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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

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

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

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

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

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

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

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

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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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拉美的社会、环境风险
谢文泽

内容提要

同欧美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是“初来乍到”者，对拉美的投资环境
“水土不服”。投资拉美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营商环境的便利化程度偏低；开办企业、申请
建筑许可的程序多，耗时长；纳税次数多，税收负担重；雇佣工人要求多；政府效率低，腐
败严重，等等。在环境风险方面，除各国政府规定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保护的基本要
求和标准外，“采掘业透明倡议”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准则日益成为社会共
识。但是，经过不断地尝试与探索，中国企业逐渐适应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发展水平和全球化程

度居发展中国家（地区）前列，民主制度和法

律体系相对健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前往投资。同时，拉美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吸引

中国的投资。同欧美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

业在拉美地区是“初来乍到”者。在这种情况

下，正如拉美经委会所指出的，拉美国家的政

府、企业和民众尚未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企业

的投资动机、投资战略和经营机制，而中国的

企业也需要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拉美国家的经营

环境、投资机会。

一  拉美国家的投资环境令不少中

国企业“水土不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中国

政府专门制订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

在很长的时间里，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特殊待

遇。受国内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中国企业刚

刚“走出去”，以外资身份进入拉美国家进行

投资时，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会受到“特殊国

民”待遇。但是，进入拉美地区的中国企业很

快就发现，问题和困难超乎想象，即使临行前

做了大量调研和准备工作，仍然感到“寸步难

行”，结果是“失败者”远多于“成功者”，

而“成功者”经历了多年的摸索和煎熬后，也

不敢放言“成功”。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在拉

美地区的中国企业仍然“水土不服”，尤其是

在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缴纳税款、雇佣

工人等方面。

1.大部分拉美国家并非“投资天堂”

拉美地区地广物丰，气候、生物多样，环

境优美，让许多中国游客留恋不已。但从投资

的角度看，大部分拉美国家却并不是“投资者

的天堂”。

世界银行从10个方面对全球189个经济体

的营商环境便利度进行评估和排名，排名越靠

前，便利度越高，营商环境越好。2013年，中

国在这189个经济体中居第96位。

在被评估的31个拉美经济体中，排名居

中国之前的有14个，其中智利、秘鲁、哥伦比

亚、墨西哥、乌拉圭5国是拉美地区的重要国

家，其营商环境在拉美地区分别居第1、2、3、
4和12位，全球排名分别居第34、42、43、53和
88位；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

和巴布达、多米尼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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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巴巴多斯、牙买加等8国是加勒比地区的岛

国，危地马拉是中美洲国家。其他17个经济体

的全球排名均在中国之后，其中拉美第一大国

巴西位居第116位、阿根廷居第126位、委内瑞

拉居第181位，等等。

2. 开办企业程序多，耗时长

在拉美地区开办企业，平均需要办理9道
手续，耗时36天。同亚太、南亚、欧洲和中

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等其他5
个地区相比，拉美地区开办企业的手续最多，

所用时间仅次于亚太地区（37.8天）。在苏里

南开办企业需要经过13个程序，耗时208天；

委内瑞拉为17个程序，历时144天；巴西为13个
程序，107.5天；海地、厄瓜多尔、玻利维亚、

伯利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尼加拉瓜、巴拉

圭等7国需1～3个月，阿根廷、秘鲁、哥斯达黎

加、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圭亚那、危地

马拉、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

巴多斯、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格林纳达、圣卢

西亚等14个国家需要15～30天，洪都拉斯、多米

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乌拉圭、墨西哥、巴

拿马、牙买加、智利等8国需要5～15天。

3. 申请建筑许可平均需要 7个月

在拉美地区，企业申请建筑开工许可证的

时间，平均约需7个月，远高于其他5个地区的

平均值。海地需要1129天（3年）的时间才能办

完建筑许可申请工作，巴巴多斯442天，巴西

400天，委内瑞拉381天，阿根廷、玻利维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多米尼加、尼加

拉瓜、圭亚那等7个国家需要6～12个月，巴哈

马、秘鲁、多米尼克、智利、萨尔瓦多、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拉圭、牙买加、安提瓜

和巴布达、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厄瓜多

尔、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巴拿马、伯利兹等18个国家需要

3～6个月，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需要1
个半月至2个月。

4. 纳税次数多，税收负担重

拉美地区的企业平均每年纳税30次，应

税总额占企业毛利润的47.3%。应税总额占企

业毛利润的比重，阿根廷为107.8%，玻利维亚

为83.4%，哥伦比亚为76%，巴西为68.3%，尼

加拉瓜为64.9%，委内瑞拉为61.7%，哥斯达

黎加、墨西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哈

马、格林纳达、牙买加、多米尼加、乌拉圭、

安提瓜和巴布达、危地马拉、巴巴多斯、巴

拿马、海地等13个国家为40%～60%，洪都拉

斯、圣基茨和尼维斯、萨尔瓦多、多米尼克、

秘鲁、巴拉圭、圣卢西亚、厄瓜多尔、伯利

兹、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等12个
国家为25%～40%。

5. 雇佣工人要求多

拉美各国对签订劳动合同有不同的要求。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加、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

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

圭、委内瑞拉等15个国家不允许签订终身雇佣

合同。在这些国家中，多米尼加、萨尔瓦多、

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墨西哥、乌拉圭等6个
国家对劳动合同的期限没有明确规定，玻利维

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

圭、委内瑞拉等6个国家规定最长期限为1年，

巴西为2年，而阿根廷、秘鲁两国则为5年。

乌拉圭的最低工资水平最高，为757.4美元/
月；其次是巴哈马，为693.3美元/月；第三是

阿根廷，为635.1美元/月。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

拿马、巴西、洪都拉斯等7个国家为400～600
美元/月，智利、伯利兹、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巴拉圭、危地马

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伦比亚、多米尼

克、多米尼加、秘鲁、牙买加等13个国家介于

300～400美元/月，萨尔瓦多、海地、圭亚那、

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墨西哥等6个国家介于

200～300美元/月，巴巴多斯、圣卢西亚、苏里

南等3个国家对最低工资没有要求。

关于周末加班，圣卢西亚规定要支付实际

工资1.5倍的加班费；乌拉圭、哥斯达黎加、

巴西、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巴拉圭、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克、多米尼加、秘鲁、牙

买加、萨尔瓦多、圭亚那、尼加拉瓜、玻利维

亚、苏里南等16个国家要求支付实际工资1倍的

加班费，哥伦比亚、阿根廷、委内瑞拉、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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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利兹、危地马拉、海地、墨西哥等8个国

家为0.25～0.75倍，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智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格林纳达、巴巴多斯等7个国家则没有明确

规定。

关于解雇费用，解雇工龄满1年的雇员，

墨西哥的解雇费用相当于该雇员14.6个月的

工资，厄瓜多尔为14.1个月，乌拉圭、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伦比

亚、阿根廷、智利、苏里南等9个国家为4～5个
月，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

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巴拉圭、圭亚那、巴哈马等10个国家为

2～3个月，巴西、圣卢西亚、格林纳达等3个国

家为1～2个月，多米尼克、牙买加、伯利兹、

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等6个国家没有明确规定。

二  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政府效率令

中国企业“无可奈何”

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腐败程度举世闻名，

效率之低下令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均感无奈

和头疼。

1. 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国家治理

指数“不及格”

世界银行的国家治理指数有6项评价指

标，总分为120分，72分以上为及格。在33个
拉美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治理指数综合得分

在72分以下，属“不及格”。在墨西哥和中

美洲地区，及格的国家只有1个，即哥斯达黎

加，其综合得分为85.1。在加勒比地区，及格

的国家较多，有巴巴多斯、巴哈马、圣基茨和

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圣卢西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8个
国家，其中巴巴多斯得分高达101.7，位居拉美

地区首位。在南美洲地区，及格的国家只有智

利，其综合得分为99.8，居拉美地区第二位。

2.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腐败程度较高

腐败控制指数得分越低，表示腐败程度越

高。一般情况下，腐败控制指数在60以下时，

政府的腐败较为严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除

哥斯达黎加外，其他7个国家的腐败控制指数

不足50，其中洪都拉斯仅为18.2，而哥斯达黎

加为71.3。在南美洲，除智利外，其他10个国

家的腐败控制指数在60以下，其中委内瑞拉仅

为6.7，而智利为91.4。加勒比地区的腐败控制

指数相对较高，在14个国家中，只有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牙买加、多米尼加、圭亚那、海地

等5个国家的该项指数在60以下，其中海地仅为

6.2，而巴巴多斯为92.8。

3. 大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较低

在拉美33个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的政治

稳定指数在60以上，有24个国家在60以下。

政治稳定程度较高的9个国家中，有8个位

于加勒比地区，即巴巴多斯、巴哈马、多米尼

克、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格林纳达。哥

斯达黎加是唯一政治稳定程度较高的非加勒比

地区国家，位于中美洲。

智利、古巴、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伯利

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牙买加等8个
国家政治稳定指数介于50～60，圭亚那、苏里

南、阿根廷、巴西、巴拿马、尼加拉瓜、洪都

拉斯、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

哥、海地、巴拉圭等13个国家介于20～40，秘

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3国则在20以下。

4. 法律效力偏低

拉美地区只有9个国家的法律效力指数在

60以上，其中有7个是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即巴

巴多斯、巴哈马、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

巴布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

多米尼克。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只有哥斯

达黎加的法律效力指数在60以上。在南美洲地

区，只有智利的这一指数在60以上。

三  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令中国企

业“有点陌生”

进入拉美地区的中国企业，尤其是石油、

天然气和矿业领域的企业，除前述“水土不

服”和“无可奈何”外，对如何履行社会责

任、环境责任也感到“有点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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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秘鲁矿业“责任齐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秘鲁矿业全面向外

资开放。随着外资大量进入秘鲁矿业，一方面

秘鲁矿业快速发展，1990～2013年，铜产量由

32万吨增至138万吨，锌产量由60万吨增至135
万吨，铁矿石由218万吨增至680万吨，黄金产

量由2吨增至15吨，等等。另一方面，外资矿业

公司与秘鲁政府、当地居民之间频繁发生纠纷

和矛盾。

在处理这些纠纷和矛盾的过程中，秘鲁政

府和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完善的社

会责任、环境责任监督机制和体系。

截至2013年，秘鲁是拉美地区唯一实施

“采掘行业透明倡议”的国家。2006年，53位
秘鲁政府部门、部分企业以及有关组织的代表

签署《矿业团结协议》，该协议体现了采掘行

业透明倡议的大部分指导思想和原则，成为监

督矿业企业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的

基本准则。

采掘行业透明倡议的实施框架如图1所
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信息披露、社会责

任承诺与履行、环境责任承诺与履行、利益相

关方共同协商和第三方独立评估。

2. 中国企业“日渐适应”

秘鲁是中国企业较早进入的拉美国家。

图1“采掘行业透明倡议”实施框架示意图

1992年，首钢出资3.118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钢铁

公司及其铁矿，至今仍是秘鲁唯一的铁矿石生

产企业（简称“首钢秘鲁”）a。

首钢秘鲁于1 9 9 3年开始运营，在第一

个10年中经历了诸多困难和挑战，铁矿石年

产量一度由464万吨（1994年）跌至272万吨

（1999年）。在此期间，秘鲁政府的一个调查

委员会认为首钢的收购价格远高于实际价值

（2.62亿美元），怀疑存在腐败或贿赂行为；

1992～1995年，承诺的1.5亿美元投资没有兑

现，遭受了1400万美元的罚款b；因裁减冗员

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多次发生罢工事件；工

会、政府部门、当地居民对首钢秘鲁的劳动保

护、安全生产措施多次进行批评和指责，甚至

发生围堵厂区、阻挠生产等严重事件。

首钢秘鲁不是“采掘产业透明倡议”的成

员企业，但在2006年加入了秘鲁的《矿业团结

协议》，按照该协议的准则，制订和履行社会

责任、环境责任。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根据秘鲁能源与矿

产部社会事务管理总局2011年对首钢秘鲁的社

会捐助审计报告，2006～2010年秘鲁首钢共捐

助了840.7万新索尔（秘鲁货币，约合310万美

元），其中41%用于食品、医疗和教育项目。

中国铝业于2007年进入秘鲁，成立了“中

铝秘鲁”公司。自开始进入秘鲁起，中铝秘鲁

就将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作为重点。在环境责

任方面，用了近4年的时间完成了“环境影响评

估”，将该报告进行公示；履行治污承诺，投

资约4400万美元修建污水处理厂，于2010年8月
竣工并通过了能源与矿产部的验收，该污水处

理厂每小时可处理5000立方米污水。

在社会责任方面，中铝秘鲁设立了“多洛

莫乔（Toromocho）社会基金”，截至2013年6
月底，向该基金累计捐助114万新索尔（约合42
万美元），其中89万新索尔已用于实施社会项

目（主要是教育项目）。

a b Barbara Kotschwar, Theodore H. Moran, and Julia Muir, “Chinese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n Resources: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12-3, 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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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欧美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是“初来乍到”者，对拉美的投资环境感到

“水土不服”。投资拉美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营商环境的便利化程度偏低；开办企业、申请建筑

许可的程序多，耗时长；纳税次数多，税收负担重；雇佣工人要求多；政府效率低，腐败严重，

等等。在环境风险方面，除各国政府规定的关于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和标准外，

“采掘业透明倡议”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准则日益成为社会共识。但是，经过不

断地尝试与探索，中国企业逐渐适应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

主    编：刘维广


	拉美研究报告总25期1
	拉美研究报告内页25期封2
	拉美研究报告内页25期封3
	拉美研究报告总25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