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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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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
小安的列斯群岛中向风群岛的东北
部，南隔马提尼克海峡与马提尼克岛
相望，北隔多米尼克海峡与瓜德罗普
岛为邻，国土面积751平方公里。多
米尼克是山地岛国，风景秀丽，为世
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多米尼克氟石蕴
藏量大，年产量约10万吨。地热、水
力资源较丰富，有待开发。森林面积
约360平方公里。 

2004年3月多米尼克正式与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自建交以来，两国
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经贸合作稳步推
进，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加强。多米尼克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之一。自2014年3月29日起，中国公民以旅游为目
的赴多米尼克，持返程机票、旅馆住宿预订单或证明其有支付旅行费用经
济能力的材料，可免签入境，停留不超过21天。 

2014年12月，多米尼克工党再次赢得大选，组成了新一届政府。新政
府重视发展经济，在稳步发展旅游业和农业的基础上，重点提升中小企业
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改善国家财税状况，扭转经济低增长现状。此外，
政府为应对加入加勒比共同体市场挑战而修改现行法律，改善投资环境，
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和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的措施已初见成效。 

农业是多米尼克经济的基础。多米尼克为加快国家经济发展，已提出
将农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实行投资公民经济发展计划（国籍投资项目），
大力吸引外国投资。 

2017年9月18日，多米尼克遭受百年不遇五级超强飓风“玛利亚”的
正面袭击，社会经济全面瘫痪，国际组织初步评估灾害损失高达GDP的
225%，90%以上的住房不同程度受损，2017年GDP预计下降6.9%,多米
尼克经济可谓雪上加霜。灾后多米尼克政府主要依靠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的援助及贷款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但恢复进程缓慢。截止2018年5月18

日灾后8个月，多受灾房屋屋顶修复不足50%、电力供应恢复85%、酒店
客房恢复营业不足50%，网络通讯恢复程度耕地。包括种植、养殖在内的
农业产品市场供应仍极为紧张。多米尼克对吸引外国投资更为迫切，但成
效甚微。 

参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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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多米尼克对于外国投资的法律规定比较开放，相关注册与
审批程序比较简单，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回不受限制。在劳动就业、劳动
保障和维护劳工权益等方面，基本参照《国际劳工法》的各项规定。多米
尼克政府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贸易投资法》、《对外贸易管理法》、
《海商法》、《海关法》、《国际商事组织法》、《反倾销法》、《银行
法》、《公司法》等。 

截至目前，中多经贸合作基本以中国向多提供政府援助或优惠贷款为
主，中资企业对多米尼克商业投资仍为空白。2017年9月“玛利亚”飓风
灾害迫使在多米尼克中资机构管理和技术人员300多人全部撤离转移回
国，在多米尼克华人华侨100多人全部撤离至周边岛国。2018年3月，中
国援多玛格丽特公主医院改扩建项目、援多西部公路修复项目和援多约克
峡谷桥项目先遣组返回多米尼克，为项目复工做准备。援多约克峡谷桥项
目于5月7日复工建设，并于6月底对外移交。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承建
多米尼克政府“国籍投资项目”资金支持的贝尔维尤肖邦安置房项目于
2018年5月复工建设。当地华人华侨投资开办了塑钢门窗和铝合金建筑材
料生产企业，经营家庭旅馆，还开设了多家日用品超市、餐馆等。华商日
用品超市供应价廉物美的中国日用百货，颇受当地普通老百姓的欢迎。不
同风味的中国餐馆也深受当地人的青睐。 

多米尼克国内市场狭小，消费能力有限、购买力偏弱，项目规划和执
行能力有限，成熟投资项目不多。 

多米尼克自然环境恶劣，投资信息闭塞。有意赴多米尼克投资、从事
商贸经营、探讨双边合资合作的企业和个人，务必在项目立项前，赴多米
尼克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各方面情况，听取
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商参处的情况介绍和建议，以免盲目投资造成不可
挽回的损失。 

 

 

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商处负责人 王全火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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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多米尼克（The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以下简称
“多米尼克”或“多”）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多米尼克的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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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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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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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将会给
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多米尼克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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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米尼克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多米尼克的昨天和今天 

多米尼克最早的居民是阿拉瓦克族印第安人。1493年11月3日，哥伦
布第二次航行美洲登上该岛，并将其命名为“多米尼克”。此后一个多世
纪，欧洲殖民者多次企图占领该岛，但因加勒比人的顽强抵抗和其险恶的
地理环境而未得逞。1632年，法国殖民者入侵，英国人也随之接踵而至。
1748年英、法两国达成协议，承认该岛中立，为加勒比人所有。此后，根
据《巴黎条约》该岛在1763年划归英国。1778年后该岛在英、法两国间
几经易手。1805年法国占领者烧毁了罗索城。同年英国以1.2万英镑“赎
金”取得该岛的所有权。1815年《维也纳条约》最终确认多米尼克归属英
国。1978年11月3日，多米尼克宣告独立，为英联邦成员国，同年12月，
加入联合国。1980年，多米尼克独裁政府被推翻，改选玛丽·尤金尼亚·查
尔斯为总理，从此国家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玛丽·尤金尼亚·查尔斯是加勒
比国家的第一位女总理，在任15年。 

1.2 多米尼克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多米尼克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中向风群岛的东北部，
是山地岛国，南隔马提尼克海峡与马提尼克岛相望，北隔多米尼克海峡与
瓜德罗普岛为邻。全岛南北长47公里，东西宽26公里，是向风群岛中面积
最大的火山岛，国土面积751平方公里。 

多米尼克属于西4时区，首都罗索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2小时，不
实行夏时制。 

1.2.2 行政区划 

多米尼克全国划分为10个区：圣约翰、圣安德鲁、圣彼得、圣约瑟夫、
圣戴维、圣帕特里克、圣保罗、圣乔治、圣卢克、圣马克，由区议会管理。
罗索市和朴次茅斯市由市议会管理。 

首都罗索（Roseau），是加勒比地区唯一有河流穿过的城市，面积
5.4平方公里，人口约2.2万人，是国家政治、商业、旅游、教育、通讯和
服务中心。市内有占地40英亩的植物园和拥有156年历史的罗索天主大教
堂。 

1.2.3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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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氟石蕴藏量较大，年产10万吨。地热和水力资源较丰富，尚
有待开发。森林面积约360平方公里。 

1.2.4 气候条件 

多米尼克属热带海洋气候，常年平均气温在26-29℃之间。通常每年
6-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5月为旱季，但雨季、旱季划分越来越不明显。
6月起至11月底为飓风季节，雨水较集中，常有热带风暴。年平均降雨量
为2800毫米，内地山区降雨量高达6000毫米，其他地区为2000毫米左右。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袭击多米尼克，造成当地重大损失。 

1.2.5 人口分布 

多米尼克总人口7.12万人（2018年公布数据）。主要为黑人和黑白混
血人种，另有南美印第安人后裔加勒比族人、白人和少数中东人。 

2016年，多米尼克人口增长率0.2%，出生率15.2‰，死亡率7.9‰。
平均寿命为77岁，其中男性为74岁，女性为80.1岁。14岁以下人口占
21.84%，15至64岁人口占67.27%，65岁以上人口为10.89%。 

多米尼克人口主要集中在首都罗索市以及第二大城市朴茨茅斯。 

目前，在多米尼克华人约有140人，主要集中在罗索市和朴茨茅斯市。 

1.3 多米尼克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宪法】多米尼克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现行宪法于1978年生效。宪法
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公民有信仰、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
由，有不受奴役和强迫劳动的权利。保护公民不因种族、出生地、性别、
肤色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受到歧视。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总统为
国家元首，执掌国家行政权。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连任
不得超过两届。2013年10月2日，多米尼克新任总统查尔斯·安杰洛·萨瓦
林（Charles Angelo SAVARIN）宣誓就职，2018年10月多米尼克将举行
总统大选。 

【议会】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议会为一院制，由众议员和参议
员组成，共30席，每届任期5年。其中，众议员21人，为全国21个选区在
大选中的获胜者，9席参议员根据总理和反对党领袖提名（总理提名5人，
反对党领袖提名4人），经总统任命。参议员在宪法修正案、对政府的不
信任案问题上不能参加投票表决，也不能提交议案，但其他权利和众议员
相同。本届议会于2014年12月组成，21席众议员中，工党占15席，统一
工人党占6席。2018年3月统工党一名议员脱党并以独立议员身份加入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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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议长阿利克斯·博伊德—奈茨（女），2000年4月就任，2005年、2010

年、2015年连任。 

【政府】本届政府于2014年12月组成， 2018年4月10日再次进行小
幅调整，目前内阁成员共19人。总理罗斯福·斯凯里特，2004年1月当选工
党领袖、就任总理；其后分别于2005年5月和2009年12月再次当选连任，
2014年12月大选中再度获胜连任。2014年12月宣誓就职（兼财政和公共
服务部长）,2018年4月10日起担任政府总理兼财政、投资、住房和土地部
长。2018年4月内阁调整后的其他成员包括：副总理兼农业、食品和渔业
部长雷金纳德·奥斯特里；总检察长勒费·皮特；公共工程、水资源管理
和港口部长约翰·科林·麦金泰尔博士；环境、气候适应性、灾害管理和
城市改造部长约瑟夫·艾萨克；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长肯尼思·达鲁博士；
规划及经济发展部长米里厄姆·布兰查德参议员（女）；旅游和文化部长
罗伯特·汤奇参议员；教会事务、家庭和性别事务部长凯瑟琳·丹尼尔（女）；
青年、体育和选区发展部长-贾斯蒂娜·查尔斯（女）；司法、移民和国安
部长雷本·布莱克默；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部长-芙郎辛·巴伦参议
员（女）；贸易、能源及就业部部长-伊恩·道格拉斯；教育和人力资源发
展部部长-彼得·塞让；商业、企业及小企业发展部部长-罗斯林·保罗（女）；
信息、科学、通讯和技术部部长-凯尔维·达鲁；原住民事务部部长-卡西厄
斯·达鲁；住房和土地国务部长-约翰逊·德莱格；卫生和环境专门负责环境
的议会秘书-艾弗·斯蒂文森。 

【司法机构】由东加勒比最高法院和地方初审法院组成，司法终审权
归属英国枢密院。东加勒比最高法院6名陪审法官中须有一位常驻多米尼
克，负责即席裁决。地方初审法院处理涉及不超过500东加元的案件。2014

年7月，多米尼克议会通过议案，决定以加勒比法院取代英国枢密院作为
多米尼克终审法院。 

【军队】多米尼克没有军队，仅有警察部队约400人，其中女性约30

人。警察部队包括普通警察（交警、刑警）、特警队（负责保卫国家重要
领导人和各国驻多使馆安全）和海岸警卫队。 

1.3.2 主要党派 

多米尼克主要有两大政党： 

【多米尼克工党（Dominica Labor Party, DLP）】执政党。1955年成
立，1978年至1980年执政，1985年重组，2000年大选获胜，与自由党组
成联合政府，2005年大选中再次获胜并单独执政，2009年12月以压倒性
优势再度获胜，领袖罗斯福·斯凯里特。在2014年12月大选中斯凯里特领
导的多米尼克工党再次压倒性多数获胜并单独执政，重新改组内阁成员，
但绝大多数成员还是来自原内阁，并且对政府各部委功能和名称进行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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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更名。 

【多米尼克统一工人党（United Workers’ Party, UWP）】反对党。
1988年7月成立，曾在1995-2000年执政。2008年7月，威廉斯辞去该党领
袖和反对党领袖职务，副领袖格林继任该党领袖和反对党领袖。2008年10

月12日，格林正式当选为该党政治领袖。2014年12月大选后，伦诺克斯·林
顿当选为党领袖并在议会中担任反对党领袖。2018年4月统一工人党举行
选举，伦诺克斯·林顿继续当选为党领袖，约书亚·弗朗西斯继续当选为
党的党领袖，艾萨克·巴普蒂斯特当选为党主席。 

【多米尼克人民党】2018年4月24日，“多米尼克人民党”（Peoples 

Party of Dominica, PPOD）在美国纽约宣布成立，并表示将参加多米尼克
明年大选。该当发起人兼领袖为萨法林·卡林顿女士。多米尼克另一反对
党为“多米尼克自由党”（Dominica Freedom Party, DFP），领袖为肯
恩塔·维塔尔。这两个小党目前影响很小。 

【多米尼克自由党（Dominica Freedom Party, 简称DFP）】1968年
成立，前身为联合人民党。1980至1995年执政，2000年与工党组成联合
政府。2005年和2009年大选中均未获得议席，2014年未参加大选。 

2017年下半年以来，多米尼克反对党未组织反政府游行活动。 

1.3.3 外交关系 

【对外政策】多米尼克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
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强调国家间应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
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恐怖主义，提倡尊重人
权和自由，提倡互惠合作。 多米尼克对外关系首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完整，全力争取国际援助，吸引外资。强调发展与欧盟、美国、
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重视发展与中国、古巴、委内瑞拉
等国关系。支持并积极参与加勒比地区一体化。2018年4月17日，多米尼
克与斯里兰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截止2018年5月10日，多米尼克已与105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同美国的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降低对多米尼克经援和减免债务
力度。2003年多米尼克在联大公开指责美国出兵伊拉克，两国关系跌入低
谷。目前美国主要通过世界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在教
育、卫生等领域向多米尼克提供援助，多美关系逐步改善。多美签有海事
执法协定、司法协助条约和双边引渡条约。两国在军事武装上有一定程度
的合作，多米尼克部分公民有参加北约和美国军事行动的经历，美国也时
常在多米尼克开设培训多米尼克武装警察人员的项目，说明了美国在多米
尼克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存在。2017年4月，多米尼克表态支持美国对叙利
亚的军事袭击。2017年11月6日，美国宣布向多米尼克提供325万美元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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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用于“玛利亚”飓风灾后重要医疗、生活物资、避难所、供水、环境
卫生等领域的救灾。 

【同欧盟的关系】多欧在冷战时代即为盟友，欧盟是多米尼克最大的
援助方，帮助多米尼克修建了多个基础设施（供水项目、旅游景点简易房
屋以及地热资源勘探）并提供了各类人力资源培训。2014年，多米尼克政
府与欧盟签署950万美元援助协议，用于实施通往机场的道路修复项目。
2015年5月，多米尼克与欧盟签订了免签协议。本次的欧盟免签使得多米
尼克可在欧盟27个国家180天内最长停留90天。由原有的95个免签国增加
到120个国家。2015年8月多米尼克遭受“艾尔玛”热带风暴袭击，2017

年多米尼克遭受超强飓风“玛利亚”正面袭击，欧盟均宣布提供大量援助，
帮助多米尼克灾后重建。 

【同加拿大的关系】加拿大是多米尼克主要援助国之一，多加关系良
好稳定。加拿大与东加勒比国家签有贸易优惠协定，多米尼克等本地区国
家出口加拿大的商品大部分享受免税待遇。  

【同日本的关系】多日于1978年12月建交，日本是多米尼克在亚洲最
早建交的国家。1992年、1997年、2000年和2001年多米尼克四任总理访
日。多日在渔业领域建立了工作级磋商机制，多米尼克允许日本在其海域
常年开展捕鲸和其他捕鱼作业。日本在多米尼克援建了数个渔业综合设施
工程，并派有志愿者在多米尼克工作。  

【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同本地区国家关系较密切。是东加勒比国家
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加勒比国家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地区组织成
员。近年来，多米尼克在促进加共体和东加组织各国间政治团结、经济合
作和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于2006年6月加入加共
体单一市场。 

【同古巴的关系】多米尼克重视与古巴的关系，视古巴为“主要战略
伙伴”，积极呼吁西方国家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古巴每年向多米尼克提供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和医师护士培训。2005年斯凯
里特总理访古，2008年12月，斯再赴古巴出席古巴-加共体峰会。2016年
10月，多米尼克与古巴签署新一期“医疗卫生技术合作协议”。 2017年9月
18日多米尼克遭受超强飓风“玛利亚”正面袭击后，古巴派出大批电力工
程师、建筑工程师、医生和护士，提供紧急援助，为多米尼克灾后社会秩
序恢复做出积极贡献。 

【同委内瑞拉的关系】两国建交以来，委内瑞拉每年向多米尼克提供
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委内瑞拉驻多米尼克使馆也免费开设西班牙语课程，
重视并频繁地举办各类委内瑞拉政治、文化、音乐、舞蹈、宗教传统和旅
游的宣传活动，使其成多米尼克民众了解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委内瑞
拉将多米尼克定为委内瑞拉输往东加勒比国家的石油产品分送中心，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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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机场扩建等项目提供援助。近年来，多米尼克加强与委内瑞拉的
关系。委内瑞拉对多米尼克援助及贸易投资增加，双边贸易扩大。2005

年斯凯里特总理访委。2007年2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多米尼克，
出席委内瑞拉援助多米尼克石油分送中心竣工仪式并与多米尼克签署一
系列双边协议。2008年1月26日，多米尼克加入委内瑞拉主导的“美洲玻利
瓦尔联盟（ALBA）”，成为该组织第五个、也是其在加共体内的首个成员
国。过去十年间，委内瑞拉成为向多米尼克提供援助的最主要国家之一。
2018年5月20日委内瑞拉大选，马杜罗获胜，美国及美洲国家组织宣布不
承认选举结果，但多米尼克没有附和。 

【同中国的关系】中、多两国自2004年3月23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2004年12月，多米尼克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位。近年来，中多高层交往不断增多，两国关系发展迅速。2005年9月，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6年3月，多米尼克总统
利物浦访华。两国在经贸、医疗、农业、文化、教育、新闻、体育、青年
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展开。2008年，利物浦总统和斯凯里特总理赴华出席奥
运会开幕式。2013年6月，正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会见多米尼克总理斯凯
里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3年7月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生态文明贵阳国
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 

2015年1月，多米尼克外长芙朗辛·巴伦赴北京参加中-拉论坛首届部
长级会议；3月，斯凯里特总理以私人身份访华，会见外交部副部长王超；
6月初，多总理府项目规划和执行国务部长米里厄姆·布兰查德应邀前往
澳门参加首届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6月底，多国家安全部长雷本·布
莱克默应邀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加勒比南太高级防务论坛。2017

年4月，斯凯里特总理非正式访问中国，推动有关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合
作建设多米尼克国际友谊机场。2017年6月初，多米尼克旅游部长汤奇应
邀出席在中国澳门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拉美加勒比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2017年2月，国家卫生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率团访问多米尼克，与多米尼
克政府商谈《向多米尼克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2017年7月，中国政府
拉美事务特别代表殷恒民大使访问多米尼克。 

1.3.4 政府机构 

多米尼克政府由议会、总理办公室、总统办公室、总检察长办公室及
财政、投资、住房和土地部；农业食品和渔业部；公共工程、水资源管理
和港口部；环境、气候适应性、灾害管理和城市改造部；卫生和社会服务
部；规划和社会发展部；旅游和文化部；教会事务、家庭和性别事务部；
青年、体育选区发展部；司法、移民和国家安全部；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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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部；贸易、能源及就业部；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商业、企业及小
企业发展部；信息、科学、通讯和技术部；原住民事务部共部门组成。 

1.4 多米尼克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主要为黑人和黑白混血人种，另有南美印第安人后裔加勒比族人、白
人和少数中东人。 

在多米尼克华人主要从事建筑塑钢与铝合金门窗业加工、学生客房出
租、餐饮、日用商品批发和零售业等。 

1.4.2 语言 

多米尼克的官方语言为英语。由于多米尼克受过法国统治，一种英法
语混合之方言帕多语（Creole Patois）成为通行语，尤其广为中下阶层民
众所使用。地名大多源自英语、法语和加勒比语。 

1.4.3 宗教 

多米尼克主要宗教有罗马天主教（61.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6%）、
基督教五旬节派（5.6%）、浸礼教（4.1%）、卫理公会教（3.7%）、上
帝基督会（1.2%）、耶和华见证会（1.2%）、其他基督教派（7.7%）、
拉斯塔法里教（1.3%）、其他或不明教派（1.6%）、无宗教信仰（6.1%）。 

1.4.4 习俗 

多米尼克四季炎热，居民平时穿着较随便，靓丽的服装和服饰作为多
米尼克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为多米尼克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当地
妇女以苏格兰式格子基调和蜡染风格制作的绚丽服装和服饰展现了多米
尼克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风格。但正式场合或宗教活动穿着比较讲究。饮
食习惯因人而异，基本为一日三餐，早7点早餐，中午1点午餐，晚上7点
晚餐，基本以克里奥尔烹调风格为主，当地人也喜欢吃中餐及其他西餐。
人去世后有守灵3天和下葬后第9夜举行悼念活动的习惯，丧葬采用墓葬。
罗马天主教有专门的坟场，其他则使用公共墓地，少数穆斯林要求在去世
后24小时内必须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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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索市的天主教堂 

加勒比地区文化，以及英国、法国和来自非洲移民交融而成的四个不
同文化共同形成多米尼克独特的岛屿文化氛围，由此产生的克里奥尔文
化，集中体现在多米尼克的语言、音乐和饮食文化上。在其悠久的历史文
化遗产中，当地KOKOY和KWEYOL方言已深深地扎根于多传统文化。与
其他大多数加勒比地区国家的风俗习惯近似，多米尼克几乎所有的节庆日
子里都伴有浓厚的乡村音乐；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更是多米尼克最喜庆的
节日。自2012年以来，中国方队已成为在每年一度的狂欢节游行活动中显
眼并最受欢迎队伍，成为多米尼克狂欢节中新鲜的元素。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技】多米尼克没有专门的科技培训机构，没有科技产业。 

【教育】多米尼克对5-15岁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人口识字率94%。
全国有学校81所，其中小学64所、中学16所、大学（专科）1所。在校生
约1.8万人，大学入学率约63%。2005年9月开始普及中等教育，小学生升
初中免试入学，无需再经过普通中学的入学考试。 

由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负责维修扩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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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代化教育标准的多米尼克国立大学，于2014年7月全部竣工移交多
方并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完成为促进多米尼克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优贷支持项目多米尼克国立大学 

【医疗】多米尼克全国设有1所综合性医院、7个卫生中心和44个卫生
所提供医疗服务。医院设备较陈旧，医护人员短缺，全国约有医生81名，
护士230名。服务内容有限。据CIA数据，2016年多米尼克人口出生率为
15.2‰，婴儿死亡率10.9‰，人口平均寿命为77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5年多米尼克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的5.4%，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585.7美元。 

多米尼克常见传染病为“登革热”。2014年，发生了一种叫基孔肯亚
热（chickengunya）的传染性疾病，主要是蚊虫叮咬传播，几乎90%的岛
内人口患此病，有些人可能会重复发病，不过未发生死亡病例。该病从发
生到痊愈，通常为两周至一个月时间，主要症状是头昏、四肢无力，特别
是手感觉无力，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2016年，多米尼克与多数加勒比和
拉美国家均发生“寨卡”流行病毒，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医疗队】自2009年起，至2015年5月，中国政府向多米尼克派
遣3批援外医疗队。第一批（2009年—2011年）3名医生，分别为麻醉医
师、儿科医师、放射科医师；第二批（2011年2月—2013年2月）共5名人
员，4名医生和1名翻译，分别为麻醉医师、儿科医师、内科医师、放射科
医师。第三批（2013年2月—2015年5月）共2名医生，分别为麻醉医师、
儿科医师。 

医疗队工作所在医院为：多米尼克玛格丽特公主医院（罗索市）。 

第四期医疗服务合作项目协议于2017年5月份签署，由国家卫生计生
委负责，广东卫生卫计委组织实施，计划分两批派出。因2017年9月超强
飓风“玛利亚”袭击对多米尼克社会基础设施的严重毁坏，住房修复极其
缓慢，严重影响了第一批医疗队的派出。第一批医疗队由四名医生组成，
分别来自心血管内科、肿瘤内科、眼科和泌尿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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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多米尼克工会联盟（ DTU ）】成立于1945年，附属于国际工会联
合会，目前成员人数已由鼎盛时期的8000多人下降到1200多人，主席是
西尔维斯特·约瑟夫。 

【多米尼克联合工人工会（DAWA）】1960年成立，500名成员，总
书记是达里尔·盖奇（Darryl Gage）。 

【全国工人联盟（NWU）】1977年成立，8000名成员，主席是罗林
斯·耶尔莫特。 

【码头和同业工人工会（WAWU）】1956年成立，主席是路易斯·贝
诺瓦。 

2017年3月，多米尼克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经过
谈判，政府与码头工人协会达成协议，在加薪、延长工作年限等方面满足
工人要求。 

2017年在多中资企业未发生罢工事件。 

2017年嘉年华T恤游行 

1.4.7 主要媒体 

全国主要新闻媒体有9家。电台是民众获悉即时新闻的主要途径。电
视台所播新闻相对滞后。报纸均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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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多米尼克广播公司（DBS，半官方性质）、凯瑞调频（Kairi 

FM，私营）、Q95（私营）。 

【电视台】政府新闻电视台（GIS，政府）、玛频有线电视台（Marpin 

TV，合股私办）、萨特有线电视台（SAT TV，私有）。 

【报刊】《纪事报》（The Chronicle），每周五出版，发行量约3300

份；《太阳报》（The Sun），每周一出版，发行量约3000份；《时报》
（The Times），每周一出版，发行量约2500份。 

多米尼克媒体近年来涉华报道逐渐偏中性积极。时有转发新华社报
道。2018年5月，驻多大使卢坤在当地主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创中多美好未来”。 

                                 多米尼克著名的“双瀑布” 

1.4.8 社会治安 

多米尼克社会基本稳定，犯罪率较低，但偷盗、抢劫、毒品走私案件
时有发生。在一些群体性活动中易发生打架斗殴的情况。当地居民通过考
核审批，可以合法持有枪支，但私人极少购买枪支。 

2015年曾发生两起针对华人的抢劫事件。2016年2月初狂欢节活动
中，发生两名警察被打伤的事件。2016年4月，执行援多米尼克医院维修
扩建项目的湖南建工集团项目组，在临时租用民房住居期间，曾在一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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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窃贼光顾6次。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袭击多米尼克，造成重大损失，
尤其是飓风灾后最初一段时间，社会治安失控，几乎所有商店均遭到公开
抢劫，当地华人华侨损失惨重。 

虽然2012年4月罗索至朴茨茅斯公路修复工程竣工后路况有极大改
善，但当地道路崎岖，弯急坡险，再加上当地人超速行车情况屡见不鲜，
超车时不爱鸣笛，时常出现交通事故。特别是公交车司机“超速”驾驶和
摩托车驾者“飙车”，经常引发交通事故。 

1.4.9 节假日 

多米尼克每年公共节假日共12天。2018年主要节日安排如下： 

1月1日：新年 

2月12-13日：嘉年华狂欢节 

3月30日：耶稣受难日 

4月2日：复活节 

5月7日：劳动节 

5月21日：圣灵降临节（五旬节） 

8月6日：奴隶解放日 

11月3日：独立日 

11月4日：社区服务日 

12月25日：圣诞节 

12月26日：节礼日 

如适逢周日的假日由周一补。 

多米尼克实行五天工作制，周六、周日为休息日。周日商店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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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米尼克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1.2.1 多米尼克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从投资吸引力的角度看，多米尼克有以下优势： 

（1）基础设施非常薄弱，潜力巨大 

 多米尼克“地无三尺平”，崇山峻岭，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
设极为落后。当地没有大型的国际机场，没有一、二级快速路，更没有高
速公路，邮轮码头和货物港口设施极为简陋。落后的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多
米尼克吸引国际游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多米尼克政府亟需外国
资本投资当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多米尼克简陋的道格拉斯-查尔斯国际机场 

（2）旅游业发展前景乐观 

多米尼克曾被世界知名的“谢尔曼旅游网站”列入世界前10位生态旅
游热点地区，并被誉为“巨大的植物实验室”；被《加勒比日报》评为2016

年“一定要去的加勒比旅游景点”之一；被《今日美国》报评为十大最浪漫
加勒比海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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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虽地域狭小，但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仍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多米尼克政府积极推动对旅游业的投资与开发，着力改善旅游环境，吸引
更多的游客以带动当地服务业的联动性发展。包括旅游酒店、旅游景点、
旅游纪念品等旅游业发展前景比较乐观。 

                               风景秀丽、闻名于世的沸腾湖 

（3）水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 

多米尼克年降雨量平均2800毫升，岛上有大小河流360多条，水质清
澈，没有污染，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种类较多，达到饮用标准，稍作处理
就可以向周边缺水国家出口，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4）侨汇保障了国内消费和投资 

多米尼克有大量侨民在国外定居，每年的侨汇收入是国家重要的收入
来源之一，2015年侨汇收入达2780万美元。这些侨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部分居民的消费和生活，也对促进当地投资兴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对稳定经济、缓解外汇压力做出了贡献。 

多米尼克投资透明度不高，市场规模有限，自然灾害频发进一步加大
投资风险。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多米尼克在190

个经济体中营商便利度排名第98位。多米尼克并未上榜世界经济论坛《全
球竞争力报告》排行榜。 

2.1.2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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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经济以农业为主。近年来，多米尼克政府继续执行经济稳定
计划，旅游业和农业逐步恢复，外债重组顺利进行，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
善，经济实现增长，但仍较为脆弱。同时，为应对加入加勒比共同体单一
市场的挑战，多米尼克政府努力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
私营经济发展，积极寻求外资、外援，拓展旅游等产业。 

【经济增长率】2017年9月，多米尼克遭受超强飓风“玛利亚”正面
袭击，初步评估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12亿美元，相当于上年GDP的2.25

倍，对多米尼加宏观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据加勒比开发银行预计，多
米尼克2017年经济增长同比下降约6.9%，为近十年来经济负增长最严重
的一年。2018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西半球地区经济展望》报
告，预期多米尼克经济2018年将大幅下降16.3%，成为加勒比地区唯一负
增长的国家。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同时预测多米尼克经济2019年有
望恢复性增长12.2%。 

表2-1：最近五年多米尼克经济增长情况（现行价格） 

年份  经济增长率（%）   人均GDP（美元） 

2013 1.10 6942 

2014 1.43 7262 

2015 -2.7 7065 

2016 1.59 7210 

2017 -6.9 6731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中央银行（ECCB）。 

【GDP构成】据多米尼克财政部估算，2017年，多米尼克名义GDP 

5.16亿美元。主要部门贡献率构成如下：农、林、牧、渔业占15.51%，采
矿业和采石业占1.33%，制造业占2.24%，电力和供水业占4.69%，建筑
业占4.71%，批发零售业占12.72%，酒店和餐饮业占1.85%，交通、仓储
和通讯业占13.10%，金融服务业占6.52%，房地产、设备租赁和商业占
8.76%，公共行政和国防占10.04%，教育占11.82%。  

【失业率】2016年公布的失业率为23%。 

表2-2：最近五年多米尼克GDP构成情况（支出法） 

                                             （单位：百万东加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GDP现行价格 1309.68 1367.81 1416.43 1388.92 1418.65 

消费总支出 1357.20 1315.98 1370.19 1354.09 1400.05 

私人消费 1115.67 1048.80 1089.64 1044.08 1,079.27 

政府消费 242.03 261.18 280.55 310.01 3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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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总支出 199.57 187.35 210.79 179.18 208.59 

建筑 141.63 132.96 149.60 127.16 148.03 

交通设备 20.75 19.48 21.92 18.63 21.69 

其他设备 37.19 34.91 39.28 33.39 38.87 

商品和非要素服务 -247.09 -135.53 -164.55 -144.35 -189.99 

商品出口 99.07 103.57 103.99 88.26 89.38 

非要素服务出口 328.51 418.79 482.31 484.49 499.89 

商品进口 494.95 482.32 547.14 517.41 569.15 

非要素服务进口 179.72 175.57 203.71 198.69 210.12 

注：1美元≈ 2.71东加元，1东加元≈ 2.55人民币 

2012-2014年数据为正式数据，2015年为初步数据，2016年为估值。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银行统计公报。 

表2-3：2015-2016年多米尼克GDP构成情况 

   （各部门产值及其贡献率，百万东加元） 

 2015年 2016年 

部    门 产值 
贡 献

率 % 

增 长

率 % 
产值 

贡 献

率 % 

增 长

率 % 

农业、畜牧业和林业 165.25 14.27 -10.27 183.25 14.94 4.86 

 农业 151.63 13.09 -10.03 167.40 13.65 4.87 

     香蕉 12.33 1.06 -19.37 10.07 0.82 -8.15 

     其他作物 139.30 12.03 -9.10 157.33 12.83 5.70 

 畜牧业 10.08 0.87 -16.68 12.25 1.00 2.45 

 林业 3.54 0.31 0.37 3.60 0.29 1.10 

渔业 5.08 0.44 -5.02 6.97 0.57 4.80 

矿业和采石业 15.87 1.37 3.46 16.35 1.33 13.48 

制造业 30.89 2.67 -27.20 27.52  2.24 -41.44 

电力和供水业 60.80 5.25 1.80 57.52  4.69  4.02 

 电力 48.63 4.20 1.99 45.96  3.75  5.68 

 供水业 12.17 1.05 1.01 11.55 0.94 -2.58 

建筑业 49.67 4.29 -15.01 57.83  4.71 18.24 

批发和零售业 162.94 14.07 -3.80 156.00 12.72 -2.05 

酒店和餐饮业 22.35 1.93 -9.74 22.64 1.85 -4.20 

酒店业 10.96 0.95 -10.99 11.26 0.92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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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 11.39 0.98 -8.51 11.37 0.93 -3.68 

交通、仓储和通讯业 161.94 13.98 -3.19 160.65 13.10 -0.29 

交通和仓储业 93.54 8.08 -7.10 92.12  7.51 -1.97 

道路交通业 58.55 5.05 -11.00 62.39  5.09 6.15 

    海洋交通业 11.88 1.03 4.05 9.44  0.77 -23.76 

航空运输业 0.91 0.08 -14.38 1.12  0.09 1.48 

辅助交通活动 22.20 1.92 -1.0 19.18  1.56 -17.87 

通讯业 68.40 5.90 2.72 68.53  5.59 1.97 

金融服务业 75.12 6.48 2.46 80.04 6.52 7.31 

银行业 57.14 4.93 3.02 57.72 4.71 9.17 

保险业 15.31 1.32 0.53 19.64 1.60 2.45 

金融服务辅助活动 2.67 0.23 1.88 2.67 0.22 2.93 

房地产业、租赁业和商

业 
102.69 8.87 -3.11 107.46 8.76 2.08 

自由住房建筑 68.33 5.90 -3.50 71.97 5.87 2.45 

房地产 18.39 1.59 -2.98 19.11 1.56 1.97 

机械设备租赁 3.01 0.26 -10.15 2.91 0.24 -5.33 

计算机及相关活动 1.63 0.14 2.06 1.67 0.14 1.48 

 商业活动 11.33 0.98 0.46 11.79 0.96 1.97 

公共行政和国防安全 119.08 10.28 10.50 123.22 10.04 2.83 

教育 143.79 12.41 7.46 145.02 11.82 3.65 

公共教育 42.00 3.63 5.08 43.55 3.55 2.45 

私营教育 101.79 8.79 8.48 101.46 8.27 4.16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75 3.86 3.58 47.34 3.86 3.34 

公共 38.73 3.34 3.89 41.36 3.37 3.26 

私营 6.02 0.52 1.63 5.98 0.49 3.87 

其他社团、社会和

个人服务 
31.19 2.70 1.16 11.54 0.94 1.48 

GDP总产值（名义） 1388.92 100.00 -1.94 1416.65  1.59 

GDP总产值（实际） 1158.37 100.00 -2.61 1226.68  0.89 

CPI   1.24    

注：1美元≈ 2.71东加元，1东加元≈ 2.55人民币，2012-2014年数据为正式数据，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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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初步数据，2016年为估值。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银行统计公报。 

【财政收支】2016/17财年，多米尼克政府经常性财政收入3.268亿美
元，经常性财政支出1.765亿美元，资本项目收入（贷款和项目援助）为
2560万美元，资本项目支出1.022美元，财政基本盈余7370万美元。接受
各国和组织援款 1791万美元，获得贷款768万美元。 

表2-4：2013-2017财年多米尼克政府财政情况 

（单位：百万东加元） 

年份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2016财年 2017财年 

财政收入 383.06 377.34 403.39 727.25 951.80 

财政支出 313.18 462.77 458.15 527.21 797.39 

收支平衡 -130.12 -85.43 -54.76 200.04 154.41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中央银行（ECCB）和多米尼克财政部。 

注：财政收入包括：经常性项目收入+资本援助收入+其他流入收入，财政支出包括：

经常性项目支出+资本项目支出+债务偿还。 

表2-5：2013-2017财年多米尼克政府财政运行情况 

（单位：百万东加元） 

年份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2016财年 2017财年 

经常性收入 382.91 377.58 401.51 635.40 882.44 

经常性支出 352.30 350.98 365.24 375.59 446.58 

资本总收入 0.65 76.51 30.35 91.86 69.11 

当地资本收入 0.15 0.34 0.07 0.30 0.25 

援助资本收入 0.50 76.17 29.65 48.92 48,36 

  贷款资本收入    42.63 20,75 

资本总支出     160.88 111.79 80.26 151.62 320.80 

  内债余额    227.30 210.17 

  外债余额    646.00 626.19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中央银行统计公报和多米尼克财政部。 

注：1美元≈ 2.70东加元，1东加元≈ 2.50人民币 

    【外汇储备】2015年底，多米尼克外汇储备为4328万美元，低于上年
末的5741万美元。截至2016年底，多米尼克外汇和黄金储备为100万美元
（估算），低于上年末的126.2万美元。 

【外债余额】截至2017年6月底，多米尼克国债余额规模达8.36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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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元（约3.09亿美元）。其中，外债余额 6.26亿东加元（约2.32亿美元），
占国债总额的74.88%；内债2.10亿东加元（约7784万美元），占国债总
额的25.12%。国债余额占GDP的59.88%。 

2018年5月多米尼克财政部《2017/18估算》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

月底，政府外债余额2.319亿美元中，双边贷款余额6816万美元、多边贷
款余额1.19亿美元、外国政府短期国库券9513万美元、外国政府长期债券
3550万美元。国内债务余额7784万美元中，银行贷款余额1348万美元、
长期债券5164万美元、短期国库券1275万美元。 

【通货膨胀率】东加勒比中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通货膨胀率
为1.64%。 

【公共债务】截至2017年6月底，政府债务余额8.36亿东加元（约3.09

亿美元），占GDP的59.88%。  

IMF对多米尼克举借外债的规模有一定限制，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多米尼克的国家主权信用等级为BBB（评价机构：Caribbean Information 

和Caribbean Rating Services）。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没有给出多米尼克信用等级。 

2.1.3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农、林、牧、渔业是多米尼克传统产业，产值约占GDP的15%

和出口收入的约一半。全国现有10万英亩耕地，约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主要农产品有香蕉、椰子、柑桔、芒果、芋头等。香蕉作为农产品中的最
大宗出口产品一直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为减少国家商品
出口对香蕉的过度依赖，多米尼克政府积极推行农业生产多样化政策，大
力发展花卉、水产养殖和蔬菜生产，橙汁也成为多米尼克重要的出口产品，
但香蕉作为国家重点扶持产业仍保持着以往的魅力。2016年，多米尼克的
农业产量同比增长4.87%，其中香蕉产量下降8.15%，渔业产量同比增长
4.8%。 

【工业】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薄弱，有小型水果加工、服装、卷
烟、酿酒、肥皂、榨油等轻工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
小。。加工产品主要有肥皂、牙膏、去污剂、洗涤液、矿泉水、果汁、饮
料、蜡烛、烟、啤酒、果酱、调料、油漆、铝合金门窗、太阳能热水器、
服装和鞋类等。生产企业主要有铝合金门窗厂、高露洁牙膏肥皂厂、皮顿
矿泉水饮料厂、贝卢调料厂、班基海藻加工厂、郎姆酒厂和库埠里啤酒厂
等。2016年，制造业产值1019万美元，占GDP的2.24%；电力和供水业
产值2130万美元，占GDP的4.69%；建筑业产值2141万美元，占GDP的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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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多米尼克第七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于2018年5月10日启动 

【采矿业】2016年，矿业和采石业产值605万美元，占GDP的1.33%。 
【服务业】服务业发展稳定。2016年，批发零售业产值5770万美元，

占GDP的12.72%；交通、仓储及通讯业产值5950万美元，占GDP的
13.10%；教育业产值5371万美元，占GDP的11.82%；公共行政和国防安
全产值4563万美元，占GDP的10.04%；房地产、租赁业及商业产值3980

万美元，占GDP的8.76%；金融服务业产值2964万美元，占GDP的6.52%；
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产值1753万美元，占GDP的3.86%；酒店餐饮业产值
837万美元，占GDP的1.85%。 

旅游业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多米尼克最著名的旅游景区有沸腾
湖、硫磺温泉、火山口遗址、热带雨林和印地安土著人居住的领地等。多
米尼克政府不断增加旅游业投资力度，改善旅游环境，以吸引更多游客。
目前，各项措施已取得成效，旅游收入持续增长，旅游业发展前景乐观。
2017年1月，多米尼克再次评选为2017年发展中国家最值得前往的十大旅
游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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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旅游景点苏格兰角 

据多米尼克财政部2018年5月发布《2017/18估算》报告，2016年到
访多米尼克邮轮游艇游客27.71万人次，同比下降1.56%；到访航空过夜游
客7.8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0%。游客在多米尼克人均消费支出为134美
元。旅游总收入1.02亿美元 

表2-6：2012-2016年多米尼克旅游业发展情况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到访人次 355,175 320,362 378,812 367,395 356,531 

航空过夜游客 75,130 75,096 78,135 71,419 78,369 

来自：美国 14,159 14,521 15,853 14,101  

       加拿大 4,657 2,636 2,582 2,545  

     英国 4,657 4,619 4,866 4,979  

       加勒比 41,850 41,437 41,890 37,273  

     其他 11,111 11,883 12,944 12,521  

短途旅行者 2,104 1,904 2,195 1,494 1,031 

  邮轮游客 266,178 230,587 286,573 281,544 27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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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艇游客 11,763 12,775 11,909 12,938  

到访邮轮数量（艘） 183 162 199 187  

到访游艇数量（艘） 2,874 3,220 2,849 3,175  

游客人均支出（东

加元） 
205.54 277.00 343.46 336.97  

游客总支出（百万

东加元） 
7,300 8,874 13,010 12,380 276.21 

注：1美元≈ 2.70东加元，1东加元≈ 2.50人民币 

资料来源：2012-1015年数据来自东加勒比中央银行统计公报，2016年数据来自多米尼

克财政部。 

2.1.4 发展规划 

多米尼克政府2013年发布的《2013/2014财年—2017/2018财年中期
债务管理策略》中显示，在2016年-2018年间，通过摩洛哥酒店建造完成
及相应游客流量的增加，通过地热能源的积极开发，以及多元化发展的影
响，实现GDP2.5%的增长。多米尼克政府希望在策略实施期间，实现
GDP3.0%的增长。在实现GDP增长的同时，通过债务重组策略，缩小债
务占GDP比例。 

《多米尼克政府中期发展战略框架》（Medium-Term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Framework）包括三个主要文件：《中期增长和
社会保障战略》、《2012-2020低碳气候恢复发展战略》以及《2014年劳
工党宣言》。各部根据这三个文件制定本部战略计划。该规划实施过程也
面一些挑战：外部经济动荡；自然灾害；经济缺乏规模；人口少；资金流
入量低（主要是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向外移民，人力资源容量低。 

2017年多米尼克遭受百年不遇超强飓风“玛利亚”严重袭击后，斯凯
里特总理在“联合国-加勒比高层认捐大会”上提出将多米尼克建设成“世
界第一个气候适应型国家”的概念，加强住房建设抗灾害标准指导，努力
减少自然灾害直接破坏和损失。多米尼克政府关于“玛利亚”飓风灾后重
建的五大优先领域： 

（1）重建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重要港口码头、重要连接公路、
桥梁和斜坡保护，从而为商业、贸易、旅游等恢复创造条件。 

（2）加快电网的恢复，组织适应气候变化的电网分布，投资更高集
中度的可再生能源，促进电力成本的下降。 

（3）恢复食品市场、农作物种植和推进食品安全及适应气候变化的
农业、水利和渔业的发展进程。 

（4）加固首都罗索的海河防护堤，以吸进建筑和商业领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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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旅游业复苏的小额重要投资，以及通过部分担保对旅游业
的商业贷款给予便利化。 

2.2 多米尼克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2014年，国内市场销售总额达到5692.6万美元，占GDP12.61%。2018

年当地平均消费税为15%。 

2.2.2 生活支出 

据东加勒比银行（ECCB）测算，2016年按最终用途（支出法）计算，
多米尼克的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占到76%，政府消费占23%，资本总
支出占1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14%。 

表2-7：2012-2016年多米尼克国民收入核算账户 

（单位：百万东加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GDP现行价格 1309.68 1367.81 1416.43 1396.49 1418.65 

国外净收入 -25.73 -52.67 -46.30 -(47.06) -(46.90) 

GNI国民总收入 1283.94 1315.14 1370.13 1349.43 1371.74 

国外净外汇转移 45.39 54.82 55.84 74.54 75.06 

国民可支配收入 1329.33 1369.95 1425.97 1423.97 1446.80 

 消费总支出 1357.20 1315.98 1370.19 1370.29 1400.05 

私人最终消费 1115.67 1048.80 1089.64 1058.60 1079.27 

政府最终消费 242.03 261.18 280.55 311.69 320.77 

国民总储蓄 -27.87 53.97 55.78 53.68 46.75 

总资本财产 119.57 187.35 210.79 170.55 208.59 

外汇储备 227.44 133.38 155.02 116.87 161.84 

资料来源：东加勒比中央银行。 

2.2.3 物价水平 

近年来，多米尼克物价水平比较稳定。2016年消费价格指数为1.64%。 

当地生活物资品种较少，且价格很高，主要常用生活用品最新价格见
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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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多米尼克部分商品价格（2018年5月） 

序号 品名 单位 单价（EC) 备注 

1 猪肉 磅 8-14  按部位不同 

2 猪排 磅 14.85  

3 牛肉 磅 9-20  按部位不同 

4 牛排 磅 52.45  

5 羊肉 磅 15  整只300-500EC 

6 羊排 磅 48.45  

7 土鸡 只 25-30   

8 肉鸡 磅 8.15   

9 鸡胸 磅 7.5   

10 鸡腿 磅 3.14   

11 鸡翅 磅 4.25   

12 金枪鱼 磅 9-12   

13 鬼头刀鱼 磅 9   

14 鸡蛋 打 10 一打12个鸡蛋 

15 白菜 磅 4   

16 西红柿 磅 4   

17 卷心菜 根 4   

18 黄瓜 磅 4   

19 胡萝卜 4根/捆 5 
当地按捆卖，里面有

大有小 

20 四季豆 磅 5   

21 生菜 棵 5   

22 青椒 3个/包 5 
当地按包卖，里面有

大有小 

23 茄子 3个/包 4 
当地按包卖，里面有

大有小 

24 土豆 磅 3.06   

25 洋葱 磅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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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紫甘蓝 磅 4.75  

27 白萝卜 磅 5.50  

28 生姜 磅 3   

29 蒜 250克 2.75 有6头蒜 

30 白糖 磅 1.45   

31 盐 磅 0.7   

32 大米 磅 1.6  

33 油 瓶 6.5-13.5  

34 全脂奶奶 盒 5.96  

35 面粉 100磅 135  

37 小圆面包 包 15  

38 白吐司 包 3，75  

39 西瓜 个 37   

40 椰子 个 3   

41 橙子 个 3   

42 芒果 个 2   

43 香蕉 磅 3.25  

注：1美元=2.70东加元，1加东元≈2.50人民币元 

资料来源：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7年5月12日采自当地大型超市

SMART。 

2.3 多米尼克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2.3.1 公路 

多米尼克全国靠公路连接，公路通往全国主要城镇及沿海地区，村落
之间大多都有公路或土路连接。多米尼克现有公路905公里，其中沥青路
面公路741公里，辅助公路393公里，公共交通有待完善。 

2.3.2 铁路 

多米尼克无铁路。 

2.3.3 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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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运输仍延用2005年制定的第21号航空运输管理规定，航空业
对国外企业参与国内航空业投资没有任何限制。目前，多米尼克尚没有经
注册的股份制航空公司。 

国内有两个小型机场，两条短跑道（一条长914米，另一条长1523米），
导航设备落后，尚无夜间起降设施，仅白天开放。 

【主要航线】中国至多米尼克无直达航线，非直达航线主要有： 

（1）北京－纽约－巴巴多斯/波多黎各/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 

（2）北京－巴黎－巴巴多斯/安巴/圣马丁－多米尼克； 

（3）北京－法兰克福－巴巴多斯/安巴/ 圣马丁－多米尼克。 

有时根据航空情况调整，返程时大多会停靠安巴。 

只能降落小飞机的Canfield机场 

【航空公司】主要有： 

（1）LIAT飞往多米尼克航班； 

（2）Winair/Windward Islands Airways 飞往多米尼克航班； 

（3）Seaborn 飞往多米尼克航班； 

（4）BVI Airways 飞往多米尼克航班。飞机较小，一共三十多个座，
舒适性较差，颠簸较大，但优点是直飞圣马丁与多米尼克的航线，中途不
会停靠。 

2016年，经空运出入多米尼克的乘客有7.84万人次、运送货物130吨。
仅有的道格拉斯－查尔斯机场和坎菲尔德机场均为政府部门管理，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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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飞往世界主要国际机场的直航业务。 

2.3.4 水运 

由于国内陆路运输相对滞后，城市与港口之间的大部分货物是经水路
运输完成的。在罗索、朴茨茅斯和凯布里茨有4个海运码头，两个为客运，
两个为货运。其中，罗索湾前邮轮码头可停靠大型游轮，每年11月至次年
5月为多米尼克邮轮季，每天都有邮轮抵达。最大港口为罗索港，其次为
朴茨茅斯港，两大港口年装卸总量约为10万吨。多米尼克现拥有船舶53

艘，其中散装船14艘、货船27艘、液化品货船3艘、油轮5艘、冷藏船2艘、
滚装船1艘、车辆装载船1艘。2016年，海运货物总量约为30万吨，2016

年到访邮轮游艇游客27.71万人次，同比减少2209人次。 

罗索前湾客运码头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正面袭击多米尼克，对多米尼
克邮轮码头和集装箱码头造成严重损毁，2017年邮轮季基本取消，2018

年4月有两艘邮轮到访。集装箱码头装卸能力和效率大幅度下降，集装箱
积压严重，清关时间大幅延长。 

2.3.5 通信 

电信发展基础较好，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应用初具规模。为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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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国内电信业发展，政府进一步放宽对电信部门的限制，通过邀请外国企
业参与竞争的方式促进国内电信业的服务质量。 

电信业由住房、土地、电信、能源和港口事务部管理，对外国企业经
营电信业亦未设限。国家电讯服务协议项下涵盖的服务项目有：提供电子
信箱、语音邮件、在线统计、数据检索、电子数据交换、互联网服务（除
语音）商务、服务贸易、商业储备计划、语音电话（包括固定和移动）、
分组交换数据传输、电路交换数据传输、电传、电报、电路租用和传真服
务等。 

多米尼克尚未使用邮政编码。中国邮政规定多米尼克的国际邮政编码
为999162。从中国邮寄到多米尼克的国际邮件，只需要在信封上用中文注
明是邮寄到多米尼克的，即使不填写多米尼克邮政编码999162，也一样可
以递送到多米尼克。为便于多米尼克国内邮局递送，需要用英文写清详细
地址。 

多米尼克至其他国家的国际长途通话费，按照拨打国家和地区的不同
收费。被叫电话（每分钟通话费）5.88美元/分钟。多米尼克全国拥有电话
25000部，手机4.1万部。 

多米尼克拥有宽带网线路3253条，互联网网站29个，IT产业服务公司
16家，终端用户26500人，月上网费用为20.37美元。国际电信联盟最新
数据显示，2015年当地互联网用户占67.6%。2017年最新数据显示，当地
网速平均值为3901KBps。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对多米尼克通讯业造成极大破坏，
长时间瘫痪。截止2018年5月18日，当地通讯尤其是网络服务恢复率不足
50%。 

2.3.6 电力 

多米尼克主要使用柴油发电，2015年发电总量为1.1亿千瓦时。近年
来，多米尼希望国外资金与技术支持，利用地热发电，但遭到当地民众的
反对，开发进度放缓。由于东临大西洋，风力强劲，再加上多高山且靠近
海边，多米尼克正在探讨和评估风力发电的可能性，在靠近当地东海岸的
高级度假村Rosalie附近山顶就安装了1台大型风力发电机，但目前为止，
由于风力发电的投入成本很高，还未推广。 

由于油价震荡，柴油发电成本较高，加之行业垄断，停电停水时有发
生。多米尼克计划通过由法国发展银行投资的地热能源项目运营后向附近
的法属及欧盟的岛屿输送电，成为该地区可再生能源出口地区中枢。但
2015年3月多媒体报道，罗索峡谷地热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使该项目“变
冷”。2016年多米尼克政府宣布将在新西兰技术支持下继续开发地热资源，
并从“国籍投资项目”筹建4500万东加元推进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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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电网与周边电网没有互联互通。 

鉴于多米尼克电力供应时有断电情况发生，如中资企业前往多米尼克
开展大型项目投资活动，自备发电设备是不错的应急措施。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全面摧毁多米尼克电力设施。加
上多米尼克地形险要，电力工程专业人员缺乏，飓风灾后电力恢复进程缓
慢。截止2018年5月18日飓风灾害8个月，多米尼克电力供应仅恢复85%。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多米尼克政府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1）西部沿海公路灾后修复项目：由中国政府援助约2000万美元，
2017年4月开始施工，援计划2019年4月完工。但因飓风灾害，项目被迫
停工， 2018年7月复工建设； 

（2）南部公路改造升级项目，正等待欧盟资金援助； 

（3）罗索港维修扩建项目，正等待资金筹措； 

（4）主要道路太阳能街灯项目，预算3400万美元，在全国重要交通
干道安装太阳能街灯4800多盏，其中2500盏由中国政府提供。2017年安
装约1000盏路灯基本被2017年9月18日“玛利亚”飓风摧毁。 

（5）海防工程，投资为58.1万美元，拟从国外获取贷款； 

（6）地热项目，自筹资金4500万东加元，继续推进地热项目开发； 

（7）朴茨茅斯邮轮港口、 码头村、购物区、附属实施一体化项目，
投资规模为5亿美元，拟从国外获取贷款和接受援款； 

（8）建立三个一流的信息产业园区，投资2000万美元，拟从国外获
取贷款和接受援款； 

（9）国际友谊机场项目：拟商业融资3亿美元，建设一个新的中型国
际机场。 

多米尼克允许国外投资者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多数为国际援助项
目），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政府部门是公共工程和港口部，负责具体
规划、监督、落实公共工程与基础设施的扩建与维护。 

由于多米尼克基础设施项目少且大多为国际援助项目，一般由援助方
负责项目实施。 

2.4 多米尼克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贸易规模】据加勒比中央银行统计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初步估
计2017年多米尼克对外贸易总额2.18亿美元，其中进口1.98亿美元，出口
2054万美元，贸易逆差1.7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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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最近五年多米尼克对外贸易统计 

（单位：百万东加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进口 619.86 647.34 599.32 576.74 533.40 

出口 95.83 97.21 81.57 61.01 55.45 

差额 -6524.02 -550.13 -517.75 -517.72 -477.95 

注：1美元=2.70东加元。 

资料来源：多米尼克财政部。 

【贸易伙伴】英国为最主要贸易伙伴，其次是牙买加和安巴。进口主
要来源国为美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英国。 

【贸易结构】2015年，多米尼克货物出口产品结构为：农产品占
10.4%、燃料和矿产品占13.6%、制成品占51.2%、其他产品占24.9%。货
物进口产品结构为：农产品占22.7%、燃料和矿产品占14.1%、制成品占
45.8%、其他产品占17.4%。 

表2-10：2017年多米尼克进出口商品结构 

（单位：百万东加元） 

种  类 进  口 出  口 

总额 533.40 55.45 

0.食品及活动物 89.79 23.70 

1.饮料和烟草 21.61 4.81 

2.初级原材料，不包括原油 11.22 12.19 

3.矿物燃料及相关产品 78.18 --- 

4.动物及蔬菜油，脂肪及腊 2.03 --- 

5.化工及相关产品 43.28 1.84 

6.制造加工品 91.63 2.13 

7.机械及交通设备 138.09 6.32 

8.杂项制造类产品 57.59 4.47 

注：1美元=2.70美元。 

资料来源：加勒比中央银行统计办公室 

2.4.2 辐射市场 

多米尼克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截至2017年，
多参加的多边优惠贸易安排和区域经济组织有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东加勒比国家组织（ECS）、单一市场经济体（C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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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加勒比盆地倡议联合会（CBI）、加拿大和加勒比国家协会（ACS）、
加共体石油协约国（Petroleum Caricom）、奥巴（ALBA）、加勒比与欧
盟经济伙伴协议（EPA）。 

除对美国、欧洲国家贸易量相对较大外，多辐射市场大多为中美洲国
家，如牙买加、安提瓜和巴布达、圭亚那、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等。 

2.4.3 吸收外资 

据多米尼克投资管理局统计，国内现有11家外商投资企业，其中以英
国的投资最大，垄断了公用事业（电报、电话）以及水果加工、香蕉收购
和出口等行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发电、宾馆、餐馆、
保险、校舍建筑、采矿、洗洁剂和肥皂生产等。 

美欧国家对多米尼克投资在很多领域里形成市场垄断，多米尼克国内
唯一电力公司由美国企业投资，该企业控制了多米尼克电力供应和价格，
由于前段时期油价的飙升，导致电价飞涨，甚至高出周边地区2-3倍，且
经常停电，加重了当地企业、居民的负担。 

此外，金融业95%属外资企业。保险公司均为外国公司投资，保险费
居高不下。相对而言，多米尼克通讯业发展较平稳，3家公司均为外来投
资，有一定的竞争，服务质量较好。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多
米尼克吸收外资流量为1888万美元；截至2017年底，多米尼克吸收外资
存量为3.72亿美元。 

2.4.4 外国援助 

外国援助是多米尼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援助款项主要
来源于欧盟、英国、委内瑞拉、中国、美国、日本等，其它来自包括世界
银行、加勒比发展银行、加勒比共同体发展基金等国家与国际组织。 

2018年1月17日，世界银行在其“灾害脆弱性应对项目”项下向多米
尼克提供700万美元农业应急援助，3932户遭受“玛利亚”飓风袭击损失的
农场从中收益。多米尼克农工发展银行将代表多政府管理该笔援款的发
放。 

2018年5月24日，世界粮农组织向多米尼克农业合作社和农场主提供
70万美元小型农机设备，包括链锯、 弯刀、水箱、手推车、铲子、羊和
山羊围栏等。 

2018年6月25日，多米尼克议会批准了政府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2780

万特别提款权用于灾后住房恢复项目的计划。其中700万美元为贷款发放，
2080万美元为援助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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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多米尼克遭遇飓风“玛丽亚”袭击后，中国政府决定加大
对多米尼克援助力度。灾后一周内，中国政府转交了第一批应急救灾物资；
两周内，中国政府向多米尼克提供了80万美元人道主义现汇援助。随后，
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启动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多米尼克灾后屋顶
修复项目。2017年11月，两国签署援助协议，中国政府向多米尼克提供
1600万美元无偿援助用于灾后重建。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率内阁成员视察正在建设中的援多医院项目（2017年5月） 

2.4.5 中多经贸 

中多建交后，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向多提供的援助项目
陆续实施。 

【双边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多米尼克的双边贸易
额为4998万美元，同比增加 43.8%。其中，中方出口4927万美元，同比
增长45.9%；中方进口71万美元，同比下降27.9%。 

表2-11：2013-2017年中多双边贸易统计表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贸易总额 同比% 中国出口 同比% 中国进口 同比% 差额 

2013 2308.6 -12.7 2297.6 -9.2 10.9 -90.5 2207.1 

2014 3759.2 62.6 3702.5 61.2 56.6 279.5 3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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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459.6 -8.0 3393.2 -8.4 65.4 15.5 3328.0 

2016 3438.5 9.5 3344.2 8.7 94.3 44.2 3249.9 

2017 4998.1 43.8 4927.1 45.9 71.0 -27.9 4856.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据中国海关统计，近年来，中国对多米尼克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①

机械器具及零件；②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③化学纤维长丝；
④有机化学品；⑤橡胶及其制品；⑥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⑦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⑧钢铁；⑨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
的化合物；⑩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 

而中国从多米尼克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则包括①电机、电气、音像设备
及其零附件；②铜及其制品；③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④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⑤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多米尼克直接投
资流量为零，存量315万美元。多米尼克在华投资累计1288万美元。 

中国政府援建的多米尼克温莎公园国家体育场（2007年竣工）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多米尼克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4份，新签合同额9434.6万美元，完成营业额3482.68万美元；
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65人，年末在多米尼克劳务人员55人。新签大型工
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多米尼克贝尔维尤肖邦
住房项目；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多米尼克房建项目；青建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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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建援多米尼克灾后公路修复项目等。 

中铁十四局承建的约克项目桥项目进行最后桥面沥青的铺设（2018年5月） 

【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18年5月，中国与多米尼克尚未签署货币互
换协议。由于多米尼克是东加勒比元区，国家经济规模小，采用的是对美
元的固定汇率，目前还没有与人民币的互换协议，所以该国更欢迎以美元
结算的各类贷款形式，以避免汇率交换产生的损失。 

【园区合作与产能合作】截至2018年5月，中国未在多米尼克投资开
发经贸合作园区或工业园区。当地也没有吸引外国投资开发经贸合作园区
的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2018年5月，中国与多米尼克未签订有产能合作协议。双方也未
签订基础设施合作协议或FTA协议，未建立任何双边经贸磋商机制。 

2.5 多米尼克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多米尼克是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之一，东加勒比中央银行
（ECCB）统一发行的东加勒比元作为国内市场流通的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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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B采取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自1976年以来一直实行1美元兑换
2.70东加元的固定汇率，目前的银行汇率为1美元=2.70东加元。 

人民币与东加元不能直接兑换。 

2.5.2 外汇管理 

多米尼克作为ECCB成员国之一，同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发行了在成
员国区域内的单一流通货币——东加勒比元。各成员国充分发挥中央银行
职能，并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通和外汇储备实施统一管理，共同制订货
币管理制度、规范货币信用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和有利于成员国经济发展
的金融结构、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2015年，加权平均存贷利率差距为4.8%，其中存款利率为3.2%，贷
款利率为8.2%。 

每笔电汇费用介于16.67美元—27.78美元之间（银行根据数额决定）。 

2.5.3 银行和保险机构 

ECCB是东加勒比地区8个岛国的货币管理机构，实施中央银行职能。 

多米尼克金融体系包括国内银行、离岸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国
家发展基金会、开发金融机构、住房信贷委员会及金融公司等。 

多米尼克有信用社16家，其中4家专门为信用社内部成员提供支票账
户服务。信贷合作有限公司作为信用社代表为信用社联盟成员提供各种金
融服务；这个联盟发放的贷款总量相当于国家金融部门贷款总量的25%和
存款总量的约30%。 

全国经注册的保险公司有19家（除1家在多经营外，其余18家均分布
在加勒比各国、加拿大和美国开展保险业务），其中有5家提供长期保险
业务，12家经营综合保险业务，其余两家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开展长期和
综合保险业务。 

多米尼克有3家外国商业银行，即加拿大丰业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
和第一加勒比国际银行，这3家银行拥有的资产和经营业务相当于多米尼
克金融业的95%。多米尼克开发银行为当地合资银行，多政府拥有其中
48%的股份。此外，多米尼克还有1家离岸银行。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的要求和程序：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首先需要在当地注册公司。一般注册当
地普通公司要比注册外国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简单方便些。如注册外国公
司在当地的子公司，则需提供外国母公司的注册文件、公司所有股东的信
息及所占股份、母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及所有股东的银行账户信息。同时
最好不要注册带“多米尼克”的公司，否则银行会要求每财年提供经注册
会计师签字的年度会计报表。而注册当地普通公司比较简单，确定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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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和地址后交给当地律师代为办理，一般2周左右即可办妥。律师费用
大约在2400-3500东加元左右，根据不同律师行情决定。 

注册公司后即可申请银行账户，但该过程一般需2-3个月时间。建议
选择“多米尼克国民银行”注册账户。提交资料一般包括：当地公司注册
资料、营业执照、公司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当地公司负责人和财务签字
人的信用证明和国内账户等。 

2.5.4 融资服务 

2015年，多米尼克贷款利率为8.67%，存款利率为2.45%。商业融资
成本根据债务类型和用途，规定范围在7%到11%之间。根据1991年银行
法规定，国内银行的最低贷款限额为500万东加元（合185万美元）；离岸
银行的最低贷款限额是100万美元或相等价值的可兑换货币和即时可转让
票据。经正式注册的信托投资公司股东必须持有不少于25万美元的股份，
且其中的12.5万美元必须以现金交纳。 

离岸银行的年度营业执照费为4.8万美元，在岸/离岸银行为2万美元，
一般信托为4000美元。外国企业可直接与银行洽谈融资业务。 

中资企业不能在当地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目前中资机构还未有在当地银行开具保函或转开保函的情况。一般情

况均在中国国内开具保函。 
【英联邦小国贸易融资机构】2018年4月，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决定

设立“英联邦小国贸易融资机构”，以帮助英联邦小国更便利地获得国际
贸易融资。多米尼克被挑选为这一特殊项目的实施国家之一。“英联邦小
国贸易融资机构”由包括国际金融公司、马耳他政府、马耳他中央银行、
印度进出口银行和英联邦秘书处等组成的工作组经过5年的筹备而成立。
该机构将由马耳他政府主管。 

2.5.5 信用卡使用 

当地信用卡使用较普遍，中国发行的VISA等国际通用卡在多米尼克也
可以使用。使用信用卡需出示身份证件。 

持卡人不能使用A级信用卡收取额外款项，但是可以获得“现金折扣”；    

持卡人无权要求使用A级信用卡进行最低限额交易；未签名的信用卡无效，
商家可以拒收。 

2.6 多米尼克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多米尼克本身没有证券市场，仅有多米尼克电力服务公司一只股票在
东加勒比证券市场上市。该股票交易规模较小，仅限于当地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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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多米尼克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水、电、气价格 

   【用电价格】民用电价格：50度以内，58美分/度；50度以上，68美分
/度。商业用电价格：装机容量每千伏安月服务费1.59美元，每度电0.262

美元。工业用电价格：装机容量每千伏安服务费1.59美元，早晨6：00至
晚10：00期间，每度电费0.233美元，晚10：00至次日6：00，每度为0.214

美元。用电超过100度时，征收15%的增值税。 

【民用水费】每月第一个千加仑为3.24美元，此后每千加仑收取固定
服务费3.68美元（不论用户是否消费到1000加仑，最低收费21.62东加元，
约8美元/月）；商业用水每月第一个千加仑为4.34美元，以后每千加仑收
取固定服务费7.36美元。 

   【天然气】价格为每立方米8.75-10.50美元。民用天然气一般用灌装，
小罐价格每罐36东加元，大罐每罐100东加元。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供求】多米尼克现有约2.7万个家庭，人口7.12万，劳动力约
2.8万；就业人口61%为男性，39%为女性。  

【岗位工资】当地产业管理岗位和工人的工资标准（有的按日工资计
算，有的按月工资计算）： 

（1）经理级：35.48美元/日； 

（2）管理层：25美元/日； 

（3）设计师：1411美元/月； 

（4）工程师：1411美元/月； 

（5）测量员：1000美元/月； 

（6）技术员工：50美元/日; 

（7）普通员工：27美元/日； 

（8）秘书：14.5美元/日； 

（9）接待员：10.4美元/日； 

（10）熟练工：4美元/小时； 

（11）农工：3.15美元/小时； 

（12）给排水工人：45美元/日； 

（13）瓦工：45美元/日； 

（14）电工、焊工：45美元/日 

（15）钢筋工：45美元/日； 

（16）木工：37美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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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在当地雇佣人员价格： 

翻译：雇佣曾在中国留学的当地翻译，每月2000-3000东加元（约合
736-1104美元）； 

技术工人：每天120东加元（约合44.17美元）； 

小工：每天60东加元（约合22.08美元）。 

周六加班工资加50%；周日加班，工资翻倍。     

多米尼克大工程较少，工人工作不稳定，经常处于打零工的状态。   

商业和社会服务部门实行月薪制： 
（1）总经理： 3745美元； 

（2）会计：1311美元； 

（3）财务人员：2996美元； 

（4）前台服务人员 562美元； 

（5）服务员 300美元。 

雇主按小时与按天支付员工的工资，通常每两周支付1次员工的工资 

多米尼克政府部门实行月薪： 

（1）部长：1873美元： 

（2）常秘 ：1498美元； 

（3）一般工作人员：487美元。 

最低工资标准：多米尼克岗位最低标准是220美元/月，政府工作人员
最低工资368美元/月。 

【社保税费】多米尼克的雇员需缴纳社会保障税费，每年税费比例不
同。多米尼克政府规定员工上缴社会保障税逐年增加0.25%，增加到2019

年停止。即2014年员工上缴社会保障税为工资收人的4.75%；2015年：员
工上缴社会保障税为工资收人的5%；2016年：员工上缴社会保障税为工
资收人的5.25%；逐年在上年基础上增加0.25%，增加到2019年停止。 

雇主为员工上缴社会保障税为员工工资收人的7%。 

2.7.3 外籍劳务需求 

多米尼克对本国劳动力市场实行保护政策，引入国外劳动力仅仅是为
了弥补国内的劳动力缺口，因而外籍劳务人员进入多米尼克的难度较大。
多政府一般只允许企业招聘当地无法招聘到的工种，如高级技工、监工和
高级管理层人士等，且录取费用不断提高。此外，多米尼克政府还希望外
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专门开设一些稀缺工种的培训工作，以便于当地劳务
人员填补就业机会。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多米尼克政府允许土地买卖。私人购买土地的价格在3-8东加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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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12-3美元）/平方英尺（约合0.91平方米），私人购买用于建私宅的土
地最多不得超过4000平方英尺。买卖双方一旦签署土地证书，土地即为购
买者永久所有。为防商业牟利，所购土地10年后才能再出售。目前多约80%

的家庭拥有私人土地。 

2.7.5 建筑成本及清关成本 

2018年5月，多米尼克主要建筑材料市场供应价格如下： 

表2-12：多米尼克主要建材市场价格表 

（货币单位：东加元） 

序号 建材名称 型号 单价（东加元） 单位 

1 混凝土 C15 391.00 立方码 

2 混泥土 C20 454.25 立方码 

3 混泥土 C25 492.20 立方码 

4 混泥土 C30 546.26 立方码 

5 混泥土 C40 603.75 立方码 

6 汽车泵  63.25 立方码 

7 地泵  40.25 立方码 

8 水泥 21.32公斤/包 10.00 包 

9 钢筋 5.5mm 6.25 20英尺/根 

10 钢筋 8mm 10.82 20英尺/根 

11 钢筋 10mm 12.63 20英尺/根 

12 钢筋 16mm 35.29 20英尺/根 

13 钢筋 20mm 50.51 20英尺/根 

14 钢筋 25mm 89.01 20英尺/根 

15 碎石 0.5英寸 82.79 立方码 

16 碎石 3/4英寸 91.92 立方码 

17 碎石 3/8英寸 99.20 立方码 

18 机制沙  62.50 立方码 

19 河沙  76.50 立方码 

20 混泥砌块 4英寸 2.55 块 

21 混凝砌块 6英寸 3.20 块 

21 混凝砌块 8英寸 4.23 块 

22 沥青  126.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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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单价含15%的增值税。水泥价格为批发价格，不包括运费。运费根据运输距

离商定。 

    2.数据于2018年5月12日采自REDI-MIX、RDR、PH-WILLIAM、EH-CHARLES

等商店或企业。 

3.第1-21项价格由湖南建工集团援多米尼克医院项目组提供。 

4.第22项沥青价格由中铁十四局援多米尼克约克峡谷桥项目组提供。价格包含沥

青铺设。 

资料来源：中国驻多米尼加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多米尼克集装箱清关成本主要如下： 

清关费：1120东加元/ 20尺标箱，2520东加元/40尺标箱； 

港口处置费：按重量计：7东加元/每吨，按体积计：4东加元/35.32

米3； 

货柜进出费：20东加元/20标箱，100东加元/40标箱； 

关税：按规定或按协议办理； 

增值税：货物价值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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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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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尼克贸易、能源和就业部负责制定和管理对外经贸政策与业务。
在制定对外经济贸易议程和管理对外经贸事务中遇到问题时也会要求其
他相关部门参与，即包括有政治领导人、内阁成员和其他部委相关机构共
同管理。 

3.1.2 贸易法规体系 

多米尼克于1978年11月3日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国，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对外贸易采纳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则，
其中包括履行实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WTO市场准入承诺。 

多米尼克政府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贸易投资法》、《对外贸易
管理法》、《海商法》、《海关法》、《国际商事组织法》、《反倾销法》、
《银行法》、《公司法》等。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免费产品】多米尼克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出口，除阶段性偶尔实
施贸易制裁外，对出口很少限制。据《财政刺激法案》规定，凡销往加共
体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全部或部分国产产品均可以享受程度不同的免税，
如： 

（1）凡国家投资股份超过50%（含50%）的企业的出口产品，15年
免税； 

（2）凡国家投资股份介于25%-50%的企业的出口产品，12年免税； 

（3）国家投资介于10%-25%的企业的出口产品，10年免税； 

（4）享受15年出口免税期的企业还包括专门为出口设立的企业和投
资不低于1000万美元的资本密集型企业。 

【限制进口商品】多米尼克是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为促进国家和地
区经济发展，政府优先考虑从加共体成员国进口商品并免征关税。从其他
国家进口的商品将征收进口关税，对于一些特殊商品必须在获得许可证后
才能进口。多米尼克对进口商品实施较严格的控制措施，规定了三大类限
制性进口商品： 

（1）禁止进口商品：模仿英国商标制作的所有不符合标准的金、银
制品、赝币、淫秽物品、不适合食用的肉类制品、虚构邮票、受感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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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尸体等。 

（2）有条件进口商品（必须经法律程序核准的进口商品）：烟花、
大麻、火药、武器和弹药、烟草、卷烟设备、仿制钞票、催泪瓦斯、煤油、
酒精等。 

（3）必须经相关部门核准签发许可证的进口商品：小麦面粉、氧气、
二氧化碳、石蜡、蜡烛、液化石油气、柴油、煤油、航空燃油、乙炔、硫
酸、烈酒和葡萄酒等。 

多米尼克进口商品的最高税率为165%，如釉、油漆、清漆等，农产
品进口的最高税率为150%，几乎与WTO限定的最高税率相等，而非加共
体国家和非英联邦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大多限定在50%—165%之
间。进口商品中免税进口商品所占比例约为22%，低于其他东加勒比国家
组织成员国。此外，27.8%的平均进口商品的税率居世界最高水准；唯一
按季节性关税征税的产品是土豆；多米尼克在贸易中很少使用关税配额。 

2017年9月18日超强飓风“玛利亚”对多米尼克公司和家庭财产造成
巨大破坏和损失。为推动社会经济重建，多米尼克政府决定对公司和家庭
用于重建自用的建材、家俱及电器等给予半年期的免税优惠，截止时间为
2018年6月底。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多米尼克标准局正在建立一套对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实施自愿和强
制性检验相结合的检测体系。在通常条件下，这套检测方法更符合东加勒
比国家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的检测标准。多米尼克政府一旦宣布对某类商
品实施强制性检验，标准局会即时签发对此类商品实施检测的指令。在此
条件下，进口货物只有在标准局完成对货物样品检测，并出具检测符合标
准后才准予入关。与此相应，如果此类进口商品拥有多标准局认可的原产
地实验室或相关机构签发的符合标准证明，也准予入境。 

多米尼克对进口商品实施的检验和检疫工作通常由农业部下属植物
保护部门和卫生检疫部门在边界港口协同完成，即在商品进口口岸直接采
集样品，送交实验室检验。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目前，多米尼克不是国际海关组织成员国。办理通关手续一般需要48

小时。进口商在办理通关手续时无需注册登记，对无增值税识别号码和纳
税证明的进口商，海关将签发贸易编码供进口商使用。 

【海关职能】具体为： 

（1）根据政府规定，对进出口货物办理征税和免税手续，保护政府
国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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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走私； 

（3）协同农业部对进口商品实施质量检测和卫生检疫； 

（4）严格管理，防止禁止进口商品和有害商品流入； 

（5）对进口及本地生产的酒精饮料征收国内消费税。 

在办理进口商品通关手续时需要出具以下单据：货物发票、原产地证
明、提货单、装箱单、价值申报单；对于某些商品，还要求提供进口许可
证。只要上述单据齐备，在通关代理的协助下，通关手续比较快捷。除滞
港费外，海关不加收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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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主管部门为规划、经济发展和投资部。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多米尼克投资市场较开放，允许外国投资进入几乎所有经济领域。政
府注重利用外国资本，在致力促进经济多元发展的同时，将吸引外国投资
的重心放在旅游业、信息产业、离岸金融业、制造业和农业。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多米尼克离岸金融业较发达，对外资的投资方式限制很少，外国资本
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投资，包括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营企业、设立
分支企业等形式。 

【新建企业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多米尼克新建企业（包括注册和
合并企业）必须按以下规定进行： 

   （1）在国家税务局进行注册（the Inland Revenue Division） 

   （2）在增值税科进行注册（the VAT unit） 

   （3）在多米尼克社保局进行注册（the Socail Security） 

   （4）获得外来者土地所有证（Alien Landholding Licence），即非国
民购买土地 

   （5）在实体规划局（Physical Planning Division）获得建筑许可证 

   （6）申请工作许可证，针对所有非国民。  

   （7）根据投资活动，获得相关许可证和执照。 

多米尼克没有针对外国投资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工业园区的法
律、法规或优惠政策；没有制定针对外国投资者以二手设备出资开展投资
合作的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没有出台针对外资并购、外国国有企业
并购进行安全审查或反垄断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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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企业在多米尼克注册开展投资活动或进行投
资并购活动。 

3.2.4 BOT/PPP方式 

截至目前，多米尼克尚未开展过BOT或PPP的有关项目，因此，无相
关法律法规或者政策规定。据多米尼克投资部相关人士介绍，如果有投资
者欲在多米尼克开展BOT或PPP项目，可与多米尼克政府谈判实现。 

3.3 多米尼克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有哪些？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在多米尼克的公司和个人均根据所得纳税。税收根据税法规定的收益
和利润，对各种形式的所得征收，包括就业收入、租金、股息、养老金和
海外收入等。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主要税种】包括： 

（1）所得税：公司税、个人所得税； 

（2）消费税：销售税、旅馆、餐饮销售税； 

（3）交易税：海关及国内消费税、 印花税、 消费税、旅行税； 

（4）居民财产租赁附加税、环境保护税； 

（5）财产税：土地税、财产转移税； 

（6）工资税：国家及社会保险。 

【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制。 

（1）收入在1.5-3.3万东加元之间，税率为 20%； 

（2）收入在3.3-6.3万东加元之间，税率为 30%； 

（3）收入在6.3万东加元以上，税率为40%。 

【公司税】收入的30% 。 

【增值税】15%。 

【消费税】消费金额的20% 。 

【销售税】销售额的7.5% 。 

【环境税】营业额的1-1.5%。 

【海关服务费】进出口额的3%。 

【旅馆床位税】房费的5%。 

【红利税】收入的15%。  

【不动产租赁税】租金收入的10%。 

【动产租赁税】租金收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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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转让税（股票和债券除外）】价值的4%。 

【土地转让税】 

（1）转让契约，价值的1%； 

（2）司法费，价值的 2.5%；  

（3）印花税（买方），价值的4%；  

（4）印花税（卖方），价值的 2.5%；  

（5）律师费，价值的 3%；  

（6）外国人土地拥有许可证费，价值的10%。 

【关税】进口税包括5种。 

（1）进口税税率，0-20%； 

（2）增值税税率，15%； 

（3）海关服务税税率，3%； 

（4）环境税税率，1.5%； 

（5）特种货物税税率，28%。 

【出口税】当地产品免出口税，非当地产品的出口税率为1.5%。 

【执照费】根据行业经营范围，96-368美元。其中： 

（1）经营酒精类，37-276美元； 

（2）养路费，162美元以上（根据载重量核定）； 

（3）驾驶执照费，9美元。 

3.4 多米尼克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多米尼克政府为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先后颁布了多项法律和法规，
通过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和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参与商业经营用地的使用
和转让和减免税收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便于
国外资本在各个行业里的投资，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回也不受任何限额。 

根据多米尼克政府2008年4月颁布的对外国企业或个人参与经营用地
的新规定，凡参与商业活动的外国企业或个人用地必须持有许可证，土地
使用费的征收标准相当于投资总值的10%。凡与政府在住房、工业、旅游
业、林业、渔业和农业发展领域签订有合作发展协议的外籍投资者可以免
交土地使用费。此外，外国企业或个人所购买土地凡超过1英亩供个人使
用，或超过3英亩用于商业经营目的，都必须申请土地使用许可证。申办
手续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凡与政府在住房、工业、旅游业、林业、渔业和农业发展领域签订有
合作发展协议的外籍投资者可以免交土地使用费。多政府为外国人颁发的
特殊土地许可证使用权是不可转让的，而发放土地使用许可证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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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使用者支付的资金必须事先到位。 

【申请土地许可证的程序】包括：  

（1）提交土地所有权、土地所在位置和房地产价值的详细资料； 

（2）土地使用用途； 

（3）由正规土地测量单位出具的划地证明和相关说明； 

（4）其他相关资料。 

【优惠措施】针对外国投资提供的鼓励措施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设
备和原材料进口关税和提供培训补贴等。具体的还有： 

（1）免征建筑材料、原材料、包装材料进口税；  

（2）免征设施、机器、家具及配件和运输工具进口税；  

（3）用于建宾馆、度假村的土地，可免除外国人土地拥有许可税；  

（4）可免除红利税、利息税和其他相关的外国人赋税；  

（5）所得利润可汇出；  

（6）根据国际商务公司法注册的公司，自注册之日起可享受20年相
关税费的减免。 

旅游业投资优惠根据宾馆条例实施；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信息通讯
技术根据财政激励和海关条例实施；根据相关增值税法，可向增值税管理
局申请免缴该税；根据所得税法，免缴利润税。 

3.4.2 行业鼓励政策 

【鼓励行业】多米尼克政府允许外资进入国家各经济领域，特别是投
资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外国企业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外
商投资旅游业和制造业可以享受免除十年所得税的优惠，对于制造业所需
进口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仅需交纳5%的海关关税，其余全部免税。制
造业所需进口的机械设备、原材料除缴纳5%的海关关税外，其余全部免
税。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如下：  

（1）旅游业。宾馆、别墅、公寓、高尔夫球场、水上运动设施、餐馆、
旅游景点设施的改善；会议中心及设施；保健旅游、老人中心、康复中心
等。 

（2）服务业。信息通信技术、金融服务、院校设施、电影及音像制品。  

（3）制造业。服装、纺织、洗衣粉、牙膏、洗涤用品、手工艺品、皮
革、塑料制品、太阳能热水器；含酒精及不含酒精的饮料、调味品、雪茄
及香烟；木制家具、预制木结构房和瓶装水等。  

（4）农产品加工。香蕉、菠萝及其他水果加工；生产香精油、草药、
香料、医疗产品；快餐食品、咖啡；有机农产品。  

【投资优惠】 

（1）多米尼克投资优惠条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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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旅游业投资优惠根据宾馆条例实施；  

②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信息通讯技术根据财政激励和海关条例实施；  

③根据相关增值税法，可向增值税管理局申请免缴该税；  

④根据所得税法，免缴利润税。  

（2）经批准的宾馆开发项目可享20年，度假村可享受15年的以下优
惠政策： 

①免征建筑材料、原材料、包装材料的进口税；  

②免征设施、机器、家具及配件和运输工具的进口税；  

③用于建宾馆、度假村的土地，可免除外国人土地拥有许可税；  

④可免除红利税、利息税和其他相关的外国人赋税；  

⑤所得利润可汇出。  

（3）根据国际商务公司法注册的公司，自注册之日起可享受20年相
关税费的减免。 

3.4.3 地区鼓励政策 

暂无地区鼓励政策。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多米尼克尚未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以及保税
区。据多米尼克政府透露，目前正在着手规划建立一个经济特区，具体时
间将适时公布。 

3.6 多米尼克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多米尼克劳动法对劳动关系、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福利与报酬、
就业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雇用、劳资纠纷的解决都有详细的规定。 

【薪酬标准】用人单位根据录用劳务人员的不同履历、工作经验和技
能类别，对劳动报酬的核定等亦有明确的规定： 

（1）行政工作人员薪金，300-700美元/月； 

（2）专业技术人员，1000-1800美元/月； 

（3）熟练劳动力，5.0-7.5美元/小时； 

（4）半熟练劳动力，2.5-3.0美元/小时； 

（5）非熟练劳动力，1.2-1.5美元/小时； 

（6）农业劳动力，1.2-1.5美元/小时或10.0-15.0美元/日； 

（7）商店助理（零售），1.15-2.30美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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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政府在劳动就业、劳动保障和维护劳工权益等方面，基本参
照《国际劳工法》的各项规定实施。2003年和2004年，多政府先后两次
邀请国际劳工组织派人考察多劳务市场，并根据劳务市场具体条件，协助
多制定了新法规。为此，国际劳工组织在2005年专门印发了《多米尼克劳
务市场白皮书》。 

多米尼克体力工人通常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加班费为正常班的
1.5倍，在工作日加班超过8小时，或周末、节假日加班需付正常工资的两
倍。雇员在节假日享受薪金待遇，并可根据工作年限每年享受带薪休假15

－20天。 

每年法定节假日12天；雇员工龄低于5年者，每年享受至少2-3周的公
休假；工龄5年以上者，公休假至少3周。除工资外， 企业一般还发放补
贴，大企业发放的补贴有退休金、人身保险及年度奖金。另外，总经理可
享用公车，驻外职员享有住房。 

【工时及休假规定】 

（1）雇员最低工资：0.75美元/每小时（工业最低平均工资1.20-1.50

美元/小时）；  

（2）正常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8小时/每日，或每周40小时；  

（3）加班费：8小时以外加班报酬通常为平时每小时工作报酬的1.5倍；
星期日和公众假日的劳动报酬为平时的2倍； 

（4）劳工有休假的权利； 

（5）工龄不足5年的每年可以享受14天休假。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多米尼克法律规定，在多米尼克连续常住满7年、在多米尼克出生且
出生时父母为多米尼克常住居民、与多米尼克公民通婚、或被多米尼克公
民收养的未满18周岁儿童等均可以成为多米尼克公民。鉴于多米尼克国家
小、人口少、经济落后、自然灾害多发等原因，多米尼克外来移民中逗留
的较少，多数已转往他国。多米尼克政府鼓励双重国籍，自1991年实施“经
济公民身份计划”（国籍投资项目）以来，以批准外国人入籍的方式吸引
投资。 

多米尼克本届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公民身份计划”主要采用“投资移
民项目”，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债务，复苏经济。同时，促进基础
设施或能源项目，进而推动多社会和经济发展。 

    【入境所需证件】外籍劳务人员在多米尼克务工必须持有以下两种有
效证件： 

（1）签证：多米尼克奉行对等原则，允许加共体成员（海地除外）
公民持护照自由出入，无须签证；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公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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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驾照等证件入境。为吸引美国游客，多米尼克也允许他们凭身份证或
驾照乘游船来多米尼克旅游；其他国家公民则需持有效护照、签证、回程
或联程机票方可入境。签证种类主要有外交、度假、商务及学生签证四种。
多海关执行国际通行做法，机场入境旅客需经查验后放行。到访人员切勿
携带违禁物品和农产品，烟、酒也应严格按限量携带。 

（2）工作许可证：根据移民法案，非多米尼克公民、常驻居民或移
民，只有在取得工作许可证后方可工作。移民局根据雇主申请、外籍人员
体检报告和警察局证明发放外籍人员工作许可证。对人员已经饱和的部门
一般不发放工作许可证，目前还没有市场需求测试条件。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外籍务工人员在多米尼克工作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多米尼克政府对外籍技术型务工人员的引进持较开
放态度，目前无外籍劳务配额、无非法劳务中介机构。劳动援助机构主要
有多米尼克雇主联合会（Dominica Employers Federation）和劳工部
（Labour Division）两个单位，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多米尼克雇主联合会 

地址：Charles Avenue Goodwill Road    

电话：00176-4482401   

传真：00176-4484807   

电邮：physicalplanning@dominica.gov.dm  

多米尼克贸易、能源和就业部 

  （Ministry of Trade, Energy and Employment） 

    地址：4th 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767) 266 3276 

    传真：(767) 448 5200 

    电邮：trade@dominica.gov.dm 

3.7 外国企业在多米尼克是否可以获得土地/林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土地所有制】多米尼克允许土地买卖。私人从政府购买土地的价格
在3-8东加元（约合1.12-3美元）/平方英尺（约合0.91平方米），私人购
买用于建私宅的土地最多不超过4000平方英尺。一旦总统签署土地证书，
土地为购买者永久所有。所购土地10年后才能再出售，以防商业牟利。目
前多米尼克约80%的家庭拥有私人土地。 

   【土地使用规划】多米尼克政府对土地使用规划非常重视，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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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所使用的土地。政府将针对远期经济和旅游的发展尽快制定土地
使用政策和重点实际规划。清晰的土地分区管理和合并开发规划会使土地
资源的利用更加有效和持续性。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多米尼克政府允许外国企业和个人在多购买土地。外国人在多米尼克
购买土地需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价格根据地段为当地市场价，另须
缴纳10%的使用税。多米尼克政府于2008年4月颁布的对外国企业或个人
参与经营用地的新规定，有关内容参见3.4.1。 

3.7.3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相关规定】包括： 

（1）允许外资企业或个人在当地获得农业耕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2）如果是私人地，只需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协商并取得农业部经营
许要证。 

（3）如果是土地所国家所有，按法规，第一次租赁期为5年，第二次
为10年，再次可以协商。需要向当地土地及勘测局提交申请，填写申请表
格，过程比较复杂，要经过国土护林局（the State Lands Ranger）实地
勘测，并提交当地政府内阁批准，以及法律事务及移民部和总统审核并同
意，并向财政部交付款项，最后才能从土地及勘测局取得土地拥有或租赁
许可证。具体法则参照 《外国人拥有土地法规》第十七条法案（ACT 17, 

ALIENS LAND HOLDING REGULATION OF COMMONWEALTH OF 

DOMINICA, ARRAGEMENT OF REGULATION）。 

（4）没有附加条件。 

3.7.4 外资参与当地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1）允许外资获得林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2）购买或租赁规定与上面农业耕地规定相同。 

（3）没有附加条件。 

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多米尼克没有证券市场，但参加“东加勒比证券市场”。目前，仅有
“多米尼克电力服务公司”一只股票在东加勒比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只有
本地人才能参与证券交易。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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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 

多米尼克对金融业投资的准入没有特别的规定，类似于成立一般的公
司。 

3.9.2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 

多米尼克对金融业经营的监管法律比较完善，主要有： 

（1）“国际金融组织法”，1988年4月实施，1991年5月修订。主要
内容包括：主要是对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国际开发协会和多变投资担保机构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入的有关程序和规
定； 

（2）“金融服务局法”，2008年12月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
分 金融服务局的建立，包括金融服务局的组建、目标、主任的指定、顾
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的职能、金融服务局主任的职能及权力；第二部分 

许可证，包括许可证要求，规定对没有获得许可证而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
将罚款50万东加元，如拒不改正继续从事金融服务业务将追加罚款每天
5000东加元。规定对没有获得许可证而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经理将罚款25

万东加元，或执行不超过三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如拒不改正继续从事
金融服务业务的将追加罚款每天2500东加元。从事金融服务的任何机构有
配合金融服务局随身检查机构业务账本、账目和记录的义务，如不配合，
有关人员将被罚5000东加元或6个月的监禁。第三部分 信息收集。第四部
分 执法。第五部分 通则。 

（3）“金融情报机构法”，2011年12月实施。主要内容包括：金融
情报机构的建立和功能、保护责任、年度报告和年度预算等。 

（4）“证券法”，2001年实施；“证券会计和财务报告规则”，2015

年12月实施。主要规定从事证券业务及其报告的有关规则。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多米尼克对金融业监管的主管部门是金融服务
局。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多米尼克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对包括地下水、近海海水、空气、动植
物等保护都制定了相应的指标。任何企业在实施工程项目、制造或使用化
工产品和其他对环境有害产品前必须向环境协调局（ECU）提供所建项目
和产品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数据。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多米尼克政府内阁成员、议会秘书，以卫生和环境部高官身份专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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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环境事务。 

多米尼克卫生和环境部、农业和渔业部，分别负责国家环境与农业、
渔业和园林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卫生和环境部下属环境协调局（ECU）作为国家环境保护的归口协调
单位，负责所有涉及多边环境协定的咨询与谈判工作，以及制定、协调和
促进有关环保方面的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方案。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多米尼克作为WTO成员国之一，遵守和执行WTO就环保问题制定的
各项决议和政策。 

1993年6月21日，多米尼克加入联合国《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框架
协议谈判。 

1998年5月5日，多米尼克加入多塞尔《严控跨国危险品及废料转移公
约》谈判，以确定这些废料无害环境的处置方式。 

此外，多米尼克签署的国际环保公约还有《规范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及动植物贸易公约》和《对危险化学品贸易实施严格管制公约》等。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1）保护伞条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是WTO贸易与环境保
护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它允许各国采取有效步骤保护人类、动物和各类
植物的生命与健康，维护自然资源免于枯竭。 

（2）联合国《京都议定书》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中最具约束力的条款
就是限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
时控制排放。 

（3）《巴塞尔公约》是全球最全面的环境保护协议之一，其宗旨是
严格控制和管理危险品及废料越境转移，保护人类居住环境与健康。 

（4）《规范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动植物贸易公约》保证物种
标本在贸易时尽快通过一切必要手续。为此，成员国可指定一些进出口口
岸对物种标本进行检验。各成员国还要保证所有活标本，在过境、扣留或
装运期间，得到妥善照管，减少伤亡和虐待。 

（5）多米尼克当地动植物及河湖保护法案如下：《中心水域权力法
案1967》、《森林及野生动物法案》，确保多米尼克当地野生动物、植被、
水域受到保护。其中规定捕猎岛上的野生生物需在捕猎开放期，并必须持
有当地捕猎许可证件，如若违反法规最高可罚款5000东加元并判处3年监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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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在多米尼克申请环评的手续、费用、时间无统一标准，主要取决于申
请项目的性质，规模大小等条件。如需了解多当地对外资企业开展投资或
承包工程需要进行环境评估的相关规定，具体要参考当地《林业和野生动
物法案》第60：02章（FORESTRY AND WILDLIFE ACT CHAPTER 

60:02），或请登录网站：www.dominica.gov.dm/laws/2002/act5-2002.pdf 

主要负责机构为FORESTRY DIVISION（林业局），负责人为
MR.BURTON，联系电话 001-767-266-5852。 

3.11 多米尼克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法律名称：《多米尼克禁止行贿公共官员以及禁止公共官员接受贿赂
和参与腐败》（“Dominica’s law prohibits bribery of public officials and 

prohibit public officials from accepting bribes and engaging in 

corruption”）。 

   【相关条款】《2003年公职人员行为法案第6款|<正直>第37-46章》详
细介绍了犯行贿的要素，并且概述了所禁止腐败的其他行为。 

37章： 

    （1）除非文本另有要求，这部分中，“获利”指： 

①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或佣金，包括金钱或者任何有价证券
或其他属性的财产或利益。 

②任何部门、职业或合同。 

③任何支付、发行、免除或结算任何贷款、义务或其它责任，无论是
全部或部分。 

④任何其它服务或优惠，包括不受任何惩罚或逮捕导致无资格的保护
行为或使纪律、民事的或犯罪的自然人不受到诉讼的保护行为，无论是否
已规定的。 

⑤不履行任何权利、权力或职责的行为。 

⑥任何开价、担保或许诺，无论是有条件或是无条件，或是在前面①, 

②, ③, ④或⑤段落中解释范围内的“获利”。 

公共体指： 

①政府； 

②政府部委或部门； 

③立法会； 

④通过一法案旨在公共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或者在该公司法案下注册
的任何子公司； 

⑤任何董事会、委员会、政府机构或类似机构，无论是由政府支付薪

http://www.dominica.gov.dm/laws/2002/act5-2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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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或不支付薪水的，并且是由总统或政府的一部委部长任命。 

43章：任何实施犯罪的人将按照下来规定承担责任： 

①通过起诉书所定罪行，将对犯罪人实施25,000东加勒比元的罚款或
十年的刑期，或者两者兼施。 

②即席判决，将罚款25,000东加勒比元或2年刑期，或者两者并施。
另外，将按法庭指导，犯罪人员所获的任何利益的数量或价值将支付给该
公共体，或按法庭具体指导实施。 

法律名称：《公共采购和合同管理法》（PUBLIC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 ADMINISTRATION），2012年11月28日通过。 

适用对象： 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法定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 

违反该法案者：根据情节处以2.5万东加元以上10万东加元以下，或
者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 

具体可查询： 

www.dominica.gov.dm/laws/2012/procurement_and_contract_admi

nistration_act_11_2012.pdf 

3.12 多米尼克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外国企业在多米尼克承包工程的限制较严，必须达到承包工程要求资
质才可以参与投标。多米尼克允许外国自然人在当地承揽工程承包项目，
具体资质要求跟外国企业承包工程一样，办理相关许可手续的费用和时间
如下： 

办理工程规划许可：56天，50东加元； 

办理规划许可：90天，1000东加元； 

办理电子许可证书：14天，150东加元； 

办理水、污水处理许可：14天，240东加元。 

3.12.2 禁止领域 

多米尼克在吸引外资参与工程建设方面基本无限制。 

3.12.3 招标方式 

多米尼克公共工程依照国际惯例进行招标。 

多米尼克公开招标对企业的资质要求较严格，从招标到签订合同所需
的流程时间较长；简化招标对文件、流程的要求相对较少，但对工程项目
的规模有规定。邀请招标则主要针对那些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知名企业、己
获得业主认可的本地和外国企业。（详见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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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多米尼克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3.13.1 中国与多米尼克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两国政府尚未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3.13.2 中国与多米尼克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多双方尚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3.13.3 中国与多米尼克签署的其他协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多米尼克教育、人力开发、体育与
青年事务部合作计划 》，于2005年9月20日签署。 

（2）《关于中国公民旅游团队赴多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05

年9月20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米尼克国政府关于互免持外交、公
务（官员）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2013年10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多米尼克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2017年11月29日） 

3.14 多米尼克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3.14.1当地关于文化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 

多米尼克有关文化产业的法律有1981年6月制定的《文化法》，该法
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5年12月进行修订。主要章节包括：文化部长的
一般职责、全国文化理事会的组建和成员的构成及其资格、理事会的功能
和责任、理事会制定规则的权力、理事会基金及其账目、有关收入税和进
口税的减免等。 

3.14.2 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规定和限制 

多米尼克对文化产业投资没有特别的规定和限制。 

3.14.3 文化领域合作机制 

中国与多米尼克未签署任何文化领域的合作协议，未建立任何文化领
域合作的机制。 

3.15 多米尼克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多米尼克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具有较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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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律、移民与劳工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审批与管理。多早在
1999年就设立了企业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主要从事与生产有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专利权认证、商标、集成电路、地理气候、植物繁衍、工业设计、
版权保护和与文学、音乐、图像等相关的权利保护方面的管理工作。 

多知识产权局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和咨询工作。    

地址：21 Kennedy Avenue，Roseau  

电话：00767-2663353  

传真：00767-4466593 

3.15.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2001年，多米尼克向世贸组织递交了多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的法律文
件，文件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层面广阔，囊括了地理标志、集成电路设计、
植物新品种保护、商标、商品名称等诸多方面；同时，多知识产权问题专
家还就知识产权法的涵盖内容，以及多米尼克知识产权法与国际法之间的
从属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WTO知识产权理事会仔细审核了多米尼
克递交的文件后在2003年获得通过。同年，多米尼克签署了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版权协议。 

3.15.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多米尼克由高级法院依法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司法机关根据每个侵
权案件的损害程度做出损害赔偿、封存、拘押、没收、销毁，以及处理侵
权商品和物资等处理决定。对伪造产品的侵权行为，将对责任人处以1-3

万东加元罚款，或3-10年监禁，或两罪并罚。 

3.16 多米尼克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适用哪国法律？ 

多米尼克是按照普通法解决商务纠纷。在多米尼克产生纠纷解决途
径： 

【解解决纠纷的形式】对合同中相关方公开选择他们想要的任何办法
来解决纠纷，这包括： 

（1）协商； 

（2）调解； 

（3）向东加勒比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4）根据《仲裁法案第4：50章》进行仲裁。 

可以进行国际仲裁，多米尼克是国外仲裁裁定认可并强制实施公约国
的成员（纽约公约The New York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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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多米尼克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多米尼克投资注册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国外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投资，包括以独资企业的形式，或以
合资企业、合营企业、设立分支企业的形式等。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多米尼克投资管理局。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注册企业的要求】 

（1）申请注册企业有必要建立一个注册办事处，并委任一名注册代
理。 

（2）公司名称必须以Sociedad Anonima，Societe Anonyme，
Corporation或 Incorporated作为结束语。而且，公司名称不得采用
Assurance，Bank，Building Society，Chamber of Commerce，Chartered， 

Co-operative，Imperial，Insurance，Municipal，Royal，National及Dominica

等字眼。 

（3）至少要有一个股东，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也可以是任何
国籍的居民或法人。股票可以采用登记或记名方式。股东的身份不需要公
开，但是，当记名股票转手时，注册代理必须把股票和相关档案递交给注
册处。 

（4）至少要有一个董事，该董事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董事可以是
任何国籍的人，并且不必居住在多米尼克。董事记录必须存放在公司的注
册办事处。 

【注册企业的程序】注册企业的申请步骤： 

（1）可从多米尼克投资管理局（以下称“投管局”）网站下载申请
表（www.investdominica.dm），或直接在投管局领取，按照要求填写后
递交投管局。同时须递交项目计划书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如需要）。  

（2）投管局对项目进行审查；  

（3）投管局将项目审查结论及建议报告递交国会；  

（4）国会将结果通知投管局；  

（5）投管局告知申请人；  

（6）周期为6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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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企业注册仅限于当地居民。 

【注册手续】 

（1）核对企业名称：验证公司名称并登记注册，完成时间为2天，花
费25东加元； 

（2）注册所需的相关文件：律师出具的法律证明；公司章程；董事
会成员名单；所在地址；如在其他国家注册过公司，须递交书面陈述。所
有会议纪要、所有经董事会通过的决议案，必需在注册办事处建立存档。 

需要律师完成的企业申请程序，完成时间为2天，花费2125东加元。 

登记与商业注册，完成时间为2天，花费750东加元，收取企业注册证
书。 

（3）社会安全纪录：业主要在社会安全部履行必要的注册手续，作
为维护员工利益的承诺。在社会保障局注册为企业业主，完成时间为1天，
免交费。 

（4）税务登记：业主还要在税务局注册，获取纳税编号。完成时间
为7天，免交费。 

企业注册手续大约需要14天，包括邮递时间。全部注册费用为1,050

美元，包括首年牌照费、注册地址及注册代理费。公司营业牌照费自第二
年起每年650美元，包括年度牌照费、注册地址及注册代理费。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渠道一：各政府部委、企业网站； 

渠道二：各类报刊的经济信息版；  

渠道三：专业发布政府招标信息的网页。 

4.2.2 招标投标 

【相关规定】 

（1）投标者必须提交一份签署的声明，包括以投标形式制定的供货
合同，然后按招标指南具体要求填写表格（可以从多米尼克投资管理局网
站下载申请表，网址：www.investdominica.dm，或直接到投资管理局领
取）。按要求填写后，递交投资管理局，同时递交项目计划书和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 

（2）标书仅涉及一个投标项目。施工地段不作为考虑依据，投标者
可以在标书上注明一旦中标后所能提供的工程折扣。 

（3）投标者在递交标书时必须缴纳3万东加元作为保证金，保证金将
在中标人完成所有程序和有关各方签订协议后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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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签署协议时，中标者将被要求缴纳相当于合同总额8%的款项
作为履约担保，这笔费用必须在收到相关部门的批复后30天内支付。如果
中标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纳保证金手续，该协议将被视为无效，同
时制定新合同，依次转交给下一个投标者。 

（5）招标会不安排分发资料和参观现场活动。 

（6）标书在递交后90天内有效。 

（7）项目必须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启动。 

4.2.3 许可手续 

项目招投标对所有企业法人开放，无论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参加投标。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商标注册？ 

4.3.1 申请专利 

多米尼克商标和专利办公室是负责专利事务的主管部门，企业申请专
利需向专利局提交申请（参照英国专利申请程序）。 

多米尼克于2003年制定了新的专利法以取代英国在1965年制定的
《多米尼克版权法》。新法涉及的专利保护内容广泛，包括文学、艺术作
品、戏剧、音乐、音像、电影、广播等诸多方面。出版物和其他各类作品
可以通过录音、拷贝等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最初来源的依据。专利权的保
护期限是在创作人作品版权终身有效的基础上再延续50年。 

4.3.2 注册商标 

多米尼克政府在1999年制定的第12号商标法旨在废除英国殖民时期
的旧商标法，由于涵盖内容广泛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至今尚未正式颁布生
效。依照现行的商标法，所有商标，包括综合性标识和各类商品名称只要
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商标的使用和保护期为10年，到
期后可以继续延长使用10年。经注册但长期不使用的商标保护期为3年。 

4.4 企业在多米尼克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营业税：每月15日前申报上月营业情况。消费税：每月30日前申报。  

4.4.2 报税渠道 

根据多米尼克法律，企业的报税手续是由多米尼克税务部门发放相关
涉税表格，经营者填写完成后即可向税务部门申报完税（小企业可自己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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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大企业经过会计事务所申报）。 

4.4.3 报税手续 

赴税务部门填写涉税表格后即可申报。 

4.4.4 报税资料 

（1）公司法定全称； 

（2）公司详细地址、通讯方式、邮编； 

（3）公司经营方式、详细介绍； 

（4）公司产品经营范围，及拟在多米尼克经营的商品； 

（5）公司法人姓名、职业、详细住址； 

（6）所述公司提供的最新详细资料副本须得到与该公司合作的法律
机构，或将与该公司合作的法律机构的确认，资料副本经公证核实无误后
归档备案。 

4.5 赴多米尼克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多米尼克就业部劳工局、财政部税务局、移民局。 

4.5.2 工作许可制度 

依照法律规定，外籍劳务人员进入多米尼克务工必须持有移民局签发
的工作许可，工作许可一般为一年，到期再办理续延。在多米尼克工作6

个月以上才能获得居留权。多米尼克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经济结构
尚待进一步完善，失业率较高，因此就业机会不多，外来务工人员获准就
业许可的难度较大。 

4.5.3 申请程序 

申请工作许可手续：首次申请要先领取申请表和体检表，表上附有申
办手续说明；如条件合格，劳工部将让申请人到指定地点交500东加元，
并通知警察局安排面试、调查个人情况及出具书面意见等；约半个月后，
申请人将接到面试通知；面试后再等半个月，相关部门将电话通知申请人
领取工作许可证，申请人凭此证到税务局交100东加元，然后到移民局办
理工作许可证，全部花费约800东加元。 

办理首次工作许可手续较复杂，办理延期手续相对简单，只需填表、
交纳650东加元（包括注册代理费、年度牌照费等）和由当地警察局出具
的无犯罪记录，全部手续通常需要10天至一个月即可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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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提供资料 

【所需材料】办理赴多米尼克工作准证需提交材料： 

（1）申请表； 

（2）公司申请函和招聘函、报纸招聘广告； 

（3）相关技能公证书； 

（4）医疗证明：鉴定书两份（身份证明和医疗证明）； 

（5）银行金融参考/声明；  

（6）警方记录/证明（无犯罪记录公证）；  

（7）机票证明；  

（8）护照照片两张；  

（9）结婚证书（如要求提交）； 

（10）居留期限和有效签证注明的就业机会类型； 

（11）报名费（不退还）：非加勒比共同体的国民为185.18美元。 

申办工作和居留许可手续通常要提前4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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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P.O.Box 2247 Morne Daniel，Canefield，Dominica，W.I. 

电话：001767-4490058 

传真：001767-4400088  

电邮：dmnc@mofcom.gov.cn 

4.6.2 多米尼克中资企业协会 

多米尼克国家小，中资企业少，大部分为民营个体经营商店与餐馆，
目前尚未成立中资企业协会。 

4.6.3 多米尼克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22号亮马桥外交公寓A区LA06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65320838  

传真：010-65320848 

电邮：dominica@dominicaembassy.com。 

4.6.4 多米尼克投资促进机构 

多米尼克投资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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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Valley Road, Roseau  

电话：00176-72663536/4482045  

传真：00176-74485840  

电邮：indusry@investdominica.dm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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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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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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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kgjyb@126.com
http://www.cai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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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多米尼克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中国企业到多米尼克开展投资合作需注意： 

（1）多米尼克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商务与欧美
接轨，法制健全。中国企业在赴多米尼克投资前，必须对当地市场环境、
法律、税收、职工待遇和注册程序等方面全面了解。多米尼克政府部门工
作程序复杂、需要填报的资料繁多，且审批时间较长，因而有必要聘请当
地有经验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办理相关手续，处理商业纠纷及其他一些
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宜。 

（2）计划在当地从事商业或生产的企业或个人，须在开始经营活动
之前联系当地国税局（the Inland Revenue Division），以确保自己从事
的经营活动是在当地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特定的商业或生产要求经营许可
证，任何在公共场合售卖商品或进行专业服务的人员须首先取得职业许可
证。许可证范围包括商店、小摊位、售酒以及任何专业的服务。 

（2）外国投资者在当地投资经营须向当地公司和知识产权办公室
（the Compan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缴纳33美元注册费和4

美元的印花税。以后每年向其缴纳18美元公司名称维持注册费，并且在每
年4月2日之前向其上交年利润相关文件存档（存档费4美元）。 

（3）外国投资者与当地企业合作，需向知识产权办公室缴纳276美元
注册费和2美元印花税。每年4月2日之前上报利润的相关文件存档（存档
费9美元）。 

（4）根据当地2005年出台的《增值税法案》第7条，纳税人或企业须
在企业注册后的21个工作日内在当地国税局申请增值税注册。 

（5）多米尼克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潜力也有限，中多双方开
展产能合作的可能性较小。 

尽管多米尼克政府陆续出台了许多鼓励投资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中国企业应适当调整对多米尼克优惠政策的期望
值，严格把握项目进程的成本核算。 

鉴于多米尼克缺乏开展大规模产能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至今没有中资
企业前往多米尼克开展此方面的合作。 

如 对 投 资 多 米 尼 克 有 兴 趣 ， 可 参 考 当 地 投 资 网 址 ：
www.investdominica.com 

5.2 贸易方面 

http://www.investdomin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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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多两国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生产的许多商品深受当地
消费者喜爱，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在贸易业务中，当地商家大多不愿采用
信用证式的传统支付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付款交单（D/P）方式交易和承
兑交单（D/A）。即期信用证和远期信用证的支付方式虽然比较保险，但
因操作比较繁琐，且银行费用较高而不为当地推崇。  

目前还没有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贸易投资业务，只有当地华商从国内
采购商品或原材料到当地进行销售和生产。 

5.3 承包工程方面 

多米尼克建筑市场的容量有限，各国企业为获取承包工程项目的竞争
较激烈。近年来，多米尼克政府大力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修复飓风造
成的损毁，不断提高互联网效率，放宽了对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审批
程序和管制，为中国企业拓展当地市场规模带来了机遇。  

多米尼克建筑项目主要集中在公路、码头、学校、医院、海滩公园和
酒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方面，但由于资金短缺，一些带资项目和合资
项目受到推崇。多米尼克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对参与经营企业的资质要求
高。中国企业应针对多米尼克市场特点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加强与国内
金融、保险机构合作，形成竞争合力。通过在当地建筑市场注册公司的方
式扩大经营范围，是经营能力较强企业的最佳选择。但竞争实力较弱的企
业，应根据自身实力量力而为，切勿贸然进入。 

2016年底，中国土木集团公司签署首份中资机构承建多米尼克工程承
包合同，项目为多米尼克政府“国籍投资计划”项下的贝尔维尤肖邦安置
房项目。该项目由多米尼克政府授权蒙特利尔管理公司作为开发商，中土
公司获得总承包商资格。 

从中土公司签署该承包工程项目协议半年多来的实践，以下方面需要
特别关注： 

（1）对项目各方面涉及的税费需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每一种
材料和设备进口的关税税率、税费种类、清关费用、集装箱运输价格等，
以便在协议谈判时提供有利的报价。 

（2）对项目所在具体位置的气候、道路等环节需要详细调查。多米
尼克山高路险，每个地区气候差别很大，尤其是降雨天数和雨量大小不同
对施工开展影响巨大，路途及路况对建筑材料运输成本、运输速度影响巨
大。气候和道路状况最终对施工成本和工期产生很大制约。 

5.4 劳务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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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劳务市场小，失业率较高，政府为维护本国劳动人口就业，
对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劳务人员的进入限制较严。严格的工
作许可审批制度和复杂的签证审批程序，以及在办理工作许可中的附加条
件，使外籍务工人员进入当地劳务市场很困难。 

中多劳务合作尚处于初步探讨摸索阶段。中国企业在开展商务活动中
要不断了解当地文化背景和特殊法则，加强与各合作企业的沟通，减少因
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误解和摩擦。 

    中国对外援助工程中重点要注意以下三点： 

 （1）当地《劳工法》规定，只有在当地雇员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要求
其加班，并应按相关法规足额付给劳动报酬，不能强行要求加班。 

    （2）安全措施要按照当地法规做到位，详情要咨询当地律师，要为
劳工配备安全服、帽、鞋等。另外，在与当地雇员签订书面合同之前，应
要求其提供犯罪记录、医生健康病历、社保卡。 

 （3）企业的车辆须按时在当地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以避免发生意外 

后损失更大。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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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中国企业在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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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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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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米尼克司法相对独立，法制较健全，但在多米尼克办理有关事项时
办理周期较长，需预留充裕的时间。由于企业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难度较
大，建议聘请当地有经验的律师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入境须知：需持有效护照、签证、回程或联程机票、一定的资金方可
入境。签证有外交、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四种。 

自2014年5月27日起，中国公民以旅游为目的赴多米尼克，凭有效护
照、返程机票或船票、酒店住宿预订单及足够旅费，即可免签入境，停留
不超过21天。 

    多米尼克实行外汇管制，出入境携带外汇限额3700美元（10000东加
元），超额携带需申报。海关依照国际惯例对入境旅客查验后放行。切勿
携带违禁物品和农产品，烟、酒也应按限量携带。多米尼克移民局严格监
控非法移民，一经发现即予以拘留，持伪造签证入境者最长可判入狱10年，
逾期居留亦将受到处罚。 

多米尼克每4年进行一次大选，本届政府于2014年组织，2018年10月
将举行大选。 

2016年，多米尼克与多数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均发生“寨卡”流行病毒，
但未造成严重后果。2017年5月，“红眼病”的病毒性结膜炎在多米尼克罗
索、朴茨茅斯和马里戈特等人口密集区域爆发，同时水痘病毒案例也有所
增加。因此，提醒中国公司及人员要注意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
免去人群密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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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多米尼克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妥善处理好与多米尼克政府、议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相关部门、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业人员在当地开展业务的有效保障。中国在
多米尼克工作人员要着力建立和营造融洽和谐的公共关系，不但要与政府
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要积极建立与议会的合作关系。 

要关心多米尼克政府的换届和议会选举，跟踪和了解政府的政治、经
济政策走向；了解政府各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职能，议会各专业委
员会的职责，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通过各种社交活动与议会和政府部门的官员交朋友，保持与相关部门
长期往来，向有关部门和官员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反映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主管部门和官员对中国企业运作心中有数，遇到
困难时能找到解决困难的人和部门。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资企业工作人员要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减少劳资纠纷，维护企
业的正常经营。日常经营中适时与工会组织保持联系与沟通，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建立融洽的劳资关系。 

多米尼克工会组织较活跃，在出现劳资纠纷时，通常采取谈判的方式
解决，有时也会以罢工的形式争取和维护劳工的利益。因此，中资企业工
作人员要全面了解多米尼克《劳动法》和《工会法》内容，掌握当地工会
组织的规章制度、运作模式、发展状况和工会组织的活动特点。雇佣当地
雇员还要依照法律规定签订雇佣合同，按时足额发放雇员工资，交纳相关
费用，对当地雇员进行技术培训。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当地开展经营活动，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业，拉近与当
地居民的距离，赢得更广泛的认同。 

要聘用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多雇用当地员工从事一般性工作，增
加当地就业。 

中资企业工作人员要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习俗和文化禁忌，
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关系，融入当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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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多米尼克历史上长期为英国殖民地，很多风俗习惯都与英国相似，与
国际接轨的程度较高。当地人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得体，举止优雅，注重个
人隐私。中资企业工作人员与其交往时，应尊重当地的习俗，在日常交往
中做到以礼待人，入乡随俗，才能切实融入当地社会，得到当地民众的认
可。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多米尼克是拉美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中资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更多地了解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增
强环保意识，把环保工作当作生产项目的组成部分。对在生产和经营过程
中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设施或施工工序，要事先进行科学论
证，采用最佳解决方案。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多米尼克开展经营活动，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关注开
展业务中可能带来的资源、环境、劳工和社会问题；遵守社会公德，遵纪
守法，维护国家和企业形象，维护中多友好关系；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当
地社区活动，包括公共事业，融洽中国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报纸、广播和电视作为现代社会的传播媒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
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传播媒介对中资企业和工作人员的态度会成为
公众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宣传媒介的舆论导向甚至可能成为多米尼克政
府和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认知态度的依据。因此中资企业人员在同当地
媒体打交道时不仅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还须谨慎从事。如有必要，企
业可以设立与媒体沟通的发言人，在与媒体交往时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
题，以发布正面信息为主，引导其对中资企业进行有利的宣传。 

6.8 学会与执法人员打交道 

警察、工商、税务、海关、警备等执法部门对辖区内居民和外籍人士
实施查验身份证件、询问相关事项等措施，是执法者的职责，中国企业工
作人员要耐心与执法者沟通，配合其执行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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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中多交往日益密切，不少多米尼克民众
和企业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并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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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介绍中多文化差异，让多米尼克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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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共同庆祝，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驻多米尼克中资企业和人员在当地开展投资合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 

【案例】2012-2017年多米尼克狂欢节活动中，由中国驻多米尼克大
使馆和当地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共同组建的中国方阵，以中国传统服饰、
民族服饰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参与多米尼克传统狂欢活动，刮起了一股两
国文化融合的“中国风”。 

6.10 其他 

中国企业在多米尼克投资经营要与当地同行业企业和谐相处，有序竞
争，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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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多米尼克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中资企业在多米尼克投资经营要遵守当地法律，同时也要依法保护自
身权益。遇到经济纠纷时，要首先向有关部门反映，多方一般会依法处理，
但多方办事效率不高，需耐心等待。在协商解决无果情况下，可请律师通
过司法程序处理。紧急情况灵活处理，但事后一定要及时向使馆和有关部
门反映，采取相应善后措施。 

中资企业在多米尼克长期投资经营应考虑聘请当地律师协助处理企
业法律事务。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资企业要不断密切与当地各级机构和主管部门关系，遇到重大问
题，及时向使馆和国内主管部门汇报，同时寻求当地政府的保护。 

多米尼克主管外商投资合作的政府部门是多米尼克规划、经济发展和
投 资 部 ， 联 系 电 话 ： （ 767 ） 2663148 ， 网 址 ：
www.dominica.gov.dm/ministries/planning-economic-development-and-i

nvestment。 

7.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资企业要与使馆经商参处保持经常性的工作联系，遇到问题及时向
经商参处汇报，听取经商参处的意见和建议。遇到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时，
要立即向经商处报告，同时通报国内主管部门。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服从
经商参处和国内主管部门的共同领导。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商参处电话
001767—4490058，电邮：dmnc@mofcom.gov.cn。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要根据当地治安状况和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安
全应急预案，确保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此外，还要根据当地自然灾害频繁
发生的特点，做好应急工作。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客观地评估潜
在经营风险，有针对性地建立企业内部应对经营风险的预警机制，避免和
减少各类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 

要定期对所属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投入必要经费用于

mailto:dmnc@mofcom.gov.cn


72 
多米尼克 

 

购置安全设备和购买人身保险。客观评估周边环境的潜在风险，有针对性
地建立应急预案，责任落实到人，定期演练，查找漏洞。 

遇有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拨打当地应急电话求助，
同时向中国驻多米尼克大使馆及国内总部报告，组织人员迅速有序撤离。 

7.5 其他应对措施 

外出公务或旅行最好结伴而行，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注意保管好
护照、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岛内大多为山路，坡陡、道窄、弯多、路况
差、标识少，交通事故较多，外出最好穿软底鞋、备好雨具。当地有少量
出租汽车，租金通常按天计价。如选择租用车辆外出，要仔细检查车况、
外籍驾驶员可持本国或国际驾照到当地交通部门换领临时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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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多米尼克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总理办公室（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地址：6th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300 

传真：001-767-4488960 

邮箱：opm@dominica.gov.dm 

网站：opm.gov.dm 

 

2.规划和经济发展部 

（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地址：5th 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148 

网 址 ：
www.dominica.gov.dm/ministries/planning-economic-development

-and-investment。 

 

3.公共工程、水资源管理和港口部（Ministry of Public Works、Water 

Resourse Management and Ports） 

地址： 1st Floor,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524 

传真：001-767-4404799 

邮箱：publicworks@dominica.gov.dm 

网站：publicworks.gov.dm 

 

4.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地址：5th 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340 

传真：001-767-4480054 

邮箱：finance@dominica.gov.dm 

 

5.农业、食品和渔业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Fisheries） 

地址：2nd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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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1-767-4487999 

邮箱：agriculture@dominica.gov.dm 

网站：agriculture.gov.dm 

 

6.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地址：2nd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56 

传真：001-767-4480644 

邮箱：education@dominica.gov.dm 

 

7.卫生和社会服务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 

地址：4th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437 

传真：001-767-4486086 

邮箱：health@dominica.gov.dm 

 

8.贸易、能源和就业部 

（Ministry of Trade, Energy and Employment） 

地址：4th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76 

传真：001-767-4485200 

邮箱：foreignaffairs@dominica.gov.dm 

 

9.青年、体育和选区发展部 

（Ministry of Youth, Sports and Constituency Empowerment） 

地址： 3rd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194 

邮箱：culture@dominica.gov.dm 

网站：culture.gov.dm 

 

10.住房和土地部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ands） 

地址：1st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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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au 

电话：001-767-2663239 

传真：001-767-4484807 

邮箱：pssechousing@dominica.gov.dm 

网站：housing.gov.dm 

 

11.信息、科技、通讯和技术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地址：3rd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94 

传真：001-767-4480182 

邮箱：information@dominica.gov.dm 

网站：information.gov.dm 

 

12.司法、移民和国家安全部 

（Ministry of Justic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地址：3rdFloor,FinancialCentre,KennedyAvenue,Roseau 

电话：001-767-2663354 

邮箱：nationalsecurity@dominica.gov.dm 

 

13.原住民事务部（Ministry of Kalinago Affairs） 

地址：Cnr Hanover&KingGeorge VSt, Roseau 

电话：001-767-2663377 

传真：001-767-4486753 

邮箱：caribaffairs@dominica.gov.dm 

网站：kalinagoaffairs.gov.dm 

 

14.教会事务、家庭和性别事务部 

（Ministry of Ecclesiastical Affairs, Family and Gender Affairs） 

地址：1st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07 

传真：001-767-4498220 

邮箱：socialservices@dominica.gov.dm 

网站：socialservices.gov.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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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游和文化部（Ministry of Tourism and Culture） 

地址：3rdFloor,GovernmentHeadquarters,KennedyAvenue,Roseau 

电话：001-767-2663497 

传真：001-767-4486200 

邮箱：tourism@dominica.gov.dm 

网站：tourism.gov.dm 

 

16.商业、企业和小企业发展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Enterprise and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地址：3rd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965 

邮箱：commerce@dominica.gov.dm 

 

17.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CARICOM Affairs） 

地址：4th Floor Financial Centre,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76 

传真：001-767-4485200 

邮箱：foreignaffairs@dominica.gov.dm 

 

18.企业、人力资源和培训部门 

（Establishment, Personnel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地址：4th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3274 

传真：001-767-4485044 

邮箱：establishment@dominica.gov.dm 

网站：establishment.gov.dm 

 

19.审计部门（Audit Department） 

地址：2ndFloor, Treasury Building, Hillsborough Street, Roseau 

电话：001-767-2663304 

传真：001-767-4486834 

邮箱：audit@dominica.gov.dm 

网站：audit.gov.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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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信息通讯机构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Unit） 

地址： 

2nd Floor,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42Kennedy Avenue, Roseau 

电话：001-767-2665241 

传真：001-767-4480005 

邮箱：ictu@dominica.gov.dm 

 

21.公共和警察服务委员会 

（Public and Police Service Commissions） 

地址：Victoria Street, Roseau 

电话：001-767-2663055 

传真：001-767-4400573 

邮箱：psc@dominica.gov.dm 

网站：psc.gov.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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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多米尼克》，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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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多米尼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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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的入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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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驻多米尼克使馆经商参处王全火一秘编写，湖南建工集团援多医院
项目组、中铁十四局援多米尼克约克峡谷桥项目组、青建集团援多米尼克
西部公路修复项目组、中土集团安置房项目组等提供了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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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国
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等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
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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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