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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赴非洲工作生活须知 

第一节 我国对非承包工程业务概览 

一、我国对非承包工程业务回顾 

新中国在非洲市场的业务开展，起源于由中国政府援助新建的

坦赞铁路。坦赞铁路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考察、

设计，并帮助坦、赞两国政府组织施工，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

套项目之一。 

1964 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

相继宣告独立。两国迫切需要用经济独立来支持政治独立。赞比亚

当时是世界上第三大铜矿产地，但作为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使得

其铜矿贸易大大受限，迫切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

脉。两国政府为此先后向世界银行、前苏联及西方国家申请援建坦

赞铁路，一无所获。就在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手，不顾自身的

经济困难，提供了 9.88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铁道部援

外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的全长 1860.5 公里，东起坦桑尼亚

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的坦赞铁路。于

1970年 10 月自坦桑尼亚段开始动工兴建。在随后 6年里，中国先

后派遣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约 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

国员工多达 1.6万人。当年建设条件艰苦，主要依靠简单工具和人

海战术，医药短缺、食物贫乏、气候炎热、疾病流行。1976 年 7

月全线完成。 

坦赞铁路，那两根跨越东非大裂谷的长长的铁轨，就像两根镶

嵌在非洲大陆的巨大琴弦，中国人民用她演奏了一曲悲壮的国际主

义颂歌。她和沿途修建的 320 座桥梁、22 条隧道、93 个车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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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眠在坦赞大地的 60 多位中国工人，共同构筑了新中国对外援

建历史中一个独特的符号。它是新中国早期对非援助的典范和缩影，

它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它甚至被看作中国与非洲乃至与

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兄弟情谊”的不朽丰碑。 

自此，我国对非承包工程拉开序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实

现了稳步发展。 

（一）初始阶段 

1976－1978 年，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

应部分国家要求开始帮助建设一些自筹资金项目，此类项目为数有

限，合同额较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为中国企业

进入非洲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打开了大门。1976－1985 年中国与非

洲各国签订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共计 11.3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累

计约 3.34 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承包商在非洲的市场主要集中在

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及中、东部地区的卢旺达、

布隆迪和索马里等国。项目为路桥建设、基本房建等，数量和规模

不大。 

（二）逐步发展阶段 

1983 年，中国政府提出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

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标志着合

作由原来的经济援助为主转变为互利合作为主。此后几年，中国对

非承包工程业务迅速增长。1986 年新签合同额 4.74 亿美元，相当

于 1976－1985 年签订合同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同年完成营业额

1.765 亿美元。1987 年新签合同额虽略有下降，但 1988 年又猛增

至 5.94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3.435 亿美元。1989 年下跌很大，此

后 4 年有不同程度的回升。1994 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并逐

渐成为中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中国承包商在非洲承揽更多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 

1994 年，中国与非洲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发展

到 7.15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6.1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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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速增长阶段 

伴随着中国对非经济援助政策的改革以及中非经贸合作的加强，

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非承包工程业务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1996 年，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新增合同额 13.7 亿美元，完成营业

额 8.1 亿美元。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尼日利亚签署的总额

为 5.28亿美元的铁路修复改造项目，刷新了当时中国公司开拓非洲

市场以来签订的最大的承包工程合同纪录，标志着中国对非承包工

程业务在抓大型项目、上规模档次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此后，2006

年 7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

高速铁路项目，合同额 12.7亿美元，刷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

同额最高纪录。2006年 9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约阿尔

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合同额达 57.5亿美元，再次刷新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的最高纪录。2006 年 10 月，中国土木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合同额 83亿美元，第

三次刷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的最高纪录。 

二、发展特点及趋势 

（一）特点 

概括地讲，目前我国对非承包工程业务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工程承包领域不断拓宽。随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日益

增强，中国对非工程承包除在房屋建筑、交通运输、道路桥梁建设

等传统项目上保持平稳增长外，在科技含量高、资金规模大的工业

项目也呈持续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工程承包在普通房建、交通

运输、水利水电等领域的专业优势逐渐形成。随着竞争实力增强，

一亿美元甚至十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多，在交通运输、石化和电

力行业承揽的项目保持较快增长。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房建、修

路等单纯土建项目仍居各类项目的营业额之首。 

第二，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工程承包商。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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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新闻纪录》(ENR)统计，49家中国内地公司入围“2005 年全

球最大 225 家国际承包商”排行榜。此外，民营企业也逐步成为一

支参与国际承包工程市场竞争的生力军。 

第三，同工程承包与资源开发相结合的项目发展迅猛。由于很

多非洲国家都在优化当地的硬件设施，但普遍缺乏必要的资源开发

资金和技术。因此，工程和资源开发相结合的一揽子合作有了广阔

的发展前景。 

（二）原因 

根据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仍会持续稳定增长，

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倡导的优先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2001年 7月，第 37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

会议一致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消除贫

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争取在 15 年内整个非洲 GDP 年均增

长 7%以上和贫困人口减半，同时争取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更多的

资金援助，并规定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

境保护和科技发展为未来重点发展领域。 

2.目前，非洲各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融资，大力发展

包括交通运输，能源、水利、通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3.伴随着全球能源需求增加，非洲石油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各

种石油化工项目纷纷上马，能源类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在石油钻井、

油田改造与服务、油气输送管道、油气处理和提炼等项目上提供了

广泛商机。 

三、对非承包工程业务的注意事项 

中国企业要进军非洲工程承包市场必须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

分析非洲经济发展趋势和承包工程市场潜力，找好市场切入点。在

市场运作的过程中，企业必须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力争把各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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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损失降到最低。此外，企业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非洲市场，做好

长期打算，探讨多种合作形式。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要对有关国家进行认真的市场调查。熟悉市场环境，了

解东道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通过可靠的渠道了解工程信息，

切实把握市场发展前景，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公司不熟悉的业

务和领域，或者资金、人员、设备不充足的情况下，要谨慎选择是

否进入市场。还要注意疏通与政府主管部门关系，赢得政府与当地

公司的支持。新公司在第一次走出国门时最好采用借船出海的方式。

目前，在非洲的中国工程承包商有许多都是传统的外经企业和贸易

公司，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在援外工程结束后，在当地发展成立公司。

这些公司商务运作能力强，熟悉当地环境，与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

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一次进入市场的施工企业可以与这些公司进

行合作，采用分包工程提供劳务等方式，逐渐熟悉市场环境，然后

再独立对外投标，以避免不熟悉市场而造成的失误和损失。 

第二，积极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尽快融入当地社会。采取属

地化经营策略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工程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公

司利用当地承包商工程技术人员、雇用当地一般劳动力，不但可以

有效降低工程成本，同时也可帮助当地人民缓解就业压力，有利于

树立中国公司的良好形象，争取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承包工

程业务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与当地企业合作，可采取合资、

合作企业等方式，以发挥双方的优势。 

第三，要尽早融入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新进入的企业要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位，形成以专业能力为基础

的社会化分工合作体系。多家企业参与同一项目竞标的，须服从当

地使（领）馆和国内商会协调，不得竞相压价争抢项目，维护国家

利益，维护行业共同利益。要及时将跟踪项目的情况向承包商会和

我驻外使馆经商处进行登记备案，早登记早协调，推动企业间的合

作，互惠互利，坚决反对有损大局的无序竞争。 

第四，要注意强化风险规避意识。随着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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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承包工程涉及的国家及业务领域越来越多，

卷入当地各种纠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安全和风险问题会日益突出。

企业必须认真处理好与当地社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处理好

企业员工和当地人员融合问题。此外，随着对外承包工程规模的扩

大，企业经营风险问题也日益增大，要采取切实措施控制相应的经

营风险。 

第五，需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国企业要以战略的眼光看

非洲，站在国家外交布局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层次上看待承包工程业

务。在开展业务活动时，要讲究国际行业习惯与职业道德，注重工

程质量，树立良好形象。同时，必须注意兼顾当地经济发展、社会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企业应积极承担相

应的社会责任，在确保工期和质量、注意公众安全的基础上，必须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必须认识到“没有环保的任何承包工程项目都

是失败的项目”，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处理好与当地利益相关

方的关系，促进合作双方互利共赢。只有这样，企业在非洲市场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长远的发展。 

四、主要行业类别和工种 

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从事的行业主要有：建筑、石油天然气和

矿产等资源开采、通讯信号、能源和渔业等。 

目前，人力资源主要紧缺的工种有：土石方机械操作工、砌筑

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手工木工、精细木工、焊工、机

修钳工、汽车修理工、变电设备安装工、维修电工、计算机维修工、

防水工、装饰装修工、电气设备安装工、管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

工、车工、铣工、磨工、镗工、组合机床操作工、加工中心操作工、

铸造工、农林牧渔生产人员等。 



 

7 
 

第一章 赴非洲工作生活须知 

五、法律法规与政策须知 

赴非洲国家务工前，应对拟去的非洲国家的主要法律法规与政

策有所了解。主要应了解出入境及海关规定、外国投资政策、贸易

往来政策、承包工程政策法规、公司法、劳动法、工会法、合同法、

税务制度及保险规定等。知晓国外劳务人员的准入条件、工作准证

的办理和工作期限、法定工作时间、休息时间、节假日、最低劳动

报酬、应缴纳的各种税费、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保险等，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个别非洲国家比较重视环保工作，环保标准也多借鉴欧洲国家，

要求比较高，在非洲地区从事经贸活动的中资企业，应该认真了解

并掌握驻在国及项目所在领域的环保法规，并依法经营，配合当地

政府做好环保工作。 

中资企业在非洲地区开展投资合作，不仅要努力发展业务，还

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维护公司良好的信誉和公众形象。公司要

密切关注驻在国社会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守法经营，处理好劳工、

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要懂得回馈社会，投入必要的资金

参加当地的公益事业，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所在社区的关系，维护

中国企业和国家的良好形象。 

六、自我认识与思想准备 

（一）境外并不是到处是黄金，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一些地方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存在一定风险。 

（二）遇到问题，不可采取罢工、游行等过激行为，在很多国

家，这都属于违法举动。 

（三）在境外工作期间，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义务，不

允许参加任何当地政治组织和邪教组织。 

（四）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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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雇主工作的同时再为其他雇主打工，这是违法的。 

（五）如果需要将工资存入银行或汇回国内，一定要通过正规

银行。不要为了赚钱而轻易相信那些利息比较高的私人银行，避免

受骗。 

（六）在出境务工期间，合法权益会得到国家的保护；但是如

果通过不正规途径出境务工，或者在境外违法犯罪，不仅个人权益

没有保护，更需要承担相应的违规或违法责任。 

（七）护照、工作准证等重要证件，可以委托安排您出国的经

营公司的现场代表统一管理，也可以由您自己保管。如由自己负责，

一定要妥善保管，避免突发事件需急用却无法找到的尴尬。 

七、风险提示 

治安、疟疾和交通安全是非洲社会的三大主要危害。 

大部分非洲国家社会治安状况普遍较差，武装抢劫和盗窃等犯

罪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因贫富差距很大，很多地区是武装分子

的聚集地，绑架外国人质的事件非常频繁。因此，在高危地区出行

和工作，在外人员要格外注意自身安全。 

由于非洲地区整体卫生条件差，疟疾疫情高发，在非务工人员

极易感染疟疾等在中国并不多见的热带传染病。非洲属世界卫生组

织确定的艾滋病高发地区，HIV感染者占比较高，有些国家达到 15%

以上。相对非洲人来说，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更保守一些。只要洁

身自好，在非洲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如果在非洲

生病做手术或输血，最好找条件好的医院，以免通过血液感染艾滋

病毒。 

非洲地区公路交通状况普遍较差，其路面上行驶的多是 10－

20 年的二手汽车。由于车况路况差，加上当地司机多有高速驾驶

的习惯，交通事故频发。因此，在非洲工作，应高度重视交通出行

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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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非洲，都得有两三个月的适应期。虽然各公司都会尽最大

努力为在外人员配备最好的住宿、食堂和医疗条件，但总体来说，

在环境、生活、医疗和业余生活等整体条件上都无法跟国内相比。

在外人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健康。 

非洲各地，风土人情迥异，要学的东西很多，比如语言、习俗

等。非洲主要讲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还夹杂着很

多当地土语。所以，必须和当地居民多交流、多问多学。最好学点

实用型的土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生活禁忌，以应对日常生活

和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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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赴非洲国家务工须知 

一、务工途径 

（一）报名途径 

赴非洲务工的主要途径有两种： 

1.对外投资合作企业 

直接到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了解境外务工招聘信息并报名。对外

投资合作企业根据岗位需要外派务工。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是指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开展境外投资、

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对外投资合作业务的企业。 

2．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 

通过服务平台获得境外务工招聘信息及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信

息，并到服务平台现场进行填表报名。报名后，个人信息将录入到

服务平台人才信息库。各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将根据岗位需要在服务

平台人才信息库择优录取合适人员外派务工。 

服务平台是指经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以向对外投资

合作企业提供劳务人员为目的，集对外劳务合作服务、促进、保障、

规范和管理为一体的政府公共服务机构。 

（二）报名须知 

1.报名前 

报名务必要到国家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网站查询或到所

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咨询，了解服务平台和对外投资合作企业情况，

避免到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或机构报名。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关政策法规要求，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开展

对外投资合作业务时，须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审查和有关合同

资料备案手续。劳务人员要了解所在项目有无经商务主管部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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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准。 

2.报名时 

报名时要充分了解出国务工的目的、权益、义务与风险，要充

分了解项目、国别、雇主、工作内容、工作期限、作息及休假、工

资待遇与保险等合同主要信息。 

3.报名后 

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企业选拔与境外雇主面试考核后，认真做好出

境务工准备并取得亲属的同意，在职人员自行处理好所在单位的相关

关系，签订合同，积极配合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办理出境务工手续。 

4.报名所需材料 

户口本、身份证、简历表、无犯罪记录证明、照片等必备资料。 

二、有关证件、手续与费用 

（一）护照、旅行证、回国证明 

1.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

由本国发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我国护照主

要分为外交护照、公务护照、普通护照和特区护照。普通护照，俗

称因私护照，由公安部或者公安部委托的地方公安机关，以及驻外

使（领）馆和驻香港、澳门公署颁发给前往国外定居、探亲、学习、

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中国公民。劳务人

员应申办普通护照。 

（1）普通护照申办、换发、补发、变更加注 

这主要指在国内如何进行普通护照申办、换发、补发、变更加注。 

①申办 

本人携带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和户口簿等资料，向户籍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办。 

有的省、市、自治区实行了跨户籍地就近办理护照政策，可向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4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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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出入境机构咨询，了解可否就近申办普通护照。 

②换发 

护照签证页即将使用完毕、有效期不足六个月，或者有效期在

六个月以上但有材料证明该有效期不符合目的地国家要求的，可向

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

换发。 

③补发 

护照损毁、遗失、被盗，可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补发。 

④变更加注 

有曾用名、繁体汉字姓名、外文姓名或者非标准汉语拼音姓名

的，相貌发生较大变化，需要作近期照片加注的，劳务人员可携带

护照及复印件，向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机构申请变更加注。 

（2）在非洲进行护照换发、补发 

①换发 

护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距离到期日一年以内），护照签证页

即将使用完毕的（签证页少于三页），护照有效期过期的（非正常

换），应根据自己在所在国的居住地，按中国驻非洲所在国使（领）

馆领区划分，亲自到使（领）馆申请换发。换发新照后，原照将被

注销并退还申请人。 

②补发 

护照损毁不能使用的，护照遗失或被盗，应根据自己在所在国

的居住地，按中国驻非洲所在国使（领）馆领区划分，亲自到使（领）

馆申请补发。但护照遗失或被盗，需要提供关于护照遗失或被盗的

情况说明，以及警方出具的报失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护照损毁，需

要提交损毁的护照，以及护照损毁的情况说明。另外，由于需向原

发照机关核实申请人情况，故申请补发护照等待取证时间较长。 

当事人因护照遗失向使（领）馆提出的补发申请，在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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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均不可取消或撤回。原护照将被宣布作废，即使找回也不能继续

使用，应尽快送交使（领）馆注销。持被宣布作废护照出入境，会

被拒绝出入境或被处以罚款等处罚。 

2.旅行证 

旅行证是护照的替代证件。短期出境期间遗失护照人员，所持

护照或海员证已过期的海员，领事官员认为不便或不必持用护照的

其他人员，可向我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旅行证。对于遗失护照的

申请人，颁发旅行证后，其遗失、被盗护照将被宣布作废，即使找

回也不能继续使用，应尽快送交使（领）馆注销。 

3.回国证明 

由使（领）馆颁发给被驻在国遣返的中国公民，仅供其返回中

国时证明其国籍和身份，有效期为 3个月。 

（二）签证 

签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机关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

其他旅行证件上的签注、盖印，以表示允许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经

过国境的手续，也可以说是颁发给他们的一项签注式的证明。 

有的国家还颁发另纸签证。另纸签证是在护照以外单独签注在

一张专用纸上，须与护照同时使用，方有效力。 

非洲国家签证是非洲各国出入境管理机构（例如移民局或人力

部及驻外使馆），对外国公民表示批准入境所签发的一种文件。 

1.非洲签证类型 

（1）短期签证 

有旅游签证、探亲访友签证和商务签证等。在非洲停留时间短

（4－30天）。 

（2）长期签证 

有长期旅游签证、学生准证和就业准证等。在非洲停留时间较

长（3个月到几年不等）。 

（3）多次出入境签证 

2.非洲签证性质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2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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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签证 

非洲的工作签证（也称作非洲工作原则批准信 IPA），一般是

属于另纸签证。 

（2）旅游签证 

有商务签证、旅游签证、探亲访友签证等。 

（3）留学签证 

有学生签证等。 

3.非洲入境签证 

适用于原则上已经非洲各国移民与关卡局(ICA)或目的国人力

部(MOM)批准即将发给各类准证的人士，如工作许可证、受雇准证、

学生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也适用于在中国遗失非洲工作许可

证、受雇准证和学生准证的人士。 

赴非洲务工人员出国前，须到非洲驻我国使（领）馆申办入境

签证。 

（三）健康体检、防疫 

1.出国前 

（1）健康检查 

劳务人员出境前，须到检验检疫机关下属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心，接受健康体检或国际旅行卫生保健咨询，经体检合格，领取

《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后方可出境，并随身携带以备查验。 

（2）预防接种 

劳务人员出境前，须到检验检疫机关下属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心（以下简称保健中心），接受预防接种，办理《疫苗接种或预

防措施国际证书》，俗称黄皮书，其作用是证明其已通过卫生检疫

措施以避免传染。 

2.到达非洲后 

赴非洲务工人员，抵达非洲 14 天内须去非洲各国政府注册的

任一医院进行体检，体检项目：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艾滋病、

性病、胸透，特殊行业需要加做血糖、心电图等。拿到非洲医院出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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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健康体检报告后，才可向非洲有关政府部门申请签发相关准证。 

3.回国后 

在国外居住三个月以上的归国人员，回国后一个月内须到就近

的保健中心接受健康检查。劳务人员回国后，要主动申请健康检查。 

（四）相关培训、考试 

1.在外人员适应性培训、考试 

根据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有关政策法规要求，包括劳务人员、对

外承包工程外派人员、对外投资外派人员等的所有类型的对外投资

合作企业的派出人员，必须接受出境前的适应性培训，经培训、考

试合格，领取有关管理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派劳务培训

合格证》后，方可出境务工。 

2.考前技能培训 

部分项目，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可根据需要对相应技术工种进行

技能性的培训。 

（五）准证 

工作准证一般由用工单位负责办理，由目的地国家负责移民或

国外人员就业相关部门签发。工作准证与具体的人在指定地点与企

业所进行的具体工作有关，它允许劳务人员在目的地国家进行工作。 

（六）保险 

1.意外伤害险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必须为劳务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有条件的企业，同时要为劳务人员办理工伤保险。 

2.履约保证保险 

本保险主要适用于劳务人员。 

劳务人员履约保证保险，为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提供，因劳务人

员单方面违约脱离工作岗位而造成损失的风险保障。目前，大多数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要求劳务人员办理履约保证保险。 

（七）主要费用 

1.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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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主要指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为劳务人员出境务工提供组

织、服务和境外管理而收取的费用。国家允许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按

照国家规定，以劳务人员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但不得向与

其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务人员收取服务费。 

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不得向与其订立劳动合同的劳

务人员收取服务费。 

2.证照费 

按有关规定标准向有关单位或机构交纳体检费、培训费、护照

费、签证费、合同公证费等。 

3.交通差旅费 

劳务人员在国内参加面试的交通、差旅费由个人承担，往返的

国际交通费由雇主企业承担。 

4.其他费用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

金、押金或者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可以

要求劳务人员投保履约保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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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赴非洲出入境须知 

一、交通与行李 

（一）国际交通 

中国飞往非洲的航空公司有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

国南方航空、深圳航空等。国际航空公司有泰国国际航空、埃塞俄

比亚航空、肯尼亚航空、阿尔及利亚航空、南非航空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极少数航空公司的航班不为乘机人员提

供餐饮。 

（二）前往国机场（火车站、码头）介绍 

机场代码 机场英文名 机场中文名 城市中文名 国家中文名 

ASM 
Asmara 

International 
阿斯马拉 阿斯马拉 埃立特里亚 

LAD 4 de Fevereiro 罗安达 2月 4日 罗安达 安哥拉 

GHA Noumerate 加达亚 加达亚 阿尔及利亚 

HME Oued Irara Apt 哈西迈萨乌德 哈西迈萨乌德 阿尔及利亚 

TLM Zenata 托连森 托连森 阿尔及利亚 

QSF Setif 塞蒂夫 塞蒂夫 阿尔及利亚 

ALG Houari Boumediene 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 

AAE Les Salines 安纳巴 安纳巴 阿尔及利亚 

BJA Bejaia 贝贾亚 贝贾亚 阿尔及利亚 

CZL Ain El Bey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 阿尔及利亚 

IAM In Amenas 英纳梅那斯 英纳梅那斯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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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N Es Senia 艾塞尼亚 奥兰 阿尔及利亚 

FRW Francistown 弗朗西斯敦 弗朗西斯敦 博茨瓦纳 

GBE 
Sir Seretse Khama 

International 
哈博罗内 哈博罗内 博茨瓦纳 

BBK Kasane 卡萨内 卡萨内 博茨瓦纳 

MUB Maun 马翁 马翁 博茨瓦纳 

BOY Borgo 博博迪乌拉索 博博迪乌拉索 布基纳法索 

OUA Ouagadougou 瓦加杜古 瓦加杜古 布基纳法索 

BJM International 布琼布拉 布琼布拉 布隆迪 

SID Amilcar Cabral Intl 撒尔 撒尔 佛得角 

RAI Francisco Mendes 普拉亚 普拉亚 佛得角 

SFL Sao Filipe 圣费利佩 圣费利佩 佛得角 

NDJ Ndjamena 恩贾梅纳 恩贾梅纳 乍得 

BZV Maya Maya 布拉柴维尔 布拉柴维尔 刚果 

ABJ 
Felix Houphouet 

Boigny 
阿比让 阿比让 科特迪瓦 

FIH NDjili Airport 内德吉里 金沙萨 民主刚果 

JIB Ambouli 吉布提 吉布提 吉布提 

CAI Cairo International 开罗 开罗 埃及 

HRG Hurghada 胡尔加达 胡尔加达 埃及 

RMF Marsa Alam Intl   埃及 

ASW Aswan 阿斯旺 阿斯旺 埃及 

LXR Luxor 卢克索 卢克索 埃及 

SSH Ophira 沙姆沙伊赫 沙姆沙伊赫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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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LY El Nohza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埃及 

SSG Santa Isabel 马拉博 马拉博 赤道几内亚 

ASO Asosa 阿索萨 阿索萨 埃塞俄比亚 

AXU Axum 阿克苏姆 阿克苏姆 埃塞俄比亚 

BJR Bahar Dar 巴哈尔达尔 巴哈尔达尔 埃塞俄比亚 

DIR Aba Tenna D Yilma 迪雷达瓦 迪雷达瓦 埃塞俄比亚 

GDE Gode/Iddidole 戈德 戈德 埃塞俄比亚 

GDQ Gondar 贡达尔 贡达尔 埃塞俄比亚 

JIJ Jigiga 吉吉加 吉吉加 埃塞俄比亚 

JIM Jimma 季马 季马 埃塞俄比亚 

ABK Kabri Dar 卡卜里达尔 卡卜里达尔 埃塞俄比亚 

LLI Lalibela   埃塞俄比亚 

MQX Makale 默克莱 默克莱 埃塞俄比亚 

ADD Bole 博来 亚的斯亚贝巴 埃塞俄比亚 

POG Port Gentil 让蒂尔港 让蒂尔港 加蓬 

LBV Libreville 利伯维尔 利伯维尔 加蓬 

BJL 
Yundum 

International 
班珠尔 班珠尔 冈比亚 

ACC Kotoka 阿克拉 阿克拉 加纳 

GIB North Front 诺思弗隆特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 

CKY Conakry 科纳克里 科纳克里 几内亚 

KIS Kisumu 基苏木 基苏木 肯尼亚 

NBO Jomo Kenyatta 乔莫肯亚塔国 内罗毕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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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际 

MBA Moi International 蒙巴萨 蒙巴萨 肯尼亚 

EDL Eldoret 埃尔多雷特 埃尔多雷特 肯尼亚 

ROB Roberts Intl 
蒙罗维亚罗伯

茨国际 
蒙罗维亚 利比里亚 

LTD Ghadames 加达迈斯 加达迈斯 利比亚 

AKF Kufrah 库弗拉 库弗拉 利比亚 

SEB Sebha 塞卜哈 塞卜哈 利比亚 

BEN Benina Intl 班加西 班加西 利比亚 

GHT Ghat 加特 加特 利比亚 

HUQ Houn 候恩 候恩 利比亚 

SRX Sert 瑟特 瑟特 利比亚 

TIP International 的黎波里 的黎波里 利比亚 

TNR Antananarivo 塔那那利佛 塔那那利佛 马达加斯加 

BKO Bamako 巴马科 巴马科 马里 

NKC Nouakchott 努瓦克肖特 努瓦克肖特 毛里塔尼亚 

MRU 

Plaisance 

International/Maur

itius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FEZ Sais 非斯 非斯 摩洛哥 

CMN Mohamed V 
卡萨布兰卡默

罕默德 V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CAS Anfa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摩洛哥 

VIL Dakhla 达赫拉 达赫拉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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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U Essaouira 索维拉 索维拉 摩洛哥 

EUN Hassan I 欧云 欧云 摩洛哥 

RAK Menara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 摩洛哥 

NDR Nador 纳组尔 纳组尔 摩洛哥 

OZZ Ouarzazate 瓦尔扎扎特 瓦尔扎扎特 摩洛哥 

OUD Les Angades 乌杰达 乌杰达 摩洛哥 

RBA Sale 拉巴特 拉巴特 摩洛哥 

TNG Boukhalef 丹吉尔 丹吉尔 摩洛哥 

AGA Agadir Almassira 阿加迪尔 阿加迪尔 摩洛哥 

BEW Beira 贝拉 贝拉 莫桑比克 

MPM 
Maputo 

International 
马普托 马普托 莫桑比克 

WVB Rooikop 鲸湾港 鲸湾港 纳米比亚 

WDH 

Hosea Kutako 

International 

Airport 

霍希库塔科 

国际 
温得和克 纳米比亚 

ERS Eros 埃罗斯 温得和克 纳米比亚 

NIM Niamey 尼亚美 尼亚美 尼日尔 

ABV International 阿布贾 阿布贾 尼日利亚 

CBQ Calabar 卡拉巴尔 卡拉巴尔 尼日利亚 

KAN Aminu Kano Intl Apt 卡诺 卡诺 尼日利亚 

LOS Murtala Muhammed 拉各斯 拉各斯 尼日利亚 

PHC Port Harcourt 哈科特港 哈科特港 尼日利亚 

QRW Warri 瓦利 瓦利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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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Gillot/Reunion 

Island 
圣丹尼斯 圣丹尼斯 留尼汪（法属） 

KGL Gregoire Kayibanda 基加利 基加利 卢旺达 

DKR Yoff 达喀尔 达喀尔 塞内加尔 

SEZ 

Seyche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塞舌尔国际 马埃岛 塞舍尔 

FNA Lungi International 弗里敦 弗里敦 塞拉利昂 

CPT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开普顿 开普敦 南非 

DUR 
Durban 

International 
德班 德班 南非 

ELS East London 东伦敦 东伦敦 南非 

PLZ Port Elizabeth 伊丽莎白港 伊丽莎白港 南非 

GRJ George 乔治 乔治 南非 

HDS Hoedspruit Airport 希兹伯瑞特 希兹伯瑞特 南非 

JNB 
Johannesburg 

International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 南非 

KIM Kimberley 金伯利 金伯利 南非 

MQP Kruger Mpumalanga   南非 

PHW Phalaborwa 帕拉博鲁瓦 帕拉博鲁瓦 南非 

PZB 
Pietermaritzburg 

Oribi 
彼得马里茨堡 彼得马里茨堡 南非 

PTG Polokwane 彼得斯堡 彼得斯堡 南非 

RCB Richards Bay 理查德湾 理查德湾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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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 Umtata 乌姆塔塔 乌姆塔塔 南非 

UTN Upington 阿平顿 阿平顿 南非 

KRT Civil 喀土穆 喀土穆 苏丹 

JUB Juba 朱巴 朱巴 苏丹 

MYW Mtwara 马瓦拉 马瓦拉 坦桑尼亚 

MWZ Mwanza 姆万扎 姆万扎 坦桑尼亚 

TBO Tabora 塔波拉 塔波拉 坦桑尼亚 

ZNZ Kisauni 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 坦桑尼亚 

DAR International 尼雷尔 达累斯萨拉姆 坦桑尼亚 

TKQ Kigoma 基戈马 基戈马 坦桑尼亚 

JRO Kilimanjaro 乞力马扎罗 乞力马扎罗 坦桑尼亚 

LFW Lome 洛美 洛美 多哥 

DJE Djerba-Zarzis 查尔巴 查尔巴 突尼斯 

SFA Sfax Thyna 斯法克斯 斯法克斯 突尼斯 

TBJ Ain Draham 塔巴卡 塔巴卡 突尼斯 

TOE Tozeur 托泽尔 托泽尔 突尼斯 

TUN Carthage 突尼斯 突尼斯 突尼斯 

MIR Habib Bourguiba 莫纳斯提尔 莫纳斯提尔 突尼斯 

EBB Entebbe 恩德培 恩德培 乌干达 

FBM Luano 卢本巴希 卢本巴希 民主刚果 

LVI Livingstone 利文斯通 利文斯通 赞比亚 

LUN Lusaka 卢萨卡 卢萨卡 赞比亚 

NLA Ndola 恩多拉 恩多拉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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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行李 

1.行李准备 

出境前，对外投资合作企业通常会提供一份行李准备清单。下

面的清单可供参考： 

（1）有关证件、材料：健康证、黄皮书、护照、签证、邀请

函、培训证、证件用照片等； 

（2）衣物：根据目的地气候特点、自己工种及合同的期限，

准备好衣物； 

（3）适量日常生活用品：旅行茶杯、防晒用品、牙具及洗漱

用品等； 

（4）少量常备药品：可携带如感冒、消炎、解毒、防暑、降

压、晕机晕车晕船、防蚊虫外用药、降压药及创口贴等，为避免入

境时遇到不必要的麻烦，还应同时备齐药品相关的英文说明书（包

括药品成分），且务必了解目的地出入境违禁携带物品的相关规定； 

（5）零花钱：按国家有关规定换取少量外汇，以备支付旅途

中可能发生的费用； 

（6）工作用具：根据自己的需要及项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

酌情考虑是否携带自用工具； 

（7）个人信息卡：将护照资料页复印，复印件背后写上紧急

情况联系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将此页塑封做成“个人信息卡”； 

（8）行李箱：选择重量较轻、结实耐压、不易破损的行李箱，

并在行李箱上贴上标签，用中英文写上姓名、目的地、联系电话等； 

（9）其他：电源转换插头、手机及充电器、剃须刀、电脑、

银行卡、雨具、折叠伞、背包、亲友相册和中国特色的小礼品（中

VFA Victoria Falls 
维多利亚 

大瀑布 
维多利亚大瀑布 津巴布韦 

BUQ Bulawayo 布拉瓦约 布拉瓦约 津巴布韦 

HRE Harare 哈拉雷 哈拉雷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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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结、小荷包等）等。 

2.行李运输 

（1）随身行李携带规定 

随身携带行李，通常情况，每件行李体积不超过 20×40×55

公分（厘米），手提行李总重量不超过 5 公斤（11 磅）。如所乘坐

的公共交通工具所属运营机构，对随身行李有特殊限制规定的，按

照规定执行。一般建议小而贵重的物品（现金、证券、汇票、信用

卡、珠宝、相机）、急用物品（药品、钥匙、护照、旅行支票、商

务文件）、不可取代的物品（手稿、祖传物）、易碎品（眼镜、玻璃

容器）等物品需要随身携带，或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2）行李安全 

①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出行； 

②如必须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并妥善保管，

不要交运或委托他人保管； 

③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现金和贵重物品尽量随身保管，

不要放在远离自己的行李箱内； 

④如有人翻动行李，请自己要关心，防止他人错翻、错拿行李； 

⑤到达目的地后，请及时检查现金和贵重物品，如发现问题请

及时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3.托运行李 

（1）托运须知 

须凭有效客票托运行李。逾重行李，要按照超过免费行李额的

重量收取逾重行李费。托运行李必须包装完善、锁扣完好、捆扎牢

固，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能够在正常的操作条件下安全装卸和运输，

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①旅行箱、旅行袋和手提包等必须加锁； 

②两件以上的包件，不能捆为一件； 

③行李上不能附插其他物品； 

④竹篮、网兜、草绳、草袋等不能做为行李的外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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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行李上应有明显标示，写明本人姓名、详细地址、电话。 

（2）行李延误、损坏或丢失 

行李运输发生延误、丢失或损坏，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将

护照、行李牌交工作人员查验，复印留存，并告知对方本人联系方

式、后续行程和住宿地的名称、地址和电话。 

4．行李领取 

应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凭行李牌的识别联领取行李。必要时，

应交验客票。因许多行李很相似，从行李传送带上把确认的行李取

下来之后，要查看一下标签的名字和号码，以防拿错。 

如不慎遗失行李牌的识别联，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挂失。同时，

在随后领取行李时，应向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证明，并在领取行李

时出具收据。 

 

二、出入中国国境 

 

（一）出入境流程 

1.出境 

（1）到达机场，办理国际乘机手续，进行行李托运； 

（2）进入联检区，接受检验检疫、海关、边防、安检一系列

检查； 

（3）进入国际候机厅，准备登机。 

2.入境 

（1）登机口下机，进入国际到达通道； 

（2）进入联检区，接受检验检疫、边防检查； 

（3）提取托运行李； 

（4）接受海关检查； 

（5）进入到达迎客大厅。 

（二）检验检疫 

出入境时，要接受检验检疫机关的核查，尤其入境时，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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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检验检疫机关申请健康体检，对携带的动植物，要主动向检验检

疫机关申报并接受检疫。具体内容请参阅我国目前实施的《出入境

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请出入境人员严格遵守，以免因违规

携带物品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如出入境人员携带下列物品，应当申报并接受检验检疫机

构检疫： 

（1）入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2）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3）出境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4）出入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血液制

品等特殊物品； 

（5）出入境的尸体、骸骨等； 

（6）来自疫区、被传染病污染或者可能传播传染病的出入境

的行李和物品； 

（7）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接

受检疫的携带物。 

2．下列物品是出入境人员禁止携带的： 

（1）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 

（2）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

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3）动物尸体； 

（4）土壤； 

（5）《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

名录》所列各物； 

（6）国家规定禁止进境的废旧物品、放射性物质以及其他禁

止进境物。 

（三）边防检查 

1．中国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准出境： 

（1）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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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

罪嫌疑人的； 

（3）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 

（4）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出境、

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未满不准出境规定

年限的； 

（5）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

准出境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2．边检须知 

中国公民出入境时，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有效

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并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入境。 

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出境入境管理秩序的需要，必要时，出入

境边防检查机关可以对出入境人员进行人身检查。人身检查，一般

由两名与受检查人同性别的边防检查人员进行。 

（四）海关检查 

有关具体的出入境携带违禁物品的详细规定，可参见中国海关

网（www.customs.gov.cn）。 

1．我国禁止进出境物品 

（1）禁止进境物品 

①各种武器、仿真武器、弹药及爆炸物品； 

②伪造的货币及伪造的有价证券； 

③不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相关规定的印刷品、

胶卷、照片、唱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计算机存储介

质及其他物品； 

④各种烈性毒药； 

⑤各类毒品及使人成瘾的精神药物； 

⑥新鲜水果、茄科蔬菜、活动物、动物产品、动植物病原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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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及其它有害生物、动物尸体、土壤、转基因生物材料、动植物

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它应检物； 

⑦有碍人畜健康的、来自疫区的以及其它能传播疾病的食品、

药品或其它物品。 

（2）禁止出境物品 

①列入禁止进境范围的所有物品； 

②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手稿、印刷品、胶卷、照片、唱片、影

片、录音带、录像带、光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他物品； 

③珍贵文物及其它禁止出境的文物； 

④濒危的和珍贵的动植物（均含标本）及其种子和繁殖材料。 

2．需向海关申报的物品范围 

（1）入境携带物品 

入境携带有下列物品的，应在《海关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

单》（简称《申报单》）相应栏目内如实填报，并将有关物品交海关

验核，办理有关手续。 

①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生物、生物制品、人体组织、血液制品； 

②居民在境外获取的总值超过人民币 5000元（含 5000 元）的

自用物品； 

③非居民拟留在中国境内的总值超过 2000元（含 2000 元）的

物品； 

④酒精饮料超过 1500 毫升（酒精含量 12 度以上），或香烟超

过 400 支，或雪茄超过 100 支，或烟丝超过 500克； 

⑤人民币现钞超过 20000元，或外币现钞折合超过 5000美元； 

⑥分离运输行李、货物、货样、广告品； 

⑦其它需要向海关申报的物品。 

（2）出境携带物品 

出境携带有下列物品的，应在《申报单》相应栏目内如实填报，

并将有关物品交海关验核，办理有关手续： 

①文物、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生物物种资源、金银等贵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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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居民需复带进境的单价超过 5000元（含 5000元）的照相机、

摄像机、手提电脑等旅行自用物品； 

③人民币现钞超过 20000元，或外币现钞折合超过 5000美元； 

④分离运输行李、货物、货样、广告品； 

⑤其它需要向海关申报的物品。 

3．申报须知 

（1）没有携带应向海关申报物品的，无需填写《申报单》，可

选择“无申报通道”（又称“绿色通道”）通关； 

（2）携带有应向海关申报物品的，应当填写《申报单》，向海

关书面申报，并选择“申报通道”（又称“红色通道”）通关； 

（3）请妥善保管《申报单》，以便在返程时继续使用； 

（4）《申报单》所称“居民旅客”系指其通常定居地在中国关

境内的旅客； 

（5）不如实申报的人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免税政策 

（1）有关规定 

国家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因经济援助项目或承包劳务出境的人

员，在境外购买价值人民币 1000 元以上、5000 元以下（含 5000

元）的生活用品（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录像机、

微型计算机等）带入境时，海关根据务工人员在外天数，依照有关

规定计算免税指标。 

劳务人员和援外人员连续在外每满 180 天、远洋船员在外每满

120天，任选其中 1件免税；在外务工期满回国时最后验放期限不

满 180 天（船员 120 天），但超过 150 天（船员 90 天）的，也按

180天（船员 120天）验放。但同一种物品每公历年度内不得重复。 

（2）办理手续 

劳务人员在取得有关国家、地区入境签证后，凭外派单位出具

的证明、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本人护照，向有关海关办理进口免

税物品登记证（以下简称登记证）申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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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人员入境时，凭护照、登记证和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办

理免税手续。托带进境的物品，凭驻外外交机构开具的托带物品证

明、登记证和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办理验放手续。 

（五）安全检查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人及其行李必须经过安全检查。 

1．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包括： 

（1）枪支、军用或警用器械类（含主要零部件） 

（2）爆炸物品类 

（3）易燃、易爆物品 

（4）管制刀具 

（5）毒害品 

（6）腐蚀性物品 

（7）放射性物品 

（8）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 

（9）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携带、运输的物品 

2．禁止随身携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 

除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之外，其他可以用于危害公共

安全的菜刀、大剪刀、大水果刀、剃刀等生活用刀，手术刀、屠宰

刀、雕刻刀等专业刀具，文艺单位表演用的刀、矛、剑、戟等，以

及斧、锤、锥、加重或有尖钉的手杖、铁头登山杖和其他可用来危

害公共安全的锐器、钝器等。 

三、出入非洲各国国境 

我国公民主要通过非洲各地的国际机场出入各国国境。 

（一）出入境流程 

1.入境 

（1）登机口下机，进入国际到达通道； 

（2）进入联检区，接受检验检疫、移民检查站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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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取托运行李； 

（4）接受海关检查； 

（5）进入到达迎客大厅。 

2.出境 

（1）到达各国国际机场，办理国际乘机手续，进行行李托运； 

（2）进入联检区，接受海关、移民检查站、安全一系列检查； 

（3）进入国际候机厅，准备登机。 

（二）检验检疫 

在进入非洲各国时，请根据各国要求检验和防疫。部分国家可

能因您途经某些疫区内的若干天抵达机场时，需要获得疫苗接种证

书。如无法获得该证明，您将需要在进入非洲前，在机场医务室接

种相关疫苗并支付相关费用。 

（三）移民检查站检查 

1.入境 

入境时，你要向该国移民与关卡局官员出示护照、签证以及填

妥的出入境卡并办理相关手续。移民与关卡局官员在护照上加盖

“入境章”，并将护照和出境卡交给旅客后，即完成入境手续。移

民与关卡局官员有时也会要求旅客出示出境机票，或询问入境目的、

逗留期间行程安排等有关问题。 

2.出境 

出境时，在离境检查站出示护照及出境卡，移民与关卡局官员

加盖出境章。 

（四）安全检查 

乘机前，人员及其行李必须经过安全检查。 

1.登机禁止携带的物品 

（1）各种武器，包括仿制品或玩具； 

（2）爆炸物，包括烟火、火焰、玩具枪火药帽； 

（3）气体，包括压缩气罐、催泪瓦斯、梅斯催泪气体、辣椒

喷雾、家用喷雾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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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燃物，包括汽油、易挥发燃料、油漆、稀释剂、非安

全火柴、打火机、易燃胶水； 

（5）有毒物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 

（6）腐蚀性物质，包括电池、水银、清洁剂； 

（7）诸如磁性或放射性材料等其他危险品，诸如实验室诊断

样本等有毒或传染性物质。 

2.可随身携带或托运的物品 

（1）碳氢气体化合物卷发器（每人仅限一只），且其安全盖始

终位于加热器上； 

（2）可随身携带安全火柴或安全打火机（打火机含有可吸收

液体或液化气体燃料）。替换罐装品禁止携带登机。独罐装气体禁

止携带登机； 

（3）电池驱动轮椅只可视作托运行李，但请提前联系航空公

司了解可否给与特殊照顾； 

（4）随身行李规定指南中适用于随身行李中的液体、喷雾剂

和凝胶； 

乘客不得在身上或随身行李中携带任何锐器（例如，小刀、指

甲刀、裁纸刀、剃须刀、剪刀、螺丝锥、任何尖锐物品等）。如果

乘客需在旅行中携带此类物品，该物品将放在托运行李中。需要在

随身行李中携带诸如针头或注射器等医用物品的患病乘客可携带

此类物品，需出具相关医嘱。 

3.随身行李规定常规指引 

（1）液体、喷雾剂和凝胶必须放置在容积不超过 100 毫升的

容器中。盛放液体、喷雾剂和凝胶的容器如超过 100 毫升将不予接

受，即使未全部装满容器； 

（2）容器必须放置在不超过 1 升的透明重复密封塑料袋中。

此类容器应妥善放置在袋中，完全闭合； 

（3）每位乘客允许携带一只透明重复密封塑料袋，必须单独

摆放，便于在安全扫描点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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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品、婴儿食品和特殊食品除外。需在安全扫描点对此

类物品进行额外检查。 

四、中转 

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航班有直达航班，但大部分航班需要进行

中转。国际航班的中途停降是常有的情况，有时因加油需要，有时

因气候或飞机故障等。遇到飞机停降时，一是不要误以为抵达目的

地；二是要弄清楚停降时间；三是下飞机时要领过境卡，然后再凭

此卡上飞机；四是要携带好护照，机票等贵重物品和证件。 

到达中转地点后，不要随着到达目的地的其他旅客出机场，要

直接到办理中转手续处，用机票（行程单）领取下段衔接航班的登

机牌，继续旅行。领取登机牌时，要把在起点的托运行李牌交办事

员核对，以防因换乘飞机造成行李耽搁或遗失。在到达目的地的空

中旅行结束前，应妥善保存机票（行程单）和登机牌，以备中转或

临时降落后使用。 

国际上规定，如旅客在国际航线上任何一地停留 72 小时以上，

则视为中断旅行，如旅客拟利用已订妥的续程或回程座位，应最迟

在班机起飞前 72 小时，在继续旅行或回程地点向有关航空公司或

旅行社办理机座再次确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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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在非洲国家生活须知 

目前，在非洲地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主要是对外承

包工程项下的派出人员。 

一、衣、食、住、行 

（一）着装 

1．符合身份 

在涉外活动中，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不仅要明白自身的实际

身份，而且还要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一般来说，在外人员在不同

的场合会以宾主、官方或服务者的不同身份出现，但这三种身份有

各自不同的特点与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使着装符合自己的身份。 

（1）“宾主”是在外人员的第一重身份。就具体的工作而言，

在外人员要么是以主人翁的身份接待外国人，要么是以客人的身份

到海外去工作、学习或访问。充当主人时，在外人员的穿着打扮要

以高雅大方为基本特色；同时，还应注意适当地突出自身特征。这

既是一种国际惯例，又能体现自尊自爱。充当客人时，在外人员的

穿着打扮须注意如下三点：一是要入乡随俗，切勿触犯东道主的禁

忌；二是不要喧宾夺主，有意无意地过分突出自己；三是要尽量中

规中矩。 

（2）“官方”是在外人员的第二重身份。在外事活动中，在外

人员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我国政府、地方、企业的代表，这一官方身

份，要求在外人员的穿着打扮既要庄重，又要保守。庄重，主要是

要求在外人员的穿着打扮切忌轻浮与随便。保守，主要是要求在外

人员的穿着打扮避免过度时尚或前卫，必须有意识地与摩登、新潮、

怪诞、另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就会给人以不稳重、不成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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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可信任之感。 

（3）“服务者”是在外人员的第三重身份。不论资历如何、职

务有多高，在外人员都是在为国家努力工作，其工作具有鲜明的服

务性质。因此，在外人员的穿着打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与其服务

者的身份相背离，应以简约、朴素为主要风格。简约，要求穿着打

扮简单而实用，力戒繁琐与浮躁。朴素，要求在外人员不要与他人

进行攀比。按照这一要求去做，不仅有利于在外人员“轻装上阵”，

做好具体工作，而且还有利于在外人员在短时间内赢得各方人士的

信任。 

2．区分场合 

在外人员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穿衣打扮一定要与自己所处

的具体场合相适应。在不同场合里，应依照惯例使自己的穿衣打扮

有所变化。自己的穿衣打扮与其所处的具体场合不相适应，或者我

行我素都是不符合要求的。 

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着装要求，在公务场合、社交场合和休闲场

合着装应以庄重大方、朴实得体、整洁美观为突出特点，既要与职

业和出入场所相适应，又要与气候环境和自身形象相和谐。 

（1）公务场合原则系指在工作时间内，应着制服、套装、套

裙、工作服等职业装，应根据规定佩带工作牌；穿着职业装，不仅

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职业的一种自豪感、责任感，是

敬业、乐业在服饰上的具体表现；不允许穿牛仔装、运动装、沙滩

装、家居装等等；如有安全防护需求，还需要佩戴护具。 

（2）社交场合主要指会见、访问、宴会、晚会、聚会、庆典

等应酬交际场合，出席这类较为隆重、正规的社交场合，着装应讲

究。女士应突出时尚个性，可穿套装或当地传统民族服装，颜色以

高雅艳丽为宜；男士可穿颜色深一点的西装，加上白色衬衣和颜色

协调的领带。在一些气氛较活跃的社交场合，可穿着色彩、图案活

泼一些的服装，如花格呢、粗条纹、淡色服装，最好不要穿制服或

便装；参加一些喜庆场合活动，如欢度节日或纪念日、亲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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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欢会、出席婚礼、生日庆祝等，可穿着时尚潇洒、鲜艳明快的服

装；参加悲伤场合活动，如向遗体告别、出席葬礼、祭扫陵墓以及

慰问逝者家属等，着装应简洁素雅、严整肃穆。 

（3）休闲场合通常是指旅游、游园、运动等，参加这些场合

穿着应自然舒适、时尚潇洒，方便实用；可穿着休闲西服、夹克衫、

T 恤衫、运动服等，在搭配方面可自由发挥。但不宜穿过于正规。

同时，切忌穿着侮辱当地人民、政府及信仰的服装。 

（二）就餐 

1.集体伙食 

在境外工作，企业（或项目体）一般会根据员工人数多少来决

定是否开办集体食堂。企业（或项目体）会根据业主提供的当地国

家的副食品和蔬菜的物价来控制伙食费用标准；集体伙食一定要注

意食品卫生，严格把关，杜绝食物中毒现象；企业（或项目体）人

员要自觉遵守集体食堂管理制度，如有问题，可以提出或向上级领

导有序诉求，不可无理滋事。 

（1）雇主开办免费食堂 

在境外工作，企业（或项目体）一般会开办食堂，一天三餐免

费提供，但也请不要浪费粮食。 

（2）雇主按伙食标准配备食物原料 

企业（或项目体）在伙食费的开支上，一般会根据所在国的副

食品和蔬菜的物价来制定当地伙食费用标准。企业（或项目体）有

后勤管理人员负责采购副食品和蔬菜，由食堂炊事员来选配每日的

菜单供应。 

（3）雇主单列伙食标准支付当地货币 

在境外工作，有时人员少，企业（或项目体）如考虑开食堂的

成本高，可能会按每月人均多少伙食费的标准，折算成当地货币，

每月支付给员工自己解决伙食。 

2.个人伙食 

如果在境外项目前期，人员少或不具备开伙食的条件，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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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体）会按每月人均多少伙食费的标准，每月支付给员工自己解

决伙食。员工也可到所在国的餐馆谈好伙食标准，进行搭伙。 

3.外出就餐 

企业（或项目体）根据企业文化和员工凝聚力需要，有时会适

当组织员工到当地餐馆就餐，境外的餐馆一般都会有中餐馆和西餐

馆。 

（1）一般餐馆用餐 

在中餐馆就餐：现在世界各地一般都有各种风味的中餐馆；可

以安排一人一份的快餐，也可以大家一起吃圆桌菜。 

在西餐馆就餐：西餐基本上是每人一份，按各人喜好进行点餐

下单，待上菜后进食。 

（2）自助餐馆用餐 

在境外自助餐，一般是在宾馆酒店或中国大使馆和所在国政府

举办的大型国庆招待会和重大节日宴请。自助餐也分中式自助餐和

西式自助餐。中式自助餐的用具，一般是碗、盘子和筷子。供应的

有中式菜，中式点心和西式点心、咖啡、水果等。西式自助餐的用

具，一般是刀、叉、盘子。 

自助餐就餐注意： 

①不要用自己的提包或物品来占位置，应提前寄存； 

②拿取食物时，最好只拿一个盘子，帮别人拿取食物不合适； 

③取菜时需要排队，跟着队伍前进，轮到自己在摆菜桌取菜时

不要东挑西拣，取菜使用公共餐具（公夹、公筷等）； 

④往盘子里盛食物时，每次选 2-3种，估计自己够吃就行。不

能大量装走同一种菜，一次性把自己的餐盘装得满满的也是非常失

礼的； 

⑤不要把冷、热菜放在一个盘子里，每次拿取不同食物要换盘

子，用过的盘子或放到小桌上，或交给服务生； 

⑥取菜后迅速离开摆菜桌，在摆菜桌附近取菜时不要吃东西或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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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不要在摆菜桌旁吸烟，应在吸烟区抽烟； 

⑧如饮料或酒没喝完但不想再喝，请让服务员拿走杯子，不要

堆放在自己面前。 

（三）住宿 

1.集体宿舍 

（1）尊重他人 

在宿舍内不随便坐别人的铺位；未经允许，不能动用别人的茶

杯、饭碗、毛巾等物；有客人来访时，临时要借用其他舍友的东西，

必须事先打招呼，征得同意；不要乱动其他舍友的衣服、被子、枕

头等；特别注意，未经同意不要随意翻阅别人的书刊，更不能私阅

别人的信件、日记；开关门窗要顾及其他舍友；不要在别人的房间

里长时间逗留。 

（2）保持安静 

在宿舍内不要大声喧哗，做到开收音机轻、谈话轻、走路轻、

关门轻；用收音机、录音机及手机时特别要照顾其他舍友，必要时

请用耳机收听。 

（3）相互关爱 

宿舍里有患病的舍友，要尽力照顾，代为端茶、打饭菜；应问

寒问暖、陪同就诊等，使舍友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要注意宿舍公

共场所的文明礼貌；使用盥洗室要互敬互让；公共厕所要注意卫生。 

（4）注意安全 

在宿舍内禁止使用电炉、煤油炉、酒精炉、液化气罐等明火装

置；严禁在宿舍内使用取暖设备；不得在宿舍内煮饭、炒菜；要节

约用水、用电，杜绝长明灯、长流水；严禁私拉电线，私接电源。 

（5）清洁卫生 

在宿舍内，自己的房间要经常主动扫地、拖地板、擦玻璃，并

做到定期大扫除，使我们在清洁的环境里生活；时刻保持自己床铺

的整洁，衣服、枕套、被子、床单等要经常换洗；每天起身后要及

时叠被、整理；脱下的外套要挂起，鞋子放整齐；保持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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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晚间使用痰盂后要及时清洗。 

饲养犬类、禽类等动物，要注重保持清洁卫生；定期进行免疫

注射，不可因饲养动物而造成传染疾病。 

2.宾馆 

短期到境外出差或进行前期考察，单人或多人如需入住宾馆，

要严格遵守宾馆的住宿要求，同时注重自身安全： 

（1）贵重物品随身携带，离开房间时关好房门。如有贵重物

品而又携带不便，可交到服务台办理保管手续； 

（2）不要在酒店房间内使用电炉、电饭煲、电熨斗等，也不

要躺在床上吸烟； 

（3）易燃易爆品、放射性危险品是不能带进酒店的。嫖娼、

吸毒、赌博等行为也不允许； 

（4）住宿宾馆前一定要检查并熟悉该宾馆相对应的配套设施，

如防火防毒面具、应急手电筒、安全通道等等； 

（5）万一在宾馆内发生失窃，应尽快通知服务台并报警。 

3．公寓 

单人或多人如需入住公寓，应严格按照房产公司或房东的规定

使用。为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水电煤气这些生活上经常用的能源

和一些电器的使用方法，在使用前一定要向专人询问并正当操作，

以避免不必要的赔偿或者人身危害。注意入乡随俗，必须正确处置

生活垃圾。 

（四）交通 

1.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指在城市道路上循固定路线，有或者无固定班次时

刻，承载乘客出行的机动车辆。公共汽车时速一般在 20-30 公里，

不会超过 40 公里。 

2.地铁 

地铁、轻轨或短程市内轨道交通，大多统称地铁。 

3.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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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列车，简称铁道机车，俗称火车，是指在铁路轨道上行驶

的车辆，通常由多节车厢所组成。铁路上用于乘客运输的列车统称

为客运列车，客运列车根据快慢和运行周期，分为很多类别。 

4.公司通勤车 

公司通勤车指企业接送员工上下班的班车，不以盈利为目的，

通常有固定的时间和行驶路线，主要是为了方便人员上下班。一般

以大客车为主，也有小型的面包车、小轿车等。在遵循雇主或我对

外投资合作企业内部管理条例关于出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建议在

外人员尽可能乘坐公司配备的通勤车辆出行，文明有序乘车，并注

重出行安全。 

二、电话、银行 

（一）电话 

行前可事先了解好前往国家的话费，以及如何办理充值缴费和

退款的事宜。通常办理一张所在国电话卡比使用中国电话卡打国际

长途所产生的费用要低廉。同时，根据当地移动电话的使用规则与

费用标准，适时开通并使用当地的移动电话业务也是可以考虑的。 

在境外工作期间，项目上一般都会配有公共电话。随着公共事

业的发展，非洲部分地区能打通往我国国内的电话。 

（二）银行 

行前查看汇率可登陆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 

http://www.safe.gov.cn 等权威网站查询 

具体兑换以前往国银行所公布的为准 

三、其他生活常识 

（一）用电 

非洲地区国家的电源插座和电源接口类型与中国不尽相同，标

准也是不一而足。建议赴非洲地区的在外人员携带多用转换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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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注意电压标准。尽量使用当地电器。 

（二）垃圾处理 

根据驻在国当地法规及企业卫生管理要求，必须正确做好垃圾

处理或处置，不得随意丢弃，保持环境卫生。 

（三）在线信息支持 

1．电脑上网  

电脑上网主要内容包括上网、浏览、搜索、下载、电子邮件、

网络聊天与即时通信、网络视听、论坛与博客、网络游戏、电子商

务、网上购物等。 

2．手机上网 

手机上网是指利用支持网络浏览器的手机通过 WAP协议，同互

联网相联，从而达到网上冲浪的目的。手机上网具有方便性、随时

随地性，已经越来越广泛，逐渐成为现代生活中重要的上网方式之

一。在境外上网注意当地流量费用。 

3．网络安全 

在架设内部无线路由器时要注意设定密码，不要在公共区域或

不熟悉的无线网络段使用网络银行或传送敏感信息。 

4.政府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网站 

（1）中国商务部经济合作司 

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主要职能：起草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法律、法规，拟订相关部

门规章和保障、监管等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财政、金融、保险、

外汇、出入境等促进政策的建议；拟订并组织实施对外投资和经济

合作业务的发展战略及规划。 

依法核准境内企业对外投资（金融类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

制定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含境外就业）的资格标准

和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规范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经营秩序。 

监测、分析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运行情况，制定和完善对外直

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统计制度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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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研究、拟订重大战略性项目的规划布局和支持政策，统筹

协调项目实施。 

拟订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和年检办法、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分

级分类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指导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工作。 

开展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的多、双边交流与合作，建立相

关机制，商谈落实政府间合作项目；建立重点产业、企业联系制度，

指导重大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项目的实施。 

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境外安全保护和突发

事件处置工作；负责牵头外派劳务（含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

相关工作。 

指导、组织、协调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的相关工作。 

按有关规定牵头负责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相关工作。 

指导和管理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的相关培训工作。指导对

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促进工作。 

（2）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是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

从事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工程类投资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

和单位依法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代

表行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网址：http://www.chinca.org/ 

商会宗旨：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执行国家方针、政策，致力于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

工程类投资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 

商会职责：代表行业利益，表达行业意愿。参与相关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向政府反映会员的合

理建议。代表行业进行对外交涉，维护会员企业及劳务人员的合法

利益。 

实施行业自律，维护经营秩序。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和公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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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会员业务和会员关系，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和社会责任建设，维护

国家利益，维护经营秩序，保护公平竞争。 

开展专业服务，满足企业需求。开展行业研究，提供信息、咨

询、培训服务，协助企业解决业务问题，组织市场考察和开拓活动。 

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同行合作。代表本行业参加国际同行业组

织，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地区、国家同行业组织

建立联系，促进行业的国际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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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赴非洲部分国家安全须知 

一、生活安全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防范，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中资

企业在外人员在非洲地区进行投资活动和承包工程的重要工作。 

（一）居住安全 

一般来说，各工程项目一般有固定营地，会雇请当地持枪保安

人员，以确保安全。 

（二）出行安全 

一般而言，项目管理方会为出行做统一安排并提供安全保卫。

在个人出行时，白天不要一个人到安全状况很差的街区去；晚上，

人再多也不能到这些街区去。如必须去这些街区，要预先告诉团队

管理人员或一个认识的人。 

不要佩戴贵重首饰或携带大量现金，但又要携带足够数量的现

金，并装入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钱包，以便在紧急时刻安抚坏人。 

开车时必须关闭车窗并锁紧，不要在座位上放置任何东西，堵

车时尤其要保持警惕。晚上开车时要特别注意红灯和十字路口，尽

量避免在这些地方停车。 

要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如有疑点，立即变换行车路线，并立

即通知保安寻求救援。要经常变换从工作单位到自家的行车路线，

离开银行时更要万分警惕。 

到达工作单位时，要特别注意附近停靠的车辆，特别是坐着人

的车辆。离开办公室或者饭馆时，也要保持相同的警觉。 

避免天黑后出行，更要避免独自一人旅行。要去西南部地区或

者是靠近利比里亚边境地区时，一定要事先了解那里的形势，因为

那里有部族冲突及战争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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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外人员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如需要现金可以到项目

上支取，如果随身携带尽量分开装，并要注意不被当地司机保安等

知晓。 

二、工作安全 

在非洲驻在国工作期间，特别要注意自身工作安全，遵循所在

工作企业的安全操作规章制度，是确保工作安全的首要前提和基本

保障。请在工作中牢记“安全第一”。如果发现问题，应及时向企

业负责人提出。工作时，请严格按规程操作，切莫疲劳作业。 

如不慎发生工伤事故，可申请相应的保险补偿。如与雇主发生

工资或合同纠纷，请及时向当地劳动部门申告，使馆可为您维权提

供咨询和协助。 

三、突发事件应对 

（一）当发生恐怖袭击、严重自然灾害、政治动乱等紧急情况时： 

1.应立即与就近的中国驻该国使（领）馆取得联系，以获得最

新相关信息并进行注册登记。如您家人与您失去联系，请您立即与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以获得最新相关信息，并提供您

家人详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以便使（领）馆协助查找。使（领）

馆将在必要及可能时协助中国公民（含死伤人员）撤离危险区域（注

意：不一定是回国）；  

2.应保留好自己的重要证件和记录，包括护照、出入境记录、

保险和银行记录等，并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  

3.应检查护照、签证是否有效，如需更新护照请即到使（领）

馆办理；  

4.应将存放家中或随身携带的重要证件和资料双备份，以防万

一。同时要保证自己驾驶的汽车安全及行驶正常，并储备必要的食

品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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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要消极等待。如尚有安全方式离开，应立即行动。 

（二）当在境外发生交通、工伤等事故时 

如您在境外遇到交通或工伤事故，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或通

知雇主，并要求通知您的亲友或中国驻该国使（领）馆。您可要求

领事官员敦促所在国当局惩办肇事者，或协助您通过法律途径或向

保险公司（如您已投保）争取赔偿。 

（三）当受到犯罪分子侵害（包括性侵害）时 

您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告，并索要一份警察报告复印件。您还

应当与律师或医生（如需就医）联系，也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

馆反映情况。领事官员可以向您提供以下帮助：安排适当人员（如

有性别要求）听取您的受害情况并承诺保护您的个人隐私；敦促警

方尽快破案；了解案件进展情况；向您提供律师和翻译的名单；推

荐合适的医院；补发丢失或受损的旅行证件；协助您与家人、朋友

或雇主联系；寻求当地社会救助。但是，领事官员不能调查案件，

不能代替您出庭，不能充当翻译，也不能替您支付律师费、医疗费

或其他相关费用。 

（四）当持有效护照及签证在目的地国入境、出境或过境受阻

时 

首先，应向该国主管部门如实说明入出境或过境事由，同时了

解受阻原因。如您不懂当地语言，有权要求对方提供翻译服务。如

果您的请求仍然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可要求与中国驻该国使

（领）馆联系，寻求帮助。我领事官员将向有关当局了解情况，视

情反映您的要求，或进行必要交涉，但不能保证您一定会被放行。

如交涉未果，应理智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决定；如确实受到对方不

公正对待，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以便日后诉诸法律解决。 

（五）相关处置经验 

在受到外人武器攻击时，不要反抗或试图保护自己（如携带武

器），不要作任何动作或手势，因为有可能被误以为是反抗行动，

从而招致攻击者开枪。同时要注意攻击者的特征，以便事后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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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要喊叫。要毫不犹豫地、迅速地将歹徒索

要的东西给他们。一般情况下，歹徒只是要你的财物：汽车、首饰、

手机、现金等。除歹徒特别想要的 4×4 四轮驱动越野车外，多数

牌子的汽车事后都能找回来。 

一般情况下，你可能面临两类歹徒：一是专业抢劫者，他们往

往有较强的自控力；另一类是“小流氓”，往往是酗酒或吸毒以后

作案，其行为方式难以预料。面对后者，他们通常是急匆匆作案，

因此最好是毫不犹豫地顺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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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赴非洲国家健康须知 

一、现代健康 

（一）概念 

现代健康的含义并不仅是传统所指的身体没有病而已。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的解释：健康不单单指一个人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同

时也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 

（二）标准 

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内

容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

道德健康、环境健康等。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生最宝贵的财

富之一；健康是生活质量的基础；健康是人类自我觉醒的重要方面；

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有着丰富深蕴的内涵。 

（三）亚健康 

亚健康是一种临界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虽然没有明确

的疾病，但却出现精神活力和适应能力的下降。如果这种状态不能

得到及时的纠正，非常容易引起心身疾病。亚健康即指非病非健康

状态，这是一类次等健康状态，是介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故

又有“次健康”、“第三状态”、“中间状态”、“游移状态”、“灰色状

态”等的称谓。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质性病变，但是有一些功

能改变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我国称为“亚健康状态”。 

二、生理健康 

（一）评估与保护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7%BB%84%E7%BB%87&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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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体健康的十条标准 

精力充沛，处事乐观，睡眠良好，适应能力强，能抵抗一般疾

病，保持标准体重，眼睛明亮，牙齿完整，头发有光泽，肌肉、皮

肤弹性好。 

2.有害健康的八种行为 

吸烟，饮酒过量，不恰当的服药（包括不按医嘱服药），缺少

经常的体育锻炼或突然运动量过大，热量过高或多盐、饮食无节制，

不接受科学合理的医疗保健，对社会压力产生适应不良的反应，破

坏身体生物节奏的生活。 

3.自我保健方法 

加强体质锻炼，保持合理营养，适当睡眠与休息，控制调节不

良情绪，预防心理刺激，进行健康心理训练，养成良好的生活与卫

生习惯，及时早期治疗疾病。 

4.酗酒的害处 

酒精中毒，诱发胃炎、肝炎、高血压、心脏病，浪费金钱，易

出事故。 

（二）常见的身体健康危害 

身体健康，特别是没有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的疾病，才适合跨境

长途旅行，才能适应境外较高的劳动强度与苛刻的工作环境。按我

国相关规定，不符合出入境健康要求的劳务人员，均不得出国务工。 

境外务工群体由于长期的集体生活，劳动强度大，综合素质相

对不高，公共卫生意识较差，个人卫生防护程度低等因素，往往极

易患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主要的高

发性疾病有：旅行者腹泻、疟疾、肝炎、伤寒、肺结核、性病、艾

滋病、血吸虫病、狂犬病、霍乱、酒精及食物中毒、感冒、胃炎等。

如果明知自己患病却不去体检和进一步治疗，是对自身健康、家庭、

社会甚至雇主都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另外，还有很多危害务工人员身体健康的危险源，包括交通事

故、动物及昆虫等叮咬损伤、高原反应、高温高湿环境、电离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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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有毒化学物质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提高个人防范

意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三）其他注意事项 

近年来，境外卫生及移民部门对入境人口健康检查的要求日趋

严格，我国务工人员成为其重点关注人群。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

门提醒即将赴境外务工的相关人员，涉外健康体检与签证工作是一

项政策性、技术性和科学性都比较强的工作，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和

务工人员都要从认真填写前往国家名称、出国类别等基础信息做起，

积极听取我国各地保健中心咨询医师的建议，对常规体检要求之外

增加的项目以及签证要求，要予以积极配合和充分理解；体检后目

的国家如有变更，应及时与检验检疫部门联系，以明确是否需要增

加体检项目或附加证明，以免签证时效受影响，甚至产生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保健中心，对境外务工人员健康评估的基本前提是“健康无碍

出国劳务，出国劳务无碍健康”。《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有医

生建议一栏，保健中心的主检医生将综合务工人员的身体状况、所

从事的工作、所到国家及合同的要求等情况后作出“当前健康状况

适合劳务”、“当前健康状况不适合劳务”、“建议暂缓，治疗后劳务”、

“建议不出国劳务”、“患有禁止出入境疾病，禁止出国劳务”等健

康评估。对于出国人员发现患有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及其他传

染病者，不签发《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只出具健康检查记

录表。 

（四）拒绝毒品 

1.毒品 

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政府管制的

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毒品的类别 

（1）吗啡型药物，包括鸦片、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和罂粟

植物等最危险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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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卡因和可卡叶； 

（3）大麻； 

（4）安非他明等人工合成兴奋剂； 

（5）安眠镇静剂，包括巴比妥药物和安眠酮； 

（6）精神药物，即安定类药物。 

3.毒品共同特征 

（1）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制性地使吸食者连续使用该

药，并且不择手段地去获得它； 

（2）连续使用有加大剂量的趋势； 

（3）对该药产生精神依赖性及躯体依赖性，断药后产生戒断

症状； 

（4）对个人、家庭、社会都会产生危害性结果。 

4.远离毒品，做到“十不要” 

（1）不要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而以吸毒消愁解闷； 

（2）不要放任好奇心。如果好奇而以身试毒，一试必付出惨

痛代价； 

（3）不要抱侥幸心理。吸毒成瘾，试一下将会悔恨终生； 

（4）不要结交有吸毒、贩毒行为的人。遇有亲友吸毒，一要

劝阻，二要回避，三要举报； 

（5）不要在吸毒场所停留。身处毒雾缭绕的地方实际是不自

觉吸毒，千万不可停留； 

（6）不要听信吸毒是“高级享受”的谣言，吸毒一口，痛苦

一生； 

（7）不要接受吸毒人的香烟或饮料，因为他们可能会诱骗你

吸毒； 

（8）不要听信毒品能治病的谎言，吸毒摧残身体，根本不可

能治病； 

（9）不要虚荣，以为有钱人才吸得起毒。吸毒是一种愚昧可

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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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要盲目仿效吸毒者，也不要崇拜吸毒的“偶像”，这

种赶时髦的心理既幼稚又糊涂。 

三、心理健康 

（一）心理健康标准 

1.有适度的安全感，有自尊心，对自我的成就有价值感； 

2.适度地自我批评，不过分夸耀自己也不过分苛责自己； 

3.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适度的主动性，不为环境所左右； 

4.理智，现实，客观，与现实有良好的接触，能容忍生活中挫

折的打击，无过度的幻想； 

5.适度地接受个人的需要，并具有满足此种需要的能力； 

6.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的动机和目的，能对自己的能力作客

观的估计； 

7.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个人的价值观能适应社会的标准，

对自己的工作能集中注意力； 

8.有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 

9.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需要改变自己； 

10.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在不违

背社会标准的前提下，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既不过分阿谀，也不过

分寻求社会赞许，有个人独立的意见，有判断是非的标准。 

（二）心理平衡疗法 

1.认知疗法 

主要改变心理健康问题者对心理问题的原因的认识，探寻解决

问题的应对方法。 

2.行为改变治疗 

（1）自我认可法。重建对自我的认可，可获得安心，建立安

全感； 

（2）重建对他人的认可和理解。学会更好的与人相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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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心，对他人不再强求； 

（3）建立对现状的认可。认识到事物的变化的自然规律，遵

循自然规律，认识到量变到质变的辨证原理； 

（4）打破束缚和规定。打破自我强求，和对他人的强求，重

获自由的心态； 

（5）平等对待，建立平常心。主要用于改变急于求成的急躁

心态，做能做的事，平等对待事物变化的整个过程，是对自然变化

过程的认可； 

（6）可塑性、兼顾性、容纳性、良好适应性恢复训练。用于

学会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7）巩固辅导，最后达到习惯成自然。达到自由的境界，就

像回归婴儿状态。 

（三）不良思想情绪处理 

1.转移：当情绪出现抑郁、愤怒、暴躁时，要学会转移自己的

注意力。不要让自己沉溺于不良情绪之中，而是让自己的注意力都

转移到能让自己开心愉快的事情上面去； 

2.宣泄：宣泄对于情绪的管理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也要注

意如何去运用宣泄。宣泄不是大喊大叫，而是通过和工友交流、与

家属电话沟通等方式来将自己的情绪进行释放，不要让不良情绪压

抑在心中，影响自己； 

3.弱化：试着用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去弱化你的情绪。尽

可能的做到对刺激事情不听、不看、不感觉、不联想、不思考、不

记忆； 

4.宽容：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原谅了别人也就

饶过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因为你对别人宽容的同时，你

也在对自己宽容。 

（四）健康心理培养 

对自己不苛求；对亲人期望不要过高；不要处处与人争斗；暂

离困境；适当让步；对人表示善意；找人倾诉烦恼；帮助别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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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娱乐；知足常乐。 

四、社会适应性与人际交流 

（一）社会适应性 

1.定义 

社会适应性是新时期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

人类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人为地改变周围的环境来创

造和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标准 

社会适应性标准有两层含义： 

（1）以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否严重违背一定社会公认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为标准。如果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与一定

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相比较，显得过于离奇，不相适应，

不为常人所理解、所接受，对其本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都会产

生不良影响，那么这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就被认为是异常的，不健康

的。比如，一个成年人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欣喜若狂。其心理和

行为与其年龄、身份和社会规范明显不符，不能为社会所理解、所

接受，对其本人和社会都有害，而其本人却不以为然，完全没有羞

耻感，这就是心理异常的表现。 

（2）以某个人一贯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为依据。比如，一

个人一向乐观开朗、活泼好动，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逐渐变得抑郁寡

欢、沉默少语，甚至绝望轻生；或者相反，一向沉默寡言，喜静不

喜动，突然间一反常态，变得十分活跃，表现欲望十分强烈，夸夸

其谈，口若悬河，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如此等等都表明这个人的心

理和行为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形成了病态心理。 

（二）人际关系交往 

1.定义 

人际关系指人与人之间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是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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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情感联系，是通过交往形成的心理

关系。 

交往是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相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从主观方面来讲，人的交往是人类的一种机能；

从客观方面来讲，人的交往是人存在的方式。 

2.原则 

（1）尊重原则 

尊重包括两个方面：自尊和尊重他人。自尊就是在各种场合都

要尊重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要自暴自弃；尊重他人就是要尊

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人格和价值。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得

到别人的尊重。 

（2）真诚原则 

只有以诚待人，胸无城府，才能产生感情共鸣，才能收获真正

的友谊。没有人会喜欢虚情假意。 

（3）宽容原则 

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甚至产生一些

矛盾冲突。这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宽容别人，不斤斤计较，正所谓退

一步海阔天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先犯我，礼让三分。不要

因为一些小事而陷入人际纠纷，浪费时间，得不偿失。 

（4）互利合作原则 

互利是指双方在满足对方需要的同时，又能得到对方的报答。

人际交往永远是双向选择，双向互动。你来我往交往才能长久。在

交往的过程中，双方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既要考虑双方的共同利

益，又要深化感情。 

（5）理解原则 

理解是成功的人际交往的必要前提。理解就是我们能真正的了

解对方的处境、心情、好恶、需要等，并能设身处地的关心对方。

善解人意的人，永远受人欢迎。 

（6）平等原则 

http://baike.baidu.com/view/541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1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11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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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交往应做到一视同仁，不要爱富嫌贫，不能因为家庭背景、

地位职权等方面原因而对人另眼相看。平等待人就不能盛气凌人，

不能太嚣张。平等待人就是要学会将心比心，只有平等待人，才能

得到别人的平等对待。 

（7）信用原则 

“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非君子”。要取信于人：第一，

要守信，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第二，要信任，不仅要信任别人，

而且要争取赢得别人的信任；第三，不轻易许诺；第四，要诚实，

答应别人的事要尽量做到，做不到的要讲清楚，以赢得对方的理解；

第五，要自信，给别人以信赖感和安全感。 

3.秘诀 

（1）感情愉悦 

大家彼此喜欢和对方交往，并能从交往的过程中有所收获，交

往就得以良性循环下去。如果交往变成了负担，变成了没有意义的

纯粹是浪费时间的活动，那这样的交往不会长久。 

（2）价值观相似 

交往的过程中，彼此的价值观相似，不仅可以得到支持和共鸣，

而且可以预测对方的行为倾向，这样，双方就比较容易适应。价值

观相似到了交往的后期起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因为价值观的分歧而

最后分道扬镳。 

（3）慎重给人提建议 

在别人没有征求意见的时候提建议，有些人会拒绝采纳建议，

无论这些建议有多好，或者自己的初衷有多高尚。如果坚持这样做，

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

试图解决别人的问题上，这也包含自己的配偶、朋友和工作上的伙

伴，这种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做法，等于是在说他们没有能力做

好这件事。 

（4）善于倾听别人说话 

这一点很关键。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认真仔细地听别人说话，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8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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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和领会别人想要表达的思想，以及说话的目的，

这样自己就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能够很好的与人交流

和沟通，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换位思考 

做什么事都要换位思考。遇到事情时，不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从对方出发，想想如果这样做了对方会如何想，对此引

发的后果，这样我们就能够想清楚，把事情做到最佳。假如对方是

自己的领导就更应该注意这一点，但是前提必须把自己的思维上升

一个高度，假如自己是领导，希望自己如何去做，会产生什么样的

效果，得与失都能想明白，做事能够得当合适。养成这样的思维习

惯，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就能轻松自如和恰到好处。 

4.技巧 

（1）交谈的技巧 

一次成功的交谈不仅取决于交谈的内容，而更多的是取决于交

谈者的神态、语气和动作等。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说出会有

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交谈的时候要表示友善之心，不要盛气

凌人。同时，不要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应给别人说话的机会。更不

能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忽视别人的感受。 

（2）聆听的技巧 

聆听也是一门艺术。聆听需要我们耐心地倾听，同时要有适当

的反应。这时应当注意集中精神，表情自然。经常与对方交流目光，

适当地点头，或是用微笑来表示你很乐意倾听。这样，别人才更有

信心的继续讲下去。如有疑问，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

问题，这样，对方会感到你对他的话很重视。 

（3）“三 A”法则 

美国学者布吉林教授等人，曾经提出一条在人际交往中成为受

欢迎的人“三 A”法则。 

第一个 A(Accept)：接受对方 

第二个 A(Appreciate)：重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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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 A(Admire)：赞美对方 

5.交往中易犯的 10个错误 

（1）不做自我介绍。无论何种场合，相互认识是进一步交流

的前提。主动自我介绍是避免尴尬的关键点之一； 

（2）接电话时不回避。在公共场合，大声打电话会特别显眼、

甚至招人厌。最好先道歉并把音量放小声点，这是避免他人反感的

不二法宝； 

（3）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聊天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

自己身上引，往往给人以自恋、爱显摆，留下不好的印象； 

（4）对待服务人员态度粗暴。态度是良好沟通的前提，无论

他人是什么身份，粗暴的态度、自以为是的神情，只会让人觉得这

个人不可理喻； 

（5）总是迟到。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迟到虽然能找借口蒙

混过关，但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不重视这段关系。次数一多，感情也

会打折扣； 

（6）不让座。让座给更需要的人，是最基本的人性表现。如

果光想着让自己舒服一点，会在不知不觉中，给人留下自私、冷漠

的印象； 

（7）争账单。出手大方会让人觉得你很热情，但没必要死磕。

有人建议 AA 制时，不要你争我抢、争得面红耳赤，否则下一次大

家可能不敢在一起娱乐了； 

（8）占用公共设施。如果“没事占茅坑”，比如在公园占着

健身器械当椅子坐、随处放东西、擦抹汗渍等，这些小动作只会惹

人反感； 

（9）双手抱胸前。说话时双手抱于胸前，会让人感觉你对他

是有防备的、想拒绝他，让人觉得不被信任； 

（10）小动作太多。说话时总是敲手指头、挖耳朵、玩指甲等，

会让人感觉你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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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德健康 

把道德修养纳入健康的范畴，是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定义的

新发展。道德健康是健康标准的第一要素，健康应“以道德为本”。

“道”既是指人在自然界及社会生活中待人处世应当遵循的一定规

律、规则、规范等，也是指社会政治生活和做人的最高准则。“德”

是指个人的品德和思想情操。可以说，道德是人类所应当遵守的所

有自然、社会、家庭、人生的规律的统称。违反了这些规律，人们

的身心健康就会受到伤害。 

道德健康的内容包括：健康者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

的需要，具有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等是非观念和

能力，能按照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想和

行为。 

把道德纳入健康范畴是有科学依据的。巴西著名医学家马丁斯

研究发现，屡犯贪污受贿的人易患癌症、脑出血、心脏病和精神过

敏症。品行善良，心态淡泊，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心胸坦荡，则

会心理平衡，有助于身心健康。相反，有违于社会道德准则，胡作

非为，则会导致心情紧张、恐惧等不良心态，有损健康。试看，一

个食不香、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者，何以能谈健康！据测定，这

类人很容易发生神经中枢、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其免疫系统的防

御能力也会减弱，最终会在恶劣心态的重压和各种身心疾病的折磨

下，早衰或者早亡。 

 

六、非洲地区常见的传染性疾病 

非洲地区常见的传染病主要有艾滋病、疟疾、霍乱、黄热病、

拉沙热、非洲锥虫病等二十多种。依据 WHO（世界卫生组织）近年

来的报告及相关资料，主要介绍下列几种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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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艾滋病 

非洲是全球最早发现艾滋病的地区之一，也是受艾滋病威胁最

为严重的大洲。二十多年来，非洲各国为抗击艾滋病做出了不懈的

努力。然而，这片大陆上艾滋病蔓延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艾滋病又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

美国在 1981 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 

主要传播途径为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传播。感染初期可出现类

感冒样或血清病样症状，然后进入较长的无症状感染期，继之发展

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前期，最后发生各种严重机会性感染和恶

性肿瘤，成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其感染可分为以下三种： 

无症状 HIV 感染者常无任何症状及体征。 

急性 HIV感染者常出现发热、乏力、咽痛、全身不适等上呼吸

道感染症状。个别有头痛、皮疹、脑膜炎或急性多发性神经炎。颈、

腋及枕部有肿大的淋巴结，类似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肝脾肿大。 

艾滋病患者常出现原因不明的免疫功能低下。持续不规则低热

超过一个月；原因不明的全身淋巴结肿大；慢性腹泻每日多于 4

－5 次；3 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 10%。中青年患者有突发的咳嗽、

气短、血氧分压下降的肺功能衰竭，要考虑卡氏肺囊虫肺炎。合并

有口腔念珠菌感染，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弓体虫病，隐球菌

脑膜炎，活动性肺结核，淋巴瘤等，还可出现卡波济氏肉瘤。 

（二）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疟原虫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传染病。是一

个世界性广泛流行的疾病，主要流行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在非洲、

东南亚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疟疾十分流行，恶性疟死亡率极

高。目前全世界每年有病人超过 1亿人，其中约 100万人死于疟疾。 

传染源：疟疾的传染源是现症病人及无症状带虫者。 

传播途径：在自然条件下，疟疾传播媒介为按蚊。输血和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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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传播亦为传播途径。 

潜伏期：间日疟一般为 13－15 天；三日疟一般为 21－30 天；

恶性疟一般为 7－12 天；卵形疟一般为 13－15 天。感染原虫量、

株的不一，人体免疫力的差异，感染方式的不同均可造成不同的潜

伏期。 

疟疾的典型发作：可分为前驱期、寒战期、发热期和出汗期。 

前驱期：少数病人有全身不适、疲倦、头痛等。 

寒战期：病人先有畏寒感，然后出现寒战。 

发热期：体温迅速上升至 39－40°C，伴剧烈头痛，全身酸痛，

乏力，恶心、呕吐等。 

出汗期：体温达高峰并持续一段时间后，即随之大量出汗，衣

褥全湿，体温降至正常或更低。 

疟疾的凶险型：可引起疟疾患者死亡，主要发生于恶性疟。表

现为脑型疟疾、急性血管内溶血（黑尿热）、过高热型、胃肠型疟

疾等。 

治疗：疟疾发作时应卧床休息，寒战时应保暖。高热、头痛可

给予物理降温，必要时可给予少量镇痛药。饮食应为流食或半流食。

常用抗疟药有氯喹、青蒿素、甲氟喹、奎宁等。 

预防：目前没有预防疟疾的特效药，所以防治主要是要控制好

传染源，防止被蚊子叮咬是首要的预防疟疾的措施。 

没有哪种药物预防是 100%有效的，即使服用防疟药物也可能

会感染疟疾。采用口服抗疟药预防疟疾时，一定要保证全程按时服

药，不仅在疟疾流行区停留期间定时服药，而且在离开疟疾流行区

后还要持续服药 4周。 

疟疾的潜伏期一般为 7-40 天，少数可达一年以上，如温带地

区有所谓长潜伏期虫株，可长达 8－14 个月。有一定免疫力的人或

服过预防药的人，潜伏期可延长。所以，回国后的一年内都应该保

持警惕。如从疟源区回国后，出现发烧、畏寒等症状，要去地级及

以上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做检测，并及时去专业的治疗机构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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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霍乱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

是亚洲、非洲大部分地区腹泻的重要原因，属于甲类传染病。典型

患者由于剧烈的腹泻和呕吐，可引起严重脱水而导致周围循环衰竭

和急性肾衰竭，治疗不及时常易死亡。 

大多数感染没有症状（即，不会导致疾病），轻微的病例只有

腹泻症状。严重病例表现为大量的水样腹泻，伴有恶心和呕吐，并

迅速出现脱水。严重未经医治的病例，几个小时内就可由于脱水引

发的循环衰竭而死亡。 

典型病例的病程可分为以下三期： 

泻吐期：绝大多数以急性剧烈腹泻和呕吐起病。此期有少数病

人因腹直肌痉挛，胆道痉挛而出现腹痛。初期大便呈黄色粥状，泥

浆样或水样，可含粪质，过后可迅速变为米泔水样或透明水样，无

粪臭，微带糖味或鱼腥味，内含大量粘液。本期大约持续数小时至

1 至 2天，然后进入脱水期。 

脱水期：由于剧烈腹泻，呕吐，导致大量水、电解质的丢失和

血容量的减少，血液浓缩。患者可迅速出现脱水，周围循环障碍，

体内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钠血症）及泌尿系统的改变。病人

神志淡漠、表情呆滞或烦躁不安，儿童可有昏迷。口渴、声嘶、呼

吸增快、耳鸣、眼球下陷、面颊深凹、口唇干燥、皮肤凉、弹性消

失、手指皱瘪等。肌肉痉挛多见于回肠肌和腹直肌。腹舟状，有柔

韧感。脉细带或不能触及，血压低。体表体温下降，成人肛温正常，

儿童肛温多升高。此期大约持续数小时至 2－3天。 

恢复期：经过治疗，脱水得到及时纠正后，大多数患者的腹泻

次数可逐渐减少或停止。体温回升，尿量增加，脱水症状减轻及至

消除。在恢复期，约有 1/3 的患者可出现发热，这可能与循环改善

后，肠腔内残留的毒素被吸收有关，或由于过敏反应所致。恢复期

约 1至 3天，少数患者可持续 4－5天，甚至更长。 

早期发现及时诊治，维持水及电解质平衡，采取支持疗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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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抗生素的应用，此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四)黄热病 

黄热病是一种由受感染的蚊虫传播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疾病。经

伊蚊传播，临床特征有发热、剧烈头痛、黄疸、出血和蛋白尿等。

病名中的“黄”是指影响一些患者的黄疸。高达 50%的感染严重病

例若不经治疗，会死于黄热病。该病毒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热带地区

流行，加起来涉及逾 9亿人口。 

近年来，由于人群对疾病感染的免疫力下降、砍伐森林、城市

化、人口流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黄热病病例数呈增加趋势。 

对黄热病没有特效治疗方法。仅根据症状来治疗，目的是减轻

症状，缓解病人的不适感。 

疫苗接种是预防黄热病最为重要的方法。黄热病疫苗安全高效、

价格合理。一剂黄热病疫苗足以达到持续免疫、终生防护的效果，

不需要加强剂量疫苗注射。接种人群中 99%在注射 30 天内就获得

有效免疫力。 

（五）埃博拉出血热 

埃博拉出血热是一种由于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引起的罕见的、突

发性、烈性传染病，病死率可达 50%—90%。1976 年，在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苏丹南部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所致疫情。2014 年，埃博

拉出血热再次在非洲西部地区爆发。 

接触传播是埃博拉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当健康人接触到埃

博拉病人和被感染动物的尸体、血液、呕吐物、体液、分泌物、排

泄物及其污染过的环境或物品时，容易被感染。其潜伏期为 2—21

天，一旦发病可在 24小时内死亡。 

埃博拉出血热的典型症状和体征包括突起发热、极度乏力、肌

肉疼痛、头痛和咽喉痛。随后会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皮疹、肾

脏和肝脏功能受损，严重病例可出现无黄疸型肝炎和胰腺炎，及内

出血和外出血。埃博拉病毒感染只有通过实验室检测才可确认。 

截至 2014 年，尚无有效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为便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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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应当与其他病人隔离开

来，并由采取了严格感染防护措施的卫生工作者对其进行治疗。男

性在康复后仍可在长达 7 周的时间内通过其精液将病毒传给性伴。

因此，要避免与痊愈少于 7周的病人发生性关系。 

疫情发生地的劳务人员应注意做好自身相关的预防措施。出发

前可以向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咨

询，或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http://www.aqsiq.gov.cn）卫生

检疫与旅行健康专栏，了解疫情国家或地区的疫情和预防方法。避

免与受感染的人、动物，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接触，尤其注意

避免出席葬礼和到诊所、医院等病人聚集的地方。不要有握手等皮

肤接触行为，不用公共杯、盘、碗等生活用品。一旦接触疑似病人

的血液、呕吐物、分泌物或排泄物，应立即用肥皂水清洗。在当地

生活购买肉制品，一定要符合卫生标准，煮熟后食用。如出现发烧、

头痛、关节和肌肉疼痛、喉咙痛等症状，及时就医，防止疫情扩散

和传播。 

曾到过疫情发生国家或地区的劳务人员，回国途中如有相关不

适症状，应及时告知空乘人员，入境时要主动向我出入境检验检疫

人员申报，应积极配合体温检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

排查等。无症状者在入境后，建议居家自我隔离 21 天，做好自身

医学观察，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当立即就医，并向医生说明近期

的旅行史，以便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 

（六）拉沙热 

拉沙热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在几内亚（科纳克里）、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部分地区流行，但在其它西非国家也可能存在。

拉沙热无前驱症状，起病隐匿。症状为身体不适、发热、头痛、咽喉

痛、咳嗽、恶心、呕吐、腹泻、肌痛，以及胸腹痛；咽喉和结膜炎症

和渗出；热型为稽留热或驰张热。严重的病例可发生低血压或休克、

胸膜渗出、出血、癫痫样发作、脑病、以及面颈部水肿。 

（七）非洲锥虫病（昏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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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类锥虫病也称为昏睡病，是一种媒介传播寄生虫病。 

（八）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是急性传染病。由病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引起，部

分病毒可侵入神经系统。患者多为一至六岁儿童，主要症状是发热，

全身不适，严重时肢体疼痛，发生瘫痪。 

（九）鼠疫 

鼠疫是一种动物源性疾病。通过受感染跳蚤、直接接触、吸入

等形式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播。如果不治疗，病死率为 30%－60%。 

（十）黑热病 

黑热病是杜氏利什曼原虫引起的、由白蛉叮咬传播的寄生虫病，

传染源是病人和病犬（癞皮狗）。 

前往上述地区的在外人员，可以向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及

其保健中心咨询或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www.aqsiq.gov.cn）卫

生检 疫与旅行健康专栏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网 站

（www.chinacdc.cn），了解该地区的疫情和有关预防方法，增强防

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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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洲部分国家综合资讯 

第一节 坦桑尼亚国别资讯 

一、国家概述 

（一）基本国情介绍 

1.位置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赤道以南。北与肯尼亚和乌干达交界，

南与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接壤，西与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

（金）为邻，东濒印度洋。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土面积：945,087 平方公里（世界第 30名）。2011 年估计人

口 4318 万 8 千人，其中桑给巴尔近 100 万（2004 年估计）。分属

126个民族，人口超过 100 万的有苏库马、尼亚姆维奇、查加、赫

赫、马康迪和哈亚族。另有一些阿拉伯人、印巴人和欧洲人后裔。

斯瓦希里语为国语，与英语同为官方通用语。坦噶尼喀（大陆）居

民中 35%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45%信奉伊斯兰教，其余信奉原始

拜物教；桑给巴尔 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多多玛(Dodoma) 

国旗：坦桑尼亚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3∶2。旗面由

绿、蓝、黑、黄四色构成，左上方和右下方为绿色和蓝色的两个相

等的直角三角形，带黄边的黑色宽条从左下角斜贯至右上角。绿色

代表土地，还象征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蓝色象征河流、湖泊和海域；

黑色代表非洲黑人；黄色象征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财富。 

国徽：坦桑尼亚国徽是 1964 年在坦噶尼喀国徽的基础上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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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而制定的，图案下方的山峰象征乞力马扎罗山，山坡上的棉桃

和咖啡等图案象征该国的主要经济作物。盾形图案两侧各有一只象

牙和一男一女。盾面上的图案分四部分，自上而下依次为：象征自

由和光明的火炬；坦桑尼亚国旗；交叉着的斧头、镰刀和长矛；蓝

白相间的波纹，象征该国的湖泊、河流和东临印度洋。底部的绶带

上用斯瓦希里文写着“自由和团结”。 

4.行政区域 

共有 26 省，114县，其中大陆 21省，桑给巴尔 5 省。 

5.地形 

坦桑尼亚大陆海岸线长 840 公里，西北高，东南低，呈阶梯状。

东部沿海为低地，西部内陆高原面积占内陆总面积一半以上。东非

大裂谷从马拉维湖分东西两支纵贯南北，东北部的乞力马扎罗山的

基博峰，海拔 5895 米，是非洲最高峰。 

6.气候 

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的部分低地，属热带草原气候；西部内陆

高原，属热带山地气候，凉爽而干燥。 

7.河流 

坦桑尼亚主要河流有鲁菲季河（长 1400 公里）、潘加尼河、鲁

伏河、瓦米河等；湖泊众多，有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

湖等。 

8.植物、动物 

坦桑尼亚野生动植物丰富，其中 1/3国土为国家公园、动物和

森林保护区。共有塞伦盖提、恩戈罗戈罗等 12个国家公园、19个

野生动物保护区，和 50个野生动物控制区。 

坦桑尼亚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许多独特的天然药物品种。

该国使用药用植物的历史悠久，但开发和利用传统草药的工作尚处

起步阶段。药用植物的开发、研究与种植将有望成为一个新兴产业。

坦桑许多传统药材在品种和用途上与中国所用中药相似。特别是香

料性药材比较适应中国中药市场的需要，例如丁香、檀香、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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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半边莲等。我国有关企业可探讨与坦桑尼亚当地企业合作，

开发这些药材，扩大中药的制药原料来源。 

9.资源 

坦桑尼亚矿产资源丰富，有 8 个绿岩带，地层大多属太古代岩

石，历史上曾生产过近百吨黄金。已探明的主要矿藏有钻石、黄金、

煤、铁、磷酸盐、天然气等。除金矿外，其它矿藏尚待充分开发。

大陆、桑给巴尔及近海海域有若干储油前景良好的区域。已有多家

矿业开采公司在坦注册，主要依靠外国资金和技术，其中大部分从

事黄金开发。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等国公司在坦从事

石油勘探。森林面积约 4400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45%，出产安

哥拉紫檀、乌木、桃花心木、栲树等。水力资源丰富，发电潜力超

过 4.78 亿千瓦。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坦桑尼亚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公元前即同阿拉伯、波斯和印

度等地有贸易往来。7－8 世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批迁入。阿

拉伯人于 10 世纪末建立过伊斯兰王国，波斯人曾在大陆东部沿海

地区和桑给巴尔建立桑给帝国。1886 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

势力范围，1917 年 11月英军占领坦全境，1920 年坦成为英国“委

任统治地”。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坦改为英“托管地”，

1961年 5月 1日坦取得内部自治，同年 12月 9日宣告独立，一年

后成立坦噶尼喀共和国。桑给巴尔于 1890年沦为英国“保护地”，

1963年 6月 24日获得自治，同年 12 月 10日宣告独立，成为苏丹

王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1964年 1月 12日，桑人民推翻苏丹王统

治，成立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1964 年 4月 26日，坦噶尼喀和桑

给巴尔组成联合共和国，同年 10月 29日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任开国总统。 

2.政党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了多党派政治体制。目前，坦

http://baike.baidu.com/view/962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4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28/523660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28/52366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0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2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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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尼亚全国约有 18个注册政党。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中国于 1961 年 12 月 9 日与坦噶尼喀建交，1963 年 12 月 11

日与桑给巴尔建交。1964年 4月 26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

中国自然延续与二者的外交关系，将 1964 年 4月 26 日联合日，定

为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交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友好密切，

人员往来频繁。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密切。2006 年 6 月，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访坦。11 月，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来华，出席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8 年 4 月，基奎特总统应邀对华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08年年会。2009年 2月，胡锦涛主席

对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坦。访问期间，

胡主席与基奎特总统举行会谈，会见桑给巴尔总统卡鲁姆，并在钻

禧礼堂发表面向全非的演讲。 

4.经济发展现状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

为主，所产粮食勉强自给。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小麦、稻米、高粱、

小米、木薯等，主要经济作物有咖啡、棉花、剑麻、腰果、丁香、

茶叶、烟叶等。农牧业人口占全国人口 90%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 50%左右。盛产剑麻、咖啡、棉花、茶、除虫菊、腰果、

丁香和椰子。玉米、高粱、小麦和木薯为主要粮食作物。工业以轻

工、纺织为主，还有钢铁、炼油、化肥、车辆与农机具修造等工厂。

开采多种矿产，以金刚石为主。主要出口咖啡、棉花、茶、剑麻、

腰果、丁香、烟草和金刚石。进口以机器设备、车辆、日用品、石

油为大宗。 

5.工业 

坦桑尼亚的工业以农产品加工和进口替代型轻工业为主，包括

纺织、食品加工、皮革、制鞋、轧钢、铝材加工、水泥、造纸、轮

胎、化肥、炼油、汽车装配和农具制造等。桑给巴尔工业以农产品

加工为主，主要有椰子加工厂、丁香油厂、碾米厂、糖厂、石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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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厂、发电厂和印刷厂等。 

6.农业 

据 2002 年官方统计，坦桑尼亚农业提供 75%的就业机会，对

GDP 的贡献率达 50%（其中农作物生产贡献率为 35%，其余为畜牧

业、渔业、林业和野生动物贡献），对出口换汇的贡献率达 66%，

为农业相关产业提供原材料，向全国提供粮食。 

已耕地中的 85%由小农户和传统牧民使用。小农户人均拥有土

地量为 0.2－2.0公顷。据估计，70%的耕作靠锄头，20%靠牛拉犁，

10%靠机械。机械化水平低是农业总体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坦桑尼亚有 7个农业生态区，每个生态区都有各自的优势农作

物，不过所有生态区都种植主要粮食作物。按照坦桑尼亚种植业分

类，农作物主要为 3大类：粮食作物，传统出口作物和非传统出口

作物。粮食作物又进一步分为 3类：主要主食作物，耐旱粮食作物

和其它主食作物。主要主食作物包括玉米、水稻、小麦；其它主食

作物包括爱尔兰马铃薯、甜薯、香蕉、大蕉、甘蔗；耐旱作物包括

木薯、高粱、粟米。主要传统出口作物为咖啡、棉花、腰果、烟草、

茶叶、剑麻、除虫菊、丁香。非传统出口作物包括各类油料作物、

豆类、香料、可可和装饰花卉等。 

7.旅游业 

坦桑尼亚旅游资源丰富，非洲三大湖泊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

湖和马拉维湖均在坦边境线上。海拔 5895 米的非洲第一高峰—乞

力马扎罗山世界闻名。其它自然景观有恩戈罗戈罗火山口、东非大

裂谷、马尼亚纳湖等。另有桑岛奴隶城、世界最古老的古人类遗址、

阿拉伯商人遗址等历史人文景观。 

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坦桑尼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和



 

72 
 

非洲地区篇 

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

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坦桑尼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坦桑尼亚（大陆）居民中 35%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45%信奉

伊斯兰教，其余信奉原始拜物教；桑给巴尔 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

教。 

（二）风俗习惯、礼仪和禁忌避讳 

1.民间风俗 

坦桑尼亚的马赛人在迎接重要宾客时，都要踩高跷。以脚不沾

地，表示全身干净，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热情尊重。 

坦桑尼亚人的婚恋，别具一格，五花八门。马赛族至今仍流行

“指腹为婚”的习俗。妇女一旦怀孕，许多生有男孩的母亲或亲属

就要来提亲，以便为自己的孩子择妻。如果孕妇生下的是女孩，就

将与男孩成为终生伴侣；如果生的是男孩，就要结为终生好友。 

2.民间礼仪 

坦桑尼亚人民能歌善舞，舞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坦

桑尼亚有 120 多个部族，各部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舞蹈。有的表现人

从诞生直到死亡的生活过程；有的表现社会中重大的活动，如战争、

丰收等。此外还有表现田间耕作、狩猎、求神祭祀等内容的。其中

著名的有：坦噶区沿海地区的“乌卡拉”──一种猎人舞，猎人手

持弓箭，双腿蹲跳；妇女手持盛肉的簸箩，扭动两胯。流传在桑给

巴尔的传统舞蹈“姆威赛”，是奔巴岛上最有代表性的舞蹈，现已

成为国内许多专业团体经常演出的节目之一。舞蹈时男演员小腿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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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十枚棕榈叶编成的菱形空壳，内装一种叫姆赛威的坚硬植物种

子，动作以脚下打点和胯部扭动为主。舞蹈节奏由缓慢逐渐变为欢

快，舞姿舒展含蓄。坦桑尼亚北部以农业为主的姆万扎地区和辛延

加地区流行的“布戈博戈布”，也是一种传统的有特色的农村舞蹈，

通常在耕种或开垦土地以前表演，以示庆贺、祈求丰收。演员手握

锄头或做刨地动作，脚下以打点为主，胸部和胯部不停地前后摆动，

饶有农村情趣。坦桑尼亚舞蹈动作特征全身松弛，但又激烈、有力，

突出臀部和胸部活动。尤其是臀部动律变化多，速度快，节奏复杂。

舞蹈的主要伴奏乐器是鼓。舞蹈的节奏、速度、情绪和气氛的变化，

都取决于鼓手击出鼓点的变化。 

3.禁忌避讳 

与当地人交往，如果学会几句简单的当地语言会迅速拉近距离。

举止方面只要无挑衅动作即可，当地人比较习惯肢体接触。在着装

方面需注意的是：在穆斯林聚集区内不要穿着过于暴露。 

坦桑尼亚人忌讳左手传递东西或食物。认为右手平时习惯接触

入口的东西，是干净之手；左手经常接触肮脏之物，因此是不洁净

的。他们认为称呼他人就要用最尊敬的语言，直呼其名是不懂礼貌

的举止。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的人忌讳“13”，认为这是不吉利并

会给人带来厄运的数字。坦桑尼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禁食猪肉和使

用猪制品，也忌讳谈论有关猪的问题。坦桑尼亚哈亚人在饮食中最

大的禁忌是忌食飞禽，其中包括鸡和鸡蛋；也忌食昆虫，还忌饮酒。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元旦：1月 1日 

桑给巴尔革命庆祝日：1月 12 日 

基督受难日：4月 6日 

复活节星期一：4月 9日 

联合日：4月 26日 

国际劳动节：5月 1日 

工业的日子(Saba Saba)： 7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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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节(Nane Nane) ：8月 8 日 

开斋节(Eid al-Fitr) ：8月 18日 

尼雷尔日：10月 14日 

独立日：12 月 9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节礼日：12 月 26日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急救：112    火警：112 

（二）电话服务（TTCL） 

客户服务热线：100  故障报告：140  号码查询：136 

   国际电话接线员：100       本地电话接线员：100 

（三）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领）馆 

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地    址：NO.2 KAJIFICHENI CLOSE,TOUR DRIVE,DAR ES 

SALAAM, TANZANIA 

信    箱：P.O.BOX 1649    国家地区号：00255-22 

电     话：值班室：2667475 2667105 

办  公  室：2667475 2668064 

领 事 部：2668064 

文 化 处：2666298 

研 究 室：2667586 

传   真：2666353 

网   址：http://tz.china-embassy.org 

     http://tz.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tz@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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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国情介绍 

1.位置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部，为内陆国家。地处红海西南的东非

高原上，东与吉布提、索马里接壤，西与苏丹、南苏丹交界，南邻

肯尼亚，北接厄立特里亚。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埃塞俄比亚面积 1,103,6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7740 万，人口

增长率为 2.9%。全国约有 80 多个民族，主要有奥罗莫族（40%）、

阿姆哈拉族（20%）、提格雷族（8%）、索马里族（6%）、锡达莫族（4%）

等。阿姆哈拉语为联邦工作语言，通用英语。主要民族语言有阿姆

哈拉语、奥罗莫语、提格雷语等。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国旗：埃塞俄比亚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2:1。自上而

下由绿、黄、红三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旗面中间有国徽图

案。从 19 世纪末期起，埃塞俄比亚就开始采用绿、黄、红横纹三

色国旗。这三种色彩还分别代表埃塞俄比亚的三个地区：提克列

(红)、阿姆哈拉(黄)、西奥亚(绿)。现在绿色代表肥沃的土地、温

和的气候和丰富的植物资源，还象征对未来的希望；黄色象征和平

与博爱，也代表人民建设国家的决心；红色象征人民为保卫祖国随

时准备流血牺牲。原国旗上无国徽图案。1995 年 8月 22 日埃塞俄

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新国旗中央增加国徽图案。 



 

76 
 

非洲地区篇 

国徽：埃塞俄比亚国徽呈圆形。蓝色圆面上一颗放射光芒的金

黄色五角星。蓝色象征和平；五角星代表多样与统一；光芒象征繁

荣、昌盛。整体象征国家的希望和民族性，各宗教族群的平等和团

结，和谐相处。 

4.行政区域 

埃塞俄比亚包括商业城市迪雷达瓦在内的 2个自治行政区，以

及 9个民族州。 

5.气候 

埃塞俄比亚气候以热带草原气候和亚热带森林气候为主，兼有

山地和热带沙漠气候。埃地处热带，但因地势高，大部地区气候温

和，年平均气温 10－27℃，首都年均气温 16℃。一般 3－5月气温

最高，11－1 月气温较低。 

6.地势 

埃塞俄比亚境内中部隆起，有“非洲屋脊”之称，最高峰达尚

峰海拔 4620 米。东非大裂谷纵贯全境，两岸陡峭。有 30 多条大河

发源于中部高原，故有“东北非水塔”之称。 

埃塞俄比亚境内以山地高原为主，大部属埃塞俄比亚高原；中

西部是高原的主体，占全境的 2/3；东非大裂谷纵贯全境，平均海

拔近 3000 米，素有“非洲屋脊”之称。高原四周地势逐渐下降。

北部的达罗尔洼地降到海平面以下 113米，为全国最低点。红海沿

岸为狭长的带状平原。北部、南部、东北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约占全国面积的 25%。西门山脉的达善峰海拔 4623 米，为全国最

高峰。 

7.河流 

埃塞俄比亚有 30 多条较大河流，均发源于中部高原。阿巴伊

河（即青尼罗河）、特克泽河、巴罗河等均属尼罗河水系；谢贝利

河和朱巴河属印度洋水系。较大湖泊有塔纳湖、齐瓦伊湖、阿比亚

塔湖。 

8.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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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已探明的矿藏有黄金、铂、镍、铜、铁、煤、钽、

硅、钾盐、磷酸盐、大理石、石灰石、石油和天然气。马来西亚、

沙特阿拉伯、英国、苏丹、约旦等国公司，在埃塞进行油气勘探开

发。埃塞水资源丰富，号称“东非水塔”。境内河流湖泊较多，青

尼罗河发源于此，但利用率不足 5%。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9%。 

9.植物、动物 

迄今为止，所作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拥有大量的地区性野

生生物。研究中发现了 31种哺乳动物、28 种鸟类、10种爬行动物、

30种两栖动物以及四种埃塞俄比亚所特有的鱼类。 

地区性哺乳动物包括有狮尾狒狒——一种生活在海拔 4500 米

以上的动物。尤其在瑟门国家公园内，人们可以看到多达 400 只狒

狒成群结队地漫步。而在巴勒山国家公园，你可以看到林羚（东非

条纹羚）。这是一种四肢上有白色斑纹，脸上带有白色斑点的优雅

动物。 

瑟门狐又叫红狐，属犬类，但并不是犬。这种狐身上为鲜红色，

并长有浓密的黑毛的粗尾巴，它们主要分布在巴勒山国家公园。斯

维纳狷羚是一种长脸动物，长着高高的马肩隆，还有倾斜的后腿和

臀部。这种濒临绝种的动物，主要分布在内奇萨国家公园；另一种

生物是巨角塔尔羊，属山羊种。这种为漂亮巧克力色的动物，主要

分布在瑟门山国家公园。 

其他哺乳动物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主

要有大象、水牛、黑印度豹、野狗、波切尔斑马、格力威斑马、斯

维纳狷羚、（德法尔萨）非洲水羚羊、大捻（非洲大羚羊的一种）、

小捻、河马、疣猪以及斑点土狼。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埃塞俄比亚具有 3000 年文明史。公元前 8 世纪建立努比亚王

国。公元前后建立阿克苏姆王国，10 世纪末被扎格王朝取代。13

世纪阿比西尼亚王国兴起，19 世纪初分裂成若干公国。1889 年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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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称帝，统一全国，建都亚的斯亚贝巴，奠定现

代埃塞俄比亚疆域。1890年意大利入侵，强迫埃塞接受其“保护”。

1896 年孟尼利克二世在阿杜瓦大败意军，埃独立。1928 年，海

尔·塞拉西登基，1930年 11月 2日加冕称帝。1936 年意大利再次

入侵，占领埃全境塞拉西流亡英国。1941年盟军击败意大利。5月

5 日塞拉西归国复位。1974 年 9 月 12 日，一批少壮军官政变，推

翻塞拉西政权，废黜帝制，成立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1977 年 2

月，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中校发动政变上台，自任国家元首。

1979年成立以军人为主的“埃塞俄比亚劳动人民党组织委员会”，

推行一党制。1987 年 9 月，门宣布结束军事统治，成立埃塞俄比

亚人民民主共和国。1988年 3月，埃爆发内战。1991 年 5月 28日，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线）推翻门格斯图政权,7

月成立过渡政府，埃革阵线主席梅莱斯·泽纳维（MelesZenawi）

任总统。1994 年 12月，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1995 年 5月举行首

次多党选举。8 月 22 日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梅莱斯

以人民代表院多数党主席身份就任总理。在 2000、2005 年两次大

选中，埃革阵线均获胜，梅任总理至今。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1994 年 12月，埃塞俄比亚制宪会议通过第四部新宪法《埃塞

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于 1995 年 8 月 22 日生效。新宪法

规定埃塞为联邦制，埃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和分离权。

任何一个民族的立法机构，以 2/3 多数通过分离要求后，联邦政府

应在 3年内组织该族进行公决，多数赞成即可脱离联邦。各州可以

本族语言为州工作语言。保障私有财产，但国家有权进行有偿征用。

城乡土地和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或转让。组建多民族的

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军队不得干政。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和基本

权利。 

（2）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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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实行人民代表院和联邦院两院制。人民代

表院系联邦立法和最高权力机构，由选民直选产生的 547 名议员组

成，任期 5年；联邦院拥有宪法解释权，以及裁决民族自决或分离、

各州间纠纷等权力，由大约 117名各民族代表组成，此外每百万人

口可增选一名代表，由各州议会推选或人民直选产生，任期 5 年。 

（3）政党 

埃塞俄比亚全国现有 77 个注册政党，其中全国性政党 18 个，

其它均为地方性政党。 

（4）内阁 

埃塞俄比亚实行三权分立和议会（内阁）制，政教分离。总统

为国家元首，任期 6年。总理和内阁拥有最高执行权力，由多数党

或多党联合组阁，集体向人民代表院负责。 

（5）司法 

埃塞俄比亚联邦最高法院为联邦最高司法机构。院长特格纳格

塔内(Tegena Gelaneh)，下辖联邦高级法院和初审法院。总检察长

由司法部长伯尔汉·海卢（Berhan Hailu）兼任。 

3.对外关系、国际问题态度 

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互不

干涉内政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

重视加强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努力发展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关

系，争取经济援助。注重学习借鉴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努

力推动非洲政治、经济转型，重视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发挥地区大

国作用。是非洲联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非洲发展新伙伴的

发起国和主席国、东南非共同市场等组织成员。 

4.经济体制 

埃塞俄比亚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是非洲农作物种类最多的国家

之一。粮食主产苔麸，次有大麦、小麦、高粱和玉米。世界咖啡原

产地产量居非洲第二位。有豆类、努格油菊、油菜、棉花、芝麻和

亚麻等，特产恰特和葛须。非洲牲畜数量最多的国家。除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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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驴、骡、骆驼外，还饲养高山珍兽灵猫。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主

要工业，另外还有制革、制鞋、化工、木材加工、水泥、炼油、钢

铁、农机具修配工厂。少量开采金、铂、锰和盐还有石油、天然气、

铜、石棉等矿藏。水力和地热资源丰富尚少开发。农牧产品占出口

总值 95%以上。咖啡、皮张、蔬菜、油料、豆类为主要出口货物。

进口以机器、车辆、化工产品、原油、纺织品为大宗。亚的斯亚贝

巴通邻国吉布提港的铁路，是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

国家。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门格斯图执政时期，因内乱

不断、政策失当及天灾频繁，经济几近崩溃。埃革阵线执政后，实

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发展战略，

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恢复较快。1992－1997 年，经济年均增长

7%。1995年起实施《和平、民主与发展五年规划》。加快结构调整

改革，颁布并修订投资法，以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扩大就业，减

轻贫困，消减赤字，力争国民经济持续发展。1998 年，埃厄边界

冲突爆发后，埃塞将大量发展资金用于战争，加之西方冻结援助，

外国投资锐减。又遇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经济发展受挫。2001

年，以埃厄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为契机，埃塞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经

济建设。2002年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计划》，先后采取修

改投资和移民政策。降低出口税和银行利率、加强能力建设、推广

职业技术培训等措施，获国际金融机构肯定。但 2002 年因旱灾严

重，经济增长率放缓，翌年有所恢复。2005 年以来，政府继续加

大农业投入，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出口创汇

型产业、旅游业和航空业，吸引外资参与埃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 

5.工业 

埃塞俄比亚工业制造业水平低，基础薄弱，配套性差，产值仅

占 GDP 的 14.3%左右（世界银行统计），出口仅占出口总值的 15%。

制造业主要为纺织、皮革加工、食品饮料、金属加工、家具制造、

轮胎制造和建筑材料等，而且燃料、半成品、资本物品和原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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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严重依赖进口。2005 年以来，政府实行以农业为先导的工

业化战略，加大农业投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出口创汇型产业、

旅游业和航空业。近几年，埃塞形成了数个大型集团企业，如Moenco、

MIDROC、EFFORT 和 EastAfrica 等。但总体规模和实力均有限，尚

未进入世界 500强名单。2010年 10月，埃塞开始实施新五年“增

长与转型计划”(GTP)，埃塞政府将继续以农业发展为经济的主要

来源，同时实施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发展出口导向

型和进口替代型工业。 

6.农业 

埃塞俄比亚发展农业的条件较好。地理特征极具多样性，因而

具有发展多样化农业的巨大潜力。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仍以小农经济

为主，技术水平低等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目前尚无化肥

生产，良种繁育等。农业系国民经济和出口创汇的支柱，约占 GDP

的 47%。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90%左右，咖啡、油料等为主要

出口产品。埃塞咖啡产量居世界第七、非洲第一，约占世界产量的

15%。咖啡出口创汇占埃塞出口的 60%，2010 年出口近 33 万吨。 

7.旅游业 

埃塞俄比亚旅游资源丰富。文物古迹及野生动物公园较多，有

7 处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政府已采取

扩建机场、简化签证手续等措施，促进旅游业发展，计划使埃塞到

2020年成为非洲 10大旅游国之一。2007 年，埃塞政府通过举办千

禧年庆祝活动，吸引大批外国游客到埃塞旅游。2008 年旅游收入

约 2亿美元。到 2009年，埃塞全国各项旅游收入达 25 亿比尔。 

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埃塞俄比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

作和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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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埃塞俄比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埃塞政府已加入世界银行附属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及

《国际投资纠纷解决公约》（ICSID）。承诺对货币转移、征用和国

有化、战争和社会动乱、毁约等有关的政治和非商业风险，提供法

律保护。国家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政府征用或国有化，并遵守双

边投资协定。外国投资者可按当日银行比价将利润和红利、用于偿

付外部贷款的本金与利息、与技术转让协议有关的付款、外国投资

者将企业出售、清盘或向当地投资者转让股份或所有权所得进项等

兑成外汇，并自由和免税的汇出境外。中国企业在埃塞边境、偏远

及治安状况差的地区承包工程，可以向埃塞政府申请派出军警保护。 

埃塞属外汇管制国家。外资企业（或项目组）可在当地银行开

立外币帐户，汇入自由但不能提现（银行折付当地币）。作为资本

投入的外汇汇入，可到该国国家银行备案；企业利润及分成，可在

履行相应报批审查手续后汇出。 

埃塞主要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营业（销售）税、消费税、进

口关税、个人所得税、出口税、增值税、预扣赋税、股息所得税等。 

近年来，埃塞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为加强入境劳务管理，增加

了外来劳务人员工作许可，与临时身份证的申请与更新难度。要求

企业聘用技术型外籍劳工时，必须出具相关的学历证明或者职业技

术资格证书。中国部分在埃塞企业人员所持相关证明，没有按规定

在中国国内办妥公证认证手续，不能在埃塞正常使用，影响企业经

营和个人工作。为获得埃塞工作许可，我国劳务人员应在国内将学

历证书或技术资格证书，在省级及以上的公证处公证，然后交中国

外交部领事司和埃塞驻中国大使馆进行“双认证”。具体要求可见

中国领事服务网站“领事认证”栏目。该手续办理约需 1 个月时间，

赴埃塞劳务人员须在行前办妥相关手续，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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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埃塞一般不向外国人颁发长期居留证件。根据目前情况，

来埃塞中国公民如需在埃塞长期居留，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办理： 

1.受雇于当地中资或外资公司。首先需在国内申请 3个月有效

期商务签证，抵埃塞后持相关材料在埃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办理工作

许可，持工作许可在埃塞移民局办理身份证。身份证有效期 1 年，

到期可更新。 

2.来埃塞投资。首先在国内申请 3个月有效期商务签证，抵埃

塞后在埃塞投资局办理投资许可，持投资许可在埃塞移民局办理身

份证。有效期 1年，到期可更新。 

埃塞国际性公开招标的工程承包项目，一般先进行“承包商资

格预审”。只有通过资格预审的承包商，才能参加竞标。通常情况

下，投标人投标时，须递交完整的技术标、商务标和投标保函，三

者缺一不可。开标时，先开技术标。由评委对其进行评审，只有在

技术标通过的前提下，投标者才有资格进入商务标的评审。标价为

评标委判分的重要依据。技术标、商务标兼优的投标者为中标对象。

但世行融资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只要当地公司的标价不比外国公

司的高出 7.5%以上，项目则优先授予当地公司。且业主和评标委

须严格按招标程序、要求及标准打分。同时，埃塞公开招标项目盛

行代理制。埃塞的承包工程市场项目较多，支付能力较好，颇具吸

引力。但在埃塞的投标工程，须遵循“低价中标”的基本原则和“外

国公司比当地公司最低标要低 7.5%”这一保护性政策。因此，该

国承包工程单价低、市场竞争激烈及潜伏风险较大等特点，也比较

突出。 

中资公司在埃塞市场投标时，要根据该项目所在地的现场条件、

业主、监理、资金、技术难度、合同条件、专业特点和公司自身的

优劣势，对项目进行详细初评、再评，从而加以筛选。对评审的具

体内容要注意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工程的资金来源、额度，是否有充足的资金保障。首先

是看项目的预付款的比例。如果有 30%的预付款，就说明资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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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可以；若少于 10%就要认真考虑资金问题。其次，埃塞是一

个外汇管制国家，业主支付当地货币与硬通货的比例需要引起重视。  

第二、了解工程监理单位的基本情况。主要了解监理人员的权

责分工以及主要的工作程序；了解监理工程师的资历、工作习惯及

方式、对承包商的态度、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等，这些

都对项目实施起关键作用。  

第三、了解业主在以往建设工程中的习惯做法。包括对待承包

商的态度、及时支付工程款的能力，及对待承包商合理的索赔要求

的认可情况。  

最后，去实地考察并了解项目的相关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法

律、生产要素市场、交通和通讯、自然条件、施工条件及其他情况。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埃塞俄比亚居民 33.9%信奉伊斯兰教，43.5%信仰埃塞俄比亚

正教，18.6%信奉新教，0.7%信奉天主教和 2.6%信奉原始宗教。埃

塞俄比亚正教会，是一个基督教东方正统教会在埃塞俄比亚的分支。 

（二）风俗习惯、礼仪和禁忌避讳 

埃塞人相互问候，在多数情况下要鞠躬行礼。如身披"沙马"

把头裹住的，要把它摘下来，甚至撩起露出肩膀，以表诚意。问候

的时间可长达一二分钟甚至还长。问候的内容无所不有，如问候彼

此的健康、家庭成员、家畜、农田收成等。如果有事情要谈，也要

等相互从容问候之后，才能谈实质性的问题。在接受礼物时表示高

兴接受，要伸出双手接礼。表示勉强接受时，伸出一只手。有客人

登门，女主人拿出最好的咖啡进行招待。客人接过咖啡，首先要有

几句赞美话，否则会被主人视为无礼，不受欢迎。埃塞人喜爱鲜艳

明亮的颜色，禁忌黑色，也禁忌宗教象征图案。埃塞人哀悼死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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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淡黄色服装，但出门做客是绝对不能穿黄色服装的。埃塞的男女

青年在初次接吻时，如相互把盐粒吐在对方的口中，表示俩人真诚

相爱，情投意合。 

埃塞人重礼节。中国企业和人员在与埃塞人民相处时，应注意

礼貌，切忌粗暴无礼的举动。 

埃塞正教和伊斯兰信众都有斋戒习俗。中方人员与埃塞人一起

用餐或安排当地雇员饮食时，应提前将宗教信仰和斋日因素考虑周

全，避免因宗教问题发生不愉快的情况。大部分埃塞人只吃牛羊肉

和海鲜。中国企业和人员应尊重埃塞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埃塞人

视驴为神物，绝对不能吃驴肉；英吉拉是埃塞人的主要食物，在吃

英吉拉的时候，应该用右手，当地人认为左手不净。除此以外，还

应慎用当地人忌讳的数字。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埃塞俄比亚圣诞节(GENNA)：1月 7日 

主显节(TIMKAT)：1月 19 日 

穆哈默德生日(Mohammed Birthday)： 2月 15日 

阿杜瓦战役胜利纪念日(VICTORY OF ADWA DAY)：3月 2日 

耶稣受难日(ETHIOPIAN GOOD FRIDAY)： 4月 22日 

埃塞复活节(ETHIOPIAN EASTER)： 4月 24日 

国际劳动节：5月 1日 

爱国者胜利纪念日(PATRlOTS VICTORY DAY)：5月 5日 

推翻门格斯图政权纪念日(DOWNFALL OF THEDERG)：5月 28日 

埃塞历新年：9月 11日 

真十字架发现日(MESKAL)： 9月 27日 

在穆斯林区的节日有： 

穆斯林开斋节：8月 21日 

伊斯兰宰牲节(Eld Aladha)：11月 16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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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比尔 

2.汇率 

埃塞俄比亚比尔与美元汇率有一定浮动，官方汇率为：1美元

约折合 19.5 比尔（截至 2014 年 6月）。 

3.物价 

埃塞俄比亚国内生产水平较低，绝大多数商品需从国外进口。

政府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在当地消费，还

要支付 15%增值税。生活用品的价格，是中国国内的好几倍。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匪  警：911 

火  警：912 

急  救：907 

亚的斯亚贝巴交警部门：00251-11-6628086  6628222 

（二）中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使（领）馆 

地    址：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 24高地 13居会 

季玛路 792 号 

信  箱：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市 5643 信箱 

国家地区号：0025111 

电  话：3711959 

传  真：3712457 

武官处电话：3710428  3713066（传真） 

网  址：http://et.china-embassy.org 

     http://et.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et@mfa.gov.cn 

Chineseembassy@telecom.ne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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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尼日利亚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位于西非东南部。东邻喀麦隆，东北隔乍得湖与乍得相望，西接贝

宁，北界尼日尔，南濒大西洋几内亚湾。边界线长约 4035 公里，

海岸线长 800 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境内河流众多。由南向北分属

热带雨林、热带稀树草原和萨赫勒气候，全年分为旱季和雨季，年

平均气温为 26－27℃。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尼日利亚全国面积为923768平方公里。人口1.68亿（2011年）。

有 250 多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占全国人

口 29%）、西部的约鲁巴族（占 21%）和东部的伊博族（占 18%）。 

官方语言为英语。主要民族语言有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阿布贾（Abuja）。1991 年 12 月正式从拉各斯（Lagos）

易址。人口约200万。年平均最高气温为34－37℃，最低气温为20℃。 

国旗：尼日利亚国旗呈横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2:1。旗面由

三个平行相等的竖长方形构成，两边为绿色，中间为白色。绿色象

征农业，白色象征和平与统一。 

国徽：尼日利亚国徽中心图案为盾徽，黑色盾面上绘有白色的

“Y”型图案。黑色象征尼日利亚肥沃的土地，“Y”型图案象征流

经该国的最大的河流尼日尔河及其支流贝努埃河。盾徽上端为舒展

双翼的雄鹰，两侧各有一匹白色骏马，鹰和马象征尊严和力量。盾

徽和白马立在鲜花点缀的草地上，下面的绶带上用英文写着“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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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心，和平与进步”。 

4.行政区划 

尼日利亚实行联邦制。设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1996 年

10 月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全国划分为 1 个联邦首都区、36 个州以

及 774 个地方政府。 

5.地形 

全国地形复杂多样。平原、河谷、低地、丘陵、盆地、洼地、

高原和山地等地形兼而有之，地势北高南低。尼日利亚海岸线长

800 公里。沿海为宽约 80 公里的带状平原；南部低山丘陵，大部

地区海拔 200－500 米；中部为尼日尔—贝努埃河谷地；北部豪萨

兰高地超过全国面积 1/4，平均海拔 900 米；东部边境为山地；西

北和东北分别为：索科托盆地和乍得湖湖西盆地。 

6.气候 

尼日利亚全境由南向北分属热带雨林、热带稀树草原和萨赫勒

气候，总体高温多雨。年均气温约为 26－27℃。南方沿海一带最

高平均气温为 30.55℃，最低平均气温为 22.2℃；北方最高平均气

温为 34.44℃，最低平均气温为 19℃。 

7.河流 

尼日利亚河流众多。尼日尔河及其支流贝努埃河为主要河流，

尼日尔河在境内长 1,400公里。 

8.资源 

尼日利亚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

30 余种。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石灰石、大理石、铁矿、锌

矿以及锡、铌、钽和铀等。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产油国、世界第

十大石油生产国及第七大原油出口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 372亿

桶，居非洲第二位，世界第十位。以目前产量计算，可继续开采

30年到 50 年；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 5.292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8 位；已探明高品位铁矿石储量约 30 亿吨，天然沥青储量 420 亿

吨。优质煤矿预测储量 27.5 亿吨，是西非唯一的产煤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5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454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0794.htm


 

89 
 

第二章 非洲部分国家综合资讯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尼日利亚系非洲文明古国。公元 8世纪，扎格哈瓦（Zaghawa）

游牧部落在乍得湖周围，建立了卡奈姆－博尔努（Kanem-Bornu）

王国，该王国延续了一千多年。从 10 世纪开始，约鲁巴族在尼日

尔河下游建立了伊费、奥约和贝宁等王国。11 世纪前后，豪萨族

在尼北部地区建立了七个城堡王国，又称“豪萨七邦”。16 世纪

被西部的桑海帝国所征服；1472 年葡萄牙入侵；16 世纪中叶英国

入侵；191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0 年 10月 1日宣布独立，并成

为英联邦成员国；1963年 10月 1日成立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尼日利亚独立以来制定过 5 部宪法，即 1960、1963、1979、

1989和 1999 年宪法（1989 年宪法从未颁布）。现行宪法是以 1979

年宪法为基础修订而成，于 1999年 5月 5日颁布，同年 5月 29 日

奥巴桑乔总统执政之日起正式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尼是不可分割

的主权国家，实行联邦制；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总统为最高

行政长官，领导内阁；国民议会分参、众两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

构；最高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总统、国民议会均由直接选举产生，

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2）国会 

国民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4年，

可连选连任。 

（3）政党 

1998 年 6 月开放党禁。目前，共有 50 多个正式注册的政党，

其中人民民主党在尼政坛影响最大。 

（4）内阁 

联邦执行委员会即内阁，2011 年 7月组成，共设 31 个部委。 

（5）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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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设有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各州设高级法院，

地方政府设地方法院。有的州还设有习惯法上诉法院。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尼日利亚奉行广泛结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和平与合作

的外交政策。长期执行以非洲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力图发挥地区大

国作用。积极倡导南南合作、南北对话。重视发展与西方、发展中

大国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参加维和行动部队人数达 5000

余人，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五大出兵国。与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

交关系，共设 105 个驻外机构。是联合国、不结盟运动、77 国集

团、世界贸易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等国际组织成员国。，现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国，任期为

2012－2014 年。 

尼日利亚与中国自 1971年 2 月 10日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元首于 2005 年就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

共识。2009 年中尼举行首次战略对话。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主

要有：2005 年 4 月，奥巴桑乔总统访华；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

席访尼；2006 年 11月，奥巴桑乔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2008 年 2 月，亚拉杜瓦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10 年

1 月，杨洁篪外长访尼；8 月，尼外长阿朱莫戈比亚访华；9 月底

10 月初，胡锦涛主席特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出席尼独

立 50 周年庆典；2011 年 2 月，两国元首和外长就中尼建交 40 周

年分别互致贺电；5月，胡锦涛主席特使、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出席

乔纳森总统就职典礼；2011 年 9 月，杨洁篪外长在出席第 66 届联

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会见尼外长阿希鲁；2012 年 7 月，阿希鲁外长

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9月，坦布瓦尔众议长

来华出席世界产业领袖大会；2013 年 7 月，乔纳森总统来华进行

国事访问；9 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对尼进行正式

友好访问；2014年 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尼进行正式访问。 

2011年，中尼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亿美元，达 107.8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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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方出口 92.07 亿美元；2012 年双边贸易额 105.7 亿美元，

其中中方出口 93亿美元；2013年双边贸易额 135.9 亿美元，其中

中方出口 120.4亿美元。 

4.经济体制 

原为农业国。上世纪 70年代起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80年

代后，随着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尼经济陷入困境。1992 年被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列为低收入国家。1995 年起政府对经济进行整顿，

取得一定成效。目前为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石油是其支柱产业，其

他产业发展滞后。粮食不能自给，基础设施落后。近年来，尼政府

加大对基础设施、农业和制造业的投入，推进电力、石油行业改革。

2013 年修订 GDP 后，尼经济总量排名非洲第 1、世界第 24 位（根

据 IMF 各国数据比较得出）。 

5.工矿业 

石油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尼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 85%、国

内生产总值的 20%－30%来源于石油行业。2013 年，原油出口收入

约为 738亿美元。因国内炼油能力较低，约 85%国内成品油消费需

依赖进口。电力供应严重不足，仅不足四成家庭通电。目前尼发电

装机容量约为 7000 兆瓦，但因电力设备年久失修，实际发电量仅

为装机容量的一半。纺织、车辆装配、木材加工、水泥、饮料和食

品加工等行业，大多集中在拉各斯及其周围地区。制造业产值约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7%，多数工业制品仍依赖进口。 

6.农业 

尼日利亚独立初期，棉花、花生等许多农产品在世界上居领先

地位。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农业迅速萎缩，产量大幅下降。近年

来，随着尼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农作物产量有所回升，年均增长

7%以上。重新修订 GDP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 22%

左右。全国 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可耕地 8120 万公顷，已耕

地 3400 万公顷，农业主产区集中在北方地区。木薯年产量 5400 万

吨，位居世界第一。大米、面粉等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需大量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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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旅游业 

旅游资源丰富，如瀑布、海滩、赤道森林等。多数旅游点管理

不善，游客很少。主要旅游景点有：奥逊州的奥索博神树林，阿达

玛瓦州的宿库卢文化遗产，夸拉州的奥乌瀑布，博尔诺州的乍得湖

寺院，十字河流州的奥布都大牧场，伊莫州的奥古都湖，翁多州的

温泉和包奇州的杨卡里野生动物园。 

二、法律法规介绍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尼日利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和

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

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尼日利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在劳动用工方面，尼日利亚 1978 年修订的《劳工法（Labour 

Act）》对劳动合同、解聘、工时和加班、工薪和社保待遇等几方面

做了如下规定： 

（一）劳动合同 

雇主在雇员开始工作 3 个月内需要同雇员签署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需载明工资、每周工时、节假日和加班工资等事项。如果

是定期合同，需要载明合同起止时间。 

（二）解聘 

解聘雇员，需要视其已工作时间长短，提前至少 1日或至多 1

个月通知，并视其已工作时间支付额外工资补偿。如果雇员有违法

行为，可直接解聘，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三）工时和加班 

法定工作时间每日不超过 8 小时，一周不超过 40 小时。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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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6小时以上应允许雇员至少休息 1小时。加班需支付加班费用。 

（四）工薪和社保待遇 

雇主应通过现金、支票或汇款方式向雇员支付工资。雇主可替

雇员代扣代缴养老金或工会组织会费，但不得任意扣除员工工资。

除基本工资外，雇主应向员工提供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以及必要

的医疗费用。尼日利亚的社会保险只有养老金，每月应缴纳工资收

入的 15%，其中 7.5%由雇主缴纳，7.5%从雇员工资中扣除。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尼日利亚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原始拜物教等。其中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50%，信奉基督教的占 40%，

信奉原始宗教的约占 10%。 

尼日利亚人一般北方人信仰伊斯兰教，南方人信仰基督教和天

主教。在尼日利亚南方，每个星期日，街上几乎看不到车和人，街

上的店铺周日关门。因为尼日利亚人周日一般都去教堂做礼拜或者

在家休息。而北方的伊斯兰教徒每天祈祷 5次，每次 20 分钟左右，

称之为做萨拉，就是与真主对话，不用非去清真寺，在家里或者工

作场合都可以进行。找一个垫子，跪下来，嘴中念念有词。说完后，

又五体投地，之后，又小声的说，说完又跪，反复好多次。有时伊

斯兰教信众聚在一起，成百上千人一起做萨拉。 

（二）礼仪 

尼日利亚人性格爽快大方，热情好客，讲究礼貌，注重礼仪。

尼日利亚人的礼节大体分为北方式和南方式两种。北方主要居住着

豪萨——富拉尼族人，由于绝大多数人是穆斯林，流行伊斯兰宗教

礼节，尼日利亚豪萨人对亲密的好友相见，表示亲热的方式不是握

手，也不是拥抱，而是彼此用自己的右手使劲拍打对方的右手。晚

辈见长辈要施礼问安。一般情况下，要双膝稍稍弯曲一下，向前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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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身子。平民见酋长，必须先脱鞋走近酋长，然后跪下致礼问安，

在酋长没下命令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站起来的。女人见到男人多行

半跪半蹲礼。南方主要居住着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人，一般见面行握

手礼或者拥抱礼，在施礼前，总习惯先用大拇指轻轻地弹一下对方

的手掌再行握手礼。对于长者、老人或者尊贵的客人，行半蹲礼（左

手握住右手手腕，两腿一前一后地半蹲在地上，弯着腰，低着头）。

遇见酋长（当地亦称“土王”），酋长王宫里的大臣们行跪地礼，

那些臣民们则要行匍匐礼（即身体趴在地上，亲吻酋长的脚根）。

如果是在大街上遇见酋长的车队路过，众平民要伏地磕头，顶礼膜

拜，待酋长的车队过后才能起身。遇有某种集会，酋长站立或者端

坐在某地，众人们集体行匍匐礼，在平时同酋长有些交往的人，纷

纷爬到前面去亲吻酋长的脚。 

到尼日利亚人家中做客，应事先约定时间，选择主人方便的时

间，并要按约准时抵达，届时主人会在家中恭候。未受到邀请，一

般不可贸然到当地人家中。即使受到邀请，也不可随意乱走乱看，

不可打听主人的工资收入或几个妻子等。 

尼日利亚有许多部族，其习俗与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别，所以他

们的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约会要准时。事先约会很重要，特别是

与政府官员约会。尼日利亚人虽然一般不太有时间观念，但他们理

解西方人遵守时刻的习惯。由于在尼日利亚国内旅行很艰难，所以

对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估计要留有充分余地。 

谈话中应回避的一个话题是宗教。恰当的话题是有关尼日利亚

的工业成就和发展前景。尼日利亚人还喜欢谈论非洲的政治活动，

特别是他们对非洲统一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非洲国

家所作出的贡献。 

由于尼日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文化的影响明显，

目前尼日利亚商务活动采用的文书图表，大多采用的是英国模式。

在尼日利亚拜访政府官员宜穿西装正装，访问商界人士则不必穿西

装，但是宜打领带。拜会政府机关最好先预订约会，而访问商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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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必要。在尼日利亚与政府、公营事业单位贸易时须找中介人，

英文称之为 Promotor。在尼日利亚不管职位高低，都有要求给“红

包”的习惯，所以对于这点要特别注意，并要对其有判断力。 

（三）禁忌避讳 

尼日利亚人在交谈中，从不盯视对方，也忌讳对方盯视自己，

因为这是不尊重人的举止。他们忌讳左手传递东西或食物。认为

左手下贱、肮脏，是不应该做干净的事情的，否则便是对人的挑

畔和污辱。他们忌讳“13”。认为它是厄运和不吉祥的象征。尼

日利亚伊博人对来访客人若迟迟不端出柯拉果，就是表示拒客。

识相的客人就该赶紧告辞，免得发生不快。已婚妇女最忌讳吃鸡

蛋。她们认为妇女吃了鸡蛋就不会生育。因为它的外形似阿拉伯

数字“零”，所以禁吃。尼日利亚伊萨人认为食指是不祥之物，无

论谁用右手的食指指向自己，都是一种挑衅的举动；若是有人伸

出手并张开五指对向自己，更是粗暴地侮辱人的手势，相当于辱

骂祖宗，这些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尼日利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禁食猪肉和使用猪制品。 

（四）其他生活常识 

根据尼日利亚当地习惯，与政府、警察局、移民局、海关等各

部门及地方官员打交道时，一般需要付费。但是，也不要以为钱能

解决一切问题，办事情真出现麻烦或者遇到什么周折，首先还是通

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记住，一定先弄清有关规定是什么，按规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有在说明、解释工作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再考

虑给钱，但也要有度。比如，当入尼国境出海关时，你如果一切手

续完备，对方却故意阻挠甚至张口要钱，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拒绝付

费；实在拒绝不了，也不必多给，5 到 10 美元足够。曾有初次来

尼的其他公司的中方人员，入境检查时就被检查官员刁难，不明情

况交了上百美元，实在冤枉。 

此外在尼日利亚办事，付小费几乎在所难免，如出入机场、请

人帮忙、去酒店消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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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机场请人搬运行李，付费可视行李多寡而定，一般付

200奈拉即可。 

2.去酒店用餐或消费，给多少小费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根据消

费额及顾客接受服务的满意度来定，少则 200奈拉，多则 500 奈拉

或 1000 奈拉。当然，如果消费额少，不给小费也可。 

（五）传统活动及节假日（以拉各斯州为例） 

1.拉各斯人崇拜水神 

拉各斯人在传统上崇拜神与居住的土地上有大量的水域有关，

这些神包括 Olokun（大海女神）、Olosa（泻湖女神）、Yemoja（生

育女神）。不同的社区有自己的 Egungun 喜庆日，包括 Badagry 的

Zangbeto化妆舞会、Agbowa-Ikosi的 Agbo 化妆舞会、Epe和 Ilara

的 Ebi 节日、Ikorodu的 Aagere 和 Agemo节日以及拉各斯的 Adamu 

Orisa 节日。这些传统节日的时间随地方的不同而不同。事实上，

节日都无固定时间，因为他们常常要对可能发生的事做出回应，或

在占卜或咨询神使后决定。 

2.传统活动和传统工艺 

实际上，所有土著居民-Awori 人、Ikebu 人和 Ogu人靠捕鱼为

生，拉各斯岛、大陆、Eti-Osa、Ibeju-Lekki、OjoEpe、Ikorodun

和 Badagry 地方政府辖区是一些较大的渔业社区。他们驾驶独木舟，

使用鱼线、拖网和其他钓具，在大面积的沿海和河流深水中捕鱼。

耕种农作物是另一种土著居民广泛从事的传统活动。 

3.音乐和舞蹈 

拉各斯人对音乐、舞蹈和狂欢具有浓烈的兴趣和爱好。在喜庆

日、宗教仪式以及其他如孩子起名、乔迁之喜和葬礼等社会活动中，

他们总要在传统和现代乐器的伴奏下歌唱、击掌和舞蹈。很久以前，

传统形式如 Bata、Korogun 和 Kerekeremogun 采用如 Iya Ilu 鼓、

Omele Eko鼓和 Omele Abo 鼓这样的打击乐器，60年代后期拉各斯

出现了象爵士乐这样的现代音乐，流行的有 juju apala、sakara、

waka，以及近期流行的 fuji reg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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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节日 

尼日利亚法定假日包括： 

新年:1 月 1日 

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五； 

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劳动节：5月 1日； 

民主日：5月 29日； 

国庆节/独立日:10 月 1日， 

圣诞节:12月 25日； 

先知穆罕默德生日、开斋节和宰牲节为穆斯林假日，时间不固

定，由尼联邦政府提前通知。 

每周六、日为公休日 

5.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货币名称：奈拉 

（2）汇率 

奈拉与美元汇率约为 1美元约合 162奈拉，并有一定浮动。 

（3）物价 

尼日利亚因主要制成品依赖进口，故物价较高，是国内物价的

4－6 倍。近两年来,尼日利亚物价水平上涨较快，根据 2013年《经

济学人》旗下经济学家信息部（EIU）公布的,非洲物价水平最高的

25 个城市排名中，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排第二，尼经济重镇拉各

斯排第四。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阿布贾火警电话：092906118 

紧急求助电话：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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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贾警察紧急救助电话： 

08061581938 0705733765308032003913 

拉各斯警察紧急救助电话：08081776262  08023400797 

（二）中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使（领）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馆      址：PLOT 302-303AO.CENTRAL AREA ABUJA,NIGERIA 

国家地区号：00234－9 

总      机：4618661  4618662  4618664 

办  公  室：4618669 

研  究  室：2347081 

领  事  部：4614841 

经  商  处：4620645  4620646  4620647 

文  化  处：4618668 

传     真：4618660 

网    址：http://ng.chineseembassy.org 

http://ng.china-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ng@mfa.gov.cn  

mailto:chinaemb_ng@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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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赞比亚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赞比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Zambia），非洲中南部内陆

国家。东接马拉维、莫桑比克，南接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

亚，西邻安哥拉，北靠刚果（金）及坦桑尼亚。大部分地区海拔

1000－1500 米。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 752614平方公里。人口约 1383 万（2012 年），大多

属班图语系黑人。有 73 个民族，奔巴族为最大部族，约占全国人

口的 33.6%，其他较大民族还有孃家族、通加族。官方语言为英语，

另有 31种部族语言。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卢萨卡（Lusaka），人口 310 万。海拔 1280 米，10 月

最热，日平均最高气温 31OC，最低 18OC；7月最凉，日平均最高气

温 23 
O
C，最低 9 

O
C。 

国旗：赞比亚国旗启用于 1964年 10月 24日，1996 年稍作修

改，将国旗底部的绿色深度改浅。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3:2。旗面为绿色，右下方的竖长方形由红、黑、橙三个平行相等

的竖长条相连而成，其上方为一只展翅的雄鹰。绿色象征国家的自

然资源，红色象征为自由而斗争，黑色代表赞比亚人，橙色象征国

家的矿藏。飞翔的雄鹰象征赞比亚的独立、自由。 

国徽：赞比亚国徽启用于 1964 年 10 月 24 日。中间的盾形图

案由黑白相间的波纹构成，代表维多利亚大瀑布和赞比西河；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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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为穿着工人制服的黑人男子和穿民族服装的黑人女子，象征非洲

黑人的兄弟家庭；盾徽上端交叉着锄头和镐，象征该国的农民和矿工；

其上的雄鹰象征赞比亚的独立、自由和国家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问题；

盾徽下端为绿地，象征肥沃的土地；绿地上的玉米象征农业和农作物；

矿井和斑马象征该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底部的绶带上用英文写着国家

格言“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中间有两个黑色十字。 

4.行政区划 

全国下设 10省 79 区 

5.地形 

赞比亚因赞比西河而得名，别称为铜矿之国。 

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海拔 1000－1500 米高原，地势大致从东北

向西南倾斜。全境按地貌分为五个区：东北部东非大裂谷区，北部

加丹加高原区，西南部卡拉哈里盆地区，东南部卢安瓜—马拉维高

原区和中部卢安瓜河盆地区。东北边境的马芬加山海拔 2164 米，

为全国最高点。 

6.河流 

赞比亚境内河流众多，水网稠密，水力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河

流有赞比西河，这是非洲第四大河，长 2660 公里，流经西部和南

部。著名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就位于这条河上，它也是世界七大自然

奇观之一，是赞比亚的著名旅游胜地。刚果河是赞比西河的支流，

发源于赞比西河的上游，是和民主刚果的分界河。另外，卢安瓜河

发源于赞比亚东北部山区，由东北向西南部穿过东方省全境，在赞

比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三国交界的边陲小镇——卢安瓜与赞比

西河汇合后，流入莫桑比克的卡堡拉巴萨湖。 

7.气候 

属热带草原气候。5－8月为干凉季，气温为 15－27℃，9－11

月为干热季，气温为 26－36℃；12 月至次年 4 月为雨季。年平均

气温 18－20℃。 

8.植物、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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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品种繁多，野生动物群体中数量最多的是野象和黑犀

牛，均有数千头之多；此外，羚羊、长颈鹿、角马、狮子、豹子、

河马、斑马、胡狼等随处可见；高冠鹤、秃鹭、鹭鸶等禽鸟，飞鸣

栖息于湖岸畔或者花树野草丛中。 

赞比亚国花为三角梅，又名叶子花，为蔓生攀缘性植物，盛开

着粉红、白色、朱红等灿烂如日光的深色绚丽花朵。蜡纸般干燥质

感的花瓣并不是真正的花瓣，实际上是苞片。由于苞片酷似叶状，

故名叶子花。真正的花朵是中间的黄色小部分。 

9.资源 

自然资源丰富，以铜为主。铜蕴藏量 1900 万吨，约占世界铜

总蕴藏量的 6%，素有“铜矿之国”之称。钴是铜的伴生矿，储量

约 35 万吨，居世界第二位。此外还有铅、镉、硒、镍、铁、金、

银、锌、锡、铀、绿宝石、水晶、钒、石墨、云母等矿物。全国森

林覆盖率为 45%。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公元 9世纪，赞境内先后建立过卢巴、隆达、卡洛洛和巴罗兹

等部族王国。1889－1900 年，英国人罗得斯建立的“英国南非公

司”，逐渐控制了东部和东北部地区。1911 年，英国将上述两地

区合并，以罗得斯的名字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保护地”。1959 年，

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简称民独党）成立，发动群众通过“积

极的非暴力行动”争取民族独立。1964 年 1 月，北罗得西亚实现

内部自治，同年 10月 24日正式宣布独立，定国名为赞比亚共和国，

仍留在英联邦内。民独党领袖卡翁达任首任总统。1973 年卡翁达

取消多党制，实行由民独党执政的“一党民主制”。1990 年恢复

多党制。1991 年 11月举行多党选举，多党民主运动（简称多民运）

领袖奇卢巴当选总统，1996 年 11 月连任。2001 年 12 月，多民运

领袖姆瓦纳瓦萨当选总统，2006 年 10月连任。2008 年 8月，姆瓦

纳瓦萨总统因病不治在巴黎病逝。10 月 30 日，赞举行总统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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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运候选人、代总统班达当选总统。2011 年 9月 20 日，赞比亚

举行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三合一”大选。9 月 23 日，赞选举

委员会宣布，爱国阵线领袖萨塔（获 115 万张选票，得票率 43%）

击败多党民主运动主席班达（获 96万张选票，得票率 36%），当选

赞新一届总统，萨塔于当日下午宣誓就职。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1964 年制定第一部宪法，1973 年制定第二部宪法。1990年议

会修改宪法，恢复多党制。现行宪法于 1991 年 8 月颁布。宪法规

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军队总司令，由普选产生，任期

五年，可连任两届；实行总统内阁制，增设副总统，内阁部长由总

统从议员中任命；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允许反对党存

在等。1996 年 6 月，议会再次修改宪法，增加“总统候选人父母

和本人必须是赞比亚人”、“酋长不能从政”等条款。2003 年，

围绕总统选举程序改革，新一轮宪改进程启动。2007 年 12月，全

国修宪会议召开。2010 年 8 月，全国修宪会议向政府提交新宪法

草案议案。2011 年 4 月，赞宪法修正案未获通过。2012 年 4 月，

赞比亚宪法起草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公布了新宪法草案（初稿），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 

（2）国会 

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实行一院制，共设 158 个席位，

任期 5年。其中 150个席位由直选产生，总统可另指派 8位任命议员。 

（3）政党 

主要政党有爱国阵线、多民运、国家发展联合党、民主发展同

盟、民主与发展论坛等。 

（4）内阁 

本届内阁于 2011年 9月组成，由总统、副总统和 17名部长组

成。 

（5）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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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劳资关系法院、初级法院和地方法庭

组成。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奉行不结盟和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强调外交多元化，主张在

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并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注重经济外交，把争取外援、吸引外资、促进

经济发展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重视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合作，争取

援助和投资，同时也注意保持独立性。英国、欧盟、美国和日本是

赞主要援助、投资伙伴。与非洲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积极致力

于南部非洲政治、经济一体化与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支持非洲联盟

建设。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关

系。截至 2011 年，赞与 10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4 年 10 月 29 日，中、赞建交，赞比亚是南部非洲第一个

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传统友谊深厚，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双

边关系顺利发展。2007 年 2 月，胡锦涛主席对赞比亚进行了国事

访问。同年赞比亚政府正式宣布支持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1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4 日，赞比亚总统班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 9天

的国事访问，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两国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访问取得圆满成功。2011 年 9 月，爱国阵线上台执政后，两国友

好合作关系继续稳步发展，双方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友好往

来稳步推进。 

4.经济制度 

经济主要包括农业、矿业和服务业，其中矿业占重要地位。独

立后至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较快。此后由于国际矿业市场

价格下跌，政府国有化政策失误等原因，经济陷入困境。多民运执

政以来，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和多元化，积极吸引外资，经济保持

较快增长。2005 年达到重债穷国完成点，获巨额债务减免，外债

由 2005 年底的 55 亿美元降至 2006 年底的 6.35 亿美元。2008 年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矿业遭受较大冲击，经济下滑。2009 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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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明显复苏。2010 年矿业公司复产、增产势头良好，玉米获得历

史性丰收。2011 年，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世界银行将赞列入

低水平中等收入国家。 

5.工矿业 

采矿业较发达，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之一。其主体是铜矿和钴

矿的开采和冶炼。独立后赞矿产业曾发展较快，20 世纪 70年代中

期起铜产量逐年下降。1970 年前，赞铜矿一直属于私有。1970 年

赞政府进行铜矿国有化改革，将赞铜矿重组为罗安（ROAN）联合铜

矿公司和恩昌加（NCHANGA）联合铜矿有限公司。1982 年两大公司

又被合并为赞比亚联合铜矿公司（ZCCM），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铜

矿公司。奇卢巴政府自 1991 年起大力推行铜矿私有化。2001 年国

有大型铜矿私有化全部完成，赞铜产量回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矿业仅增长 2.4%。2009年，随着国际市场铜价回升，矿业

增长势头强劲，卢姆瓦那、卢安夏等大型铜矿先后投产或复产。2010

年全年铜产量增长 17.4%，达 82 万吨。 

制造业较落后。独立前，工业制成品基本依赖进口；独立后，

政府积极致力于发展国有制造业；多民运执政后，对制造业实行私

有化；1998 年以后，制造业得到较快发展；食品、饮料、烟草、

纺织和皮革等行业产值约占整个制造业的 75%。 

6.农业 

农业是赞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全国约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目前开发的可耕地面积为 620 万公

顷，只占全部可耕地的 14%。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多种农作

物生长。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大豆、水稻、花生、棉花、烟

草等。正常年景玉米可自给。赞耕地普遍缺乏灌溉系统，农作物抗

灾能力较弱。2010 年，农业获得历史性丰收，全年玉米产量 278

万吨，同比增长 40%。 

7.旅游业 

有世界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和 19 个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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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富埃国家公园占地面积最大。赞还辟有 32 个狩猎管理区。游客

人数保持增长势头，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及南非举办世界杯。2010

年到赞比亚旅游人数达到 68万人次，增长了 20%。 

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赞比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和生

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给

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赞比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税

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赞比亚以基督教为国教，30%的人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其他

信奉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及当地原始宗教。 

（二）礼仪 

赞比亚人性情开朗，能歌善舞。跳舞是他们最喜爱的传统娱乐

方式。赞比亚人十分注重礼节，朋友见面后，用两只手紧握对方，

还要上下摇动，热情寒暄。赞比亚人热情好客，每当有客人临门，

主人都是热情接待，并用咖啡、水果、点心等招待客人。赞比亚人

待人友好，在路上车子相碰，他们下车不是互相指责，大吵一通，

而是各自检查自己车子的损坏程度，等待警察来处理，一切依法办

事。在这里搭便车是常事，司机都是分文不取。 

（三）禁忌避讳 

在赞比亚，女主人一般不接待客人；忌讳用左手递东西；妇女

一般不与男人握手，若其主动伸手，男子再伸手相握，但不宜紧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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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时间相握。赞比亚人忌讳别人从自己背后穿过，认为这样是不

礼貌的，从面前穿过才是合乎礼仪的举止。忌讳“13”，认为“13”

是预兆厄运的数字，会给人们带来灾祸。忌讳他人用手指着自己说

三道四，认为这是让人不能容忍的举动，是对人的一种蔑视和污辱。

忌讳有人以右手握拳挥动着手臂对待他们，这种动作在赞比亚是表

达对人的“诅咒与谩骂”。 

（四）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青年节：3月 12、13日 

非洲解放日：5月 25日 

独立日：10月 24日 

（五）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货币为赞比亚新克瓦查（Zambian Kwacha KW）简称 ZMW。 

自 2013年 1月 1日起，赞比亚实行货币改革，由旧克瓦查（ZMK）

改为新克瓦查（ZMW），1ZMW=1000ZMK，旧克瓦查于 2014年 6月 30

日停止使用。 

2.汇率 

1.美元约等于 6.14新克瓦查（截至 2014年 6月） 

3.物价 

赞比亚工业落后。日常消费品需从南非等周边国家进口，物价

水平偏高。近年来，赞比亚经济逐渐好转，日常用品供应能满足需

求，但货品不丰富。部分物品较中国高出 2至 3倍。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报警：991 

医疗急救：992 

首都卢萨卡地区急救：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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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火警：993 

紧急情况：999 

（二）中国驻赞比亚共和国使（领）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ZAMBIA 

地  址：UNITED NATIONS AVENUE,7430,LUSAKA,ZAMBIA 

信  箱：P.O.BOX 31975,LUSAKA,ZAMBIA 

电  话：0026-211-251169 

传  真：0026-211-251157 

网  址：http://zm.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zm@mfa.gov.cn 

  

http://zm.chineseembassy.org/
mailto:chinaemb_zm@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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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阿尔及利亚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位于非洲西北部。北临地中海，东临突尼

斯、利比亚，南与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与摩洛哥、

西撒哈拉交界。海岸线长约 1200 公里。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238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3790 万（2013 年）。大

多数是阿拉伯人，其次是柏柏尔人（约占总人口 20%），少数民族

有姆扎布族和图阿雷格族。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法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阿尔及尔(Alger)，人口 376 万。 

国旗：阿尔及利亚国旗由竖排的绿白两半组成，中央镶嵌着红

色的月牙和五角星图案。绿色象征着伊斯兰教，白色则象征着纯洁；

中央的月牙与五角星是伊斯兰教国家旗帜上所常见的标志。这源于

十七世纪，统治当今阿尔及利亚部分沿海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曾把

月牙与五角星视为权力的象征。自 1954 年起，阿尔及利亚国家解

放阵线对法国殖民者，发起了争取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游击战争。经

过近十年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于 1962 年 7 月 5 日，在新首都阿尔

及尔宣布独立，从而开始了现今旗帜的使用。 

国徽：阿尔及利亚国徽是 1976 年制定的，以一只伸展的手掌

为中心图案，两只鸽子站在拇指与小指上，衔来和平的橄榄枝；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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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只手指直插云霄，象征国家的三大革命：工业、土地和文化革

命。一轮旭日从手中冉冉升起，照耀着美丽富饶的绿色大地，昭示

着国家的独立，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手掌左侧立着厂房、井

架和密林，分别代表工矿、石油和林业；右侧绘有象征农业生产的

麦穗与绿色橄榄枝。国徽下端的红色新月与五角星，将阿尔及利亚

与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世界维系在一起。 

4.行政区划 

全国共分为 48个省 

5.气候 

北部沿海地区属地中海气候；中部为热带草原气候；南部为热

带沙漠气候。每年 8 月最热，最高气温 29℃，最低气温 22℃；1

月最冷，最高气温 15℃，最低气温 9℃。 

6.资源 

石油探明储量约 122亿桶，占世界总储量 1%，居世界第 15位，

主要是撒哈拉轻质油，油质较高；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4.58 万亿

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 2.37%，居世界第 10 位。阿油气产品大

部分出口。其他矿藏主要有铁、铅锌、铀、铜、金、磷酸盐等。其

中，铁矿储量为 30－50 亿吨，主要分布在东部乌昂扎矿和布哈德

拉矿。铅锌矿储量估计为 1.5亿吨，铀矿 2.4－5万吨，磷酸盐 20

亿吨，黄金 100吨。阿水利资源丰富，可开发水资源约 172亿立方

米，水坝 64 座，蓄水能力 710亿立方米。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公元前 3世纪，在阿北部建立过两个柏柏尔王国。后罗马、拜

占庭、阿拉伯、西班牙、土耳其入侵。1830 年法国开始入侵，阿

逐步沦为法殖民地。1958年 9月 19日，阿临时政府成立；1962 年

7月 3日，正式宣布独立，7月 5日定为独立日；1963年 9月，本·贝

拉当选首任总统；1965 年 6 月，胡阿里·布迈丁政变上台，成立

革命委员会，自任主席兼总理；1976 年 12月布当选为总统；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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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沙德利·本·杰迪德上校当选总统；1992 年 1 月，沙辞

职，以穆罕默德·布迪亚夫为首的五人最高国务委员会成立并行使

总统职权。7 月，卡菲继任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1994 年 1月，最

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卸任，拉明·泽鲁阿勒被任命为总统；1995 年

11月泽当选总统。1995年至 1997年间，阿完成修宪公投，通过政

党法并先后举行总统、立法、地方及民族院（参议院）的选举，各

级政权建设基本完成。1998 年 9 月 11日，泽宣布提前卸任。1999

年 4月 15日，阿举行总统选举，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当

选总统，并于 2004年和 2009年两度连任。2014年 4 月 17日，布

特弗利卡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开启第四任期。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阿独立以来共颁布三部宪法。现行宪法于 1989 年 2 月颁布，

于 1996年 11 月经全民公投修订。修订后的宪法主要内容是：确定

阿的伊斯兰、阿拉伯、柏柏尔属性；禁止在宗教、语言、种族、性

别、社团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基础上成立政党；议会由国民议会和民

族院组成；总统在议会产生前及其休会期间，可以法令形式颁布法

律；如政府施政纲领两次被国民议会否决，则解散国民议会，重新

选举等。2008年 11月，阿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连任

次数的限制。 

（2）国会 

由国民议会（众议院）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两院共同行

使立法权。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须经民族院四分之三多数通过后

方能生效。 

（3）政党 

根据 1996 年 11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 1997 年 2 月通过的

政党法，阿原有 30多个合法政党。2012 年 1月，布特弗利卡总统

签署新的《政党法》，阿内政部据此批准了 30 多个新政党。 

（4）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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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月 11日，阿政府内阁进行改组。现政府由总理、30

名部长、1 名部长级代表、1名国务秘书和 1名政府秘书长组成。 

（5）司法 

设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总统和司法部长担任。

法院分三级：最高法院、省级法院和市镇法庭。不设检察院，在最

高法院和省级法院设检察长，均受司法部领导。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中阿传统友谊深厚。1958 年 9 月，阿临时政府成立后，我即

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的非阿拉伯国家。同年 12 月 20日，两

国建交后，双方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2004 年 2 月，胡

锦涛主席访阿期间，两国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2006年 11月，布特弗利卡总统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

访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阿关于发展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声明》。

2012年 11 月，布特弗利卡总统致函，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013 年 3 月，布特弗利卡总统致函，祝贺习

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14 年 6 月 6 日，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会见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并共同签署《中阿全面战略合

作五年规划》。 

2008 年 8 月，布特弗利卡总统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2010 年 1 月和 7 月，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务委员戴秉国先

后访问阿尔及利亚。同年 4月，阿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作为总统代

表，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5月，阿尔及利亚外长梅德西来华出

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2011 年 3 月，外交部副部长

翟隽访问阿尔及利亚；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访问阿尔及利亚。

2012 年 5 月，杨外长在突尼斯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

议期间，会见了阿外长梅德西；7 月，阿外交部部长级代表梅萨赫

勒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11 月，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访阿；12 月，阿外交部部长级代

表梅萨赫勒访华。2013 年 4 月，阿民族院议长本萨拉赫代表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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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卡总统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6 月，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访阿；8月，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访阿，

阿青年和体育部长塔赫米访华；10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

局长童刚访阿。 

中阿两国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气候变化、人权等重大问题上，保持协调与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

国家利益。1997 年 4 月，两国外交部建立定期磋商机制，迄今已

举行八次磋商。 

2008 年 5 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阿总统、总理、两院议长

即分别向我领导人致慰问电。阿总理、两院议长赴我驻阿使馆吊唁，

阿政府向中国政府捐赠 100万美元。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

布特弗利卡总统向胡锦涛主席致慰问电，阿驻华使馆代表阿政府向

我灾区捐赠 15万美元。 

2006 年 11月，阿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阿是我在非洲第一大

承包工程市场和我在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

年全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 81.53亿美元，同比增长 5.38%，其中

我对阿出口 60.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2%，我自阿进口 21.39

亿美元，同比下降 7.79%。 

4.经济制度 

阿经济规模在非洲位居前列。石油与天然气产业是阿国民经济

的支柱，多年来其产值一直占阿 GDP 的 30%，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

的 60%，出口占国家出口总额的 97%以上。粮食与日用品主要依赖

进口。 

阿自 1989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1995 年通过私有化法案，加

快经济结构调整。2005 年以来，国际油价走高，阿油气收入大增，

经济稳步增长。阿政府对内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全面开展经济重建。

在“五年经济社会振兴规划”（2005－2009 年）和南部、高原省

份发展计划框架下，斥资近 2000 亿美元，用于国企改造和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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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扩大经济开放，出台“新碳化氢法”，鼓励外企参与阿油气开

发；密切与欧、美的经贸合作，加紧开展“入世”谈判。 

2009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未对阿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

但随着危机蔓延，阿石油收入锐减。为减弱金融危机影响，阿加强

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引导，加大对油气领域投资，加快实施能源多

元化战略，积极开发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2014 年 5 月 21 日，

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上通过决议，同意对南部地区的页岩气资源进

行开发。 

5．工矿业 

工业以油气产业为主，钢铁、冶金、机械、电力等其他工业部

门不发达。油气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45.1%，制造业仅占 5.2%。目

前阿工业系统共有员工约 43万人，其中国营工业企业职工 33万人，

私营企业员工约 10万人。 

6．农业 

阿现有农村人口 1300万，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主要农产品有粮食（小麦、大麦、燕麦和豆类）、蔬菜、葡萄、柑

桔和椰枣等。耕地面积约 800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3%。其中粮

田 306 万公顷，果林 57.7 万公顷，葡萄 8.2 万公顷，蔬菜种植面

积 16 万公顷。阿农业靠天吃饭，产量起伏较大。阿是世界粮食、

奶、油、糖十大进口国之一，每年进口粮食约 500万吨。近年，阿

农业发展迅速，2012年农业生产总值达 290亿美元，同比增长 8.3%。 

森林覆盖率 11%，总面积 367 万公顷，其中软木林 46万公顷，

年产木材 20 万立方米。阿森林总局数据显示，自 2000 年推出国家

绿化计划至今，阿已植树造林 50 万公顷。 

7．旅游业 

阿旅游资源丰富，全境有 7 处自然、文化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目前阿全国有旅游开发区 174 个，酒店 1136

家，床位约 10万张。2012 年，阿共有 200 万人出国旅游，赴阿游

客为 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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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阿尔及利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

和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

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阿尔及利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

制、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阿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掌控所有的外汇资源，

在外汇管制上有总的管辖权。阿外汇政策的任务与目标在于实现货

币和第纳尔的完全可自由兑换。目前，阿外汇管理限制已有大幅减

轻，其法定货币第纳尔同美元、欧元等可自由兑换货币之间的汇率

保持一定幅度的波动，以使其反映正常的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对外

结算时，阿允许进口商使用供货商总部所在国，或商品来源国的流

通货币进行支付，而在与未签订支付协议的国家进行结算时，要求

进口商使用美元、欧元等可自由兑换货币。阿政府允许有外汇来源

的私人企业或个体居民，在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经常项目项下

的外汇收支，出口外汇收入及进口外汇支出，均通过阿中央银行及

其授权银行操作。外汇账户不能透支。在投资领域，无论是阿国籍

或外国国籍，无论是法人或自然人，在国外从事主体生产经营活动

（超过总营业额的 60%）两年以上的人员，被视为非居民，非居民

的资金或收益被允许汇入或汇出阿，以支持其在阿境内或境外的生

产经营行为。此外，阿政府规划在阿境内，建设数座自由贸易区或

工业园区，以吸引投资、促进出口、扩大就业，并对自由贸易区和

工业园区内的外汇管理作出以下规定： 

1.在自贸区和工业园区内从事生产经营者，在与外国商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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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交易时，所支付或收取的外汇，可以不经过阿中央银行或授权

外汇银行审批； 

2.在自贸区和工业园区内从事生产经营者，在与阿尔及利亚商

人进行商业交易时，须按规定对外汇的使用情况向中央银行及其授

权外汇银行进行申报； 

3.阿自贸区内的外来投资者，在前期建设或后期经营阶段，均

须以外汇作为支付手段，购置阿当地产品或服务时亦须使用外汇； 

4.对于支付阿国雇员工资或社会保险所使用的第纳尔现金，须

提交中央银行或授权外汇银行的换汇证明。 

在阿尔及利亚，缴纳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不管是

阿尔及利亚人或者是在阿外籍人员，均须按规定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费用，并享受各类社会保险待遇。在逾期未办理的情况下，雇主将

受到惩罚，每漏办一个员工的社会保险，雇主将有可能被课以 1万

到 2万第纳尔的罚金，及 2到 6个月的监禁。 

社会保险包括：基本保险（工资性收入的 14%）、工伤/疾病保

险（工资性收入的 1.25%）、退休保险（工资性收入的 16%）、失业

保险（工资性收入 1.75%）、提前退休（工资性收入 1.5%）、住房公

积金（工资性收入的 0.5%），总计 35%，其中雇主承担 26%、雇员

承担 9%。另外，阿国社会保险基金会还替国家征收，社会住房基

金（工资性收入 0.50%）和预防建筑工伤事故特别基金（工资性收

入 0.13%）。事实上，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工人，除了能勉强享受工

伤/疾病保险的权利外，享受不到其他阿国社会保险福利，但又必

须缴纳总计 35.13%的社会保险费用。 

另外，在阿尔及利亚有强制性带薪休假政策。休假工资局每月

负责征收休假工资费用，然后再行返还雇员本人用以保障雇员带薪

休假权利。休假工资包括：休假工资（工资性收入 12.21%）、恶劣

天气临时性失业工资（工资性收入 0.75%），合计征收工资性收入的

12.96%。每位参保员工可以享受每月 2.5 天，或每年一个月的休假

工资返还，实际上，雇主实际支付约为工资性收入的 4.6%。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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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阿法定每周工作五天，周四和周五为休息日。 

由于国内失业率比较高，阿对引进外国劳工控制相对严格。外

国劳动力需要事先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批准才能得到签证，劳工到

达后，又必须到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劳工证才能就业。阿政府要求外

国企业来阿工作的员工应具有中专和大学学历，外国员工与当地员

工用工比不能超过1:3。外籍员工获得阿工作签证的手续十分复杂，

办理签证的速度也十分缓慢，需要 2-3个月之久。 

阿项目基本都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承包商或供货商，招标

公告在专门的刊物或国内几种大报上发布。具备资格的所有国家的

承包商，均可参加国际招标的投标，但国内招标只允许在阿注册的

法人公司参加。一般情况下，由国际金融机构出资的项目，资金落

实可靠，实施较为顺利。承包商递送标书后，业主评标大致分为以

下三步： 

1.一级评审：其评审分为多项综合评分，一般比较注重技术标，

其分数至少占50%。初级评委会一般对前三标（有的部门取前五标）

的评定分析比较认真仔细，并将评审结果写成书面报告呈二级评委

会。 

2.二级评审：该级评委会在第一级评委会评标结果的基础上，

评审出一家公司作为中标的承包商。出资机构一般会同意该评标结

果，并回复业主。 

3.三级评审：即由国家合同委员会进行的最后一级评审，该评

委会大多会接受二级评审意见。国家合同委员会批准合同文本后，

业主才在文本上签字。此时合同正式生效。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阿尔及利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二）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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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众假期很特殊，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均不相同： 

1.法定节假日：公历新年、国际劳动节、国际儿童节、革命振

兴日（6月 19 日）、独立日（7月 5日）、国庆日（11 月 1日）。 

2.宗教节日（共 10天）：主要是宰牲节、伊斯兰历新年、阿舒

拉节、牟噜德节和开斋节等五大节日，根据伊斯兰历确定。 

3.周休日：根据穆斯林习惯，周末实际从星期三下午开始，政

府部门休息星期四和星期五，银行和邮局星期四开业（银行星期六

休息），星期五除零售商店外，一切经济部门均停业休息。 

（三）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阿尔及利亚流通的钱币是“阿尔及利亚第纳尔”（DZD）。辅币

单位为“分”，100分=1第纳尔。目前流通的阿尔及利亚铸币币值

有：1、2、5、10、20、50分及 1、5、10、20、50、100第纳尔，

纸币面额有：100、200、500、1000、2000第纳尔。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阿尔及利亚五种纸币将不再流通，

持票者可继续使用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五种纸币分别为：1981

年版一百（100）第纳尔、1982 版一百（100）第纳尔、1983 年

版二百（200）第纳尔、二十（20）第纳尔以及 1984年版十（10）

第纳尔。以上版本纸币市场流通时间已超过 30 年，目前约占货

币流通量的 0.5%，币值的 3%。这些货币退出流通后 10 年内，持

有者可在阿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兑换。 

2．汇率 

1 美元约合 79.45 阿尔及利亚第纳尔（截至 2014 年 6 月），

并有一定的汇率浮动。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报警：17   消防：14   急救中心：115   查询电话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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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使（领）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ALGERIA 

地  址：34 BOULEVARD DES MARTYRS, ALGER 

国家区号：00213-21 

电  话： 

使馆领事处电话： 

00213-21-692724  00213-21-692962（领事保护） 

经 商 处：00213-21-792982（商务、投资） 

00213-21-791668（工程承包、劳务） 

00213-21-927121（援外） 

传  真：693056，693082 

网  址：http://dz.china-embassy.org 

     http://dz.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dz@mfa.gov.cn 

 

  

mailto:chinaemb_dz@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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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博茨瓦纳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博茨瓦纳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otswana）为南部非洲内

陆国家。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东接津巴布韦，西连纳米比亚，

北邻赞比亚，南接南非。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581730 平方公里，人口约 203 万（2011 年人口普

查数字）。绝大部分为班图语系的茨瓦纳人（占人口的 90%）。主要

民族有恩瓦托、昆纳、恩瓦凯策和塔瓦纳等，其中恩瓦托族最大，

约占人口的 40%。另有数万欧洲人和亚洲人。官方语言为英语，通

用语言为茨瓦纳语和英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哈博罗内（Gaborone），人口约 23万（2011 年）。年均

最高气温为 28.3℃，年均最低气温为 12.9℃，年均气温 20.7℃。 

国旗：博茨瓦纳国旗呈长方形，长宽之比为 3∶2。旗面中间

横贯一道黑色宽条，上下为两个淡蓝色的横长方形，黑色与淡蓝色

之间是两道白色细条。黑色代表博茨瓦纳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黑人；

白色代表白人等人口中的少数部分；蓝色象征蓝天和水。国旗的寓

意是在非洲的蓝天下，黑人和白人团结、生活在一起。 

国徽：博茨瓦纳国徽中间为盾徽，呈“品”字形的 3 个齿轮，

代表各个部族之间的合作与工业；其下淡蓝色的波纹，颤动着天空

与水流；再其下以牛头标志出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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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牌左右各有一匹斑马，代表当地部族，黑白相间的线条与国旗中

的意义相同。斑马手中的高粱，使博茨瓦纳农业国的特色再次得到

体现。白色象牙则形象地表明国家另一个重要经济来源。盾徽下端

白色饰带里写有当地欢呼语“普拉”——雨。在日常生活中，这个

词还被人们用作问候语。是啊，在这干旱的非洲大陆上，有了雨水，

便有了天与地的结合；有了播种与收获，有了财富，才有了生命之

露，大济苍生。 

4.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 10 个行政区。西北、乔贝、中部、东北、杭济、

卡拉哈迪、南部、东南、昆嫩、卡特伦。 

5.气候 

大部分地区属热带草原气候，西部为沙漠、半沙漠气候。年均

气温 21℃。年均降水量 400 毫米。 

6.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藏为钻石，其次为铜镍、煤、苏打灰、

铂、金、锰等。钻石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已探明的铜镍矿蕴

藏量为 4600 万吨，煤蕴藏量 170亿吨。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独立前称贝专纳。公元 13－14 世纪，茨瓦纳人由北方迁居此

地。1885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称“贝专纳保护地”。1966 年 9 月

30 日宣布独立，定名为博茨瓦纳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实行

多党制，由博茨瓦纳民主党执政，塞雷茨·卡马任总统。1980 年 7

月，马西雷接任总统职务。1984年、1989 年和 1994 年，民主党在

议会选举中接连获胜，马西雷三次蝉联总统。1998 年，马西雷主

动辞去总统职务，莫哈埃接任总统。1999 年和 2004 年，民主党在

大选中均以压倒优势胜出，莫哈埃两度蝉联总统。2008 年，莫哈

埃总统任期届满，原副总统伊恩·卡马接任总统。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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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法 

1966 年 9月 30日生效，后几经修改。宪法规定：博实行多党

议会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 5年，最多连任两

次；总统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自动接任总统职务；总统和国民议

会组成国会，行使立法权；国民议会通过的决议、法案须经总统批

准才能生效；总统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 

（2）国会 

国民议会由 57 名民选议员、4 名特选议员（由总统提名，议

会表决通过）、总检察长（由总统任命，接受议会的法律咨询，参

加议会，但无投票权）和议长（由议员选出，主持议会会议，无投

票权）组成，每届任期 5年。议会的主要职权是：选举总统，制定

法律，修改宪法，审议国家发展计划和政府财政预算。一般议案半

数表决通过，重要议案需 2/3赞成通过。 

（3）酋长院 

议会的咨询机构，原由 15名成员组成。2005年 4月，议会通

过对宪法 77、78 和 79 条的修正案，规定酋长院成员增至 35 名，

其中 8大部族酋长为当然成员，7人由 8位当然成员选举产生，称

为“选举成员”，另 20名由各地区选举产生，称为“特选成员”。

酋长院的职责范围和权力，仅限于传统的特定事务，如习惯法、非

洲法院、领导职务、民族财产、部落首领的任免、宪法修正案等。

每年议会开幕前，酋长院先召开例会，向议会提出动议和议案，但

不具有任何约束力。酋长院在必要时可要求有关部长到酋长院说明

情况，部长也可到酋长院征询意见。 

（4）内阁 

本届内阁于 2009年 10月产生，由总统、副总统、16名部长、

8名副部长、总检察长和总统办公室常秘兼内阁秘书共 28人组成。 

（5）司法 

由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传统法院组成。传统法院相当于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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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由各民族酋长担任法律执行人。 

3.与我国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博茨瓦纳共和国于 1975 年 1 月 6 日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中方访博的国家领导人主要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1986 年 9

月）、外长钱其琛（1989 年 7 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1995 年

7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1998 年 11

月）、国务委员吴仪（2000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

（2002 年 6 月）、外长唐家璇（2003 年 1 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

（200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吴官正（2006

年 9 月）、外长李肇星（2007 年 1 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0

年 11月）等。 

博方访华的国家领导人主要有：总统塞雷茨·卡马（1976 年 7

月）、外长莫惠（1978年 8月）、总统马西雷（1983 年 11 月、1991

年 9月）、外长切佩（1988年 6月）、副总统莫哈埃（1996 年 6月）、

外长梅拉费（1998 年 2 月和 2004 年 5 月）、总统莫哈埃（2000 年

6 月、2006 年 11 月率团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 3 届部长

级会议）、议长摩洛莫（2001 年 10月）、副总统梅拉费（2010年 7

月出席上海世博会博国家馆日）、议长纳莎（2011年 10 月）等。 

2011 年 12月，国务委员刘延东访问博茨瓦纳，与梅拉费副总

统举行会谈，就加强两国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达成重要共识，双方签署了涉及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三个文

件。访问期间，刘延东国务委员出席了中国文化部与博方共同举办

的“隔洋相看——非洲画家笔下的中国”画展开幕式，参观博茨瓦

纳大学孔子学院并发表演讲，向孔子学院赠送语音实验室设备，还

邀请博 100 名大中学生来华参加夏令营。 

2012年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访问博茨瓦纳，

会见梅拉费副总统，并与纳莎议长举行会谈。6月，博总统事务和

公共管理部长马西西访华，回良玉副总理会见，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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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建与马举行会谈。7月，博外长斯凯莱马尼来华参加中非合作

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 

4.经济制度 

博是非洲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一。钻石业是

其经济支柱，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养牛业是传统产

业，制造业落后。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较快，成为新兴产业。独立后，

博政府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和国外先

进技术。先后制定了十个国家发展计划，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发

展。为改变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钻石业的状况，从 20 世纪 80年代后

期开始，博政府开始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卡马总统执政以来，博政府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

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努力扩大内需，创造就

业。在继续重视钻石经济和提升附加值的同时，吸引外资开发镍、

铜等矿产资源；启动火电站建设，加快电力自给和出口；推动旅游

业发展，促进经济多元化。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钻石产量和出口

收入一度大幅下降。随着国际市场矿产品需求回暖及价格回升，博

经济自 2009 年第二季度起开始复苏。政府加大对主要产业部门扶

植力度，确定钻石业、农业、卫生、教育、交通、创新六大重点发

展领域。根据相关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2012 年博经济自由度和

投资环境等多项指标继续位于非洲前列。 

5.工矿业 

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起，采矿业取代畜牧业成为博国民经济

的主要部门，博是世界上主要毛坯钻石生产国之一。近年，博政府

积极发展钻石加工业，以提高钻石业利润，已批准 4个钻石加工企

业营业执照。2008 年钻石产量 3260 万克拉，产值 32.7 亿美元，

位列世界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钻石产量大幅减少，

为 1773 万克拉；2011 年钻石产量为 2290 万克拉。铜镍是继钻石

后重要的出口矿产品，2011 年产量为 3.2 万吨。2012 年，博钻石

出口额 361 亿普拉，占出口总额的 79.3%，铜镍出口额 33.1 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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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占出口总额的 7.3%。 

6.农业 

农业较落后，可耕地占全国面积的 15%，种植面积为可耕地的

5%。博农业产量较低，只能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 10%左右，主要农

作物为高粱和玉米。政府鼓励农民多种粮，增加粮食自给，自 2008

年以来博政府实施综合支持耕地发展项目。2011－2012 财年博土

地种植面积为 34.1 万公顷，农作物产量 7.3万吨。（数据来源：卡

马总统 2012年国情咨文）2011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畜牧业占农业产值的 70%，是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之一，也

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畜牧业以养牛为主，养羊为辅。博有现代

化的大型屠宰厂和肉类加工厂，年屠宰能力为 40－50 万头牛。2008

年牛肉出口额 5.3 亿普拉，约占出口总额的 1.58%。2010 年，博牛

畜存栏量为 265 万头。2011 年 3 月，因受口蹄疫疫情影响，欧盟

已无限期暂停进口博牛肉。2011 年博肉类出口额 3.3 亿普拉，约

占出口总额的 0.8%。 

7.旅游业 

博是非洲主要旅游国之一。旅游资源丰富，是非洲野生动物种

类和数量较多的国家。政府把全国38%的国土划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设立了 3个国家公园，5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乔贝国家公园和奥卡

万戈三角洲野生动物保护区为主要旅游点。旅游业现为博第二大外

汇收入来源，是经济多元化战略的重点发展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博旅游业持续增长。为加强对旅游业的推销和宣传，2005

年博成立了旅游董事会。2006 年游客数量为 182万人次。2008年，

全国拥有宾馆 302 所，客房 5145 间，床位 9020 张。2010 年博接

待外籍游客总数创纪录达 210万人次。2006 年至 2010 年，游客数

量年增长率为 10.7%。旅游业对 GDP 贡献率达 3.7%。截至 2012 年

6 月，博旅游公司有 764家，其中 406 家为本国公民所有。 

8.与我国经贸关系 

建交以来，中国在博完成的援建项目包括五期铁路更新、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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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病治疗中心和住宅等，正在实施青年活动中心项目，待实

施植物园项目。近年，博每年有数十名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

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举办的各种培训班。 

中博两国签有贸易协定。2012 年，中博双边贸易额为 3 亿美

元，同比下降 58%，其中中国出口 1.8 亿美元，同比下降 70%，进

口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中方主要出口纺织服装、机电产品、

高新产品等，主要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钻石。 

截至 2012年底，中国企业在博签订承包劳务合同额累计达 88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67 亿美元。两国政府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截

至 2011年底，中国在博累计直接投资存量为 2.1亿美元。2012年，

中国在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920 万美元。 

2012 年 4 月，中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博茨瓦纳共

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三）地区安全状况 

博茨瓦纳社会治安在南部非洲国家中相对较好，不存在反政府

武装组织，至今也未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但近年来周边国家流入

的非法移民日益增多，给社会安全带来较大压力。博目前失业率较

高，交通事故、酗酒、酒后驾车肇事、抢劫、偷盗、强奸等社会问

题较突出，犯罪率有所上升，已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博禁止当地

居民持有枪支，但允许合法持有猎枪，持有猎枪要在警察局登记备

案。特别提醒来博人员切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注意不要在僻静处

打车，不要显露现金和贵重物品，加强夜间防盗。另外，博茨瓦纳

交通事故发生率较高，出行需谨慎。 

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博茨瓦纳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和

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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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博茨瓦纳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博茨瓦纳居民多数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

教、巴哈教，农村地区一些居民信奉非洲传统宗教。 

（二）礼仪与习俗 

在博茨瓦纳，最常见的见面礼节是握手。熟悉的好友见面要拥

抱、亲吻面颊。见到长辈，总是先用左手握住右手，然后再伸出右

手去握对方的手。见到酋长，他们一般都会跪在地上或蹲在地上向

酋长致意。女性多行躬身屈膝礼。在社交场合采用国际通用的称谓。 

习俗方面，博国居民有悠久的养牛历史，被誉为“牛的国度”。

牛是博茨瓦纳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各种节日庆典都要杀牛庆祝。

高级官员以购牛作为财富储存的方式，牛还是各种重大庆典的祭品。

商店里有以牛作商标的，还有用牛皮制作的服装、床褥、手袋、凉

鞋等；货币上铸有一头公牛；国徽中央是醒目的牛头像。就连周末

生活也离不开牛，人们往往利用周末举家奔向郊外，去探视自己的

牛群。特别要提出的是：每年 7月的评牛博览会是博茨瓦纳最热闹

的节日。届时人山人海，牛山牛海，场面隆重。 

在博茨瓦纳，有些部族仍留有母系时代痕迹，夫从妻居；亦有

一夫多妻的习俗。大多数部族保持民族部落制残余。他们以畜牧业

为主，随水草而居，形成大的村落。 

政府规定公务员不能经营企业和商业，但可以买牛办牧场。结

婚时要向女方送牛作为彩礼，最少要两头牛，多的可达二十几头，

但必须是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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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茨瓦纳，男女界限分明，外来男性客人切勿主动伸手同当

地女性握手，也不可单独同女性交谈，更不可对女性显得格外热情。 

博茨瓦纳缺水，人们期盼雨水，雨水在茨瓦纳语发音为“普拉”，

指丰收、和平与友好，熟人见面相互说“普拉”，集会时的欢呼也

是“普拉”，该国货币也称为“普拉”。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新年：每年 1月 1 日 

复活节：三月或四月的某一个星期天 

劳动节：5月 1日 

耶稣升天节：五月初 

塞雷茨·卡马爵士（首任总统）日：每年 7月 1日 

总统日：每年 7月 15日 

独立日：每年 9月 30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节礼节：12 月 26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博货币为普拉(Pula)，可以直接同主要国家货币自由兑换。 

2.汇率 

自 1999 年 4 月起，博实行开放和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采取

浮动汇率。1 美元约合 8.84 博茨瓦纳普拉（截至 2014 年 6月）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急救电话：997 

火警电话：998 

匪警电话：999 

查 号 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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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驻博茨瓦纳共和国使（领）馆 

地  址：Plot 3096,North Ring Road, Gaborone, Botswana 

信  箱：P.O.BOX 1031, Gaborone 

电  话：00267-3952209 

传  真：00267-3900156 

网  址：http://bw.china-embassy.org 

http://bw.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bw@mfa.gov.cn 

使馆经商处： 

电  话：00267-3953270 

传  真：00267-3900147 

邮    箱：bw@mofcom.gov.cn 

 

  

mailto:chinaemb_bw@mfa.gov.cn
mailto:bw@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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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赤道几内亚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赤 道 几 内 亚 共 和 国 (The Republic of Equatorial 

Guinea,Republica de Guinea Ecuatorial)位于非洲中西部，西临

大西洋，北邻喀麦隆，东、南与加蓬接壤。海岸线长 482 公里。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28051 平方公里（其中大陆部分 26017 平方公里，

岛屿 2034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101 万。主要民族有分布在大陆的

芳族（约占人口的 85%）和居住在比奥科岛的布比族（约占人口的

6.5%）。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法语为第二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为

第三官方语言。民族语言主要为芳语和布比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马拉博(Malabo)，位于比奥科岛，人口 26.6 万。年平

均气温 25℃。 

国旗：赤道几内亚国旗为长方形，长宽之比为 3：2。靠旗杆

一侧为蓝色等腰三角形，右侧为三个平行宽条，自上而下分别为绿、

白、红三色，旗面中央有国徽图案；绿色象征财富，白色象征和平，

红色象征为独立而斗争的精神，蓝色象征海洋。 

国徽：赤道几内亚国徽中的一棵树，是赤几人喜爱而且敬仰的

“上帝之树”——红树。这种树在赤道几内亚境内的热带森林中极

为常见，它有盘结伸延的树根，它的褐色树干粗壮高大，直插云霄，

它繁茂的枝叶庇护着一代又一代人民。不仅表现了国家的木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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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工，同时预示着新兴的共和国定将坚实、自由、独立地屹立在

这片大地上。红树上端的 6颗金黄色六角星，代表共和国的 6个组

成部分：大陆上的木尼河区以及前西属岛屿——比奥科岛、安诺本

岛、科里斯岛和大小埃洛贝岛。国徽下部的褐色饰带上用西班牙文

书写着格言“团结、和平、正义”。 

4.行政区划 

全国划分为 7个省、18个区和 30个市 

5.气候 

赤几的气候潮湿多雨，温差较小，属热带雨林气候。大陆地区

全年分为 2 个旱季和两个雨季，3－5 月份和 9－11 月份为雨季，

12－2 月份和 6－8 月份为旱季，年平均降雨天数 152 天。比奥科

岛只有一个旱季和一个雨季，5－10 月份为雨季，11－4 月份为旱

季。年平均气温 24－26℃，年降水量 2000－3000 毫米。 

6、资源 

矿藏有石油、天然气、磷酸盐、黄金、铝矾土、锌、钻石等。

估计天然气和原油储量分别为 400 亿立方米和 56 亿桶。林、渔业

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 46%，原木产量从 2000 年的 70.82 万立方

米下降到 2008 年的 40万立方米，其中约 90%用于出口。原木主要

出口亚洲。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1471－1778年，葡萄牙先后占领安诺本、比奥科、科里斯科等

岛。1778年，葡将包括上述 3岛在内的奥戈韦河（今加蓬境内）至

尼日尔河沿海地区划归葡萄牙势力范围。1845年，葡萄牙在赤几建

立殖民统治。1964年 1月赤几实行“内部自治”。1968年 10月 12

日正式宣告独立，成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马西埃·恩圭马任总统。

1979年 8月 3日，国家革命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奥比昂中校发动军事

政变，推翻马西埃政权，成立以奥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 

2.宪法、国会、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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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法 

1982年 6月通过，1991年 11月修订，2011年 11月再次修订。

宪法规定：赤几实行共和制，是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立

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体

现民族团结并代表国家，经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7 年，最多可

连任一届。 

（2）国会 

原称人民代表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2011 年 11月新宪法

将议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议员 70名，其中 55名由直接

选举产生，15 名由总统任命，任期 5 年；众议院议员 100 名，由

直接选举产生，任期 5年。 

（3）司法 

由最高法院、总检察院、上诉法院、初审法庭、市镇法庭以及

最高军事法庭组成。最高法院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下辖民事、刑

事、行政和习惯法四庭。 

3.与我国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于 1970 年 10 月 15 日建

交。此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两国建交以来，中方重要出访高级官员有：邮电部副部长罗淑

珍（1980 年 8 月）、水电部副部长李代耕（1983 年 8 月）、外交部

部长助理周觉（1986年 6月）、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 8月）、

地矿部长朱训（1993 年 10 月）、中联部副部长宦国英（1994 年 7

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7 年 1 月）、外交部副部长

吉佩定（1998 年 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2002 年

7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2007 年 1月）、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2007

年 3月）、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2008年 12月）、外交部副部长翟

隽（2009 年 3 月任部长助理时、2011 年 6 月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

席非盟首脑会议）、戴秉国国务委员（2010 年 7 月）、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2011年 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



 

132 
 

非洲地区篇 

洪祝（2013 年 9月）等。 

赤几访华的领导人有：总统马西埃（1977 年 9 月）、副总统埃

耶格（1974年 8月）、外交与合作部长马塞利诺（1983年 3月）、总

统奥比昂（1984年 8月、1990年 4月、1996年 9月、2001年 11月

和 2005 年 10 月，2006 年 11 月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0

年 8月出席上海世博会赤几国家馆日活动，2012年 7月出席中非合

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访华）、外交与合作部长埃内梅

（1991年 5月）、议长萨洛蒙（2001年 6月）、外交、国际合作与法

语国家事务部长米查（2005 年 6 月、2007 年 12 月、2008 年 6 月、

2009年 3月、2010 年 6月、2011 年 5月、2012年 4月出席中赤几

第四届经贸混委会）、财政和预算部长马塞利诺·奥沃诺·埃杜

（2007年 2月）、财政和预算部长埃斯塔尼斯劳·唐·马拉沃（2009

年 3 月）、外交与合作部长姆巴（2012 年 7 月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

五届部长级会议）、民主党总书记恩圭玛（2013年 6月）等。 

中、赤几签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并设有经贸混委

会。两国建交后，中方援助赤几建设了水电站、公路等项目。 

2012 年，中、赤几双边贸易额为 21.83 亿美元，其中中方出

口 3.62 亿美元，进口 18.21 亿美元。中方主要进口原油，出口机

电产品、钢材等。 

4.经济体制 

独立后经济曾长期困难。1987年开始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1991年开始开发石油后，经济出现转机。1997至 2004 年年均经济

增长率达 31.9%，是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非洲国家之一。2007年

召开第二届全国经济大会，制定了 2008－2020 年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远景规划，在强化油气产业发展的同时，全面启动交通、通讯、

电力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发展农业、渔产品加工、旅游和

金融服务业，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2011 年，农业、工业和服务

业分别占 GDP 比重为 3.6%、90.7%、5.7%。2013 年 2 月，第 67 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赤几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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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矿业 

近年来由于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但结构单一。2011 年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90%以上。 

1998 年 12 月，议会批准了新的《石油开采法》，赤几方获得

的石油份额从过去的 10%增加到 13－20%。为加强对石油勘探、开

采等工作的管理，1999 年 8 月，赤几政府决定成立石油开采工作

跟踪委员会，并宣布将今后所有石油收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石油

勘探、开采协议和合同一律由经济财政部签署后交总统批准。2001

年，成立国家石油公司。2004 年 9 月，召开第一届全国石油工业

大会，宣布成立国家石油技术研究院。近年，赤几石油产量增长较

快。2011年原油日产量 32万桶。目前在赤几开采石油的主要是美

孚、马拉松、欧菲尔、道达尔等美、英、法石油公司。根据协议，

赤几政府以原油偿还上述石油公司的投资；石油公司则向赤几政府

支付一定比例的石油收入，作为用地费用和税款。近年来，赤几政

府加大对石油资源的控制，规定赤几政府须在所有合资石油公司中

控股 35%以上。 

2002 年，投资 4.15 亿美元的甲醇生产基地在首都马拉博建成

投产，年产甲醇达 92.5 万吨。该企业是非洲最大的甲醇生产厂，

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3%。2005年组建国家天然气公司。2006年 12

月，颁布《能源和石油天然气法》，重点增加国家对油气资源的控

制、管理及国家权益等条款。该法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目

前，全国有十几个中、小型热电厂和水电站（热电 80%，水电 20%），

多为外国援建，最大装机容量为 15400 千瓦。 

6.农业 

随着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农业依然是民众的主要谋生手段。2007 年，

政府通过《农业森林法草案》。目前全国可耕地面积约 85 万公顷，

7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粮食不能自给。主要粮食作物为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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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头、玉米等。主要经济作物为可可和咖啡。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

咖啡和可可价格下降，咖啡和可可生产萎缩。 

赤几拥有 30 万平方公里的海上专属捕鱼区，盛产金枪鱼、非

洲黄鱼和大虾等，年捕获量可达 7 万吨以上，但实际捕捞量不高。

目前法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的近 40 艘渔船在安诺本岛海域捕

捞金枪鱼。近年来，赤几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渔业发展，将其

作为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关键之一。 

（三）地区安全状况 

赤道几内亚国内局势稳定，社会治安总体良好。但近年来，几

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赤几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治安刑

事案件呈上升趋势。中国公民遭敲诈勒索、偷盗、抢劫等事件时有

发生，造成中方人员伤亡。由于供电等基础设施老化和管理不善，

火灾频发。 

二、法律法规 

（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赤道几内亚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

和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

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赤道几内亚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赤几 82%的居民信奉天主教，15%的居民信奉伊期兰教，3%的

居民信奉基督教。 

（二）习俗、禁忌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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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几内亚人热情好客，对异国他乡的客人极为友善，稍稍熟

悉，往往邀请客人到家中做客，用富于地方风味的食物招待客人。

他们称外来客人为先生、夫人、女士、小姐，见面行握手礼。 

赤几人实行一夫多妻制。按当地习俗，人死后一律实行土葬。

赤几人对着装比较讲究，在公共场所不允许穿短裤和背心及赤膊。 

赤道几内亚人在进餐时有一些风俗习惯，客人要注意了解，遵

守习惯做法。城市里居民吃饭时多使用刀叉，乡下人多用手抓饭，

赤道几内亚人忌吃鹿肉，尤其是对女子，她们是绝对不可违反的，

而对男子，要求则不那么严格，年轻人到了入教年龄并通过神秘的

入教仪式后才可以食用鹿肉。 

赤道几内亚人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讲究效率的声誉。赤道几内亚

谈判者的个人关系是很严肃的。要习惯于在所有场合下穿一套西装。

馈赠要针对个人，即使是以公司的名义。在商务方面，赤道几内亚

人通常不动感情，做出决策较慢，并不是为了同幕僚商量，而是不

愿仓促表态。有时候赤道几内亚人也强调个人信誉，宁愿受点损失

也不愿公开承认失误。如果你认为他们在协议中无意受到了损失而

帮助他们，那么便永久地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元旦：1月 1 日 

国际劳动节：5月 1 日 

复活节：6月 5日 

奥比昂总统生日:8 月 3 日“自由政变日”（纪念奥比昂上

校于 1979年 8月 3日发动政变推翻马西埃政权） 

宪法日：8月 15日 

独立日：10 月 12日（国庆节）； 

马拉博保护神节：11月 17 日 

赤几保护神节：12 月 8日 

圣诞节：12 月 28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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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 

货币名称：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简称非洲法郎（XAF） 

2.汇率 

1 美元约合 485.02 非洲法郎（XAF）（截至 2014年 6月），

并有一定的汇率浮动。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火警：115      匪警：117 

医院急诊：333-092041 

马拉博警察局值班：333-093469 

巴塔警察局值班：333-082016  333-082393 

中国援赤几医疗队：222-258329（马拉博） 

 222-252521（巴塔） 

（二）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REPUBLIC 

OF EQUATORIAL GUINEA 

地  址：CARRETERA AEROPUERTO,MALABO,EQUATORIAL GUINEA 

信  箱：P.O.BOX 44,MALABO,EQUATORIAL GUINEA 

国家地区号：00240 

电  话：333093505  333092239  222214057 

传  真：333092381 

网  址：http://gq.chineseembassy.org 

邮    箱：chinaemb_gq@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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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刚果共和国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刚果共和国，简称刚果（布）。位于非洲中西部，赤道横贯中

部。东、南两面邻刚果（金）、安哥拉，北接中非、喀麦隆，西连

加蓬，西南临大西洋，海岸线长 150 多公里。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342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420 万（2012 年）。全

国有大、小民族 56个，属班图语系。最大的民族是南方的刚果族，

包括拉利族、巴刚果族、维利族，约占总人口的 45%；北方的姆博

希族占 16%；中部太凯族占 20%；北方原始森林里还生活着少数俾

格米人。官方语言为法语。民族语言南方为刚果语、莫努库图巴语，

北方为林加拉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人口 156 万（2012 年），

年平均气温约 26℃。 

国旗：刚果共和国（刚果布）国旗呈长方形，长与宽之比为 3∶

2。旗面由绿、黄、红三色构成，左上方为绿色，右下方为红色，

一条黄色宽带从左下角斜贯至右上角。绿色象征森林资源及对未来

的希望；黄色象征丰富的资源和无尽的财富，也代表诚实、宽容和

自尊；红色代表热情和刚果人民为非洲的自由和独立洒在这片光荣

的土地上的热血。 

国徽：刚果共和国（刚果布）国徽于 1963 年启用，1970 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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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2003 年再度启用。国徽为一黄地盾徽。绘有一只呈忿怒状、

右爪持火炬的红色绿爪绿舌狮子，中有绿色波浪纹。上有一顶书有

国名的王冠。盾徽由两只象守护。饰带以法语书上国家格言“正义、

劳动、进步”。 

4.行政区划 

全国共划分 12个省(Département)，6个直辖市，97 个县。 

5.气候 

刚果（布）南部属热带草原气候，中部、北部为热带雨林气候，

气温高，湿度大。年平均气温在 24－28℃之间。总体上属于赤道型

热带气候，全年气候炎热、湿润，分大小旱季和雨季，3月至 5月为

大雨季，5月至 9月为大旱季，10月至 12月为小雨季，12月至次年

2 月为小旱季。季节变化温差不大，但降水量因地而异，差别很大。

全年降水量为 1000－1600毫米，北部地区可达 2000毫米以上。 

6.资源 

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约 19 亿桶，天

然气储量约 1000亿立方米。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在海上进行大规

模开采石油，内陆油田尚处于勘探阶段，近几年年产量在 9000 万

到 1亿桶之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产油国。石油产值约占刚

国内生产总值的 65%，石油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 92.67%。目前，刚

开采的石油主要来自海上油田，占已开采油田的 80%。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13世纪末至 14世纪初，班图人在刚果河下游建立了刚果王国。

1880年 10 月 3日，法国人正式占领这片土地，开始殖民统治。1884

－1885 年，柏林会议上刚果河以西地区被划为法国殖民地，即现

刚果（布）。1910 年，刚果成为法属赤道非洲四领地之一（另有加

蓬、乍得、中非），称中央刚果，布拉柴维尔是法属赤道非洲的首

府。1957 年取得“半自治共和国”地位。1958年 11月成为“自治

共和国”。1960年 8月 15日宣布独立，但仍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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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刚果共和国。1961 年 3 月 27 日，菲勒贝尔·尤卢(Fulbert 

Youlou)出任总统。1963 年爆发“八月革命”，尤卢政权被推翻，

阿尔方斯·马桑巴－代巴(Alphose Massamba－Débat)当选总统。

1968年 7月 31日，马里安·恩古瓦比(Marien Ngouabi)等联合发

动“七·三一运动”，推翻马桑巴－代巴。12 月恩古瓦比出任总

统，次年 12 月改国名为刚果人民共和国。1977年，恩古瓦比遇刺

身亡，若阿基姆·雍比-奥庞戈(Joachim Youmby-Opango)出任总统。

1979 年 2 月，执政党刚果劳动党（简称刚劳党）中央全会罢免雍

比，召开特别大会选举德尼·萨苏-恩格索为总统。1990 年刚实行

多党制。1991 年 6 月重新恢复刚果共和国国名。1992 年举行首次

多党总统大选，泛非社会民主联盟主席帕斯卡尔·利苏巴(Pascal 

Lissouba)击败萨苏，当选总统。1997 年 6－10 月，刚发生内战，

萨苏武力推翻利苏巴后再次执政。 

2.宪法、国会、政党、司法 

（1）宪法 

2002年 1月 20日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系刚历史上第八部宪

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和军队最高统帅，主持部长会议，任免部长，部长只对总统负责；

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 7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议会由国民议

会和参议院组成，总统与议员共同拥有立法创议权；总统不得解散

议会，议会不得罢免总统。总统职位空缺期间，由参议院议长代行

总统之职。 

（2）国会 

实行两院制，包括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均有立法权。 

（3）政党 

独立后由刚果劳动党一党执政 20 余年。1990 年实行多党制，

目前政党总数约 180多个。由执政党“刚果劳动党”领导的多党执

政联盟“总统多数派联盟”在刚政坛占据主导地位。2006 年 8 月

21日，萨苏总统签署颁布经刚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的《政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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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法》规定，各政党及政治团体须体现民族多样性，并在刚各

省会设有分部以体现地区代表性；政党的成立由国家监控；财政上，

政党可享受国家资助；政党活动受法律保护，但不得利用宗教进行

有政治目的的宣传。 

（4）司法 

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不得侵犯行政或立法权权限；司法权由

最高法院、审计和预算法院、上诉法院和其他国家司法机构行使；

共和国总统主持最高司法会议，通过其确保司法独立；最高法院成

员和其他各级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根据最高司法会议的提名任命；设

立宪法法院，负责监督各项法律及国际条约和协定的合宪性，监督

总统选举和全民公决程序的合法性并公布其结果；设立特别法庭，

负责审理总统犯有的叛国罪和议员及政府成员履行职权过程中的

犯罪事实。 

3.与我国的关系 

1964 年 2月 22日，中国与刚果共和国建交，此后双方友好关

系长期顺利发展。 

刚访华的领导人有：马桑巴－代巴总统（1964年 9月）、安德烈

•乔治穆亚比议长（1966年 8月）、安布鲁瓦斯•努马扎莱总理（1967

年 9 月）、阿尔弗雷德•拉乌尔总理（1969 年 9 月）、马里安•恩古瓦

比总统（1973 年 7月）、享利•洛佩斯总理（1975 年 2 月）、西尔万•

戈马总理（1977年 6月）、若阿基•姆雍比总统（1978年 5月）、帕斯

卡尔•利苏巴总统（1994年 5月）和孔巴•朱斯坦议长（2000年 1月）、

总统办公厅主任尤加（2003年 8月）、外交、合作和法语国家事务部

长阿达达（2004年 3月）、外交与合作部长伊奎贝（2011年 6月访华，

2012年 7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经济与社会

理事会主席塔苏阿（2013年 6月）。德尼•萨苏—恩格索总统曾 12次

来华，其中 4次正式访华（1980年 7月、1987年 4月、2000年 3月

和 2005年 9月），2006年 11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0

年 4月来华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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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访刚的领导人主要有：耿飚副总理（1978 年 10 月）、赵

紫阳总理（1983 年 1月）、李铁映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1989

年 11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5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布赫（1997 年 11 月）、外交部长唐家璇（2003 年 1 月）、

曾培炎副总理（2005 年 2 月）、温家宝总理（2006 年 6 月）、胡锦

涛主席特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0 年 8月出席刚独立 50 周年

庆典）、回良玉副总理（2012 年 9月）、习近平主席（2013 年 3月）。 

4.经济 

石油和木材为经济两大支柱。80 年代初因大规模开采石油，

经济迅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达 1200 美元，进入非洲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1985 年后，历经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多党

民主化浪潮和非郎贬值等因素的冲击，经济连年滑坡，陷入严重困

境。1997年内战使刚经济几陷瘫痪，人均外债 2400 美元。1999 年

下半年起，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刚石油收入增加，经济形势逐

步好转。政府重点恢复和发展能源、水利、交通、通讯和教育等领

域，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改善投资环境，着力整顿经济秩序，惩治

腐败，增加石油产销透明度，刚财政收入明显改善，经济持续保持

恢复性增长，近 5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近 5%。 

5.工矿业 

独立后，曾建立 200多家工业企业，工业产值一度占国内生产

总值 30%。因企业经营不善和战争破坏，原有生产型项目已基本不

存在。现生产型企业基本是外国独资或控股。有食品、纺织、皮革、

化工等工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05%。 

6.农业 

农牧业落后，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粮食、肉类、

蔬菜等均不能自给，90%以上依赖进口，2007 年进口食品支出近 2.5

亿美元。可耕地面积 1000 万公顷，已耕种面积约 20 万公顷，主要

集中在南方。农村人口约 100万。农业生产以个体生产为主，个体

农民耕种的土地占已耕面积的 68%，国营和外资合营农场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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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农场占 2.45%。主要粮食作物有木薯、玉米、稻谷、土豆、花

生、香蕉等，经济作物有甘蔗、可可、咖啡、油棕、烟草等，畜产

品有牛、羊、猪、鸡等。 

森林资源丰富，面积 2247.1 万公顷，约占全国面积的 65.8%，

非洲大陆森林面积的 10%。可开采木材多达 300余种，主要出口品

种有铁木、刺果美等 40 余种。木材产量居非洲第 10 位，2007 年

原木产量 188 万立方米，出口收入近 7亿美元。因国际木材市场受

金融危机影响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刚木材生产和出口都有下降。 

7.商业服务业 

第三产业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要地位，

2011 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0.09%。商业大部分控制在以法资

为主的刚果－奎卢·尼阿里贸易公司、刚－法西非贸易公司和桑

加·乌班吉贸易公司的手中，零售业主要由马里和黎巴嫩人经营，

小型商业服务由西非商人（以塞内加尔、马里人为主）控制。近年

来，中国商人增多，大多经营日用百货等小商品。 

8.与我国的经贸关系 

建交以来，中国先后为刚援建了体育场、议会大厦、医院、水

电站、城市供水、大学图书馆、中刚友好医院等成套项目。 

中刚政府于 1984 年签署协定，成立中刚经济、贸易和技术混

合委员会，混委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在布拉柴维尔举行。

2000年 3月，两国政府签订了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 

1982年起，中国的公司开始在刚承包劳务，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近年来中刚贸易发展较快，2001 年起中方从刚直接进口原油。2012

年两国贸易额 50.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6%，其中中方出口 5.2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6.4%，进口 45.5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中方主

要出口机电、纺织服装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进口原油和木材等。 

 

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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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中的法律 

在刚果共和国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

和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

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二）需要重视的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刚果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全国 54%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39%的居民信奉基督教

和新教，4%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 3%信奉原始宗教。在刚中国

企业及华人华侨应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习惯，如避免在每月 13 日举

行庆典、派对等活动。此外，请勿拿当地人宗教习惯开玩笑。在与

其交谈或共事时，须给予尊重，礼貌待人。 

（二）习俗、禁忌避讳 

由于长期受法国殖民统治，刚果（布）人生活习惯受西方影响

较深。与刚方聚餐饮酒时，一般不强行劝酒；请勿打听个人隐私，

如年龄、收入、家庭成员等；应根据工作、会谈及休闲等不同场合

恰当着装；切勿在非吸烟场合吸烟；即使在允许吸烟的场合下，如

有女士在场，应先征求其同意。切勿在在大街上边走边吸烟。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新年元旦：1月 1日 

国际劳动节：5月 1日 

复活节：3月 23－24日 

圣灵降临节：5月 11－12 日（复活节之后第 7个周日） 

耶稣升天节：5月 17日 

圣母升天节：8月 15日（与刚国庆节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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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11月 1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民族和解日：6月 10日 

国庆节：8月 15日 

共和国日：11月 28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使用货币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简称“中非法郎”（XAF）。 

2.汇率 

中非法郎与欧元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1 欧元等于 655.92 中非

法郎（XAF）。中非法郎与美元的汇率由欧元与美元的汇率间接换算。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报警电话：055563242 

应急救助：066622328 

火警消防：055168989 

24 小时报警热线：112（需用当地手机直接拨打） 

（二）中国驻刚果共和国使（领）馆 

地  址：BOULEVARD DU MARECHAL LYAUTEY, BRAZZAVILLE, 

REPUBLIQUE DU CONGO 

信  箱：B.P.213,BRAZZAVILLE,REPUBLIQUE DU CONGO 

电  话：00242-2811132 

传  真：00242-2811135 

网  址：http://cg.china-embassy.org 

       http://cg.chinese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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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塞拉利昂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塞拉利昂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北、东北与几内亚接壤，东南

与利比里亚交界，西、西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约 485 公里。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71740 平方公里，人口 610万（2012年）。全国有

20 多个民族。官方语言为英语，民族语言主要有曼迪语、泰姆奈

语、林姆巴语和克里奥尔语。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弗里敦(Freetown)，人口约 85.4 万（2012 年），年平

均气温 25.5℃。 

国旗：塞拉利昂国旗启用于 1961年 4月 27日，长宽比例为 3：

2，由三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绿、白、蓝

三色。 

国徽：塞拉利昂国徽由 1960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塞

拉利昂。1961 年独立后，塞拉利昂决定沿用此徽为国徽。盾形微

纹中间的金狮，象征“狮子山”。锯齿形山峰上 3支火炬熊熊燃烧。

金狮下端为蓝、白相间波纹线，两只勇敢刚毅的金狮屹立在盾徽两

侧，肢扶油棕树。国徽底部的白色饰带上写着英文格言：“团结、

自由、正义”。 

4.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 3 个省（即东方省、南方省和北方省）和西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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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之下设有 12个行政区，行政区以下设 149 个酋长领地。 

5.气候 

塞拉利昂属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分旱雨两季，5月－10

月为雨季，11 月至 4月为旱季。年平均气温约 26.5℃。 

6.资源 

塞拉利昂矿藏丰富，主要有钻石、黄金、铝矾土、金红石、铁

矿砂等。钻石储量 2300 多万克拉。黄金矿砂发现 5 处，其中仅南

方省包马洪地区储量即达 2000 万吨，每吨矿砂含金 0.2 盎司。铝

矾土、金红石、铁矿砂储量丰富。渔业资源丰富，主要有邦加鱼、

金枪鱼、黄花鱼、青鱼和大虾等，水产储量约 100万吨。全国森林

面积约 32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盛产红木、红铁木等，木

材储量 300 万立方米。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曼迪人于 13 世纪进入该地区。1462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

1808 年，沿海地区成为英国殖民地，1896 年沦为英“保护地”。

1961 年 4 月 27 日宣布独立，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71 年 4 月 19

日成立共和国，史蒂文斯出任总统。1978 年公民投票通过一党制

共和国宪法。在 1985年大选中，武装部队司令莫莫少将当选总统。

莫莫执政后期，塞通过修宪完成了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转变。

1991 年，桑科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简称联阵）发动叛乱，

塞内战爆发。1992年、1996 年、1997年发生三次军事政变。1996

年 2 月，塞举行首次多党总统和议会选举，人民党候选人艾哈迈

德·泰詹·卡巴当选总统，次年因政变流亡几内亚。1998 年 2月，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维和部队推翻塞军政权。3月，卡巴回国复职。

1999年 11 月，联合国向塞部署维和行动。2002年 1月，塞内战结

束。5 月，卡巴在大选中获胜蝉联。2005 年 12 月，联合国撤出驻

塞维和部队，成立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综合办事处（2008 年 10 月更

名为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继续向塞提供防务和发展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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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和 9 月，塞先后举行两轮总统选举，全国人民大会党

候选人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当选。 

2.宪法、国会、内阁、司法 

（1）宪法 

现行宪法于 1991年 9月 24日颁布。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权任免副总统、内阁部长、军队司

令、警察总监、总检察长和首席法官。总统任期 5年，可连任，但

不得超过两任。 

（2）国会 

实行一院制，议员任期 5年。 

（3）内阁 

科罗马总统连任后对政府进行了改组。新内阁成员主要包括：

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财政与经济发展部长、国防部长、总检察长

兼司法部长、内政部长、信息与通讯部长、贸易与工业部长、卫生

部长、能源部长、水力资源部长、地方政府与农村发展部长等。 

（4）司法 

司法机构分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上级法院有最高法院、上诉法

院和高等法院。下级法院包括地区治安法院和酋长领地地方法院。最

高司法机关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和上级法院法官由总统直接任命。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塞拉利昂共和国于 1971 年 7 月 29 日建交。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2013 年 7 月 3 日，塞拉利昂新任

驻华大使维克托·博卡里·福(Victor Bockarie Foh)向习近平主

席递交国书。 

双方建交以来，中国为塞援建了稻谷种植技术推广站、公路桥、

体育场、蔗糖生产联合企业办公楼、水电站等项目。1971 年，中

塞签订贸易支付协定。中塞互利合作始于 1984 年。1989年，两国

签订贸易协定。2001 年，两国签订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2009 年

4 月，两国成立经贸联委会并在塞召开首届会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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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 1973 年 3月起向塞派遣医疗队，迄今共派出 15 批，累

计 206 人次。目前中国在塞有 10 名医疗队员。 

4.经济制度 

塞拉利昂系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粮食

不能自给。长期内战使塞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内战结束后，塞政府集中精力重建经济。科罗马总统执政后，重点

解决电力短缺问题，优先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和矿业，加强税收征

管，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5.工业 

2012 年工业总产值约 3.04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8%。

采矿业是主要工业部门，其余有建筑业、食品加工、制鞋、石油提

炼、制漆和水泥等。2010 年钻石出口 43.8 万克拉。 

6.农业 

塞拉利昂全国 6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塞可耕地面积

占国土面积的 75%，但只有 9%为已耕地。塞土地肥沃，雨量充沛，

适宜农作物生长，但生产方式落后，大多以家庭为单位采用传统方

法耕作。粮食不能自给。主要农作物有可可、木薯、咖啡、稻米、

甘薯、花生、玉米等；畜牧业以饲养牛、羊、猪、鸡为主。 

7、旅游业 

海滨地区风光秀丽，十分适宜发展旅游业。但由于交通不便和

缺乏资金，旅游资源一直得不到有效开发。2010 年全国宾馆酒店

有各类注册旅游服务设施 221个，床位 3255张，旅游从业人员 3643

人，入境游客 31271 人。主要景点有：50 公里长、未被污染的原

始沙滩、滨图玛尼山脉和铁吉山脉等。 

（三）国别风险提示 

1.生活条件简陋。塞由于 10年内战，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交通和通讯不便，水、电、燃油、生活物资等供应紧张且价格居高

不下，生活环境较差。 

2.疾病多发。塞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医疗卫生条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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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伤寒、黄热病、霍乱、肝炎、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多发，其中

疟疾发病率最高。塞拉利昂就医费用较高，疟疾或伤寒治疗费用大

约为 300万利昂（约合 690 美元）。 

3.社会治安。塞境内多数地区治安局势稳定，但由于贫穷落后，

偷盗、夜间抢劫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建议来塞人员避免晚上外出，

如必须晚上外出，可结伴乘坐汽车，并锁好车门，避免乘坐摩托车

等交通工具。全国偷盗事件频发，外出需保管好钱包、手机等私人

物品，并锁好门窗，防止被盗。 

4.知法守法。外国人在塞工作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同时根据当地法律要求，必须办理居住证或工作证。塞拉利昂法律

规定，符合条件的个人经批准可持有枪支。 

二、法律法规 

（一）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1.《塞拉利昂投资和出口促进机构法（2007 年）》建立塞拉利

昂投资和出口促进机构，旨在吸引投资、促进出口。 

2.《财政法（2007 年）》增加和调整征税科目及税率。 

3.《一般法（公司注册）（修正案）（2007 年）》修改相关法律，

旨在消除企业在塞注册和发展中的壁垒。 

4.《公司注册法（2007年）》对公司注册及公司名称等做出明

确规定。 

5.《电信法（2006 年）》建立国家电信委员会，为电信运营商

发放许可并制定相关规定，旨在提高电信服务质量，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电信业发展。 

6.《投资促进法（2004年）》旨在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产业

发展，扩大出口，增加就业。 

7.《所得税法（2000 年）》对所得税的征收和税率做出明确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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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准法（1996年）》成立塞拉利昂标准局和国家标准理事

会，负责制定产品标准。 

（二）需重视的法律法规 

1.生活中的法律 

在塞拉利昂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在工作和

生活中有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

给予解释与支持。 

2.工作相关法律法规 

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视塞拉利昂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

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塞虽然失业率较高，但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问题，尤

其是技术人才短缺。随着塞经济逐渐复苏，为中国企业赴塞开展劳

务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契机。塞拉利昂市场容量有限，进入难度

较大，需要慎重注意的是：严格的工作许可审批制度。劳动法律法

规对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障要求较高，中国企业需要了解当地文化背

景，加强沟通，减少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和摩擦。 

申办塞拉利昂居留证需有固定住所及稳定收入。个体经营者需

持商业执照及注册证明，在塞劳务人员需出具雇主证明信。居留证

延期一年一次，每次延期条件与初次申请条件相同。 

外国人赴塞工作，必须获得当地劳动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入

境需办理签证，一次性签证有效期 3个月，在失效之前需重新办理；

如需一年内多次往返，可办理多次往返签，多次往返签费用为

367,000利昂（约合 85美元）。劳务人员还需在移民局办理居留签，

在塞居留超过半年需办理，居留签有效期为 1年，费用为 300 万利

昂（约合 690美元）。劳务人员需到国家税务局缴纳（payroll tax），

费用为每年 300 万利昂（约合 690 美元）。如劳务人员在当地发工

资或福利补助，超过 15万利昂（约合 34.5 美元）部分需缴税，税

率为阶梯税率。 

根据塞《普通法（商业）（修正案）》（2007 年）及相关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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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籍劳务须在塞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部注册登记并取得工作

许可后，方可接受雇主聘用，在塞工作。目前，塞劳动市场中高端

人才短缺，包括医生、建筑师和工程师、各类顾问等。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塞拉利昂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且多教派间能和平相处，很少

发生宗教冲突。6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10%的居民信奉基督教，

30%信奉传统宗教或其他宗教。 

（二）风俗习惯、礼仪和禁忌避讳 

1.民间风俗 

多数塞拉利昂人过的是酋长制、传统的农耕生活。城市的住房

多为低层建筑，屋前设有门廊。乡村的传统住房以圆形的房屋为主，

多为茅屋。塞各族人民的服装色彩比较鲜艳，男子身着大袍，女子

头裹花巾，下穿花裙。塞人民能歌善舞，唱歌时几乎总是伴以舞蹈，

舞蹈的节奏明快，风格优美。拔河是塞拉利昂人民喜闻乐见的体育

活动项目，全国有 200 多个拔河爱好者俱乐部。机场及多数宾馆、

饭店、超市等需要付 10－15%的小费，对出租司机可以不付小费。 

2.民间礼仪 

塞拉利昂主食 1/3 为木薯，一般每晚吃一顿正餐。当地百姓能

歌善舞，集会活动常伴有节奏明快的舞蹈。当地举行葬礼隆重，仪

式复杂，多在教堂举行。握手是通常的问候方式。喜欢在宾馆、饭

店宴请朋友，对待商务访问者尤其喜欢此种方式。 

3.禁忌避讳 

注意各不同民族和各教派的避讳，赴塞者应尊重当地民众宗教

信仰和生活、饮食习惯等。如穆斯林禁酒和猪肉等。塞拉利昂实行

酋长制，酋长地位高，受尊重，要协调好同酋长的关系。另外，塞

拉利昂地处西非，经济十分落后。与塞当地百姓交谈时，要对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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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不要谈及令人屈辱的历史，以免伤及其民族自

尊心。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1.传统活动 

当地流行的传统活动主要是 Dancing Devil等驱除恶魔的活动。

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扮成恶魔的样子，在大街上游走，后面跟着大队

人，沿街道游行。并敲锣打鼓，欢呼呐喊，以驱除恶魔。 

2.法定节假日 

新年：1月 1号 

先知穆罕默德生日；受难日：复活节的前两天 

复活节：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独立日：4月 27日 

开斋节：伊斯兰教历 10月 1 日 

宰牲节：伊斯兰教历 12月 10 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节礼日：12 月 26日 

每周六、日为公休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塞拉利昂法定货币为“利昂”（Leone,符号为 SLL），在当地可

自由兑换。在任何金融机构或兑换点，均可与美元或欧元相互兑换。 

2.汇率 

自 2009 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利昂对美元

汇率大幅贬值。截至 2014 年 6 月，1 美元约合 4370 利昂（SLL）。 

3.物价 

塞当地基本生活用品主要依赖进口，因此价格普遍较高。 

（五）日常交际注意事项 

1.语言 

大部分人语言以讲克里奥语和英语为主，语言使用中切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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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性语言、挑衅性语言等或对国家领袖、酋长等不敬的语言。 

2.举止 

日常与当地人交往中要避免肢体接触，不可对他们指指点点或

推搡等。塞国对人身攻击行为处罚比较严格，有指点谩骂、推搡、

打架等行为警察一般会介入调查。日常手势要切忌出现侮辱性手势。

与当地人寒暄打招呼可握手，一般不拥抱或亲吻对方，不是非常熟

悉，一般不轻拍对方打招呼或示好。 

3.着装 

在塞拉利昂的正式场合可穿西装、礼服等。当地传统服饰一般

宽松肥大，色彩斑斓鲜艳，各种纹饰和线条图案等搭配。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紧急医疗求助电话：00232-30-758888 

火警、匪警电话：00232-22-230405  00232-76-601896 

（二）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领）馆 

地址： P.O.Box778,29 Spur Loop,Wilberforce,Freetown, 

Sierra Leone 

办公时间：08:30－12:00  14:30－16:30 

（领事部为每周一、二、四 09:00－12:00） 

网    站：sl.chineseembassy.org/chn/（中文） 

sl.chineseembassy.org/eng （英文） 

电    话：00232-76-680775 

传    真：00232-22-231797 

邮    箱：chinaemb_sl@mfa.gov.cn 

  

mailto:chinaemb_sl@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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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安哥拉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北邻刚果（布）和刚果（金），东接

赞比亚，南连纳米比亚，西濒大西洋，海岸线长 1650 公里。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国家面积为 1,246,700 平方公里，人口 2070 万（2012 年）。

主要有奥温本杜（约占总人口的38%）、姆本杜（25%）、巴刚果（14%）、

隆达等民族。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有 42 种民族语言，主要民族

语言有温本杜语（中部和南部地区）、金本杜语（罗安达和内陆地

区）和基孔戈语（北部地区）等。 

3.首都、国旗、国徽 

首都：罗安达（Luanda），人口近 500万。 

国旗：安哥拉国旗启用于 1975 年 11 月 11日。国旗呈长方形，

长与宽之比为 3∶2，由红、黑两个平行长方形构成，旗面中间是

相互交叉的金色弧形齿轮和柴刀，在弧形齿轮和柴刀之间有一颗金

色五角星。根据安哥拉宪法说明，红色代表了“安哥拉人民在殖民

压迫下所流的鲜血、民族自由斗争与国防”；黑色表达了对“非洲

大陆”的颂扬；五角星表示国际主义和进步事业，五个角象征团结、

自由、正义、民主与进步；齿轮和砍刀象征着工农劳动者和军队的

团结，并表示对早年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和战士的纪念；而国

旗中的齿轮、星与柴刀的黄色比喻为国家的财富，齿轮有“工人与

工业生产”之意，星代表了团结和进步，而柴刀就象征著“农业生

产与武装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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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安哥拉国徽仿佛是今日安哥拉的指南：圆形徽面上鲜红

的太阳跃出海平面，新生的共和国通体发光，照亮了前程与未来。

国徽左侧有玉米、咖啡和棉花枝叶组成的半弧形，它们是国家农业

生产的缩影；右侧是象征工人和工业生产的半圈齿轮，工农结合，

民族团结。太阳下方，在枝叶与齿轮交叉处，有一本打开的书，暗

示着文化教育事业是未来发展与兴旺之本。国徽底部的黄色饰带上

有葡萄牙文书写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字样。 

4.行政区划 

全国分为 18个省，设有 164 个市。 

5.气候 

北部大部分地区属热带草原气候，南部属亚热带气候，高海拔

地区属温带气候。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为雨季，平均气温 33 度；

5 月至 9 月为旱季，平均气温 24 度。年均降水量约 400 毫米，由

东北高原地区最高 1500毫米逐渐向西南沙漠地区 50 毫米递减。 

6.资源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丰富。安哥拉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超

过 131 亿桶，天然气储量达 7 万亿立方米。主要矿产有钻石、铁、

磷酸盐、铜、锰、铀、铅、锡、锌、钨、黄金、石英、大理石和花

岗岩等。钻石储量约 10亿克拉，铁矿 50亿吨，磷酸盐 2亿吨，锰

矿近 1 亿吨。森林面积 530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43%，是非洲第

二大林业资源国，出产乌木、非洲白檀木、紫檀木、桃花心木等名

贵木材。硬质木材主要产自北宽扎、卡宾达、威热和本戈四省，软

质木材主要产自万博和本格拉两省。水力、农牧渔业资源较丰富。

水资源潜力 1400 亿立方米，水力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75%，

其余 25%来自火力发电。2011年总发电量为 37.2亿千瓦时。 

（二）政治与经济 

1.简史 

历史上曾分属刚果、恩东戈、马塔姆巴和隆达四个王国。1482

年，葡萄牙殖民者船队首次抵达，1576 年建立罗安达城。在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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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柏林会议上，安哥拉被划为葡萄牙殖民地。1922 年，葡

占领安全境。1951 年，葡将安改为葡的一个“海外省”，派总督

进行统治。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安哥拉先后成立了三个民族解放

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

（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并

于 60年代相继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1975年 1月 15日，

上述三个组织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

并于 1月 31 日同葡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不久，安人运、安盟、

安解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过渡政府解体。同年 11月 11日，安人

运宣布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阿戈斯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任总统。 

安哥拉独立后长期处于内战状态。在葡萄牙、美国和前苏联的

推动下，1991 年 5 月 31 日，安政府与以萨文比(Jonas Savimbi)

为首的反对派安盟签署《比塞斯和平协议》。1992年 8 月，安议会

决定改国名为安哥拉共和国；9月，安举行首次多党制大选。安人

运获议会选举胜利并在总统选举中领先。安盟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安重陷内战。1994 年 11月，安人运政府与安盟签署《卢萨卡和平

协议》，但该协议未得到有效落实。为推动和解，安人运于 1997 年

4 月组建了以其为主体、有安盟成员参加的民族团结和解政府，但

遭到安盟领导人萨文比的抵制，安盟分裂，安内战继续。2002 年 2

月 22 日，安盟领导人萨文比被政府军击毙。4 月 4 日，安政府与

安盟签署停火协议。安结束长达 27 年的内战，实现全面和平，进

入战后恢复与重建时期。 

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1975 年 11 月 11 日颁布第一部宪法并曾先后四次修改。现行

宪法于 2010 年 2 月颁布。宪法规定：安哥拉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

个自由、公平、民主、和平的国家。实行多党制；共和国总统经选

举产生，任期 5年，可连任一届；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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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部队总司令，有权公布或废除法律，宣布战争或和平状态，任免

副总统、政府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省长、总检察长、最高法院法

官等。 

（2）国会 

安哥拉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主要职能有：修改宪法，

批准、修改或取消法律；审批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工作；监

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国家和政府机关的工作；批准国民经济

计划和国家预算并监督执行；批准大赦；宣布戒严和紧急状态法，

以及授权总统宣布战争或和平状态。每届任期 5年，每年举行两次

例会。 

（3）政党 

自 1991 年起实行多党制。根据安宪法法院最新数字，全国现

有 77个合法政党和 8个政党联盟。 

（4）内阁 

政府设 2名国务部长和 33 个部。 

（5）司法 

设有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上诉法院和共和国总检察院。军事

法庭受国防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上诉法院专门受理上诉案件。总

检察院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受总统直接领导。 

3.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安哥拉共和国于 1983年 1月 12日建交。建

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2010 年 11月，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2013年是中安建交 30 周年。 

4.经济制度 

属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工农业基础，但连

年战乱使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毁坏，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2002

年内战结束后，政府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调整经

济结构，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发

展项目；同时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的经贸互利合作，努力为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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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吸引外资。安哥拉现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经济体和最大

引资国之一。石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6年 12 月，安哥拉

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随着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攀升，

安石油出口收入大幅增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1－2010

年安哥拉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11.1%，居全球第一。通胀由 2003 年

的 76.6%降至 2011 年的 11.4%。根据安哥拉 2013－2017 年国家发

展规划，安政府将继续把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作为主要任务。 

5.工矿业 

石油和钻石开采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主要工业还有水泥、

建材、车辆组装和修理、纺织服装、食品和水产加工等。为非洲第

二大产油国，2011年原油产量 6亿桶，平均日产 165.9 万桶。2011

年石油天然气产值占安国内生产总值的 45.9%。2012 年原油产量为

175万桶/日，石油业产值占安国内生产总值的 45%，国家财政收入

的 70%和出口总额的 90%。预计 2013 年原油产量为 184 万桶/日。

2013 年 6 月，安哥拉扎伊尔省索约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投产，计

划年产 520 万吨。安正在本格拉省洛比托市兴建大型石油炼化厂。

2008－2011 年，安哥拉地质矿产业年均增长 11.8%，钻石生产年增

长 2.5%。2012 年钻石产量达 830万克拉，产值 11亿美元，按产值

计算为非洲第二大、世界第四大钻石生产国。预计 2013 年钻石开

采量可达到 1170万克拉。 

6.农业 

土地肥沃，河流密布，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良好。安哥拉独立

前，粮食不仅自给自足，还大量出口，被誉为“南部非洲粮仓”，

其剑麻和咖啡出口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四。但长达数十年内战

给安农业生产体系造成严重破坏，近一半的粮食供给依赖进口或援

助。全国可开垦土地面积约 3500 万公顷，目前耕地面积约为 350

万公顷。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65%，人均耕地面积 0.18公顷。

北部为经济作物产区，主要种植咖啡、剑麻、甘蔗、棉花、花生等

作物。中部高原和西南部地区为产粮区，主要种植玉米、木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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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小麦、土豆、豆类等作物。目前，农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6.4%，主要农作物平均单产低，玉米为 500 千克/公顷，水稻为

1000 千克/公顷，大豆为 200 千克/公顷。粮食尚不能自给。2011

年粮食产量总计 140万吨，蔬菜产量为 1600万吨，咖啡产量为 1740

吨。2011 年农产品产量较 2010 年增长 8%，畜牧业产品产量增长

29%。2011 年全国缺粮约 200万吨。 

7.渔业 

渔业资源丰富，渔场作业条件好，风浪小，可全年作业，多数

中、小渔业公司已私有化。盛产龙虾、蟹、各种海洋鱼类。渔业为

安重要产业，从业人员约 5万人。独立前，捕鱼量达 100 万吨/年。

2012年渔业总产量为 35.45 万吨，全年进口量为 6万吨。 

（三）国别风险提示 

1.签证入境问题 

（1）根据安哥拉相关规定，入境时机场边防部门对旅客采集

指纹和脸部照相。 

出境时，所有旅客需接受机场海关例行检查，男性与女性使用

不同的检查室。一般需向安海关官员出示护照、登机牌、机票，并

回答是否携带宽扎或超过规定许可的外币现钞等问题。 

（2）配合检查 

所办签证种类应与赴安目的相符。如系商务访问或来安工作，

安边检可能会要求您在等候室等待您的接待方或用工单位前来接

洽。 

请配合安边防部门相关检查，沟通时注意保持冷静、理智，避

免出现过激言行。当边检对您入境意图、停留时间、入境次数等有

怀疑时，即使您已取得签证，边检也有权拒绝您入境并无需说明理

由。如被拒绝入境，在等待其安排适当交通工具返回时，应要求其

提供人道待遇、保障饮食、休息等基本权利。否则，应要求与中国

驻安哥拉使（领）馆联系。 

（3）超出签证准许停留期限后出境者，在安哥拉边防口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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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缴纳罚款，则须填单并签字，再次入境时缴纳所欠罚款后方可

入境，否则将被遣返。 

2.工作居留 

安哥拉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对逾期滞留和居住的外国

人采取罚款、拘留、强制遣返等措施。持旅游、普通签证者不得在

安哥拉打工，否则将被处以罚款。持工作签证者，如从事其他活动

或务工单位非为其申请签证的单位，将被处以罚款并被驱逐出境。 

3.社会治安 

安哥拉近年来社会治安有所恶化，持枪拦路或入室抢劫、盗窃

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发案率较高的省份为罗安达、本格拉和威拉

省。在外人员不要在身边存放大量现金，外出时亦勿携带大宗现金。

行车时注意锁好车门，关闭车窗。减少夜间外出，最好结伴而行，

避免前往偏僻、灯光昏暗地区，尽量不要停车。妥善保管证件，注

意留存护照等证件复印件。如遇意外，保持冷静，巧妙周旋，不要

勉强抵抗，以确保生命安全为先，同时及时就近向当地警察局报警

并请其出具报警单，必要时寻求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领事协助。 

注意慎防敲诈。安哥拉官员、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者有索物

要钱习惯，而且数额比较高。当地海关、边防、安检，交通、治安、

经济警察、移民当局官员等经常向外国人索要钱物，也有个别当地

人冒充执法者敲诈我国公民。 

4.交通安全 

安哥拉机动车靠右侧行使，驾驶员和副驾驶均需系安全带，驾

车时禁止打电话。当地交通条件欠佳，人车混行，道路沿途无路标、

无照明设施，交通事故频发，应减少夜间出车，避免疲劳驾驶，以

确保安全。安哥拉内战期间埋下的大量地雷至今尚未排净，驾车前

往外省时需格外小心，不要走陌生地带，注意路边“埋有地雷”的

提示。 

5.健康风险 

安哥拉卫生条件相对欠佳。自来水不可直接饮用。尽量避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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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冷食品、未煮熟的食物或喝未煮开的水（正规密封矿泉水除外）。 

安哥拉主要流行病有疟疾、登革热、艾滋病、麻风病、昏睡病、

脑膜炎、霍乱、肺结核、黄热病、狂犬病等。 

疟疾：发病率很高。应采取适当防蚊措施，如涂抹防蚊水、使

用蚊帐、穿着长袖长裤等。 

霍乱：时有发生。建议来安前接种霍乱疫苗，注意饮食卫生。 

昏睡病：又称锥虫病，主要见于安西北部省份，通过苍蝇等昆

虫叮咬传播。应采取适当防范措施，如穿着长袖长裤等。 

6.消费物价 

安哥拉物价奇高，近年来，首都罗安达多次被国际人力资源机

构评为世界消费价格最高的城市。出租车服务尚不发达，当地人多

乘坐十几座的蓝色面包车（“小巴”），近年新开设了城市越野车型

的出租车服务，其租车费用高昂。 

二、法律法规 

（一）主要法律法规 

主要法律法规有《安哥拉共和国外国人管理法》、《外汇法》、

《私人投资基本法》、《关于鼓励私人投资财政、海关、税收条例》

等。如有需要，可向使馆和经商处咨询。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

视安哥拉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

标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安哥拉生活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对当地的法律法规

不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1.安哥拉机场等口岸海关，对入出境旅客托运和随身手提行李

大多要求开箱检查，严禁携带安哥拉货币宽扎、象牙制品出境。携

带黑木雕等工艺品出境，须事先在指定商店购买工艺品印花税，并

将税花贴在工艺品上备查，否则将被罚没。此外，为安全起见，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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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在机场登机前，一些航空公司要求乘客再次指认托运行李，未被

指认的行李不能随机托运。 

2.安哥拉所有封闭公共场所均禁止吸烟，违者处以罚款。 

3.黑羚羊、海龟、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为安哥拉国家级保护动物，

禁止捕杀。 

4.未经安哥拉有关部门许可，交易、购买和携带原钻石出境属

违法犯罪行为。 

5.安哥拉相关部门对外国人在当地拍照、摄影进行严格管制。

如拍摄总统府、军事设施、港口、要塞、古迹等重要建筑物，均需

事先征得主管部门许可。未经许可拍照者，将被处以罚款甚至没收

器材。 

（三）需劳务人员重视的法律法规 

自 2009 年 4 月起，申办赴安哥拉工作签证须获得安哥拉移民

局批准，安驻华使馆只审批 30 天有效旅游、商务签证。申办赴安

签证时须提供真实、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警惕非法中介的违法行

为，避免个人合法权益受损。安哥拉入境签证停留期一般 30 天，

30 天必须出境，否则重罚。当地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对逾期

滞留和居住的外国人采取罚款、拘留和强制遣返措施。当地拘留所

条件很差，而且不提供餐食等。 

1.相关政策与规定 

（1）不鼓励引进劳务 

自 2002 年 2 月结束内战开始国家重建以来，安哥拉对工程技

术人员、设计人员、建筑工人有较大需求。由于安本国青壮年失业

率高达 30%以上，安对引进外劳无鼓励政策。但目前在执行中安政

府合作框架项目的中国劳务有 4万人左右，在安各私人中资建筑企

业工作的中国劳务有 1万人左右。 

（2）引进劳务的政策 

根据 2011 年 5 月中安两国政府签署的劳务合作协定，安对执

行双边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如石油、信贷一揽子合作项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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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人员，将给予获得工作签证的便利，对于执行非双边合作框架

协议项目的中国劳务人员，则按安哥拉一般法定程序发放工作签证。 

（3）引进劳务的管理程序和工作流程 

中资公司承包安政府工程项目，一般在合同中规定业主负责为

执行项目的中国劳务人员发工作邀请函，承包项目的中资企业，凭

邀请函向安驻华使馆申办工作签证。工作签证上标注有雇佣劳务人

员的公司或项目名称，劳务人员凭工作签证进入安哥拉指定公司或

项目工作，不得到其他公司或项目从事有偿服务。 

（4）引进劳务及工作签证的管理规定 

目前安对引进中国劳务人员无具体管理规定。实践中，是由承

包工程的中资企业向安方业主（一般是安政府部门）提出所需劳务

人员名单，安方业主据此向劳务人员签发邀请函。承包项目的中资

企业，凭邀请函向安驻华使馆申办有效期为 1年的工作签证。在申

办工作签证时，需提交的材料有：政府机构或公司邀请函、工人护

照、健康证、经公证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经公证认证的学历证

明、经公证认证的职称证明、在安中资公司文件、申请签证表格。

如果文件齐全，办理工作签证大约需 2－3个月时间。 

劳务人员在安期间，项目承包企业可为其向安移民局申请延长

工作签证有效期 2次，每次延长 1年。安移民局批准延长工作签证

一般耗时 1个月左右，但有时由于其内部原因，也可能等候更长时

间，有时甚至超过 1年。 

劳务人员在安工作期满 3年，必须返回中国，向安驻华使馆重

新申请工作签证。 

2、容易出现的问题 

（1）非法滞留。大量中国劳务人员通过中介来安就业，来安

后护照被雇主扣留。他们往往无经济条件返回中国，且未按规定办

理签证延期，造成非法滞留。 

（2）非法就业。许多劳务人员违规私自更换公司，造成签证

显示工作单位与实际工作地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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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法管理。一些中国公司采取限制非法劳务人员人身自

由的方式，以降低他们被查扣风险，严重拖欠工人工资，且生产和

居住环境差。 

3.相关建议 

（1）在安中国公民应在签证所示有效期截止日期前办理续签

手续或离境。针对续签时间过长的问题，中国公民可在安移民局网

站查询办理进度（移民局网址：www.sme.ao），还可向移民局档案、

登记与文件处咨询或投诉(Departamento de Documenta，Registo e 

Arquivo)。在安人员工作签证不能再在当地移民局延期时，切勿贪

图省事将护照寄回中国申办延期，必须离境回国后向安驻华使馆重

新申办工作签证。 

（2）中国劳务人员如欲更换就职公司，应按照正规流程，通

过雇主向安工作、社会保障和公共管理部提出申请，待申请批准后

方可更换公司。新雇主应在接收新员工的第一时间向移民局提出申

请，为其更换相应的工作签证。 

（3）在安中国企业应合法规范经营，完善劳工管理制度，保

证员工基本权益。中方劳务人员如遇雇主拖欠工资等问题，可向安

移民局、经济警察局反映情况，移民局将视情对相关企业进行清查。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47%的安哥拉人实践本土信仰（indigenous beliefs），38%是

罗马天主教徒，15%为新教徒。 

（二）风俗习惯、礼仪和禁忌避讳 

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早在中世纪时期境内就已形成数个

王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国家。全国人口 98%以上属于

班图尼格罗的黑色人种。是非洲为数不多不禁食猪肉、不禁饮酒的

国家之一，其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非洲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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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当地居民非常注重礼节。当地居民见到异国他乡来的客

人，总是热情打招呼，亲切地致以问候，显得很有礼貌。相互熟悉

的亲朋好友见面，先是热情握手，然后相互亲吻对方面颊，最后手

拉手地说长道短，而且边谈话边用右手拍打对方的手掌，显得亲密

无间和格外友善。在农村地区，许多妇女见到外来的女性宾客，即

使素不相识，也是主动问候致意。接着便是围着客人转圈跳舞，而

且嘴里发出阵阵有节奏的欢叫声。不少初来乍到的女客人被弄得满

脸通红，束手无策，但当地人认为这样做是在表达她们内心深处最

友好的情感。安哥拉人民有着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晚辈对长辈要

绝对恭敬，如果有人对年长者不敬，将遭到责备和鞭打。应邀到安

哥拉朋友家中做客，一定要准时赴约，迟到是不礼貌的行为，而早

到会令主人因准备不足而显得措手不及。进入主人的家门，首先要

注意观察主人在室内是否穿着鞋，如果主人进门就脱掉鞋子，客人

也应当学着主人的样子进门就脱掉鞋子，因为许多人家的客厅里铺

着地毯，进入室内是不穿鞋的。进入客厅，要按主人指定位置入座。

落座后，宾主交谈过程中，不可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对于主人送

上的饮料、水果，要主动接过来，并说一些感谢的话语。谈话时，

要避开政治形势、国家领导人情况以及宗教方面的问题等，可以谈

一些安哥拉实现民族和解以来在建设国家的成就，赞扬安哥拉人民

勤劳和智慧。 

十分有趣的是，安哥拉人见面称谓语同中国汉族颇相近似，如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等。但对年长者或者外来宾

客也有称爸爸、妈妈的习惯。同安哥拉人初次见面，应先作自我介

绍，同时向对问好，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此行的意图。城市和上层社

会，关系亲密的见面握手也喜欢拥抱。在公共场合或者外交场所，

常常称对方为先生、阁下、夫人、女士、小姐等，而且总是同对方

的职务连起来相称呼，如总统阁下、部长先生等。 

安哥拉人把开玩笑、说笑话看成进行感情交流、加深友好关系

的一种形式，当地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开玩笑是炎热时撒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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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凉水，开玩笑是疲劳时注入的兴奋剂，不仅让人感到精神上的愉

快，而且能够带来朋友之间更加真诚相待”。安哥拉人开玩笑、说

笑话多限于朋友之间，内容广泛，形式多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对方不是一位开玩笑者，没有主动同你开玩笑、说笑话，你是不可

以冒失地同对方开玩笑的，更不可讲一些出格的笑话。 

安哥拉人大都以玉米，木薯为主食。其它有高粱，小米，稻谷

和小麦等，花生消费量也较高，喜欢咖啡。如果来了客人，他们会

邀请客人和家人一起，围在简易餐桌边并把最好吃的先拿起来双手

递给客人。城市中的宴请一般以吃西餐为主。宴会上，不划拳喝酒

和对服务员耳语。 

在安哥拉的塔巴、沙木辛达一带，男子在未婚前要戴帽子，一

旦娶妻成亲，就终生免冠。在许多地方，人死后要换上新装并化妆，

化妆成图腾的样子才入殓。 

安哥拉人在谈判中讲究实际，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而且交货

时间要快。不过一般订货数量有限。他们不喜欢在下班以后特别是

晚饭以后谈生意，也不希望晚上有来访者。安哥拉政府倡导平等贸

易，馈赠礼物不要摆阔讲排场。 

在安哥拉不要随便拍照，要征得当地人同意才能拍。对服务员

可付给 15%的小费。 

他们忌讳 13 和星期五。他们尊牛为宝贝，一般只在节庆时才

杀牛共享，平时不准杀牛。许多部族实行一夫多妻制。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新年：1月 1日 

反殖武装斗争纪念日：2月 4 日 

国际妇女日：3月 8日 

胜利日：3月 27日 

和平和解纪念日：4月 4日 

劳动节：5月 1日 

儿童日：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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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奠基者和民族英雄纪念日：9月 17日 

独立日（国庆日）：11月 11 日 

开拓者日：12月 1日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纪念日：12月 10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宽扎（Kwanza，AOA）。 

2.汇率 

1 美元约合 97 宽扎，1 人民币约合 16 宽扎（2014 年 6 月）,

并有一定的汇率浮动。 

3.物价 

安哥拉物价奇高。主要日用品均从国外进口，价格通常是我国

国内的数倍到数十倍。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匪警：113    火警：115     急救：116     交警：121 

（二）中国驻安哥拉使（领）馆 

1．地址 

使 馆 本 部 ： Rua Presidente Houari Boumedienne No 

196/200,Miramar,Luanda,Angola 

使 馆 经 济 商 务 处 ： Rua  Francisco Sotto Mayor 

No.127,Bairro Azul,Luanda,Angola 

2.办公时间 

使馆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30  14:30－17:00 

使馆领事部办公时间： 

收件：周二、周五（签证）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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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中国公民证件）9:00－12:00 

取件：周二、周五 9:00－12:00  15:00－17:00 

周三 9:00－12:00 

3.使馆网站：http://ao.chineseembassy.org 

4.联系方式： 

值班电话：00244-222-444-658  00244-912-206-764 

使馆经商处电话：00244-222-324305 

使馆传真： 00244-222-444-185 

使馆邮箱： chinaemb_ao@mfa.gov.cn 

 

 

  



 

169 
 

第二章 非洲部分国家综合资讯 

 

第十一节 南非国别资讯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介绍 

1.位置 

南非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位于非洲大陆

最南端，纬度自南纬 22 至 35，经度从东经 17 至 33，有“彩虹之

国”美誉。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邻纳米比亚、博茨瓦纳、

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另有莱索托（国中之国）为南非

领土所包围。东、南、西三面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所环抱，地处两大

洋间的航运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线，历

来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

海岸线长 3000 公里。位于开普敦东南 1920公里处大西洋上的爱德

华王子岛及马里昂岛，也属于南非领土。 

2.面积、人口、民族、语言 

面积 1,219,090 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世界排名第 24 位。全国

人口 5177万（南非第三次人口普查报告,南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10

月公布）。分黑人、有色人、白人和亚裔四大种族，分别占总人口

的 79.6%、9%、8.9%和 2.5%。黑人主要有祖鲁、科萨、斯威士、茨

瓦纳、北索托、南索托、聪加、文达、恩德贝莱 9个部族，主要使

用班图语。白人主要为阿非利卡人（以荷兰裔为主，融合法国、德

国移民形成的非洲白人民族）和英裔白人，语言为阿非利卡语和英

语。有色人主要是白人同当地黑人所生的混血人种，主要使用阿非

利卡语。亚裔人主要是印度人（占绝大多数）和华人。有 11 种官

方语言，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为通用语言。 

3.首都、国旗、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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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为行政首都，人口约 292 万。

开普敦（Cape Town）为立法首都，人口约 374 万。布隆方丹

（Bloemfontein）为司法首都，人口约 75万（2011 年南非人口普

查数据）。 

国旗：国旗呈长方形，长宽之比为 3:2。由红、绿、蓝、白、

黑、黄六种色组成，呈 Y形（官方解释是 V形，然后流向一条水平

平线）旗面上区为红，下区为蓝，各占旗宽的三分之一，代表鲜血。

旗面中央是一横 Y形三色条，占旗宽的三分之一，象征着聚合不同

的南非民族，共同发展。用来区隔红区、蓝区和连接旗杆罩布处的

黑色三角形，其黑色代表黑人。三色条的中间色为绿色，宽度占旗

宽的五分之一，代表土地。绿色的两侧各有金色和白色，各占旗宽

的十五分之一，金色代表金子，白色代表白人。南非法律规定南非

国旗在竖直悬挂时红色位于左方，蓝色位于右方。 

国徽：启用于 2000 年 4月 27 日。太阳象征光明的前程；展翅

的鹭鹰是上帝的代表，象征防卫的力量；万花筒般的图案象征美丽

的国土、非洲的复兴以南非国徽及力量的集合；取代鹭鹰双脚平放

的长矛与圆头棒，象征和平以及国防和主权；鼓状的盾徽象征富足

和防卫精神；盾上取自闻名的石刻艺术的人物图案，象征团结；麦

穗象征富饶、成长、发展的潜力、人民的温饱以及农业特征；象牙

象征智慧、力量、温和与永恒；两侧象牙之间的文字是“多元民族

团结”。 

4.行政区划 

全国共划为 9 个省，设有 278 个地方政府，包括 8 个大都市、

44个地区委员会和 226个地方委员会。 

5.气候 

南非大部分地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时间与北半球正好相反，

12－2月为夏季，6－8月为冬季。由于地势较高，南非的气温通常

低于同纬度的国家和地区，但冬无严寒，个别地区的最低温度也不

过在零下 10OC 左右。一般情况下，夏天也无酷暑。南非的气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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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五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地区：沙漠和半沙漠类型地区、地中

海类型地区、热带草原类型地区、温带草原类型地区和雨林类型地

区。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属热带草原气候，夏季最高气温32－38°C，

冬季最低气温-10－12°C。夏季多雨，冬季干燥。虽然其南北跨越

了 13 个纬度，但南北气温和气候差异并不明显。影响气温的因素

主要是地势的高低和洋流的不同。由于受印度洋暖流和大西洋寒流

的影响，南非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气候差异非常明显。东部温暖、潮

湿，而西部则比较干旱。 

6.河流 

由于降雨量较少，南非的河流和湖泊数量不多，而且河流也大

多是季节性河流，枯水期较长。南非最主要的河流有横贯整个中部

的奥兰治河和北部边界的林波波河。奥兰治河上游分为奥兰治河和

瓦尔河，全长 2340公里，汇水面积 60多万平方公里，流量为 120

多亿立方米，占全国河流总流量的近四分之一。 

7.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五大矿产资源国之一。现已探明储量并

开采的矿产有 70 余种。黄金、铂族金属、锰、钒、铬、硅铝酸盐

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蛭石、锆、钛、氟石居第二位，磷酸盐、锑

居第四位，铀、铅居第五位，煤、锌居第八位，铁矿石居第九位，

铜居第十四位。根据南非矿务局统计数据，2007 年已探明的矿藏

储量：黄金 36000 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40.1%，下同），铂族金属 7

万吨（87.7%），锰 40亿吨（80%），钒 1200万吨（32%），蛭石 8000

万吨（40%），铬 55亿吨（72. 4%），铀 34.1万吨（7.2%），煤 279.81

亿吨（6.1%），铁矿石 15亿吨（0.9%），钛 2.44亿吨（16.9%），锆

1400万吨（19.4%），氟石8000万吨（16.7%），磷酸盐25亿吨(5.0%），

锑 20 万吨（4.7%），铅 300 万吨（2.0%），锌 1500 万吨（3.3%），

铜 1300 万吨（1.4%）。 

（二）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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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史 

最早的土著居民是桑人、科伊人及南迁的班图人。17世纪后，

荷兰人、英国人相继入侵并不断将殖民地向内地推进。19 世纪中

叶，白人统治者建立起四个政治实体：两个英国殖民地，即开普、

纳塔尔殖民地；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即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

由邦。1899 至 1902 年,英布战争以英国人艰难取胜告终。1910 年

四个政权合并为“南非联邦”，成为英国自治领。1948 年国民党执

政后，在国内以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

策，镇压南非人民的反抗斗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1961

年退出英联邦（1994年重新加入），成立南非共和国。1989 年，德

克勒克出任国民党领袖和总统后，推行政治改革，取消对黑人解放

组织的禁令,并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

拉（Nelson Mandela）等黑人领袖。1991 年，非国大、南非政府、

国民党等 19方机构,就政治解决南非问题举行多党谈判，并于 1993

年就政治过渡安排达成协议。1994 年 4 至 5 月，南非举行首次不

分种族大选。以非国大为首的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

三方联盟，获得 62.65%的多数选票而获胜，曼德拉出任南非首任

黑人总统。非国大、国民党、因卡塔自由党组成民族团结政府。2009

年 5 月 6 日，国民议会选举非国大主席祖马为南新总统。2012 年

12月，非国大召开第五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祖马以 75%的得票率

成功连任党主席。2014年 5月 21日，新当选的南非第五届国民议

会举行首次会议，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巴莱卡·姆

贝特，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祖马也在会议上赢得连任。 

祖马 1942年 4月生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他于 1958 年加

入非国大，开始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曾被白人当局监禁 10 年，

后长期流亡国外，1990 年返回南非参加多党制宪谈判。新南非成

立后，他先后任非国大副总书记、全国主席、副领袖，2007 年 12

月当选非国大领袖。祖马 1999年 6月至 2005 年 6月，担任南非共

和国副总统，2009 年 5月首次当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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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宪法、国会、政党、内阁、司法 

（1）宪法 

1994年临时宪法，是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体现种族平等的宪法。

1996 年，在临时宪法基础上起草的新宪法被正式批准，并于 1997

年开始分阶段实施。宪法规定：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

度，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相互依存，各行其权。宪法中的人权法

案（Bill of Right）被称为南非民主的基石，明确保障公民各项

权利。修改宪法序言须国民议会四分之三议员和省务院中的六省通

过；修改宪法其他条款须国民议会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如修宪部分

涉及省务条款，须省务院中的六省通过。 

（2）国会 

南非国民议会，英语为 National Assembly，实行两院制，分

为国民议会和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简称省务院），任期均为 5年。

南非国民议会共设 400个议席，其中 200 席通过全国大选产生，另

外 200 席由省级议会选举产生。根据南非宪法，南非选民首先选举

出新一届国民议会，新国民议会在立法首都开普敦选举新总统，新

总统与内阁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就职典礼。 

（3）政党 

南非实行多党制，国民议会现有 13个政党。 

①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主要执政

党，简称非国大，最大的黑人政党。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和种族平

等的新南非，领导了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创立于 1912 年，1925

年改现名，成员超过 100万。 

②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为第一大反对党，简称

民盟，前身为民主党，2000 年 6 月与新国民党合并后改为现名。

主要成员为白人，代表英裔白人工商金融界利益。是白人“自由派”

左翼政党，主张废除种族隔离，积极参与南非和平进程。2001 年

10月，新国民党退出民主联盟。为壮大力量，民盟实行战略转变，

致力于建立包括黑人、白人党员在内的人民政党。200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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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结成“变革联盟”共同应对 2004 年大选，

并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 12.37%选票, 获 50个议席。 

③人民大会党（Congress of the People）：于 2008 年 11 月，

由部分前内阁和地方政府高官脱离非国大后组成，是国民议会第三

大党。主张建立真正不分种族、没有阶级和性别歧视的人民政党，

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和政府官员任命制度；大力发展农业和以出口为

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力打击犯罪，培育社会安防意识。 

④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以夸祖鲁－纳塔

尔地区祖鲁族为主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前身是“民族文化解放运

动”，成立于 1928 年，1990 年向所有种族开放，改为政党并用现

名。以争取黑人解放为宗旨，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非问题。1994

年 4 月在全国大选中得票率居第三位，进入民族团结政府。1999

年大选后继续参加中央政府,与非国大在夸-纳省联合执政。2003

年 9 月与民主联盟结成“变革联盟”共同应对 2004 年大选，在大

选中赢得 6.97%选票，获 28个议席。2011年 1月 25 日，因卡塔自

由党前全国主席扎内勒·姆西比（Zanele Magwaza-Msibi）宣布，

脱离该党而另建新党“民族自由党（National Freedom Party）”，

使因卡塔自由党实力大为削弱。 

⑤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与非国大、

南非工会大会结成“三方联盟”。其党员以非国大成员身份参选、

入阁。1921年 7月成立，1950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

1990 年 2 月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始终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最终

奋斗目标。坚持“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但认为南非基

本上是一个经过特殊殖民主义发展的、依附性较强的资本主义，当

前的任务仍是推进以黑人彻底解放为目标的民族主义革命。 

⑥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1997 年 9

月成立，是由原新运动进程和全国协商论坛合并而成的跨种族政党。

1999 年 6 月大选中成为第五大党；在 2004 年大选中获得 2.28%的

选票，获 6 个议席，成为国民议会第四大政党。在 2009 年 4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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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大选中，赢得国民议会选举 1%选票，获 4个议席。 

此外，其他政党还有： 独立民主党（Independent Democrats）、

新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 Plus) 、非洲基督教民主党（African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联合基督教民主党（ United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泛非主义者大会（Pan Africanist 

Congress）、少数阵线（Minority Front）、阿扎尼亚人民组织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非洲人民大会党（African 

People’s Convention）等。 

（4）内阁 

政府分为中央、省和地方三级，任期 5 年，实行总统内阁制。

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内阁首相兼任副总统。由总统任命国民议会

多数党领袖产生，对总统负责，其他不超过 27 名部长亦由总统任

命。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任,其职权范围包括：南非共和国的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南非共和国政府内阁的领导人；南非国防军的总

司令；任命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内阁成员；奖励以及授予国家荣誉；

任命国家首席大法官；签署所有的议案、修正案和立法；宣布战争

以及和平。 

（5）司法 

司法体系基本分为法院、刑事司法和检察机关 3大系统。法院

由宪法法院、最高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等组成。司法行

政管理工作主要由中央的司法部和地方各级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来

承担。司法部对公诉人、治安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进行培训，以

提高其水平。司法部的人员还从事对较大的治安法院的法律援助工

作。如协助被罚款或允许保释的犯人筹措费用；协助证人出庭作证

并解决其开支问题等。 

律师制度也是南非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非行之已久。

诉讼、审判和其他法律活动都离不开律师。南非的律师分为两大类，

即出庭律师(advocates)和诉状律师(attor-neys)。前者是高级律

师，具有严格的专业学历和资历。有资格在最高法院和其他各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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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庭，也可以在接受诉状律师的延请后才在法院出庭辩护。诉状

律师是初级律师，学历和资历都较浅。主要从事起草契约、遗嘱、

财产和土地转移等一般法律业务工作，但也可以代表当事人在低级

法院出庭。诉状律师必须经历见习期，这两类律师都有不同的组织。

出庭律师的组织是各个律师协会，其上是律师总理事会，起协调作

用；诉状律师的组织是各省的律师公会，其上也有律师公会联合会

作为协调组织。南非还设有国家法律顾问和国家律师。前者为政府

各部、省级行政部门及许多法律团体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也参与起

草法案，争取在议会通过，协助处理刑事和宪法问题。后者的任务

是代表国家从事许多法律活动，以最有经济实效的方式去保卫国家

利益。他们参与起草以国家为一方的合同，代表国家官员处理某些

法律问题，包括出庭为他们辩护。 

3.对外关系 

南非奉行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主张在尊重主权和平等

互利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对外交往活跃，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已同 186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大湖

地区和平进程以及津巴布韦、南北苏丹等非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努

力促进非洲一体化和非洲联盟建设，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

是联合国、非洲联盟、英联邦、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或多边机制

成员国。2004 年成为泛非议会永久所在地；2006 年当选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成员（至 2010 年）；2007－2008，2011－2012 年担任联

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10 年 12 月被吸纳为金砖国家成员，

于 2013年 3 月在德班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011 年 11

月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7次缔约方会议。 

4.与我国的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于 1998 年 1 月 1 日建交。建交

以来，双边关系全面、迅速发展。2000 年，两国成立高级别国家

双边委员会。迄今已举行四次全体会议，并多次召开外交、经贸、

科技、防务、教育、能源、矿产合作分委会会议。2004 年曾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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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访南期间，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2006 年温家宝总理访南期间，两国签署《中南关于深化战略伙伴

关系的合作纲要》，对今后几年双方各领域合作做出规划。2007 年

胡锦涛主席对南进行国事访问，将中南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2008年 1月，两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并于 2008年 4 月、2009 年

9 月、2010 年 11月、2011 年 9月和 2012年 11月举行 5次战略对

话。2010 年 8 月，祖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北京

宣言》，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3 年 2月，杨洁

篪外长对南进行正式访问。同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对南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在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双方发表联

合公报，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经济制度 

南非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金融、法律体系比较完善，通讯、交通、能源

等基础设施良好；矿业、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均较发达，是经济

四大支柱。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国民经济各部门、

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黑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上世纪 80 年代

初至 90 年代初受国际制裁影响，经济出现衰退。新南非政府制定

了“重建与发展计划”，强调提高黑人社会、经济地位。1996年推

出“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旨在通过推进私有化，削减财政

赤字，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出口，放松外汇管制，鼓励中

小企业发展等措施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逐步改变分配不合理

的情况。2006年实施“南非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加大政府干预

经济力度，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行业优先发展战略、加强

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措施，促进就业和减贫。1994－2004 年经

济年均增长 3%，2005－2007 年超过 5%。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南非 2008 年经济增速放缓，同比增长

下滑至 3.1%，2009 年为-1.8%，一度陷入衰退。为应对金融危机冲

击，南自 2008年 12月以来 6次下调利率，并出台增支减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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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消费、加强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措施，以遏止经济下滑势

头。在政府经济刺激措施、国际经济环境逐渐好转和筹办世界杯足

球赛的共同作用下，南非经济逐渐企稳。2010 年以来，祖马政府

相继推出“新增长路线”和《2030 年国家发展规划》，围绕解决贫

困、失业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转型。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 2.8%，2011年为 3.5%。

目前，南政府正在重点实施“工业政策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发

展计划”，旨在促进南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改变经

济增长过度依赖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的现状，加快铁路、公路、

水电、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受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尤其是欧债危机拖累，南经济总体

低迷，增长乏力。2012 年 8 月爆发的马利卡纳铂金矿大罢工，演

变成严重流血冲突，并引发新一轮罢工潮，重创南矿业和交通运输

业等支柱产业。加上国际评级机构先后调降南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展

望和政府债券评级，令南经济再度面临严峻形势。兰特兑美元汇率

一度跌至新低。当前，南经济总体低迷，增长乏力，失业问题严重。 

6.工矿业 

制造业、建筑业、能源业和矿业是南非工业四大部门。制造业

门类齐全，技术先进, 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主要产品有

钢铁、金属制品、化工、运输设备、机器制造、食品加工、纺织、

服装等。钢铁工业是南非制造业的支柱，拥有六大钢铁联合公司、

130多家钢铁企业。近年来，纺织、服装等缺乏竞争力的行业萎缩，

汽车制造等新兴出口产业发展较快。 

建筑业发展较快，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1994－1999

年，南非政府共筹集投入 125亿兰特建设低造价住房，以缓解黑人

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近年来, 由于南非加快实施 2010 年世界杯足

球赛场馆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热，南建筑业发展较快，但设备陈旧、

技术工人缺乏等问题比较突出。为应对金融危机，南政府 2009 年

宣布，之后三年将投资 7870 亿兰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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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一步发展。 

能源工业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产值约占南非国内总产值的

15%。电力工业较发达，发电量占全非洲的 2/3，其中约 92%为火力

发电。国营企业南非电力公司（ESKOM），是世界上排名前十电力生

产和第十一大电力销售企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干冷发电站，供应

南非 95%和全非 60%的用电量。近年来由于电力生产和管理滞后等

原因，全国性电力短缺现象严重。在开普敦附近建有非洲大陆唯一

的核电站－库贝赫（Koeberg）核电站，发电能力 180 万千瓦。此

外，南非萨索尔（SASOL）公司的煤合成燃油及天然气合成燃油技

术，商业化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其生产的液体燃油约占南燃油供

应总量的 1/4。 

矿业历史悠久，具有完备的现代矿业体系和先进的开采冶炼技

术，是南非经济的支柱。2009 年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7%，

直接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 2.9%。矿产品是出口的重要构成部

分，2008 年矿产品出口额约占出口总额 31%。南非是世界上重要的

黄金、铂族金属和铬生产国和出口国。钻石产量约占世界的 9%。

南非德比尔斯（De Beers）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和销售公

司，总资产 200亿美元。其营业额一度占世界钻石供应市场 90%的

份额，目前仍控制着世界粗钻石贸易的 60%。 

2008 年矿产品产量如下：黄金 204.9 吨，铂族金属 276 吨，

铬 9863 千吨（2007 年），锰 6807 千吨，铁矿石 4900 万吨，煤 1.97

亿吨，铜 97.2 千吨，钻石 12901千克拉。 

7.农业 

农业较发达，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可耕地约占土地面

积的 12%，但适于耕种的高产土地仅占 22%。农业、林业、渔业就

业人数约占人口的 7%，其产品出口收入占非矿业出口收入的 15%。

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玉米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各类罐

头食品、烟、酒、咖啡和饮料畅销海外。盛产花卉、水果，葡萄酒

享有盛誉。畜牧业也较发达，主要集中在西部三分之二的国土。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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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种类主要包括牛、绵羊、山羊、猪等，家禽主要有鸵鸟、肉鸡等。

主要产品有禽蛋、牛肉、鲜奶、奶制品、羊肉、猪肉、绵羊毛等。

所需肉类 85%自给，15%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斯威士兰等邻国

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一些欧洲国家进口。绵羊毛产量可观，是世

界第 4大绵羊毛出口国。 

8.渔业 

水产养殖业产量占全非洲 5%和世界的 0.03%。南非商业捕捞船

队有各种船只 500 多艘。全国约有 2.8 万人从事海洋捕捞业。主要

捕捞种类为淡菜、鳟鱼、牡蛎和开普无须鳕。每年捕捞量约 58 万

吨，产值近 20亿兰特。此外，南非养蜂业年产值约 2000 万兰特。 

9.旅游业 

旅游业是当前南非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8.7%，从业人员达 140万人。旅游资源丰富，设施完善。有 700

多家大饭店，2800 多家大小宾馆、旅馆及 10000 多家饭馆。旅游

点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生态旅游与民俗旅游是南

非旅游业两大最主要的增长点。2010 年 6 月 11 日至 7 月 11 日，

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圈比赛在南非举行，有力拉动了南旅游

业。2012年到南非旅游的外国游客达 919 万人次。 

10.与中国间的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中国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贸易伙伴。

2004年 6月，南非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 年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总额为 65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 168.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8%；自南非进口 48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中国

逆差 314.9 亿美元。 

中国对南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

件、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鞋靴、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等。自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矿物燃料、矿物

油及其产品、沥青、钢铁、珠宝、贵金属及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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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 年，中南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7.96

亿美元，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3.95 亿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 1016人。2013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

南非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5380万美元，同比下降 68.4%。

2013 年；南非对中国投资项目 10 个，同比下降 47.4%；实际使用

金额 1292万美元，同比下降 19.5%。 

（三）国别风险提示 

1.签证入境问题 

（1）外国人进入南非的方式     

向移民官员出示其护照，并且该护照的有效期应至少保持到其

意欲停留的期间届满后三十天内；被授予有效临时居住许可证。 

（2）非法外国人 

检查员机构应遣返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由部门允许停留于共和

国以等待有关机关，对该外国人提出的具有合法身份的申请作出裁

定的除外。任何非法外国人应被驱逐出境。     

（3）非法外国人的驱逐出境及拘留     

符合规定的，移民官员毋须令状即可逮捕非法外国人或使其被

逮捕，并应将其驱逐出境或使其被驱逐出境，而不论此外国人是否

已被逮捕；如驱逐出境的决定尚未正式生效，经副部长决定可中止

驱逐该外国人，而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该外国人拘留或使其被拘留

在一定的地点。该“一定的方式”或“一定的地点”，应受到部门

控制或管理。 

①书面通知有关外国人关于驱逐其出境的决定，及其所享有的

对该决定进行上诉的权利； 

②因驱逐而被拘留的外国人，可随时要求移民官员出示有关的法

庭令状，以证明为驱逐其出境而将其拘留的合法性；如有关令状未能

在此要求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签发并出示，应立即将该外国人释放； 

③当可能、可行及能够时，应在有关外国人被逮捕时或之后，

立即通知其前上述的权利，并以其所能理解的语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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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法院可基于良好及合理的原因延长对外国人的拘留期限，但

不得超过九十个公历日；如未获得该令状，则对外国人的拘留期限

不得超过三十个公历日。 

部门可命令将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存入一笔足够的金额，用以

支付与其驱逐出境、拘留、生活费用及监管相关的费用。移民官员

可以强制其存入该项资金。 

未遵从按规定做出的命令的外国人，视为犯罪，并可被判相应

罚金，或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监禁。 

任何非属南非共和国公民或居民的人，如其已符合以下两项中

情况，均为犯罪，并可被判罚金或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监禁；如其未

被拘留，毋需令状即可将其逮捕并依法院签发的令状将其驱逐出境；

如移送决定尚未正式生效，可中止移送该外国人，以副部长决定的

方式及地点予以拘留：     

①从共和国被驱逐出境或应遵从于依法律作出的命令而离开

共和国时，无合法授权而返回或未遵守该命令的；     

②被拒绝入境而进入南非共和国的 

被判有罪及判刑的任何非法外国人，在其刑期届满之前可驱逐

出境，其监禁应在被驱逐出境时终止。 

基于对被拘留的非法外国人移送或释放的令状，对该令状所涉

外国人进行管理之人，应将该外国人送交获有该令状的移民官员或

警察官员；如该外国人未获释放，如其处于获有该令状的移民官员

或警察官员的监管之下，则应被视为处于合法的监管之下。 

已由移民官员在入境港口，通知其属于非法外国人的人，且移

民官员已向该外国人到达时乘坐的船舶负责人宣布其属非法外国

人，并应由负责人在此船舶上进行拘留的，此负责人应将该人从共

和国移送出去。条件是如移民官员可将该人拘留于船舶之外的任何

处所，或从船舶的监管中将该人移转出去，并将该人以副部长决定

的方式及地点将其拘留，但船舶负责人已获移民官员通知该人被排

除为非法外国人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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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人逃避或试图逃避按本法实施的拘留，则属犯罪行为，

可毋需令状而将其逮捕。 

2.工作居留 

南非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对逾期滞留和居住的外国人

采取罚款、拘留、强制遣返等措施。持旅游、普通签证者不得在南

非打工，否则将被处以罚款。外国人须在签证有效期内入境，遵守

签证上标明的停留期及其他限制规定。所有的签证只能用作短暂居

留许可，且不能作为申请永久居留许可的依据。 

如希望在南非工作、学习或长期居住，必须在赴南非前申请相

应居留许可，包括临时居留许可和永久居留许可。临时居留许可又

分为商务、工作、学习、亲属团聚、交换生、退休人员、医疗等几

类。持工作签证者，如从事其他活动或务工单位非为其申请签证的

单位，将被处以罚款并被驱逐出境。 

3.社会治安 

南非犯罪率较高。犯罪形式主要是持刀、持枪入室抢劫财物、

拦路抢劫车辆、盗窃及强暴妇女等。个别地区骚乱时有发生，对包

括当地中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公民造成冲击，导致人身和财产安全受

损。在外人员尽量结伴而行，不要单独行动。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

不要外露。避免出入贫民区和人流稀少的街道、场所。日出前、日

落后，尽量不要出门。使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避免在公共场所兑

换或出示大量现金。尽量不乘出租车，可选择旅行社包车，或租车

自驾。外出购物时，个人钱款和其它贵重物品要随身带好，不要放

在车内。即使本人在车内，也最好把贵重物品放在隐蔽处。购物时，

不要相互炫耀所购物品，不要一次拿出大量钞票，以防被人跟踪。

入住酒店，务必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护照、现金及贵重物品不要

随意放在酒店客房，外出购物、就餐、游玩时，务必随身携带并妥

善保管。选择安全记录较好，安装或配备有高墙、电网、电动大门

和保安的公寓或住宅小区。安装监控系统和报警装置。养狗，择善

邻而居。学会识别真假警察，了解居住所在地警察局和保安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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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电话。出入小区时，留意是否有可疑人员跟踪。健全保安系统，

选择知名的保安公司，安装闭路监视系统。不在公司存放大量现金，

对公司财产进行投保，下班后适当打开办公室照明系统。外出驾车

时，保持车窗关闭，尤其要避免在路口等候交通灯时打开车窗。不

要将包和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显眼位置。如走错路，不要冒然下车

询问，可将车开到附近加油站或快餐店，询问站（店）内员工。进

入停车场下车前注意周围有无可疑人员。从机场出来，如发现路上

有人跟踪，不要停车，可将车开到最近的警察局或拨打 10111报警。

尽量避免到银行提取大量现金，多使用支票或银行转账服务。如确

需在银行提取大宗现金，建议自雇保安公司押送，或与银行协商派

遣保安人员支援。使用提款机时，防止银行卡密码被他人窥探，取

款后收好取款凭证，提防被他人跟踪。如不幸遭遇抢劫，不要试图

抵抗，以保全生命为主，将财物交给对方，在确保自身安全后及时

就近向当地警察局报警并请其出具报警单，必要时寻求中国驻南非

大使馆领事协助。 

4.交通安全 

南非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完备，路况良好，单行道较多。南非各

城镇相距较远，如需单独驾车旅行，建议计划好行程，尤其要避免

夜间行驶，同时防止因疲劳驾驶引起交通事故。在部分偏远地区路

段，道路两旁未设防护栏，可能会有动物横穿马路，尤须注意行车

安全。前往野生动物园游玩，应严格遵守园内规定，尤其注意不得

擅自下车、喂食动物。南非严格禁止酒驾。南非的交通规则是靠左

行驶，右侧超车。在国道行驶，车速最高为 120公里／小时，在二

级公路车速最高为 100 公里／小时，城镇街道车速最高为 60 公里

／小时，有特殊标志路段除外。司机和乘客均须系好安全带。 

5.健康风险 

南非酒店、餐馆的食品卫生标准较高，有地方政府监督检查。

超市内出售的食品质量安全可靠，新鲜水果、蔬菜沙拉、饮用水可

放心食用。街头小吃在南非不常见。河流、湖泊中可能含有血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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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直接饮用或在陌生水域中游泳。 

南非部分河流、湖泊有血吸虫，不可饮用或在陌生水域中游泳。

在姆普马拉加、林波波、夸祖鲁-纳塔尔省等地区，还须注意防治

疟疾。具体措施是喷洒防虫药剂，采取防护措施，防止蚊虫叮咬。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来南非前应了解相

关防治办法。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南非医疗卫生状况较好，医疗

水平发达。大城市私立医院设备齐全。各省市设有省级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治疗费用不高，但病人较多，等候时间长。私立医院条件

好，服务好，收费高昂。急救车为有偿服务。医疗保险由保险公司

负责，个人自愿投保，根据保费金额不同，指定公立或私立医院，

享受不同医疗服务。保期内，看病、住院等费用由医院与保险公司

直接结算。在南非私立医院就医收费昂贵，如治疗感冒、腹泻等常

见疾病就需花费数千甚至上万兰特，建议来南非前购买医疗保险。

在一些大型超市、连锁店，如 PnP、Woolworth、Checkers、Spar、

Clicks 均有药品专柜，可买到一些常见退烧、止痛药和创可贴等

非处方药，购买处方药须凭医生开具的处方。患有慢性疾病者应带

足所需药品或携带医生开具的英文处方。 

6.消费物价 

在南非，中国产品随处可见。在约堡、比陀等主要城市均有中

国杂货、土产商店。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店铺几乎遍布南非各大小城

镇。南非中等收入家庭购物基本都去超市，本土大型超市有 Pick'n 

Pay，Game，Shoprite，Spar 等。从食物到衣服都可以买到。食物

价格总体略贵于国内。南非当地产的水果较国内便宜。 

二、法律法规 

时至今日，南非的现代法律仍然以罗马-荷兰法的原则为基础，

并加进英国法律在立法和判例法方面的影响。南非最高法院的判决

成为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官的职能不是制订新的法律，而是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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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和普通法法规进行解释和运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司

法判决经过解释可以建立新的法规，从而被称为“法官制订的法”。

在南非，除白人传入的西方法系外，当地土著人原有的习惯法在他

们中间一直起着作用并世代沿用。南非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传统的酋

长制度，土著人固有的习惯法律也同时流传下来。南非宪法明确规

定：“服从于宪法和任何专门处理习惯法的立法，当习惯法适用时，

法院必须使用”(第 12 章 211 条 3 款)。这是南非司法制度的一个

特色。实施固有习惯法的法庭称为酋长法庭。一个受到委任的黑人

酋长或其代理人可以根据固有习惯法在其管辖区域内审理黑人之

间的民事诉讼案件。这种诉讼程序是非正规的。同时，诉讼当事人

也可以就酋长法庭或治安法院作出选择；如果对酋长法庭的判决不

服，还可以向治安法院申诉。在刑事诉讼方面，除有关法律特别规

定的某些严重犯罪外，酋长法庭也有权审判并作出判决、但不能影

响其他合格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现在，固有习惯法主要在广大

农村地区流行，一些黑人部族成员在婚姻、继承和监护等方面仍然

遵循这些古老的习惯法。 

（一）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如有需要，可向使馆和经商处咨询。中资企业及在外人员需重

视南非出入境管理、外汇管制、税收、劳动就业、承包工程招投标

与承建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南非生活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如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

清楚，可向所在项目的管理部门请求给予解释与支持。 

1. 禁止入境物品包括毒品、武器、毒药、超过 2 千克香烟、

侵犯版权或商标权的货品或作品、监狱或劳改产品。 

2. 来自黄热病风险国家（包括经相关国家过境）的一周岁以

上旅客入（过）境南非，不论在南非停留时间长短，必须提供有效

黄热病预防接种证明（即俗称的“黄皮书”），且黄热病疫苗需在赴

南非前至少 10天注射方有效，南非机场不提供疫苗注射服务。 



 

187 
 

第二章 非洲部分国家综合资讯 

3.禁止捕杀野生动物 

4.南非法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的餐馆设有吸烟区。 

5.外国人在当地拍照、摄影进行严格管制。如拍摄总统府、军

事设施、港口、要塞、古迹等重要建筑物，均需事先征得主管部门

许可。未经许可拍照者，将被处以罚款甚至没收器材。 

（三）需劳务人员重视的法律法规： 

南非失业率高达 25%，政府不鼓励劳务引进。主要管理法规有

《移民法》、《难民法》等。 

外国劳务进入南非有商务签证（3个月以下）、工作签证两种。

我在南务工人员多持工作签证，一般为 2年。商务签证需向南非驻

华使（领）馆提交因私护照、照片、身份证、在职证明、邀请资料

及押金等。 

工作签证分为普通签证、配额签证、内部调动签证、特殊技能

签证。其中：普通工作签证适用于一般工作申请；配额工作签证适

用于南非移民法对不同行业的配额工作申请；内部调动签证适用于

在中国以及南非都有公司的企业内部人员调动；特殊技能工作签证

适用于一些拥有特殊技能的申请者。申请人一般应：拥有中等职业

以上学历，18 周岁以上，无犯罪行为，不与任何威胁南非国家或

人民安全的组织存在联系，身体健康无严重疾病，支付手续费及使

（领）馆押金，有效护照等。工作签证申请途径有两种：一是向南

非驻中国使（领）馆提出申请；二是先申请赴南非的短期临时签证，

然后在南非当地向移民局提出申请。 

三、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一）宗教 

白人、大多数有色人和 60%的黑人信奉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

亚裔人约 60%信奉印度教，20%信奉伊斯兰教；部分黑人信奉原始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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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俗习惯、礼仪和禁忌避讳 

在社交场合，南非人所采用的普遍见面礼节是握手礼，他们对

社交对象的称呼则主要是“先生”、“小姐”、或“夫人”。黑人部族，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往往会表现出与社会主流不同的风格。比如，

他们习惯以鸵鸟毛或孔雀毛赠予贵宾，客人此刻得体的做法是：将

这些珍贵的羽毛插在自己的帽子上或头发上。 

在城市，南非人的穿着打扮基本西化。正式场合，都着装端庄。

从事官方或商务交往时，最好穿样式保守、色彩偏深的套装或裙装，

不然就会被视为失礼。另外，南非黑人通常还有穿着本民族服装的

习惯。不同部族的黑人在着装上往往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色。南非夏

季气温平均为 20-35OC，时常有雷阵雨，适合穿着凉爽舒适的轻便

衣物，带雨伞或雨衣，最好再加一件轻便外套。冬季温和，气温平

均为 0-15OC，适合穿着薄毛衣和外套。开普敦冬季多雨，要带雨具。

南非日照强，气候干燥，要注意防晒。 

南非当地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平日以吃西餐为主，主要食品包括

牛肉、鸡肉、鸡蛋和面包，爱喝咖啡与红茶。南非的如宝茶味道香

醇，有利于健康，很受欢迎。在乡村主食是玉米、薯类、豆类。用

餐多用刀叉，部分乡村地区传统饮食还会用手抓。注意只用右手。

到南非人家中做客，可带一盒巧克力、一束花或其他礼物表示谢意。 

信仰基督教的南非人，忌讳数字 13。南非黑人非常敬仰自己

的祖先，他们特别忌讳外人对自己的祖先言行失敬。 

（三）传统活动及节假日 

新年：1月 1日 

人权日：3月 21日 

耶酥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 

复活节：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 

家庭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自由日：国庆日，4月 27 日 

劳动节：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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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节：6月 16日 

妇女节：8月 9日 

传统节：9月 24日 

和解日：12 月 16日 

圣诞节：12 月 25日 

友好日：12 月 26日 

（四）货币及物价水平 

1.货币 

南非的货币单位是兰特，它的国际标志是 ZAR（纸币分 200、

100、50、20、10兰特，硬币分 50、20、10、5、2、1 分）。1兰特

等于 100分。 

2.汇率 

兰特汇率波动较大。2013年 10月，美元对兰特的汇率约 1:10。 

3.物价 

南非的物价每年均有所上涨，但涨幅不大，市场物资丰富，供

应充足。在南非，对行李搬运工、出租车司机、导游、翻译、大巴

司机、餐馆服务员、停车场保安、加油站工人等通常支付小费。小

费没有固定标准，因事因人而异。餐馆用餐除餐费外，一般另加

10%－15%小费。在机场、车站、旅馆等地搬运行李，小费约为每件

行李 10兰特。停车小费 2兰特起。 

四、实用信息指南 

（一）紧急电话 

急救电话：999 

ER24 EMS救护机构：084124 

NETCARE 911 救护机构：082911 

救护车：10177 

中国驻南非使馆领保协助电话：0785857708 



 

190 
 

非洲地区篇 

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715111494 

驻开普敦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828393158 

驻德班总领馆领保协助电话：0761742938 

（二）中国驻南非使（领）馆 

1.驻南非大使馆 

辖区：比勒陀利亚市、西北省、姆普玛兰加省、林波波省 

办 公 地 点 ： 225 Athlone street, Arcadia, Pretoria,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签证处对外时间为上午 8：30－12：00 

电    话：0027-12-4316500   手    机：0027-785857708 

传    真：0027-12-4316590（办公室） 

电    邮：reception@chinese-embessy.org.za 

网    站：www.chinese-embassy.org.za 

2.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 

辖区：约翰内斯堡市、豪登省（除比勒陀利亚市）、自由州省 

办 公 地 点 ： 25 Cleveland Road, Sandhurst, Santon, 

Johannesburg,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签证处对外时间为上午 8：30－12：00 

电    话：0027-11-6857562 

手    机：0027-715111494 

传    真：0027-11-8849099 

邮    箱：chinaconsul_jb_za@mfa.gov.cn 

网    站：http://johannesburg.china-consulate.org 

3.驻开普敦总领事馆 

辖区：西开普省、东开普省、北开普省 

办公地点： 25 Rhodes Ave, Newlands, Cape Town 7700,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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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签证处对外时间：上午 8：30－12：00 

电    话：0027-21-6740579  6740592 

手    机：0027-828393158 

传    真：0027-21-6740993 

邮    箱：chinaconsul_ct_za@mfa.gov.cn 

网站：http://capetown.china-consulate.org 

4.驻德班总领事馆 

辖区：夸祖鲁纳塔尔省 

办公地点： 45 Stirling Crescent, Durban North 4051, 

Kwazulunatal Provinc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外） 

签证处对外时间：上午 8：30－12：00 

电    话：0027-31-5634534 

手    机：0027-720123193 

传    真：0027-31-5634827 

邮    箱：chinaconsul_db_za@mfa.gov.cn 

网    站：http://durban.china-consulate.org 

（三）其他日常联系方式 

内政部免费热线：0800601190 www.dha.gov.za 

南非政府在线（可查询南非各政府部门网站及联系方式）：

www.gov.za 

南非旅游局中文网站：www.southafricantourism.cn 

南非在线： www.southafrica.info 

南非机场在线（可查询南非各机场信息）：www.airports.co.za 

航班查询：0027（0）86 72 77 888 

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联系电话： 0027 (0)11 921 6262 

开普敦国际机场联系电话： 0027 (0) 21937 1200 

南非航空公司 www.flys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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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航空呼叫中心电话：0861359722  0861606 606（南非境

内拨打）  0027（0）11 978 5313（南非境外拨打） 

国泰航空公司 www.cathaypacific.com 

国泰航空驻约翰内斯堡办事处电话：0027(0)11 7008900 

 

南非主要中文网站（网站所有信息仅供参考）： 

南非华人信息网 www.nanfei365.com 

南非侨网 www.sa2cn.net 

非洲在线 www.africantimes.info 

华侨新闻网 www.sa-cnet.net 

南非华人网 www.nanfei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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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地图、国旗、国徽 

一、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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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洲 

1.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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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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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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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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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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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博茨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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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赤道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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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刚果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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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塞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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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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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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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对外投资合作企业主要证照样本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 

 

 

 

 

 

 

 

 

 

 

 

 

 

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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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赴境外务工主要证照 

一、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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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 

 

 

 

 

 

 

 

 

 

 

 

 

 

 

三、各类赴境外务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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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派劳务培训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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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各类出入境证件及表格照片 

一、护照 

 

 

 

 

 

 

 

 

 

 

 

二、目的国入境签证（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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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境登记卡 

赴阿尔及利亚入境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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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博茨瓦纳入境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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