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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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临地中
海，东临突尼斯、利比亚，南与尼日尔、马里
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与摩洛哥、西撒哈拉交
界。海岸线长约1200公里，为非洲面积最大的
国家。阿尔及利亚地形分为地中海沿岸的滨海
平原与丘陵、中部高原和南部撒哈拉沙漠三部
分。沙漠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
面积的85%。阿尔及利亚国土辽阔，但大部分
地区被沙漠、森林和细茎针茅植被覆盖，耕地
面积约800万公顷，水资源紧缺，渔业资源较
丰富。阿尔及利亚矿产资源较丰富，品类逾30种，最重要的资源为石油、
天然气和页岩气，储量分别居世界第15位、第10位和第3位。 

1992-1999年，阿尔及利亚政局持续动荡。1999年，布特弗利卡就任
总统后，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国内和平与安定，此后国家政局逐步稳定，国
家建设进入正轨。当前，阿尔及利亚针对治安警察的恐怖袭击仍时有发生，
但国家安保力度和反恐力度较大，社会治安状况已大有改善，生产生活秩
序基本正常。自2014年下半年油价下跌以来，经济陷入困境，社会不稳定
因素急剧上升，政局仍面临巨大考验。2017年8月，阿尔及利亚组成新一
届政府，将优先采取提高购买力、保护民族经济、减少进口、消除失业、
保障住房等措施，来应对阿尔及利亚目前遇到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
2019年，阿尔及利亚将举行总统大选。 

阿尔及利亚法律体系健全，对于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都有明确法
律规定。同时，某些领域（如海关）政策调整变化较多。2017年阿尔及利
亚经济政策调整主要涉及贸易进口和税收等方面。为减少进口，鼓励本土
工业发展，其实行配额制度的产品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就付款方式、产品
相关证明提出新的要求。而且，根据2018年的《财政法》规定，部分税率
将有所上调。投资政策的调整一直在讨论当中，但《投资法》中关于51/49

原则（51/49原则出自2009年财政补充法案，要求任何与外国共同投资的
项目中阿方股份至少占51%）的规定至今尚未有实质性改变。 

阿尔及利亚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较大，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资源丰
富，市场体量稳居非洲前列。该国近年来连续实施基础设施五年规划，公
路、铁路、通讯、电力等领域都得到一定发展，但较规划目标还有一定距
离。此外，阿尔及利亚农业、工业、旅游业等发展程度较低，私人部门发
展也相对落后，发展潜力仍很大。目前油价下跌对阿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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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为其经济模式转型提供了契机，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遇。 

中资企业和个人在阿尔及利亚主要开展承包工程和贸易业务，投资规
模较小。整体来看，中资企业数量较大，派遣的务工人员超过4万人，由
于工作效率和工程质量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民众认可，中资企业在当地
信誉较高，承揽了一批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大量住房项目。目前，阿尔
及利亚经济形势严峻，新上项目随之减少，政府不断为本土企业提供优惠
政策扶持，国外公司不断进入阿尔及利亚市场，导致竞争愈发激烈。中国
公司在当地属地化经营比例不高，投资较少，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民众对此
颇有微词。贸易方面，中国是阿尔及利亚进口第一大来源国，阿对华贸易
长期逆差。目前，阿尔及利亚逐渐开始限制进口商品数量和种类，可能会
对中阿贸易合作带来一定影响。 

中资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投资合作，首先要了解相关领域法律法
规，随时关注相关部门的法律政策，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和办事流程开展业
务，并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政治
风险、安全风险、资金风险等，对于合作单位的资信能力、项目可能遇到
的困难等要有充分了解，不要盲目开展合作。三是要加强管理，包括工程
管理、人员管理、安全管理等，保证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质量、效率和安
全。四是要拓宽除建筑工程以外的业务领域，逐步加大对阿尔及利亚投资，
探索属地化经营模式，不断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进行创新。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赞    赵董良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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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及利亚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 La République Algérienne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以下简称“阿尔及利亚”或“阿”）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
否对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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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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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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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阿尔及利
亚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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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阿尔及利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阿尔及利亚的昨天和今天 

公元前三世纪，阿尔及利亚北部建立过两个柏柏尔王国。从1830年6

月起，法国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1958年9月19日
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1962年3月，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
和独立权。同年7月，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7月5日被定为“独立日”。
9月，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1963

年9月，本·贝拉当选首任总统。1965年6月，胡阿里·布迈丁发动政变上台，
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主席兼总理。1976年12月胡阿里·布迈丁当选为总
统。1979年2月沙德利·本·杰迪德上校当选总统。1992年1月，沙德利·本·杰
迪德辞职，以穆罕默德·布迪亚夫为首的五人最高国务委员会成立并行使总
统职权。7月，卡菲继任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1月，最高国务委员
会主席卸任，拉明·泽鲁阿勒被任命为总统。1995年11月拉明·泽鲁阿勒当
选总统。1995-1997年，阿尔及利亚完成修宪公投，通过政党法并先后举
行总统、立法、地方及民族院（参议院）的选举，各级政权建设基本完成。
1998年9月11日，拉明·泽鲁阿勒宣布提前卸任。1999年4月15日，阿尔及
利举行总统选举，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当选总统，并于2004年、
2009年和2014年三度连任，总统任期为5年。 

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领导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入侵、建立阿
尔及利亚民族国家——埃米尔国的阿卜杜·卡德尔，阿尔及利亚宗教改革运
动创始人、教育学家阿卜德·哈米德·本·巴迪斯，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领袖、
临时政府首任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 

近年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革，布特弗利卡总统致力于促
使阿尔及利亚回归国际舞台，对美国和法国逐渐开放，重新评估与摩洛哥
的关系（因西撒归属问题），重拾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北非国家甚至
是海湾国家中树立了形象，成为非洲大陆强有力的大国。 

1.2 阿尔及利亚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北濒地中海，东与突尼斯、利比亚毗邻，
西与摩洛哥接壤，南部和西南部与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西撒哈拉
相连。国土面积23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200公里，现为非洲第一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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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地形分为地中海沿岸的滨海平原与丘陵、中部高原和南部
撒哈拉沙漠三部分。沙漠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85%。
阿尔及利亚属于东1时区，比北京时间晚7小时，没有夏令时。 

阿尔及尔标志性建筑——烈士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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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行政区划 

阿尔及利亚地方行政机构划分为省（wilaya）和市镇（commune）两
级，全国共48个省、1541个市镇。各省省长由内政部提名，总统任命，省
里设有省议会；市镇由市议会管理，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另外，省与
市镇中间设有区（daïra），但仅为省的派遣机构，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全
国共设227个区，区长由总统任命。 

【首都】阿尔及尔（Alger）是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阿
尔及尔是坐落于地中海沿岸的山城，连同郊区面积共273平方公里，人口
376万，有高速公路通往东西部大城市。阿尔及利亚所有大公司总部几乎
均设于此。布迈丁机场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国际机场，阿尔及尔港是全国
最大的港口，年吞吐量约700万吨。老城卡斯巴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 

蒂巴扎古罗马遗址 

奥兰（Oran）是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位于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濒
临地中海，人口约160万。作为阿尔及利亚西部最大的城市和工业、商业
中心，奥兰被誉为阿尔及利亚“西部首都”。位于城南的艾赛尼亚机场为
国际空港，年运送旅客能力300万人次。奥兰港为阿第二大港，港宽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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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物吞吐量280万吨。其他主要经济城市还有君士坦丁、安纳巴、特雷
姆森等。 

1.2.3 自然资源 

阿尔及利亚国土辽阔，但大部分地区被沙漠、森林和细茎针茅植被覆
盖，耕地面积约800万公顷，水资源紧缺。渔业资源较丰富，可供捕鱼的
海洋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鱼类储量达50万吨。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
储量丰富，石油探明储量约17亿吨，占世界总储量1%，居世界第15位，
非洲第3位，且撒哈拉轻质油，油质较高。此外，三分之二的阿尔及利亚
领域都没有充分勘探或未勘探；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4.6万亿立方米，占
世界总储量的2.37%，居世界第10位；可采收页岩气资源预计达20万亿立
方米，居世界第3位。矿产资源品类逾30种，已探明的主要有铁矿40亿吨，
铅锌矿储量估计为1.5亿吨，铀矿5万吨，黄金173.6吨，磷酸盐20亿吨。 

南部塔西里撒哈拉沙漠 

1.2.4 气候条件 

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属地中海气候，年平均温度约为17℃，1月
最低温度约5℃，8月最高温度约38℃；阿尔及利亚高原地区属大陆性气候，
干燥少雨，冬冷夏热，1月最低温度在0℃以下，山区降雪；撒哈拉地区为
热带沙漠气候，5-9月最高温度可达55℃，昼夜温差大；沙漠绿洲、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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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漠中的盐湖地带自成小气候。每年11月-次年3月为雨季，6-9月为旱
季。沿海地区年降雨量为400至1000毫米。 

1.2.5 人口分布 

据阿尔及利亚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1月1日，阿尔及
利亚总人口约为4220万。2017年，阿尔及利亚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有
2578.42万，占总人口比例为61.1%，相较于2016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
海外侨民约有400万，其中200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口主要集中在占国
土面积不到4.7%的沿海地带，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50人，70%的人口
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阿尔及利亚华人超过4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务工人员，
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如阿尔及尔、奥兰、安那巴等。 

1.3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阿尔及利亚为统一的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每届任期5年，可连选连
任，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现任总统为阿卜杜勒-阿齐兹·布
特弗利卡。国家高级法院拥有审判总统、总理背叛行为或渎职罪的权利。
阿尔及利亚将于2019年举行总统大选。 

【宪法】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共颁布三部宪法。现行宪法于1989年2

月颁布，于1996年11月经全民公投修订。修订后的宪法主要内容是：确定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阿拉伯、柏柏尔属性；禁止在宗教、语言、种族、
性别、社团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基础上成立政党；议会由国民议会和民族院
组成；总统在议会产生前及其休会期间可以法令形式颁布法律；如政府施
政纲领两次被国民议会否决，则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等。2008年11

月，阿尔及利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2016

年2月，阿尔及利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对政治和治理提出重大建议，
包括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加强司法独立，议会反对派拥有更多手段保持
活跃，建立选举监督机构，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等内容。 

【议会】阿尔及利亚实行两院制，由国民议会（众议院）和民族院（参
议院）组成。两院共同行使立法权，对政府行使监督权，并有权弹劾政府。
政府首脑和国民议会议员均拥有法律提案权。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须经民
族院四分之三多数通过后方能生效。2017年5月，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产
生462名议员，任期5年，萨义德·布哈贾当选议长。各政党所占席位如下：
民族解放阵线162席，民族民主联盟99席，争取社会和平运动和变革力量
联盟33席，其余168个席位由中小党派和独立人士瓜分。民族院议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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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通过间接、无记名投票选出，另三分之一由总统任命。议员任期
六年，每三年改选其中一半。本届民族院共有144名议员，2015年12月29

日，民族院议员进行部分改选，民族解放阵线获23席，民族民主联盟获18

席，独立人士获4席，社会主义力量阵线获2席、新黎明党获1席。现任议
长为阿卜杜勒卡德尔·本·萨拉赫，2002年7月当选并连任至今。 

【司法机构】设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总统和司法部
长担任。法院分三级：最高法院、省级法院和市镇法庭。不设检察院，在
最高法院和省级法院设检察长，均受司法部领导。最高法院院长苏莱曼·布
迪。 

【政府】由总理、各部部长、部长和政府秘书长组成，总理主持内阁
会议，制定施政纲领，并提请议会讨论通过。2017年8月15日，总统任命
民盟总书记艾哈迈德•乌叶海亚（Ahmed OUYAHIA）为新政府总理，接替
于2017年5月上任的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现政府于2017年8月17日组
成，由总理、27名部长、1名部长和政府秘书长共29名成员组成。  

【军队】总统任最高安全委员会主席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兼任国
防部长。最高安全委员会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国防部为政府军事机关。
阿尔及利亚有人民军正规部队约20.45万人、准军事部队37.6万人。军事
力量在世界排名为第26位。 

1.3.2 主要党派 

阿尔及利亚实行多党制。根据1996年11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1997

年2月通过的政党法，阿尔及利亚有30多个合法政党。2012年1月，布特
弗利卡总统签署新的《政党法》，阿尔及利内政部据此批准了30多个新政
党。民族主义派以“民族解放阵线”、“民族民主联盟”为代表，温和伊
斯兰主义派以“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复兴运动”及“民族改革运动”
为代表，社会民主派以“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文化与民主联盟”为代
表。主要政党有： 

【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阵）】前身为“团结与行动委员会”，成立
于1954年8月，同年11月1日发动抗法武装起义，改名为“民族解放阵线”，
1997年10月又易名为“民族解放阵线党”，1988年11月恢复“民族解放
阵线”的名称。民阵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恢复国际地位。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民阵长期执政。1992年后成为在野党。1997年6月在
首届立法选举时成为议会三大执政党之一。2002年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届立
法选举中重新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一大党。2005年2月，布特弗利卡总统被
推举为名誉主席。2013年8月起，萨伊达尼（Amar Saidani）担任该党总
书记，2016年10月，萨辞去该党总书记职务，阿贝斯接任。2017年在立
法选举中仍保持第一大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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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主联盟（简称民盟）】成立于1997年2月，由老战士组织、
老战士子女组织、烈士子女组织、退役军官协会、工会、农会、全国妇女
联盟七个有影响的全国性团体组成。1997年6月，在首届立法选举中获40%

的议席，一度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一大政党。在2002年、2007年、2012年
的立法选举中均居议会第二大党。民盟主张“多样性、轮流执政”的原则，
要求深化经济结构改革，推进私有化进程。2016年5月，乌叶海亚出任总
书记。 

【阿尔及利亚人民运动（简称阿人运）】2012年3月获批成立。主张
振兴经济、解放妇女、改善民生，改善地区和国际关系，反对伊斯兰主义，
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内政。在2012年11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一跃成为仅次于
民阵、民盟的第三大党。总书记阿马拉·本尤奈斯。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简称和运）】原名哈马斯，成立于1990年，1997

年4月改为现名，系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既倡导伊斯兰化，也主张民主
和轮流执政，鼓励推进私有化，努力解决失业和住房等问题。2004年，该
党与民阵、民盟组成“统联盟”，支持布特弗利卡总统连任。2012年因与
另外两党政治分歧宣布退盟，并与民族改革运动、复兴运动两个伊斯兰政
党组成“绿色阿尔及利亚联盟”参加国民议会和地方选举，但表现不佳。
现任党主席阿卜杜拉扎克·摩克里。 

【劳工党】1990年3月29日成立，前身是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属极端
民主派政党，主张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反对经济私有化，但不反对外国
资本进入国有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现任总书记路伊莎·哈努娜。 

【社会主义力量阵线】1963年成立。主张根据人民的需要和意愿发展
国家，尊重言论自由，反对个人专制，建设一个自由、进步、团结的社会。
党主席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 

【文化与民主联盟】1989年2月11日成立，由柏柏尔人组成。主张党
政教分离；建立国家与私人相互补充的市场经济；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党
主席穆赫辛·贝勒阿贝斯。 

1.3.3 外交关系 

阿尔及利亚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尊重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武力；相互尊重、互利和对话基础
上寻求广泛合作，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和借口人权干
涉别国内政，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恐怖主义；
致力于马格里布联盟建设和地区和平，积极参与阿拉伯事务；促进非洲团
结与和平；支持欧盟－地中海合作，谋求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截至2012

年，共与1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60多个国家设立大使馆，外国常
驻阿尔及利亚使馆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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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欧盟的关系】欧盟是阿尔及利亚最大贸易伙伴。阿是欧盟第二大
天然气供应国，占据欧盟天然气市场的1/4。2005年，阿尔及利亚与欧盟
联系国协议正式实施。双方还签署了涵盖贸易交流、财经合作及阿尔及利
亚在欧劳工享受便利等多项合作协议，但在应对非法移民、反恐等问题上
存在分歧。2012年8月，阿与欧盟达成一致，决定将联系国协定关于取消
关税的时间表由2017年推迟至2020年。2013年7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
佐访阿。2014年5月、2015年6月、2017年3月，阿尔及利亚时任外长拉马
拉赴欧举行阿欧联合委员会第8次、第9次和第10次会议。2018年5月，阿
尔及利亚现任外长梅萨赫勒赴欧举行阿欧联合委员会第11次会议。 

【同马格里布国家关系】阿尔及利亚曾于1994年至2003年担任阿拉
伯马格里布联盟轮值主席国。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马格里布联盟成员国
关系稳步发展。阿尔及利亚认为马格里布联盟建设符合地区根本利益，有
利于马格里布地区各国反恐合作及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马格里布
地区实现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该地区年轻一代的希望，任何人无权
草率行事，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设置障碍。 

【同美国关系】1962年9月与美国建交，1967年中东“六•五”战争爆
发后宣布同美国断交，1974年11月两国复交。布特弗利卡总统执政后，美
国明确支持其“全国和解”政策和经济改革政策，多次表示愿在反恐、情
报交换、人员培训等方面与阿尔及利亚加强合作。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不
断。目前美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在阿尔及利亚油气领域投
资逾5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近一半的原油销往美国。阿尔及利亚是美国粮
食的主要进口国之一。2004年美国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普通最惠国待遇。
2007年6月，阿美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2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访问阿尔及利亚，并会见了布特弗利卡总统。2013年4月3日，美国国务
卿克里访阿，并会见了布特弗利卡总统。2013年6月，美国政治事务助理
国务卿希尔曼访阿。2014年4月，美国务卿克里访阿，并将阿美战略对话
上升为部长级。8月，阿尔及利亚总理萨拉勒赴美出席美非峰会。2015年3

月，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访美，与美国务卿克里主持第三轮战略对话。
10月，财长本赫尔法与美国驻阿代表签署了互换税务信息的协定。  

【同法国关系】阿法两国之间历史渊源深厚，阿尔及利亚从19世纪开
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独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等很
多非洲国家影响力很大。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债权国和最主要的贸易
伙伴之一。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法国重要的能
源供应国和商品出口目的地。阿尔及利亚目前在法国有侨民200余万人，
公司约200家。双方高层互访也较频繁。2014年6月，法国外长法比尤斯
访阿。7月，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尤素菲作为政府代表出席法国举行的纪
念一战百年阅兵仪式。12月，阿尔及利亚总理萨拉勒访法。2015年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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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反恐大游行。4月，拉马
拉外长访法。5月，法外长法比尤斯访阿。6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对阿尔及
利亚进行工作访问。2016年4月，法国总理瓦尔斯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工作
访问。2017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阿，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访法。 

【同俄罗斯关系】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与前苏联建交，双边
关系十分密切。阿尔及利亚大部分武器装备来自前苏联，但两国贸易处于
较低水平。1991年12月，阿尔及利亚表示承认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2001

年布特弗利卡总统访俄，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
2005年10月，两国首届经贸混委会在俄召开。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
京访阿，免除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债务，双方签署35亿多美元军购合同。
2008年1月，布特弗利卡总统访俄，双方签署航空合作协议及俄罗斯公司
承建阿尔及利亚铁路合同。2014年5月，俄联邦议会议长马特维延科访阿。
2015年7月，阿尔及利亚-俄罗斯第七届政府间经贸、科技合作混委会在莫
斯科召开。2017年10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阿。2018年1月，俄罗
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访阿。  

【同摩洛哥关系】1963年阿摩曾因边界争端发生武装冲突。1976年
阿尔及利亚承认“西撒国”后，摩洛哥宣布与阿尔及利亚断交。1988年两
国复交。布特弗利卡当选总统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致电祝贺。哈桑二
世病逝后，布特弗利卡赴摩洛哥参加葬礼，并与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建
立联系。此后双方电函不断。2003年，两国元首在联大期间举行单独会谈。
2004年7月，摩洛哥宣布免除阿尔及利亚公民赴摩洛哥签证。2005年3月，
摩洛哥国王赴阿尔及利亚出席阿盟首脑会议并与布特弗利卡总统举行会
晤；同月，阿尔及利亚宣布免除摩洛哥公民赴阿尔及利亚签证。2007年7

月，摩洛哥新任外交与合作大臣欧斯曼尼访阿，成为自2004年以来首位访
阿的摩洛哥外交大臣。2013年10月，摩方为抗议阿尔及利亚在西撒问题上
的相关表态，一度召回摩洛哥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两国关系有所紧张。目
前两国边境仍处于关闭状态。 

【同利比亚关系】阿利关系曾因利比亚与摩洛哥结盟而一度冷淡。近
年来两国关系不断改善。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陷入动荡，阿尔及利亚
撤回了在利比亚侨民。阿尔及利亚外长梅德西多次会见利比亚“国家过渡
委员会”执行局前主席吉卜里勒，并与利比亚“过渡委”正式建立关系。
2012年12月，利比亚新任过渡政府总理扎伊丹访阿。2013年1月，阿尔及
利亚总理萨拉勒赴利出席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三国边境安全会议；
4月和8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扎伊丹两度访阿；12月，阿尔及利亚总理
萨拉勒访利。2014年利比亚内部武装冲突升级以来，阿尔及利亚主张利比
亚各派通过谈判实现停火，恢复和平，支持成立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是
斡旋解决利比亚问题的重要一方。2015年3月、4月、5月，阿尔及利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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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召开三轮利比亚内部对话会。5月，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萨尼访阿。   

【同突尼斯关系】阿突于1983年3月签署“友好和睦条约”。两国关
系友好，经济合作发展较快。2011年，突尼斯局势剧变后，阿尔及利亚表
示尊重突尼斯人民的选择，3月突尼斯民族团结政府艾塞卜西访阿，阿尔
及利亚向突尼斯提供1亿美元的财政援助。2012年1月，阿尔及利亚总统布
特弗利卡赴突尼斯出席“茉莉花革命”一周年纪念活动；2月，突尼斯总
统马尔祖基访阿。2013年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代表布特
弗利卡总统赴突尼斯出席突革命两周年纪念活动；4月，突尼斯总理拉哈
耶德访阿；9月，突复兴运动主席格努希和突尼斯前总理埃塞卜西先后访
阿，布特弗利卡总统予以会见。2014年2月，突尼斯总理朱玛访阿；同月，
阿尔及利亚总理萨拉勒代表布特弗利卡总统出席突尼斯新宪法庆典。2015

年2月，突尼斯新任总统埃塞卜西访阿。3月，突尼斯外长巴库什访阿。5

月，突尼斯总理绥德访阿。11月，萨拉勒总理赴突尼斯出席“经济支持与
投资国际会议”；12月，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访阿。2017年3月，突尼斯外
长朱海纳维外长访阿，萨拉勒总理访问突尼斯。2018年2月，阿尔及利亚
总理乌叶海亚访突。 

【同毛里塔尼亚关系】两国致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签有渔业合作协
议。2009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赴毛里塔尼亚出席当选
总统阿齐兹就职典礼。2011年，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外交与合作部部
长哈马迪相继访阿。2013年3月，阿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勒访毛；10月，阿
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访毛。2014年5月，拉马拉再次访毛。2016年12月哈
德明总理访阿。 

【同中国关系】中国与阿尔及利亚有着传统友好关系。阿尔及利亚独
立前，中国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援助。1958

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中国即予以承认，是阿拉伯世
界之外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国家。同年12月20日，中、阿两国建交。
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医疗队，这是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
的发端。上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
重要贡献，是两阿提案国（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之一。2004年两国
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11月，布特弗利卡总统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并访华，中阿两国元首签署了《中阿关于发展两国战略合作关系
的声明》。建交60年来，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深入发展，在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卫生等各领域友好关系发展顺利。2014年2月，两国发表《关
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布特
弗利卡总统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4

年6月6日，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在北京参加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
议的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并共同签署《中阿全面战略合作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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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2日至24日，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率农业代表团对阿尔及利
亚进行工作访问。2017年12月2日至4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
谈判副代表俞建华同志率经贸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 

1.3.4 政府机构 

阿尔及利亚主要政府部门有外交部，国防部，内政和地方行政部，司
法、掌玺部，财政部，工业和矿业部，能源部，老战士部，宗教和募捐事
务部，贸易部，旅游和手工业部，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部，水资源部，
环境和可再生能源部，住房、城市规划和城市部，公共工程和交通部，国
民教育部，高教和科研部，培训和职业教育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
文化部，国民互助、家庭和妇女条件部，与议会关系部，卫生、人口和医
疗改革部，青年和体育部，新闻部，邮政和信息、通讯技术部等。 

1.4 阿尔及利亚的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阿拉伯人约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80%，其次是柏柏尔人（约700万）、
图瓦雷格人和姆扎布人（30万）。 

华人在当地主要从事承包工程和贸易。阿尔及利亚是中国在非洲最大
的承包工程市场之一，中国劳务人员估计超过4万人。近些年，中国企业
在阿实施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和住房项目，为阿尔及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贡献，也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中国也是阿尔及利亚进口最大
来源地，产品种类繁杂，包括大型设备、汽车、日常生活用品等。 

阿尔及利亚政府及民众对中国企业承揽工程的质量、中国人的工作效
率和中国产品竞争力评价较高，但也对中国在阿尔及利亚投资规模不大、
聘用当地工人比例不高、阿尔及利亚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等现象颇有微词。 

1.4.2 语言 

阿尔及利亚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塔马兹特语（柏柏尔人方言）从2002

年起定为国语，法语是通用语言。 

1.4.3 宗教 

伊斯兰教是阿尔及利亚的国教。居民中穆斯林约占99%，属逊尼派。
全国有清真寺1.4万个。此外还有少量天主教徒。 

1.4.4 习俗 

【见面礼】初次见面通常行握手礼，同性好友之间见面时多行贴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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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一般不主动与妇女握手。 

【着装】伊斯兰传统男性一般穿长裤和长袖衬衫。在商务活动时穿西
装、打领带。女性着装朴素，忌暴露。裙子须过膝盖，衬衫袖子须过肘。 

【祷告】穆斯林每天做5次祷告。到了祷告时间，虔诚的穆斯林会放
下手中所有工作，前往附近的清真寺或就地做礼拜。此时，客人不可打扰
或表示出不耐烦，要耐心等待以表现对伊斯兰教的尊重。星期五是集体礼
拜日。 

【斋月】穆斯林每年伊斯兰教历的7月要过传统的祭礼月“斋月”，
期间不宜在穆斯林面前饮食、抽烟、饮水等。 

【做客】到主人家做客，进门前应把鞋脱在门外。如果屋中有多个客
人，应首先与年长者握手，按照逆时针顺序再与屋中的客人一一握手，方
可入座交谈。不要询问阿尔及利亚人妻子的情况，也不要与女主人握手。 

【就餐】阿尔及利亚人多以面包和大饼为主食，喜欢吃牛、羊、鸡、
鱼肉和鸡蛋，喜欢咖啡和茶。猪、死物、动物的血与内脏为禁忌食物；马、
骡、驴、狗等动物的肉，有蹼的禽类或无磷的鱼类如甲鱼、螃蟹等亦为禁
忌食物。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但阿尔及利亚一些星级宾馆或酒吧也会提供
酒精饮料。 

【送礼】阿尔及利亚人非常愿意接受手工艺术品、鲜花、书、唱片和
音乐磁带等蕴含文化气息的礼品，对办公用品如笔架、刻字的金笔及电子
产品也比较喜欢。礼品上避免带有动物形象，不要送酒或酒类产品。同时，
不宜给阿拉伯人的妻子送礼品。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技】国家最高科技委员会是政府直接领导的全国科技工作的最高
管理机构。科研机构分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附属科研机构两大类。 

【教育】阿尔及利亚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推行教育民主化、阿尔及
利亚化、阿拉伯语化。全国有1/4的人口为在校学生，大学生享受助学金
和伙食补贴。历年教育经费开支占行政预算的25-30%。教育开发费在经
济开发投资中占15%左右。2016-2017学年，阿中、小学数量增至26488

所，在校中、小学生数量达869万人，全国共有教师近49.5万人。各类高
等教育机构近百所，2015-2016学年在校大学生约150万人，全国共有大
学教师近5.5万人。主要大学有：阿尔及尔大学、胡阿里·布迈丁科技大
学、君士坦丁大学等。 

根据阿国家成人教育及扫盲局2016年9月报告，阿自2007年开始实行
国家扫盲计划，2016年阿尔及利亚文盲率下降至12.33%，较2008年的22%

下降近10个百分点。自2007年以来共计消除文盲222.6万人，其中包含
195.3万名女性。此外，通过此项计划，1175人进入小学接受教育，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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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受远程教育，19804人接受职业培训。 

    【医疗】阿尔及利亚自1962年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来，已建有13家大
型医疗中心和31家专科医院。2007-2013年间，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12人、
护理和助产人员20人、牙医3人、药师2人。阿尔及利亚公立医院的各检查
项目象征性收取少量费用，病人看病需交纳挂号费，并自行凭药方到药房
买药。治感冒、止泻、消炎等非处方药可在当地药店购买，价格合理。阿
私立诊所收费较之公立医院高，技术和条件较好。自1984年起阿实行医疗
保险制度，设有疾病和生育保险。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保险返
赔率最高可达8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4年阿尔及利亚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GDP的7.2%，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医疗健康支出932美元。2016

年，男性预期寿命75岁，女性预期寿命77岁。常见病主要为高血压等心脑
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风湿病及糖尿病。 

中国援阿医疗队共81人，主要科室为：针灸科、妇产科、眼科、麻醉
科、普外科、骨科。医疗队专家分布在8个省份, 分别为阿尔及尔（Alger）、
巴特那（Batna）、塞伊达（Saida）、塞蒂夫（Sétif）、马斯卡拉（Mascara）、
提亚雷特（Tiaret）、艾因德夫拉（Ain-Defla）、汉什拉(Khenchela)。总
部位于首都本·阿克努医院，联系电话:00213-542310296。首都除本·阿
克努医院，穆斯塔法医院也有中国医疗队专家。 

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阿尔及利亚法律保护工会多元化和集会、罢工自由。 

【工会】目前有独立工会20余家，主要围绕工人联合总会运行。此外，
还有全国农民联合会、全国青年联盟、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老战士协会
等组织。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有维护人权组织、思想者俱乐部、讽刺漫
画社、文化联合会、体育联合会等。 

【罢工情况】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企业工人罢工事件时有发生，大多
由劳务纠纷引起。主要原因：一是阿尔及利亚经济形势严峻，项目资金出
现短缺，影响工人收入水平和工资发放时间；二是企业违规分包、层层分
包现象依然存在，导致项目管理脱节、工期滞后，工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三是企业与工人未签订合同，未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导致双方对于合作
细节和纠纷处理存在严重分歧。 

1.4.7 主要媒体 

阿尔及利亚的媒体传播在非洲地区属发达行列，有本国租用的通讯卫
星。国家在新闻出版方面占据主要地位。有记者协会和编辑协会两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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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报刊】目前有30多种全国性和地方性日报，150多种周刊和月刊等
出版物。重要的全国性报纸有《圣战者报》、《人民报》、《消息报》、
《地平线报》、《自由报》等。全国性新闻周刊有《阿尔及利亚时事周刊》、
《非洲革命》、《圣战者周刊》等。 

【通讯社】官方通讯社为“阿尔及利亚通讯社”（简称“阿通社”），
是全国最大的通讯社。1988年12月与中国新华社开通电传互换新闻系统。
另有一家私营通讯社“阿尔及利亚新闻社”（简称“阿新社”）和一家图
片新闻社“New Press Algerie”。 

【电台和电视台】主要传媒机构是阿尔及利亚广播电视局。“阿尔及
利亚广播电台”为国家电台，下设3个全国性专题电台、120个地方电台和
1个网上电台。主要电视台为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各地电视台、有线
电视台、阿尔及利亚3台。国内唯一负责电视播放的机构是阿尔及利亚电
视播放公司。 

【网络媒体】主要有：TSA、algeriesite.com、algeriemedias.com、
algeria-wacth.org等。 

1.4.8 社会治安 

近些年，伴随着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阿尔及利亚治安形势逐年恶化，
犯罪率上升2%，贩毒、吸毒、抢劫、绑架等事件时有发生。目前，非法
移民问题和有组织犯罪问题交织现象越来越严峻。 

阿尔及利亚总体安保力度较大，恐怖活动得到有效遏制，残余恐怖分
子主要集中在边远山区和边境地区活动，并不时制造恐怖事件。根据规定，
当地居民不可持有枪支。 

2017年1月2日，应社交网络发起罢工罢市号召，贝贾亚省大部分商店
大门紧闭，以抗议物价上涨和对政府商业部门各类检查以及增加税收的不
满。抗议行动演变成冲突，防暴警察与年轻抗议者发生冲突，部分商店被
损毁偷窃。1月5日，当地恢复平静。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共
发生谋杀案件542起，每10万人比率（下同）为1.37；袭击案件49091起，
比率为123.76；绑架案件517起，比率为1.3；抢劫案件26022起，比率为
65.6。 

1.4.9 节假日 

法定节日共有5个，即元旦（1月1日）、劳动节（5月1日）、革命振
兴日（6月19日）、独立日（7月5日）、革命日（11月1日），各放假1天。
宗教性节日也有5个，分别为：开斋节、宰牲节、伊斯兰新年、阿舒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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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牟鲁德节。具体日期根据伊斯兰历确定，放假1-2天。开斋节和宰牲节
是阿国最重要的节日。 

当地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自上世纪70年代起，阿尔及利亚政府周末
休息日一直为周四和周五，为了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为了与私营企业、合
资企业工作时间一致，阿尔及利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议变更政府周末休
息时间。2009年7月21日，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从当年8

月14日起，阿尔及利亚政府周末休息日变更为周五、周六，企业根据政府
休息时间由工会确定相应周末休息日。 

工作时间为9：00-16：30，银行下班时间为15：00，邮局等服务部
门工作至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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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阿尔及利亚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阿尔及利亚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2009-2014年期间，得益于国际油价的飙升，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保
持较快增长，国家财力日益雄厚。一方面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创
造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途径改善投资环境，在贸易、
投资和工程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以鼓励外来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建
设。阿内乱时期撤出市场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欧美国家公司
在近几年重新回到阿尔及利亚，并迅速抢滩各重要经济建设领域。2014

年下半年至今，油价下跌对阿尔及利亚经济影响较大，政府由于预算紧张
逐渐减少公共领域投资。 

投资环境的有利方面包括： 

（1）政策支持：修订投资法，给予投资项目不同等级的税收优惠，
对于国家投资委员会批准的重要项目优惠年限可达10年，同时制定投资用
地政策，鼓励投资者常年租用。2016年8月，为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投
资，阿出台新投资促进法，重新制定各项投资优惠政策，简化办事程序，
将投资促进的各项措施进行整合。新的投资优惠政策被分为三类: 普遍优
惠政策；对工业、农业、旅游业等特定行业提供的额外优惠政策；对国家
经济有重要意义的项目提供的特别优惠政策。 

（2）市场化改革：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银行金融体系使其与
国际接轨，在能源、电信、工业等重要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 

（3）促进对外开放：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双方谈判逐渐建立自
贸区，积极入世等。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1）油价下跌带来冲击。石油收入骤减导致国家财政出现赤字，为
减少开支，政府对公共领域投资有所减少，大部分项目被搁置甚至取消。
阿尔及利亚私人领域发展仍较落后，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同时，油价下跌
使得就业、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不断加深。 

（2）经济模式亟需转型。阿尔及利亚经济缺乏长远规划，经济结构
较为单一，主要依靠石油收入，农业、工业、服务业均不发达，国家无法
实现自给自足，长期依赖进口。 

（3）阿尔及利亚营商环境不容乐观。世界银行《2018年全球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阿尔及利亚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第166位，较上年下
滑10位，主要由于建筑许可批准方面表现不佳，以及多项经济改革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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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经济自由度自2005年至今一直呈倒退势态。美国传统基金会和
《华尔街日报》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对全球180个经济体的经济
自由度进行排名，阿尔及利亚排名162位。在加拿大、德国和阿曼的国际
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阿拉伯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阿尔及利亚在20

个阿拉伯国家中排名最末。 

（4）国际竞争力和技术革新能力一般。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阿尔及利亚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37个国家和
地区中，排第86位。 

2.1.2 宏观经济 

阿尔及利亚经济规模在非洲位居前列。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是阿尔及利
亚国民经济的支柱，多年来其产值一直占阿尔及利亚GDP的30%左右，税
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左右，出口占国家出口总额的97%以上。粮食与
日用品主要依赖进口。 

2009年金融危机后，阿尔及利亚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引导，加大
对油气领域投资，加快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发核能、太阳能等新
能源。目前，阿尔及利亚政府已启动2015-2019五年计划。2014年油价下
跌后, 阿尔及利亚政府优先支持国家发展急需的重要项目和已启动的项目,

其他项目被迫搁置或取消。 

表2-1：阿尔及利亚近五年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名义

GDP 

实际经济 

增长率 

（%） 

人均名

义GDP

（美元） 

外汇 

储备 
外债 

通胀率 

（%） 

失业率 

（%） 

2013 2093 3.0 5580 2064.00 35.00 3.26 9.8 

2014 2270 3.8 5580 1789.38 37.35 3.90 10.8 

2015 1670 3.9 4228 1369.00 30.06 4.80 11.2 

2016 1580 3.5 3910 1141.00 38.49 6.4 10.5 

2017 1732 2.1 4214 973.00 38.49 5.59 11.7 

注：2016年底第纳尔较2015年同期相比有所贬值。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统计局、阿尔及利亚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经济增长率】2017年，阿尔及利亚国内生产总值达1732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14美元，经济增长率为2.1%。 

【GDP构成】2016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

http://dz.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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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别为12%、36%（其中碳化氢工业占19.1%）和52%。 

【财政收支】2017年，阿尔及利亚财政收入529.4亿美元，财政支出
为628.5亿美元，财政赤字为99.1亿美元。 

【外汇储备】截至2017年12月底，阿尔及利亚外汇储备达973亿美元。 
【通货膨胀率】2017年，阿尔及利亚的通货膨胀率为5.59%。 

【失业率】2017年，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为11.7%。 

【外债余额】阿尔及利亚自2005年起实行不再举债的政策。同时，随
着国家财政状况好转，政府采取了提前偿还外债的政策，以期减少偿息支
出，改善阿尔及利亚经济的外部形象，加强国家金融安全。截至2017年底，
阿尔及利亚外债余额为38.49亿美元，仅占2017年GDP的2.2%。 

截至2016年05月04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阿尔及利亚主权信用评
级为AA/F1+，展望为稳定。 

2.1.3 重点/特色产业 

【石油天然气工业】碳化氢工业是阿尔及利亚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30%，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出口占国家出口总额的
97%，占每年财政预算的70%。2017年阿尔及利亚能源收益为328.6亿美
元，相较2016年的282.2亿美元上升了16.4%。 

阿尔及利亚拥有5家炼油厂、4个液化天然气厂、2个液化石油气分离
厂、2个烯醇石化厂，总炼化能力合计约为每年2200万吨。为满足阿尔及
利亚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政府计划新建六座炼油厂，同时在新建炼油厂的
周边发展相关的石化工业。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已于2016年底宣布
2015-2021六年投资计划，投资规模达630亿美元，用于石油的勘探和开
发。如阿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此项投资计划，预计可以保证阿石油产量相对
稳定。 

阿尔及利亚国内能源消费占其能源总产量的30%，其余70%全部用于
出口。其中天然气出口量位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原油
出口量位居世界第12位。此外，阿尔及利亚年出口液化天然气约2000万吨，
是世界第四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印尼、马来西亚和卡塔尔，主要
出口西欧，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欧洲30%的能源来自阿尔及利亚，
2015-2017年欧洲对阿尔及利亚的能源依存度达到60%。 

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SONATRACH）成立于1963年，
系阿尔及利亚第一大企业，世界第12大石油公司，第4大天然气出口公司
和第2大液化石油气出口公司，位居非洲500强首位。该公司专门经营石油、
天然气勘探开采，注册资本60亿美元。1971年阿尔及利亚碳化氢工业国有
化后，该公司成为阿尔及利亚油气领域独家经营者，作业面积约110万平
方公里，石油产量占总产量的85%，天然气产量占总产量的90%以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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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辖4家全资子公司：阿尔及利亚国家油气炼化公司（NAFTEC）、阿
尔及利亚油气产品销售公司（NAFTAL）、阿尔及利亚油气产品海洋运输
公司（SNTM-HYPROC）和阿尔及利亚石化产品生产销售公司（ENPI）。 

2015-2019年，Sonatrach在石油天然气上游行业将投资420亿美元以
增产至2.25亿吨油当量，天然气方面的投资将超过220亿美元。伊利兹省
Tinhert气田（产量为2400万立方米 /天）、Hassi Bahamou气田（产量为
2100万立方米 /天）、阿德拉尔省Touat气田（1200万立方米 /天）、Reggane

气田（1200万立方米 /天）和提米牟剩的气田项目（500万立方米/天）五
个气田均将在未来五年投产。Sonatrach将努力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石油
和天然气储量、提高石化和炼油以及输油能力、加强必要的人力资源开发，
继续保持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 

阿尔及利亚页岩气储量20万亿立方米，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
阿根廷。页岩气主要分布在Mouydir、Ahnet、  Berkine-Ghadames、
Timimoun、Reggane、Tindouf盆地。未来20年阿尔及利亚Sonatrach石
油公司将投资700亿美元用于页岩气开采，兴建200座矿井，日产量达到
6000万立方米/天，年产量200亿立方米，创造五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
Sonatrach石油公司董事长萨赫农在2014年12月召开的北非石油和天然
气峰会上称，阿尔及利亚计划于2022年开始进行页岩气商业开采，到
2025-2027年将生产能力从起初的约200亿立方米增加到300亿立方米。萨
赫农称“我们希望2019年开始开发非常规能源，力争在2022进入商业开
采”。 

表2-2：2013-2017年阿尔及利亚油气出口情况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出口收入（亿美元）  -- 610.5 357.2 276.6 328.6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其他产业】碳化氢工业是阿尔及利亚的支柱产业，其他产业尚属于
发展初期。公共工程、水利工程和住房领域主要依靠政府进行投资。 

表2-3：2017年各产业产值情况 

产业 产值（亿美元） 

矿业  2.5 

冶金、金属、机械和电气工业 11.2 

建材 10 

公共工程、水利工程和住房 197.1 

化工、橡胶、塑料 7.0 

http://dz.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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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38.9 

纺织业 1.69 

木材、软木和纸制品 2.18 

交通和通讯 179.6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数据统计局 

2.1.4 发展规划 

阿尔及利亚2001年开始经济复苏发展计划，2005-2009年的五年规划
中提出投资20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道路网络、现代化的港
口和铁路网络的扩建和现代化改造，经济发展得以巩固。2010-2014年又
投资2860亿美元加大了南部和高原省份的建设。阿尔及利亚政府目前正在
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即2015-2019五年计划。2015-2019五年内，阿尔
及利亚政府计划投资2625亿美元用于发展具有竞争力和多元化的经济。新
的计划将在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持续原有的发展方案，并整合来
自所有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建议，总结经验，改善规划的执行和效果。但受
油价下跌影响，计划实施面临严重资金困难，进度有所放缓。 

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阿财政部公布“新经济增长模式”改革文件，
主要包含2016-2019年国家预算战略和2016-2030年国家经济多元化和转
型战略。 阿政府现行预算政策存在低效和浪费问题，且因长期实行的社会
福利导致物价失衡。阿政府此次制定的2016-2019年国家预算战略，旨在
改善税收状况，减少财政赤字，促进国内金融市场资源流动，并提出四大
改革方案。此外，针对电力、燃气、水利、铁路、通讯等公共领域大企业，
阿政府亦提出四项改革方案。2016-2030年国家经济多元化和转型战略
（2030年远景计划）将通过鼓励大众创业、推动私人投资、改革工业发展
政策、重组和整合工业土地资源、实施国家能源转型等政策逐步实现六大
经济目标。 

2.2 阿尔及利亚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2017年贸易总产值约合227亿美元。 

2.2.2 生活支出 

2017年，阿尔及利亚生活支出情况如表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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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阿尔及利亚生活支出情况 

消费类别 占生活支出费用总额的比重（% ） 

饮食 43.09 

衣着 7.45 

住房 9.29 

家具 4.96 

医疗卫生 6.20 

交通、通讯 15.8 

教育、文化、娱乐 4.52 

其他 8.64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数据统计局 

2.2.3 物价水平 

据阿尔及利亚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阿尔及利亚2017年度通胀率为
5.59%（2016年为6.4%）。消费价格指数：食品类为4.99%、服装和鞋类
为9.09%，通信和交通为4.90%。 

2017年绝大部分食品平均价格较2016年均有上涨，其中上涨幅度较
大的有鲜鱼7.15%、水果11.53%、土豆46.76%。阿尔及利亚物价水平见
表2-5。 

表2-5：阿尔及利亚物价水平（2018年3月） 

物品 单位 价格（第纳尔） 

米 千克 225 

面 千克 75 

蔬菜 千克 80-500 

食用油 升 130 

肉 千克 羊肉1300，牛肉1500 

蛋 个 12 

禽 千克 鸡肉650 

水果 千克 200-1200 

注：2018年3月底价格，该月官方汇率为1美元=116第纳尔 

资料来源：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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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阿尔及利亚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2.3.1 公路 

阿尔及利亚公路总里程约11.2万公里。阿尔及利亚境内已有高速公路
和快速路约2200公里。东西高速公路长1216公里，贯穿阿尔及利亚28个
省区，为马格里布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行驶速度为每小时80至
120公里，目前由中国中信-中铁建联合体承建的中、西标段已完成建设。
阿尔及利亚拟在中部建设一条长达1300公里、与北部东西高速公路平行的
高原高速公路；一条长3000公里的直通尼日尔的中部南北高速公路。阿尔
及利亚与邻国连接线阿境内路段已经基本完工，目前已修成与尼日尔边境
路段8公里，与马里边境路段150公里，与毛里塔尼亚路段正在建设中。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贝贾亚省与东西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该
连接线东起贝贾亚港，西至布依哈省阿赫尼夫，全长100公里，项目合同
金额约13亿美元，工期36个月。 

2.3.2 铁路 

阿尔及利亚铁路集中在北部地区，现有线路4772公里，其中标准轨
3683公里，窄轨1089公里，电气化线路386公里，铁路全线有214个车站，
日客运能力约3.2万人次。 

目前阿尔及利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工业，铁路研究机构和建设企
业亦远远不能满足阿铁路领域发展规划的需要。铁路设施陈旧、运输能力
有限、服务质量低下、车站数量较少，且多年来线路遭受严重的恐怖活动
破坏。 

据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投资设计实施局（ANESRIF）消息，北部沿海
地区东西高速铁路的初步设计工作已于2014年9月完成。此外，目前有510

公里时速为22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建。目前阿尔及利亚铁路线4500公里，
还有6000公里正在建设，交通部门的目标是中期实现铁路线达12500公
里。 

2.3.3 空运 

阿尔及利亚共有机场36座，其中国际机场16座。阿尔及尔胡阿里•布
迈丁新机场是最大的国际机场，设计客流量600万人次/年，是连接阿尔及
利亚与欧洲和非洲的重要交通枢纽。 

目前，中建公司正在实施阿尔及尔机场新机场项目，新机场位于阿尔
及尔首都布迈丁国际机场西侧，占地面积65万平米，建筑面积20万平米，
含有新航站楼和能源中心2个单体。新航站楼年旅客设计客流量为1000万
人次，具备国际民航协会A级标准，项目总工期40个月，合同总额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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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未来五年内阿尔及利亚计划投资300亿第纳尔（约合3.8亿美元）用于
机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2015-2019五年计划提出投资300亿
第纳尔用于机场设施维护，延长机场的使用寿命，改善机场基础设施面貌。
此外，还将在南部伊利齐机场建第二条跑道。目前，36个机场的容量能够
满足国内航班需求，投资将更多用于延长跑道、增加停机场和建设新航空
站上。 

阿尔及利亚有意投身航空领域发展。初步发展方针是组建一家企业联
合体，专门开展航空发展研究，并打造一个航天航空领域分包平台。该联
合体成员有：布里达大学航天航空研究学院、阿尔及利亚航天局、科学研
究总局、民航总局、国家航空研究所、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航空港基础设
施服务管理集团和首都航空港管理公司。航空企业联合体具有咨询、导向
和科研功能，并将努力打造为阿尔及利亚空中运输、航天和航空能力的得
力工具。 

目前阿尔及利亚航空已开通北京—阿尔及尔直飞航线，每周两班。从
中国出发去往阿尔及利亚还可选乘法国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 

2.3.4 水运 

阿尔及利亚现有港口45个，其中渔港31座，多功能港11座，水利专用
港2座，休闲港1座。主要港口为阿尔及尔、安纳巴、奥兰等港口。阿港口
年总吞吐量约1.23亿吨。阿尔及尔港为最大港口，30%的进口货物由此进
入阿尔及利亚，70%的集装箱通过阿尔及尔港装载。阿尔及利亚90%的对
外贸易依靠海运方式实现。 

2.3.5 通信 

阿尔及利亚政府于2001年进行电信领域私有化改革，制定行业法规，
设立通信管理委员会、阿尔及利亚邮政公司与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将电
信业务管理与经营分离，同时鼓励电信领域外来投资与私人投资，允许参
股经营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并积极推广全球经营服务理念，实现同世界
其他国家联网。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手机漫游业务于2002年正式开通，2013年12月
开通3G服务。3G技术投入市场三年多以来，已有超过2597万手机注册用
户，4G固定无线LTE用户42万，ADSL用户超过183万，电讯与邮政条件
明显改善。阿尔及利亚电信集团已推出四种新型网络服务项目，分别为：
适用于家庭用户的固定电话宽带套餐服务“idoom fixe”、适用于企业用
户的固定电话宽带套餐服务“idoom Ads pro”、网上数码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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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maktanbati”和在线支付服务“Khlass”。 

目前阿尔及利亚有近1万个网吧，光纤铺设里程约25万公里。阿尔及
利亚电信产业已成为继碳化氢产业之后的第二大营利性产业，主要电信运
营商有阿尔及利亚电信公司（AT）、埃及奥拉斯电信公司（ORASCOM）
和科威特瓦塔尼亚公司（WATANIA）3家。 

阿尔及利亚邮政发展较为缓慢，由阿尔及利亚邮政公司总管，该公司
有分支机构3160个，年均增加50个。到2020年，阿尔及利亚将新建1500

所邮电局，使总数达到5000所，以缓解全国邮电服务短缺的状况。 

2.3.6 电力 

阿尔及利亚电力生产能力为8502兆瓦，其中6100兆瓦可并网发送，
电网覆盖率达98%，输电线长达263820千米。阿尔及利亚电力市场需求约
为32.6万亿瓦时，用电需求年增长5.8%。2012年总装机功率12977.4兆瓦。
阿尔及利亚电力市场供大于求，但由于阿尔及利亚电力输送线路老化、偷
漏电现象严重，因此部分地区用电紧张现象时有发生。阿尔及利亚政府计
划铺设6000公里的高压线路和2.95万公里的中低压电缆。阿尔及利亚电气
公司计划到2020年在电力领域投入300亿第纳尔，力争实现发电量达到每
年增长1200兆瓦的目标。 

至2030年，阿尔及利亚太阳能发电将占总发电量的3%，国内电力需
求的40%来自可再生能源。届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将达2.2万兆瓦，其
中1.2万兆瓦用于满足国内需求，1万兆瓦供出口。预计到2030年，阿尔及
利亚将建造60座电站（含燃气、光伏、风力）。根据阿尔及利亚能源发展
规划，预计到2030年达到22000兆瓦发电能力，其中10000兆瓦待条件成
熟时将用于出口。阿尔及利亚政府将制定相关投资鼓励政策，吸引国内外
投资者积极投资新能源领域。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2015-2019年）期间，政府将投入41400亿第纳
尔（约合439.35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5550亿第纳尔（约合59.5亿美元）
用于港口建设，340亿第纳尔（约合3.65亿美元）用于机场建设。 

（1）公路 

在2015-2019年的五年规划中，阿尔及利亚将耗资约530亿美元用于
道路设施、公路等建设。2015-2019年五年发展规划中，公共工程领域将
建造1600公里高速公路（包括高原高速公路），到2025年阿尔及利亚高
速公路总目标里程将达到5500公里。 

（2）地铁 

阿尔及利亚政府将加快城市交通现代化步伐，拟投入4470亿第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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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合60多亿美元）在主要大城市新建14条轻轨线路。 

（3）港口 

阿尔及利亚政府制订了中长期港口设施发展规划，旨在于2020年前改
善阿尔及利亚港建落后状态，提升港口吞吐能力。 

（4）水坝 

自21世纪初，阿尔及利亚全国增加了27座水坝，还有14座水坝在
建， 2015-2019年的五年计划还将兴建23座水坝，至2030年阿尔及利亚
水坝总数将达139座，水坝总容量也将从目前的71亿立方米增加到120亿
立方米。 

（5）电站 

为提高生产能力，至2018年，阿尔及利亚将建造十座新电站。电站建
设将分两个阶段进行，耗资约80-90亿美元。  

阿尔及利亚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但必须遵循当地
投资相关规定，如阿方最少持股51%等。目前，阿方正在就拟建设的中心
港项目与中方进行融资、建设、运营等方面合作的探讨。 

2.4 阿尔及利亚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贸易总额】阿尔及利亚有进口商3.2万家，专业出口商仅150-180家。
阿尔及利亚海关全国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阿尔及利亚出口347.6亿
美元，同比上升20.36%；进口459.5亿美元，同比下降1.6%，贸易逆差达
111.9亿美元。 

表2-6：2013-2017年阿尔及利亚外贸情况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海关信息和统计中心 

【商品结构】阿尔及利亚经济结构单一。2017年，主要出口产品为石
油、天然气及石油制品，占出口总额的94.54%，约328.6亿美元，同比上
升16.45%；非油气产品出口18.9亿美元，同比上升5.21%。进口产品中，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顺差 

2013  1095.4 598.8 496.6 102.2 

2014 1212.8 628.8 585.8 46.2 

2015 863.7 346.7 517.0 -170.3 

2016 755.8 288.8 467.2 -178.4 

2017 807 347.6 459.5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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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进口额为145.7亿美元中，生产工具及材料为144.9亿美元，食品
为84.4亿美元，其他消费品为84.5亿美元。 

【主要贸易伙伴】阿尔及利亚5大出口目的国分别为：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美国、巴西。最大进口来源国为中国，第2至第6位分别为法国、
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土耳其。阿尔及利亚与马格里布地区国家贸易往
来较少，仅占贸易总额的2.3%，与除马盟外其他阿盟国家贸易额仅占阿尔
及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8%。 

2.4.2 辐射市场 

阿尔及利亚于2004年11月签署了《发展和促进阿拉伯贸易往来协定》，
协定于2009年正式生效，标志着阿尔及利亚已结束区域内多双边自由贸易
谈判并正式成为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成员。此外，阿尔及利亚与欧盟签有
联系国协议，协议于2005年9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协议规定，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阿欧双方将在12年内即2017年前分阶段、有步骤地削减并取消进
口关税，最终实现双边自由贸易。得益于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议，在阿
尔及利亚生产的产品可以辐射欧洲南部市场，此外还可辐射北非邻国甚至
中部非洲。 

2.4.3 吸收外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2017年，阿尔
及利亚吸收外资流量为12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阿尔及利亚吸收外资存
量为290.5亿美元。 

根据阿尔及利亚国家投资发展署（ANDI）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全
年阿尔及利亚投资项目（包括与外国合作项目）共计7185个，投资总额达
18390亿第纳尔（约合169亿美元），上述项目可创造16.4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70个，外商投资占投资总额的17.94%， 

根据阿尔及利亚国家工商注册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5月，在阿
尔及利亚已进行工商注册的本国及外国企业共计192.3万家。主营领域分
别为服务业、工业、进出口、零售与批发行业。截至2016年底，外国公司
中法国企业2057家，排名第一，叙利亚1865家、突尼斯1339家、中国982

家、土耳其929家。 

表2-7：阿尔及利亚近五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吸收外资流量 16.9 14.9 -5.87 16.3 12.0 

注：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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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投资发展局 

阿尔及利亚主要外资来源国/地区为欧洲地区和阿拉伯国家，包括法
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埃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国，此外还有
美国等国家。 

【碳化氢产业领域】阿尔及利亚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日本、中国等近20个国家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定，50余家国际石
油公司参与阿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外资金额累计逾100亿美元。其中美
国投资居首位，其次为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
和中国。 

【非碳化氢产业领域】埃及为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主要投资电信和水
泥工业；美国投资主要涉及海水淡化、石化及医药领域；法国投资集中在
石油、食品、药品和轮胎等行业；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在阿尔及
利亚投资主要流入农副、陶瓷、美容、卫生保健、制造、钢铁等生产或服
务领域。阿拉伯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旅游、电信、医药和住房等领域，其
中住房领域投资最引人注目。此外，发展中国家在阿尔及利亚的直接投资
也迅速增长，如印度和韩国。 

2.4.4 中阿经贸 

【双边贸易】中阿两国1964年9月签订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1979

年5月、1999年10月两次签订新的贸易协定。1982年1月，签订成立经贸
混委会的协定。1997年以来，双边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期。2014年，中国
为阿尔及利亚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十大出口目的地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全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72.31亿美元，同
比下降9.38%，其中中国对阿尔及利亚出口67.84亿美元，同比下降11.3%，
中国自阿尔及利亚进口4.47亿美元，同比上升34.77%。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对阿尔及利亚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
①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②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
放声机、电视录像设备等；③钢铁制品；④车辆及其零附件（铁道车辆除
外）；⑤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⑥家具、寝具、褥垫等；⑦鞋靴、
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⑧塑料及其制品；⑨非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
附件；⑩橡胶及其制品。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从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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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品；③生皮（毛皮除
外）及皮革；④软木及软木制品；⑤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⑥羊
毛、动物细毛或粗毛；马毛纱线及其机织物；⑦车辆及其零附件（铁道车
辆除外）；⑧塑料及其制品；⑨饮料、酒及醋；⑩钢铁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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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2013-2017年中阿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 度 
双边贸易额 中国向阿出口 中国从阿进口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同比增幅 金额 同比增幅  

2013  81.53 5.38% 60.14 11.02% 21.39 -7.79% 

2014 87.10 6. 4% 73. 96 22.8% 13.10 -39. 3% 

2015 83.69 -3.9% 75.95 2.7% 7.73 -41.2% 

2016 79.80 -4.4% 76.48 0.8% 3.32 -56.8% 

2017 72.31 -9.38% 67.84 -11.3% 4.47 34.77%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当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直接投资
流量-1.41美元。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直接投资存量18.34亿
美元。 

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整体投资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油气、矿业领
域。主要投资公司有中石油、中石化、中地、河南少林水利等。主要项目
有油气区块风险勘探项目以及矿业勘探开发项目。钢铁生产、软木生产、
饭店、纺织、贸易等方面也有少量私人投资。阿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
服装、文具制造和塑料制品领域。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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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新签
承包工程合同额53.8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8.48亿美元；年末在阿尔及利
亚劳务人员61491人。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
建阿尔及尔塔拉萨酒店和国防部领空防卫局巴巴阿里总部项目；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承建阿尔及利亚电信FTTX项目；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承建阿尔及
利亚东西高速84公里项目等。 

【工程质量标准】中国标准在阿尔及利亚尚不适用，当地普遍采取欧
美标准。 

中信-中铁建联合体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 

【当地中资企业及项目】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工程承包的中资企业主要
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铁建设集团、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地集团有限公司、中原集团、浙江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中水建设集团、中国水利
水电对外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技国际工程公司、河南豫非农业水利整治公司、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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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等。已完成的大项目有“松树”五星级宾馆、军官俱乐部、阿尔及尔
和奥兰喜来登饭店、阿尔及尔国际机场、斯基克达凝析油炼厂，以及数个
水利水坝项目；在建的大项目有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新航站楼、大
清真寺项目，中铁建承建的贝贾亚高速公路连接线项目等。 

【货币互换】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产能合作】2016年10月16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产能合
作的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机械工业、铁路、冶金、基建、
石化、新能源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并将成立特别工作组负责项目确定、
推进等协议落实工作。 

2.5 阿尔及利亚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当地货币为阿尔及利亚第纳尔（Dinar），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兑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见下表。 

表2-9：2013－2018年汇率（截至2018年3月底） 

（单位：第纳尔） 

年份 1美元 1欧元 

2013  79.36 104.93 

2014 93.24 109.05 

2015 107.13 117.06 

2016 109.46 121.17 

2017 108.28 121.79 

2018年3月底 116.05 137.12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参处 

美元和欧元为阿主要对外结算货币。在对外结算时，阿尔及利亚允许
进口商使用供货商总部所在国的流通货币或商品来源国的货币支付，而在
与未签订支付协议的国家进行结算时，要求进口商使用美元、欧元等可自
由兑换货币。 

阿尔及利亚央行于2015年11月18日通知各注册银行，称自2015年12

月起，中阿贸易将采取人民币结算制度，请各银行做好相应准备。但该政
策尚未执行，目前人民币与第纳尔不可直接结算。 

2.5.2 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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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实行外汇管制，仅实现经常项目下部分可兑换，中央银行
掌控所有外汇资源。自上世纪90年代外贸垄断体制被废除以来，阿尔及利
亚外汇管制已大幅放宽，资金流入流出较以前更为自由。 

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在外汇管制上有总管辖权，负责制定外汇交易管
理法规并监督指定的银行实施法规。此外，中央银行把外汇管理权下放给
阿尔及利亚国民银行、人民信贷银行、对外银行、地方发展银行、农业与
乡村发展银行、互助储蓄银行等6家国有商业银行，并允许在阿尔及利亚
设立分行的美国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少数外国银行或私人银行进行
外汇业务操作。只有中央银行及其授权外汇银行才可进行第纳尔与其他外
汇之间的兑换。除此之外，其他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任何外汇交易都属非
法行为。公司利润汇出需缴纳15%的红利税。 

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阿尔及利亚籍或外籍公民，无论法人或是自然
人，均可用外币开设外汇结算账户。外国人开设的外汇账户可以接收来自
国外的汇款，也可以接收来自阿尔及利亚不同银行外币账户的转款，甚至
是等额的第纳尔，但在存储或支出时必须按向国外转汇的条件办理。对以
个人名称开设的外币账户，只有在贷方有余额的情形下，才允许操作，不
允许出现借方余额。在账户余额内，持有人可以取款或往国外转款。 

【非贸易外汇的收支】阿尔及利亚政府对以银行现钞、硬币（除金币
外）、支票、信用证等形式输入的非贸易外汇没有任何数量限制，但上述
物品入境时须向海关申报。对于赠款、担保、抵押等非贸易外汇收入须及
时汇回国内并办理结汇。非居民旅游者入境时不允许携带任何数额的第纳
尔现钞。对进入阿尔及利亚的外国游客随身携带的外汇现钞、硬币、信用
卡、商业票据或旅行支票等无金额或数量限制，但须向海关申报。游客离
开阿尔及利亚时，可携带已申报的上述货币和证券出关。在阿尔及利亚进
行购物、食宿、旅游、培训、医疗等各种活动时，所消费的外汇须提供阿
尔及利亚授权外汇银行出具的换汇证明。非居民在出境时购买飞机票和船
票，必须使用入境时带入的外汇付款。 

【贸易领域的外汇管理】自2009年3月起，已经注册的从事进出口贸
易的外国企业，须向阿尔及利亚自然人或法人出让30%股份，之后再成立
的此类公司须由阿尔及利亚股东控股51%。在履行阿尔及利亚有关法律程
序并进行商业注册和税务登记后，可进行货物的进出口、批发和零售等业
务。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贸易活动的外籍公民须使用自带外汇进行公司注册
及商品进口，在进入阿尔及利亚时须向海关申报其所带外汇金额，在商业
经营期间购置商品或劳务等消费的外汇须提供阿尔及利亚授权的外汇银
行出具的换汇证明，向阿尔及利亚海关申报的外汇资金可自由带出阿尔及
利亚。阿尔及利亚法律规定，外籍公民只有在阿尔及利亚从事5年及以上
商业经营活动时，才可将其商业利润汇出阿尔及利亚，违反者现金将被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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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从2009年1月起，对于未持有新的纳税身份识别卡的进口商，海关和
银行将拒绝清关和支付。从2009年3月起，所有进口商只有在向银行出具
进口商品质量检验证明后，方可办理外汇汇出业务。该证明应由企业外的
各行业相关权威部门出具。 

【投资领域的外汇管理】无论是阿尔及利亚籍或外国国籍，无论是法
人或自然人，在国外从事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两年以下的人员被视为非居
民，非居民的资金或收益被允许汇入或汇出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境
内从事主体生产经营活动两年以上的人员被视为居民，在法律方面享受与
阿尔及利亚公民同等待遇。阿尔及利亚投资法规定，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生
产经营的外国投资者，其投资建设或生产用的外汇资金和实物等，须向阿
中央银行或授权的金融机构申报，法律保证在阿尔及利的投资资金、投资
收入、利润、清算或转让中产生的实际净收入等在申报后可汇出境外。2009

年新政策规定所有外国投资项目或合作投资项目中，阿尔及利亚公司或股
东必须控股（占股51%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在项目整个运营期间必须有
利于阿尔及利亚收汇。 

然而，阿尔及利亚有关法律对于可汇出的资金范围规定缺乏透明度。
从境外汇入的投资资金部分没有异议，但对于投资的收入、利润、清算或
转让中产生的实际净收入，央行的审核时间往往较长。另外，对于合资企
业，还需计算外国投资者的相关参股比例。 

2.5.3 银行和保险公司 

阿尔及利亚的中央银行为阿尔及利亚银行（Banque d’Algérie），负
责制定国家货币政策、发行货币、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等，尤其是监管对外
信贷和资本流动。该行制定和执行比较严格和审慎的金融政策，并实行外
汇管制，有总管辖权，负责制定外汇交易管理法规并监督指定银行实施这
些法规。阿尔及利亚现有20家授权银行，1428个银行网点遍布全国。93%

的银行贷款由国有银行发放。国有银行国际市场化程度较低，不按商业银
行模式运作。 

【授权银行】共有20家，分别为： 

（1）阿尔及利亚对外银行（Banque Extérieure d'Algérie）； 

（2）阿尔及利亚国民银行（Banque Nationale d'Algérie）； 

（3）阿尔及利亚人民信贷银行（Crédit Populaire d'Algérie）； 

（4）阿尔及利亚地方发展银行（Banque de Développement Local）； 
（5）阿尔及利亚农业和乡村发展银行（Banque de l'Agriculture et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6）国家储蓄和互助银行（Caisse Nationale d'Epargne et de 

Prévoy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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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anque Al Baraka d'Algérie银行（沙特阿拉伯Dellah Al Baraka

集团与阿农业和乡村发展银行合资银行）； 

（8）美国花旗银行（Citi Bank Algeria)； 

（9）阿拉伯合作银行（Arab Banking Corporation Algeria）(主要为
巴林人投资)； 

（10）法国Natexis Algérie银行； 

（11）法国兴业银行阿尔及利亚分行（Société Générale Algérie）； 

（12）约旦Arab Bank PLC-Algeria银行； 

（13）法国巴黎国民银行（BNP Paribas Al-Djazair）； 

（14）TRUST BANK ALGERIA银行（由多家国内外业者出资）； 

（15）Housing Bank for Trade and Finance Algeria（约旦投资）； 

（16）阿尔及利亚海湾银行（Gulf Bank Algeria）(由巴林联合海湾银
行和科威特集团合资的)； 

（17）黎巴嫩银行（Francabank）； 

（18）法国Crédit agricole corporate et investissement Bank Algérie

银行(前身为法国里昂信贷银行CALYON ALGERIE)； 

（19）汇丰银行阿尔及利亚分行H.S.B.C.-Algeria； 

（20）Al Salam Bank-Algeria 

目前阿尔及利亚尚无中资银行，阿尔及利亚国有银行也在逐步实行私
有化改造。 

【保险公司】阿尔及利亚目前共有24家保险公司，提供约100种保险
产品，国有保险公司分别为SAA、CAAR、CAAT、CASH、CNMA、
CAARAMA、SAPS、TALA、MAATEC、Gulf Insurance Group (GIG)、
AXA Vie Mixte (人身险)、AXA Dommage Mixte (伤害险)、Algérian Gulf 

life Insurance compagnie (AGLIC)；私人保险公司为：Compagnies 

d'assurance Privé Algérie、CIAR、ALLIANCE、2A、GAM、SALAMA、
TRUST、Cardif、MacirVie、La Mutualiste、NHBB Assurances、Diligence 

Assurance Courtag、Algérian Gulf life Insurance compagnie (ALGIC)。 

2.5.4 融资服务 

外国企业可在阿尔及利亚当地银行融资，但须以母公司名义申请，且
母公司的资信状况须获得信用等级为一级的国际银行的证明。2015年，银
行贷款利率为8%，存款利率为1.75%。 

2.5.5 信用卡使用 

阿尔及利亚当地可以使用信用卡，但信用卡普及率和使用率极低，一
般仅五星级酒店结账时可使用。中国国内发行的VISA、MASTER卡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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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使用。 

2.6 阿尔及利亚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阿尔及利亚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较为滞后。1993年颁布法令建立
有价证券市场，2003年2月补充颁布了关于有价证券交易所的法律。阿尔
及尔证券所由有价证券管理公司（SGBV）全权经营，该公司成立于1999

年。调节部门为交易所运行监管和组织委员会（COSOB），该委员会自
1996年起运行，并制定了管理证券市场的实质性规范。为鼓励企业参与证
券市场，2002年建立了Algérie Clearing公司，作为企业参与证券市场的中
央受托人，该公司主要股东为银行。 

目前共有6家企业在阿尔及尔交易上市。 

2.7 阿尔及利亚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水、电、气价格 

当地的水、电、气价格均较为便宜，如表2-10所示。 

表2-10：阿尔及利亚水电气价格 

 单位 生活 工业 

水（分

地区）  
立方米 

家用水价分四档： 

25立方米以下6.3第纳尔 

25-53立方米20.48第纳尔 

54-82立方米34.65第纳尔 

超过83立方米40.95第纳尔 

办公区为34.65第纳尔 

工业用水40.95第纳尔 

电 度 

125度以下 1.779第纳尔 

125-250度4.179第纳尔 

251-1000度4.812第纳尔 

1000度以上5.479第纳尔 

根据高压、中压、低压及

用电量具体计算。峰谷电

价、配电损耗电价另计。 

燃气 立方米 1125单位以下0.168第纳尔，1125-2500单位0.324第纳尔 

燃油 升 

粗柴油20.23第纳尔 

普通汽油 32.74第纳尔 

优质汽油35.49第纳尔 

除铅汽油35.08第纳尔 

注：1美元约折合116第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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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投资发展局、国家统计局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阿尔及利亚劳动力总体过剩，2016年失业率为10.5%，劳工素质不高，
技术水平较低，中青年管理人才缺乏，地区水平差异较大。阿尔及利亚本
地熟练技工基本无法满足外国公司的需要。随着阿尔及利亚国内局势的稳
定，各项基础设施亟待发展，水利建设、住房、机场、港口、道路的建设，
均需大量劳动力。 

阿尔及利亚最低工资标准逐年递增，现为18000第纳尔/月（每周工作
40小时），技术工人一般月收入30000-50000万第纳尔。缴纳的社保总和
约占工资总额的35%，其中9%由个人承担，26%由企业承担，企业负担
较重。 

2.7.3 外籍劳务需求 

阿尔及利亚需要外籍劳务的主要岗位有技术工人、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和特别工种，如设计人员、测量人员、医生、翻译等。2010年以来，为缓
解就业压力，阿尔及利亚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外籍劳工的进入，新的劳工指
标申请较难，原来在建筑领域实行的1：3比例要求变为1：5甚至是1：7。
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劳工主要来自摩洛哥、突尼斯等北非国家，中国公司
建筑劳务约4万人。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按照法律规定，外国人或企业不得购买当地土地。投资项目所需土地
可通过租用私人土地（房产）或特许经营国有土地获得。私人土地较少，
农业用地不可侵占。国家鼓励工业、旅游业、服务业投资用地采用国有土
地特许经营方式，特许经营权一般通过拍卖或议标获得，北部大城市主要
通过拍卖方式，经营期限可达44-99年不等。 

房屋或厂房租赁价格总体较高，但因城市和区位而异，差异很大，最
高为首都，其次为奥兰等沿海主要城市，一般须双方协商。 

2.7.5 建筑成本 

主要建材当地基本可供应。2018年6月，主要建材成本如下：  

表2-11：阿尔及利亚主要建材成本（含税价） 

材料 单位 第纳尔 约合美元 

钢筋 吨  76000 655 

水泥 吨 6200-6900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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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细沙） 立方米  900-1200 8-10 

木材（二级红木） 立方米  30000-40000 259-345 

石头 立方米 850-1300 7-11 

注：1美元约折合116第纳尔 

资料来源：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参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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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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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贸易部主管内外贸易，包括国内市场流通、双边多边经济
合作、贸易促进、经济检查和反走私（政策）等。 

3.1.2 贸易法规体系 

阿尔及利亚商贸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海关法》、《投资法》、
《商业法》、《商标法》、《市场法》、《植物检疫和卫生控制条例》、
《劳动法》、《税法》、《公共合同法》、《货币和信贷法》、《银行保
险法》、《反走私法》等。《商业法》规定了商业运作的主体、营业执照
的颁发、经营资质的鉴定以及商业机构的经营方式等，以保障正常的商业
经营秩序。阿尔及利亚财政部每年公布的财政法令及其补充法令会对贸
易、税收、投资领域的有关规定进行补充或变更。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阿尔及利亚外贸体制改革以来，大部分关于进口审批和外汇管制的规
定均被取消，基本实现了进出口的自由化。但自2014年起，受经济形势影
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国际招标】国际招标是阿尔及利亚国有公司从事进口业务所采用的
主要方式。进口招标广告一般在当地报纸上刊登。投标企业要购买标书。
根据招标情况，阿尔及利亚进口公司选择两三家报价较低者进行具体磋
商，当面议价，最后宣布中标者。投标和签订标书一般用法文。  

【原产地标识】根据阿尔及利亚商标法规定，所有商品本身及其包装、
标签、包装纸因某一厂家标志或商品标志、名字、符号、图形或某一说明，
使人误认为商品是阿尔利亚本国产品，而又没有用清晰和无法抹去的字母
注明“原生产地”时，该商品禁止进口。葡萄酒、蔬菜罐头、鱼罐头、制
干的李子、坚果仁和胡桃、蜂蜜、人造黄油、奶制品等商品都须注明原产
地。 

对使用干草和秸秆包装的规定：禁止使用任何一种会将病菌带进国境
的包装材料。由于货物在阿尔及利亚被露天存放，因此须注意采用防水包
装。  

【进出口限制】阿尔及利亚禁止从以色列进口商品。此外，由于宗教
原因，阿尔及利亚政府禁止进口猪肉产品。对其他肉类产品的进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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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别测试并进行标识。另外，阿尔及利亚政府强制规定进口产品、特
别是消费品必须用阿拉伯语标识。阿尔及利亚政府除了限制出口棕榈秧
苗、绵羊和历史文物之外，取消了其他的出口限制。为鼓励非石油产品的
出口，阿尔及利亚政府建立了出口保险和担保公司，并设立促进出口特别
基金。 

自2014年起，为减少进口外汇支出，促进贸易平衡和本国工业发展，
阿尔及利亚逐步对多类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制度，主要涉及汽车、水
泥、钢筋、木材、瓷砖等工业产品和多种水果、肉类产品。 

自2018年1月1日起，进口商在银行办理货物付款手续时，须提供产品
在原产地和（或）出口国家自由销售证明。该规定针对除部分农产品、化
妆品等以外的所有尚未暂停进口的最终产品（进口后用于转售，不再加工、
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该证明应由出口商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申请并提供至进口商。 

【支付方式】只要持有外汇，任何法人和自然人进行商业注册后，可
以进口不被禁止进口的商品。在指定银行持有外币账户的进口商可以使用
这些外币账户支付进口费用。黄金、其他贵金属和珍贵宝石的进口支付必
须使用外币账户。阿尔及利亚目前要求进口必须采用信用证（L/C）或付
款交单 (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D/P)两种付款方式，且进口商须
向开户行提交120%发票金额准备金。 

【反倾销反补贴】阿尔及利亚为了适应入世的要求，制定了有关反倾
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对于某一产品进口数量危及国内产业的情
况可以采取关税和数量的限制措施，对于构成倾销、补贴的进口行为可采
取关税措施。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进口商品检验】海关商检部门在收到报关材料后，对货物进行一般
检验，检验的内容主要为核实单据内容与货物、货物与包装标签是否相符
等；若商检员认为货物对消费者健康和安全存在隐患，或先前对于该货物
质量信息已告知质检部门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则需取样送实验室进行深入
检验。货物经检验合格后，海关商检部门出示合格通知，清关放行。若检
验不合格，则出示不合格通知。商检部门应在48小时内做出检验决定。 

对于商检不合格的货物，进口商可申请对货物进行技术处理，使之符
合规定。对货物进行处理的申请须在检验不合格通知下达8日内，向所在
省政府商务局提出。申请必须明确提出处理货物的方法、所需时间和地点。
商务局在收到该申请后4日内应做出评估判断。若商务局认为货物技术处
理方案不可行，则货物必须予以再出口或销毁；若商务局认为方案可行，
则向进口商下达一份货物临时扣留通知，进口商在指定的地点和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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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检部门的监督下，对货物进行有关处理使其符合有关规定。 

对货物的处理可包括以下情况： 

（1）对货物标签不符合要求的，须重新包装，更换符合规定的标签。
但以下情况可不看作标签不符的情况：边境的易货贸易，对货物有另行规
定的；货物的消费者仅限于外国公司和机构人员；免税店、有关旅游机构、
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所采购的货物，其标签与其自身行业规定相符的。 

（2）与货物本身固有性质相关的不符情况，则需看具体商品及其相
关法规而定。一般情况下，须经过某一法定程序消除其不符因素。 

（3）对检验不合格商品的处理方法还包括降低品级，使其作为进一
步工业加工的对象，改变其用途等。 

对货物的技术处理不能改变货物本身的品质。货物经处理消除不符因
素后，商检部门向进口商提供货物可自由支配的许可，进口商可继续办理
提货出关手续。若在规定时间、规定条件下未完成有关处理，商检部门有
权扣留货物，进行再出口或销毁。商品检验不合格后不能进行技术处理使
之符合有关规定的商品有：各类奶制品、冻肉冻鱼制品、净菜、肉罐头、
真空包装食品、禽蛋类及其他冷冻或易腐食品。 

为提高阿尔及利亚质量分装监督中心（CACQE）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的能力，阿尔及利亚政府将在目前21个普通实验室和国家级实验室的基础
上在各省份新设实验室并增加科研人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抽查产品质
量。 

【部分产品的出口管理】为保护国有资源和环境，鼓励高附加值加工，
阿尔及利亚政府于2007年出台了对废金属、旧设备、初级动物毛皮和初级
软木等产品出口的管理措施，上述产品的出口商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和出
口证书，并符合贸易部制定的有关产品出口的技术条件和要求，主要包括：
出口商通过合法渠道取得拟出口产品，合法经营、严格遵循商业法规；仓
储要求不得危害环境和人员健康并保证安全；产品运输的安全性；其他特
殊要求，如出口的毛皮需从有执照的屠宰场获得，软木取得必须由地方森
林管理局批准等。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海关管理主要依据《海关法》。阿尔及利亚基本实现了对外贸易自由
化，只要持有外汇，任何法人和自然人进行商业注册后，可以进口不被禁
止进口的商品。进口必须使用信用证（L/C）或付款交单（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D/P）方式付款。黄金、其他贵金属和珍贵宝石的进口
支付必须使用外币账户。从2009年3月起，不允许进口商再通过代理商办
理进口手续，需由进口商亲自或授权其配偶或直系亲属到进口地的相关贸
易管理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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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产品可自由进口，限制进口的产品仅涉及违反公共秩序、不
利于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产品以及部分禁止进口的商品。例如，阿尔及
利亚禁止进口猪肉产品，对其他肉类产品的进口要求通过特别测试并进行
标识；禁止进口二手设备，包括工程机械、原材料和零配件；禁止进口非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供应的零部件；禁止进口未获产地国批准认证的农药；
禁止从以色列进口商品。进口货物在清关时须有标准合格证，该证书由出
口国的相关权力部门出具。此外还须出具进口原产地证书，所有农产品加
工的产品还须有检疫证书。 

阿尔及利亚现行海关关税税率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按规定对进口
产品征收5%、15%和30%三种基本关税税率，即所有的原材料和药品按
5%税率计征，半成品以及粮食、干菜和小汽缸轿车按15%计征，其他成
品按30%计征。对于直接用于销售的进口行为征收银行票据付款税，进口
货物每次申请开具银行票据需缴纳1万第纳尔的税金，对于服务进口，征
收银行票据金额的3%。 

为加强对外贸易管理，阿海关自2016年9月18日起将海关编码由目前
的8位调整为10位数字，但不会影响税率。新政实行将有助于对产品分类
进行细化。 

与阿尔及利亚开展贸易合作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关网站查询到相关产
品的关税税率，也可直接下载EXCEL表格进行查询（下载网址： 

www.douane.gov.dz/Tarif%20Douanier%202016.html）。 

3.2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3.2.1 投资主管部门 

【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对阿尔及利亚总理负责，由财政部长、
工业和投资促进部长、内政与地方行政部长、贸易部长、能源矿业部长、
工业部长、中小企业和手工业部长、国土整治与环境部长组成。所有外商
投资项目都须提前经委员会审批。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如有
需要，任何成员均可申请召开会议。 

【工业和投资促进部】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初步审批重大投资项目。 

【国家投资发展局】为行政公共机构，具备法人资格。其主要职责为：
保证国内外投资的实施、发展与监督，给予常驻和非常驻投资者投资信息
指导和支持，通过“一站式”服务简化创建公司的手续，保障投资优惠有
效落实，管理投资扶助基金和投资范围内的不动产，负责收集整理各类投
资信息，与阿尔及利亚和国外的公共私人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发现投资障
碍并建议政府将其清除以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简化投资程序，缩短项
目实施期限，该局已在全国48个省份建立“一站式窗口”办公机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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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政府机构（工商行政、税务、海关、城管、领土整治、劳动、土地
等）职能，快捷办理手续。根据2016年新投资促进法，各“一站式窗口”
办公机构计划将被四个中心取而代之，四个中心分别负责执行投资优惠政
策、办理公司成立和项目实施相关手续、为公司成立和后续发展提供支持、
促进地区投资发展。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阿尔及利亚2001年8月20日颁布了《投资法》NO.01-03号，并于2006

年7月15日颁布了NO.06-08号法令对《投资法》进行更新，加大了对外国
投资的开放力度。阿尔及利亚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除相关法律限
制或不符合环保规定的投资活动外，没有专门针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领
域。投资开展相关法律限制的活动，须获得政府批准。政府鼓励非碳氢领
域的投资，尤其是工业、农业领域的投资。外国投资除受双边投资保护协
定保护外，投资者还可与阿投资发展局商签投资协议。 

2016年8月，为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吸引投资,阿出台了新投
资促进法。新投资促进法重新制定了各项投资优惠政策，简化了办事手续，
将促进投资的各项措施进行整合，旨在最大限度地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和支
持。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投资方式包括新建企业、扩大生产能力、企业重组，也包括以实物股
或现金股形式参股经营，或在阿公有企业部分或全部私有化过程中进行并
购，特许经营权或执照的授予（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也算是一种形式
的投资。 

【股份比例】2009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出台新法令，规定与外国的合资
公司中，阿方须至少拥有公司51%的股权。2010年4月，阿财政部重申外
国股东转让股份时，阿国家享有优先购买权。2016年8月，阿新投资促进
法中规定，如外国公司将持有股权进行转让，且转让的股比超过10%，须
经国家参股委员会（CPE）同意。如果未遵守规定或委员会提出反对，国
家将享有部分或全部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阿尔及利亚2001年8月颁布法令，开始实行公有企业私有化改造，近
1000家企业接受改造。但至2008年，仅有竞争激烈行业的100多家企业由
本地企业收购，因为阿尔及利亚证券市场几乎不运行，私有化主要是通过
招投标和自行商谈完成，因此，上市等金融市场手段在此过程中无法发挥
作用。 

【并购程序】以招投标方式并购当地企业的程序是：对拟收购的企业
评估资产后进行招标。500人以下的公司，双方在参股管理公司指导下商



43 阿尔及利亚 

 

谈；500人以上公司的并购商谈由工业和投资促进部监管。双方达成协议
后报国家参股委员会审批，由委员会全权决定。  

3.2.4 BOT方式 

阿尔及利亚政府目前不接受BOT方式项目。 

3.3 阿尔及利亚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是什么？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阿尔及利亚基本实行属地税制，纳税人须自觉申报、计算和缴纳。目
前，阿制订了《直接税和类似税法规》、《营业税法规》、《印花税法规》、
《间接税法规》，并在各省区设立省税务局对税收工作进行管理。 

阿尔及利亚税务总局隶属于财政部，负责管理国家税收、拟定全国税
收法律、法令和征收管理制度，组织国家财政收入，运用税收杠杆对经济
进行宏观调控。阿尔及利亚税务总局下辖税务法规司、税收征管司、税务
纠纷司、信息组织司、资源管理司和审核研究司，此外阿税务总局在阿尔
及尔、布利达、奥兰、塞蒂夫、谢里夫、安纳巴、君士坦丁、乌尔格拉和
贝沙尔等9个省区设置了地方税务局，分管全国48个省区的税务工作。此
外，阿尔及利亚政府还同时设置了独立于税务总局的税务监管局，对全国
税收工作进行监督。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阿尔及利亚现行税制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辅以其他税种构成。主要
税种有总收入所得税、公司利润税、工商营业税、增值税、地产税、遗产
税、内部消费税、石油税收、注册税、印花税等。征收方法采用源泉扣缴
和查实征收两种方法。前者主要适用于对薪金及利息所得的征税，后者主
要适用于对其他各项所得的征税。 

【总收入所得税（IRG）】阿尔及利亚居民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或境外
获取的收入，或者非阿尔及利亚居民在阿境内获取的收入，均须缴纳总收
入所得税。征课对象主要为自然人，亦称个人所得税。 

纳税人的总收入所得包括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利息、股息
与红利收入、财产租赁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工资及薪金收入、劳动
报酬所得、稿酬收入等。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款
（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纳税
人在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按表3-1中的税率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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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总收入所得税税率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第纳尔） 税率 

0-120000 0% 

120001-360000 20% 

360001-1440000 30% 

1440000以上 35%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对于纳税人获得的储蓄利息等，利息金额等于或低于5万第纳尔的部
分，须缴纳1%（可减免）的总收入所得税。利息高于5万第纳尔的部分，
则须缴纳10%的所得税。股息和红利收入按15%征收总收入所得税，如此
项收入用于再投资，可享受免税。 

【公司利润税（IBS）】阿尔及利亚的责任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合伙公司、工商事业机构等单位，以及税法规定的其他法人实
体均须按规定缴纳公司利润税。以阿尔及利亚公司的境内及境外所得和外
国公司来源于阿尔及利亚的所得为征课对象。 

公司利润指生产经营收入、资本利得、股息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
用费、劳务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减去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税法允许扣除的
各种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 

表3-2：公司利润税税率 

基本利润税 

19%（生产行业，不含包装或转售） 

23%（建筑、公共工程和水利工程、

旅游业，不包含旅行社） 

26%（其他行业） 

债权、存款、保证金等利润所得  10% 

匿名票据或证券等利润所得 50%（可减免） 

完成管理合同所得收入 20%（可减免） 

未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公司的外国企业提供服务

所获得的利润  
24% 

提供服务所得收入 24% 

向国外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 24% 

外国海运公司收入（如其他国家强制阿企业采

用某海运公司） 
10% 

向外国公司转出的利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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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和红利收入 20%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根据《阿尔及利亚碳化氢法》，对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
开发、炼化的阿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以及外国石油公司，征收85%的公司
利润税，根据实施区域不同，此税率可降低至75%或65%；对在阿从事石
油天然气管道运输、天然气液化、石油与天然气分离的阿国家石油天然气
公司和外国石油公司征收38%的公司利润税；阿政府免征上述公司的职业
行为税以及增值税。 

为促进就业及地方经济发展，对接受“青年就业基金”扶助的青年创
业者5年内免征公司利润税。对隶属残疾人或老龄人协会的营利性企业免
征公司利润税。对从事粮食、干果和椰枣生产的农业企业免征公司利润税。
对在山区从事畜牧业经营的企业10年内免征公司利润税。对在伊利奇、廷
杜夫、阿德拉和塔曼哈赛特等省区从事非碳氢领域生产经营的企业5年内
公司利润税按50%征收。 

【职业行为税（TAP）】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提供服务（旅游、饮食、
运输、金融、文体、仓储、代理、广告、娱乐等）、转让无形资产（转让
土地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或者销售不动产（销售建筑物
及其他土地附着物等）的企业或个人应缴纳职业行为税。职业行为税的征
收对象主要为服务提供者或者自由职业者。该税类似于中国的工商营业
税。应纳税额=（营业额-增值税）×税率。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
服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税率为2%。如纳税人从事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或生产行业，税率分别为
3%和1%。如纳税人从事公共工程和水利工程领域，税率仍为2%，但享受
减免25%。 

对销售进口商品或食品，但营业额未超过8万第纳尔的个体经营者免
征职业行为税。对从事服务业，但营业额未超过5万第纳尔的个体经营者
免征职业行为税。对销售国家财政补贴或国家定价的大宗消费品的营业收
入免征职业行为税。对销售、交易、运输出口产品的企业和个人免征职业
行为税。对从事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的企业和个人免征职业行为税。 

【增值税（TVA）】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从事工业、商业或手工业、自
由职业、金融保险、进口、批发零售、提供服务和智力支持、娱乐消费等
职业者均须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课税主体包括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和
零售商等在内的企业和个人。阿尔及利亚政府对部分出口行为选择性地征
收增值税。 

增值税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服
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其中不含增值税支出。税率分为



46 阿尔及利亚 

 

三种，其中基本增值税税率为19%，适用于一般性行业；优惠增值税税率
为9%，适用于部分设备和原材料等，具体种类按照税法规定执行；第三
种类为免税商品。此外，电力煤气等能源供应、食品、房地产、医疗服务
和中介服务等行业执行特殊政策。 

下列情况免交增值税：年度营业额低于10万第纳尔；销售面包、面粉、
谷物类商品；销售奶及奶制品；销售国家药品清单内的药品；石油企业使
用的设备与机具；国际和国内的艺术展览、文化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
外国驻阿尔及利亚外交使团外交人员购置商品或获取服务；外国政府、国
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转口产品或来料加工出口产品等。对
因不可抗力而遭受损害的商品免征增值税，由于使用不当或偷盗等原因造
成损失的商品不列入增值税免征之列。对偷漏增值税及造假者，处以200%

的罚金及6个月至1年的监禁。 

【地产税（TF）】阿尔及利亚地产税按无建筑物地产和有建筑物地产
两类进行课税。其中，无建筑物地产主要包括农业用地、盐场、石场、露
天矿以及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等。有建筑物地产包括建筑地产、工商业
地产以及在上述地产上所建的房屋、仓储室、工厂及各类商业设施等。无
建筑物地产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市值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
算征收。 

表3-3：地产税税率 

农业用地使用税 3% 

非城区无建筑物土地使用税 5% 

城区无建筑物土地使用税（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 5% 

城区无建筑物土地使用税（面积大于500平方米且不超过1000平方米） 7% 

城区无建筑物土地使用税（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10% 

有建筑物土地房产税 3% 

有建筑物土地房产税（居住用，特殊规定区域） 10% 

有建筑物土地的附属建筑物使用税（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 5% 

有建筑物土地的附属建筑物使用税（面积大于500平方米且不超过1000

平方米） 
7% 

有建筑物土地的附属建筑物使用税（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10%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有建筑物地产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市值及房产余值为计
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房产折旧率每年为2%，最多不超过25%。
工商业地产以国家划定区域的不同土地单价为依据来计算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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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用地，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设
施用地，宗教场所，农业开发用地，外国驻阿尔及利亚外交使团办公用地
等均可免交地产税。新建或重建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免征
土地税，自建成后的第一年1月1日起按规定交税。接受国家各项政策支持
的青年创业者根据不同情况享受不同优惠政策。 

【国内消费税（TIC）】国内消费税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对烟草、香烟、
雪茄、酒精、火柴等特殊商品的生产消费行为所课征的一个税种。 

表3-4：国内消费税税率 

啤酒 每百升3971第纳尔 

棕褐色烟草香烟 每公斤1240第纳尔 

金黄色烟草香烟 每公斤1760第纳尔 

雪茄 每公斤2470第纳尔 

吸烟用烟草 每公斤620第纳尔 

咀嚼烟草或鼻吸烟草 每公斤710第纳尔 

火柴 每一百盒（40支装）26第纳尔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油气产品税（TPP）】阿政府对汽油、燃料油、柴油、液化石油气、
丙烷、丁烷等油气产品消费所征课的税种。 

表3-5：主要油气产品税税率 

优质汽油 每百升900第纳尔 

普通汽油 每百升800第纳尔 

无铅汽油 每百升900第纳尔 

柴油 每百升200第纳尔 

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印花税（DT）】阿政府对在官方注册登记的购销合同、商业票据、
营业证书、转讫收据、身份证件等有关凭证的企业或个人征收印花税。 

表3-6：印花税税率 

普通合同 400第纳尔 

一般收据 200第纳尔 

营业执照 4000第纳尔 

身份证件 500第纳尔 

车辆牌照 根据车的种类和最初使用年份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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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尔及利亚国家税务总局 

3.4 阿尔及利亚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投资法保证外国投资者将利润汇出境外，明确在生产和服务业的本国
和外国投资，以及在转让经营和许可证范围内的投资均可享受法律提供的
优惠。 

为加大引资力度，阿尔及利亚政府还建立了支持投资基金和优先投资
机制。支持投资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政府为投资所承担的开销，特别是用于
为实现该项投资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投资机制对某些特别需要开
发的地区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投资给予特殊税收照顾及
经营便利。 

外国投资享受国民待遇，符合法律规定的所有投资项目，在向阿尔及
利亚投资发展局申报并获批准后，享受一般优惠政策：  

（1）实施投资阶段 

①免征直接用于投资所进口的设备关税；  

②免征直接用于投资所进口或当地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增值税； 

③免征在投资范围内购置的全部不动产的有偿转让税； 

④免征在投资范围内出让的全部不动产的注册印花税、土地宣传税费
和土地收入税； 

⑤每年政府部门规定的土地租金减免90%。 

（2）税务部门证明投资项目进入经营阶段后（3年或5年内） 

①免征公司利润税（IBS）； 

②免征职业活动税（TAP）； 

③每年政府部门规定的开发税减免50%。 

3.4.2 行业鼓励政策 

符合国家优先发展领域和/或促进就业的投资，尤其是旅游业、工业和
农业的投资，将同时享受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税收和金融鼓励政策。如投
资者在从项目注册到运行一年的期间内创造1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即可
在5年内享受经营阶段的投资优惠政策。 

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特别意义的投资，尤其是利用自主技术促进环境
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节约能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需由投资发展
局代表国家与投资者谈判、签订有关协议，经国家投资委员会的批准方可
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这类投资全部或部分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在税务部门证明投资项目进入经营阶段后，最长10年内，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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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中提到的一般优惠政策。 

（2）免征或减免各项税收。 

（3）在协商规定的时间内，国家提供补助、补贴或其他资金支持，
并提供便利。 

    国家投资委员会批准投资者享受免征或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不
得超过5年。 

3.4.3 地区鼓励政策 

在国家特别扶持区域的投资，目前主要为阿尔及利亚南部和高原省
份，额外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实施投资阶段  

①减免在投资范围内租用土地的租金；  

②国家投资发展局估价后，国家全部或部分承担为实施投资所需要
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2）税务部门证明投资项目进入经营阶段后，10年内享受3.4.1中提
到的一般优惠政策；  

给予外国投资的所有优惠，无论是一般性优惠还是特殊优惠都必须注
明。可汇出境外的利润中必须扣除享受的这些海关、税收或其他优惠政策
减免的同等金额。投资者须在停止享受优惠政策起4年内，将公司享受减
免公司利润税（IBS）和职业活动税（TAP）所获得的利润的30%用于再
投资。如公司拒绝再投资，将无法再享受税收优惠。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目前，阿尔及利亚全国有70个工业区，占地面积1.2万公顷，另有8000

公顷从业用地（ZONE D’ACTIVITE），工业用地总储量为2万公顷。阿尔
及利亚已建工业园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现有的投资促进和优惠政策难
以吸引外国投资。阿尔及利亚目前尚无经济特区。目前正实施新工业战略，
大力发展经济活动区建设，有望在将来与世界接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免
税区和工业区，吸引更多外来投资。 

为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提高东西高速路等新建基础设施使用率、平
衡地区经济发展，2011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新设立42个工
业园区，涉及全国34个省份，其中北部省份27个，中部省份10个，南部省
份5个，占地总面积9572公顷。新建工业园区总投入880亿第纳尔（约合
11.7亿美元）。首批10个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已于2013年5月启动。 

为解决工业用地的瓶颈，2008年底，阿尔及利亚通过新的工业用地法
令，该法令规定：工业用地特许经营权（CONCESSION）不能转让，特



50 阿尔及利亚 

 

许经营权的使用期为33年，可续签2次。在土地拍卖中，不再允许采用议
标方式，但如经过国家投资委员会研究并经内阁会议批准的项目，也可通
过议标方式获得工业用地。新设立的工业园区用地可以议标方式授予，政
府根据园区所处省份经济发展情况予以贴息。外国投资者在工业园区的工
业用地只能通过租赁方式获得，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 

3.6 阿尔及利亚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劳动合同】阿尔及利亚劳动法主要将劳动合同分为：根据合同期限，
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的形式，
可分为书面劳动合同与非书面劳动合同。需要指出的是，如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该劳动关系被认定为无固定期限（这一点不
同于中国的事实劳动关系）。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专业资格要求较高
的岗位可延长到12个月。 

【工作时间】法定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某些在工作时间可能存在
无工作情况的岗位，每周工作时间可以增加；从事高体力、危险或容易在
身体和心理方面产生特别压力的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可缩减。每周加班时间
不可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20%。 

【最低工资】目前阿尔及利亚执行最低月工资标准18000第纳尔。加
班费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1.5倍。 

【终止合同】在劳动合同中双方可以约定在何种情况下劳动关系终
止，法律规定的终止情况有以下9种：劳动合同无效或劳动合同按照法律
规定废除、有确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辞职、解雇、符合法律规定的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因裁员而被解雇、用人单位企业依法终止业务活动、退
休、死亡。 

解雇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无预告期的和补偿金的解雇，适用于劳动者在工作中犯下受刑
法惩罚的严重错误，或劳动者实施了劳动法第73条提及的泄露内部资料、
故意造成物质损失等行为。 

第二种解雇虽无补偿金，但劳动者享有解雇的预告期。这种方式适用
于被解雇的劳动者没有犯严重错误，具体违规的情况以及惩罚措施可在内
部管理规定中详细列明。 

表3-7：雇主需要缴纳的雇员社保基金种类和比例 

种类 雇主承担（%） 雇员承担（%） 社保基金（%） 总比例（%） 

社会保险  11.5  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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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和医疗  1.25  -  1.25 

退休  11  6.75  0.5 18.25 

失业保险  1  0.5   1.5 

提前退休金  0.25  0.25   0.5 

社会住房基金  0.5  -  0.5 

合计  25.5  9  0.5 35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参处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阿尔及利亚法律规定，雇主在缺乏生产或项目需要的本地熟练工人
时，可以雇用外籍工人，一般来说，外籍劳工至少应该为有10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技术工人和有5年以上经验的工程师及适当比例的翻译人员。可就
业的岗位有工程技术管理、翻译、技术工人等。雇用外籍工人时，需向地
方劳动部门提交申请获得外籍劳务指标，办理签证还需经过劳动就业部和
外交部批准，手续较为复杂。外籍工人入境后，需办理劳动证，劳动证有
效期2年，可延期；另外，还应向当地警局申请办理居住证。  

在阿尔及利亚，外国企业雇用外籍工人时所征工资收入税分以下两种
情况：未在阿尔及利亚常驻的外国企业，在给其外籍员工发放工资时应扣
除所得税，一般为20%；在阿正式注册或常驻的外国企业，一律按照当地
工资收入所得税规定从其员工工资扣缴税收。  

社会保险方面，外籍员工一律享受当地的保险（有国际协议另外规定
的除外），企业必须按规定为外籍员工办理各类保险。  

外籍员工的工资纳税后可以汇出，需向当地劳动部门提交申请，但目
前较多的情况是承包工程合同下的外籍员工，工资发放、流动均按照合同
规定执行。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在阿尔及利亚申请外籍劳务指标存在一定难度，如果未得到批准，则
相关准备无效，但法律和政策风险不是很高。阿尔及利亚招聘外籍员工不
需要进行市场需求测试，但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在阿体检合格，管
理人员要提供大学学历证书公证件，技术人员要提供技术资格证书公证
件。 

阿尔及利亚政府劳动主管部门负责包括外籍务工在内的相关政策和
审批事务，但是没有明确的劳务援助机构。中国劳务遇到相关法律问题，
可向国内商会和中国驻阿使馆经商参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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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外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是否可以获得土地/林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投资用地规定】投资项目所需地皮，可租用或购买私人土地（房产），
国有土地可通过特许经营和转让方式提供给投资者。租用私人土地（房产）
只需通过公证人公证租房契约即可，但这一部分资源较少；政府为了进一
步鼓励投资，于2006年出台了关于可提供给私人的国有土地的特许经营和
转让办法，有关规定简介如下：  

（1）基本原则：根据投资项目的需要，在遵守国家城市化的有关规
定的条件下，可通过拍卖或者议标方式将国有可私人化土地出租（土地特
许经营）或转让给企业、公共机构、自然人或法人。但排除以下情况：农
业用地、国家旅游规划中所列有关旅游开发区、油气矿产勘探开发地区、
规划中的房地产开发区。  

（2）对于工业、旅游业、服务业投资项目所需土地，投资者可获得
其特许经营权，期限最少20年，可续约，并在一定条件下（参见以下第6

点）可将土地转让给投资者；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框架下已规划好的有关项
目地块可依据有关法规直接转让给投资者使用。  

（3）土地的特许经营权授予通过拍卖或议标方式进行，其中位于阿
尔及尔、安纳巴、奥兰、康斯坦丁省的所有市镇、北部省份的所有省政府、
区政府的所在市镇、高原地区的省府所在市镇的土地通过拍卖转让经营
权，位于其他地区的有关土地可通过议标方式转让经营权。  

（4）土地的特许经营或转让需通过所在省省长根据职能部门的建议
审批或国家投资委员会有关授予投资项目优惠政策的决议批准，并通过行
政契约确立，带有一份细则，规定投资项目的计划及土地经营权出让或土
地转让的条件。土地特许经营权授予或转让是有偿的，应支付租金或转让
费（拍卖价或市价）。通过议标方式进行出租的土地年租金大致为市价（或
可拍卖底价）的5%。  

（5）土地特许经营权受让人可在标地上建设有关建筑，且可利用房
产抵押进行贷款。  

（6）特许经营权的受让人，在投资项目建成并投产（根据行政契约
细则的规定）后，可申请获得土地所有权（即土地的转让）。若特许经营
权受让人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内完成项目，并在完成项目两年内提出申请获
得土地所有权的，可享受签订特许经营转让契约时确定的土地市价（拍卖
价）获得土地并可扣除已付租金；若在完成项目两年后提出申请，则只能
按照批准该申请时的市场价格获得土地，且不能抵扣租金。  

（7）对于享受国家投资委员会审批的特殊优惠的投资项目，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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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转让价格可另外作价。  

（8）投资用地管理的职能机构为各个省设置的“产业布局、投资和
地产调度促进协助委员会”（Comité d’assistance à la localization et à la 

promo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et de la regulation du foncier）。该机构
由省长统领，负责该省可供投资土地的规划、管理和转让审批，并为投资
者取得土地经营权提供必要的协助。  

综上所述，对于阿尔及利亚国有土地的投资用地，投资者可先租地建
设项目，待项目完成投产后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私人土地一般采取出租
的形式，购买难度较大，且需要省政府批准。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从2009年开始，阿尔及利亚出台投资新政策以保护本国企业。关于投
资用地，暂停租赁2年后可通过转让方式购买的做法（原法律规定：外国
人和外资企业不可以直接拥有当地土地，但是在租赁2年后可通过转让方
式购买），改为采取永久租赁方式。至于租赁期限，根据项目运行长短决
定延长时间，租赁期限可延至44-99年不等。 

3.7.3 外资企业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2010年8月15日，阿尔及利亚通过了新的《农村土地法》，规定了新
的土地使用方式和条件。农民需要在18个月内到国家土地办公室（ONTA）
重新登记申请土地有期限的土地租让使用权，如超过申请期限，则被视为
放弃该权利，土地将被收回并将租让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新法律还给予农
民更大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农民可以到银行申请贷款或与外资建立伙伴关
系。 

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2000年No. 00-04号法令就外国投资资金流动做
出了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购买在阿尔及利亚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
券，非常住居民投资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收入可汇出境。 

此外，阿尔及利亚财政法案中规定了发展金融业的鼓励政策，主要涉
及税收方面。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阿尔及利亚于2010年8月26日出台No.10-04法令，对2003年货币和信
贷法令作出调整。根据新法令，如外国公司或个人投资当地银行业，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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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阿方至少占股51%。 

国家在各私立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均持有一定股份，但无投票权。如银
行或金融机构股份发生转让的情况，国家享有优先购买权。银行和金融机
构性质发生变化时，首先需要得到阿尔及利亚央行行长批准。 

在阿尔及利亚成立银行或金融机构，首先需要获得国家货币与信贷委
员会的批准，其次，在获批12个月以内向阿尔及利亚央行行长提出授权申
请。在阿尔及利亚成立银行或金融机构共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当地注册的
股份公司（SPA），一种为国外银行或金融机构在阿尔及利亚设立的分行。
两种形式的机构设立所需手续一致。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阿尔及利亚环保主管部委是国土整治、环境保护和旅游部，负责制定
环保方面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对国家环境状况监控、管理；会同有关部
委建立健全环保行政机制、技术装备和管理机制，监督环保执法情况；促
进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 

网址：www.matet.dz 

电话：00213-21432801/21432886 

此外，还设有国家环境委员会、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计划、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国家环境基金等，另外各领域还有各自的管理局。负
责投资项目环保审查的部门为各省政府成立的环保监控委员会，该委员会
由省长主持，委员包括各省环境、宪兵、安全、工业、水利、农业、渔业、
贸易、规划、卫生、中小企业、劳动、森利保护、投资促进等部门的负责
人和相关市镇议会主席以及特邀技术专家，根据不同项目召集相关负责人
对投资项目进行环保审查。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阿尔及利亚的环保措施主要依据2003年7月19日颁布的NO. 03-10号
关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法》。具体执行法令主要包括： 

06-02号法令《大气污染成分限值、警戒值及参考值》； 

06-138号法令《在大气中排放气体、烟雾、蒸汽、粉尘及其监控条件》；
06-141号法令《工业废水排放限量》； 

06-198号法令《根据环保要求制定的有关设施（项目）的分级管理体
系》； 

07-144号法令《确定根据环保要求制定的设施（项目）分级目录》；
07-145号法令《关于环境评估的具体实施细则》； 



55 阿尔及利亚 

 

07-299号法令《关于工业废气污染附加税实施细则》； 

07-300号法令《关于工业废水污染附加税实施细则》； 

84-12号法律《森林管理法》； 

01-19号法律《垃圾管理、监控和处理法》； 

02-02号法律《滨海地带开发和保护法》； 

04-03号法律《山区保护法》； 

07-06号法律《绿化区管理、开发和保护法》； 

04-409号法令《特殊危险垃圾运输条例》； 

05-314号法令《特殊垃圾制造者或持有者批准规定》； 

05-315号法令《特殊危险垃圾申报规定》； 

06-104号法令《垃圾分类目录（包括特殊危险垃圾）》等。 

以上法律可在政府秘书处网站的公报栏根据法令文号查询：
www.joradp.dz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1）土壤保持：土地使用必须与其本身性质匹配，限制不可逆的开
发；土地的农业、工业、城市化使用须符合有关环境规定； 

（2）森林保护：法规对开垦林区、森林防火防虫害、林区放牧、林
区及附近地区的工业和建筑设置、林区沙石等方面做出规定； 

（3）大气污染防治：所有建筑物、工商农设施及汽车等均应该依照
环保和减少污染的原则进行建设、开发或生产；所有工业设施必须减少使
用或不使用破坏臭氧层的生产物质；主要就空气中二氧化氮、二氧化硫、
臭氧、浮尘的含量参考值、污染最大限量、预告限量、警戒限量四个等级
进行量化规定，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进行防治；工业废气污染排放超出规定
限值时应对相关生产活动征收附加税，附加税按照超标比例分为5级，在
相应范围内征收一定的税费； 

（4）水体保护：对淡水、海水的保护和工业废水排放进行了详细规
定；工业废水排放超出法规规定限值时应对相关生产活动征收附加税，附
加税按照超标比例分为五级，在相应范围内征收一定的税费。 

阿尔及利亚现行法律未对污染事故处理及赔偿进行详细规定，只规定
了有关违反环保法律法规和造成污染的刑法处罚条款，处罚主要根据不同
情况处以1千至上百万第纳尔的罚款，以及几个月至几年的监禁。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阿尔及利亚规定外资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或承包工程需进行环保评
估。环保评估报告须由国土整治、环境与旅游部  （Minisètre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Tourisme）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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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和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申请环保评估的程序和收费如下： 

（1）环评报告编制单位：环评报告必须由环境部认可的、有资质的
单位编制。 

    （2）申请手续：通过招标确定单位，也可自行确定，委托编制环评
报告完成后，交项目主管部门，由其交省环境局审批后，再交环境部审批；
不同性质的项目有不同的审批权限，或直接交省环境局。其中的一个程序
是要在报纸上公示，征求当地民众意见，这是环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份。 

    （3）环评报告编制费用和时间：按项目大小、复杂程度不同而不同，
编制费为50-100万第纳尔不等，一般需要3-5个月时间。 

阿尔及利亚国土整治、环境与旅游部认可的环保评估编制单位可登录
以下网站查询：www.matet.dz 

3.11 阿尔及利亚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阿尔及利亚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反腐败法》。2003

年12月，阿尔及利亚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6年2月20日阿尔
及利亚政府颁布了《反腐败法》。主要内容如下：  

  （1）规定国家机关和国营部门在录用和使用人员时应以公正、透明、
提醒的原则，制定适当的教育计划；规定财产申报制度；明确国家机关人
员无论职别大小，个人和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所有财产均要申报；规定财产
申报的方式；明确公共机构行为准则；确立公共合同的操作程序；明确国
家公共财产的管理办法，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的透明度，对执法部门的约
束等。同时对私营部门的财务准则也做出了规定。 

（2）成立国家防范和反对腐败机构。设立专门负责防范和打击腐败
的机构。该机构为独立的行政部门，保证其拥有自主权。 

（3）相关处罚规定 

公共机关行为腐败、公共合同中收取不正当好处，一般处以2-10年监
禁及100万-200万第纳尔的罚款； 

对在公共合同商议、签署以及附加合同的商签中行贿受贿的，处以
10-20年监禁及20-100万第纳尔的罚款； 

窃取或不正当使用公共财产、贪污公有资产，处以2-10年监禁及
20-100万第纳尔的罚款； 

非法避税，处以5-10年监禁及50-100万第纳尔的罚款； 

滥用职权，处以2-10年监禁及20-100万第纳尔的罚款； 

虚报财产、收受礼品处以6个月-5年监禁及5-50万第纳尔的罚款； 

对窝藏犯罪嫌疑人、妨碍司法办案、报复检举人、诬告等均有相关处
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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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2010司法年启动之际，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最高法
院发表讲话，重申打击腐败的决心，称政府将以各种形式和行动打击贪污
现象，并很快建立“国家特别反腐委员会”以加强现有立法执法机制。政
府和司法部门决心将持之以恒地打击贪污腐败，不管任何人或任何职务，
只要违法必将受到严惩。  

3.12 阿尔及利亚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阿尔及利亚2002年颁布《公共合同法规》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公共工
程作出了专门规定。该法规对适用范围、乙方缔约人、合同相关条款、合
同的监督等内容都有具体规定。2010年10月阿颁布新的公共合同法条例规
定，由当地公司控股、使用当地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将在公共合同授标中享
有25%的优惠，在阿参与投标的外国企业必须承诺在相关领域与阿当地企
业开展投资合作，并且在投标时必须与阿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2011

年3月经修订，规定可由发起公共工程项目招标的有关部委和直属机构、
国家机关自行确定对外资投标企业的投资要求。工程验收一般分为临时验
收和最终验收。临时验收在工程完工之后进行，最终验收在工程保质期届
满时进行。 

3.12.2 禁止领域 

阿尔及利亚对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没有规定禁止领域。2015

年12月，阿尔及利亚公共交通部长发表讲话称今后除特殊情况外，公共交
通领域项目将仅允许当地公司参与竞标，不允许外国公司参加。但阿尔及
利亚政府尚未公布该政策具体细则和落实情况。 

3.12.3 招标方式 

施工合同标的金额在600万第纳尔以上、设计合同标的金额在400万第
纳尔以上的项目需进行招标。招标分为公开招标、有限招标、选择性咨询
招标、拍卖招标和竞赛招标等方式，最普遍的是公开招标。 

公共工程项目亦可通过议标形式授予特定企业，属于国家紧急需要、
确保经济正常运行、有利于国内生产发展以及应标企业在该领域拥有绝对
优势的情况，可按照简单议标程序进行，应标企业不受新合同法关于投资
承诺的限制。 

3.13 阿尔及利亚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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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阿两国于1996年10月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3.13.2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阿两国于2006年11月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于2007年宣布生
效。但目前尚无法解决双重征收社会保险问题。公司红利税方面，阿财政
部大企业局至今仍未按协定执行，目前依旧按照15%的税率征收。 

3.13.3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的其他协定 

2017年12月3日，中阿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及利
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6年10月15至18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率中国政府经贸代
表团访问了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产能合作的框
架协议》。 

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2015年4月9-12日，时任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率领政府经贸代表团访
问了阿尔及利亚，与时任阿尔及利亚贸易部长本尤奈斯部长共同主持召开
了第七届中阿经贸联委会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2018年1月30日-31日，中阿产能合作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顺利举
行，中阿双方签署联合工作组内部规程和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纪要。 

3.14 阿尔及利亚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3.14.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阿尔及利亚对工业知识产权和文化艺术知识产权均立法予以保护，有
关工业产权涉及工业专利、商标、工业图纸和样品、集成电路构图、以原
产地取名产品等。各类工业产权保护的规定都引入了反不正当竞争的措
施。另外，阿尔及利亚是1883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巴黎公约》、有关
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安排》、关于商标注册国际产品和服务分类的《尼
斯安排》的缔约国。 

发明专利的保护法令保护专利拥有者享有该产品的独家制造、使用、
出售权，禁止其他商家对其产品的使用、出售和进口。专利保护涉及各个
领域，尤其是食品、化妆品、药品以及微生物。专利年限为20年，不可更
新延续。专利申请获准之后将在专利公报上刊登。 

商标保护法令保护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包括放弃、转让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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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禁止任何人在类似产品或服务上使用该注册商标等。在阿境内，所有
产品和服务均须有商标。商标种类包括：产品商标、服务商标、贸易商标、
集体商标、认证商标和公认商标。注册有效期为10年，可无限期续延。 

工业图纸和样品产权保护期限为10年，从第2年起需缴纳维护税。 

集成电路图产权保护法令保护构图注册者，禁止他人部分或全部复
制，禁止以商业目的进口、销售该构图。保护期限为10年。 

原产地名称的保护申请由合法机构或在相关地域从事生产活动的法
人、自然人提出，由产品相关政府部门确定。保护期为10年，可无限期续
延。 

以上知识产权保护受理机构均为国家工业产权协会（INAPI）。 

版权保护包括精神权和财产权，前者是终身的、不可转让的，作者死
后可由继承人继承；财产权期限一般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50年。受理机
构为国家著作权办公室（ONDA）。 

3.14.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商标和集成电路图伪冒行为将被处以6个月至2年的监禁和250万至
1000万第纳尔的罚款，或其中一种处罚；图纸和样品伪冒将被处以500至
1.5万第纳尔的罚款，惯犯将处以1至6个月的监禁并没收假冒产品；原产
地名称伪冒将被处以3个月至3年的监禁和2000至2万第纳尔的罚款，或其
中一种处罚；文学艺术产权伪冒将处以50万至100万第纳尔的罚金和6个月
至3年的监禁或其中之一，销毁非法介质及制造非法介质的工具，在媒体
上公布判决结果，暂时（最长6个月）或永久关闭从事盗版的非法机构。 

3.15 在阿尔及利亚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一般情况下，在阿尔及利亚投资合作发生纠纷，首先应尝试友好协商
解决，双方加强沟通，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如两方无法达成一致，可依据
合同规定或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第三方申请仲裁。最后，任何一方可向当
地法院申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此类情况适用阿尔及利亚法律，主
要因为：1.大部分合同均在阿尔及利亚签订和执行。2.在阿注册成立的公
司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阿尔及利亚法院分为三级，分别为地方法庭、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地方法庭分为民事法庭、经济法庭和社会法庭，分管不同性质案件。如对
一级地方法庭判决不满，可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负责对地方法
庭和上诉法院的判决进行复核，如判决不符合相关法律，最高法院有权驳
回判决。 

阿尔及利亚为1966年10月正式生效的《关于解决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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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争端公约》和1985年世界银行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条约》两项
国际公约缔约国。此外，阿尔及利亚与40余个国家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外
国公司在阿发生商务纠纷时，可依据上述协议提交国际机构调节和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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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阿尔及利亚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2009年3月1日，阿尔及利亚贸易投资新政策正式开始实施。新政策规
定，在阿尔及利亚新成立的外国进出口贸易企业，阿方须占股至少30%。
从即日起，在申请营业执照时，必须有一家或多家阿尔及利亚公司参股；
已经注册经营的公司可继续独资经营。 

阿尔及利亚法律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在当地注册的商贸公司形式有：
（1）合伙公司：合名公司、简单两合公司、合资公司；（2）资本公司：
股份公司（SPA）、有限责任公司（SARL）、独人有限责任公司（EURL）、
简单两合公司（SCS，不常用）、股份两合公司（SCA，不常用）。最常
见的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几乎所有在阿尔及利亚设立的外国公司
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可以采取集团和联合体形式，目前联合体的模式被实际应用于若干
家外国企业、或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联合投标、承揽某一工程项目。承揽
项目的外国公司联合体中各个组成公司在阿尔及利亚必须有其自身法律
存在，即以在阿本国注册的公司、或子公司、或其他稳定的机构形式存在。 

此外，还有联络处、分公司（须在当地商业注册）、代表处和常设机
构等形式。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阿尔及利亚国家商业注册中心（CNRC——Centre National du 

Registre du Commerce）负责受理企业注册，该中心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1） 命名：在阿尔及利亚国家商业注册中心填写申请表以待其确认
所选名称未被注册。  

（2） 开设公司临时账户（注册公司需银行提供一份资金转入证明），
所需材料：公司章程（草稿）、公司名、公司注册地的租赁证明、公司法
定代表人的签字样本、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 

（3）租赁或购买房屋作为公司注册地：此项牵涉的所有合同均需在
阿公证处办理。 

（4）在阿尔及利亚公证处办理章程签署手续，所需文件如下（在股
东为企业的情况下）：经认证的股东法人营业执照；经认证的股东法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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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若股东中有自然人，则需自然人股东的出生证明及无犯罪证明（中国
公民须在国内做好公证，然后通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阿尔及利亚驻中国
大使馆进行认证）；股东法人指定阿公司法人代表的决定函；股东法人要
在阿建立公司的董事局决定函；股东法人赋予自然人代表签署章程权利的
授权函（以上文件需翻译成法文或阿文并经阿驻外使领馆认证）；涉及公
司注册地的房屋所有或租用公证书；由阿国家商业注册中心出具的公司名
称未被提前注册的证明函；资金转入证明。 

（5）将公司章程刊登在阿尔及利亚官方通告报及一份全国级日报上。 
（6）在工商局登记，所需文件如下：企业名称证明；公司成立申请

表（表格由阿尔及利亚国家商业注册中心提供，须经股东大会认可）； 两
份公司章程（原件和一份经认证的复印件）；一份在阿尔及利亚官方通告
报及全国级日报上刊登的章程复印件；待成立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总经理
层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出生证明及无犯罪证明；经认证的公司注册地房屋所
有或租赁证明；现行文件认证的印花税支付收据；工商局注册税收据。 

（7）税务局登记，所需文件如下：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税务
登记申请原件（需由法人代表签署）；公司章程；公司注册地地址；法人
代表的签名样件；法人代表的出生证明。 

（8）在社保局登记。 

（9）获得公章。 

（10）财务账本送至法院认证。 

（11）若从事法律有特殊规定的行业，应出示有关许可证。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招标公告在阿尔及利亚专门的刊物或阿尔及利亚国内几种主要报刊
上发布，也有在有关部委和业主的网站上发布。 

4.2.2 招标投标 

阿尔及利亚承包工程项目招标分为公开招标、有限招标、选择性咨询
招标、拍卖招标和竞赛招标等方式，最普遍的是公开招标，议标较少。一
般情况下，凡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
盟国家的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和阿拉伯发展银行等出资
的项目，均采取国际招标方式选择承包商。此外，阿政府和国有大公司，
如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力煤气公司自筹资
金的项目，特别是吸引外资从事油气田区块风险勘探、生产项目改造、油
气输送管道建设等，也多采用国际招标方式。国际招标项目的合同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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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以外汇支付，另外三分之二以当地货币第纳尔支付。对以外汇支
付的项目，如承包商愿意全部接受当地货币，则进口第三国设备和材料时
可再申请外汇。承包商所得利润可按规定汇出国外。 

招投标程序为：招标公告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招标人对竞标人的资
格进行审查；投标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业主提交投标文件；项目中标后，业
主与中标人进一步谈判，就合同的执行进行协商，最后签订框架合同和实
施合同。框架合同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项目实施的地点、施工期限、工
程合同总价、相关保函、工程变更、工程计量、纠纷的调解等内容有具体
规定。业主评标大致分为以下三步：一级评审（初级评委会，对投标文件
进行技术和商务评审并排出名次）、二级评审（部级评委会，在一级评委
会评标结果的基础上评审出一家公司作为中标的承包商）、三级评审（国
家合同委员会最后审批）。国家合同委员会批准合同文本后，业主签字，
合同正式生效。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发标的重要国际招标项
目，经第二级评审后，由总统主持部长会议通过，并由总统签发政令后合
同生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招标工作即告结束。 

4.2.3 许可手续 

（1）投标时需要随同投标书报送：签字的声明； 投标人资质证明文
件和专业资信证明文件；投标企业章程、商业注册证书、资产负债表及银
行资信证明；企业法人代表的无犯罪记录。 

（2）中标后需要办理：商业注册证明；税卡；企业存在证明；海关
物资进口许可证明；外籍劳工工作签证配额许可。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4.3.1 申请专利 

阿尔及利亚专利管理部门为国家工业产权协会（INAPI）。 

申请专利手续为：首先提交申请，申请所需材料包括申请表格、说明
书、附图等说明发明特征的材料、缴纳有关注册费用的收据、委托书（若
由代理人办理手续时，阿专利法规定住所在国外的申请者必须通过代理人
办理申请手续）；欲对相同发明在先前提出的申请申报优先权的，必须提
交优先权声明书。 

提交申请后，INAPI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INAPI发放证明书，
即构成专利证书。INAPI对已授予专利进行登记，并定期在专利公报上予
以公布，公众可有偿获得有关信息。 

4.3.2 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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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注册管理部门为国家工业产权协会。该部门负责商标管理的一切
行政手续，并定期公布商标的注册、续展、取消、撤销等信息。阿尔及利
亚为《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和《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
斯协定》两项协议缔约国。 

商标注册程序：商标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公司注册地在国外的须通
过在阿代理人履行有关手续，除非有政府间特殊协定）递交申请材料，包
括申请表格、所要注册商标图样、拟应用该商标的产品及服务清单、已缴
纳手续税费证明。欲申请优先权的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日期之后3个月内提
交优先权申请。 

INAPI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和内容审查后发放商标注册证书。国家工
业产权协会审核商标注册申请时，主要考虑提交有效申请的前后时间顺
序，如申请者不接受审核结果可向法院提出诉讼。 

国际商标的审查：如在有关国际条约框架下申请在阿尔及利亚注册，
则对该商标的内容进行审查，看是否违背有关原则。 

4.4 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每月20号之前缴纳上月的营业税、预提利润所得税、增值税以及个人
所得税。 

4.4.2 报税渠道 

会计师事务所计算应缴纳的税款并填写报税相关表格后，由企业自行
去税务局缴税。 

4.4.3 报税手续 

企业将会计单据移交给会计师事务所，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税额核
算，并填写报税表格（即G50表）。企业负责人在报税表格上签字盖章后，
连同其他附表和划线支票/现金一起交至当地税务局。 

4.4.4 报税资料 

企业需填报G50表、进项税明细表。 

4.5 赴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外国人赴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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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在各地有劳动局。长期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须获得工作许可。 

4.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就业必须在项目所在地的省劳动局办理劳动证，
在当地警察局办理居住证，同时还要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局申报。 

4.5.3 申请程序 

申请人必须是企业本身，条件是必须在阿尔及利亚有工程合同或与阿
尔及利亚的政府部门或企业有正式的劳务合同。 

4.5.4 提供资料 

企业将企业资料（营业执照，税卡）、整个项目所需要的劳动名额表、
申请信函、回国保证、合同文本等资料递交劳动部，待劳动部批准以后，
将批准信函发送当地劳动局。企业可将准备的分批赴阿人员名单，申请信
函，回国保证和临时集体劳动准证（需劳动局和业主签字）等资料一份递
交到劳动局，一份交劳动部备案，另外一份寄回国内，即可在本国的驻阿
使馆申请办理劳动签证。具体材料必须到当地劳动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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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市 138, Chemin Chikh El Ibrahimi, El Biar,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792982，21791668，21927121 

传真：00213-21792983 

电邮：dz@mofcom.gov.cn 

网址：dz.mofcom.gov.cn 

4.6.2 阿尔及利亚中资企业协会 

阿尔及利亚中资企业协会成立于2009年1月1日，设建筑、水利、矿业、
路桥、农业和打井6个分会。开展投标协调，市场协调，信息交流，组织
各类球赛、联谊等活动。协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建筑阿尔及利亚公司。 

会  长：李健 

联系人：周鼎 

电话：00213-21393211 

邮箱：al@cscec.dz 

地址：阿尔及尔 



66 阿尔及利亚 

 

4.6.3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路7号 

电话：010-65321231，65321496 

传真：010-6532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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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投资促进机构 

阿尔及利亚国家投资促进局（Agence Nationale de Développement 

de l'Investissement (ANDI)） 

地址：ANDI, Route Nationale N°5 Cinq Maisons, Mohammadia 

(Alger) 

电话：00213-21522014，21522015    

传真：00213-21522017 

网址：www.andi.dz 

办公时间：周日至周四9：00-16：00 

mailto:kgjy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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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阿尔及利亚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1）当地控股。为防范外国公司的投机行为，阿尔及利亚政府2009

年出台新规定，所有外国投资或合资项目中，阿方（可由多家企业组成）
须至少占股51%。 

（2）土地可租不可买。关于投资用地，暂停租赁2年后可通过转让方
式购买的做法，改为永久租赁方式，根据项目运行时间长短，租赁期限可
延至44-99年不等。 

（3）利润再投资。阿尔及利亚政府就投资项目的总体税收优惠制订
该政策，投资者须在停止享受优惠政策起4年内，将公司享受减免公司利
润税（IBS）和职业活动税（TAP）所获得利润的30%用于再投资。如公
司拒绝再投资，将无法再享受税收优惠，还将受到其他的税收制裁。此外，
利润汇出须征收15%利润汇出税等。 

（4）联合投标。随着中国企业的大量进入，与当地企业间的沟通和
合作也愈发重要。中阿企业联合投标已在一些项目中取得成功经验，充分
利用当地企业熟悉市场、环境、政策的优势，结合中国企业自身优势，对
于开拓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5.2 贸易方面 

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经商，必须熟悉并适应当地的贸易环境，应注
意： 

（1）合同签订。中国企业与阿尔及利亚企业进行贸易往来时，要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与客户签订正规合法的商业合同，确定法律合同关系，
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一旦出现经济纠纷，企业可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2）支付方式。阿尔及利亚国际贸易支付方式规定为信用证（L/C）
或付款交单（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D/P）两种方式。建议中国企
业在与阿国企业贸易往来前充分了解对方企业和相关银行的资信，优先考
虑信用证方式，减少收款风险。 

（3）海关规定。中国企业要提前了解海关规定，提供海关所需文件。
出口产品应符合当地规定，尤其不能出口当地宗教忌讳的产品。此外，根
据阿尔及利亚海关政策的相关规定：货物到港两个月无人提货海关将对该
货物进行拍卖，拍卖收入归国家所有；货物回运、转运或转卖需获得原收
货商出具拒收证明。为防止个别阿方企业利用该政策进行诈骗，需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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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该企业的资信。 

（4）商品质量。中国企业应注意商品质量，避免出口价格过于低廉
和质量不佳的产品。 

（5）进口限制。自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为减少外汇支出，缓解财
政压力，阿尔及利亚严控进口规模，限制诸多类商品进口。中国出口企业
应在开展业务前通过阿贸易部等政府部门或进口商了解相关限制规定。 

5.3 承包工程方面 

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承包工程须注意： 

（1）信守合同。企业应始终贯彻守约、保质、按期、重义的经营方
针，工程质量和按期完工对企业至关重要。 

（2）当地雇工。阿尔及利亚失业率高，尤其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
中国企业应尽量多雇用当地员工，阿中员工比例最好在5：1以上。 

（3）资金周转。阿工程项目多，合同和工程量单等相关手续的审批
时间较长（6个月以上），且国家财政资金紧张导致付款较慢，因此在阿
尔及利亚承揽工程项目须有资金周转保障。 

（4）中方员工手续。工程项下劳务人员抵阿尔及利亚后，应尽快办
理居住证和工作证。工人更换工地或工作城市须办理相关手续。 

（5）安全防范。安全事故（特别是高空坠落）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企业应加强工地安全管理，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存在侥幸心理。 

（6）其他。严禁在工程机械、设备及材料中夹带生活用品及酒类、
在人员行李中夹带零配件。 

5.4 劳务合作方面 

（1）派遣资格。应通过具有外派劳务经营资质的公司招聘劳务，签
订符合劳动法的劳务合同并按时支付工资。 

（2）劳务培训。加强劳务人员出国前的培训和岗前培训，详细讲明
国外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及工资待遇等情况；教育劳务人员遵守当地法律
法规、尊重当地习俗。 

（3）现场管理。为劳务人员统一配发工作服及劳保用品，注意国家
和企业形象。加强现场劳务人员的管理，妥善处理劳资纠纷，严格管理劳
工指标，坚决杜绝串用和倒卖用人指标的现象。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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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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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和规避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等。建议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
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
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
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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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及利亚将于2019年举行总统大选，企业应注意关注当地局势，做
好应急预案。 

阿尔及利亚东北部仍时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目前虽未有针对中国人
的恐怖活动，但不排除以外国人或某些营利性项目为目标的恐怖活动。 

社会治安方面，应注意切勿暴露大量现金，谨防小偷和抢劫。人员外
出需保持警惕，尽量避免夜间单独外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阿尔及利亚路窄、车多、车速快，是交通事故高发国。应遵守交通法
规，充分注意行车安全。 

此外，应遵守《海关法》，进口物资必须全部申报缴税；入关时个人
携带的大量现金外汇须申报，以免发生出境被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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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投资经营不仅要与阿尔及利亚中央政府主管
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要积极发展与议会的关系。要关心
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换届和议会选举，关心当地政府的最新经济政策走向。
了解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责和权限范围，了解议会各专业委
员会的职责和他们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阿尔及利亚大型工会组织力量不强，但工会组织较多。阿尔及利亚劳
动法规定，在同一公司工作的3人以上即可成立工会，如果工会对雇主不
满可向当地劳动监察局反映，由劳动监察局对企业展开调查，所以处理好
与当地劳工组织关系的关键是遵守阿尔及利亚劳动法。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对于近年中国人的大量涌入，阿尔及利亚人持两种看法：大部分人认
为中国人勤劳，工作效率高，为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存在一些不满情绪。
近年来针对中国人的攻击行为时有发生，如偷窃工地材料、抢劫中国人钱
物手机等。因此中国企业应更多雇用当地员工，加强当地员工培训，多做
回报当地社会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任。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工作和生活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做一个懂礼仪的
人。要处处时时尊重穆斯林的习惯，不要在斋月期间在穆斯林面前大吃大
喝等，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中国人应注意了解伊斯兰文化，绝对不
能拿宗教开玩笑。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投资者在投资建设项目前，必须先进行环境评估，将评估报告及相关
材料递交有关环保主管部门，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项目建设。所有涉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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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流程变化、业务扩展、设备变化等因素的改变或有关设施地理位置的移
动，都必须重新提交项目的环保许可申请。在生产和生活中，应严格遵守
各项法律规定的环保标准。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加大对当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技工的培训力度；加强技术转
让；多聘用当地员工，帮助当地解决就业；增加对阿投资，尤其是参股形
式的投资合作，帮助阿尔及利亚落后企业恢复生产。 

长期以来，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企业积极参与阿政府为改善民生、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而进行的重大建设项目。在阿中资企业还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为当地民众做好事实事，提高当地员工就业技能和水平，通过“属地
化”政策，使企业融入当地社会。 

案例：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自1982年进
入阿尔及利亚市场以来，已完成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公司招募、
培训和使用阿尔及利亚员工，积极承担促进当地就业、提高当地员工技能
水平的责任。 

目前，中建公司直接雇用的阿尔及利亚员工达5000余人。此外，中建
还与阿尔及利亚近300家中小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当地就业岗位1.5万余个。 

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阿尔及利亚主流媒体对华友好，中国企业应学会主动与当地主流媒体
沟通，定期向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企业在重大并购、涉及社会敏感问题时，
特别是遭遇不公正的舆论压力时，应注重宣传引导，做好预案，通过媒体
与大众交流。引导媒体进行对本企业有利的宣传。 

中资企业可定期向媒体开放，欢迎媒体到企业参观采访，了解企业的
真实发展情况，对中国企业进行宣传和监督。对于媒体的负面不实报道，
应及时与之沟通，提供证据正名，或请求中国使馆协助要求媒体澄清。 

6.8 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国公民应友善对待当地执法人员，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调查，如实
说明情况。遇到不公正待遇时，应通过所在企业或中国使馆相关部门与阿
方交涉，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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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中的瑰宝，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逐
步走进阿尔及利亚。不少阿尔及利亚民众和企业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并
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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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介绍中阿文化差异，
以便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的投资理念和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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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有利于中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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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阿尔及利亚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在阿尔及利亚，企业不仅要依法注册、依法经营，必要时还要通过法
律手段解决纠纷，捍卫自身权益。 

由于法律体系和语言差异，中国企业应该聘请当地律师处理企业的法
律事务，一旦涉及经济纠纷，可以借助律师的力量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保
护自身利益。 

中国企业和公民在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当地警察和法院。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到阿尔及利亚投资或承揽工程项目的企业可以咨询阿相关政府部委、
协会、商会，以及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 

阿尔及利亚投资主管部门主要有：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工业和投资
促进部、国家投资发展局等，详见3.2.1。 

7.3 取得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领）馆保护 

中国企业在进入阿尔及利亚市场前，应征求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
经商参处意见；投资注册之后，按规定到经商参处报到备案；日常情况下，
保持与经商参处的联络。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使馆报告。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领事处 

电话：00213-21692962 

网址：dz.chineseembassy.org 

邮箱：lslb_alger@163.com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商参处 

电话：00213-21792982/21791668 

网址：dz.mofcom.gov.cn 

邮箱：dz@mofcom.gov.cn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在阿尔及利亚，中资企业和相关人员应充分做好各种突发情况应急预
案，尤其是应对恐怖袭击、交通事故、施工事故、劳资纠纷等预案。出现
重大问题应在第一时间报告中国驻阿大使馆和经商参处，并迅速启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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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阿尔及利亚紧急联系电话：报警：17、消防：14、急救中心：115、查
询电话台：19。以上号码用座机和手机皆可直接拨打。 

7.5 其他应对措施 

企业遇到问题还可求助在阿中资企业协会。 

遇有紧急突发事件要以人为本，拨打医疗救护、报警或火警电话，尽
量避免人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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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阿尔及利亚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一、阿尔及利亚主要国家部委（涉及经贸领域） 

（1）总理府 www.cg.gov.dz 

（2）外交部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地址：Place Mohamed-Seddik-Benyahia 16070 El Mouradia,Alger 

电话：00213-21504343 

传真：00213-21504141 

网址：www.mae.dz 

（3）财政部 Ministère des Finances 

地址：Cité Malki, 16306 Ben Aknoun, Alger 

电话：00213-21595151/595152 

传真：00213-21595125/731094 

网址：www.mf.gov.dz 

职能：统管国家财政预算、税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下属税
务总局、海关总局、经济研究预测总局、审计局、国库总局、国土事务局。 

（4）贸易部 Ministère du Commerce 

地址：Cité ZERHOUNI Mokhtar, Mohamadia, Alger 

电话：00213-21890074/890075 

传真：00213-21890034 

网址：www.mincommerce.gov.dz 

职能：主管内外贸易，包括国内市场流通、双边多边经济合作、贸易
促进、经济检查和反走私（政策）等。 

（5）海关总署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Douanes 

地址：19, rue du Docteur S?adane, Alger 

电话：00213-21725959 

传真：00213-21726000 

网址：www.douane.gov.dz 

职能：海关税收、进出口法规的实施、打击假冒、走私、执行有关贸
易政策，保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6）工业和矿业部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et des Mines 

地址：02, rue Ahmed Bey, Immeuble le Colisée, El-Biar, Alger  

电话：00213-21239143 / 239428 

传真：00213-21230694 / 239498 

网址：www.mipi.dz 

职能：制定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战略和法律法规，管理产业发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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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改革，负责各行业标准化和技术改造，为产业竞争力提升制定有关措施，
监管工业企业的规范生产经营和生产安全等；组织协调国有企业私有化及
其参股过程；研究提出促进投资的政策建议；负责内阁参股部门的秘书工
作。 

（7）能源部 Ministère de l'Energie  

地址：Tour A, Val d'Hydra. BP. 677 Alger Gare. 

电话：00213-21488526/488523 

传真：00213-21488557/488315 

网址：www.mem-algeria.org 

职能：制定和执行油气、矿产和其他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生产和能
矿工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管理石油、天然气及其衍生物从勘探到销售
的各个环节，管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统领能源矿产领域各机构。 

（8）水资源部 Ministère des Ressources en Eaux  

地址：03, Rue du Caire, Kouba, Alger 

电话：00213-21283901 / 283837 / 283951 

传真：00213-21280100 

网址：www.mre.gov.dz 

职能：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管理水坝、灌溉、水井、输水、
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利用，统管国民经济各方面水资源使用。 

（9）公共工程和交通部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et des 

Transports 

地址：06, Rue Mustapaha Khalef Ben-Aknoun, Alger 

电话：00213-21914947 

传真：00213-21913585 

网址：www.mtp-dz.com 

职能：负责国家城乡公路建设及桥梁和隧道建设，以及相关标准的制
定和建设质量管理。制定交通运输和气象领域的政策法规，统领国家铁路、
海运和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的管理和对内对外合作协调，管理气象领
域的开发研究及运作。 

（ 10）农业、乡村发展渔业部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du 

Développement Rural et de la Pêche 

地址：12, Boulevard colonel Amirouche, Alger 

电话：00213-21711712 

传真：00213-21795986 / 718870 

网址：www.minagri.dz 

职能：制定国家农业、林业、畜牧业的政策法规，管理和促进农、林、
畜牧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协同有关部委管理农、林、畜牧业的工业化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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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等事宜。 

（11）邮政、信息技术和电信部  Ministère de la Poste et d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地址：4 BD Krim Belkacem Alger 16027 

电话：00213-21711220 

传真：00213-21719295 

网址：www.mptic.dz 

职能：制定邮政、电信和信息产业政策，负责邮政电信行业的战略开
发和管理，管理国家电信网络等。 

（ 12）住房、城市规划和城市部  Ministère de l'Habitat, de 

l'Urbanisme et de la Ville 

地址：135 rue Didouche Mourad, Alger Centre 

电话：00213-21740722 

传真：00213-21745383 

网址：www.mhu.gov.dz 

职能：制定住房战略规划和政策、管理不动产开发、建设和使用；城
市化的规划开发，城市居民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 

（13）旅游与手工业部 Minisètre du Tourisme et de l’Artisanat 

地址：Rue des quatre canons , Alger 

电话：00213-21432801/21432886 

网址：www.matet.dz 

职能：制定环保方面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对国家环境状况监控、管
理，会同有关部委建立健全环保行政机制、技术装备和管理机制，监督环
保执法情况；促进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等。制定手工业发展战略及相
关政策法规，促进手工业领域投资及相关的分包，为其提供土地、融资、
信息交流等方面的便利，组织该领域国际合作。 

（14）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 Ministère du Travail, de l'Emploi e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地址：Sociale 44, rue Mohamed Belouizded, Alger, 16600 

电话：00213-21659999 

网址：www.mtess.gov.dz 

职能：制定就业促进战略；支持促进就业的投资项目；促进劳动市场
管理的优化和现代化；监管和评估劳动市场管理；促进青年就业；保障劳
工利益。 

（15）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 Banque d’Algérie 

地址：8 Avenue Franklin ROOSEVELT, Alger 

电话：00213-212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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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传：00213-2166499 / 230371 

网址：www.bank-of-algeria.dz（可查询在阿各银行及外国分行的联
系方式）。 

 

二、经贸行政机构及相关组织 

（1）国家税务总局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Impots 

地址：Cité Malki, 16306 Ben Aknoun, Alger 

网址：www.impots-dz.org 

电邮：contact_DGI@mf.gov.dz 

（2）国家商业注册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Registre du Commerce 

（CNRC） 

地址：Route National NO. 24 LIDO BORDJ EL KIFFAN ALGER BP 

N° 18 16120ALGERIE 

电话：00213-21-201028 / 205538 

传真：00213-21-201917 

网址：www.cnrc.org.dz 

职能：工商注册部门。 

（3）阿尔及利亚对外贸易促进局 Agence Nationale de Promotion 

du Commerce Extérieur 

地址：Route Nationale NO. 05 Cinq Maisons Mohammadia , Alger 

电话：00213-21521210  

传真：00213-21521126 

网址：www.algex.dz 

职能：促进实施有关促进本国非油气产品出口的计划、政策等，分析
国内外形势提出贸易促进建议，建立进出口信息沟通机制，服务于本国进
出口商，对外交流、与外国和国际组织加强联系等。 

提示：可查询阿主要展会和出口促进会活动信息。 

（4）国家投资发展局 Agence Nationale de Développement de 

l'investissement（ANDI） 

地址：27, rue Mohamed-Merbouche, Hussein-Dey, Alger 

电话：00213-21773262 / 63 

传真：00213-21773257 

网址：www.andi.dz 

职能：促进和管理投资。接受投资申报、负责投资资格审查并协同税
务、海关部门实施投资优惠政策；为企业的创办提供行政手续便利、各地
方投资的协调工作；管理投资基金。 

（5）国家土地中介和调节管理局 Agence Nationale d'Intermé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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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de Régulation foncière (ANIREF)  

地址：13, avenue Sayed El Ouali ( Ex-Débussy ), Alger 

电话：00213-21716745 

传真：00213-21716750 

网址：www.aniref.dz 

电邮：contact@aniref.dz 

职能：受工业和投资促进部管理，为工商性质的公共机构，主要负责
不动产的土地的中介、国家土地调节、为投资者提供土地信息等。 

（6）阿尔及利亚国家保险委员会 Conseil National des Assurances  

地址：30, Lotissement du Val d'Hydra, Lot n°50 -Hydra – Alger 

电话：00213-21692037 

传真：00213-21691524 

网址：www.cna.dz（可查询在阿各保险公司、机构的联系方式） 

（7）海关信息和统计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Statistiques (CNIS) 

地址：17 rue des Mourabitoune, Alger Centre 

电话：00213-21715600 

传真：00213-21715640 

电邮：cnis@douane.gov.cn 

职能：国家经贸信息统计分析。 

（8）国家统计局 Office National des Statistiques（ONS） 

地址：8&10, rue des Moussebilines, Alger 

电话：00213-21639974至76 

传真：00213-21637955 

网址：www.ons.dz 

（9）阿尔及利亚标准化协会 Institut Algérien de Normalisation 

地址：5/7 Rue Abu Hamou Moussa, Alger, BP 104 RP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630589 

传真：00213-21641761 

网址：www.ianor.org 

职能：阿尔及利亚国家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员，负责制定
公布有关标准；对标准化工作进行协调和统一；负责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国
际标准认证工作（ISO, CEI等）；标准化研究、认证促进、国际合作等。 

（10）阿尔及利亚国家工业产权协会Institut National Algérien de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INAPI） 

地址：42, rue Larbi Ben M'hidi, Alger 

电话：00213-21732358 / 73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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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213-21735581/96 

网址：www.inapi.org 

职能：负责国内工业产权的保护，包括商标、专利、原产地品名等工
业产权的注册和管理；促进国内发明和技术创新，为企业、学校、研究机
构等获得专利技术方面的信息提供便利；通过分析、控制等手段为技术引
进提供便利。 

 

三、商会、协会、联合会 

（1）阿尔及利亚工商会 Chambres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Algériennes 

地址：Palais consulaire 6,Bd Amilcar Cabral Place des Martyrs, 

Alger 

电话：00213-21967777 / 966666 

传真：00213-21967070 

网址：www.caci.com.dz 

（2）阿尔及利亚国家公证人公会 Chambre Nationale des Notaires  

地址：8, Rue Sergent Addoun,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420393；429522  

传真：00213-21420394 

（ 3 ）阿尔 及利亚出口商协会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Exportateurs Algériens（简称ANEXAL） 

地址：Cinq Maison R. N. No.5 El Mahammadia,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824228  

传真：00213-21824227  

电邮：anexal@wissal.dz 

（4）阿尔及利亚企业家联合总会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s 

Entrepreneurs et Opérateurs 

Algériens（简称CGEOA） 

地址：27, rue Ferhat-Abdelkader, Staouéli,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392145 / 674274 

传真：00213-21392146 / 538645 

（ 5）阿尔及利亚工业家和生产者联合会  Confédération des 

Industriels et  Producteurs  Algériens（简称CIPA） 

地址：118,chemin de la wilaya, ZI Oued Smar,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515791 / 516819 

传真：00213-21516820 / 528612 

电邮：mehenni-c@wissal.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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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尔及利亚雇主国家联合会（简称CAP）  Confédération 

Algérienne du Patronat 

地址：hotel El-Aurassi, niveau C, bureau NO. 07,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428142 / 748252 

传真：00213-21717290 / 428148  

（7）阿尔及利亚企业主论坛（简称FCE）  Forum des Chefs 

d'Entreprises 

地址：Cooperative Echarifa Bt. No.03 BP 186, Bab Ezzouar, Alger, 

Algérie  

电话：00213-21249170; 249254 

传真：00213-21249255  

 

四、其他参考网站 

（1）阿尔及利亚政府公报网（政府秘书处）：www.joradp.dz 

提示：可查询阿政府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 

（2）阿尔及利亚新闻通讯社：www.aps.dz 

提示：可链接阿尔及利亚各大媒体网站 

（3）阿尔及利亚门户站：www.eldjazair.net.dz 

提示：阿尔及利亚各网站链接 

（4）阿尔及利亚黄页：www.pagesjaunes-d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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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阿尔及利亚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电邮 联系电话 

1 中石化代表处 qinanning@sinopec.com 023484256/0792238876 

2 中石油代表处 csq_intl@cnpc.com.cn 023187514/023187513(fax) 

3 中油国际 bianxp@cnpcint.com 021692726/021606177(fax) 

4 
中建（驻阿中资企

业商会会长单位） 
al@cscec.dz 021393211 

5 中信 citic.crcc.dg@gmail.com 021564490(fax) 

6 中铁建 crcc.algeria@gmail.com 021365830  

7 中土集团 ccecc-algeria@ccecc.com.cn 023300211/023300221(fax) 

8 中核 xumeng@czec.com.cn 023544077 

9 浙江建投 zcigc@hotmail.com 023201025 

10 中铁建工 crceg_algeria@163.com 021762723 

11 北京六建 blccalgerie@163.com 041273924 

12 中国电建 sinohydroalgeria@gmail.com 023290342 

13 中地 cgcalgerie@126.com 021379086 

14 中地海外 
gaozenghui@cgcoc.com.cn   

chenchun@cgcoc.com.cn 
023816817 

15 中水对外 cwe.algerie@yahoo.com 021506727 

16 中鼎国际 ziecalgerie@hotmail.com  023358450 

17 中国港湾 algeria@chec.bj.cn 021481424 

18 华为 laiyangyang@huawei.com 021508896 

19 中兴 christina.wang@zte.com.cn 023811250 

20 中冶 
mccalgeria@mcciec.com, 

jianingchuan@mcciec.com 
023280596/023280596(fax) 

21 青建 cnqcrenjun@gmail.com 021308756 

http://oilsyggs.mofcom.gov.cn/
mailto:csq_intl@cnpc.com.cn
mailto:bianxp@cnpcint.com
mailto:xumeng@czec.com.cn
mailto:cgcalgerie@126.com
mailto:cwe.algerie@yahoo.com
mailto:algeria@chec.bj.cn
mailto:christina.wang@zte.com.cn
mailto:mccalgeria@mcciec.com,jianingchuan@mcciec.com
mailto:mccalgeria@mcciec.com,jianingchuan@mcciec.com
mailto:cnqcrenju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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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徽建工 
aceg.algerie@gmail.com 023228939 

776890276@qq.com 023228940 

23 中电子 zhangwenhui@ceiec.com.cn 023230549 

24 中铁国际 baimeng@crecgi.com 021543281 

25 东阳三建 dysjzab@163.com 023575630 

26 
新疆兵团建工（一

建） 
gcibx@live.fr 021755751 

27 
新疆兵团建工（国

际） 
2641092153@qq.com  

28 山东路桥 184212108@qq.com 0549008483 

29 中铁14局 crcc14@gmail.com 0560157166 

30 中铁17局 crcc17algeria@hotmail.com 021333187 

31 
豫非农业水利整治

公司 
yufei3696@sina.com 023295003/023295009(fax) 

32 中交 wangwp@ccccltd.cn 0561970172/021371341(fax) 

33 北京城建 bucgdz@bucg.cc 023289363 

34 中国有色 dingfeng@nfc-china.com 0673327927 

35 中材建设 chenggong@cbmi.com.cn 023816882 

36 河北地矿 hbdkczgs@163.com 021405495 

37 少林矿业 shaolin2005@126.com  041826527 

38 少林水利 shaolin2005@126.com  041826527 

39 宇龙 xxwzc66@163.com  020340318 

40 中昊 cuiyulei-99@163.com 024860534 

41 中联矿业 cecomines@126.com 021353657 

42 三一重工 
star-daniel@163.com  

zke_zhang@163.com 
021891092 

43 中联重科 northafrica@zoomlion.com 021443183 

44 中钢设备 qinqiang@mecc.sinosteel.co 0541348885/0560957777 

mailto:aceg.algerie@gmail.com
mailto:776890276@qq.com
mailto:zhangwenhui@ceiec.com.cn
mailto:baimeng@crecgi.com
mailto:gcibx@live.fr
mailto:2641092153@qq.com
mailto:184212108@qq.com
mailto:crcc14@gmail.com
mailto:crcc17algeria@hotmail.com
mailto:bucgdz@bucg.cc
mailto:dingfeng@nfc-china.com
mailto:chenggong@cbmi.com.cn
mailto:shaolin2005@126.com 
mailto:shaolin2005@126.com 
mailto:star-daniel@163.com%20%20zke_zhang@163.com
mailto:star-daniel@163.com%20%20zke_zhang@163.com
mailto:qinqiang@mecc.sino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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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45 中国技术进出口 
weiminghui@cntic.genertec.c

om.cn 
021922113 

46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zhupx@gc.avic-intl.cn 0782202279 

47 埃索科软木公司 haoaijun@benebo.com  

48 海信公司 jiayupeng@hisense.com  

49 固美铝型材公司 
gumeialuminium@hotmail.co

m 
 

mailto:qinqiang@mecc.sinosteel.com
mailto:zhupx@gc.avic-intl.cn
mailto:haoaijun@benebo.com
http://dz.mofcom.gov.cn/article/catalog/201505/javascript:set_to('gumeialuminium@hotmail.com')
http://dz.mofcom.gov.cn/article/catalog/201505/javascript:set_to('gumeialuminium@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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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阿尔及利亚》，对中国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到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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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阿尔及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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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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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主要
为参赞赵董良和秘书程思阳，主要资料来源为我国外交部、阿尔及利亚国
家统计局、海关统计中心等相关政府部门、阿尔及利亚各大主流媒体登载
的相关信息。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和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
的专家学者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改。商务部西亚非洲
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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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