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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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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部与
印尼西帝汶相接，南隔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国土面
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主共
和国成立。2009年以来，东帝汶政局总体较为平稳，
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在石油产业的推动下国民经济
稳步发展。东帝汶投资环境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发展落后。东帝汶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
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40%的适龄劳动
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为4.1%，青年（15-24周岁）失
业率为11.55%。根据东帝汶政府公布的《2017年国家预算报告》，2017

年东帝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不含石油收入）为15.43亿美元，预计比上
年增长3.9%。但高增长未带来快发展，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不牢，粮食安
全问题远未解决。 

第二，基础设施落后，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
2010年，东帝汶政府颁布国家2011-2030年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2012

年8月，东帝汶第五届宪法政府履职后，采取积极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
国家建设步伐逐步加快，道路、机场、码头、市政、通讯、农业设施等项
目得以着手规划实施。2015年2月，东帝汶第六届宪法政府就职后，承诺
继续实施前任政府的战略规划，向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打造“有效、高
效、负责”的政府。2017年9月就职的东帝汶第七届宪法政府仅运行数月，
在国家建设方面尚未开展明显的促进工作，即被2018年6月就职的第八届
宪法政府取代。 

第三，经济结构单一。该国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油气收入。截
至2017年底，东帝汶石油基金滚存至约168亿美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
实基础，推动经济持续保持增长势头。但经济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这种单
一经济结构短期内难有改观，南部石油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民众缺乏谋
生手段的现状依然存在，高失业率、高文盲率和高物价的“三高”问题严重
阻碍了东帝汶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四，市场较为开放。东帝汶重视吸引外资，力争建立较完善的法律
体系以改善投资环境。建国以来，东帝汶已颁布实施了《劳动法》《私有
投资法》《石油基金法》《石油活动法》《商业注册法》《进出口货物检
验检疫卫生法》《矿产法》《环境管理法》《旅游法》和《税务法》等一
系列法律。 

中国与东帝汶自2002年5月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2016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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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国与东帝汶经贸合作联委会机制正式建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2016

年5月，驻东帝汶中资企业协会正式成立。2017年，中国和东帝汶贸易额
为1.34亿美元，同比下降18.3%。其中，中国对东帝汶出口1.33亿美元，
同比下降19.2%，进口140万美元，同比增长482.76%。2017年，中国是
东帝汶第二大贸易伙伴，列印尼之后。目前在东帝汶正式注册的中国大中
型国有企业有20余家，还有大量国内民营企业在东帝汶开展工程、房地产、
贸易、农业开发等业务。另有数千中国个体经营者在东帝汶从事劳务、建
筑、贸易、餐饮等行业。在东帝汶中国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工程类项目，也
有企业尝试在农业领域投资。随着东帝汶经济发展逐步走入正轨，中国赴
东帝汶投资经商的企业和个人渐增，投标企业间压价竞争现象日益激烈。
个体经营者挤占当地日用品批发零售的传统市场，对当地就业造成一定影
响，已引起东帝汶政府关注。 

总体而言，东帝汶作为年轻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国家处于百业待兴
状态。第五届政府上台以来，虽着力加快建立和完善行政架构，明晰机构
设置及职能，但管理松散、有效管理缺位、人才缺乏、行政效率低、执行
力弱等问题仍较为突出。第六届政府上台以来的管治成效未见明显改善。
第七届政府上台时间短，行政架构不清，职能不明确，政府财政预算未获
通过，财政紧张，治理效果不明显。第八届政府刚刚成立，政府机构尚不
健全，还未公布新的施政纲领。目前，东帝汶还处于一个发展相对较慢的
过程之中。但随着国家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逐步实施和依靠较大的石油
收入储备，东帝汶未来一段时间将有可能进入较快发展期，有较多的项目
建设需求，且有自有资金和国际社会各种资金的支持，中国、澳大利亚、
日本、新西兰、欧盟等对原产于东帝汶的产品均实行免关税待遇，这些都
将为中国企业和个人在东帝汶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商机。 

我们衷心希望，在中东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合
作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将不断
取得新成果。 

 

 

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商参赞  刘振华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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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 你 准 备 赴 东 帝 汶 民 主 共 和 国 （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以下简称“东帝汶”）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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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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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帝汶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一旦遇到
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
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东帝汶》将会
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东帝汶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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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东帝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东帝汶的昨天和今天 

16世纪前，帝汶岛曾先后由以苏门达腊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和以爪
哇为中心的麻喏巴歇（满者伯夷）王国统治。1512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
帝汶岛。1613年，荷兰势力侵入，于1618年在西帝汶建立基地，排挤葡
势力至东部地区。18世纪，英国殖民者曾短暂控制西帝汶。1816年，荷兰
恢复对帝汶岛的殖民地位。1859年，葡、荷签订条约，重新瓜分帝汶岛。
帝汶岛东部及欧库西归葡，西部并入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1942

年日本占领东帝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曾一度负责管理东
帝汶，不久后，葡萄牙恢复对东帝汶的殖民统治，1951年将东帝汶改为葡
萄牙海外省。1960年，第1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542号决议，宣布东帝汶
岛及附属地为“非自治领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独裁政权，葡萄
牙开始民主化和非殖民化进程。1975年葡萄牙政府允许东帝汶举行公民投
票，实行民族自决。主张独立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主
张同葡维持关系的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主张同印尼合并的帝汶人民
民主协会（简称“民协”）三方之间因政见不同引发内战。“革阵”于1975年
11月28日单方面宣布东帝汶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同年12月，印
尼出兵东帝汶，1976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1975年12月联合国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尼撤军，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自
决权利。此后联合国大会多次审议东帝汶问题。1982年联大表决通过支持
东帝汶人民自决的决议。从1983年至1998年，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下，
葡萄牙与印尼政府就东帝汶问题进行了十几轮谈判。 

1999年1月，印尼总统哈比比同意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选择自治或脱
离印尼。5月5日，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三方就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签署
协议。6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驻东帝汶特派团
（UNAMET），于8月30日主持东帝汶全民公决。东帝汶45万登记选民中，
约44万人参加了投票，其中78.5%赞成独立。哈比比总统当日表示接受投
票结果。投票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流血冲突，东帝汶局势恶化，联合
国特派团被迫撤出，约20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9月，哈比比总统宣布同
意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成立由澳大利亚为首，约
8000人组成的多国部队，并于9月20日正式进驻东帝汶，与印尼驻军进行
权力移交。10月，印尼人民协商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东帝汶脱离印尼。
同月，安理会通过第1272号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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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ET，简称联东当局），全面接管东帝汶内外事务。 

1999年11月，东帝汶成立具有准内阁、准立法机构性质的全国协商委
员会（NCC），2000年7月成立首届过渡内阁，2001年8月举行制宪议会
选举，9月15日成立制宪议会和第二届过渡内阁，2002年4月举行总统选
举，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夏纳纳·古斯芒当选。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
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是本世纪第一个新生国家。2006

年，东帝汶阿尔卡蒂里总理辞职。2007年4月，东帝汶举行总统选举，奥
尔塔当选。6月举行议会选举，革阵获21席，仍为第一大党。8月8日新政
府成立，夏纳纳组建的重建全国大会党获18席，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多
数联盟，赢得组阁权。2008年，经过选举总统更换为奥尔塔。2012年8月
8日东帝汶第五届政府成立，夏纳纳连任总理，东帝汶新一届政府上台后，
积极规划实施20年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启动欧库西经济特区建设。
2015年2月，政府大幅改组，夏纳纳辞去总理职务，由革阵中央委员阿劳
若出任总理。2017年3月，东帝汶举行总统选举，弗朗西斯科·古特雷斯·卢
奥洛当选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2017年7月，东帝汶举行第四届国民议
会选举，革阵获得了23个席位，与民主党联合组建第七届宪法政府，马
里·宾·阿穆德·阿尔卡蒂里于2017年9月15日宣誓就职。由于第七届政府的
施政纲领和国家总预算案被议会否决，总统卢奥洛于2018年2月宣布解散
第四届国民议会，于5月12日进行第五届国民议会提前大选。2018年5月
28日，东帝汶上诉法院公布议会提前大选结果，进步变革联盟获得34个席
位，单独组建第八届宪法政府。2018年6月13日，大会党议员亚伦·诺伊当
选为第五届国民议会议长。2018年6月22日，第八届宪法政府成立，塔乌
尔·马坦·鲁瓦克总理和第一批内阁成员宣誓就职。目前东帝汶局势总体稳
定。 

东帝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主要靠外国援助。 

1.2 东帝汶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东帝汶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包括帝汶岛东部和西部北
海岸的欧库西地区以及附近的阿陶罗岛和东端的雅库岛。西部与印尼西帝
汶相接，南隔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国土面积14,874平方公里，海岸线
全长735公里。 

东帝汶位于东9时区，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早1小时，不采用夏令时。 

1.2.2 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13个地区（Districts），区以下有65个县（Sub-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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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个乡（“苏古”，Sucos）、2236个村（Aldeias）。 

首都帝力（Dili）位于帝汶岛东北海岸，面积达48.3平方公里，人口约
30万，是深水港，也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东帝汶约80%以上的
经济活动在此进行。第二大城市包考（Baucau）又名萨拉扎尔，位于帝
汶岛东北部，地处沿海山谷中。 

1.2.3 自然资源 

主要矿藏有金、锰、铬、锡、铜等。帝汶海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探明石油储量约1.87亿吨（约50亿桶），天然气约7000亿立方米。 
主要农产品有玉米、稻谷、薯类等。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粮食

不能自给。经济作物有咖啡、橡胶、椰子等。咖啡是主要出口产品。 

东帝汶多山、湖、泉、海滩，具有一定的旅游发展潜力，目前旅游资
源尚待开发。 

国家青年纪念雕像 

1.2.4 气候条件 

东帝汶境内多山，沿海有平原和谷地，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
平原、谷地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6℃，年平均湿度为70%-80%。
年平均降水量1200-1500毫米，但地区差异较大。北部沿海地区每年5月至
11月为旱季，12月至翌年5月为雨季，年降水量为500-1500毫米；南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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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6月至12月为旱季，12月至翌年2月及5至6月为雨季，年降水量为
1500-2000毫米；中部山区年降水量为2500-3000毫米。 

1.2.5 人口分布 

东帝汶人口约132.25万（Worldometers统计数据）。约30万人集中
在首都帝力，占总人口的22.68%。据Countrymeters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东帝汶14岁及以下人口比例为33.8%，15-64岁人口比例为62.5%，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3.6%。99.6%为天主教徒，0.1%为穆斯林，0.2%

为其他。78%为土著人（巴布亚族与马来族或波利尼西亚族的混血人种），
20%为印尼人，2%为华人。 

东帝汶华人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小的华人群体，且主要聚集在首都帝
力。 

1.3 东帝汶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东帝汶是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
其有权否决由内阁提出、议会批准的法案。议会选举后，总统任命多数党
领袖或执政联盟领导人为总理。作为国家元首，总统还主持国务委员会、
国防安全高级委员会。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构，总理是政府首脑。 

2002年东帝汶独立后，“革阵”作为第一大党组建以其为主的首届政
府，努力推进司法建设、行政管理、民族和解和经济重建，但效果不明显。
东帝汶民生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上升。2006年发生大规模骚乱，阿尔
卡蒂里辞去总理职务，奥尔塔接任，组建新政府。2007年4月东帝汶举行
总统选举，奥尔塔当选。6月举行议会选举，“革阵”获21席，仍为第一大党。
夏纳纳组建的大会党获18席，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议会多数联盟，赢得组阁
权。8月8日新政府成立，夏纳纳出任总理，“革阵”成为在野党，拒绝承认
新政府合法性。2008年2月11日发生总统遭叛军袭击事件，奥尔塔总统受
重伤，叛军头目被击毙。2012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前国防军司令鲁瓦克
当选，5月20日宣誓就职。2012年7月7日，东帝汶举行第三届议会选举，
大会党获30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获8席的民主党和获2席的革新阵线
联合组阁。革阵获25席，仍为在野党。8月8日东帝汶第五届政府成立，夏
纳纳连任总理。随着局势趋稳以及顺利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2012年底，
联合国驻东帝汶特派团撤离。第五届政府推出2011-2030年战略发展规划，
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政府机构臃肿、效力低下、贪腐严重等问题日
渐突出，引起各方面非议与不满。2015年1月，夏纳纳推动政府改组，并
于2月上旬辞去总理职务。2月16日，第六届政府宣誓就职。前卫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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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阵中央委员鲁伊·玛利亚·德·阿劳若就任政府总理。新政府任期至2017年
结束。2017年3月进行总统大选，来自革阵的党主席卢奥洛当选新总统并
于5月20日宣誓就职。2017年7月东帝汶举行议会选举投票，没有政党在
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政党东帝汶重建全国大
会党和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分获36.66%和29.87%的选票。东总统卢奥洛
于2018年2月宣布解散议会，于5月12日进行议会提前大选。2018年5月28

日，东上诉法院公布选举结果，进步变革联盟获得34个议会席位，单独组
建第八届宪法政府。6月22日，第八届宪法政府正式成立，塔乌尔·马坦·鲁
瓦克总理和第一批内阁成员宣誓就职 

【宪法】2002年3月22日，东帝汶制宪议会通过并颁布《东帝汶民主
共和国宪法》，规定东帝汶是享有主权、独立、统一的民主法治国家，总
统、国民议会、政府和法院是国家权力机构。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可连任一届。 

【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是总统的政治咨询机构，由总统主持，成
员包括前总统、国民议会议长、总理、议会按比例代表原则选出和总统委
任的公民各5人。其权限为：就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宣布战争与媾和以
及《宪法》规定的其他事务发表意见。国务委员会会议不公开，委员会组
成和运作由法律规定。 

【议会】称国民议会（National Parliament或Parlamento Nacional，
简称PN），实行一院制。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和政治
决策权，议员最少为52名，最多为65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年。第三届国民议会于2012年7月7日举行选举，仅4个政党获得超过3%

的选票而进入议会。席位分布情况为：大会党30席，革阵25席，民主党8

席、革新阵线2席。第二届国民议会原第一副议长、大会党议员维森特·达·席
尔瓦·古特雷斯当选议长，民主党副主席、议员阿德里亚诺·多·纳西门托和
大会党议员阿德里托·乌戈·达·科斯塔分别出任第一、二副议长。2016年4

月，原议长维森特·达·席尔瓦·古特雷斯下台，原第二副议长阿德里托·乌
戈·达·科斯塔接任议长。2017年7月东帝汶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其中革阵
23席，大会党22席，人民解放党8席，民主党7席，人民团结繁荣党5席。
革阵议员阿尼塞托·隆基尼奥斯·古特雷斯·洛佩斯当选议长。2018年5月12

日，东帝汶举行国民议会提前选举，进步变革联盟获34席，革阵获23席，
民主党5席，民主发展阵线3席。2018年6月13日，大会党议员亚伦·诺伊当
选为第五届国民议会议长。 

【司法机构】司法系统各机构于2001年成立，分别是位于帝力的上诉
法院和整个国家内的四个地区法院。法院代表人民行使司法管辖权，职权
独立，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由最高法院和其他司法法院、行政、税务和
审计高等法院和初审行政法院、军事法院组成。最高法院院长由总统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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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4年。上诉法院作为终审法院行使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职能。 

总检察院是检察院最高机关。总检察长由总统任命，任期4年，对总
统负责，每年向国民议会报告工作。总检察官办公室在法院中代表国家利
益。《宪法》保障司法独立。 

东帝汶采用大陆法系，《宪法》为最高法律。在对适用立法的解释中，
以及在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时，只要下列法规和立法不违反《宪法》规定，
则采用以下等级顺序制度： 

（1）议会、政府或2002年5月19日以前设立的其他机构通过的法规； 
（2）东帝汶过渡当局（联合国设立的过渡行政当局）制定的法规； 

（3）在法律制度出现空白时适用的印度尼西亚立法。 

1.3.2 主要党派 

【东帝汶全国重建大会党（National Congress of Timor Leste 

Reconstruction，简称“大会党”，CNRT）】创建于2007年，大会党构成包
括前“帝汶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成员、新加盟的其他政党领导人等。主张
改革与创新，倡导思想多元化，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国家重大决策。重视国
家经济恢复和发展，提倡权力下放，鼓励采取更加开放、灵活的经济政策。
党主席夏纳纳·古斯芒，总书记黎发芳。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Revolutionary Front of Independent East 

Timor，简称“革阵”，葡萄牙文简称为FRETILIN）】曾执政5年，现在是最
大在野党。“革阵”成立于1974年5月20日，党员人数超过15万。党主席卢
奥洛（现任共和国总统），总书记马里·阿尔卡蒂里（曾任第七届宪法政府
总理）。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简称PD）】成立于2001年6月10日，
现为执政党。党员多为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人士，主张东帝汶在民主原则基
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和公正自由的社会，并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党主席为马
里亚诺·萨比诺，总书记为安东尼奥•达•孔塞桑。 

【东帝汶全国重建革新阵线党（Frente Mudança）】2011年正式登
记注册建立，系由前外交与合作部长古特雷斯创建，主要成员为原革阵革
新派成员。党主席古特雷斯，总书记若热·特梅。2012年7月首次作为独立
政党参加议会选举即获得2席，并加入联合政府执政。现为议会第四大党。 
【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 Party，简称“社民党”，PSD）】成

立于2000年9月20日，执政党，党员8000人。主张将东帝汶建为多党民主、
政教分离的法治国家，并主张东帝汶独立后优先加入东盟和葡语国家共同
体。 

【帝汶社会民主协会（Timorese Social DemocraticAssociation，简
称社民协，ASDT）】成立于2001年5月20日，执政党，将民主、人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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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立为党纲的三大支柱。 

其他政党有：帝汶英雄协会（Association of Timorese Heroes，简称
KOTA）、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 Party，简称“基民党”，PDC）、
自由党（Liberal Party，简称PL）、帝汶民族党（Timorese Nationalist Party，
简称 PNT）、帝汶人民党（People's Party of Timor，简称 PPT）、帝汶
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 of Timor，简称PST）、帝汶基督教民主联盟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Timor，简称UDC/PDC）、帝汶民主联
盟（Timorese Democratic Union，简称UDT）。 

1.3.3 外交关系 

东帝汶奉行务实平衡、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既重视联合国机构等国
际组织的作用，也十分重视发展与印尼、葡萄牙、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亚
洲国家的关系，广泛寻求国际支持，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已与100多个国
家建交，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在东帝汶首都帝力设立了大使馆（或
代表处），并派遣了常驻大使或代表。阿根廷等30多个国家向东帝汶派驻
了非常任大使或代表。东帝汶在中国、葡萄牙、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
亚、新西兰、美国、比利时、莫桑比克、南非、巴西、日本、韩国、古巴、
新加坡、越南、菲律宾、泰国、英国、梵蒂冈等建立了大使馆，在纽约设
立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处（常驻代表兼驻美大使），向布鲁塞尔派出了常驻
欧盟代表（兼驻比利时大使），在悉尼、印尼巴厘岛和古邦设立了总领事
馆。东帝汶现正全力争取早日加入东盟，现为东盟观察员国。 

【同国际组织关系】东帝汶重视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2002

年8月东帝汶加入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9月27日加入联合国及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
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同年还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2009年加入
国际燃气联盟（IGU），2010年8月加入国际电信联盟（ITU）。2010年，
东帝汶联合发起成立脆弱国家集团（G7+），并将秘书处设在帝力。2014

年11月，东帝汶成为太平洋共同体永久成员。目前有19个国际组织在帝力
设立了办事处。2007年12月和2012年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后
访问东帝汶。 

【同美国的关系】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和美国建交。同年8月，两
国签署关于美军免于引渡到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的豁免协议以及美军
在东帝汶“军事地位”协议。2011年2月，时任总理夏纳纳率团出席安理会
审议东帝汶局势会议并访美。2012年9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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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印尼的关系】2002年7月东帝汶和印尼建交，此前印尼总统梅加
瓦蒂应邀出席了东帝汶独立庆典。2006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同年2

月，东帝汶时任总理夏纳纳在巴厘岛与印尼总统苏希洛会晤，就东帝汶向
联合国提交东帝汶人权调查报告事达成谅解，两国间遗留问题的解决取得
了积极进展。至2006年12月，东帝汶与印尼陆地边境划分基本完成，只有
1%尚未确定。2011年12月，时任总理夏纳纳连续第三次出席“巴厘民主论
坛”。2012年5月20日，印尼总统苏西洛出席了东帝汶新总统就职仪式和东
帝汶恢复独立10周年庆典，并对东帝汶进行国事访问。2014年2月，时任
总理夏纳纳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加强两国间的安全与防务合作。2014

年8月，印尼总统苏西洛夫妇赴东帝汶进行正式访问。同年10月，时任总
理夏纳纳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巴厘民主论坛”，获印尼政府颁发Bintang 

Adipura勋章。同月，时任总统鲁瓦克赴印尼出席印尼新总统维多多的就
职仪式，并表示希望维多多在任期内能够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加强
两国友好关系和经贸往来。东帝汶与印尼已实现双方人员往来互免签证。 

【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澳大利亚一直积极推进东帝汶独立进
程。东帝汶独立运动组织曾长期在澳大利亚设有办事处。2002年5月20日
两国建交。东、澳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先后签署《帝汶海协定》，就东帝
汶海油气资源收益分配达成一致，并签署《联合国石油开发区安全问题备
忘录》，以保护联合石油开发区内石油生产设施。2006年初，东、澳之间
签署《帝汶海局部海域安排协议》（CMATS），规定两国平分拟开采的“大
阳升”油气田资源及上游开发生产所获政府收入，海界争议搁置50年。不
过对于如何开发一直存在争议，该项目迄今仍未启动。2006年6月，澳大
利亚总理霍华德对东帝汶进行访问，成为东帝汶新政府成立后首位访东帝
汶的外国政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东帝汶曾派驻由450人组成的国际稳
定部队。2012年2月，东帝汶时任总理夏纳纳访澳。2012年5月20日，澳、
新总督出席了东帝汶新总统就职仪式和东帝汶恢复独立10周年庆典。新西
兰总督迈特帕里还对东帝汶进行了国事访问。2013年4月，东帝汶以“间谍
案”为由向澳大利亚提出《帝汶海局部海域安排协议》无效，并随后将澳大
利亚诉诸海牙国际法庭。2013年6月和7月，东帝汶时任总统鲁瓦克分别访
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2014年4月，时任总理夏纳纳对澳大利亚珀斯进行
访问，表明两国间的争议不会影响彼此的外交关系。9月，海牙国际法庭
宣布对《帝汶海局部海域安排协议》一案的审理暂停6个月，由双方和平
谈判解决，但期限到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同月，时任总理夏纳纳对澳大
利亚墨尔本进行工作访问。2015年1月，东帝汶成立海域划界委员会
（CFDMB），主持东帝汶与澳大利亚海域划界谈判工作。2015年2月，东
帝汶新任总理阿劳若表示，东帝汶坚持前任政府与澳大利亚划分海洋疆界
的立场，坚决要求大阳升油气管道铺设至东帝汶。2017年4月，《帝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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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海域安排协议》失效，东帝汶与澳大利亚重新就帝汶海争议海域的石
油和天然气田的归属和开采进行谈判。在夏纳纳的多方斡旋下，2018年3

月6日，东帝汶和澳大利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新《海洋边界条约》，
标志着两国第一次划定永久海洋边界。 

【同葡语国家的关系】东帝汶将自身定位为地处亚洲的葡语国家，加
强同葡语国家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是东帝汶外交重点之一。东帝汶与
原宗主国葡萄牙关系密切，2002年5月20日两国建交。东帝汶与其他葡语
国家关系也有一定发展。2008年7月，巴西总统卢拉访东帝汶。2012年5

月19日至21日，葡萄牙总统席尔瓦对东帝汶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出席了东
帝汶新总统就职仪式和东帝汶恢复独立10周年庆典。2014年，东帝汶成为
葡共体轮值主席国，任期至2016年。同年7月，葡共体峰会在东帝汶首都
帝力举行。2015年3月，东帝汶担任葡共体工商联合会主席。2016年11月，
东帝汶将葡共体轮值主席国移交巴西。 

【同日本的关系】日本是东帝汶主要捐助国之一。2006年两国关系进
一步发展，9月，东帝汶首任驻日本大使就职。2012年1月，时任总统奥尔
塔访日；3月时任外长科斯塔和时任总理夏纳纳先后访日。2014年7月，葡
共体峰会在东帝汶举行，批准日本成为葡共体观察员国。 

【同东盟国家的关系】东帝汶已与东盟10国建交。2002年，东帝汶成
为东盟观察员国，并于2005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11年3月，时任外长
科斯塔访问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向苏西洛总统正式递交入盟申请。11月，
东盟峰会发表声明，承认东帝汶为东南亚大家庭一员，决定成立工作组评
估东帝汶入盟条件。2012年8月，东帝汶政府在外交与合作部增设负责入
盟事务的国务秘书。2013年4月，东盟峰会各成员国讨论东帝汶入盟事宜，
认为东帝汶尚不具备入盟条件，但将与东帝汶一起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2013年5月，时任总理夏纳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2014年3月和4月，
时任总理夏纳纳分别访问文莱和马来西亚，寻求两国支持东帝汶加入东
盟。2017年5月初，东盟表示将推迟东帝汶加入东盟的时间，但东帝汶现
为观察员国。 

【同中国的关系】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和中国建交，中国时任外交
部长唐家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东帝汶独立庆典，并与其时任外长奥尔
塔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友好合
作不断加强。2010年4月，东帝汶时任副总理古特雷斯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10月，东帝汶时任总理夏纳纳应邀出席
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与时任总理温家宝举行
会谈；11月，东帝汶时任总统奥尔塔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
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与时任总理温家宝会谈，中方宣布从2010

年7月起逐步对东帝汶输华产品实施零关税。2012年5月17日至20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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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访问东帝汶，期间出
席了新总统就职仪式和东帝汶恢复独立10周年庆典。2013年6月30日至7

月3日，中葡经贸论坛十周年年会在东帝汶举行。2014年4月6日至14日，
时任总理夏纳纳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分别与习近平主席、张德江委
员长和李克强总理举行会谈，期间出席了博鳌论坛，对湖南长沙、福建福
州和厦门等地参观访问，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建立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10月，东帝汶时任总统奥尔塔访问中国，
并在国防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表演讲。11月下旬，东帝汶国防军司令蒂穆尔
少将访华并参加第五届香山论坛。2015年9月3日，东帝汶时任总统鲁瓦克
赴中国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中国和东帝汶签订双方互免签证协议，两国公
民持外交与公务护照可免办签证入境。东帝汶属于葡萄牙语系国家，现为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成员国之一。2016年1月，时任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同与会的东帝汶总
理阿劳若举行双边会见；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首次访问东帝汶。2016年
10月，东帝汶国务部长、经济事务协调人兼农业部长埃斯塔尼斯劳赴中国
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2017年5月，夏纳纳率领东帝汶政
府代表团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5月19

日至20日，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访东帝汶，出
席新总统就职仪式和东帝汶恢复独立15周年庆典。2017年12月，中国海
军和平方舟医院船首次访问东帝汶。 

1.3.4 政府机构 

东帝汶政府机构由总理、各部部长和国务秘书组成，向总统和国民议
会负责。总理是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或占议会多数的
政党联盟提名，总统任命。各部部长和国务秘书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 

第八届宪法政府成立于2018年6月22日，由乌尔·马坦·鲁瓦克担任总
理。本届政府内阁成员预计有41位。但6月22日仅有第一批内阁成员（包
括总理、10位部长、7位副部长和10位国务秘书，共28位）宣誓就职，其
余10余位人员，由于存在争议，未获得东帝汶总统卢奥洛的批准。目前，
第二批内阁成员的宣誓就职时间尚未确定。 

目前公布的第八届宪法政府部门包括：立法改革与议会事务部、外交
与合作部、司法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高等教育科学与文化部、社会救
济与包容部、公共工程部、交通与通讯部、农业与渔业部、国家行政管理
部、卫生部、财政部；职业培训与就业国务秘书处、合作社国务秘书处、
环境事务国务秘书处、传媒国务秘书处、土地与财产国务秘书处、青年和
体育国务秘书处、艺术与文化国务秘书处、平等与包容国务秘书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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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老战士事务国务秘书处、公民民事保护国务秘书处。 

东帝汶总理府 

1.4 东帝汶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东帝汶土著人占大多数，78%为土著人（巴布亚族与马来族或波利尼
西亚族的混血人种），20%为印尼人，2%为华人。 

1.4.2 语言 

东帝汶官方语言为德顿语、葡萄牙语；工作语言为印尼语、英语。德
顿语为通用语和主要民族语言。 

 

1.4.3 宗教 

东帝汶约91.4%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2.6%信奉基督教新教，1.7%

信奉伊斯兰教，0.3%信奉印度教，0.1%信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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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习俗 
 

 
帝力的天主教堂 

东帝汶当地受天主教文化影响较深，周日有全家人去教堂做礼拜的习
俗。一般民众热情好客，见面多微笑点头致意。商务活动中，握手为常见
礼仪。比较熟悉的亲友之间也可拥抱行贴面礼。 

东帝汶民族有尚武习俗。因此，应尽量避免与当地人正面冲突，以免
成为群体性暴力事件袭击的对象。遇有婚丧或教会活动的车队，须停靠避
让，不得超车。 

1.4.5 科教和医疗 

【教育】东帝汶共有1275所小学、81所初中和17所大专院校。东帝
汶国立大学（UNTL）于2000年11月重新开办，在校生500人。根据世界
银行统计数据，2016年，东帝汶小学入学率为80.21%，中学入学率55.8%，
成人（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64.1%。 

【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5年全国经
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经常性医
疗卫生支出141.3美元；2016年，人均寿命为59.2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2015年东帝汶全国有6家医院，67所卫生中心，213个卫生站，私人诊所
33个，仅能向60%人口提供医疗卫生服务。2016年东帝汶出生率2.39%，
婴儿死亡率3%。全国79%的家庭有条件获得改善水源（其中城市家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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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农村家庭为74%），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使用已改善的卫生设施
（其中城市家庭为75%，农村家庭为42%）。 

东帝汶主要流行的传染性疾病有：登革热、疟疾、结核、乙型脑炎、
痢疾和各种寄生虫病等。 

【中国医疗队】中国政府从2004年起向东帝汶派遣医疗队，目前已是
第七批。中国医生以精湛医术、无私精神，已为20多万人次东帝汶患者提
供了医疗服务，赢得了东帝汶政府、社会各界和人民的广泛赞誉。根据两
国相关议定书规定，中国医生主要在东帝汶帝力瓦拉达雷斯国家医院工
作，在心内科、泌尿科、妇产科、外科、骨科、放射科、针灸科、眼科、
重症监护科、麻醉科等科室，为东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巡诊、义诊等活动。 

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根据东帝汶《劳动法》，10个以上工人可以申请成立工会组织，5个
以上雇主可以申请成立雇主组织。东帝汶有不同的工会，保护工人利益，
如解雇、因伤赔偿等。 

东帝汶民间非政府组织活跃，种类很多，总计超过150个。经费来源
主要是西方国家资助以及政府拨款。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发
挥积极作用。如培训组织ETDA Training Centre，环保组织Fundacao 

Haburas （HABURAS），关注社会发展、政府决策的民间组织La’o 

Hamutuk等。 

2017年，东帝汶未发生影响较大的罢工事件。 

1.4.7 主要媒体 

主要报纸有：《帝汶邮报》（Timor Post），2002年11月8日创办的
德顿语、英语报，日发行量约1500份；《东帝汶之声》（Suara Timor 

Lorosae，STL），德顿语、印尼语和英文报，日发行量约3000份；《日
报》（Diário），德顿语、葡语、印尼语报。 

2017年3月，东帝汶政府批准成立东帝汶通讯社（ANTIL），以提供
官方新闻。另有葡萄牙卢萨社（LUSA，又名葡通社），主要提供葡语新
闻。 

东帝汶国家电台（RNTL），节目覆盖率90%，用葡语和德顿语播出。 
东帝汶电视台（TVTL），节目覆盖率30%，用葡语和德顿语播出。 

东帝汶之声电视台（STL TV），东帝汶首个私营商业频道，2009年
正式创办，节目主要覆盖帝力、包考、马里安那及其周边地区，50%人口
可收看。2017年东私营电视台GMN电视频道开启播出节目。 

总体而言，当地媒体的涉华报道较少。有时会有关于来东华人持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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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工作被扣、挤占东传统市场等报导见诸报端，但较少有涉及中资企业
的负面新闻。 

1.4.8 社会治安 

东帝汶独立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协助和东帝汶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社
会治安总体稳定。鉴于东帝汶国内安全形势逐步稳定，联合国驻东帝汶特
派团和维和警察于2012年年底撤离。 

东帝汶没有正规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但存在影响社会安定的武术团体
及老兵组织。2014年初，老兵组织毛贝雷革命委员会（CRM）领导人保
利诺·伽玛（别名“莫鲁克”）频频发表不利于国家稳定的言论，其麾下人员
对社区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认定其为非法组织。国民
警察和国防军据此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予以逮捕。在一定范围内，局面
一度紧张。随着执法力度加大，紧张局势逐渐放缓，后来莫鲁克本人也被
警方释放。2015年元旦前后，武术团体在包考发生暴力冲突，死伤多人，
多间房屋被毁。2015年1月中旬，毛贝雷组织成员在包考扣押两名警员，
焚毁警车，收缴警用手枪；涉嫌向美国驻东使馆投掷手雷，造成部分损失；
3月上旬，涉嫌袭击东国民议会议长维森特在包考的居处、包考一处警署
等，造成多人重伤，房屋被焚，车辆被毁。同月下旬，政府出动国民警察
和国防军组成联合行动部队共计1200人，对毛贝雷领导人莫鲁克及其追随
者实施抓捕。首都帝力受此影响不大，民众出行正常，生活如常。8月10

日，莫鲁克在军警联合行动中被击毙。 

东帝汶法律规定，当地民众不能合法持有枪支。根据东帝汶监狱管理
局统计，截至2017年4月，东帝汶因各类刑事犯罪而入狱的人数为659人。 

1.4.9 节假日 

东国家公共假日有： 

1月1日，元旦； 

3月3日，退伍军人节； 

5月1日，劳动节； 

5月20日，恢复独立日； 

8月30日，全民公投； 

11月12日，国家青年节； 

11月28日，宣布独立日； 

12月7日，纪念日； 

12月10日，人权日； 

12月31日，国家英雄节。 

其他宗教节日有：耶稣受难日、开斋节、宰牲节、复活节、圣母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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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万圣节、万灵节、圣诞节。 

每周工作五天，周六、周日为法定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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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东帝汶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东帝汶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东帝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
的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为主，基础设施落后，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
体系和制造业基础。 

2009年以来，东帝汶政局较平稳，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在石油产
业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稳步发展。2010年，东帝汶政府颁布国家2011-2030

年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2012年8月，东帝汶第五届宪法政府履职后，采
取积极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国家建设步伐逐步加快，道路、机场、码头、
市政、通讯、农业设施等项目得以着手规划实施，为外来投资创造更有利
的环境。2015年2月，东帝汶第六届宪法政府就职后，承诺继续实施前任
政府的战略规划，向人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打造“有效、高效、负责”的
政府。2017年5月30日，东帝汶政府于官方网站发布了《东帝汶2017年投
资指南》。该指南不仅提供了东帝汶的经济形势、税收法律和劳工问题等
关键信息，也提供了如何在东帝汶经商的建议。根据该指南，东帝汶的自
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承诺、美元货币、改革方案、国际一体化和税收制度
等，是吸引外来投资的6大主要因素。 

东帝汶重视吸引外资，力争建立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改善投资环境。
建国以来，东帝汶已陆续颁布实施了《劳动法》《国民投资法》《外商投
资法》（2011年废止）、《商业注册法》《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卫生法》
《矿产法》《土地法》《环境管理法》和《私有投资法》等一系列法律。 

油气是东帝汶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为更有效、合理、透明地使用油气
资源产生的收益，惠及子孙后代，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杜绝管理
不善造成的贪污腐败现象，东帝汶先后制定颁布《石油法》《石油基金法》
《石油税收法》和《石油活动法》等法律。依据《石油基金法》，东帝汶
政府参照挪威模式于2005年8月设立石油基金。2009年6月、2010年10月
和2011年8月，对该法进行了三次修改。前两次修改分别授权国际清算银
行和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管理部分石油基金，第三次修改将可用于投资美
国国债以外的投资比例由10%提高至50%。目前东帝汶石油基金投资比例
为：美国政府债券占74%，其他全球金融市场有价证券占26%。预计在未
来20年，东帝汶油气收入将达到500亿至700亿美元。 

东帝汶在未来20年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达到100亿美元，具有潜在
的市场需求。有潜力的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农业合作、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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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矿产、旅游酒店、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 

世界经济论坛《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东帝汶在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36位。近几年该竞争力报告未列
东帝汶排名。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东帝汶的营商便利
程度在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78位。 

2017年3月23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宣布批准东帝汶加入该
行。 

2.1.2 宏观经济 

东帝汶政府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重建和改善农业、开发油
气资源方面，并加大在这些方面的投入，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几年的努力，东帝汶经济有所恢复，由于海关关税和其他税种征收体
制得到实质性改善，政府税收增长明显，加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使得帝
汶海油气资源带来的收益大幅增加，政府的收入状况明显改善。但随着
2014年以来的国际油价持续下跌，东帝汶石油收入增速明显放缓。截至
2017年底，东帝汶石油基金滚存至158亿美元。 

【经济增长率】根据东帝汶政府公布的《2017年国家预算报告》，2017

年东帝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含石油收入）为15.43亿美元，
初步预计比上年增长3.9%。 

表2-1：近年东帝汶宏观经济数据 

                        （单位：亿美元；现价美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国内生产总值 

（不含石油收入） 
7.4 16.15 15.52 16.81 17.64 15.43 

实际GDP增长率 8.2% 8.1% 7.0% 7.0% 5% 3.9% 

人均GDP 1173 1162 1209 1217 1338 129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东帝汶政府 

【产业结构】根据CIA估计数据，2017年，东帝汶GDP构成分别为农
业占9.4%，工业占57.8%，服务业占31.3%；家庭消费、政府消费、固定
资本投资、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9.7%、30.7%、21.2%、 
79.6%。 

【财政收支】根据东帝汶官方统计数据，2017年，东帝汶财政预算为
15.4亿美元（略低于2016年），国内财政收入（不含石油收入）估计为2.1

亿美元，东帝汶可持续收入估计（ESI）为4.8亿美元。2017年贷款筹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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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美元。2018年财政预算未获议会通过。 

【通货膨胀率】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6年东帝汶通货膨胀率为
-1.3%，2017年为0.6%。 

【失业率】据东帝汶官方机构数据，2017年东帝汶失业率约4.1%。 

【外债】东帝汶接受IMF政策指导，对外举债较为慎重。自建国以来，
历届政府一直保持零负债。随着经济发展，现有财政资金无法满足基础建
设需要，东帝汶政府在国际机构的协助下，充分论证其债务承受能力，于
2012年上报国会获批对外举债，从而解除主权借款的法律障碍。2016年
议会批准的签约上限为3.91亿美元，2015年为7000万美元。截至2017年
底，东帝汶累计接受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3家机构共6笔贷款，总额约3.5亿美元，主要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和民生改
善等领域。 

暂无国际评级机构对东帝汶主权债务进行评级。 

2.1.3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农业是东帝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东帝汶农业不发达，
粮食不能自给。东帝汶在多个地区进行了河床整治，重整了灌溉系统，促
进了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增加。主要的农产品有玉米、稻谷、薯类等。
经济作物有咖啡、橡胶、椰子等。东帝汶年产咖啡7000-10000吨，是政府
收入和外汇的重要来源。东帝汶50%以上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活动。2017

年东帝汶农业增加值占GDP的9.4%。 

【工业】东帝汶约10%劳动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包括纺织品、饮用水
装瓶和咖啡加工等。2017年东帝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57.8%。 

【服务业】服务业是东帝汶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服务
业集中在帝力。2000年以后，由于国外援助不断涌入东帝汶，贸易、餐饮、
旅店等为国际机构服务的行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建筑业首先受益，其他
相关行业的投资也迅速增加。东帝汶近40%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2017

年东帝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31.3%。 

【矿业】东帝汶矿业以石油、天然气为主。为扩大油气收入，东帝汶
政府2005年7月设立石油基金，2008年7月成立了国家石油管理局。2007

年以来油气月平均收入约1亿美元，随着国际原油市场价格上涨，2012年
东帝汶石油基金收入为28.4亿美元，2013年石油基金收入26.93亿美元。
2014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影响，石油基金收入增长放缓，
当年收入18.17亿美元，2015年收入为13.06亿美元，2016年收入为7.50

亿美元，2017年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截至2017年底，东帝汶石油基金
滚存下降至168亿美元，仍然为东帝汶经济主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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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发展规划 

东帝汶《2011-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于2011年6月提交国会审
批通过。规划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作为指导性原则，定位国家未来20年的
发展方向，加大公共领域投资。预计在未来20年，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将达
到100亿美元。规划旨在创造更佳方法以获取最大回报，从而推动非石油
经济的发展，刺激私营经济的增长。以这份指导性文件作为国家发展的目
标，到2030年，东帝汶将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提升竞争力，创建由私营经济主导的市
场经济，为企业投资建厂创造条件，吸引私人投资，促进出口，发展国有
企业，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投资鼓励措施，推进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提供居民生活质量。 

2.2 东帝汶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东帝汶人口约132.25万，国内市场需求有限。暂无有关国内销售总额
的统计。2012年底，联合国人员及多国稳定部队撤离后，当地旅馆、酒店
和超市等服务行业营业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2.2 生活支出 

首都帝力全市已有10余家生活超市，能买到基本生活用品和食品。全
国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30%人口饮用水困难。 

根据东帝汶统计部门的调查，东帝汶家庭支出方面，食物支出占
66.9%，住房支出占14.5%，购物与服务支出占9.5%，衣着支出占4.4%，
耐用品支出0.5%，节日和典礼支出占1.9%。 

2.2.3 物价水平 

当地生活物资多数依靠进口，本地主要生产蔬菜和部分水果。价格水
平较中国稍贵。当地无屠宰场，亦无卫生检疫，除农村地区私人宰杀销售
外，无专业新鲜肉类售卖店，只有从澳大利亚和印尼等国家运来的冷冻肉
类。2017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42.78（以2010年为基期）。政府对粮食
进口有一定补贴，市场粮价基本稳定。 

表2-2：东帝汶基本生活日用品价格 

商品 单价 商品 单价 

面粉25公斤/袋 15美元 进口苹果 0.5美元/个 

食用油 1.5美元/升 进口橙子 0.8美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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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1.2美元/公斤 本地椰子 1美元/个 

鸡蛋 1.65美元/10只 本地鳄梨 0.8美元/个 

  本地苹果 0.6美元/个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商参处 

2.3 东帝汶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2.3.1 公路 

东帝汶基础设施不发达。现有道路共约6199公里，其中国家级公路
1500公里，地区级公路870公里，城镇公路717公里，乡村道3112公里。
铺筑公路约1300公里，土路约100公里。约65%的国家级公路状况较为一
般，96%地区级公路处于类似状况。全国仅8%的路况相对良好。道路质
量一般，部分路段只能在旱季通车。 

东帝汶陆路向西可抵位于印尼西帝汶北岸的东帝汶飞地欧库西和印
尼西帝汶的首府古邦，但道路状况不佳。 

2013-2014年，东帝汶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政府贷款，
对国内部分干线公路进行整修。南部沿海正在建设一条高速公路。2013

年7月，东帝汶南部海岸苏艾--比阿索高速公路项目第一标段（约30公里长）
进行了公开招标，2015年初东方向中国海外工程有限公司和中铁一局组成
的联合体授标，合同金额2.98亿美元，工期2年，现已开工。2017年6月3

日，东帝汶时任总理阿劳若考察了该项目建设情况，对该项目进展和施工
质量表示满意和高度赞赏。 

2.3.2 铁路 

东帝汶无铁路，且暂无修建计划。 

2.3.3 空运 

东帝汶共有3个一级机场、5个二级机场。帝力机场是东帝汶唯一国际
机场，位于市区西北部，距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帝汶航空（Air Timor S.A.）
是东帝汶唯一运营的航空公司，成立于2008年，目前运营帝力往返新加坡、
帝力往返巴厘岛的航班。帝力往返新加坡航线承运商是新加坡胜安航空
（SilkAir），每周六有航班往返于帝力和新加坡。新加坡飞往帝力航班为
MI296（09:25-14:20），帝力飞往新加坡航班为MI295（15:25-18:10）。
帝力往返巴厘岛航线承运商有两家航空公司，分别是Sriwijiaya航空、
Namair航空，每天均有航班往返于帝力和巴厘岛；澳大利亚北方航空公司
执行帝力到澳大利亚达尔文之间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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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可经新加坡、达尔文、巴厘岛转机前往东帝汶首都帝力。 

2017年，抵达东帝汶帝力国际机场的外国旅客共73837人次。按旅客
国籍划分，最大旅客来源地为印尼18538人次，澳大利亚12198人次，中
国7519人次，葡萄牙7460人次，菲律宾3184人次。2017年，帝力国际机
场到港航班3131架次，到港货物141.81吨，离港货物156.37吨。 

帝力国际机场 

2.3.4 水运 

东帝汶国内水运最长的渡轮航线是从帝力到欧库西（位于印尼西帝汶
的飞地）的航线，每周两班，这一航线在政府补贴下得以正常运转，渡轮
系由德国捐赠。每周一至周六上午，还有帝力与欧库西之间对开的快船，
航程约3个半小时。每周六有从帝力往返阿陶罗岛的轮船。以往多年，从
中国到帝力的海运需借道印尼的泗水（Surabaya）转运，耗时约30-45天，
近年来新开辟了从中国到帝力的直航，海运时长缩短至15天左右。 

帝力港为深水港，也是唯一的集装箱码头，每年吞吐量约4.2万标箱，
卸货25万吨，多为进口，出口很少。同时，帝力港还承担客运港的职能，
帝力往返欧库西和阿陶岛的渡船都在这里停靠。 

随着经济发展，进口剧增，帝力港由于天然条件所限，已然不敷使用。
为此，东帝汶政府决定在距离帝力约15公里的蒂巴（Tibar）建设新港，
专门用于货物进出，而将帝力港专门用于客运和观光，另有Com港、
Metinaro港用作渔港，Hera港用作军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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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力港 

2.3.5 通信 

东帝汶的通信服务提供商主要有三家。一是帝汶电信（Timor 

Telecom）（www.timortelecom.tl），成立于2002年，提供包括固话、移
动和互连网服务，资费较高。帝汶电信覆盖92%人口，建有139个2G网络
基站，64个3G网络基站。在总统府、帝力大学等地提供免费因特网服务。
二是Telkomcel（telkomcel.tl），成立于2012年9月，是印尼国际电信公司
下属品牌，同样提供包括固话、移动和互连网服务，收费与帝汶电信相仿，
手机网络信号相对较好。三是Telemor（www.telmor.tl），成立于2013年
7月，越南电信全资子公司Telemor覆盖96%人口。截至2017年底，东帝
汶固定电话用户10752户，东帝汶移动电话用户为628.41万户，包括
155.46万户3G网用户。 

东帝汶当地手机为GSM制式，除首都帝力外手机信号较差；东帝汶互
联网普及率低，目前主要由帝汶电信、Telkomcel公司和Telemor公司经营，
前两者上网费用高，网速较慢且不稳定。相对而言，Telemor以其价格较
低、覆盖面广等优势迅速崛起，用户数直赶帝汶电信。在帝力，有葡萄牙
公司、澳大利亚公司和印尼公司提供的互连网接入服务，费用极其高昂，
通信速度、质量和稳定性一般，2M带宽月资费约1400美元。 

外国人持护照在帝汶电信（TimorTelecom）营业厅付1美元可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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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手机SIM卡，内含1美元话费。本地网内通话2美分/分钟，发短信2美
分/条，打往中国20美分/分钟，直拨即可，接听免费。数据流量4美分/兆
字节。拨打*#102#可查询话费。亦有较多小贩贩卖1美元-25美元面值不等
的充值卡，拨打100+充值卡密码即可充值。 

东帝汶电压为220V，与中国国内一致，但需欧式转换插头。 

2.3.6 电力 

东帝汶恢复独立以来，居民用电状况得到很大好转，帝力等大城市居
民通电率接近100%。根据东帝汶政府发布《东帝汶2017年投资指南》，
目前东帝汶全国已有80％的人口实现电网覆盖。但由于二级电网线路老化
等原因，断电情况时有发生。 

往年东帝汶为解决电力不足问题，在海拉和贝塔诺建成了两座发电
厂。2008年由中国企业中标实施的东帝汶国家电网项目，是东帝汶建国迄
今最大的政府投资项目，于2010年1月开工建设，北部电网于2011年11月
建成通电，有效缓解缺电现象，到2014年下半年南部电网也全部建成通电。
从2008年到2013年期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中，电力占最大部分，总计
支出约9亿美元。根据《2016年财政预算报告》，2016年东公共工程交通
通讯部共支出7680万美元用于海拉、贝塔诺发电厂的柴油及维护费用，其
中190万美元用于维护东帝汶的所有发电机设备。 

由于东帝汶基本没有工业企业，工业用电较少，而耐用电器在广大农
村地区较为稀少，因而目前电力供应反而是供过于求。2017年，电力供应
为42.2万千瓦时，全国实际用电为37.28万千瓦时。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
度营商报告，在用电便捷性（主要指用电申请的流程、耗时及花费等）方
面，东帝汶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14位。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基础设施基金】根据东帝汶政府发布的《东帝汶2017年投资指南》，
东帝汶政府早在2011年就成立了基础设施基金（简称“IF”），旨在为国家
的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其重点支持领域包括：电力供应及电网建设、
道路网的建设与升级、学校、医院、卫生设施等。截止到2016年底，IF已
为500多个项目提供了超过3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总执行率约为67%。 
能源领域是IF投资的重点，目前已为将近600个项目提供了约6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在能源领域，IF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是电网改进，其未来工
作重点是重型染料和天然气的开发。 

在航空领域，IF将会重点加强对帝力机场、四个区域机场（包括
Maliana, Baucau, Suai和Oecussi）的升级与扩建。 

在通讯领域，IF制定了提高国家连通性的具体计划，该计划预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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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前提供7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2011-2030年战略发展规划》】东帝汶政府制定了《2011-2030

年战略发展规划》，重点发展农业、旅游业、石油工业，目标在2030年达
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该发展规划涉及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电信、
电力等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在此规划指导下，东帝汶近年来依托不断增长的石油基金，大力加强
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电网建成，诸多国家级公路项目陆续开
工；蒂巴港是东帝汶一个和重要的PPP项目，2016年1月，Bolloré集团中
标该项目。2016年6月，该公司于东帝汶政府签署PPP协议，随后该项目
通过招标并最终确定的EPC总包商为中国港湾（CHEC），于2017年12

月12日签约，工程为自开工期至第三十二个月。帝力港转型在即，帝力机
场改扩建列入新一届政府优先发展项目清单；欧库西开发走上轨道，路桥、
机场相继开工建设，欧库西港口处于筹划中；苏艾机场已完工，苏艾高速
已开工建设，苏艾港箭在弦上，南部沿海地区开发开始提速等等。 

2012年8月第五届政府上台后，东帝汶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陆
续进行了民用简易住宅、政府部门办公楼、公路、高速路、地方机场等多
个项目的招标。这些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石油收入、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
贷款。2017年9月第七届宪法政府成立后，对上届政府制定的项目规划作
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总体方向没有变化。2018年6月22日成立的第八届
宪法政府还未提交施政纲领，尚未明确发展方向。 

大型项目由政府专门设立的国家采购委员会（NPC）及财政部下属的
大项目办公室（MPS）、国家发展署（ADN）负责运筹。第八届宪法政府
拟设的规划与战略投资部（暂定）总揽大型项目。主要负责建设的政府部
门是公共工程部、交通与通讯部等部门。 

2.4 东帝汶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东帝汶是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ACP）、国际金融公
司（IFC）、美国促进海外投资组织（OPI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南太
平洋旅游组织（South Pacific Tourism Organization）等组织的成员。 

【对外贸易】据东帝汶统计局统计，2017年，东帝汶进出口贸易总额
6.13亿美元，其中进口5.89亿美元，出口0.24亿美元，贸易赤字5.64亿美
元。 

【主要贸易伙伴】2017年，东帝汶主要进口来源地为印尼（1.79亿美
元）、中国（0.83亿美元）、新加坡（0.76亿美元）、中国香港（0.5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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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越南（0.37亿美元）、泰国（0.18亿美元）、马来西亚（0.16亿
美元）、巴西（0.15亿美元）、澳大利亚（0.14亿美元）、日本（0.11亿
美元）、美国（0.07亿美元）、葡萄牙（0.06亿美元）和韩国（0.06亿美
元）。 

表2-3：2012-2017年东帝汶进出品贸易统计 

                        （单位：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 进口 贸易赤字 

2012 74701 7689 67012 59323 

2013 58210 5328 52882 47554 

2014 107693 9196 98497 89301 

2015 70143 4678 65465 60787 

2016 59993 15358 44635 29277 

2017 61276 2420 58855 56434 

资料来源：东帝汶统计局 

【商品结构】东帝汶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石油（不经过本国出口）、咖
啡等；进口货值前十类商品分别为成品油、汽车、粮食、机械及配件、电
气产品、饮料、光学及照相器械、水泥、钢铁及药品。 

2017年，东帝汶咖啡主要出口到美国（489.35万美元）、德国（329.67

万美元）、印度尼西亚（108.26万美元）、葡萄牙（93.73万美元）、中
国台湾（57.28万美元）、日本（54.68万美元）、澳大利亚（53.05万美
元）、比利时（37.8万美元）、韩国（34.96万美元）、印度（26.88万美
元）、新西兰（21.08万美元）、越南（20.38万美元）和新加坡（11.37

万美元）等。 

2.4.2 辐射市场 

中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欧盟等对来自东帝汶的绝大部分产
品免关税或配额。根据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新普惠制（GSP）
方案，将东帝汶列为普惠制第一类国家，自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对来自东帝汶等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实行免进口关税政策。 

2.4.3 吸收外资 

【吸收外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

年，东帝汶吸收外资流量为700美元；截至2017年底，东帝汶吸收外资存
量为3.39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东帝汶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为新加坡、泰国、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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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韩国和美国等。主要投资领域是旅馆、
基础设施建设、咖啡种植和旅游等行业。 

2015年初，喜力啤酒亚太公司与东方签署协议，计划于2015年在东
建一个生产啤酒、矿泉水和软饮料的工厂，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4000万美
元，2年内建设完毕、投入运行，该项目已于2017年完工并投产运行。另
外，跨国公司Pelican Paradise计划投资3.1亿美元，在帝力至蒂巴之间建
设一个五星级酒店。目前，该项目尚未有启动迹象。 

2.4.4 外国援助 

自建国以来，外国援助对于保持东帝汶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起到重要
作用。2012年4月，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东帝汶
财政部建立了援助透明度网络平台，对来自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进行透明
化管理。根据该平台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外国援助以提供资金和无
偿援助方式为主，共向东帝汶提供了约24亿美元的援助。根据该平台数据，
澳大利亚以5.23亿美元排名第一，亚洲开发银行以3.53亿美元排名第二，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以2.33亿美元排名第三，欧盟以2.29亿美元排名第四，
美国国际援助署以1.92亿美元排名第五。 

外国援助主要用于东帝汶基础设施的重建和发展，以及农业和农村开
发、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等。 

2.4.5 中东经贸 

【双边贸易】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东贸易额为1.34亿美元，同
比下降18.3%。中国对东帝汶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机电零部件、水泥、
钢铁制品、陶瓷产品、纺织品、家具等。中国从东帝汶进口商品主要类别
包括机电零部件、农产品、木制品等。 

表2-4：2012-2017年中国-东帝汶双边贸易 

（单位：万美元）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进出口总额 6316 4778.3 6044.8 10670 16448 13395.6 

中国出口 6247 4738.6 6034.8 10600 16419 13259.7 

中国进口 68 39.7 10 70 29 135.9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投资】目前中国对东帝汶投资主要以民营企业和个体为主，国有大
中型企业亦有参与，主要投资领域为餐饮、旅店、百货、建材、服务业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当年中国对东帝汶直接投资流量1952万美元。
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东帝汶直接投资存量1.7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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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劳务】目前在东帝汶从事工程承包的大中型中国企业有20余
家，包括近十家中央企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东帝汶
新签承包工程合同7份，新签合同额3.2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55亿美元；
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36人，年末在东帝汶劳务人员856人。新签大型工
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东帝汶迪巴湾新集装箱
码头项目；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东帝汶道路升级与维护项目；重庆市公
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东帝汶包考到老特姆道路升级养护项目
等。东帝汶工程项目大都采用欧美标准。项目设计方案并非由中国企业制
作，因此中国标准较难被采用，也没有来自中国的项目监理。 

马纳图托-拉克鲁巴道路改造及维护项目 

【援助】中东两国政府签署了多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东帝汶
赠送农机、渔具、大米等物资，援建总统府、国防部大楼、外交部大楼、
外交部培训中心等成套项目，为超过1000名东帝汶政府公务员和技术人员
提供培训，向东帝汶长期派遣医疗队，以支持东帝汶经济重建。中国积极
参加联合国援东工作，自2000年至2012年底任务结束，共派遣民事警察
和官员300余人次赴东帝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截至2015年6月底，中
国已完成了三期援东杂交水稻种植示范项目的实施，效果显著，深受当地
农民欢迎。2016年4月，中国与东帝汶完成援东玉米全程机械化高产栽培
示范项目换文，10月份该项目已开始实施。2017年5月，中国与东帝汶完



29 
东帝汶 

 

成援东粮仓与粮食加工厂项目、援东DTMB（地面数字电视传输系统）项
目换文。2017年6月，中国与东帝汶完成援东警用物资换文。2017年7月，
中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将支持双方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2018年2月，中国援助东帝汶国防军包考军营打井项目交付，同时，中国
援助东帝汶农机设备完成交付。2018年4月，中国援助东帝汶提前议会选
举投票箱完成交付。 

【产业园】2016年，中国企业在东帝汶建立了一个农业合作产业园区，
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产业，但入驻企业还相对较少。 

【货币互换】目前，中国与东帝汶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产能合作】目前，中国与东帝汶尚未签署产能合作协议。 

【基础设施合作】目前，中国与东帝汶尚未签署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2.5 东帝汶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东帝汶通用美元，并发行与美元硬币等值的本国硬币。货币支付主要
以现金为主。 

2.5.2 外汇管理 

东帝汶没有正式的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汇入和汇出。东帝汶各商
业银行会根据东帝汶中央银行的要求对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交易履行报
告义务，以反对洗钱犯罪。 

外国人携带现金超过5000美元出入境，需对海关如实申报；携带现金
超过10000美元出入境，须获得明确授权。 

2.5.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东帝汶已设立中央银行（BCTL），有1家国家商业银行（BNCTL），
有4家外国商业银行，分别是葡萄牙储蓄总社（Caixa Geral de Depósitos，
CGD/BNU）、印尼人民银行（BRI）、澳新银行（ANZ）和印尼曼迪利银
行（MANDIRI）。同时，有9家汇款服务提供商、2家外汇兑换处和2家保
险 公 司 NITL 、 Federal Insurance （ 具 体 请 阅 ：
www.bancocentral.tl/en/bcregistry.asp）。 

目前尚无中资银行进驻东帝汶。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需要以下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在东帝
汶注册企业的公司文件、法人代表或有效签字人工作签、护照、当地驾照
等两项有效证件，附带设立账户申请函可申请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法人
代表及有效签字人需本人到场验证，当天即可完成开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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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融资服务 

东帝汶暂不具备大额融资条件。东帝汶境内不可直接使用人民币交
易，需要兑换成美元进行交易。 

东帝汶商业银行几乎没有存款利率，如澳新银行的存款利率为0.05%，
每个账户每月还需缴纳10美元不等的管理费等。贷款利率根据东帝汶中央
银行的统计，大约需多至4%的贷款利率，不包括管理费、贷款启用费等。
由于东帝汶的不良贷款率较高，当地银行，尤其是有实力的外国银行，融
资的可能性较小，除对企业进行相应的信用评级外，还需要其他各种因素
的考虑，融资的成功率很低。 

东帝汶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开具保函需要企业注册文件复印件，需要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开具保函需要押全款才能开具等额的保函
金额，以帝力澳新银行为例，年费率约为保函金额的2.05%。另外。当地
银行为外国企业开具转开保函时，需费率根据保函金额会再收取保函年费
率约1.5-2%的转开保函费用。 

2.5.5 信用卡使用 

在东帝汶的多数餐厅及大型商店、酒店，可以使用万事达卡或VISA

卡。目前，东帝汶很多餐厅及大型商店、酒店也可以使用银联卡进行支付。 

2.6 东帝汶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东帝汶无证券市场。 

2.7 东帝汶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水、电、气、油价格 

【水费】东帝汶生活用水1.2美元/吨，但大部分地区没有市政水，在
东帝汶投资的多数企业需要自己打井取水。 

【电费】生活用电0.12美元/度。工业用电采取阶梯用电，月用电在
0-1000度，0.15美元/度；1000-3600度，0.20/度；3600度以上，0.24美
元/度。 

【气价】东帝汶没有管道供气，只有煤气罐，45公斤的煤气罐售价150

美元。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东帝汶青年失业比较严重，劳动力供应充足，但是普遍缺乏一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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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以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工作。东帝汶法律规定的最低月薪是115美元，
但通常企业支付的日薪在5-7美元。 

目前，当地劳动力大致价格如下：翻译，300-450美元/人/月；保安，
115-180美元/人/月；司机，250-300美元/人/月；厨师，150-180美元/人/

月。周末、法定节假日双倍工资。加班工作的薪酬须比每小时正常薪酬增
加50%，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工作的，须在每小时正常薪酬上增加100%。 

2017年开始，对员工超过100人的企业做员工社保登记，低于100人
的企业和个体户从2018年开始登记。员工个人缴纳4%，企业缴纳6%。目
前为止，缴费机制还未最终确定。 

2.7.3 外籍劳务需求 

东帝汶政府鼓励本国人员就业，并给予促进本国人员就业的外资企业
一定的税收优惠。外国投资企业每雇用一名正式的东帝汶员工，可减免300

美元应纳税额。但本国劳工普遍缺乏一定的技能，仅可从事一些简单体力
工作。一些外来投资商也引进一些技术工人。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由于各地方的地理位置不同，土地价格差异很大。帝力市的房屋出租
比较普遍，因联合国和各外国机构在东帝汶人员较多，普遍需要租房，一
套有多个房间的公寓，为600-1500美元/月不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商议
价格。由于存在需求，近年来，帝力市内的写字楼供应正逐渐增加。 

2.7.5 建筑成本 

除沙石外，东帝汶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进口。 

原材料价格：40公斤的水泥6美元/包；河沙25美元/立方；碎石45美
元/立方；砾石20美元/立方；大瓶氧气50美元/瓶；大瓶乙炔70美元/瓶；
大瓶氩气80美元/瓶。 

部分设备租赁价格：挖掘机500美元/天；拖车帝力市内120美元/趟；
自卸车250-350美元/天，压路机400-600美元/天，平地机550美元/天，其
中设备租赁帝力价格与东帝汶其他地区价格不同，各地区价格考虑运距会
增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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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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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帝汶的贸易主管部门为财政部和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Environment and Tourism），其中，财政部是政
府负责起草、执行、协调和评估部长理事会批准政策的中心机构。贸易工
业、环境与旅游部商业司主要负责对本国国内外贸易发展进行监测和分
析。 

3.1.2 贸易法规体系 

目前，东帝汶法规体系还不完善，有2006年的《商业注册法》（Decree 

Law No.7/2006）、2008年的《税收和关税法》（Decree Law No.8/2008）、
2009年的《餐饮业管理条例》（Decree Law No.7/2009）、2011年的《商
业活动执照法》（Decree Law No.24/2011）、2011年的《食品产业化条
例》（Decree Law No.28/2011）、2011年的《进口汽车管理条例》（Decree 

Law No.30/2011）等。2017年3月27号东帝汶国家议会通过了新《商业公
司法》。此外，还有一些部长决议。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东帝汶鼓励货物进出口贸易，出口不征关税，进口关税平均2.5%，只
对少数产品实行关税限制，比如，对进口军火征收200%的关税，对豪华
游艇或私人飞机进口征收20%的关税，对单价超过7万美元的小轿车征收
35%的关税。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东帝汶检验检疫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为2003年12月颁布的《进出口货
物检验检疫卫生法》（Decree Law No.21/2003）和2006年9月颁布的《检
验检疫管理条例》（Government Decree No.1/2006）。东帝汶检验检疫
法律参照外国相关法律制定，内容较完备，包括了对活的动植物及相关产
品的相关规定。东帝汶要求进口动植物需要出口国检验检疫部门出具检验
检疫安全的证明等。东帝汶本国目前检验检疫条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东帝汶海关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包括2003年颁布的《受海关管控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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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携带入境物品的法律和税收适用规定》（Decree Law No.10/2003）、
2006年颁布的《关税条例》（Decree Law No.6/2006）等。 

东帝汶政府鼓励进出口贸易，只要持有合法证明文件，办理海关清关
等手续都比较方便。 

【进口关税】进口商品或货物到东帝汶，必须支付的税有： 

（1）进口关税：货物海关完税价的2.5%，有些货物免征进口税； 

（2）销售税：货物海关完税价的2.5%； 

（3）消费税：见吸引消费税和税率的货物清单。 

【进口和清关的要求】进口和清关的要求如下： 

（1）获得证书和税号。须自东帝汶贸易、工业和环境部取得业务证
书，即在东帝汶开展经济活动的许可证；还需要从税务局取得营业税税号
(税务识别号) 。 

（2）通过海关代理进行申报。根据第15/200号法令第一条规定，货
物的所有人或收货人，必须授予海关代理足够的权利，代表其通过东帝汶
海关数字自动化电子系统进行海关申报。 

（3）纳税义务。海关将根据进口货物的价值和适用的税率来确定应
付税款。见消费税、销售税和进口物品的关税率的税率和项目。 

【特殊要求的货物】当进口或携带以下商品到东帝汶时，必须满足额
外的要求： 

（1）活的动物，活的植物以及动植物的产品。如果要进口活的动物，
活的植物和动植物产品，必须在进口之前获得一个检疫局颁发的许可证。
详见东帝汶检疫要求。 

（2）机动车辆。进口机动车前，必须从国家交通运输局获得许可证。
详见进口汽车和机动车辆要求。 

（3）其他许可证。其他一些商品在清关之前，需要从国有机构获得
相关的许可和授权，如卫生、健康和枪支类。 

【注意事项】关于进口免税程序需要注意事项如下： 

（1）海关对于集装箱的港口免堆期是5个工作日，一旦逾期，将根据
集装箱大小按超出天数收取费用不等的滞港费，一般情况下大柜60美元一
天，小柜25美元一天，如果是冷冻柜，则在滞港费的基础上每柜增加100

美元的发电机费用。 

因此，合理安排清关时间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得到到货通知前就
要把东帝汶外交部出具的免税手续办理好。在得到SDV（东帝汶指定的官
方货运提货公司）的到货通知后应立即办理清关手续。 

（2）办理清关手续一般有两种方式：自己办理和找货代公司办理。
自己办理需要利用相当多的人脉，包括海关、采购司、财政部等。货代公
司办理则比较方便，取得东帝汶外交部的免税批复后，就可以连同原件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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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提单、装箱单、发票，还有使馆出具给海关的货物说明等交给货代，一
般1-3天可以完成。货代有中国货代和当地货代。办理政府物资和其他商
用物资、外交物资清关处理流程一致，一般1-3天内可以完成。办理政府
物资提取只能通过政府指定的清关公司（Ariana），而其他商用物资和外
交物资则不受此限制。中国货代公司主要有三家：LSC International, 

Greenroad International Logistics和Cosco。 

（3）清关手续完成后，主要问题是安排运输出港的问题。当地有数
家集装箱运输公司，值得推荐的是永升货运公司（新加坡）、EDS公司（澳
大利亚）、JL Transport、York Transport、TOP1 Transport以及一家本
地公司。这些公司各自拥有平板车、自卸车等不同数量的运输设备。如何
安排则根据公司各自不同需要进行。 

（4）海关的办事效率对通关速度有较大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当地政
府部门下午办公时间很短，基本在下午4点钟结束办公，而且海关办事效
率仍有待提高，因此，企业在东帝汶办理相关手续时应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合理安排清关时间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得到到货通知前就

要把东帝汶外交部出具的免税手续办理好。在得到相应船公司的到货通知
后应立即办理清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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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帝汶的投资主管部门是东帝汶贸易投资局（ TradeInvest 

Timor-Lest），该局设置有投资、出口、对外关系、市场管理和财务等部
门，主要职能是支持和鼓励来东帝汶的潜在投资者，帮助外国公司对东帝
汶出现的商机予以引导并建立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该局隶属东帝汶贸
易、工业与环境部。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可投资于除邮政服务、公共通信、受保护的自
然保护区、武器生产与销售等由国家控制的领域以及法律禁止的其他活动
（如犯罪活动和不道德的活动）以外的任何领域。 

【法律法规】东帝汶与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有《外商投资程序管
理条例》（Government Decree No.6/2005）、《石油法》（Law No.13/2005）、
《私有投资法》（Law No.15/2017）、《经济发展促进机构》（Decree Law 

No.24/2012）等。东帝汶有关招商引资政策和相关办理程序主要来自于《私
有投资法》和《外商投资程序管理条例》。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商
业企业法》（4/2004 Commercial Companies）《外商投资程序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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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Decree 2/2018）、《商业注册法》、《税法》（Decree Law 

No.8/2008）等。 

2017年4月，东帝汶国民议会批准了新的《私有投资法》，对原有法
律进行完善，将进一步促进和保障私有投资活动。 

【基础经济领域和商品进出口领域】《私有投资法》规范管理本国人、
外国人、居民、非居民个人或企业在东帝汶的投资行为。对油气资源和矿
产资源的勘探、研究和开发，向终端消费者直接销售商品和设备等，不属
该法适用范围。《私有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的主要规定包括： 

（1）法律未禁止的所有经济领域均可投资； 

（2）法律保证对投资予以保护； 

（3）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国投资者享有国民待遇； 

（4）尊重东帝汶参与缔结的国际协定对有关投资的规定； 

（5）投资者有权汇出投资收益和利润； 

（6）投资者有权雇佣外国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 

（7）投资者有权出售或转让直接投资资产； 

（8）对于可能发生的投资争议，可以在通常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争
端解决机制下仲裁。 

根据《私有投资法》，东帝汶政府于2014年设立一个专门投资机构
（AEI）（www.invest-tl.com），以吸引海外投资，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便
利，促进对外贸易。 

根据《私有投资法》，东帝汶鼓励外商投资于基础经济领域和商品进
出口，对投资于部分农村地区、欧库西（Oecussi）和阿陶罗（Atauro）
等地区的投资者给予时间长短不一的免税待遇，包括免除进口关税待遇。
但外国投资若要获得上述投资激励，最低投资须在150万美元以上，其中
现金投入部分要占50%以上。 

【石油和矿产领域】在石油和矿产领域的投资行为按《石油法》和《矿
产法》规定执行。《石油法》主要是用来规范东帝汶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无论是本土公司还是外商投资公司，均可以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
限责任或股份公司形式存在。外国企业也可以注册成立本土分支机构。东
帝汶政府鼓励外资与当地人合资（不是硬性规定），但大部分外国人在东
帝汶都采用独资方式。政府对外国人在东帝汶建设开发区、出口加工区或
工业园区暂无特殊规定，也暂无有关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国有企业投资并
购、反垄断、经营者集中审查等方面的法律；外资收并购的主要手续及操
作流程，当地无此类咨询的专业机构。 

近三年，中国企业在东帝汶尚未有并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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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BOT/PPP方式 

东帝汶暂无关于外资开展BOT的专门规定。不过，关于公私合营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PPP）方式，东帝汶《公私合营法》（Decree 

Law No.42/2012）规定，适用于能源、交通、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 
2003年3月，帝汶电信以BOT模式正式运营，目前已有用户63.25万，

信号覆盖94%人口。2013年10月，蒂巴港对外招标，拟以PPP模式筹资，
以BOT模式经营，2016年6月3日，法国博洛雷公司与东政府签订蒂巴港
30年期特许经营权。该项目通过招标并最终确定中国港湾（CHEC）为EPC

总包商，2017年12月12日签订EPC总包合同，工期为自开工日起至第32

个月。 

2014年2月，东帝汶贸工部与台湾顺新公司签署备忘录，该公司拟投
资1.15亿美元以BOT模式在东帝汶建设一个垃圾处理厂。2015年该厂举行
了奠基仪式。目前，该项目尚未启动建设。 

2016年5月17日，东帝汶政府与TL Cement Lda.签署关于在包考区建
设东帝汶水泥厂的特别投资协议。目前，该项目尚未启动建设。 

3.3 东帝汶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有哪些？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东帝汶政府在2008年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致力于将东帝汶打造成
为世界上税收最低的国家之一。通过减税和简化税收手续的方法，刺激国
内经济发展，促进国内和外来投资、鼓励私有经济领域发展，并减轻低收
入者的负担。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东帝汶的营商便利程度在
19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78位，公司税赋平均为11.2%。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劳务税（Service Tax，在中国属于营业税范畴）】需缴纳劳务税的
领域包括：提供酒店服务、酒吧和餐馆服务、电信服务等3个领域，新税
率为5%。如果提供以上服务的经营单位每月的发票总额低于500美元，则
免税。 

【消费税（Excise Tax）】以下商品进口需缴纳消费税，税额分别为： 
（1）啤酒，每公升缴纳1.9美元； 

    （2）葡萄酒和其他发酵类饮料（如苹果酒等），每公升缴纳2.5美元； 
    （3）酒精类酒，每公升缴纳8.9美元； 

    （4）烟草及烟草制品，每公斤缴纳1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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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汽油、柴油等石油制成品，每公升缴纳0.06美元； 

    （6）单价超过7万美元的摩托车和乘用车，超过部分征收35%的税； 

    （7）武器弹药，按应税额的200%纳税； 

    （8）香烟打火机、烟嘴等，按应税额的12%纳税； 

    （9）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缴纳应税额的20%。 

    【营业税（Sales Tax）】缴纳营业税的范围为：进口到东帝汶的应
税商品，在东帝汶销售的应税商品，在东帝汶境内提供的应税服务。营业
税税率：进口到东帝汶的应税商品税率为2.5%；在东帝汶销售的应税商品、
在东帝汶境内提供的应税服务的税率为0%。 

    【进口税（Import Duty）】进口税率为进口商品价值的2.5%。以下
情况进口商品免税： 

（1）每人最多可携带200根香烟和2.5升消费类饮料，价值300美元的
非销售目的个人用品等； 

（2）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外交物资、联合国物资、特殊代表机构的
物资免税； 

（3）东帝汶出口产品在不增加价值的情况下复进口免税等。 

【工资收入税（Wage Income Tax）】如果雇员是居民自然人，每月
工资不超过500美元，免税；每月工资超过500美元，则超过部分按10%

纳税。如果雇员是非居民自然人，按每月工资收入的10%纳税。 

【所得税（Income Tax）】新税法规定的应缴纳所得税的收入是指纳
税人一年的总收入减去法律允许扣减部分后的收入。收入来源包括：商业
收入、财产收入、中奖收入、任何可以增加经济能力的收入，除了工资收
入算做工资收入税外，都应该成为应税收入。 

    对居民自然人，年应税收入低于6000美元，免税；超过6000美元，
税率为10%；对于非居民自然人，税率为10%。 

    对于法人，税率为10%。折旧和分期偿还问题：所得税纳税人允许每
个纳税年度扣除资产和商业建筑的折旧，可以扣除无形资产的分期摊还，
抵减部分应税额。 

    所得税代扣问题：任何人在支付与东帝汶资源有关的服务收入时，都
有义务代扣代缴服务所得税，主要税率如下： 

    （1）从事建筑活动，代扣税率为2%。 

（2）提供建筑咨询服务，代扣税率为4%。 

    （3）提供航空或海洋运输服务，代扣税率为2.64%。 

    （4）从事采矿或采矿相关服务，代扣税率为4.5%。 

    （5）其他与资源有关的收入，代扣代缴所得税率为10%。 

    （6）任何人（自然人除外）向居民自然人、非居民永久公司或自然
人支付版税时，都有义务代扣代缴所得税，税率为10%。 



38 
东帝汶 

 

    （7）任何人（自然人除外）向居民自然人、非居民永久公司或自然
人支付租赁土地或建筑物的租金时，都有义务代扣代缴所得税，税率为
10%。 

（8）任何人向居民自然人、非居民永久公司支付奖金（包括赌博所
得）和中奖奖金时，有义务代扣代缴所得税，税率为10%。 

另外，关于库存和设备折旧问题，在新税法中，所有商业投入可以一
次性抵减应税额，但是要求所有这些资产和建筑必须是用在应缴税的商业
活动中的。 

3.4 东帝汶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东帝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税和营业税减免的
优惠政策，在不同地区投资，可免除一定年限的国有土地租金，雇用当地
劳工，可减免一定比例的应纳税额等。 

【免除关税和营业税】包括： 

（1）资本商品和设备； 

（2）制造业所需原材料； 

（3）半成品商品； 

（4）应用于商品或提供服务等再生产用的组件和配件； 

（5）用于为没有公共电力供应地区生产企业提供电力燃料（汽油除
外）。 

【免租金的国有土地和财产】包括： 

（1）乡村地区的项目免除7-12年的租金； 

（2）Oecussi和Atauro地区的项目可免除9-15年的租金。 

3.4.2 行业鼓励政策 

见3.4.3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出口产业的措施。 

3.4.3 地区鼓励政策 

【14号税收鼓励措施】外国投资者企业每雇用1名正式的东帝汶员工，
可减免300美元应纳税额，减税的期限根据投资地点的不同，具体如下： 

    （1）在市内投资并经营，可享受5年税收减免期； 

    （2）在农村地区投资并经营，减税期限为7年； 

    （3）在Oecussi和Atauro地区，减税期限为10年。 

    【投资基础设施】减税期限如下： 

    （1）在市区投资并经营，减税期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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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农村地区投资并经营，减税期为12年； 

    （3）在Oecussi和Atauro地区投资或经营，减税期限为15年。 

    【投资出口产业】减税期限如下： 

    （1）在市区经营，减税期为7年； 

    （2）在农村地区经营，减税期为9年； 

    （3）在Oecussi和Atauro地区经营，减税期限为12年。 

3.5 特殊经济区域的有何规定？ 

3.5.1 经济特区法规 

2013年，东帝汶政府通过决议，在欧库西地区设立经济特区，除享受
原有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一企一策的特殊约定优惠待遇。 

3.5.2 经济特区介绍 

根据2014年6月颁布实施的欧库西特区创设法，该经济特区（The 

Oe-Cusse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pecial Zone for Social Market 

Economy，ZEESM）于2014年7月正式奠基。7月30日，前总理、革阵总
书记阿尔卡蒂里就任特区管理当局负责人。2016年12月，东帝汶国民议会
批准《2017年度财政预算》向欧库西特区管理当局拨款约1.72亿美元，并
批准给予特区管理当局以人、财、物方面的支持。目前，欧库西的有关道
路、桥梁、机场项目已由印尼公司中标并已进入施工阶段；该特区的产业
定位、发展方向尚不明确。 

目前，暂无中国企业入驻该特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暂无在该特区
援建有关工业园区。 

3.6 东帝汶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工法的核心内容 

东帝汶现行的《劳动法》由东帝汶过渡政府制订并于2002年5月1日颁
布。2011年12月20日国民议会通过新版《劳动法》并于2012年2月2日由
时任总统奥尔塔颁布。 

东帝汶最低工资标准：无特殊技能的工人，每月不低于115美元。劳
动者最低工作年龄为15岁，13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从事轻量工作。任何未
成年人不得从事有损健康或危险的工作以及要求重体力的工作。 

通常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一天，每周工作时间44小时，雇主要求超时
劳动的，超时部分应该按1.5倍工资支付，每天总工作小时不超过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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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加班不得超过16小时。连续工作6天后，需要休息一天，通常安排在
星期天。法定休息假日加班，需要支付2倍的工资。每年需要有12天的带
薪休假。 

当地法律暂无对社保方面的规定。有关《劳动法》的具体内容，请参
阅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经商参处网站《东帝汶政府颁布新版〈劳动法〉》。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根据东帝汶有关法律规定，外国公民不得以旅游签证在东帝汶务工、
经商。在东帝汶合法务工、经商者，需持有工作签证。 

2014年12月，东帝汶政府对工作签证规定进行了微调，要求申请者提
前在国籍所在国办妥部分申请文件的公证和领事认证。中国驻东帝汶使馆
据此发布了新版《东帝汶一年工作签证申办指南》，具体请阅使馆官网
（tl.chineseembassy.org）中“关于申请东帝汶工作签证的特别提醒”。2017

年5月24日，东帝汶公布新《移民与避难法》，计划于2017年8月24日生
效。但由于第七届宪法政府不稳定，只改变了部分措施，并未在严格意义
上实施该新法律。 

【所需文件及证明】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特此提醒拟赴东及在东工作的
中国公民及时按东外交部要求申请工作签证，并提前在国籍所在国办理以
下文书的公证及领事认证： 

（1）无犯罪记录（国籍所在国户籍地开具）； 

（2）健康证明（由国籍所在国医疗单位开具）； 

（3）职业技能证明或学历证明，以及工作经历证明。 

上述文书需先由涉外公证处办理涉外公证，再经中国外交部领事司领
事认证后，方可在东帝汶使用。目前，办理工作签证的周期较长，平均耗
时大致5-6个月。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安全风险】东帝汶首都帝力市曾发生火灾，部分华人店铺受到波及。
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特此提醒中方人员注意消防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尽量购买商业保险，减少因火灾及其他可能的事故造成的人员或财
产损失。 

东帝汶民风尚武，有为数不少的武术团体和人数众多的“莫鲁克”追随
者。历史上数度动乱，在选举等特殊时段局势和治安有恶化趋势。
2014-2015年，“莫鲁克”追随者在帝力和包考等地制造了一些安全事件，
对社区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特此提醒广大旅东中国公民
对自身生命和财产切实加强安全防范。此外，请广大旅东中国公民自觉遵
守东帝汶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文明经商、从业，与东帝汶当地人民和睦相

http://easttimor.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305/201305001432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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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避免因小误会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和积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
警并联系中国驻东帝汶使馆寻求协助，使馆24小时领保协助电话：
00670-77461209。 

【自然风险】东帝汶系热带雨林气候，12月到次年4月为雨季，雨季
多山洪泥石流，应注意安全防范，远离滑坡带。 

【食品卫生风险】当地食品卫生状况不佳，无相关卫生检验检疫，本
地猪肉、空心菜等食品不推荐食用，购买鸡蛋等食品应注意其保质期。东
帝汶水中有害物质含量高，水质较差，不宜直接饮用。 

3.7 外国企业在东帝汶是否可以获得土地/林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东帝汶的立法对不动产的产权和租赁做出了规定。仅东帝汶国民和企
业对不动产拥有产权。由于历史原因以外国公民个人名义登记的不动产，
将重新归东帝汶政府所有，但可以通过与东帝汶政府签署租赁合同的方式
继续使用。外国企业只能拥有不动产除产权以外的其他表面权利。 

由于东帝汶经历葡萄牙殖民地时期、印尼占领期和后独立时期，同一
土地经常存在交叉产权主张。2012年，议会通过了一揽子土地法案，但遭
到时任总统的否决，新的法案仍未出台，因而，土地产权纠纷不断。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东帝汶的土地为私有制，且不可卖给外国人，因此，只能从当地人手
里租用土地和房屋。外国企业对土地最长可租用50年。 

3.7.3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根据《私有投资法》，东帝汶对外资参与农业领域投资合作无禁止性
规定。 

2016年10月26日，东帝汶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东马拉图托区举行
揭牌仪式。在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中葡企业家大会上，由澳门德光
发展有限公司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该开发区合作协
议，双方拟共同投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通过开发区平台吸引外来
投资者在东开展农产品加工。目前，已有饲料加工、养殖等企业进驻，其
它有意向投资的企业涉及水果加工、植物药材提取、大米加工等行业。 

3.7.4 外资参与当地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根据《私有投资法》，东帝汶对外资参与林业领域投资合作无禁止性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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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东帝汶暂无证券市场。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国家合作战略：东帝汶2016-2020年》，东
帝汶的金融领域仍然处于欠发达阶段，仅有有限的金融服务提供商、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金融领域的延伸和参与度都非常低、支付系统不完善、
金融机构有待加强。居民和企业对金融和金融服务的参与度很低。 

目前，东帝汶在投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2005年颁布的《外来投资法》
（Law No. 05/2005）、2011年颁布的《私人投资法》（Law No. 14/2011），
对于金融业的投资并无具体介绍。东帝汶的金融业大都由东帝汶中央银行
（BCTL）管控，与金融相关的银行法是2000年8月份颁布的《银行营业与
管理法》，这部法律是东帝汶由联合国管理过渡政府时期颁布的法律，需
要更新和完善。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东帝汶重视环保问题，国会也经常以环保为名，对一些受关注的项目
提出质疑和辩论。东帝汶负责环保的部门是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的环
境司（National Environment Directorate），联系方式为：00670-3255463。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东帝汶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主要有2011年2月颁布的《环境许可法》
（Decree Law No.5/2011）和2012年7月颁布的《环境基本法》（Decree 

Law No.26/2012）。 

到东帝汶的外国投资，在送审投资建议后，相关部门都要征求环保部
门的意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东帝汶对化工产业的投资十分谨慎。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环保法规定了管理环境事务的中央机构及其职能、社区的环保职责、
战略环境评估制度、环境标准、环评方法与许可证发放制度、环境监测、
土地规划及环境保护与发展各产业的关系等内容。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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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保法，东帝汶制定了环境评估与许可制度。任何可能对环境、
国土、公民的生命与健康等造成影响的计划或项目未经环评、未获得许可
证照，不得实施。 

3.11 东帝汶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东帝汶暂无关于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 

3.12 东帝汶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东帝汶对于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暂无特殊规定。 

3.12.2 禁止领域 

外国承包商在当地承包工程暂无禁止领域。 

3.12.3 招标方式 

由于东帝汶本土企业实力薄弱，东帝汶对外国投资者承包当地工程没
有特殊限制，通常都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决定。有多家中国企业在东帝汶
参与投标，并已有多起成功中标的案例。 

3.13 东帝汶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3.13.1 中国与东帝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与东帝汶暂未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3.13.2 中国与东帝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与东帝汶暂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3.13.3 中国与东帝汶签署的其他协定 

自2010年7月1日起，中国逐步对东帝汶95%以上的对华出口产品实行
零关税优惠待遇。 

2014年4月，中国与东帝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东帝
汶民主共和国旅游部关于旅游合作交流意向书》。 

2017年5月，中国与东帝汶签署两国政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
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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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中国与东帝汶未签署相关保护政策。 

2016年3月，中国与东帝汶经贸合作联委会机制正式建立并召开第一
次会议。在联委会项下，双方建立了工作层面的联系机制。 

3.14 东帝汶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东帝汶暂无文化领域的相关投资规定和限制。中国与东帝汶暂未签署
文化领域的相关合作协议或建立机制。 

3.15 东帝汶有何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 

东帝汶宪法第60条是关于文学、科技和艺术作品保护的条款，但东帝
汶尚未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也未加入任何知识产权国际协
定。因此，有些国际知名企业通过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启事，保护其商标和
专利所有权。 

3.16 在东帝汶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在东帝汶发生民事纠纷，一般诉诸国内法庭。东帝汶是《解决国家与
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缔约国，但不是1958年纽约《承认
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总体而言，东帝汶司法系统人才匮乏、
法律不健全；新的法律以葡萄牙语发布，但诸多法官、检察官、警官、原
告、被告都不会葡语；法律专业人才缺乏处理复杂的商业案件或税收案件
的能力。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在东帝汶，解决合同纠纷，平均需时1285

天。 

【案例】2010年，东帝汶财政部认为康菲石油公司涉嫌未交巨额应纳
税款，将其告上帝力地区法院，但帝力地区法院迟迟无法做出裁决，康菲
公司将东帝汶政府告上新加坡仲裁法庭。2014年6月，帝力地区法院判定
康菲公司胜诉。同年11月，东帝汶政府以国际法官无视东帝汶国家利益为
由，终止所有国际法官的聘用合同。新加坡仲裁庭目前尚未对此税案做出
最终裁决。 

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经商参处建议，若发生经济纠纷，应遵照国际惯例
加以解决，具体内容可询使馆经商参处网址：easttimor.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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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东帝汶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东帝汶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东帝汶企业注册分国内公司和国际公司，东帝汶本国公民注册的企业
为国内公司，外来投资通常需注册国际公司。 

无论是本土公司还是外商投资公司，均可以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
限责任或股份公司形式存在。外国企业也可以注册成立本土分支机构。东
帝汶政府鼓励外资与当地人合资（不是硬性规定），但大部分外国人在东
帝汶都采用独资方式。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2013年以前，东帝汶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下属的商业司负责来东
帝汶投资的新企业注册。2013年6月东帝汶成立商业注册认证中心
（Servico de Registo e Verificacao Empresarial， SERVE），为企业注
册提供一站式服务。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主要程序】具体如下： 

（1）领取申请表； 

（2）租办公地点（要有房屋契约和位置示意图）； 

（3）契约等文件要在司法部公证； 

（4）向贸易投资局提交投资计划； 

（5）贸易投资局出具推荐信； 

（6）到SERVE提出申请，所需文件包括：公司章程（葡语）、银行
账号存款证明、股东成立公司声明、注册人证件、当地管理人员证件、申
请表等，注册费为200美元（包括代理费），有限公司类别（lda）注册资
本为5000美元以上；  

（7）SERVE根据具体情况颁发LPA（临时经营活动许可证）或LPE

（公司临时成立许可证），需时间5天到1个月。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东帝汶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备，以上获得的是
临时经营许可证和公司成立的临时许可证，并非永久的营业执照，待将来
相关法律具备后，在以上临时许可证的基础上，可以申请永久的营业执照。 
因颁发的都是临时经营许可证和公司成立的临时许可证，因此需要每

年审核并延期，中国在东帝汶企业均采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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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需要单独的临时许可证，因此需要分别注册，注册一个行业
需交一份注册金，如一个公司同时经营建筑、旅游、贸易等，需要分别申
请许可证。特殊行业要有相关部门的推荐信或证明信，如在帝力开中医诊
所，需要东帝汶卫生部的推荐信。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东帝汶的大型工程项目大都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相关信息都在当地报
纸和东帝汶全国招标委员会官网（www.cna.gov.tl）上公布，信息公开透
明。 

4.2.2 招标投标 

根据东帝汶采购法，部分大型项目采用邀请招标方式，小型项目大多
采用国内招标的方式。 

4.2.3 许可手续 

东帝汶独立时间仅16年，法制仍不健全。对于公共工程项目，通常采
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一般先由项目单位在当地媒体或部门网站发布招标信
息，国内外公司均可自行前往购买标书。在购买标书时，应同时填写申请
表格。 

东帝汶政府于2011年成立了专门的招标委员会（NPC）。针对每一个
工程项目都会成立评标委员会，通常由来自项目业主单位（一般为东帝汶
公共工程部、交通与通讯部或石油与矿产资源部）、招标委员会及相关监
督机构的人员组成。负责承包工程的主管部门为公共工程部、交通与通讯
部，石油与矿产资源部以及财政部。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4.3.1 申请专利 

东帝汶暂无专利申请机构。 

4.3.2 注册商标 

东帝汶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负责相关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由
于经济刚刚起步，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并不广泛。 

4.4 企业在东帝汶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7 
东帝汶 

 

4.4.1 报税时间 

每月的应缴纳税额要在下一个月的15日前申报，每年3月31日前要完
成上一年度的税务申报。 

4.4.2 报税渠道 

葡萄牙储蓄总社（BNU）代为收税。 

4.4.3 报税手续 

只需要在BNU银行营业部领取统一的税单，自行申报金额，并交纳税
金即可。 

4.4.4 报税资料 

【报税资料】在东帝汶注册企业报税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1）企业注册登记证； 

（2）企业税务代码证； 

（3）企业经营情况。 

4.5 赴东帝汶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东帝汶负责工作准证的政府部门是劳工局，在第八届宪法政府中隶属
于职业培训与就业国务秘书处（Secretary of State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mployment）。在相关的申请过程中，需要涉及东帝汶外交部和移
民局。在东帝汶工作的外国工人，需要申请工作签证（Working Visa），
工作准证有效期一年。 

4.5.2 工作许可制度 

东帝汶的签证政策： 

普通签证Ⅰ和Ⅱ类可在抵达帝力机场或任何寄宿地点时由东帝汶移
民局核准并发放。其余类型的签证，来访者需持东帝汶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批准的证明，由移民局发放落地签证。 

【普通签证】不具备工作或永久居留的资格。 

Ⅰ类：旅游或商务签证落地签证，签证费30美元，至多停留30天，一
次入境（移民局不发放多次入境的30日签证），续签费35美元，可续签60

日（总长不超过90日）。 

Ⅱ类：过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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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签证，签证费20美元，至多停留72小时，一次入境，不可续签。 

Ⅲ类：学习签证 

落地签证，签证费40美元，停留期1年（需有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书
面授权），可多次入境，根据学业成绩、注册、资金和住宿等证明可续签，
续签期限与原始签证期限相同，续签费35美元。 

【文化、科技或新闻业签证】落地签证，签证费40美元，停留期限180

天（需有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书面授权），可多次入境，可续签，续签费
35美元，续签期限可与原始签证相同。另外，新闻工作者可凭借记者证明，
续签至多可达3年。 

【工作签证】落地签证，签证费50美元，停留期1年，多次入境。可
续签与原始签证相同的期限。 

【居留签证】落地签证，签证费50美元，停留期6个月（需有东帝汶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书面授权），多次入境，不可续签，但可在6个月内
向帝力的移民局申请常驻许可证，常驻许可证办理费用40美元。 

居留签证核准条件：申请人需证明需要长久留在东帝汶境内的原因、
具有收入来源、有住宿保证、无犯罪记录。东帝汶移民局围绕改进各经济
领域的专业工作、提高生产力和吸收技术的目标，对居留申请进行审批。
居留签证最长不超过5年。 

【注意事项】东帝汶法律规定，递交工作签证和居留签证申请的游客
在等待核准的过程中不得从事任何职业活动，否则可处以250美元罚款，
对雇主处以500美元的罚款。 

2010年3月，东帝汶时任总统拉莫斯·奥尔塔签发一项法令，根据有关
旅客的国籍，依法限制对访问和过境落地签证的发放。根据该法令，在东
帝汶陆地边检站，仅印度尼西亚居民以及与东帝汶签署有专门协议国家的
居民可以申请访问或过境的落地签证。除此之外，均须事先申办签证。在
东帝汶国际空、海港，仅允许相关协议国家的居民申请访问或过境的落地
签证，其余均须事先取得入境签证。 

4.5.3 申请程序 

【外交部初审】将所需材料一式3份（1份原件和2份复印件）交由东
帝汶外交部审核，外交部会根据申请签证类型的不同对申请者资质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将资料送交劳工部和移民局征求意见。 

【劳工部和移民局复审】劳工部和移民局接收到外交部转递过来的材
料之后，分别对申请人的申请居住原因、是否有固定工作、是否具有固定
经济收入、是否具有宿保证、有无犯罪记录等进行审核，待所有内容审核
完毕之后，送回外交部。 

【外交部发证】外交部在收到劳工部和移民局对申请材料的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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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确认无误，则向申请人核发申请类型签证。 

4.5.4 提供材料 

【工作签证所需材料】包括： 

（1）申请人护照经核准的复印件3份，作为身份证明； 

（2）3张规定尺寸的彩色照片，单色背景； 

（3）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和2份复印件）和健康证明（1份原件和2

份复印件）以证明申请人的身体和心理均健康，由申请人所属国或申请人
居住一年以上的国家主管当局出具证明； 

（4）担保证明与住宿证明（原件和2份复印件）； 

（5）签证申请需注明要求居住的原因及作为居民居留的时限，还有
申请人提供的承诺书，表明遵守申请该签证需要的所有法律要求。 

【居留签证所需材料】对于申请工作签证或申请旨在开展职业活动的
居留签证，申请人还需提供： 

雇员：受雇证明或合同（原件和2份复印件）； 

企业家：参与某公司的证明（在东帝汶注册的营业登记原件和2份复
印件）； 

独立工作者：从事独立职业的专业资格证明，或任何其他与所从事的
活动相关的证明文件。 

以上材料除雇佣合同从劳工局领取外，其余均需要提交给东帝汶外交
部，外交部将处理后的材料交劳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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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帝力市椰树林区葡萄牙大道 

信箱：帝力131信箱（P.O. Box 131， Avenida de Portugal， Praia 

dos Coqueiros， Dili， Timor-Leste） 

电话：00670-3322016 

传真：00670-3325166 

电邮：tl@mofcom.gov.cn 

4.6.2 东帝汶中资企业协会 

东 帝 汶 中 资 企 业 协 会 （ Chinese Enterprise Association in 

Timor-Leste）于2016年5月4日正式挂牌成立，首批入会中资企业有22家，
涉及道路、建筑、农业、电力、通信、港口、物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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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东帝汶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岛外交公寓156号 

电话：010-64403072，64403079 

4.6.4 东帝汶投资促进机构 

（1）东帝汶商业发展促进局（Business Development Support 

Institute） 

地址：Dom Aleixo Cortereal Street， Mandarin， Dili， Timor-Leste 

电话：00670-3310161，3331027 

（2）东帝汶投资出口促进局（TradeInvest Timor-Leste） 

地址：Rua 25 de Abril， n. °08 Colmera， Vera Cruz，Dili， 

Timor-Leste 

电话：00670-33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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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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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东帝汶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1）做好市场调研 

要充分了解所投资行业在东帝汶的需求和可行性。东帝汶百业待兴，
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和生活物资缺乏，各行业都充满着商机，但也有一些
不规范的地方，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控制投资风险。同时，要考虑到东
帝汶国小民少，市场容量有限。 

（2）相关法律仍不健全，土地争议时有发生，与邻国边界划分尚未
完成 

东帝汶欢迎外来投资，但是相关法律还不健全，比如《土地法》。由
于东帝汶经历过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印尼统治，同一块土地，不同时代有不
同的归属文件，经常引起所属权的争议，因此投资需要使用土地时，要注
意避免土地争议。东帝汶法律规定，土地不能卖给外国人，目前中国投资
企业使用土地均采取长期租用的方式。 

（3）注意雇用当地劳工和签证的特殊性 

东帝汶政府重视当地工人就业问题，希望外国投资项目多雇用当地工
人。但是，因当地劳工一般无特殊劳动技能，很多中国投资企业都从国内
雇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仅雇用当地工人从事简单工作。当地
的村长具有很高权威，尤其是在使用当地工人方面。通常，项目所在地的
村落优先使用本村工人，其他村落的工人不能参与工作。而且在本村选拔
和使用工人时，当地村长有很大的权力，建议国内投资者到东帝汶投资时
提前了解情况，避免用工纠纷。外国雇员赴东帝汶，需要办理工作签证。
工人到东帝汶时办理落地签证，当工作签证办理完后，需要重新出境，然
后以新身份入境。 

（4）应重点关注的事项 

以在东帝汶投资房地产项目为例, 须遵守东帝汶政府的法律、法规，
按当地政府的要求准备好项目的详细设计资料，做好有关部门的审批手
续；考虑当地的人文、风俗、习性及建筑风格，结合实际做好项目的功能
性设计，基本满足人们的需求；在项目建设、使用、管理上，要认真考虑
项目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并充分考虑当地人的就业机会。 

5.2 贸易方面 

由于中国商品价格相对便宜，东帝汶主要从中国进口生产、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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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些建设项目原料、设备等。在与东帝汶进口商开展贸易时，一定要
了解进口商实力和信誉，不能因急于开拓市场而忽略了潜在的风险。 

（1）做好前期调研工作，了解东帝汶相关的经贸政策法规，提高防
范意识。在签订合同之前，要先对东帝汶企业进行资信验证，确保合作顺
利进行。 

（2）拒绝口头协议和不规范协议，务必将协议内容落实到合同中。 

（3）在发生贸易纠纷时，以当地法院仲裁为主，同时尽快与中国驻
东帝汶政府机构取得联系，报告具体情况。 

5.3 承包工程方面 

东帝汶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大都公开招标，因此，取得项目需要符合规
定的招标程序和流程。中国承包商虽然在工程质量、造价、工程时间上都
有优势，但是有些企业往往由于不熟悉国际招标程序，或因语言问题、制
作的投标文件不够规范而错过机会。中国企业需要熟悉国际招标程序、制
作规范的外文投标文件并做好项目跟踪工作。 

同时，东帝汶大型项目的招标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
企业有时虽有明显优势，但结果没有中标。在这种情况下，为长远发展考
虑，仍应避免盲目冲动，不要发生过激行为，以免得不偿失。 

5.4 劳务合作方面 

在东帝汶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必须按相关法律申请东帝汶工作签
证。目前东帝汶职业培训与就业国务秘书处等部门工作程序并不十分规
范，希望到东帝汶投资企业事先做好咨询，为劳工准备好相关手续，方便
申请时通过。 

目前，在东帝汶从事劳务的中国人主要是来自福建省的小商品批发零
售商人和一些零散建筑工人，他们往往是通过家族或同乡关系到东帝汶经
商或者打工，也有少量来自四川、湖南等地的劳务人员，在东帝汶从事建
筑等行业。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1）东帝汶独立时间不长，百业待兴，法律体系尚不完备，政府部
门之间缺乏协调，且工作效率仍有待提高，国内安全形势逐步稳定，但时
有不和谐的音符出现。法律监管相对滞后，透明度有待提高，中国企业到
东帝汶投资应注意规避由此带来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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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东帝汶经济基础薄弱，老百姓普遍缺乏谋生手段，就业机
会严重不足。中国企业和个人在东帝汶投资兴业，应避免挤占当地人民的
劳动岗位，避免引发当地对中国人的不满和排斥。 

（3）由于东帝汶经济正处于重建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人民生活
贫困，偷盗、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在东帝汶从事小商品零售的中国公民
常被殃及。因此，在东帝汶的中国公民应注意： 

①遵守当地法律，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应将报警电话、本区警察
局电话、主管警官姓名、紧急求助电话等常用信息记录备用。  

②清醒认识当地国情，如治安状况、风俗习惯等，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特别是与居住地周围的当地人和睦相处，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尽可能多学
几句当地语言，无论是平时经商、还是遭遇突发情况都很有用。 

③文明经商，和气生财，尽量不要与当地人冲突，更不要意气用事、
逞强斗勇。相邻的华人商铺要团结一致、互相照应；平时亦可加强与中华
商会联系，寻求必要帮助。 

④东帝汶天气炎热，建筑物多易燃。应做好消防工作，提高防范意识，
并尽量购买商业保险，预防并减少损失。 

5.6 其他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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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企业在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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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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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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东帝汶议会提前选举年。2018年2月，东帝汶总统卢奥洛宣
布解散议会，于5月12日进行议会提前选举。2018年4月10日-5月9日为议
会竞选期。2018年5月12日，东帝汶举行了议会选举投票。中国企业人员
要关注相关局势进展情况，制定本企业的相关应急预案，在议会提前选举
期间的敏感阶段，应避免参与各政党的相关竞选造势、游行等活动，不发
表任何相关言论。 

另外，东帝汶与邻国之间的陆地、海洋边界划分尚未完成谈判，中国
企业应避免在有争议的陆地、海洋边界地区开展相关经贸活动，以避免产
生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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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东帝汶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东帝汶政府欢迎外来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会为外商提供帮助，但是
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协调能力、工作效率及客观环境所限，推进一个项目往
往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有意到东帝汶投资的企业，应具备足够的耐心，
最好先在东帝汶设立办事机构，以便跟进和推动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东帝汶政府的一些重大决定，包括一些重大投资项目，通常都需要国
民议会讨论通过。东帝汶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有多个党派，因此议
会内党派辩论和斗争非常普遍，一些涉及环保、用工等问题，往往成为争
论的焦点。中国企业宜妥善处理好与各方的关系，回避一些可能被议会中
各政党炒作的问题。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由于东帝汶法律和执法不规范，发生劳资纠纷时，中国企业通常会给
予劳方一定补偿以息事宁人。近年来，常发生中国企业解聘当地员工或按
规定扣减当地员工缺勤工资，当地员工上门闹事，警方反而偏袒闹事者或
对闹事者不了了之的案件。 

中国企业应与工会和当地员工保持良好沟通，经常与其交流，关心员
工工作、生活状况，尽量避免发生劳资纠纷。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东帝汶居民普遍比较淳朴，容易相处。投资者只要合法经营、尊重周
围居民，以礼相待，就能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 

【案例】2015年6月结束的中国援助东帝汶杂交水稻种植示范项目，
为东帝汶培训了3000多人次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民
种粮产量和积极性，受到了当地农民的广泛欢迎。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在与当地企业或居民交往中，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言谈举止做到
大方得体，遇有语言不通等特殊情况，可耐心等待翻译到场或请翻译与当
地人电话沟通，避免产生误会。 

东帝汶本地文化中敬奉鳄鱼为图腾，不可猎捕。遇有婚丧嫁娶或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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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车队，应停靠避让，不得超车。 

东帝汶居民多信奉天主教，每到星期天，男女老幼均身着干净整洁的
衣服，去教堂做礼拜。因此，在星期天上午，最好不要因为工作去打扰对
方。 

东帝汶基础设施不发达，当地人经常在路边水沟冲洗身体；当地人生
活水平有限，饮食比较简单。中国企业员工应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东帝汶政府重视环保，对化工产业比较抵触。在项目初期，东帝汶政
府招商引资部门在审批项目时，会征求环境保护部门的意见。投资者也可
以针对自己的投资项目，事前咨询东帝汶政府环境保护部门。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东帝汶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当地人就业问题，鼓励外国企业雇用当地劳
工。中国企业可以在工作需要和条件允许情况下，雇用有一定技能的当地
劳工，既可使企业本地化，又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还可降低用工成本。 

【案例】作为最早进入东帝汶市场的中资企业之一，中核二二东帝汶
分公司承建了东帝汶独立建国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东帝汶国家
电网工程，该工程的建成通电彻底改变了东帝汶缺电少电的历史，促进了
东帝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东帝汶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受
到了东帝汶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2016年，该公司取得了东帝汶国家电
网项目的运营和维护合同，包括对东帝汶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该项目的
建成和取得运营维护权，既有利于该公司在东帝汶的长远发展，又对保障
东帝汶社会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促进东帝汶相关人员提高技术和管理水
平，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东帝汶当地媒体比较开放，总体报道较为客观。中国企业在东帝汶开
展经营活动时要注意当地媒体的作用，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与媒体建
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善于接受有关媒体的采访，利用媒体的功能为中国企
业开展业务作正面宣传报道。在遇到敏感问题或不公正报道时，要与媒体
进行充分地交流沟通，引导当地媒体进行对本企业进行有利的宣传。 

6.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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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建国不久，官员能力参差不齐、管理体制尚在建设和完善之中，
中国企业人员在与当地执法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需具备一定的语言沟通
能力，做到不卑不亢，依法办事。 

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花园中的一朵鲜花，随着中东双方经济
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而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和了解，不少当地人注意学习
汉语，以会说汉语为荣。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合作过程中，应注重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增进当地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6.10 其他 

（1）环境卫生。东帝汶气候炎热，雨季（12月到次年5月）易滋生蚊
虫，为登革热、疟疾、乙型脑炎、肺结核和霍乱多发地区。东帝汶医疗卫
生条件较差，中国企业到东帝汶开展业务时务必做好热带病预防工作。一
方面加强教育，提高全体职工的防护意识；另一方面备好必要的防蚊设施，
为员工配备蚊帐、驱蚊水、蚊香等防蚊用品。 

（2）自然灾害。东帝汶系热带雨林气候，12月到次年5月为雨季，雨
季多山洪泥石流，应注意安全防范，远离滑坡带。 

（3）食品卫生。东帝汶食品卫生状况不佳，无相关卫生检验检疫，
当地猪肉、空心菜等食品不推荐食用，购买鸡蛋等食品应注意其保质期。
东帝汶水中有害物质含量高，水质较差，不宜直接饮用。 

（4）交通。当地车辆为右舵左行。帝力市区有出租车，车况参差不
齐。一般在市内收费1-2美元，机场5美元。小面包车负责运营市内主要公
交线路。收费25美分。租车价格较贵，如去外地，一定要用越野车，如果
只在帝力市内活动，小轿车即可。应携带国内驾照或国际驾照（当地无驾
校）。市内道路单行线较多；无地铁等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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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企业/人员在东帝汶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中国中小企业到东帝汶开拓市场，普遍存在语言障碍。加之东帝汶法
律不健全，依法维权非常困难，除非证据十分有力，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
保护。因此，很多中国企业并不愿意走法律解决程序。 

随着东帝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政府开始逐步完善一些迫切需要的法
律法规，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建议中国投资者多关注
最新公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可登陆东帝汶政府网站（timor-leste.gov.tl）
和东帝汶司法部的网站（www.mj.gov.tl和www.jornal.gov.tl）。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东帝汶政府鼓励外商投资，并制定政策以保护投资人利益，在合法投
资合作的前提下，东帝汶政府相关部门能够保护外来投资。东帝汶负责外
国投资事务的部门主要是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该部下属的商业发展
促进局和东帝汶贸易投资局是吸引外来投资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具体执行
部门。 

7.3 寻求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国公民在东帝汶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驻在国当地法律约束。
遇有中国公民在当地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与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
领事部联系，电话：00670-3325169。 

中国企业在进入东帝汶市场之前，可先征询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商
参处意见。投资注册之后，按规定到使馆经商参处报到备案。日常情况下，
应保持与使馆经商参处的联系，电话：00670-3322016。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在东帝汶开展投资合作，要客观评估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
建立内部紧急情况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风险的预案，遇到突发自然灾害或
人为事件发生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要
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企业负责人要负责安全生产和日常
的安全保卫工作；要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安全设备，给员工在国内上保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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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其他应对措施 

中国企业在东帝汶开展业务如果遇到困难，除以上途径外，还可以与
东帝汶中资企业协会、中华商会联系，寻求帮助。联系电话：
00670-3312163、00670-3312196，传真：00670-3321929。 

东帝汶有关紧急联系电话如下： 

查号台：128 

供电服务：8001000 

消防电话：110 

急救电话：115 

帝力国立医院：3311008 

包考医院：4130024 

邮政服务（Dili）：33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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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东帝汶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网站一览表 
 

（1）东帝汶政府网：www.timor-leste.gov.tl 

（2）财政部：www.mof.gov.tl 

（3）司法部：www.mj.gov.tl 

（4）外交与合作部：www.mnec.gov.tl 

（5）移民局：www.migracao.gov.tl 

（6）统计局：www.statistics.gov.tl 

（7）全国招标委员会：www.cna.gov.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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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东帝汶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东帝汶中华总商会 

电话：00670-3312196 

传真：00670-3321929 

（2）东帝汶中资企业协会 

电话：00670-3312163 

Email：aec.timor@gmail.com 

（3）主要中资企业： 

东帝汶中资企业协会会员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1 中国山东外经集团东帝汶公司 00670-77935828 

2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东帝汶分公司 00670-77765414 

3 东帝汶隆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00670-75451883 

4 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0670-77053830 

5 中海外-中铁一局东帝汶联营体公司 00670-73771952 

6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东帝汶

代表处 
00670-78105192 

7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帝汶分公司 00670-73029868 

8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帝汶分公司 00670-77653113 

9 
山东东岳国际经贸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东帝汶分公

司 
00670-75714495 

10 广西海外建设集团东帝汶公司 00670-7688088 

11 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00670-77921809 

12 国际合富建设有限公司 00670-77962818 

13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0670-77082866 

14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0670-78620081 

15 上海格林福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00670-77961973 

1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驻东帝汶代表处 00670-73729291 

17 中石化润滑油东帝汶总代理冠军车业有限公司 00670-77189999 

18 中国港湾东帝汶有限公司 00670-7811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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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华为公司 00670-77148019 

20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00670-78646561 

21 新疆石油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0086-13999312244 

22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670-73475814 

23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帝汶办事处 00670-78057878 

24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00670-7512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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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东帝汶》，对中国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到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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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东帝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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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
幅有限，在东帝汶收集数据十分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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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商参处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
刘振华（参赞）、王成礼（三等秘书）。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
所的专家学者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改。商务部亚洲司
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贸易工业、环境与旅游部，司法部，公共工程
部，交通与通讯部，财政部，税务局，海关，统计局，卫生部，教育、青
年与体育部，移民局，劳动局，石油与矿产资源部，农业与渔业部等部门
为本书提供了相关资料，特此说明并表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
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