饮用水的需求（约28%的人口）。 

战略规划：编制全境流域规划；评估各经济领域的水资源有效利用率；
建立农业灌溉用水公平分配机制；全民参与水资源管理综合系统，提倡节



34 
厄瓜多尔 

 

水意识；利用水资源丰富优势，鼓励在沿海、公海和深海地区进行生产活
动；加大在沿海地区和海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科研和技术革新力度。 

【工业园区】为打造融合经济、科技、创新和技术为一体的新型经济
发展模式，厄瓜多尔政府大力推进“YACHAY知识城项目”，即厄瓜多尔
第一个以科学研发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园。该项目规划单位为
厄瓜多尔高等教育和科技国务秘书处。项目位于IMBABURA省圣·米格尔
市，旨在建设多所公共科研中心和大学城，集工业园区、农业生产区、旅
游开发区和住宅区为一体，打造厄瓜多尔第一个“知识城”。该项目从2012

年7月开工，主要工作内容为：城区规划、土地平整和房屋改造，政府计
划在25年内投资约200亿美元。目前项目资金尚在多方筹集中。 

【交通】厄瓜多尔政府致力于公路、铁路和地铁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1）公路：公路运输是厄瓜多尔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本届政府深知

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路建设对吸引投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作
用，一直致力于公路网升级和扩建。计划利用财政预算或外国融资，进行
一系列公路新建、改建、拓宽等项目。部分中资企业已参与到当地公路网
的优化升级中。 

（2）铁路：厄瓜多尔铁路运输发展较慢，在运输网络中作用较低。
政府计划对全国铁路网进行修复，同时还拟扩建铁路网，并与本地区邻国
联合修建自厄瓜多尔曼塔港至巴西马瑙斯港横贯南美大陆的铁路、水路、
空运联合运输大通道。 

（3）地铁：基多地铁项目最早由科雷亚总统提出，并于2011年被基
多市政府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项目全长22.8公里，中途15座车站，
18列车体，设计运力40万人次/天，项目总预算20.09亿美元，贷款主要来
源是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巴西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目前，美
洲开发银行融资最多，占项目总资金的79%。巴西Odebrecht公司与西班
牙Acciona公司组成联营体进行建设。目前，地铁项目工地71处，完成项
目工作64%，预计2019年下半年正式运行。 

厄政府基础设施领域项目主要包括路桥、医院、学校等民生工程，部
分使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外国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行国际债券
是其常规融资渠道。 

 厄瓜多尔越来越重视吸引外国和私人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吸引外资工作起步较晚，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尚不
健全。目前，厄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合作多采取EPC模式，BOT和PPP尚无
成功案例。2015年底推出的《公私联营法》是在本国推广PPP合作模式的
一个积极信号。 

【公私合营项目】厄瓜多尔政府在2015年底推出《公私联营法》并积
极推动合作模式的应用。目前，在全国已有三个码头、一个公路和一个住

http://b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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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项目采用公私联营模式开展，包括波索尔哈港、曼塔港以及玻利瓦尔港，
项目总金额达40.27亿美元。此外，厄瓜多尔政府还计划在公私联营框架
下新签5个项目，包括三条公路建设项目、一个公路养护项目和一个港口
运营项目，项目总金额约59.17亿美元，部分项目已启动招标程序。自新
一任总统上台执政以来，厄瓜多尔政府继续支持公私联营模式发展，并将
在原有政策不变的基础下考虑加大优惠力度，以吸引到更高水平的外资。 

2.4 厄瓜多尔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在厄瓜多尔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厄政府
在对外贸易中奉行出口商品和市场多样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鼓励工
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等政策。主张同世界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
发展贸易并进一步寻求新市场。厄瓜多尔现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贸易关系，外贸总额占GDP比例逐年上升。厄瓜多尔对外贸易结构仍以
商品贸易为主导，服务贸易占比极小。 

【贸易总额】根据厄瓜多尔海关统计，2017年厄瓜多尔进出口总额
381.5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91.22亿美元，进口额190.31美元，贸易顺差
0.91亿美元。2017年1-8月，非石油类商品进口同比增长22%，共缴关税
22.82亿美元，同比增长15%。6月初取消进口商品特别关税，是进口大幅
增长的重要原因，仅6-8月进口便同比增长了35%。 

【贸易伙伴】厄瓜多尔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欧盟、中国、哥伦比
亚、智利。 

2017年，美国作为厄瓜多尔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103.62亿美元；
欧盟居第二位，贸易额达56.25亿美元。 

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三大贸易伙伴，厄是中国在拉美第十大贸易伙伴。
【商品结构】厄瓜多尔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商品以石油、香蕉、水产品
（大虾和鱼）、可可、咖啡和鲜花等初级产品为主，从上述国家主要进口
机械设备、电器、纺织品和化工产品、工业原料、矿产品、金属、塑料制
品和汽车等。2017年，厄瓜多尔石油产品出口额为69.14亿美元，占总出
口额的36.2%，非石油产品出口额为122.09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63.9%，
主要为香蕉、虾、鱼罐头、鲜花、可可及其加工品等。 

【中小企业】厄瓜多尔贸易和投资促进局（Pro Ecuador）最新数据
显示，2016年，30家小微企业首次将生产的183种商品销往海外，市场包
括美国、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中国等。目前，厄瓜多尔有约2500

家外贸型企业，其中60%是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美元化”
是支持厄瓜多尔商品走出国门的利好因素，虽然缺乏货币政策，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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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刺激出口，但美元价格更加稳定，结算更加方便，无汇率损失，因此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 

2.4.2 辐射市场 

厄瓜多尔于1996年1月21日加入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中享有最惠国
待遇。厄瓜多尔与世界多个国家及经济集团签订贸易协定，同时享有多边、
双边和单边优惠待遇。但出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厄瓜多尔暂未与任何国
家商谈签署完全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 

2017年1月1日，厄瓜多尔与欧盟贸易协定正式生效，未来双方将逐年
对对方出口至本地市场的商品继续减税。 

厄瓜多尔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秘鲁同为安共体一体化组织成员国。
作为拉美一体化欠发达国家成员，厄瓜多尔享受拉美国家给予的关税优
惠，也是美国普惠制和欧盟普惠制的受惠国。同时，厄瓜多尔还是美洲开
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美储备基金、安第斯促进银行、
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南共体）、拉美能源组织及新成立的南美洲国家联盟
（南联盟，UNASUR）、拉美一体化协会、拉美经济体系等经济、金融组
织的成员国，享有每个组织给予成员国的各种优惠待遇。 

巴西与阿根廷均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员国，2004年，厄
政府与南共市签署经济互补协定，规定部分商品出口至对方市场可享受关
税优惠。2018年2月厄海关宣布对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65种进口商品降低
关税优惠，其中包括玉米、玉米淀粉、鹰嘴豆等豆类、糖果等产品。 

厄瓜多尔与委内瑞拉一直保持良好贸易往来。2018年厄计划向委出口
大米和牛奶等农产品。不仅能够解决委内瑞拉的燃眉之急，也为厄农产品
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 

2016年英国宣布脱离欧盟，因此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协定需重新
签订，为厄瓜多尔创造了机会。英国是厄瓜多尔在欧洲的潜在贸易伙伴，
英政府表示有意与厄签署贸易协定，并愿进一步了解厄投资项目有关情
况。 

2016年6月27日厄与欧自贸联盟就双边贸易协议开始进行谈判，2018

年4月达成一致。香蕉、白虾、玫瑰等商品，将在对成员国出口中享受关
税优惠。该联盟成员国包括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总人口约1250

万人。 

此外，厄瓜多尔农产品在南锥体和亚洲新兴市场潜力增强。阿根廷、
智利等南锥体国家；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近、中东国家成为厄香蕉的进
口主力，他们分别在2017年厄香蕉出口国家排名中占据第五、第九、第六
和第八位。厄对阿根廷出口的香蕉总量便达31.3万吨，占总出口的4.5%，
对沙特阿拉伯和智利出口量之和占总量的5.2%。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http://b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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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是厄可可第三、四、五大输出国，对上述国家出口占总出口的32.6%；
波兰则成为厄咖啡重要买主，对波出口量占总出口的4.5%；除了俄罗斯，
中亚国家也显示出对厄玫瑰的较大兴趣，哈萨克斯坦已跻身厄鲜花（含玫
瑰）出口目的国前十位，排名第九，出口份额占比2.3%。 

【厄瓜多尔-欧盟贸易协定】2017年1月1日生效。协定生效前，84.6%

的厄瓜多尔对欧出口商品正在享受欧盟临时关税优惠政策。协定签署后，
相关优惠待遇不仅将继续保留，而且惠及商品范围将扩展至300种，包括
玫瑰、速溶咖啡、大虾、鱼类等主要出口商品。受益于此协定，2017年厄
对欧盟渔业和有机农产品出口增长显著。欧盟是厄瓜多尔第二大贸易伙
伴，是厄重要出口市场。 

2.4.3 吸收外资 

外国资本在厄瓜多尔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1993年厄瓜多尔颁布
《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各经济部门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生产和服
务部门的投资被视为国家优先投资，外国投资和本国投资享有同等权利和
待遇。1997年颁布的《外贸与投资法》规定，成立外贸与投资委员会
（COMEX）负责制定国家投资促进政策。2008年，厄瓜多尔颁布新宪法，
规定国内资本优于外资，外国资本为本国资本的补充。2010年，为加大吸
引外资力度，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原有的经济法进行了调整，推出了具
有部门法性质的《生产法》，涵盖生产、贸易与投资等各领域，并于2011

年1月1日正式实施。 

2015年底，为吸引外国和私营资本投资，厄瓜多尔国会审议通过《公
私联营法》，鼓励采取外国和私营企业通过PPP形式参与投资，并给予了
部分优惠条件。 

2018年5月莫雷诺总统提交议会经济振兴和促进贸易平衡法案，正待
讨论通过，将予以外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吸收外资总量】据厄瓜多尔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厄瓜多
尔吸收外资流量为6.06亿美元；截至2002-2017年间，厄瓜多尔吸收外资
存量为111.21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
厄瓜多尔吸收外资流量为6.06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厄瓜多尔吸收外资
存量为172.53亿美元。 

【外资来源国及涉及领域】外资主要来源有美国、加拿大、巴拿马、
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中国等。外资涉及领
域主要有石油矿产业、机械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业、木材砍伐和加工业、
旅游业等。 

目前，厄瓜多尔能源领域的主要外国企业有中国安第斯石油公司、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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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阿根廷合资的雷普索尔YPF公司（Repsol-YPF，西班牙Repsol在2018

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排第262名）、意大利阿基普公司（Agip）、
美国（City Oriente）、法国（Perenco）、智利国家石油公司（Enap）等。 

电信领域外资企业主要有墨西哥America Movil集团的Conecel 

（PORTA）、西班牙Telefonica集团的Otecel（Movistar）、中国的华为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排第72名）、中兴等公司。 

矿业领域的外国企业以加拿大矿业公司为主，约17家，主要有
Asendant Cooper、Iam Gold、Dynasty Metal和Aurellian Resources等公
司。也有南美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矿业企业以独资或合作方式在厄瓜多尔开
展矿业勘探与开发。2010年中国中铁建铜冠公司收购了加拿大公司
Ecuacorriente在厄瓜多尔矿权。湖南黄金与庄胜黄金投资共同持有厄Rio 

Blanco金矿和Santo Domingo金矿矿权。现处于前期建设生产阶段，预计
2019年起开采矿石。石油业也是厄瓜多尔吸收外资最多的产业，在近些年
中，厄瓜多尔外国直接投资中每100美元就有70-80美元投向石油业。 

2.4.4 外国援助 

厄瓜多尔接受的国际援助以无偿援助为主，国际无偿援助由厄瓜多尔
外交部进行政策指导，具体事务由下属机构事务促进协调局负责执行。据
SETECI统计，2007-2016年，无偿援助规模达28.18亿美元，执行项目、
方案4442个。2016年，厄接受无偿援助4.24亿美元，分别占GDP和国家
总预算的0.43%和%，执行项目、方案406个。 

2008年2月，欧盟向厄瓜多尔提供1620万欧元，用于支持厄瓜多尔教
育计划。2007年，厄瓜多尔启动亚苏尼环保项目，希以不开发亚苏尼地区
石油资源换取国际社会环保资金支持，但响应者寥寥，截至2013年8月中
旬资金仅到位1330万美元。2013年8月，厄瓜多尔政府决定开发该地区油
气资源。 

2007-2015年，按援助金额排序，美国、西班牙、欧盟、联合国、德
国和英国占据前六位。其中美国援助项目达938个，援助金额5.27亿美元。
主要援助领域包括社会发展、战略产业、产业升级、人员培训等。 

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见证时任商务部
长高虎城与厄外交部长纪尧姆·隆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方承诺向厄
提供无偿援助，帮助厄方进行4.16地震灾后重建。 

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莫雷诺与厄财政部长马丁内斯举行会谈时表示，厄
政府通过《经济促进法》后，美洲开发银行将向厄提供1.9亿美元贷款。
今年共计将向厄提供贷款近6亿美元，年息约3%。 

美洲开发银行将支持厄社会领域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厄基多地铁项
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方。此外，美洲开发银行还对厄社会保障房项目表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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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并拟为该项目提供3亿美元保证金，以缓解厄严重的社会住房供给不
足问题。 

2.4.5 中厄经贸 

【双边贸易】中厄自建交以来，经贸关系发展顺利，贸易增长迅速，
厄瓜多尔已成为中国在拉美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三大贸易
伙伴，厄是中国在拉美第十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厄双边贸易额为40.85

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29.62亿美元，进口11.2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7.8%、31.2%、19.5%。我方主要出口机械设备、汽车、钢材等，主要
进口原油、香蕉、鱼粉等。1984年，两国建立经贸混委会机制，迄今已举
行13次会议。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对厄瓜多尔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②机械器具及零件；③车辆及其零附
件，但铁道车辆除外；④橡胶及其制品；⑤塑料及其制品；⑥有机化学品；
⑦钢铁制品；⑧化学纤维长丝；⑨陶瓷产品；⑩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
品；沥青等。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从厄瓜多尔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②木及木制品；木炭；③塑料及其
制品；④蔬菜、水果等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⑤其他动物产品；⑥食用
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⑦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置的饲料；
⑧钢铁制品。 

表2-3：2013-2017年中厄双边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13 37.4 29.7 7.7 

2014 43.1 32.5 10.6 

2015 25.6 17.9 7.7 

2016 32 22.6 9.4 

2017 36.46 28.74 7.72 

资料来源：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双向投资】1994年中厄签署《中国和厄瓜多尔关于鼓励和相互投资
保护协定》。厄以与外国签署的双边投保协定关于国际仲裁有关规定违宪
为由，于2017年5月3日，在议会正式通过投票废止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
有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厄政府表示将尽快启动与各国商签新投资协
定。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当年中国对厄瓜多尔直接投资存量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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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67份，新签合同额8.8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1.27亿美元；累
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620人，年末在厄瓜多尔劳务人员3973人。新签大
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厄瓜多尔波索尔哈
深水港项目；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项目；中
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厄瓜多尔钻井完井大包项目等。 

【大型工程】 

（ 1）西电国际于 2016年 11月签约由泛美银行融资的 BID2 

TABACUNDO—PIMAMPIRO的230kV输变电项目。 

（2）CMEC中标二期La Concordia—Pedernales输变系统项目，为
138/69千伏，66MVA输电系统的土建工程和机电工程（包括80公里138千
伏的输电线路及新建两个变电站138/69千伏，其中两个变电站工期为450

天。 

（3）由泛美银行向厄政府提供融资的输变电项目。业主为厄电力部，
项目分期分段招标，三期由西电国际中标一段。2017年8月14日，西电国
际签约由泛美银行融资的BID3 QUEVEDO-SAN GREGORIA-SAN JUAN 

DE MANTA的230kV输变电项目。 

（4）苏美达医院项目。业主为厄项目合同管理局（SECOB）。 

（5）厄瓜多尔交通部的4个重建项目（包含1条道路、1个机场及2座
桥梁修复），由中国路桥和中电子组成的联营体负责实施。 

【货币互换】中国与厄瓜多尔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产能合作】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发展改革委
与厄战略协调部签署《关于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园区合作】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商务部与厄
工业与生产力部签署《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合作谅解备忘录》 

2.5 厄瓜多尔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受经济危机和苏克雷贬值影响，厄瓜多尔政府宣布自2000年1月起实
行经济美元化，美元取代苏克雷成为官方货币。 

官方货币是美元，一元和一元以上用美钞，辅以厄瓜多尔的硬币（面
值为50分、25分、10分、5分和1分）。 

2.5.2 外汇管理 

厄瓜多尔央行采取较宽松外汇管制政策，外资企业在厄瓜多尔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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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证明开立公司支票和存款账户。各银行对开
设账户要求不一，但一般程序和需提供文件如下： 

填写开立公司账户申请表的具体要求：企业纳税人统一登记号
（RUC）、国籍、法定姓名、企业名称、公司经济活动的行业类别、企业
性质、通信方式、年销售额/收入信息，企业法人个人信息及银行资信等资
料。 

随附文件：（1）公司交纳电费或电话（至少申请前3个月）收据凭证； 
（2）身份证复印件和投票证明（如是厄瓜多尔人）或公司法人代表或授
权人及账户签字人员的有效护照复印件；（3）企业纳税人统一登记号复
印件；（4）如账户签字为多人，须随附法人代表或授权人之一出具的信
函，说明签字人数量、权限等；（5）企业法人代表最新任命书和注册的
营业执照；（6）根据情况和商业注册局登记的企业性质，经厄瓜多尔公
司、银行总监署或其他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司企业章程复印件。 

如文件、手续完备，一般情况可在72小时内完成开户手续。 

企业用于收取、支付货款、佣金、借、贷款等美元，或企业总部与境
外分支机构资金调动可自由汇出、汇入，但须说明用途并支付汇款手续和
电报等银行费用。各商业银行费用收取标准不一，但基本费用为手续费：
最低固定手续费+电报费/笔，如汇款金额较大，按汇款金额百分比支付手
续费。企业完税后净利润汇往境外只缴汇出税，无需再缴纳所得税。 

个人可自由携带外币出入境，但1万美元现金以上或同等价值其他外
币现金出入境时，须向海关申报。2016年4月，厄瓜多尔政府拟将允许出
境人员免费携带现金金额由1万美元降至1千美元。 

2.5.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厄瓜多尔央行在执行国家货币、汇兑、财政和经济政策
中起重要作用。厄瓜多尔《宪法》和《国家银行和金融管理组织法》规定
了厄瓜多尔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作用，它是技术和管理自治的公共法
人机构，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控制金融、货币、贷款、汇率等政策，同
时代管国家财政收支，发行货币和公债券。中央银行对外还有代表政府处
理国际金融事务的职能以及其他金融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能。政府的黄金和
外汇储备都集中在中央银行，随时应对国际结算的急需。中央银行还有监
督私人银行融资业务的职能。 

自2000年1月厄瓜多尔实行经济美元化后，厄瓜多尔央行就不再具有
货币发行功能，但其提供必要货币供应和流通量以保证厄瓜多尔人民能从
事正常经济活动的责任没有因此消失，而且必不可少。 

2007年10月23日，厄瓜多尔通过底196号官方公告公布了《海关组织
修改法》，同时修改《国家银行和金融管理组织法》第44款规定，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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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央行对进出口的审批权，改由海关直接受理审批。 

2014年7月24日，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货币金融法》。
该法规定了银行分类以及贷款应主要流向生产领域等内容。 

【监管机构】中央银行、银行总监署和国家银行委员会负责对整体金
融市场运行进行指导和监控。金融机构必须定期向银行总监署和国家银行
委员会递交阶段性经营报告，并在报纸上公开账目，以保证其经营对小股
东和投资者的透明度。 

【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4家： 

（1）厄瓜多尔国家银行（Banco de Estado del Ecuador），总行设
在基多，各地均设有分行，主要职能是推动国家工业和公共工程以及地方
政府公共项目发展并提供贷款。 

（2）国家促进银行（Banco Nacional de Fomento）。总行设在基多，
全国各地均有分行，主要推动全国农业、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主。 

（3）国家住宅银行（Banco de Vivienda Nacional），负责制定发展
城乡住宅的财政计划，并为建造民用住宅提供贷款。 

（4）国家金融公司（Corporación Financiera Nacional），主要为工
业和农业发展和促进出口提供贷款。 

【商业银行】厄瓜多尔境内现有24家私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互助金
融公司等，构成国内金融行业的主体。外资银行有花旗银行（Citybank，
美国）、劳埃德银行（Lloyds TSB，英国，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企
业中排第189名）、哥伦比亚银行（Banco de Colombia）、ABN Amro Bank、
ING Bank以及信贷促进银行（Procredit Bank，德国），其他均为本土商
业银行。 

根据资产状况，排名前几位的国内银行为：Pichincha银行、
Produbanco银行、Internacional银行、Guayaquil银行、Bolivariano银行
和Pacífico银行。 

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尚未在厄瓜多尔境内开立分支机构。国家开发银
行与厄瓜多尔国家银行签署两行合作协定，该行驻厄瓜多尔工作组与之开
展金融信贷合作。 

国家开发银行驻厄瓜多尔工作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为：孙成伟，电话：
00593-997434985，所在城市：基多。 

【保险公司】据厄瓜多尔公司监管局数据显示，厄登记注册的保险公
司共计38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Equinoccional保险公司、Liberty保险公
司和AIG Metropolitana保险公司等，主要承保人寿险、车险、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等。 

此外，还有国有保险公司苏克雷保险公司，既承保人手、车险、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遗产险，也包括运费险、金融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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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融资服务 

外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可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在当地银行或外资银行
融资、贷款以从事经济活动。厄瓜多尔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
贷款信用要求、手续、利率等根据信贷方式、期限和企业资信情况、财产
状况、贷款用途、贷款规模综合考量而定。据厄瓜多尔央行统计，2018

年3月贷款基准利率为7.26%，存款基准利率为4.96%。 

外国企业向厄瓜多尔当地银行贷款，首先须在厄瓜多尔银行开立6个
月以上信贷活期账户，与其他银行账户有资金往来即可申请。贷款分为1

年期流动资金和3年期固定资金。 

【申请贷款程序和所需文件】 

（1）提交信息资料表格：填写相关生意的信息。 

（2）填写贷款申请表，需提供合伙借贷人和担保人的个人信息。 

（3）签署借贷人和担保人与银行的授权书。 

（4）最近3年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和当年月或季财务报表，包括： 

①最近3年缴纳所得税单； 

②最近库存明细； 

③最新应收和应付账明细； 

④最近6个月增值税保税声明； 

⑤至少2个公司的推介信； 

⑥借贷和担保人缴纳当年不动产和自有车牌照税最新凭证； 

⑦银行证明（如在其他银行还有账户）和信用卡； 

⑧申请贷款内资金运转计划； 

⑨统一纳税人税号（RUC）； 

⑩借贷人和担保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 

（5）一般银行规定2.5万美元以内贷款由担保人担保；2.5万美元以上
需抵押贷款。 

（6）贷款审批时间为：向银行提交申请后，担保人担保的业务贷款
约8天；抵押贷款为45天（需对抵押财产评估和审批贷款和抵押权）。 

2.5.5 信用卡使用 

在厄瓜多尔银行信用卡使用比较普遍，使用较多的有：American 

Express、Dinner Club、Mastercard、Visa、Credito Si、 Cuotafacil和 

Rose-Banco International等，中国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发行
的VISA卡、MASTER卡等均可使用。但在当地小店使用信用卡不方便，
尤其外国信用卡更不方便，多数商家不接受，有接受的则往往加收高达百
分之十几的费用。2016年4月，中国银联与厄瓜多尔玻利瓦尔银行（B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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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variano）签署协议，中国银联借记卡和信用卡将可直接在该行ATM机
提现，也可在支持银联的商铺刷卡。 

如厄瓜多尔银行颁发的信用卡在厄境外使用，厄政府则要收取5%的
外汇汇出税。厄瓜多尔国内信用卡盗刷现象时有发生，建议小额消费尽量
使用现金，刷卡选择正规店铺。 

2.6 厄瓜多尔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厄瓜多尔的证券市场于1969年开业，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在其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不大。根据厄瓜多尔《证券法》和实施细则规定，厄瓜多尔
证券市场受公司总监署监管，隶属该总监署的国家证券委员会指导其政
策，由基多和瓜亚基尔两个证券管委会具体运作。目前，厄瓜多尔证券市
场规模较小，全国只有基多和瓜亚基尔2家，风险评估机构5家，证券公司
33家，证券管理公司27家，证券发行公司98家。目前，厄瓜多尔证券市场
资产总额达57.87亿美元。2家证券市场以发行债券为主，股票交易量很小。
2017年证券市场股票交易下降20.6%，交易值达66.16亿美元，其中65.74

亿美元来自发行的固定收益（包括认证、商业票据和证券等），剩余0.42

亿美元为出售股份，较2016年同比减少55.9%。公共发行股票市值达41.84

亿美元 ，占总交易值的63.24%，私人发行股票市值24.32亿美元，仅占
36.76%。 

目前，全国注册的私人发行股票的公司共计276家。按公司规模划分，
其中138家为中小公司，108家为大型公司，剩余30家为金融机构。按股
票发行类别划分，其中166家发行商业与工业类股票（各占50%），37家
公司发行服务类股票，29家公司发行农业类股票。 

2.7 厄瓜多尔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水、电、气价格 

【水价】厄瓜多尔水资源国务秘书处根据相关法律和水的用途、用户
所在地、用水量等条件核定水的价格，并每年调整一次。水的价格有基础
水价、用水量和管理费三部分组成，此外，还包括排污费和税金，用户第
一次申请用水还需一次性支付接水费。对非公共用途的发电用水另收取附
加费。 

各主要城市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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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厄瓜多尔接水费 

（单位：美元） 

管径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1/2寸 

3/4寸 

1 寸 

2 寸 

3 寸 

4 寸 

76.60 

90.80 

123.00 

2004.00 

2722.80 

3815.60 

78.40* 

200.10 

322.12 

438.56 

1040.50 

 

*上述价格仅对管线平均长度5米、非硬质路面街道而言。 

**仅为平均参考价格，具体根据位置、路面和条件而定。 

资料来源：基多EMAAP公司等 

表2-5：厄瓜多尔自来水使用费 

基多 

 用量 美元 ／ m3 
管理费 

美元 ／月 

家庭 

 

 

 

工商业 

 

0-25 m3 

26-40 m3 

40m3 

 

 

0.279 

0.392 

0.652 

0.652 

 

2.07 

2.07 

2.07 

2.07 

瓜亚基尔 

管径 收费标准（固定） 收费标准（可变） 

 美元 美元/m3 

1/2寸 

3/4寸 

1寸 

1.1/2寸 

2寸 

3寸 

4寸 

6寸及以上 

1.97 

11.84 

27.63 

47.02 

47.36 

88.80 

236.84 

453.94 

0.27 

0.39 

0.56 

0.68 

0.75 

1.06 

1.3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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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卡* 

用量 收费标准（固定）美元 
收费标准（可变） 

美元/m3 

住宅 

0-20m3 1.70 0.20 

21-40m3 2.00 0.30 

40m3以上 2.00 0.65 

工商业 

0-50 m3 4.00 0.70 

50m3以上 4.00 1.05 

200m3 4.00 0.80 

注：* 包括下水服务费 

资料来源: EMAAP等公司 

表2-6：厄瓜多尔污水费（以自来水发票金额为基数） 

城市 百分比（%） 

基多 38.6 

瓜亚基尔 80 

资料来源: 基多EMAAP公司，瓜亚基尔INTERAGUA公司 

【电价】厄瓜多尔电价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发电费用、输电费用和
输电附加费用。根据《电力行业管理法》规定，各配电公司可根据自身情
况规定电价，但该价格必须每年向国家电力委员会报告，说明制定价格的
相关数据，获准后方能执行。2008年，厄瓜多尔政府统一了全国电价收取
标准。2012年平均电价为8美分/度。2014年5月，厄瓜多尔电力委员会
（CONELEC）通过一项决议，上调家庭用电价格1美分\千瓦\小时，上调
工业用电价格2美分\千瓦\小时。 

2018年1月厄政府宣布对全国工业、商业、手工业、中小企业等采用
工业电价的生产部门实施电价优惠。每天22:00至次日8:00，电价由7.5美
分/度下调至5美分/度，8:00-18:00的波峰电价由9.27美分/度下调至8.97美
分/度，18:00-22:00电价由10.67美分/度降至10。37美分/度。各工业部门
将享受均等的优惠。 

【燃气价格】厄瓜多尔天然气主要在国内生产和储存，基本能自给。
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政府对民用天然气实施补贴，15公斤/瓶的价格为

http://ec.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01/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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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美元；对工业和商业用天然气不予补贴，45公斤/瓶的价格为68美元。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供求】厄瓜多尔约有劳动力450万，具体分布：农业和渔业
占31%，服务业占25%，商业14%，手工业10%，建筑业6%，运输业4%，
其他10%。厄瓜多尔劳动力相对充裕，但近年来随着学历、素质较高的年
轻人移居海外，一些领域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出现短缺，不能完全
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12月份失业率为5.8%。 

【工薪情况】2017年，平均最低工资为375美元。2016年法定最低月
工资为366美元。 

【社保费用】厄瓜多尔社会保险费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相当于工
资额的21.50%，其中企业雇主负担11.15%，个人负担9.35%（直接从工
资中扣除，由企业代缴）；另外企业还需向全国职业教育培训委员会
（SECAP）缴纳雇员工资额的0.50%，向厄瓜多尔教育信贷与奖学金委员
会（IECE）缴纳工资额的0.50%，作为员工的培训基金。 

2016年3月，厄社保局设立失业保障基金，早前常规缴纳社保费用的
居民，失业后4个月内仍无法找到新工作的，可通过网上系统申请失业保
障金，获批后失业者第4个月可领取相当于就业最后12个月平均工资的
70%的补助，随后每月递减5%，失业第9个月起停发。 

2.7.3 外籍劳务需求 

厄瓜多尔本国劳动力较充裕，基本上可满足一般产业和行业的需求。
对外籍劳务需求不大，但一些高新科技产业和能源、矿业、通信等特殊产
业的技术岗位需聘请国外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厄瓜多尔土地和房屋价格因各地区的地段和用途不同而有区别。 

表2-7：厄瓜多尔工业用地费用（平均参考价美元/m2）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土地* 

购买  

城区 110.00 100.00 80.00 

郊区 40.00 35.00 50.00 

出租  

城区 0.50 1.00 1.00 

郊区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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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购买  

A级 1,500.00 1,000.00 650.00 

B级 450.00 400.00 350.00 

租用  

A级 10.00  3.00 

B级 6.00  2.00 

免税区 

出售   

厂房   127.50 

带建筑的区域   112.50 

出租   

厂房 3.50  2.00 

带建筑的区域 10.00  1.50 

*面积1,000m2以上；**根据Cuenca工业园价格；***含地面设施和1，200m2的坯场。 

资料来源：根据Quito／Cuenca／Guayaquil物业部门公布的数字 

表2-8：厄瓜多尔土地税（‰）* 

区域 基多 瓜亚基尔 昆卡 

城区 

不动产税 3-16 3-16 3-16 

其他 7.5** 3.5*** 1.5 

农村 

不动产税 6-16 6-16 6-16 

其他 1.5 1.5 1.5 

注：* 以应征税金额为基数（资产价值再减免40%） 

** 在基多还应加上城市安全6－23美元 

***在瓜亚基尔还应加征0.20－2.50美元／年卫生税和城市改善特别贡献税 

表2-9：厄瓜多尔租房价格 

 
平均每月美元/平米 

基多市 瓜亚基尔市 昆卡市 

公寓 

甲级区 

乙级区 

 

5.00 

3.00 

 

5.00 

3.75 

 

4.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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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住宅（别墅） 

带家具套间 

3.50 

7.50 

3.00 

7.00 

3.00 

6.00 

2.7.5 建筑成本 

厄瓜多尔主要建筑材料基本上可正常供应，但特殊用途的大尺寸、特
殊规格的钢材需进口，主要建筑材料出厂含税参考价格如下： 

钢材：变化较大，价格变动在1000-1500美元/吨； 

圆钢筋：变化较大，价格变动在1000-1500美元/吨； 

罗纹钢筋：变化较大，价格变动在1000-1500美元/吨； 

镀锌管Φ48*3mm：32美元/条； 

镀锌管Φ48*1mm：13美元/条； 

水泥（散装）：145美元/吨； 

水泥（袋装）：150美元/吨； 

机制水泥砖：0.3美元/块； 

砂：8美元/m3 ； 

碎石：6美元/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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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厄瓜多尔对外国投资合作的法规和政策有哪些？ 

3.1 对外贸易的法规和政策规定有哪些？ 

3.1.1 贸易主管部门 

（1）外贸和投资部。主要职责是规划、管理和协调厄瓜多尔外贸、
经济一体化和投资政策；避免贸易逆差扩大，特别是非石油类产品；评估
处理外贸委员会（COMEX）制定的相关进口限制措施产生的问题和影响。 

（2）对外贸易与投资委员会（COMEX），是厄瓜多尔负责对外贸易
的最高机构，贸易保护措施（特保、反倾销、贸易谈判和关税改革等）均
由该委员会审查和通过。该委员会由来自政府及私人领域的9名人员组成。 

（3）工业与竞争部，设有贸易与投资副部长办公室。主要职责是领
导贸易措施局，作为各类贸易保护措施的调查机构，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
委员会授权的厄瓜多尔产业申请和立案案件的调查工作。 

（4）外贸促进局（PROECUADOR），负责宣传推介厄瓜多尔产品，
促进出口，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设有办事处。 

3.1.2 贸易法规体系 

厄瓜多尔《宪法》、《对外贸易与投资法（LEXI）》是厄瓜多尔贸易
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指导对外贸易的基本法规，也是外贸投资委员会
制定其他贸易法规的主要依据。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禁止进口的产品】可用于加工、提炼毒品的化工原料；武器；非当
年或前一年生产的汽车、拖拉机及其他地面交通工具和旧零配件；旧轮胎
或翻新轮胎；旧服装旧鞋；爬行动物皮毛；象牙及象牙制品等。 

【限制进口的产品】厄瓜多尔外贸委员会（COMEX）于2013年11月
19日发布第116号决议，对293项产品实行进口限制，要求厄进口商在办
理海关手续时出具相应的认可证书。 

厄瓜多尔政府于2015年3月起，对2900余种商品增收5-45%不等的关
税，其中被征收45%重关税的商品主要包括：电子产品、新鲜水果、牛肉、
蔬菜等。按原计划，特别关税将在2016年6月正式结束，但由于地震影响，
厄瓜多尔政府宣布特别关税政策延长至2017年6月。后续不断调整对进口
产品增税和收取海关费用的政策，税负较重。 

一般商品，进口商凭有效合同、形式发票和保险单即可向工业部申请
办理进口许可证，手续比较简单，但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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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产品和医药加工原料的进口需事先得到批准。 

【进口贸易主要程序】 

（1）进口申请登记。进口商需在厄瓜多尔工业与竞争部登记资质，
并填写认证卡。所需文件：纳税人统一登记证，法人代表出具的介绍信（包
括企业地址、联系电话等），进口申请人的姓名及身份证。该部登记系统
与海关联网，一旦登记完成，海关即有进口企业的相关登记资料记录。 

如进口商从事濒临灭绝动植物、药物、麻醉品、化妆品等商品的进口，
应先在有关部门登记并申请特别进口许可。分别为：麻醉药品及精神类用
药（在国家麻醉用品管制局登记申请），矿类、化学类和基因类肥料（在
农业部登记申请），武器和爆炸物（在国防部登记申请），药物、化妆品
和香水（在公共卫生部登记申请）。 

（2）投保。办理许可证须事先办理进口保险单，交纳CIF价的1%保
费，货到后结算其余税款。厄瓜多尔政府规定向厄瓜多尔出口货物须以CIF

条款议价签约，若以CIF价格成交，清关时如不能提交货物运输保险单，
进口商将被征收相当于进口CIF货值2%的保费（即需加罚该批货值2%作
为追加保费）。 

（3）进口申报与进口许可。 

进口申报：见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1）海关申报。 

进口许可：事先应得到进口许可证的进口商品，须在批准的有效日期
内装船。这类进口商品可适度超额进口，最多只能为申报价值的10%，超
过此价值的进口商品将被视为未事先得到批准。 

如在厄瓜多尔颁布新的对某些商品禁止进口的规定之前，进口商已事
先获得对该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进口商应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装船，其价
值应与申报价值相符。离岸价不超过5000美元或相当于5000美元其他外
汇的进口商品无须申请进口许可。 

【出口手续】填写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联系行（多为私人银行）的出口
统一申报单，经审核合格后，持该出口单连同发票、装箱单、出口许可（某
些产品）向海关申报。同时（也可随后）向海关提交运输提单及其他运输
单据。有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原产地证规则视产品和目的地等情况
而定。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法律依据】厄瓜多尔《海关组织法》规定：所有离岸价超过4000

美元以上的商品须提交原产地证明并接受相关检验和认证（外交使团商品
例外）。由厄瓜多尔指定的检验公司承担商品检验和认证工作。主要检查
货物的质量、数量、价值并最后确定关税类别及货物原产地及来源地等。 

按照规定，进口商须向检验公司提交商业发票和产品清单；无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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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在认证程序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检验公司须签发检验结果通
知书。如检验合格，进口商须支付一定数额的检验费，费用额度根据货物
离岸价的百分比确定，比例由0.3%-0.7%不等。一般离岸价格越高则检验
费百分比越低，单笔最低费用为180美元；如检验结果不合格，进口商须
根据规定支付离岸价格的50%后再支付12%的增值税。 

【卫生注册】任何供给民众消费的工业加工食品、药品和自然产品、
化妆品、医疗设备、个人卫生用品、化学试剂、杀虫剂、杀真菌剂、化肥
和兽医产品的进口，需要事先进行卫生注册和索取卫生证明。主管部门为
厄瓜多尔卫生部、厄瓜多尔农牧产品卫生检疫服务局（SESA）、厄瓜多
尔国家渔业学会（INP）和厄瓜多尔卫生医药学会。 

【工业品抽验】厄瓜多尔对工业品的进出口无具体规定，海关只在进
出口时进行抽验，但对动、植物的进出口有具体规定。 

【动植物检疫】根据动植物卫生法律和法规，所有进入厄瓜多尔的动、
植物产品须拥有厄瓜多尔农牧卫生检疫服务局颁发的进口许可。另外，在
产品进入厄瓜多尔时，进口商须提交产品原产地国家颁发的出口卫生检疫
证。厄瓜多尔对来自中国的植物产品作了严格的检验、检疫规定。对有些
产品的具体卫生检疫要求如下： 

（1）鲜蒜：原产地国的官方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 

（2）海藻：产品应无任何虫类。 

（3）玉米淀粉：产品应无各种虫，并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官员
检验。 

（4）芹菜粉：产品应无各类虫。 

（5）冷冻豌豆：原产地国的官方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同时，
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官员抽样检验。 

（6）孜然粉：产品应无各类虫。 

（7）白葱头粉：产品应无各类虫。 

（8）Cursuma粉：原产地国的官方卫生检疫证；在进口港经厄瓜多
尔检疫官员抽样分析。 

（9）菜豆：原产地国颁发的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及无各类虫
害；在装运港进行烟熏处理并附相关处理证明。 

（10）鲜苹果：产品应无各类虫害；在出运港随附烟熏处理和晾晒证
明；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抽两箱苹果样品化验。 

（11）牛至和牛至粉：产品应无各种虫类。 

（12）胡椒粉：原产国官方机构颁发的卫生检疫证；胡椒粉应用新的
容器；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检验以确定产品的卫生包装情况。 

（13）大米种子、小南瓜种子、香瓜种子、胡椒种子和西红柿种子：
须提供原产国官方卫生检疫证保证产品合格，不含虫菌；采用新容器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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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进口港经厄瓜多尔检疫人员实地检验和抽样化验。 

（14）大豆饼：中国官方颁发的卫生检疫证；对产品进行规定的处理；
应使用新的容器包装；在入境时，须经卫生检疫。 

【货到目的地检验】检验标准按照厄瓜多尔标准化局各类行业标准或
国际相关机构通行技术标准执行。厄瓜多尔提高了对来自中国部分商品的
技术标准。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海关通关程序】海关通关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海关申报 

所有进口货物由进口商或代理人向厄瓜多尔海关申报，可采用电子报
关或传统报关方法，填写“一次性有效进口商品申报单”。报关期限为自
货物到达前7个工作日至货物抵港后15个工作日。报关时须提交以下文件： 

①装船单据或航空公司、邮局等出具的货物提单正本或副本； 

②商业发票； 

③由厄瓜多尔中央银行授权的银行签发同意的“一次性有效进口商品
申报单”原件（厄瓜多尔货币委员会明确规定免除海关申报的进口除外）； 

④出口国检验机构出具的商检证书； 

⑤货物原产地证明。 

下列情况的进口必须聘请海关代理进行申报： 

①公共部门的进口； 

②任何特别规定下的进口； 

③进口超过2000美元CIF价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商品。 

向海关申报并被海关接受后，有关当事人应： 

①申明所有申报文件属实； 

②海关若对有关申报文件内容提出异议，申报人应在第一次申报后3

个有效工作日内修正申报内容。 

（2）放行和提货 

经申报和查验，符合海关有关规定，情况正常，已缴纳关税，海关即
签章放行。提货应在海关放行通知后的5个有效工作日内进行，否则视为
进口人放弃提货。 

【进口税税种及税率】 

（1）进口税。厄瓜多尔关税标准主要为从价税，对某些特定的农产
品和石油衍生物进口等特殊情况，也采用从价税和从量税混合征收的方
式。海关税率与安第斯共同体关税水平一致，为0%、5%、10%、15%、
20%和35%。 

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保护民族工业，已先后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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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材料、工业原料、部分资本货物如成套机械设备等降低或减免关税，
对高档消费品和纺织品、服装、鞋帽等消费品则征收特别消费税或提高关
税。 

根据厄瓜多尔和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在2016年该协定生效后的7年
内，厄瓜多尔对欧盟汽车进口关税每年降低5%（目前关税为35%），在
2023年实现零关税。 

（2）海关服务税。包括海关监控税、仓储税、海关化验税、海关检
测税、海关看管税等，税率根据进口货物重量计算，数额较少。 

（3）妇女、儿童发展基金税。适用于除医药以外的任何进口货物，
税率以进口到岸价（CIF）完税后的0.5%征收。 

3.2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在厄瓜多尔，外国投资分中性投资、地区内投资或外国投资。《安第
斯第291号决议》对投资有3种界定：由安第斯共同体指定的公共金融部门
的投资为中性投资；安第斯共同体内的投资为地区内投资；来自其他所有
国家的投资，均被列为外国投资。 

3.2.1 投资主管部门 

【外贸和投资部】规划、管理和协调厄瓜多尔外贸、经济一体化和投
资政策；避免贸易逆差扩大，特别是非石油类产品；评估处理外贸委员会
制定的相关进口限制措施产生的问题和影响。 

【中央银行】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负责登记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申请可
由外国投资者自行办理，也可由其代表或投资对象的法律代表代为办理。
登记时需提交企业注册文件副本，并根据投资方式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中央银行不得索要该法规定之外的其他文件。该行每半年通过其出版物发
布一次外国直接投资的登记情况。 

【其他机构】根据《投资促进与保障法》及实施细则，厄瓜多尔外贸
与投资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投资促进政策；监督国家投资促进政策的执
行，协调、跟踪和监控在该范围内的活动。外贸部和工业与竞争部下属的
贸易服务局和对外服务局也是组成投资促进国家系统的执行单位。外贸部
和工业与竞争部负责解释安第斯多国企业统一制度和对外资、商标、专利、
许可证和特许经营权转让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外贸部、工业与竞争部和中
央银行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批准手续】厄瓜多尔大部分领域对外国资本开放。《投资促进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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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法》规定：所有厄瓜多尔经济领域均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无须得到外
贸、工业、渔业部的事先批准，并享有厄瓜多尔自然人和法人的同等待遇。
总体上，外国投资者无须事先获取批准，可直接到厄瓜多尔中央银行进行
注册登记。 

【注册手续】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对外国投资的注册时间为45天，其主
要目的是统计和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优先领域】根据厄瓜多尔《对外贸易与投资法》和《投资促进与保
障法》规定，生产和服务产业是投资的优先领域。厄瓜多尔对外资开采其
森林资源，主要采取政府间合作和企业间合作两种方式。 

根据新的《经济改革法》，厄瓜多尔政府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其交通、
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允许外国投资者占有51%以上的股份。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根据厄瓜多尔《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投资者可以现金资本、实
物资本方式投资，如厂房、新的或改装的机器设备及其零部件、配件、原
材料、半成品等；也可以无形资产方式投资，如商标、技术、工业模型、
技术援助以及不同形式的专利或非专利技术等。厄瓜多尔《投资促进与保
障法》认定的外国投资方式具体如下： 

（1）可自由兑换货币形式的金融资本； 

（2）实物资本，如厂房、新的或改装的机器设备及其零配件、原材
料、半成品等； 

（3）无形技术投入，如商标、工业模型、技术援助以及不同形式的
专利或非专利技术知识等，一切技术转让合同均应在厄瓜多尔外贸、工业
渔业部登记，方能视为投资。 

厄瓜多尔法律规定，直接和间接持有厄瓜多尔矿权者，不能在避税天
堂的国家和地区注册。此前香港一直被列在厄瓜多尔税务局避税天堂名单
内，为在香港注册的中资公司投资矿业造成困难。2015年2月，税务局将
香港从避税天堂名单内剔除，消除了此类阻碍。 

3.2.4 BOT/PPP方式 

2015年底，为吸引外国和私营资本投资，厄瓜多尔国会审议通过《公
私联营法》，鼓励采取外国和私营企业通过PPP形式参与投资，并给予了
部分优惠条件。文件西班牙语原文下载地址如下： 

www.produccion.gob.ec/wp-content/uploads/2015/09/PROYECTO-DE-

LEY-APP-DEFINITIVO-FINAL.pdf 

【典型项目】2016年3月，中国交建集团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交通和公共工程公司在基多市政府签署了关于基

http://ec.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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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北部进城通道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通道全长约4.6公里，包含两座
总长约500米的大桥，工期28个月，运营期30年。项目建成后将大大缓解
基多市进出城交通压力，方便市民出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双方正
就有关问题进行前期协商。 

2018年厄提出以BOT方式建设马纳比炼厂，投资规模约为80亿美元。 

3.2.5 外国投资者权益保障 

《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合法注册的外国投资享受下列保障： 

（1）投资产生的纯利润可以自由汇往国外； 

（2）被投资企业因全部或部分清偿或通过出售股票、股份、投资权
利所获利润，在付讫有关赋税后，可以汇出。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股票、
股份或投资权利出售给另一外国投资者，须在中央银行登记； 

（3）可完全自由交易登记的投资； 

（4）享受执行安第斯共同体纲要所规定的利益，以及第三国对厄瓜
多尔符合特别准则或产地特别要求产品给予的优惠关税； 

（5）自由加入全国金融系统和证券市场，获得为发展投资项目的短、
中和长期贷款，以及开立银行账户的自由； 

（6）与国内企业相同，可参与有关促进机构，享受技术帮助和协作； 
（7）产权所有，除现行法律规定外，无其他限定； 

（8）为其投资发展需要，可自由参与外汇市场交易。 

厄瓜多尔《生产、贸易和投资组织法》规定，厄瓜多尔政府对投资者
的产权给予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保护，对属于外国的产权禁止没收，但
可征用，需先行估价并补偿。 

厄瓜多尔政府和投资者签署的合同有效期原则上最长为15年，只可顺
延一次。 

3.2.6 外国投资者义务 

关于外国投资者的义务，《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国外投资者应
遵守并执行厄瓜多尔国家法律，特别是有关劳动、社会保障及现行税法中
有关财税义务的规定。 

外国投资者必须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并完全恢复造成的损害。如企
业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外贸、工业渔业部在得到环境部门报告后，
可向出口与投资促进局提出要求部分或全部禁止企业投资行为。 

3.3 厄瓜多尔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有哪些？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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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税务局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征缴税赋和管理厄瓜多尔的主要
税务工作，调查违反国家税务政策的偷逃税案件，并给予处罚。 

【税号申请】纳税人须首先申请税号（简称RUC，即统一纳税人税号
注册）后才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从事相关经济活动。 

【报税声明】根据《税法》，应在规定的日期提交报税单并缴纳税金。
在没有达到缴纳税金的基础限额和批准免税的情况下，向税务局提交报税
单的手续不能省略。如迟期申报，将按现行利率和相应迟报天数计算罚金
和利息。 

【销售凭证】统一格式印制。纳税人销售凭证以及补充单据和扣税凭
证等的印制须得到国家税务局授权，有效期为12个月，纳税人须在此期限
内完成纳税义务。凡符合发票条例规定的凭证（发票号、RUC号、印制人
资料、购买人、交易情况等资料齐全）即视为有效凭证。 

【会计】要求符合会计通用原则。企业应遵循《厄瓜多尔会计准则》
（NEC）、《国际会计准则》（NIC）和《普通接受会计原则》（PCGA）
进行财务管理。所有会计文件须用西班牙语，记账单位为美元，会计文件
至少保存6年。企业账包括：日记账、总账、库存账和现金账。 

【审计】包括股东年度审计和外部审计。股东须任命相关委员检查企
业经营运作，并提交有关企业执行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委托事宜的情况报
告，提出企业内部管理的有效意见。需要外部审计的企业必须在每年9月
30日前任命外部审计师，并通知公司总监署。 

【报告公布】公司必须在每一经济年度后3个月内，向股东提交由授
权公共注册会计师编制、法人代表签字的财务状况和盈亏报告、公司管理
者、成员和外部审计师（如需要）情况报告。公司决算（资产负债表）和
盈亏情况经股东审批后交公司总监署、税务局和地方市政府。公司须有股
东大会纪要薄，纪要档案卷、股东和股份或参股比例和合股人名册、带存
根的股票证簿。 

【税款提留】公司是提留税款的代理人。公司依法律提留税款，向税
务局申报和缴纳提留的税款金额。为应对金融危机，厄瓜多尔政府通过法
令，降低受影响企业的税款提留，银行和企业分别由原来的25%降至0%

和5%。 

【财政年度】厄瓜多尔财政年度为公历自然年度，即从每年的1月1日
起至12月31日止。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主要税种】向自然人和法人征缴的所得税；增值税或销售税（增值
税）、特别消费税（烟、酒等）、车辆产权税；对进口货物征缴的进口税
和增值税；不动产税、对企业所有资产征收的税、市政府营业执照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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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不动产购置税、房地产收益税、遗产税、财产税、服务税等。 

【增值税】对在厄瓜多尔境内销售的进口和国产商品征收增值税，税
率为12%。根据海关和税法规定部分进口商品、部分单位以及一些产品的
服务和转移征增值税。计算方法是：进口产品在到岸价完税基础上加征；
国产商品在出厂完税销售价基础上征收。对于工程承包企业，增值税为与
业主结算收入的12%，每月缴纳；企业采购中包含的增值税可抵扣应交增
值税额。 

2016年6月起，厄瓜多尔政府为筹措4.16地震重建经费，根据《震后
特别法》调高增值税。2017年6月，新一届政府宣布将增值税率由14%重
新降至12%（灾区马纳维和埃斯梅拉达斯省除外）。 

【员工分红】企业每年须拿出利润的15%向员工分红。 

【所得税】所得税税率降为22%。成本和费用可抵扣，如：劳动者的
年报酬和社会福利；补给品和物资，固定资产折旧（有关折旧率如下：不
动产年折旧率5%，其他大部分固定资产10%，车辆20%，电子计算机
33%）；投资分期偿还，外国贷款利息（在厄瓜多尔中央银行登记并由厄
瓜多尔央行确定利率），经营损失等；捐赠不予抵扣。 

所得税分为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类。 

（1）企业所得税：每年征收一次，征收时间段为企业每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经营活动所得。所得税为中央政府税，地方政府不能再征收。征
税范围为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收入，但以下可不列入征税范围：税后
收入；退税收入；临时性投资不动产、股票及合伙经营收入；企业日常开
支、支付员工工资；投资基金、商业信托所得收益；保险赔偿；外国石油
公司在与厄瓜多尔政府签署石油勘探、开采服务合同后，所进行的非货币
性投资收益；其他可扣除部分。 

企业所得税（含国内公司及外国在厄瓜多尔分公司等）税率分三种： 

①普通公司：厄瓜多尔政府规定，在厄瓜多尔企业所得税率为22%，
红利再次投资所得税率则降至15%。所有公司均要申报其在全球范围的经
营收入情况，如在国外的所得税已缴付，在国内可免税缴； 

②石油企业：在厄瓜多尔提供技术服务石油公司所得税率为44.4%； 

③遗产、捐赠遗产或捐赠的收益人上缴所得税率为5%。 

企业需要每年7月和9月预缴本年的所得税，次年4月底前须报上年的
财务报表。 

（2）个人所得税：厄瓜多尔公民及在厄瓜多尔境内合法工作的外国
人均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国际组织、外交人员及军人、警察除外）。确定
纳税收入时，个人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及抚恤金、慈善捐款等均属于从收
入中扣除的款项。个人所得税为累进制税率，最高25%。计税时，根据收
入多少变化。同时，税率每年均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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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税】厄瓜多尔关税标准主要为从价税，对某些特定的农产品和
石油衍生物进口等特殊情况，也采用从价税和从量税混合征收的方式。海
关税率与安第斯共同体关税水平一致，为0%、5%、10%、15%、20%和
35%。 

自2007年初，厄瓜多尔政府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
保护民族工业，已先后数次对原材料、工业原料、部分资本货如成套机械
设备等降低或减免关税，对高档消费品和纺织品、服装、鞋帽等产品等消
费品则征收特别消费税或提高关税。 

2017年5月31日起，厄政府暂时取消进口商品特别关税，2152种进口
商品无需再缴纳5%或11.7%的特别关税。 

【海关服务税】包括海关监控税、仓储税、海关化验税、海关检测税、
海关看管税等，税率根据进口货物重量计算，数额较少。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税】适用于除医药以外的任何进口货物，税率
以进口到岸价（CIF）完税后的0.5%征收。 

【资金汇出税】厄瓜多尔政府为控制资金外流，自2008年起对厄瓜多
尔境内企业汇往境外的资金征收0.5%的汇出税，同年11月又将比例提高
至1%，2011年提高为5%。 

【特别消费税】特别消费税是指对进口和国产的某些奢侈或特殊产品
的消费征缴的税赋。如香烟、啤酒、其他酒精饮料（药物除外）、碳酸饮
料、电讯服务、载重3.5吨以内机动车辆、飞机、轻型摩托车、游艇和游
船等。对上述进口奢侈品特别消费税征收的基本计算方法为：按不同货物
以到岸完税价为基础征收，国产商品在企业销售价基础上征收，税率为
5.15%-98%。 

【车辆税】即车辆牌照税和交通事故强制税。这两项税均为年税，由
税务局按车辆评估价分档次收取。 

【资产税】按企业总资产的0.15%的税款向市政府缴纳。 

【营业执照税】该税是从事商业活动企业向市政府申办营业执照缴纳
的年税。 

3.4 厄瓜多尔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特别法律保障】外国投资者可与国家签订合同。如投资额达到2500

万美元，可获得国家法律保障，因法律修改影响到投资项目，可获得相应
的经济补偿。 

【投资保护协定】厄瓜多尔以与外国签署的双边投保协定关于国际仲
裁有关规定违宪为由，于2017年5月3日，在议会正式通过投票废止了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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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不过，政府表示将尽快启动
与各国商签新投资协定。 

【征用】禁止非正当征用。根据厄瓜多尔法律规定，未经正常程序和
正当补偿，禁止对外资进行征用和充公。 

【资金返回】厄瓜多尔对投资者的资金（包括利润、出售股份收入或
任何投资所得收入）的返回没有任何限制，而且美元化降低了投资者的汇
兑风险和国家对外汇的控制。自2011年起，厄瓜多尔境内企业汇往境外的
资金需缴纳5%的汇出税，增加了投资成本。 

【特殊规定】在厄瓜多尔经济特区投资的外国投资者还可享受特殊待
遇。 

【安第斯优惠待遇】对外国投资开放。安第斯共同体对成员国内的投
资实施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同样适用来自成员国外的外国投资者。 

【优惠关税待遇】外国投资可享受拉美一体化组织、美国、欧盟普惠
制优惠关税待遇。 

【固定赋税待遇】根据《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为保障外国投资
者的利益，该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享受固定赋税待遇，即：注册登记超过
5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者在一定时期内应交纳的所得税不变，与投资时税率
一致。新投资项目在其投资登记日或投资实际执行日起（按投资企业营业
之日算起）开始享受这一待遇，现有企业按其投资登记或投资实际执行日
算起。享受固定赋税待遇的具体规定为：无扩大生产计划的现有企业进行
的新投资享有10年固定赋税待遇；为发展新投资项目或致力扩大生产的新
投资享有20年固定赋税待遇。 

根据厄瓜多尔国家现状以及投资者提议，厄瓜多尔出口与投资促进局
可授权修改关于享受固定赋税的外国投资者注册登记的最低数额（即注册
登记超过5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只对新的投资有效。根据有关特定投资
需要，对符合享有10年固定赋税待遇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可将其享有该项
待遇的期限延长至15年，对符合享有20年固定赋税待遇条件的外国投资
者，可将其享有该项待遇的期限延长至25年。 

【其他优惠】为鼓励本国和外国的投资，2010年12月29日厄瓜多尔
公布了《生产、贸易和投资组织法》（以下简称《生产法》）。在该法中，
厄瓜多尔政府给予新的投资一些优惠，主要有： 

（1）减少3%的所得税。 

（2）针对公司在生产设备上的投资减少相当于投资额10%的所得税，
并针对公司在购买清洁环保生产装备商投资减少相当于全部投资额的所
得税。 

（3）享受经济发展特区的优惠，主要是免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关税。 

（4）为鼓励改善生产力、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在计算所得税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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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减免。 

（5）如公司为其职工开立社会资金（指给予职工股份），则给予优
惠。 

（6）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税费的缴纳提供便利。 

（7）购买生产设备和偿付外国融资利息时，向境外汇出的外汇免征
外汇汇出税（5%）。 

（8）无需预付所得税5年（注：厄瓜多尔税务局规定，公司年初需交
整年的所得税，如多交，可在下一年抵扣，新投资的公司在年底交所得税）。 

（9）如新投资的领域对改变能源主体、战略产品进口替代、促进出
口和全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可全部免除所得税5年。 

2017年10月，厄总统莫雷诺宣布一系列税收政策改革和经济发展新举
措，力图通过这些措施重振厄瓜多尔经济、保护“美元化”和发展政府社
会民生项目。 

1、税收改革优惠政策： 

   （1）取消年营业额30万美元以下中小企业的预缴所得税，此类企业占
厄全部企业的82%；而营业额在3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政府也将逐步
返还其预缴所得税的最低应缴部分，政策实施伊始，大型企业只要能够保
持或增加员工数量，即可获得最低应缴部分50%的返还额。 

   （2）已成立的小微企业获得的前1.1万美元利润部分无需缴纳所得税； 
   （3）未来新成立的小微企业两年内无需缴纳所得税； 

   （4）取消农村土地使用税； 

   （5）在未来12个月内，将海外资本重投回厄境内的企业，五年内无需
缴纳所得税； 

   （6）出口商若能为国家带来外汇并保持员工数量，则可获得出口退税。 
2、政府上调部分税种税率： 

   （1）将所得税由22%上调至25%，但小微企业和能够为国家带来外汇
收入的企业保持23%的税率不变； 

   （2）自2018年起，月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个人，第十三个月工资
也须缴纳所得税； 

   （3）将制定合理的进口关税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发展，并对进口商品征
收专项费用，用于海关打击走私。 

3、其他公布的决策： 

   （1）继续保持5%的外汇汇出税率； 

   （2）私营银行必须在政府监督下展开电子货币业务； 

   （3）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为国家节约每年5亿美元开支； 

   （4）争取在2020年将财政赤字率降至1%以下； 

   （5）指定专门法律，吸引海外资产回流投资等。 

http://ec.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10/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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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实际操作中，优惠措施并不到位，鲜有投资企业能够享有优惠
政策。 

3.4.2 行业鼓励政策 

根据厄瓜多尔2010年底颁布的《生产法》，对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
进行的新投资免征5年所得税。 

【有利于平衡贸易差额的产业】主要有新鲜、冷冻和工业化食品产业；
农林复合产业链和加工产品产业；金属加工产业；石油化工产业；制药产
业；旅游产业；包括生物能或生物质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对外贸易
的物流服务产业；生物技术和应用软件产业。 

【进口替代和促进出口】主要有肥料和化肥；农用化学品、杀虫剂和
杀菌剂；肥皂、洗衣粉和化妆品；其他化学产品；陶瓷、瓷砖和地板；无
线电接收机、电视、手机和一般电子产品的制造；成衣和纺织；鞋类和皮
革；日用电器。 

2005年11月18日，厄瓜多尔颁布的投资鼓励法在一些领域（如水电
工程、炼油、高技术通讯设备及器材、深水港口建设和不能生产的工农业
机械设备等）的投资实行一定年限的免税待遇。其中，基多和瓜亚基尔为
10年，其他省市12年。优惠待遇包括：免除所得税、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进
口关税、公司组建税等。该法还规定，应有关市政府要求的投资，市政税
可免95%。 

每年政府会根据战略产业需要，颁布优先发展行业项目目录。 

3.4.3 地区鼓励政策 

根据厄瓜多尔《生产法》的规定，为了促进边境地区和落后地区发展，
对在这些地区的新投资给予5年内新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可100%抵扣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 

厄瓜多尔政府确定的享有以上优惠政策的60个边境和落后城市见下
表： 

表3-1：厄瓜多尔边境和欠发达城市表 

城市 所在省份 

Bolívar  

Carchi 

Espejo 

Mira 

Montufar 

San Pedro de Huaca 

Tulc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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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illas 

El Oro 

Balsas 

Huaquillas 

Las Lajas 

Machala 

Marcabeli 

Piñas 

Santa Rosa 

Eloy Alfaro 
Esmeraldas 

San Lorenzo 

Ibarra 

Imbabura Pimampiro 

San Miquel de Urcuqui 

Calvas 

Loja 

Celica 

Chaguarpampa 

Espindola 

Gonzanama 

Loja 

Macará 

Paltas 

Pindal 

Puyango 

Quilanga 

Sozoranga 

Zapotillo 

Gualaquiza 

Morona Santiago 

Limón Indanza 

Logroño 

Morona 

San Juan Bosco 

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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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ha 

Tiwintza 

Aguarico 
Orellana 

La Joya de los Sachas 

Arajuno 
Pastaza 

Pastasa 

Cascales 

Sucumbíos 

Cuyabeno 

Gonzalo Pizarro 

Lago Agrio 

Putumayo 

Shushufindi 

Sucumbíos 

Centinela del Cóndor 

Zamora Chinchipe 

Chinchipe 

El Panqui 

Nangaritza 

Palanda 

Paquisha 

Yacuambi 

Yantzaza 

Zamora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3.5.1 经济特区法规 

【自由区优惠政策】根据厄瓜多尔《自由区法》及管理条例、《海关
组织法》、《海关组织法条例》以及相关条例进行自由区的建立、管理和
经营运作。厄瓜多尔通过在税务、财政、海关、对外贸易、汇兑和劳工等
方面的专门法律和政策管辖各自由区，以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为其提供
具有竞争性的条件以降低运营成本，改善和扩大市场。海关、税务、外汇
和投资方面的优惠： 

（1）自由区用户进出口商品、货物、原材料、半成品、设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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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用品免征赋税。 

（2）管理企业按自由区国家委员会批准进口的设备、机器、材料和
其他用品免征赋税。 

（3）自由区用户付给国外技术人员临时提供服务的报酬免所得税。 

（4）免征增值税和其他任何替代税种以及省、市地方税。 

（5）免征专利和所有现行生产税、专利和商标使用税，技术转让税、
利润汇出税。 

（6）自由区用户享受20年免税期待遇，自由区国家委员会如认为有
必要，免税期还可延长。 

（7）自由区管理企业无需向政府或管理机构缴纳运营费。 

（8）自由区用户按自由区法第9款规定，向自由区国家委员会缴纳统
一税，金额不超过其经营、管理、服务、月工资和日工资等费用总额（减
除购买机器、原材料和消耗材料的费用）的2%。 

（9）自由区用户之间和从自由区出口国外的交易享有外币自由兑换，
可在储蓄账户的特别账户里储存外汇，而不受中央银行外汇法和条例的管
制。 

（10）自由区内的外国投资不受现行和任何将来颁布的对外汇管制规
定的限制。其外汇只按自由区国家委员会的授权运作，即自由区用户所投
入的资金和利润所得享受自由汇出待遇。厄瓜多尔国内向自由区的投资按
向境外投资的现行法规执行。 

【经济发展特区】根据厄瓜多尔2010年底出台的《生产法》，厄瓜多
尔将建设经济发展特区，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发展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并有利于技术转移的特区； 

（2）物流业特区； 

（3）出口导向特区。 

第一个特区位于厄瓜多尔西北部Manabí省的港口城市Manta市。该特
区将成为一个连结深水港口和机场的工业物流平台。初始阶段将建成占地
10公顷的36个模块，最终将建成占地100公顷的130个模块。 

基多市政府正在推动在该市Tababela区新国际机场对面建设一个占
地200公顷的特别经济发展区，并希望引入私人资本建设该特区，预计投
资10亿美元。 

经济发展特区优惠政策：根据《生产法》规定，特区内的企业可享有
以下优惠： 

（1）新投资企业在5年内免所得税，5年后所得税维持在17%的水平
（一般情况下所得税为25%）； 

（2）为特区内生产的产品出口提供海关政策便利； 

（3）特区内进口机器设备、生产投入物等可免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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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特区内产品和服务的买卖需临时交增值税（即IVA税），在特
区内产品出口时，增值税退回； 

（5）现金汇往国外免征资金汇出税。 

3.5.2 经济特区介绍 

【自由区】厄瓜多尔于1987年批准在西北沿海埃斯梅拉达省建立第一
个自由区，迄今已发放了12个自由区特许经营权，由于多数公司未能完成
政府规定的指标，这些自由区已被取消。现仍存在的自由区有以下几个： 

（1）基多自由区：该自由区位于基多市的Parroquia Yaruquí，距现
在的基多机场40公里，距未来的基多机场3公里。面积28公顷。无中国企
业入驻。 

基多办公室地址： Avenida de los Granados E9-40 Y Calle Paris, 

Edificio Sandoval, Planta Baja. Quito – Ecuador 

电话：00593-2-2264115  

自由区地址： Panam. Km. 32, vía Pifo - El Quinche, Barrio San 

Vicente, Yaruquí Ecuador  

电话：00593-2-2778625 / 2778614  

传真：00593-2-2777202 

网址：www.metrozona.com 

（2）波索尔哈自由区 

网址：http://www.zofraport.com.ec/webmaster/ 

（3）瓜亚基尔太平洋自由区：该自由区位于瓜亚基尔市，面积32公
顷，重点发展商业、工业和服务业。无中国企业入驻。 

地址：Av. Fco de Orellana Edif Las Camaras, Guayaquil – 

Ecuador 

电话：(593)(4)2684170 

（4）马纳比自由区：该自由区位于马纳比省Manta市，距Manta港15

公里。面积75公顷。重点发展商业和工业。无中国企业入驻。 

地址：Km. 5 1/2 vía Montecristi - La Pila 

电话：00593-5-261 5418 / 19 / 31 

电邮：gerencia@zoframa.com / promocion@zoframa.com 

传真：00593-5-2615428  

网址：www.zoframa.com 

Manta市为4.16地震的重灾区。 

厄瓜多尔的经济特区（或自由区），概念不清晰，规划不具体，政策
不到位，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落地项目不多 

http://www.zofr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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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厄瓜多尔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工法的核心内容 

【劳工制度】厄瓜多尔有较完善的劳工法，对劳工制度、工资标准、
业主和职工双方的责任、合同的解除、雇用外国职工的条件和办理雇用手
续以及健康工作条件权、无歧视权、工会权、集体协商权、罢工权、享受
利润分配权、无理被辞补偿权、安全和劳动医疗权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其
他特定附加条件在具体劳动合同中予以规定。 

【工会】自愿参加和由企业组织。法律规定，雇用30名员工的企业可
组建工会。同一企业可组建一个以上工会，加入工会与否由员工自由决定。
51%的劳动者组成的企业委员会可与雇主谈判，争取到的利益和增加工资
等待遇应惠及企业全体员工。2015年4月生效的新劳动法案规定，禁止辞
退工会领导人。 

【罢工】劳工罢工权利受宪法保护。厄瓜多尔法律规定，罢工期间劳
动者有停止工作并逗留在工作地点的权利。但在一些不能暂停商业运行的
企业，业主有维持企业最低运行状态的权利。 

【劳工雇用】雇用与受雇用均自由。企业和个人在雇佣问题上享有完
全的自由权。但在雇用时不能事先设置任何歧视性保护条件。合同签订后，
劳工依法享有稳定的劳动权。2015年4月生效的新法案，强制要求劳资双
方在90天试用期（家政服务员15天）满后，签署无限期合同。 

【合同中止】合同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或劳工自动辞职、无故旷
工、多次无故迟到、工作能力差、小偷小摸、不服从管理、违反劳动合同
规定等均可成为合同终止的理由。雇主应提前30天通知或按法律规定到劳
动部门办理辞退手续。 

当员工主动辞职时，用人单位需付如下补偿费用： 

（1）（第十三个月工资+第十四个月工资）×本年度已在本单位工作
的月份数/12； 

（2）若雇员尚未休本年的年休假还需付给雇员本年年休假应得的工
资； 

（3）月工资×0.25×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不足一年按一年算）。 

相关金额需在员工离职15天内付清。 

当辞退已过试用期的雇员时，需付如下补偿费用： 

（1）月工资×1.25×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不足一年按一年算）； 

（2）（第十三个月工资+第十四个月工资）×本年已在本单位工作的
月份数/12； 

（3）若雇员尚未休本年的年休假还需付给雇员本年年休假应得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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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法定补贴】包括以下内容： 

（1）第13个月工资，又称圣诞基金，为全年12个月工资总额平均数，
12月份支付。 

（2）第14个月工资，又称子女教育基金，每年8月底或9月初发放，
数额等同于每月最低法定工资（2015年最低法定工资为354美元）。 

（3）养老金，每年付给厄瓜多尔社会保障局，从第一年交起，金额
相当于每月工资额，建筑工人或中介人员按每月分摊的数额支付。2015

年4月起，政府不再承担对社保局养老金每年40%的固定补贴。 

（4）带薪假期。工作满一年可享受15天带薪假期，满5年增加1天，
最高30天/年。15天带薪假工资为全年工资总和除以24。 

（5）病假。3天以内可付全薪，3天以上病假工资由社保局支付工资
75%，雇主支付25%（如雇主未向社保局支付养老金，则由雇主支付员工
的病假工资）。 

（6）工伤事故补偿和恢复费用。对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引起劳工丧
失劳动能力的应给予赔偿。 

【利润分成】厄瓜多尔现行法律要求企业将其纯利润的15%分配给全
体职工，其中10%按每年职工工作天数分摊，5%按家庭负担人数分配。
但同时也规定员工最多获得等同于当年最低法定工资的24倍的分红，超过
部分上缴国家。 

【社会保障】强制参加。企业雇主必须为职工交纳社会保险，向社保
局缴纳保费。企业每月为职工缴纳保费数额为职工工资的11.15%，另外
职工工资的9.35%应缴社保局，由企业从其工资中直接扣除代交。社保局
负责参保人员的养老、医疗、产假和劳动事故赔偿，以及丧失劳动能力、
抵押贷款和丧葬费用补偿。 

【加班】应额外支付加班费。每星期40小时以外，从19点至24点的加
班，需另付正常工资50%（除双方同意外，一般每天加班时间不得超过4

个小时，每星期不得超过12个小时），从午夜至凌晨6时及周末和节假日
的加班，需支付100%的加班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有事先授权时，加
班工资可为正常工资的125%。 

【培训】由企业承担。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必须每月按在册职工人数
向厄瓜多尔全国职业教育培训委员会缴纳工资总额的0.05%，向厄瓜多尔
教育信贷与奖学金委员会（IECE）缴纳工资总额的0.05%，作为企业员工
的培训基金。 

【其他补贴】指法定的、合同约定的或自愿给予的补贴。对于一些特
殊的工种（如护士、幼儿园老师和咖啡馆员工），雇主可给予职工额外的
补贴，也可在合同中约定。约定一旦达成自愿给予补贴，雇主不得单方面



69 
厄瓜多尔 

 

中止。向社保局支付部分可在上述部分冲抵。 

【产假】保证怀孕女工的工作稳定，并允许有12个星期的产假和每天
2小时的哺乳时间（生产后9个月内），在此期间用人单位不得对其解聘。 

2016年2月，厄瓜多尔国会再次对生效不到1年的劳工法进行改革，改
革主要方向如下： 

（1）在新的法案没有通过生效前，社保局失业津贴累积总金额保持
冻结，新的失业保险体系成立后5个月后，根据新规定恢复失业保险金发
放。 

（2）失业者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将不涵盖个人医疗卫生费用。 

（3）受益人必须缴纳24个月以上的失业保险费用，其中至少6个月是
连续的。失业者在失业满60天后可提出申领，申领有效期为45天。同时，
受益人不得为退休人员。申请人还需满足社保局在新法出台后制定的其他
条件。 

（4）受益人重新连续5个月从事生产活动后，必须停止领取失业保险
金。若亲属在受益人去世后继续领取或本人被查出存在骗取保险金行为，
受益人必须接受三倍惩罚。 

（5）新失业保险不适用于家庭主妇等从事家庭工作的自愿参保人员。 
（6）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工人可每周最短仅工作30个小

时：一是雇主和工人自愿达成协议；二是劳工部出具低收入工作授权。 

（7）在工作时长缩短后，雇主继续按工人原始工资标准缴纳社保费
用，而工人则以时长缩短后新工资为标准进行缴纳。 

（8）在公司进行实习的人员也必须纳入社保体系，雇主需以全国最
低工资为标准，为实习生缴纳社保费用。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根据《劳工法》，在厄瓜多尔雇用外籍劳务人员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
总人数的20%。外籍劳工须有劳动许可和工作签证，方可在厄瓜多尔从事
有酬工作。一些高新科技和能源、矿业、通信、金融等产业及特殊专业的
技术岗位，需聘请部分国外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中国驻厄瓜多尔使馆提醒中方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
保护能力。随着在中资企业数量增多，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人的盗抢事件
日益频繁，当遇到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并及时与中国驻厄瓜多尔使馆求
助。 

另外，由于基多地处高原，建议有心脏病史者和肺病患者尽量避免
前来，以免发生危险。其他人员来基多前也建议提前两天开始服用红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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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药物，以预防高原反应。 

3.7 外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是否可以获得土地/林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厄瓜多尔涉及土地的法律主要有《领土财产法》、《荒地和垦殖法》、
《农业发展法》、《共和国政治宪法》等。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限制规定】2016年3月，厄瓜多尔国会通过关于土地法改革的一项
议案，议案规定，“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获得厄瓜多尔农业部授
权的外国公共公司可依法在厄瓜多尔购买、租赁土地或从农业生产项目中
获取相关受益。 

【基本程序】购买土地的基本程序有： 

（1）当决定购买某地块时，可请当地专业公司对欲购的地块进行估
价，以便得到实际的地价。 

（2）检查土地卖方的地契（Registro de la Propiedad，也称Certificado 

de Gravamen）, 以查证这块土地的权属，卖家是否抵押了这块土地以及
法律上是否有争议，并请律师到房地产登记处（Registro de la Propiedad）
核实以上情况。 

（3）查看地税凭证（Impuesto Predial al Día），检验这块土地需交
的市政府地税是否已应缴尽缴。这种税须每年交一次，不到土地价值的千
分之一。地产和房产皆须交此税。 

（4）如果是小区土地，还要看小区管理费（Costo de Condominio）
是否已缴清。如同时购买土地上的房产还需检查上个月的水电费、电话费
等是否缴清。 

（5）付款和过户。买方带上现金或支票到公证处向卖方付款，公证
处对该交易进行公证。之后买方请律师带上公证书等材料到房地产登记处
的地契部进行所有人变更登记，新地契会写上买方的名字（可以是公司或
个人）。在房地产登记处进行所有人变更登记约需一星期。 

（6）购得土地后需将土地加以利用，如暂不使用需将土地围起。如
土地被人抢占，需报警将其赶走。否则如抢占土地者使用（指盖房屋，耕
作，放牧等）该土地1年及以上并可提供相关证明则可向政府申请拥有此
块地的所有权。 

3.7.3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耕地和林地投资合作的规定 

厄瓜多尔原战略协调部发布的投资目录中规定，投资者可通过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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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购买的方式直接获取农业耕地和林地，政府不会对此进行干涉。暂未
设定购买和租赁年限或设立附加条件。 

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厄瓜多尔对外国公司参与厄瓜多尔证券市场交易无特殊规定或限
制，但须在厄瓜多尔公司总监署登记注册公司，并依据《证券法》规定，
按程序在证券交易市场注册，参与交易或上市。 

3.9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有何规定？ 

3.9.1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 

    厄瓜多尔允许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当地投资和设立分支机构，但总
部设立在避税天堂的除外。同时，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委派一位能够
充分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常驻在厄瓜多尔。 

3.9.2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 

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厄瓜多尔依法成立的分支机构必须遵守
《货币金融法》相关规定，并接受货币和金融政策法规委员会监管，该委
员会由财政部长、经济政策协调部长、生产部长、发展和规划国务秘书和
总统府专人组成，银行监管局、公司，债券及保险业监管局、中央银行等
部门也参与意见，但无决策权。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根据厄瓜多尔《环境保护法》规定，厄瓜多尔环境部作为国家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对国家环境保护系统行使领导、协调和调整职能。负责制定国
家环保政策，协调国家生态系统保护计划、项目和战略及自然资源可持续
利用。该部下设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本副部，负责保护空气、水、土壤、森
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厄瓜多尔《环境保护法》、《森林和自然区域和野生物种保护法》、
《环境污染预防和控制法》、《加勒帕斯省特别法》、《森林和野生物种
法》、《卫生法》、《生物多样性森林财产法》、《刑法》、《石油法》、
《文化遗产保护法》、《水法》、《防火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厄瓜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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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水体、空气、动植物、土地和人类等的保护及造成污染给予相关处
罚做出规定。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在厄瓜多尔从事投资的当地企业或外国公司在项目实施前，均需要
向环境部提交环境影响报告，另需购买环境保险（100%环保险，包括：
第三者险和民事责任险）。待报告批准后，项目方可实施。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如发生污染事件，对拥有环境部颁发环境许可的公司，首先将责令
其中止生产，修复污染，并根据污染的程度相应处以罚款。如无环境许可，
公司造成的污染将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处置。 

【森林】厄瓜多尔《野生植被和自然区域保护森林法》规定了国家将
直接长期参与有关森林的所有活动，主要由国家负责对天然森林的管理、
控制、调节、促进、木材供应以及通过植树造林对森林资源的恢复。通过
对可开采天然林的管理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厄瓜多尔森林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引导和鼓励增加植树造林，实
行植林养伐，严格限制对某些地区森林无限制采伐，保证国内和国际市场
的木材供应并减少对原始森林的压力，保护环境和保证森林的持续发展。
另外，20世纪80-90年代实行的投资者购买成林土地进行开发，每采伐一
棵树，需种植五棵树补偿的硬性规定已于2000年被国家较全面系统的植树
造林规划所取代。 

《刑法》437条款规定，对破坏、焚烧、损坏或砍伐受法律保护的森
林或其他形态的植物的人将处以1-3年监禁。对未经允许占用作为生态保
护或农业专用保留地的人处以1-3年监禁。 

【动植物】厄瓜多尔《刑法》437 F和G条款规定，对非法猎获、捕捉、
收购、诱捕和买卖受法律保护的植物、动物的和对在禁捕区域或使用被禁
止的捕捞和猎取方法诱捕受季节、数量规定保护的水生植物和动物的都处
以1-3年监禁。《水法》禁止污染所有影响植物或动物生长的水体。 

【大气】《环保法》中对造成空气污染程度超过法定界限的人处以5-7

天监禁和5-10天最低基本工资的罚金。 

【水体】《卫生法》规定，禁止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禁止向水中
排放有毒物质。禁止向水中投放未经处理的物质。《水法》规定，自然人
或法人在开发矿业前和开发中，使用地上或地下水均需向厄瓜多尔水利国
务秘书处申请用水权。未经许可禁止开发地下水。 

【保护及污染事故处理和赔偿标准】厄瓜多尔上述各项法律、法规对
不同领域的环境保护、监控、监测、培训、审计、审批等和事故预防、报
告、处理及处罚均作了规定，但该法只提及对受损给予赔偿，而未对赔偿
办法作具体规定（可登陆厄瓜多尔环境部网址：www.ambiente.gov.e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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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normativas”查询）。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在厄瓜多尔进行投资必须取得环境证书。为取得该证书，企业须编制
环境评价报告交环境部审查。环评报告内容包括有什么污染、如何处理等。
提交环境评价报告后，环境部会对报告不断提出疑问，企业须答疑，待环
境部对报告和回答满意后即发放环境证书。该过程时间不定。 

【获取该证书所需费用】主要包括两种费用： 

（1）环境行政管理费。约为投资额的1‰； 

（2）环境保函费。约为投资额的1‰ 。如不履行环保义务，则环境
保函自动生效。 

【环境管理计划】取得环境保函后，须制定并履行环境管理计划，并
对计划每年进行更新。环境部指定的第三方审计机构每年年底对环保管理
计划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报环境部。该计划分为环境管理计划和社会管理
计划两部分。承包工程类项目由业主办理环评等手续；但承包企业须执行
环境管理计划，若执行不达标将会被罚款。 

【环评机构】环评机构是环境部。其网址为：www.ambiente.gov.ec 

3.11 厄瓜多尔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厄瓜多尔于2005 年11月成为《泛美反腐败公约》缔约国，2005年
12月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 

厄瓜多尔《刑法》第264条规定，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或不正当利益，
可根据受贿金额，处2至6年有期徒刑，并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和利益。 

2009年9月，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公民参与和社会控制委员
会法》。该法律第三章第13条规定，公民参与和社会控制委员会有监督、
调查、取证、要求自然人或单位配合调查腐败行为的职责。 

2010年10月，厄瓜多尔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共服务法》。该法律
第三章第23条第i项规定，公职人员禁止和自然人或分包商直接或间接保持
贸易、金融、社会关系；第j项目规定，公职人员在参与、管理、处理与国
家机关单位的相关协议、合同过程中，禁止收受来自亲属、企业、自然人
等任何形式的馈赠；第k项目规定，公职人员禁止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
赠品、货物、现金、特殊待遇，如发生上述情况，可被认定为盗用公款、
贿赂、勒索、讹诈、非法致富等。 

3.12 厄瓜多尔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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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许可制度 

厄瓜多尔对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主要依据《公共工程承包修
正法案》，该法对实施公共工程承包项目各方和程序做出相关规定和要求，
对外国公司没有任何限制的内容。在厄瓜多尔实施工程项目，外国承包商
与当地的承包一样须遵守上述法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业主将聘请
一名监理，负责检查工程材料、施工程序和方法、根据工程进展批准拨付
工程款。另外，项目所属的政府部门也将派遣一名监督员，监督项目工程、
监理和承包商。 

厄瓜多尔使用拉美国家普遍采用的《美国标准测试方法协会标准》
作为工程建设实施和验收全过程的标准。该标准对工程项目包括建设过
程、使用材料、技术、验收标准等都作了规定。 

3.12.2 禁止领域 

厄瓜多尔对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未规定禁止领域，一般情况均可
根据相关法规，通过国际招、投标方式和程序参与厄瓜多尔国内公共或企
业的工程承包。 

3.12.3 招标方式 

依据《公共工程法》，厄瓜多尔国家部委或企业以公开招标方式实
施公共工程项目，各招标单位根据各自行业特性，要求有所不同。一般在
厄瓜多尔主要报纸（连续刊登三次）和招标单位网站或相关网站公布招标
信息或直接向有资质或有过合作经历的企业发出招标信息或邀标函，询问
投标意向。由有意竞标企业或单位按要求、步骤和时间回复邀标函或购买
标书、填写并提交标书，随附项目参考价2%的投标保函。厄瓜多尔法律
规定，如果是国有企业且该国金融机构愿为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融资，那么
该项目可直接通过议标方式达成合作协议。厄瓜多尔官方语言为西班牙
语，所有文件均为西班牙语。 

【电信工程招投标要求及程序】一般情况，各运营商每年对潜在供
应商做一次资格认证，通过认证的公司才能参与本年度竞标。 

各电信运营商通过在当地报纸发布项目招标信息公开招标。 

有意参与竞标的企业需在规定时间内购买标书（参与投标的必要条
件）。标书价格一般为标的价格的千分之一，标书内容包括：工程参考价
格，工期以及工程相关详细情况，并对项目的法律、资质、财务、技术、
商务、工程、服务等均做了具体、明确规定。竞标企业按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并提交答标文档。 

各电信企业对于法律、资质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厄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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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国有运营商要求比较复杂，跨国运营商相对简单。 

经招标企业项目技术和法律委员会评审后，按时答标、揭标或寄中
标通知并授标；办理退还投标保函、签约等手续；中标企业递交履约保函
（包括：项目参考价5%、材料保证5%和环境保证1%），并准备中标项目
的实施。 

【石油工程投标程序】厄瓜多尔石油工程类投标包括以下程序： 

（1）询标：厄瓜多尔石油公司向有资质或有过合作经历的投标人发
出招标信息或邀标函（也有部分业主将招标信息发表在相关的网站），询
问投标意向。有意向的投标人回复邀标函或购买标书资料，向招标人明确
投标意向。 

（2）商务部备案：投标人应向商务部提交项目投标申请，并提供项
目相关的资料到商务部审批，商务部答复并备案，各项资料必须齐全并满
足国外工程承包（投标）要求。出具相关证明资料，申请投标保函，中标
后办理覆约保函。 

（3）购买标书：部分招标人需要投标人购买标书（也有个别不用购
买标书的项目），所购买的标书将作为将来合同的一部分。购买标书一般
用支票支付，不接受现金。 

（4）准备标书：投标人的资质及法律文件；投标承诺书；由国家审
计总署签发的合同履行情况证明；国家公共建设院签发的供应商注册证明
（RUP）；由厄瓜多尔社保局主管部门签发的社会保障义务完成证书；投
标人的法律资格证书和履行义务证书；最新的信用证书；财政年度在厄瓜
多尔税务局（SRI）申报所得税证明；近年与业主的合作证明；公司章程；
投标担保函原件；资产所有权证明文件或买卖、租赁协议；近年业绩证明；
投标方法人代表授权书；投标方以联合、财团或临时联合形式组成公司的
情况下，要提供相应协议和代表的权力授权证书；投标人员工投诉申明，
包括：投标人项目安全计划及环境保护承诺及按要求完成相关的技术标书
及商务标书。 

（5）其他重要步骤：①澄清项目疑点；②按要求递交标书；③中标
通知及授标，招标人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函；④签订合同；⑤递交履约
保函，招标人退还投标保函。 

3.13 厄瓜多尔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3.13.1 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厄以与外国签署的双边投保协定关于国际仲裁有关规定违宪为由，于
2017年5月3日，在议会正式通过投票废止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签
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厄政府表示将尽快启动与各国商签新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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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已于2014年3月6日生效，并自2015年1月
1日起执行。 

3.13.3 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的其他协定 

1984年，签署《中厄两国关于经济和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 

1997年，签署《中厄两国关于厄输华香蕉植物检疫议定书》；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动植物检疫合作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地质矿业合作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石油合作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石油环境合作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铁路运输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卫生合作框架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文化合作与交流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两国体育合作协定》； 

2007年，签署《中厄赴厄瓜多尔旅游谅解备忘录》； 

2007年，签署《中国开发银行与厄瓜多尔国家银行合作协定》； 

2009年，签署《中厄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0年，签署《中国农业部和厄瓜多尔农业、牧业、渔业和水产部农
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3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航空运输
协定》； 

2013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15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
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发展改革委与厄战略
协调部签署《关于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商务部与厄工业与生
产力部签署《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6年10月，中厄两国在基多举行第十三次经贸混委会。双方就对外
贸易、战略项目和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内容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同
意继续深化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在贸易救济方面，双方一致认为在良好贸
易关系的框架下，通过友好协商打成互利的解决措施十分重要；双方在加



77 
厄瓜多尔 

 

强园区合作方面达成广泛共识，为后续《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合作谅解备
忘录》的签署打下良好基础。 

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主要有《对外贸易与投资法（LEXI）》、《投资促进与保障法》、《安
第斯第291号和第292号决议》以及有关国际协定也有对外资企业投资的保
护性条款（详见3.13《投资促进与保障法》及实施细则主要内容）。 

3.14 厄瓜多尔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厄瓜多尔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尚未形成产业规模，因此暂未针对具体
文化领域制定详细的投资规定。  

3.15 厄瓜多尔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3.15.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于1998年4月颁布。该法律强调保护知识产
权的重要性，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内容及保护，专利的条件，知识产权的转
让、申请、授予和失效，知识产权拥有者的权利，违反知识产权的处理。
该法还强调，对本国人和外国人给予同等待遇；出于国家紧急公共利益或
国家安全，总统在任何时候能将某项专利宣布为强制特许，即政府能使用
该项专利生产本国不生产并需进口的产品，但政府需补偿该专利持有人。 

【法律保护】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和《安共体第486号决议》建
立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给予适当保护和辩护公诉。另外
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安共体第351号关于著作权
及相关权利的决议》、《安共体第345号关于植物获取的决议》、1999年
7月《巴黎知识产权保护协定》、2001年10月《专利合作协定》（PCT）
等在厄瓜多尔均具法律效力。 

【知识产权登记与监管】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负责知识产权的登记注
册和管理。 

【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专利权、使用模型
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工业设计、商标、商业牌号、集体商标、证书标
志、商业名称、地理标记、原产地名称、原产地标记、著名且有明显区别
的标志和植物的获取（植物新品种）。 

【版权（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只保护著作创作事实本身，其著作成
果、目的或表达方式是独立的。保护所有的著作、表演、加工、生产或电
台播放。著作权和相关权利保护作家的著作、文学和艺术范畴的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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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方式、成就和目的。对著作权和相关权利认可无需登记、储存，也不需
履行任何手续。 

【专利】要求产品或程序的发明必须是新的、具有创新水平和可应用
于工业生产。自提交申请之日，发明专利保护期限为20年，使用模型和工
业设计为10年。发明专利权属于发明者（自然人或法人），可进行转让。
专利顺序和分类按《斯特拉斯堡安排（协议）发明专利国际分类法》执行。 

【商标】在厄瓜多尔执行商标权注册登记制度。特别商标权只要求进
行注册，任何人均可根据法律规定申请，以便保护服务或产品。商标可是
两维或三维的名称、形象或两者的结合。 

商标申请程序包括申请、预批准、公布、公示、实际批准、签署文件
和发放商标证书。主要权利自第一次向任何《巴黎协定》成员国提交申请
6个月内予以认可。《知识产权世界组织关于商标注册尼萨国际分类（第8

版）》在厄瓜多尔也有效。 

商标注册保护期为10年并可无限延长。延期在其期满后6个月内办理。 

3.15.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厄瓜多尔《宪法》、《知识产权法》、《刑法》、《刑事诉讼法》、
《民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均对保护知识产权和
处罚违反知识产权作出明确规定。 

厄瓜多尔《知识产权法》规定了对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如：已
注册商标明显与另一著名商标一样或近似，可应商标合法持有人要求予以
撤销。如果获准商标违反法律规定或未经商标持有人同意被转让给代理
人、批发商或特许使用人，该商标将被取消。该法还规定，对侵犯本法规
定的任何知识产权行为将采取民事和行政处罚，如涉及犯罪，将予以刑事
处罚。 

主要采取的民事和行政处罚措施有：中止侵权行为；永久性没收构成
侵权的产品和侵权物；从商业流通渠道撤掉侵权产品和侵权物并销毁；永
久性没收制作侵权产品的设备和工具以及制作盗版物的设备和工具；对造
成的损害和伤害提赔；用所有方式补救侵权造成的后果；承担官司所有的
费用等。 

该法第292条款规定了如何处罚利用数字通信网络的侵权行为，以及
对被侵权人造成损失和损害的补偿范围及办法。该法第319-326条款还规
定了对各类侵权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侵权者将被处以3个月至3年的监禁
并根据造成损害的大小，处以500至5000倍单位产品价值的处罚。 

相关人还可要求在厄瓜多尔有效的国际协议的相关权益，比如：世贸
组织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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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在厄瓜多尔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关于外国投资的一般保障，《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厄瓜多尔通
过公共部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确保外国投资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厄瓜多尔
宪法规定的原则下自由和有保障地发展。外国投资者可对任何歧视和违反
常规的情况向厄瓜多尔外贸部和工业与竞争部提出诉讼，上述两部应直接
或通过外贸与投资委员会授权有关部门采取行动，修正上述情况。公共部
门的组织和机构有义务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关可公开、对发展投资有益的
信息和材料。 

关于争端解决，《投资促进与保障法》规定，厄瓜多尔完全遵守与他
国以及所参与国际组织签订批准的包括避免双重征税在内的促进与保护
投资的条约和协定。当地投资中产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
解决。但厄宪法第422条对国际仲裁地选择做出了规定，仅允许国际仲裁
在拉美区域内的第三国进行，仲裁结果的执行需参照第三国当地法律。目
前厄瓜多尔已全部废止与外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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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厄瓜多尔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根据《公司法》，外国投资企业可在厄瓜多尔登记注册外国企业驻厄
瓜多尔代表处、分公司，或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独资或合
资、合作企业从事相应投资合作、经济和贸易活动。 

【有限责任公司】这类公司以集体有限责任名义组成，公司的转让须
经所有合伙人同意。虽然外国人可以成为此类公司的合伙人，但不能成为
外国股份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少为400美元。公司成立时须至少支付
50%的资本，其余的在一年内缴清。公司需每年从利润中提出5%作为公
司的储备金，至该储备金达到公司资本的20%，以保证公司应缴费用。如
果公司的亏损累计达储备金的100%和公司资本的50%，公司可进行清算。 

【股份公司】根据股份投资比例承担有限责任。这类公司至少须有2

个股东。公司法人代表、股东及外部审计师须居住在厄瓜多尔。公司注册
资本至少为800美元，公司成立时须支付注册资本的25%，其余部分在2

年之内缴清。公司累计亏损达储备金的100%和公司资本的50%时公司可
以清算。 

【外国分公司】外国公司可在厄瓜多尔成立分公司。注册时须向公司
注册主管部门提交其本国总公司章程及证明文件，批准在厄瓜多尔经营的
证明和法人代表授权书。注册资本至少2000美元，在厄瓜多尔经营并受厄
瓜多尔监督。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厄瓜多尔公司监管署（Superintendencia de Compañías）和商业注
册局（Registro Mercantil）是受理企业登记注册的机构。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公司架构决定相应的责任。公司须按厄瓜多尔公司总监署批准的公共
章程组建，并在商业注册局登记注册。公司需加入相应的协会并取得市政
府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手续自公共章程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办妥。具
体程序如下： 

（1）通过律师向公司总监署申请批准公司名称（3个名称备选）和公
司章程草案。 

（2）企业章程批准后，由公证处对公司的组建写出公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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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总监署批准公司成立并颁布决议。 

（4）新组建的公司加入相关行业协会或商会。 

（5）在所在市政府登记。 

（6）在工商局（Registro Mercantil）注册，并向税务局申请公司纳
税人统一登记证。 

根据《外资法》，企业在厄瓜多尔投资无论是与当地人成立合资企业，
还是成立独资企业，其投入资金、设备或物资均须在厄瓜多尔央行以自由
兑换货币登记，登记后方被承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而受法律保护，并享有外
国直接投资的待遇。 

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均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成立，
除上述组建公司的基本步骤和程序外，事先还需完成以下步骤： 

【合资企业】 

（1）合资双方签订合资企业合同。 

（2）上述合同如在厄瓜多尔签订，经公证处公证后，到外交部领事
司认证，再到外方合资人国家驻厄瓜多尔使馆认证。 

（3）合同经认证后，办理投资手续。 

（4）凭认证的合同副本等文件向厄瓜多尔驻合资人本国使馆申请
12-IX签证（商务签证）。 

（5）到厄瓜多尔委托律师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办理
合资企业注册手续，将合资企业合同纳入合资企业注册文件，作为注册文
件的组成部分，以确保合资双方在合资企业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6）持投资凭证将合资人的投资作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央银行以自
由兑换货币登记。 

（7）在12-IX签证（商务签证）有效期内通过律师将其改为工作签或
长期居留签证。 

【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至少3名股东，注册资本最少为1000美元；
股份有限公司至少2名股东，注册资本起点为2500美元。注意在公司注册
文件中说明系外国直接投资。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企业在厄瓜多尔一般需通过网上查询、当地主要报纸等渠道获取工程
招标信息，在厄瓜多尔没有办事机构的外国企业则主要通过委托资信好、
信息灵通、有专业知识和渠道的代理获取相关信息。 

4.2.2 招标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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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厄瓜多尔工程项目须依据《公共工程法》以公开招标方式实施；也
有招标单位、企业或部门直接与国内外国有企业或有资质或有过合作经历
的国内外投标方接洽议标。具体要求详见本指南第3.11.3节。 

4.2.3 许可手续 

参见本《指南》第3.11.3节招标方式。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4.3.1 申请专利 

在厄瓜多尔申请专利需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其程序如下： 

（1）向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I.E.P.I.）提交专利注册申请并交纳第
一年专利注册费。通过这一步开始专利注册程序，提交的文件必须在申请
中反映发明的题目、申请人和发明人的身份和代表或授权人的身份。需提
供一份发明描述、概述、要求、图纸、专利申请复印件（如该专利在厄瓜
多尔境外提交）和已付讫申请费凭证以及第一年注册费凭证。 

（2）申请在厄瓜多尔对专利进行审核。要求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对
专利的书面要求进行审核：世界新产品、发明活动和工业应用，所有这些
均应随附相关付款凭证。 

（3）在厄瓜多尔发布和获专利证书。专利经审核并认定真实，厄瓜
多尔知识产权局即对发明发布所有产权证书，该证书自申请之日起有效期
20年。 

（4）在厄瓜多尔交纳维持专利权的费用。在专利有效的20年间，专
利人需定期交纳专利费，用以维持其专利权效期。否则，将宣布专利到期
并失去对该专利的所有权。 

在厄瓜多尔申请专利需要下列文件： 

（1）国际专利申请复印件（包括：对专利描述、要求、概述和图纸
描述）； 

（2）国际专利公告复印件； 

（3）调查报告复印件； 

（4）预审报告复印件； 

（5）经公证和厄瓜多尔驻申请人本国领馆认证或通过海牙公约的授
权书。 

所提供的文件需翻译成西班牙文并将文件内容以WORD文档，图纸以
JPG形式用电子邮件发送。根据专利合作协定（PCT）第一章和第二章规
定，提交专利申请的时限为31个月。 

如在本国内提交申请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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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描述、要求、概述和图纸描述。 

（2）经公证和厄瓜多尔驻申请人本国领馆认证或通过海牙公约的授
权书。 

（3）专利原申请国提交的申请复印件。 

4.3.2 注册商标 

在厄瓜多尔申请商标注册需通过律师事务所办理，具体步骤如下： 

（1）在厄瓜多尔对商标注册可行性研究或对商标来历进行调查。受
托律师事务所将在知识产权局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对申请商标再调查，以查
核在厄瓜多尔是否有同样或类似商标。依据调查结果公布对申请商标的调
查报告和专业评价。 

（2）在厄瓜多尔申请注册商标。对调查和公布的研究结果满意，律
师事务所进入向知识产权局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程序并随附相关合法手续：
注明商标所有特性的注册申请表，律师授权书须经公证和厄瓜多尔领事馆
或通过海牙公约认证。 

（3）在厄瓜多尔颁发商标注册所有权证书。一经商标注册手续进入
程序（知识产权局在公告上公布商标注册申请、公布商标注册延期和反对
和注册分析），知识产权局将通知律师事务所接受该商标注册并颁发注册
证书，律师事务所将注册证书送达申请人。 

商标注册申请随附文件如下： 

（1）已支付商标注册费用凭证； 

（2）当有优先要求时，第一次在国外注册商标申请复印件； 

（3）依照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其他文件。 

如申请集体商标则需随附： 

（1）集体商标申请企业、组织、集团的企业章程复印件； 

（2）集体商标注册申请人用于控制产品或服务的规章复印件； 

（3）注明集体商标需使用的条件和形式； 

（4）商标组成部分的清单。 

4.4 企业在厄瓜多尔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厄瓜多尔企业报税时间根据企业的所属行业、规模、性质和税种而定。
一般增值税为每月、3个月、6个月申报，按照RUC号第9位数码变化的确
切日期，每月10日（如需每月申报）须对上个月的销售申报增值税并缴纳
增值税提留或每年1月和7月10日申报上一年度下半年和当年上半年的销
售增值税并缴纳增值税提留（如要求半年申报）。确定须每月还是半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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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缴纳增值税取决于服务的种类或转让的货物。 

所得税分个人和企业，个人所得税每月申报，企业每年申报一次。一
般每年4月份（具体日期取决于RUC号第9位数码）申报上一财政年度所得
税。但须在相应财政年度的7月份和9月份按上一年度利润的35%计算拨出
预提税款。 

2017年11月，厄税务局发布决议，要求该国境内纳税人和纳税单位必
须尽快提交2014年至今的完整财产信息。申报对象是海内外资产总价值在
10万美元以上的法人和自然人，满足申报条件的对象必须在2017年12月
29日前在税务局官网提交2014年财产信息，2018年1月31日前提交2015

和2016年财产信息，2018年2月底之前提交2017年财产信息，随后每年都
必须及时主动申报。逾期未按时提交相关信息的，将按照现行税收法律法
规追究责任。 

4.4.2 报税渠道 

厄瓜多尔企业和个人通过企业或公共会计师按规定时间直接向国家
税务局或派出机构报税，或通过授权银行以电子方式申报和缴税。 

4.4.3 报税手续 

企业须通过聘用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每月填制并提交报税单及其
他相应资料，按不同税种按时向所辖区税务部门或通过指定银行缴纳。 

4.4.4 报税资料 

在厄瓜多尔经营的企业须有公司章程、唯一纳税人税号（更新）、企
业管理人员任命书以及所得税（年）、增值税（月）、提留税（月）、经
营税（月）及企业员工报税（年）等各种报税表。作为向税务局报税的支
持文件和单据，还需随附各种付款凭证或银行盖付讫章的表格，如：购货
发票、购货赊账单、购货提留税凭证、销售发票、销售赊账单、销售提留
税凭证等单据或凭证。另外，企业需妥善保存至少6年的缴税资料和凭证，
以备税务部门稽查、核实。 

4.5 赴厄瓜多尔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厄瓜多尔劳工部是厄瓜多尔工作许可审批和发放的主管部门。通信地
址、电话等详见《指南》附录。 

4.5.2 工作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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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工法》规定，在厄瓜多尔从事劳务或工作，须申请获得工作
许可。外籍劳工须申请劳动许可和相应的工作签证，才能在厄瓜多尔从事
有酬工作，企业外籍劳工用工比例不得超过20%。 

4.5.3 申请程序 

外籍人员在厄瓜多尔申请工作需先由雇主通过律师向厄瓜多尔劳工
部申请劳动许可，再向外交部申请可从事一般性劳务的12-VI工作签证，
使其在厄瓜多尔工作和居留合法。申请职业身份证是外国公民的义务。在
申请12-VI工作签证时，要求在递送材料中包括由厄瓜多尔公司总监署出
具的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2500美元的有效证明。公司驻厄瓜多尔负责人申
请9-IV总授权签证，需要公司注册资本达到25000美元。  

申请工作许可种类有：艺术家有90天内和90天以上2种；外国体育工
作者劳动许可；对收容人员临时（90天）工作许可；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外
国人工作许可。 

4.5.4 提供资料 

（1）申请人基本情况（填写劳工部职业和人力资源司提供的正式表
格）。 

（2）经公证的护照复印件，证明本人身份和有30天有效期签证页复
印件。 

（3）护照照片2张。 

（4）经公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或类似证明文件。 

（5）由公司总监署或银行出具拟雇用外籍人员的企业或银行机构已
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证明原件和/或认证件。如雇主系自然人须提供税号或
满足劳工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6）提供在申请劳务活动许可和职业身份的申请提交前一个月的向
社保局缴纳保险费人员名单证明复印件，在该名单备注栏中须注明国籍和
所列每个员工职务，并由员工本人签字。 

（7）劳务合同原件和/或劳务合同公证件，该合同须写明劳工部职业
和人力资源司所规定的条款（另外，该合同须经劳工部劳动检查部门认证）
合同应在劳动检查部门登记。 

（8）按劳工部要求，对在企业工作的厄瓜多尔员工进行培训协议。 

（9）经公证的申请职位的学习和/或经验证书，文凭，须经厄瓜多尔
驻雇用的外籍人员所在国家领馆认证。如所需文件非西班牙语，则需要事
先译成西语，该翻译文本需经公证员公证并要求翻译在厄瓜多尔领事或民
事法官面前签字。 

（10）支付职业身份证特殊费用（USD 60.00）付讫凭证。该费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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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移民处官员审核提交文件并认定文件齐全后向财务司缴纳。 

如需更新劳动许可和职业身份证，除第8条外，须履行其他各个步骤
并随附以前的职业身份证。 

相关说明：（1）劳动许可是获得工作签证和职业身份证的前提条件；
（2）工程师须提交临时许可证；（3）文件需装订活页夹提交。 

厄瓜多尔外交部2014年7月22日出台新政策，从7月7日起外国人在厄
办理签证免除提交之前规定要求的厄瓜多尔公司监管局出具的各类文件
证明材料。具体政策条款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cancilleria.gob.ec/la-direccion-de-migracion-y-extranjeria-elimina-re

quisitos-emitidos-por-la-superintendencia-de-companias-para-la-obtenc

ion-de-visas/ 

4.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有哪些？ 

4.6.1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433474，22432965  

传真：00593-22433474  

电邮：ec@mofcom.gov.cn  

网址：ec.mofcom.gov.cn 

4.6.2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 

西班牙语名称：Cámara de Empresas Chinas en Ecuador 

所在地：基多市 

地址：El Salvador y las Naciones Unidas 

协会主席：刘爱生  执行秘书长：刘佳瑶 

电话：00593-967871987 

4.6.3 厄瓜多尔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外交办公楼2-26 

邮编：100600 

电话：010-65323849/65323158/65320489 

传真：010-65324371 

电邮：embecuch@public3.bta.net.cn 

网址：www.embbiz.net/ecuado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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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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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jyb@126.com 

网址：www.caitec.org.cn 

4.6.5 UNDP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2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电话：010-85320733、85320776 

4.6.6 南南合作促进会海外投资项目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南里甲2号 

电话：010-65280465、56765617 

网址：www.china-ofdi.org 

4.6.7 所在国（地区）投资服务机构 

序

号 

厄瓜多

尔投资

服务机

构 

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投资咨

询机构 

Afines S.A. 

Asesoria 

Financiera 

Chimborazo 418 y 

Aguirre,2do 

piso-Oficina 203 

TELE:5934-2524773,593-0

999660973,593-09944295

84EMAIL:infosoluciones@

afines.fin.ec / 

rpalacios@afines.fin.ec 

Citadel Casa 

de Valores 

Luque y Pichincha 

(esquina), Edificio 

BancoPark - Piso 14 

 

Teléfono: (593) 4 2320687 

ext. 103 

Celular: (593) 9 97641398 

info@citadel.com.ec 

2 
资产评

估机构 

TECNITASER 

CIA. LTDA. 

Quito - Ecuador / El 

Espectador E8-13 y 

Av.de los Shyris  

593 (2) 600 4942  Cel: 

0984523524 

INTECVAL Edificio City Office Telef: 5024752- 

http://www.cai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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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Piso 3 Of. 331. 0990037516，

info@intecvalsa.com 

3 
会计师

事务所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a. 

Principal Quito | 

Whymper N27-70 y 

Orellana | Edif. 

Sassari (6to piso) | 

Quito – Ecuador |，

Sucursal Guayaquil| 

Condominio “Colón 

104”, situado en la 

Ciudadela Kennedy 

Norte Mz. 104. 

Solares 3, 4 y 5 Calle 

Gabriel Pino Roca 

entre Vicente Norero 

de Luca y Ezequiel 

Flores 

Principal：T (oficina) +593 

(2) 3 617 283 / 3 617 272| 

C (celular) +593 (9) 

98011230 | E-mail: 

contacto@ec.gt.com，

Sucursal：T (oficina)+593 

(4)2680-057- 2680-168 |C 

(celular) +593 (9) 

84514369 | 

E-mail: 

contacto@ec.gt.com 

AdvanceAudit 

Av. República del 

Salvador N35-82 y 

Av. Portugal，Edif. 

Twin Towers Oficina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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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 

（1）根据自身实力和厄瓜多尔投资环境选择好项目，除能源和矿业
外，选择厄方关切的能促进其经济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产品生产加工
后可返销或复出口的项目，做好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跟踪。 

（2）了解厄瓜多尔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市场现状和消费特点，
了解厄瓜多尔政府和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态度和要求，了解合作方的想法和
利益，利用当地人脉关系、渠道与厄瓜多尔主管部门做好沟通和协调。 

（3）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或有资质、能力和信誉的专业机构和人士
作为委托机构和相关业务代理人。 

（4）厄瓜多尔环保、劳工等法律规定严格。企业在项目运作前须制
定完备的环保方案。项目审批手续严格、时间长，加大了投资领域的开发
难度，增加了成本。此外，厄瓜多尔劳工法对外资公司的内外员工比例有
严格要求（需达到4:1），并对当地劳工提供保护，中国企业需有较充分
的思想准备，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5）重点关注厄投资环境和风险等。厄政府于2017年废除与各国签
署的《投资保护协定》，目前商签新协定的工作尚未启动。 

5.2 贸易方面 

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开展贸易应注意：（1）近几年，在中厄双边贸
易中，中方顺差逐年扩大，特别是纺织服装、家用水龙头、陶瓷制品、鞋
类产品、机电产品等对厄瓜多尔出口增速较快，对厄国内产业造成一定冲
击。厄瓜多尔海关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提高了关税，并在技术标准
等方面设限，提高准入门槛。为此，向厄出口此类产品的企业一定要做好
市场调研，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2）做好贸易政策、环境和市场调研，有针对性地选择好出口产品，
并在出口有市场潜力、物美价廉的产品时，注重产品质量，讲求信誉，组
织中国品牌产品的出口。在向厄瓜多尔市场出口机电产品、工业和农业机
械设备以及车辆时，要做好配套维修、保养和零部件供应等售后服务。 

（3）与厄瓜多尔商人进行交易时，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签订正式购
销合同，以保证双方的权益。不能只用形式发票作为交易的正式文件（因
形式发票只起正式报价单作用，对买卖双方均无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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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点关注厄政府类项目的付款风险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行政效
率低下、人事变更频繁等问题。 

5.3 承包工程方面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承包应注意： 

（1）建议中国企业在决定进入厄瓜多尔市场参与项目竞标时，选择
当地有一定渠道且人脉关系较好的代理协助获取信息，了解当地工程项
目，研究法律、法规、劳工政策、行事方式和潜规则等相关情况，积极稳
妥参与竞标。 

（2）根据国内相关规定，中国企业在到厄瓜多尔参与投资和工程承
包项目之前，应与驻厄使馆经商参处保持联系。相关企业抵达厄瓜多尔后，
到经商参处报到、备案。 

（3）在项目建设中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履行合同中各项条款及约
定，注意处理好环保、社区、劳工等敏感问题，分阶段保质、保量、如期
完成中标项目。 

5.4 劳务合作方面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开展劳务合作应注意： 

（1）厄瓜多尔劳动力相对充裕，政府和相关部门尚未就境内工程项
目与外国政府或企业开展劳务合作，这方面具体规定不多。 

（2）如果与厄瓜多尔开展劳务合作，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容易产
生误解，为此，中国企业须做到： 

①切实执行中国各部委有关外派劳务的相关规定，选择具有国际劳务
合作资质和经验的正规企业。 

②事先全面了解厄瓜多尔相关法律法规、劳务市场行情、用工、工作
许可审批制度和签证管理制度，了解具体项目以及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
工资待遇等情况。履行项目审查，审慎完整地签订劳务合同，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 

③聘用资信好的法律、会计机构或人员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并严格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保证项目和劳务合同顺利执行。 

    （2）重点关注厄政府类项目的付款风险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行政效
率低下、人事变更频繁等问题。如付款到位不及时将影响工人薪金支付。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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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厄瓜多尔已废止与外国签署的全部双边投资协定，协定
废止之前进行的投资能够获得一定时间的延长保护，企业进行的新投资在
空窗期内存在一定风险， 

（2）在厄政府与西方石油公司（OXY）的纠纷因国有化征用而起，
并且在裁决过程中出现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 

（3）目前，外国公司利润汇出需缴纳5%的外汇汇出税，需在计算成
本时加以注意。 

（4）厄法规政策变化大，法律环境欠稳定，政出多门。企业应在合
同中对纠纷仲裁等条款达成明确一致，避免后续权益受损。 

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投资合作还应有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政治和经
营环境风险防范意识，进入后一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在厄瓜多尔
合法经营、运作和生活的各类手续，如企业注册、人员工作签证、工作许
可以及物资、设备及产品准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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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企业在厄瓜多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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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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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他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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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经济交往中要注意了解客户的信誉和经济实力，核实对方各
类经营许可，以免上当受骗。 

（2）自然灾害：厄瓜多尔自然灾害主要有地震、火山爆发、洪水、
山体滑坡以及干旱等。2016年4月16日，厄瓜多尔西北部发生里氏7.8级强
烈地震，造成当地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659人死亡，40人失踪，近3

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3）食品卫生：疟疾和黄热病在厄瓜多尔沿海部分地区时有发生，
建议自备药物。平时须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沙拉等生冷凉菜，建议饮
用热开水或瓶装矿泉水。 

（4）电压：110伏交流电，中国家电的电压一般为220伏，在厄瓜多
尔需要通过使用变压器方可使用。 

（5）证件管理：有中国公民在抵达厄瓜多尔基多机场时，因所持护
照有效期不足半年或护照破损，而被遣返。因此，中方人员要遵守护照管
理规定，不得污损、涂改、伪造护照，并注意有效期。 

（6）海关规定：厄瓜多尔海关总署对入境人员携带物品的最新规定：
手机、摄像机、GPS、照相机、电子游戏机、IPAD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
产品不超过2件（1新、1旧）；22寸及以下平板电视机、DVD播放机、投
影仪、台式电脑、22寸及以下电脑显示屏和打印机等电子产品不超过1件
（新或旧）；酒精饮料不超过3升；移动存储介质不超过6个；香烟不超过
20包（每包20支）。如入境人员携带上述物品超额，将按规定征收20-35%

的关税。 

厄瓜多尔海关发布公告，厄瓜多尔航空管理局对旅客随身携带物品制
定新规定：矿泉水、糖浆、洗发水、牙膏、沐浴液、果酱、防晒霜等液体
或半液体物品，每种物品携带量不得超过100毫升/100克/3.4盎司，且必须
装在20×20cm规格透明塑料密封袋里。每人携带密封袋不超过1个。入境
时携带现钞总数不得超过10000美元。 厄瓜多尔政府拟将出境人员免费携
带的美元现钞最高金额由10000美元降至1000美元。 

特别提示：在厄瓜多尔机场海关曾发生多起华人华侨因携带海参、海
马等物品出境而遭到没收、罚款和扣留事件。厄瓜多尔法律规定，严禁携
带上述受保护物品出境，一经查出，携带者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数年监
禁。自2013年年初开始，厄方加强了有关领域执法力度。 

（7）安全防范：夜间乘坐私人出租车存在被带至偏僻地点遭团伙抢
劫的风险，建议必须夜间出门时，乘坐橘底黑字车牌，安装安全监控套件
的正规出租车。 

曾连续发生数起驻厄瓜多尔中资企业项目现场遭遇当地犯罪团伙持
枪抢劫案件。在此，再次提醒各中资企业，严格落实对驻地和工地周边安
全防范措施，加强与驻地和工地周边警方联系。如有条件，请尽快安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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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装置。夜间尽量不安排外出活动，切勿将手提包、电脑包、大件行李等
物品放置车内。尽量避免员工，尤其是中方员工在当地银行大量取现。如
发生被抢案件，首先务必确保人员安全，并在事发第一时间报警，同时通
知使馆经商参处，以便获得必要指导和协助。 

（8）安全生产：2014年4月1日，位于厄瓜多尔阿苏艾省和莫罗纳—
圣地亚哥省交界处的索普拉多拉水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在竖井开挖过程中发生意外起爆，4名中国籍作业人员不幸身亡。 

各驻厄中资企业（尤其是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要引以为戒，务必高度
重视安全保障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流程作业，配备相关急救医疗设备，如
救护车、药品以及医护人员，杜绝重大伤亡事故再次发生。如发生以上类
似安全事件，应立即启动安全应急机制，务必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急救机构，
同时及时通知使馆经商参处，以便获得必要指导和协助。 

厄瓜多尔地处高原，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如：不要爬楼梯、搬重物或
跑步；尽量少喝酒或不喝酒，避免吃饭过饱；保证充分休息；暂时不要洗
热水澡；睡觉时不要将窗户关严，以利新鲜空气进入；当身体出现不适症
状，靠休息无法缓解时，可适度吸氧；若症状持续，应及时就医，遵医嘱
服药，并尽快转移至海拔较低地区，切勿麻痹大意。 

（9）厄瓜多尔每4年举行一次大选，现政府于2017年5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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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厄瓜多尔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多渠道、多层次建立与厄瓜多
尔政府主管部门、相关机构、行业商协会、地方政府、部落、社区的联系。
利用现行法律和规则趋利避害，在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保护和争取切身利
益，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由于厄政府、媒体和公众均十分重视环保、合规等问题，中资企业在
厄执行项目均应重点关注社区问题。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根据厄瓜多尔劳工法，企业雇用工人超过30人即可组织工会，因此厄
瓜多尔基层工会组织繁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中国赴厄
瓜多尔投资合作的企业，均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
借鉴国内企业开展工会活动的经验，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发挥企业工
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引导工会组织，为企业献计献策，维护工人和企业的
共同利益。 

由于厄政府对本国劳工实行严格近乎偏袒行保护，且工会组织有较强
社会影响力和煽动力，中资企业在厄执行项目均应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要注重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重视企业发展与环
保、开拓与安全的关系，密切和融洽与当地社区、部落和居民的关系，适
当出资支持社区生产和社会福利事业和建设，惠及和服务社区与民众。和
谐相处，互利共赢，为企业发展开创有利的局面。 

【案例】安第斯公司和中铁建铜冠公司，关注项目公司附近土著村落
民生，免费为当地群众修路、建立卫生所、小学校，当地重要节日进行慰
问和联欢，并优先雇佣当地劳动力，解决就业并提高当地家庭收入。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在厄瓜多尔特别是在厄瓜多尔少数民族、印第安部落较集中省份和地
区进行投资合作、商务贸易的中国企业，要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当
地风俗习惯。遇有重大民族节日或喜庆活动，要按当地习俗适当参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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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与周边社区、部落的关系，展示中国企业亲民、融合的风范。 

在厄大部分中资企业均能较好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通过雇佣项目周边
居民、新建学校医院等方式增强与当地居民的联系。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厄瓜多尔历届政府对环境保护都非常重视，制定了较健全的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和严格的制度，在能源、矿业领域以及林业等方面环保起点和要
求较高。中国在厄瓜多尔企业须认真学习了解并遵守当地环保法规和制
度，特别在开展能源和矿业项目合作过程中，要采取环保措施，切实保护
环境。 

【案例】中铁建铜冠公司在米拉多铜矿矿区植被茂密，该公司在矿山
建设过程中，建立专门的植物保育区，对珍稀树种采用移种等方式进行保
护。 

由于厄政府、媒体和公众均十分重视环保、法规严苛等，中资企业在
厄执行项目均应重点关注社区问题，提前做好环境和社区工作评估。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几年来，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注重履行社会责
任，为中厄在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企业应继续坚持并形
成制度，从企业投资合作项目的盈利中，拨出合理比例的资金作为基金有
计划地回馈当地社会，回报当地政府、社区及民众。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应通过法律手段和正常途径
使捐赠真正惠及社区与民众，起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捐赠
确实用在环保、教育、医疗等项目和关系百姓生活及切身利益的饮水、道
路建设等，更要资助和扶植社区的生产活动，培训当地农民，使其掌握生
产技能和开发致富渠道，提高生活水平。 

【案例】2016年4月16日厄西北部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在震后第一时
间，中电子和中工国际一马当先，通过捐款、派遣大型救援设备和对
ECU911中心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救灾。中资企业不仅纷纷捐款捐物，
而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投入抗震救灾第一线。 

中国水电国际工程建设公司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项目，当时，首批四
台发电机组刚刚投入发电，该公司积极配合厄瓜多尔电力部门延长发电时
间，更克服技术困难，紧急投入第五台机组发电，保证特殊时期电力正常
供应。 

在厄中资企业商会发挥积极作用，以商会名义进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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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中国企业在厄瓜多尔从事能源、资源领域投资合作要低调行事，同时，
学会与媒体打交道，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适当方式，宣传中国企业
在投资合作过程中对厄瓜多尔增加就业、增加国家税收、提高行业竞争力、
改善社区环境、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等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争取媒体的正面
报道。通过媒体扩大企业在厄瓜多尔的影响，让厄瓜多尔政府、业界、社
区了解中国企业正以实际行动实践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增信释疑，
创造有利的工作局面。 

由于当地媒体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且多数属右翼控制，易关注中资
企业集中的政府类项目。中资企业应建立完整、专业的公共关系处理团队，
及时、主动、有效处理媒体的负面报道。 

6.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国企业和人员要学会与当地执法人员打交道。打交道较多的执法人
员有移民、交通、治安和司法警察、税务和海关官员，商检、检疫人员等，
无论是遇有上述执法人员对企业人员进行各种检查和询问，还是纠正中国
企业或人员某些行为，都应在确认对方身份后配合其正当执法。同时，要
警惕个别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借机敲诈勒索，更要防范冒牌执法人员进行
犯罪活动，保证企业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 

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瑰宝。随着中厄交往日益密切，不少
厄瓜多尔民众和企业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企业在
厄投资时宜将中国文化同“入乡随俗”有机结合起来，在投资合作、融入
社区的过程中，主动介绍中厄文化差异，以便厄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的
投资理念。还可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合适的方式与当地员工甚至社区共
同庆祝，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案例】部分中资企业向厄瓜多尔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捐款，鼓励当
地员工学习汉语，通过HSK相应等级考试的可获得一定奖励。 

  在厄中资企业通过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邀请员工赴华参训等方式
积极宣传中国文化。 

2018年支持在厄瓜多尔首次举办汉语桥比赛。 

6.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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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和人员无论是在厄瓜多尔长期投资合作、进行贸易，还是短
期商务考察、市场调研均须遵守当地法规，做到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
重信誉，在社交场合，举止端庄稳重，行为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待人诚
恳热情。交谈时，表情亲切、自然，说话和气，表达得体，体现中国企业
家、商务人员的气质、修养和风度。 

目前，使馆经商参处登记备案的中资企业已达近百家，其中主要为资
源能源和工程承包类企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同为中资企业，应避免出
现恶意压价、互相诋毁等不正当竞争，在使馆和中资企业商会的指导下，
合法有序地进行正当竞争，维护我企业在厄良好声誉和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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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厄瓜多尔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在发生经济、贸易等纠纷且经友好协商无果时，
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通过仲裁机构仲裁、法院调停或裁决保护企业利益。
企业和人员权益如受到侵犯可通过律师向司法机关报案，维护企业和个人
权益。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可与以下律师事务所联系，寻求帮助和法律保
护： 

（3）FABARA & COMPAÑÍA Abogados 

网址：www.fabara.com.ec 

    基多分部： 

地址：Av.Diego Almagro No.30-118 y Av.República,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220550 

传真：00593-22568366 

 

瓜亚基尔分部： 

地址：Av. Miguel Alcívar Vásquez y Eleodoro Arboleda，Edf. Plaza 

Center, Oficina 40440 

4电话：00593-42287605 

传真：00593-42287075 

 

（2）BUSTAMANT & BUSTAMANTE LAW FIRM 

地址：Avda. Amazonas E4-69 y Patria. 

Edificio COFIEC, Piso 4, 5, 10, 11, 16, 17, 18.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562680  

网址：http://www.bustamanteybustamante.com.ec/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平时应注意与当地各级政府融洽关系，在企业权
益受到侵犯、与其他企业、部门或当地居民发生纠纷、企业内部出现劳资
纠纷等情况时，除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寻求法律保护、启动应急预案自救、
友好协商等手段外，还可向地方政府寻求帮助。厄瓜多尔投资主管部门详
见本《指南》3.2.1。 

7.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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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驻在国当地法律约
束。遇有中国公民（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籍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驻外使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实施保护，具体内容参见外交部领事保护服务。在厄瓜多尔中资企业遇到
困难时，可向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寻求保护。通过大使馆与厄瓜多尔行
业主管部门、内政、警察及司法部门联系、交涉和斡旋，维护国家利益，
保护企业权益。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 Quito, Ecuador 

国家地区号：00593-2 

电话：2444362 

传真：2444364 

网址：http://ec.china-embassy.org  

        http://ec.chineseembassy.org   

电邮：chinaemb_ec@mfa.gov.cn  

中国企业在赴厄瓜多尔投资前，应按规定征求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
经商参处意见，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办理完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应及时到
使馆经商参处报到备案，并与经商参处保持密切联系。遇有重大问题和事
件发生，应及时向公司总部和使馆报告。在处理相关事宜时，服从使馆的
领导和协调。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AV. ATAHUALPA 349 Y AV. AMAZONAS，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433474，22432965  

传真：00593-22433474  

电邮：ec@mofcom.gov.cn  

网址：ec.mofcom.gov.cn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驻厄瓜多尔多数企业，特别是石油、电信等大、中型企业，均针
对厄瓜多尔治安形势及作业区域的治安状况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并与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建立互动的应急机制，根据事件启动相应
等级预案，及时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和人员及财产安全，确保了企业在厄瓜多尔各领域合作的顺利开展。
为此，建议其他企业和新到企业尽快制定企业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并与大
使馆经商参处建立经常性联系和应急机制，确保企业在厄瓜多尔投资合作

http://ec.china-embassy.org/
http://ec.chineseembassy.org/
mailto:chinaemb_ec@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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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的健康发展。 

7.5 其他应对措施 

中国驻厄瓜多尔企业，特别是在能源、资源领域投资合作的企业，除
制定本企业突发事件应急方案以及与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建立
应急机制外，还需与厄瓜多尔内政警察部门、环保部门以及作业区域所在
地省、市地方政府建立必要突发事件的应急和处置机制，以应对和处置随
时可能发生的环保、安全事故以及其他意外事件，保证企业正常经营。 

当地紧急求助方式：一键报警电话：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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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厄瓜多尔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外交机构】 

（1）厄瓜多尔外交与移民部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Movilidad Humana del 

Ecuador 

地址： Carrión E1-76 y Av. 10 de Agosto，Quito – Ecuador 

总机电话：00593-2 2993200 

网址：https://www.cancilleria.gob.ec/ 

（2）出口促进司 

Dirección de Promoción de Exportaciones  

网址： 

https://www.cancilleria.gob.ec/direccion-de-promocion-de-exportaci

ones/ 

（3）双边贸易谈判及区域一体化司 

Dirección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y de Negociaciones Comerciales 

Bilaterales 

网址： 

https://www.cancilleria.gob.ec/direccion-de-integracion-regional-y-d

e-negociaciones-comerciales-bilaterales/ 

（4）移民司 

Dirección Migración  

地址：Av. Amazonas N32 – 171 y Av. República，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439408 / 2269436 / 2439408 

网址：https://www.ministeriointerior.gob.ec/migracion/ 

（5）领事事务服务司 

Dirección de asuntos y servicios consulares 

电话：00593-2 3933520 

网址：http://consuladovirtual.gob.ec/ 

 

【相关政府机构】 

经济和社会包容部 

Ministerio de Inclusión Económica y Social 

地址：Av. Amaru Ñan, Quito 170146. Piso 5,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8-3100 / 398-3000 

网址：https://www.inclusion.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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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卫生部 

Ministerio de Salud Pública 

地址：Av. Quitumbe Ñan y Av. Amaru Ñan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81-4400 

网址：https://www.salud.gob.ec/ 

（3）教育和体育部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Deporte  

地址：Av. Amazonas N34-451 y Av. Atahualpa,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6-1300 / 1400 / 1500 

网址：(https://educacion.gob.ec/)? 

（4）就业部 

Ministerio del Trabajo  

地址：República de El Salvador Nro. 34-183 y Suiza ,Quito,Ecuador 

电话：1800-266822 

网址：http://www.trabajo.gob.ec/ 

（5）工业和生产部 

Ministerio de Industrias y Productividad 

地址：Av. Amazonas entre Unión Nacional de Periodistas y Alfonso 

Pereira ,Quito,Ecuador 

电话： 00593-2 3948760 

网址：https://www.industrias.gob.ec/ 

（6）农业和畜牧部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 

地址：Av. Amazonas y Av. Eloy Alfaro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6-0100 

网址：https://www.agricultura.gob.ec/ 

（7）水产养殖和渔业部 

Ministerio de Acuacultura y Pesca 

地址：Puerto Pesquero Artesanal de San Mateo ,Manta - Ecuador 

电话：00593-5 2666 -109 ext. 101 

网址：http://www.acuaculturaypesca.gob.ec/ 

（8）财政部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y Finanzas 

地 址 ： Av. Amazonas entre Pereira y Unión Nacional de 

Periodistas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98300 / 400 / 500 

网址：https://www.finanzas.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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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交通和公共工程部 

Ministerio de Transporte y Obras Públicas 

地址：Juan León Mera N26-220 y Av. Orellana ,Quito,Ecuador 

电话： 00593-2 397-4600 

网址：https://www.obraspublicas.gob.ec/ 

（10）电力、矿业和石油部 

Ministerio de Electricidad,Minas y Petróleo 

地 址 ： José Tamayo E-1025 y Lizardo García 

(Esquina)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7-6000 

网址：(https://www.energia.gob.ec/?) 

（11）电讯与信息社会部 

Ministerio de Telecomunicaciones y de la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地址：Av. 6 de Diciembre N25-75 y Av. Colón ,Ecuador 

电话：00593-2 220-0200 

网址：https://www.telecomunicaciones.gob.ec/ 

（12）外交和移民部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Movilidad Humana 

地址：Carrión E1-76 y Av. 10 de Agosto,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9-3200 

网址：https://www.cancilleria.gob.ec/ 

（13）外贸和投资部 

Ministerio de Comercio Exterior e Inversiones 

地址：  Av. Malecó n Simó n Bolí var #100 y Calle 9 de 

Octubre ,Guayaquil ,Ecuador 

电话： 00593-4 2591370 

网址：https://www.comercioexterior.gob.ec/ 

（17）旅游部 

Ministerio de Turismo 

地址：Av. Gran Colombia N11-165 y Gral. Pedro Briceño Edificio 

“La Licuadora”,Quito,Ecuador 

电话：3-999-333 

网址：https://www.turismo.gob.ec/ 

（18）文化和遗产部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Patrimonio 

地址：Av. Colón E5-34 y Juan León Mera ,Quito,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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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93-2 381-4550 

网址：https://www.culturaypatrimonio.gob.ec/ 

（19）国防部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地址：Calle la Exposición S4-71 y Benigno Vela,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8-3200 / 593-2 295-1951 

网址：https://www.defensa.gob.ec/ 

（20）政府和警察部 

Ministerio de Gobierno y Política  

地址：Benalcázar N4-24 y Espejo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5-5666 

网址：(https://www.ministeriointerior.gob.ec/?) 

（21）司法人权和宗教部 

Ministerio de Justicia,Derechos,Humanos y Cultos 

地 址 ： Av. Col ó n entre Diego de Almagro y Reina 

Victoria.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5-5840 

网址：https://www.justicia.gob.ec/ 

（22）城市发展和住房部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Urbano y Vivienda 

地址：Av. 10 de Agosto 2270 y Luis Cordero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8-3600 

网址：https://www.habitatyvivienda.gob.ec/ 

（23）环境部 

Ministerio de Ambiente 

地址：Calle Madrid 1159 y Andalucía,Ecuador 

电话：00593-2 398-7600 

网址：http://www.ambiente.gob.ec/ 

（24）国家总审计署 

CONTRALORIA GENERAL DEL ESTADO 

地址：Av.Juan Montalvo No. 256 y Av. 6 de Diciembre. Quito， 

Ecuador 

邮箱：contralor@contraloria.gob.ec 

网址：http://www.contraloria.gob.ec/ 

（25）国家总监察署 

PROCURADURIA GENERAL DEL ESTADO  

地址：Av.Amazonas N39-123 y Arizaga,Quito， 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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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93-2 2941300 

网址：http://www.pge.gob.ec/ 

 

【其他公共部门】 

（1）厄瓜多尔出口投资促进委员会 

Corporación para Promoción de Exportaciones e Inversiones 

CORPEI， 

瓜亚基尔Guayaquil 

地址：Av. De las Américas #406 , Centro de Convenciones, Oficina 

1, PB,Guayaquil， Ecuador 

电话：00593-4 2925423  

基多Quito 

地址：Av.Amazonas 4430 y Villalengua， Edificio Amazonas 100， 

Piso 8，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460606 

邮箱：corpeiinforma@corpei.org.ec 

网址：http://www.corpei.org.ec/la-institucion/ 

（2）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 

Servicio de Rentas Internas-SRI 

地址：Av. Amazonas entre Unión Nacional de Periodistas y José 

Villalengua. Quito - Ecuador 

电话：00593-2 393 6300 

网址：http://www.sri.gob.ec/web/guest/home 

（3）厄瓜多尔电力调控机构 

Agencia de Regulación y Control de Electricidad 

地址：Av. Naciones Unidas E7-71 y Av. De Los Shyris， Quito， 

Ecuador  

电话： 00593-2 2268744  

网址：http://www.regulacionelectrica.gob.ec/ 

（4）厄瓜多尔国家能源控制中心 

Centro Nacional de Control de Energía CENACE 

地址：Panamericana Sur Km 17.5， Santa Rosa，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992001  

传真：00593-2 2992031 

网址：www.cenace.org.ec 

（5）厄瓜多尔国家民航总局 

Dirección General de Aviación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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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uenos Aires Oe1-53 y Av. 10 de Agosto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47400  

网址：http://www.aviacioncivil.gob.ec/ 

（6）厄瓜多尔公司、证券、保险监管署 

Superintendencia de Compañías,Valores y Seguros 

地址：Calle Roca 660 y Amazonas，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2997800  

网址：www.supercias. gov.ec 

（8）厄瓜多尔银行及保险监管署 

Superintendencia de Bancos y Seguros 

地址：Av.12 de Octubre 1561 y Madrid，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554225/2554226/2554126 

传真：00593-2 2506104/2506099 

信箱：17-17-770， Quito， Ecuador 

网址：https://www.supercias.gob.ec/portalscvs/ 

（9）厄瓜多尔知识产权局 

Instituto Ecuatoriano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IEPI 

地址：Av. República 396 y Diego de Almagro, Edif. Forum 300，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3940000  

网址：https://www.propiedadintelectual.gob.ec/ 

（10）厄瓜多尔标准化局 

Servicio Ecuatoriano de Normalización （Inen） 

地址：Baquerizo Moreno E8-29 y Diego de Almagro，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 3825960 al 99 

网址：http://www.normalizacion.gob.ec/ 

（11）国家统计与普查局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 y Censo Inec 

地址：Juan Larrea y José Riofrío，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232303 - 2232012 - 223215 

网址：http://www.ecuadorencifras.gob.ec/institucional/home/ 

（12）社会保障局 

Instituto Ecuatoriano de Seguridad Social （IESS） 

网址：https://www.iess.gob.ec/ 

（13）国家石油公司 

PETROECU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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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lpallana E8-86 y Av.6 de Diciembre，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3942000 

网址：https://www.eppetroecuador.ec/ 

 

【海关】 

厄瓜多尔海关 

Aduana de Ecuador 

（1）总部： 

地址:Dirección General, Av. Malecón Simón Bolívar entre 9 de 

Octubre y P. Icaza Guayaquil - Ecuador  

电话：00593-4 3731030 

传真：00593-4 2488894 

网址：https://www.aduana.gob.ec/ 

（2）基多分部Distrito de Quito： 

地址:Centro Logístico de Carga /Nuevo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Quito 

电话：00593-2 3945830 

（3）昆卡分部 Distrito de Cuenca： 

地址：Elia Liut 2-08 y Gil Ramirez Dávalos 

电话：00593-7 2807900 

（4）埃斯梅拉达分部Distrito de Esmerada： 

地址：Av. Jaime Roldós Aguilera, vía al Puerto Marítimo. 

电话：00593-6 2721401 / 2725660 

传真： 00593-6 2725660 

曼塔分部Distrito de Manta： 

地址：Avenida Malecón Jaime Chávez Gutierrez. Edificio Aduana 

del Ecuador, junto a Autoridad Portuaria. 

电话：00593-5 2620410 / (5935) 2 623119 

传真：00593-5 2627951 

（6）瓜亚基尔分部Distrito de Guayaquil： 

地址：Puerto Marítimo – Av. De La Marina. 

 电话：00593-4 2012002 / 2500128 / 2012006 

（7）瓜亚基尔航空货运区海关 Carga Aérea: 

地址： Av. de las Américas, Terminal de Carga Aérea – Edificio 

TCE Terminal de Carga Ecuador 

电话：00593-4 2287834 

 

https://www.aduana.go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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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1）厄瓜多尔中央银行 

Banco Central del Ecuador 

网址：https://www.bce.fin.ec/ 

基多总部： 

地址：Av.10 de Agosto N11-409 y Briceño. Quito-Ecuador 

电话：00593-2 3938600ext. 2850 /  2867 / 2858 

邮箱：eci@bce.ec 

瓜亚基尔分部： 

地址：Edificio Ex Suizo, calle Francisco P. Icaza #203 entre Pedro 

Carbo y Pichincha 

电话：00593-4 3729470 

昆卡分部： 

地址：Calle Larga y Huaynacapac 

电话：00593-7 2831255 
（2）厄瓜多尔国家银行 

Banco del Estado del Ecuador 

地址：Avda. Atahualpa OE1-109 y Avda. 10 de Agosto, Quito，
Pichincha, Ecuador 

电话：00593-2 2999600, 2260723  

传真：00593-2 2250320 

（3）厄瓜多尔国家促进银行 

Banco Nacional de Fomento BNF 

地址：Av. Antonio Ante Oe1-15 y Av. 10 de Agosto, Antonio Ante 

Oe1-15, Quito 

邮箱： correo@bnf.gov.py  

电话：00595-21 413 9000 ， 02 2946500 

网址：https://www.bnf.gov.py/ 

（4）厄瓜多尔发展银行 

Banco de Desarrollo de Ecuador  

地址：Av. Amazonas y Unión Nacional de Periodistas, Plataforma 

Gubernamental de Gestión ，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02 2999600 

传真：00593-02 2250320 

邮箱：info@bde.fin.ec 

网址：http://bde.fin.ec/ 

（4）国家金融公司 

mailto:eci@bce.ec
mailto:correo@bnf.gov.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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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ción Financiera Nacional CFN 

网址：https://www.cfn.fin.ec/ 

瓜亚基尔： 

地 址 ： Av. 9 de Octubre 200 y Pichincha 

(Matriz) Guayaquil-Ecuador  

电话：00593-4 2591800 / 2 3935700  

基多： 

地址：Iñaquito 36 A, entre Av. Naciones Unidas y Corea, Edificio 

Platinum G. 

    电话: 00593-02 3935700 / 3935899 

 

【商会/协会】 

（1）厄中商会 

Cámara de Comercio Ecuatoriano China 

地址：Cedros Sur 409 Diagonal, Urdesa Central (Atrás de Plaza 

Triángulo) 

电话：00593-4 2383663 / 4 2383528 

邮箱：info@camarachina.ec 

网址：http://camarachina.ec/ 

（2）基多商会 

Cámara de Comercio de Quito 

地址：Av. Amazonas y República, Edificio Las Cámaras 

电话： 1800 22 72 27  

邮箱：info@lacamaradequito.com 

网址：www.ccq.org.ec/www.lacamara.org/www.ecamcham.com 

（3）瓜亚基尔商会 

Cámara de Comercio de Guayaquil  

地址：Centro Empresarial Las Cámaras, Pisos 2 y 3 - Av. Francisco 

de Orellana y Miguel H. Alcívar. Guayaquil， Ecuador  

电话：00593-4 2596100  

邮箱：info@lacamara.org 

网址：www.lacamara.org 

（4）曼塔商会 

Cámara de Comercio de Manta  

地址：Avenida 2 entre calles 10 y 11，Manta, Ecuador  

电话：00593-5 2626516 

传真：00593-2262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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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cacoma@ccm.org.ec 

网址：https://www.ccm.org.ec/socios 

（5）瓜亚基尔工业协会 

Cámara de Industria de Guayaquil 

地址：Av. Francisco de Orellana, Guayaquil 090512，Guayaquil， 

Ecuador 

电话：00593-04 3713390 

网址：http://www.industrias.ec/inicio.ks 

（6）皮钦查省中小公司商会 

Cámara de la Pequeña y Mediana Empresa de Pichincha 

地址：Av. Amazonas N34-332 y Atahualpa, segundo piso del Centro 

de Exposiciones Quito. 

电话：00593-2459493 / 2443388 

邮箱：comunicaciones@capeipi.org.ec 

网址：https://www.capeipi.org.ec/ 

（7）曼塔工业商会 

Cámara de Industrías de Manta 

邮箱：industriasmanta@cimanta.org 

网址：http://www.cimanta.org/ 

（8）厄瓜多尔全国花卉出口协会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Productores y/o Exportadores de Flores 

del Ecuador Expoflores 

地址：   Av. Amazonas y Rep ú blica.  Edificio “ Las C á
maras”.  Piso 12，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 022923646  

邮箱：info@expoflores.com 

网址：https://expoflores.com/ 

（9）厄瓜多尔全国可可和工业化出口商协会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xportadores de Cacao e Industrializados 

del Ecuador ANECACAO 

地址：Av. Miguel H. Alcívar y Victor Hugo Sicouret Edif. Torres del 

Norte, Torre B, Oficina 6 - Guayaquil, Ecuador 

电话： 00593-4 2687264/2687248 

邮箱：：info@anecacao.com 

网址：http://www.anecacao.com/index.php/es/inicio.html 

（10）厄瓜多尔全国咖啡委员会 

El Consejo Nacional Cafetalero COFENAC 

mailto:cacoma@ccm.org.ec
mailto:info@expoflo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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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v. 2 , Calle 12 y 13 Edific. DelBank, 4to. piso Oficinas 

411-412， Manta – Manabi – Ecuador 

电话：00593-52 623983 / 623985 / 629876 / 621218 

传真：00593-52 623982 

邮箱： jvera@cofenac.org  

（11）全国咖啡出口协会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xportadores de Café ANECAFE 

地址：Avenida 2da entre calles 11 y 12 ,Edificio Banco Pichincha – 

Piso 10 Oficina 1001，Manta，Ecuador 

电话：00593-5 2613337 

邮箱：anecafe@aiisat.net 

网址：http://www.anecafe.org.ec/ 

（12）厄瓜多尔汽车工业企业协会 

Asociación de Empresas Automotrices del Ecuador-AEADE 

地址：Núñez De Vela E3-13 y Av.Atahualpa，  Edif.Torre Del 

Puente， piso 10.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269056/2269052  

邮箱：aeade@aeade.net 

网址：http://www.aeade.net/ 

（13）厄瓜多尔矿业协会 

Cámara de Minería del Ecuador  

地址：Av. 12 de Octubre N26-97 y Lincoln, Edificio,TORRE 1492 

Piso 12, Oficina 1203,Quito, Pichincha, EcuadorAv. 12 de Octubre N26-97 y 

Lincoln, EdificiQuito, Pichincha, EcuadorQuito, Pichincha, Ecuador 

电 话 ： 00593-02 2986624/02 

2986625/02-2986-62602-2986-62602-2986-62602-2986-62602-2986-6

26 

网址：http://www.cme.org.ec/ 

（14）基多建筑协会 

Cámara de la Construcción de Quito 

地址：Psje. Juan Pablo Sanz e Iñaquito Edf. CCQ，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 2432370 ext. 710 

邮箱：acomunicacion@camicon.ec 

网址：http://www.camicon.ec/ 

（15）厄瓜多尔纺织工业协会 

Asociación de Industriales Textiles del Ecuador 

地址：Av. Amazonas y Av. República, Edificio "Las Cámaras", 

mailto:jvera@cofenac.org
http://www.anecafe.org.ec/
mailto:acomunicacion@camico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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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avo Piso.Distrito Metropolitano de Quito – Ecuador 

电话：00593-2-224 9434 – 245 1286 – 2451350 

传真：00593-2-244 5159 

邮箱：aite@aite.org.ec 

网址：http://www.aite.com.ec/ 

（16）厄瓜多尔制鞋企业协会 

Asociación de Fabricantes de Calzado del Ecuador ASOFACAL 

邮箱：asofacal@andinanet.net 

（17）厄瓜多尔全国皮革鞣制协会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Curtidores del Ecuador Ambato， Ecuador 

地址：Parque Industrial Av. IV y Calle D Lote 114 

电话： 032434016 

邮箱：presidencia@ance.com.ec 

（18）厄瓜多尔鞋类皮革及附件商会 

Cámara Ecuatoriana del Calzado， Cuero y Conexos CAMEC 

邮箱：asofacal@andinanet.net 

（19）厄瓜多尔木材工业协会 

Asociación Ecuatoriana de Idustriales de la Madera AIMA 

邮箱：info@aima.org.ec 

网址：http://www.aima.org.ec/mision.php 

（20）厄瓜多尔柚木和热带木材生产商和销售商协会 

Asociación Ecuatoriana de Productores y Comercializadores de 

Teca y Maderas Tropicales 

电话：04 2090 101 

（21）厄瓜多尔电讯企业协会 

Asociación de Empresas de Telecomunicaciones – ASETEL 

地址：Av. 12 de Octubre N24-562 y Cordero Edificio World Trade 

Center Torre A, Oficina 303 

电话：00593-222-6684 

邮箱：j.cevallos@asetel.org.ec 

网址：http://asetel.org.ec/inicio/nosotros/ 

（22）皮钦查省旅游协会 

Cámara de Turismo de Pichincha 

地址：Rumipamba E2-324 y Av. Amazonas Edif. Torre Carolina Piso 

9 

Quito - Ecuador 

电话：2257-533 / 2257-534 / 2267-233 

mailto:aite@aite.org.ec


113 
厄瓜多尔 

 

传真：2257-533 ext. 215 

邮箱：captur@captur.com 

网址：http://www.captur.travel/ 

（23）厄瓜多尔旅行社及旅游协会 

Asociación de Agencias de Viajes y Turismo ASECUT 

地址：Amazonas y Orellana Edificio Polimundo 2do piso Ofcicina 

201  

电话：2548214 / 2523595   

邮箱：http://www.asecut.com/ 

（24）安第斯国际公路运输企业协会 

Asociación Andina de Transportistas Internacionales por Carretera 

ANDINATIC 

地址：Salinas N17-245 y Santiago， Edif. de la Federación de 

Choferes Profesionales del Ecuador， Of.405， Quito， Ecuador  

电话：00593-22543573 

（25）厄瓜多尔渔业协会 

Asociación Pesquera del Ecuador  

地址：Av. 9 De Octubre 424， Esq. Gran Pasaje， Oficina 802， 

Guayaquil， Ecuador 

电话：00593-42308448 

（26）厄瓜多尔私人银行协会 

Asociación de Bancos Privados del Ecuador ABPE 

地址：Avenida República de El Salvador N35-204 y Suecia, Edificio 

Delta 890, Piso 7 

电话：00593-2 2466670 - 2466671 -2466672 

传真：00593-2 2466701 - 2466702  

邮箱：contacto@asobanca.org.ec 

网址：http://www.asobanca.org.ec/ 

（27）厄瓜多尔的石油工业协会 

ASOCIACIÓN DE LA INDUSTRIA HIDROCARBURÍFERA DEL 

ECUADOR (AIHE) 

地址：Av. 12 de Octubre N26-48 y calle Abraham Lincoln, Edificio 

Mirage Ofc. 3-C 

电话：00593-2 4503164; 4503169; 4504035 

邮箱： aihe@aihe.org.ec 

网址：http://www.aihe.org.ec/ 

（28）瓜亚基尔海关报关行协会 

mailto:captur@captur.com
mailto:contacto@asobanca.org.ec?subject=Contacto
mailto:aihe@aihe.or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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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ciación de Despachadores de Aduana de Guayaquil 

地址：L.Urdaneta 108 Y Cordova Edif.Rocafuerte 2 Ofic.1a - L 

Urdaneta, 

GUAYAS, GUAYAQUIL,ECUADOR,  

电话：04-2566535 

（29）厄瓜多尔香蕉出口协会 

ASOCIACION DE EXPORTADORES DE BANANO DEL 

ECUADOR （A.E.B.E.） 

地址：Av. Luis Orrantia Cornejo entre Nahin Isaias y Manuel Castillo 

Cdla. Kennedy Norte Edif CLASSE Of 302 

Guayaquil-Ecuado 

网址：http://www.aebe.com.ec/ 

（30）厄瓜多尔出口联合会 

La Federación Ecuatoriana de Exportadores （FEXPORT） 

基多Quito 

地址：Nuñez de Vela E3-13 y Atahualpa,Ed. Torre del Puente, piso 

7 

电话：00593-2 373 1130/1/2/3/4 

瓜亚基尔Guayaquil 

地址：Av. Miguel H. Alcivar Mz. 506 y Nahim IsaíasEd. Torres del 

Norte, Torre B, piso 5, Of. 501 

电话：00593-2 268 7240 / 1 

昆卡Cuenca 

地址：Av. Florencia Astudillo y Alfonso CorderoEd. Cámara de 

Industrias, piso 13 

电话：00593-7 2881363 

曼塔Manta 

地址：Av. 3 entre calle 12 y 13Ed. DELBANK, piso 3, Of. 309 

电话：00593-5 2612786 

网址：http://www.fedexp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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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商会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 中资企业商会 

驻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商务部正式
批复）。为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转变职能，中资企业协会于2016

年3月正式更名为中资企业商会。截至2017年3月，正式注册会员企业61

家，涉及工程承包、能源资源、金融和通讯等领域。会长单位是安第斯石
油公司。 2018年2月，商会完成会长换届工作。经选举，由中国电建担任
新会长单位，华为任秘书长单位。 

驻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有： 

（1）搭建与政府的沟通渠道； 

（2）不定期就厄瓜多尔立法涉及中资企业重大利益的问题召集理事
单位协商商讨，同谋对策； 

（3）密切联系使馆，了解涉及重大政策和事件； 

（4）跟踪厄瓜多尔政府各项法律法规重要变更，完成厄瓜多尔经贸
领域主要法律的西英翻译和印刷； 

为会员企业提供的服务： 

（1）接待国内来访企业，帮助企业了解厄瓜多尔投资环境、投资风
险和风险控制措施，介绍中资企业在厄瓜多尔经营情况和经验，帮助企业
科学决策； 

（2）提供法律法规普及讲座、法律翻译文本和法律咨询服务； 

（3）推动企业间互访和交流，帮助企业建立良性伙伴关系。 

驻厄瓜多尔中资企业协会联系方式： 

所在城市：基多 

地址：Naciones Unidas Avenue E 10-44 and Republica de El 

Salvador, Quito, Ecuador 

联系人：刘佳瑶 

职务：秘书长 

电话：00593-967871987 

电邮：liujiayao@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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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国药（CHINA SINOPHARM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DOMICILIO TRIBUTARIO） 

Celular:0986688886  

Email:liuxiaobao@sinopharm.com  

2 川庆 

Tele:00593-2 3800 980 - 3800981 - 

3800990 

E-mail:ccdc@ccdc-ec.com   

3 中石化国工 

Tele:00593-2 3934440 

Email:administracion@sinopecservice-e

c.com 

4 
中铁建铜冠(EcuaCorrinete 

S.A. ) 

Tele: 00593-2 3972000.                 

Email:info@corriente.com.ec 

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厄瓜多尔

分公司  

Tele:00593-2 3972300                                                                                                                   

Email:Tania.villamizar@huawei.com 

6 中国路桥 
Tele:6013330， 

Email:zhangx@crbc.com 

7 葛洲坝 
Tele：022433151 

Emai：cggcecuador@cggcintl.com 

8 中铁十四局集团 
Tele: 02-2244886       

Email:crcc14th.ec@hotmail.com 

9 中铁一局 
Tele:0980056088 

Email:chenxinghu86@gmail.com  

10 中工国际 
Tele:023324577.   

Email:shaoyinghuan@camce.com.cn 

11 中国电建 
Tele:02 23944120 

Email:gerenciasinohydro@gmail.com 

12 西安西电 
Tele: 0981719128 

Email:lufz@xianelectric.com.cn 

13 中电子 
Tele：02 5139605 

Email:veronica.gusumba@ceiec.com.ec 

14 兖矿 
Tele: 02 4528498 

Email:changwen_wang@live.cn 

 

 

mailto:liuxiaobao@sinopharm.com#inbox/_blank
mailto:ccdc@ccdc-ec.com#inbox/_blank
mailto:administracion@sinopecservice-ec.com#inbox/_blank
mailto:administracion@sinopecservice-ec.com#inbox/_blank
mailto:Tania.villamizar@huawei.com
mailto:zhangx@crbc.com
mailto:cggcecuador@cggcintl.com
mailto:邮箱gerenciasinohydro@gmail.com
mailto:lufz@xianelectric.com.cn
mailto:veronica.gusumba@ceiec.co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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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厄瓜多尔》，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厄瓜多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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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厄瓜多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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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的入门向导，
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
仅供读者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
由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商参处编写，参加2018版《指南》撰稿工作的
人员分别为：吉小枫（参赞）、冀红华、刘畔、郑璐。商务部研究院对外
投资合作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对指南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改。商务部美大
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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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中央银行、公司监管署、国家统计普查局、外贸部等部门和单位以及驻厄
中资企业为本书提供宝贵信息和资料，得到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关心
和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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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