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 Shutterstock.com

农产品加工业及轻工业

2018

© Shutterstock.com

前言
前言
自进入千禧年以来，莫桑比克的贸易和整体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这得益于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以及农业
和制造业的贡献。农业是该国继服务业后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制造业虽然所
占就业比例不如农业，却也是第三大GDP贡献者。为达到下一经济增长水平并摆脱贫困，这两个行业都需要努力吸引
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
本投资指南的目的在于促进对莫桑比克经济的农产品加工业及轻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本指南的目的不仅是为推动莫
桑比克（及其政策）以鼓励投资，更是为潜在投资者提供必要程序方面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尽可能顺利完成投资交
易。
我们期待本投资指南中提供的信息将鼓励并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及轻工业的投资。我们感谢国际贸易中心（ITC），
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PIGA）以及英国政府通过UKAID提供的支持，帮助制定这些文件。这一举措将极有利于
莫桑比克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有效推广适用行业及其价值链。

Lourenço Sambo
总干事
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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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anathan，在ITC工作人员和国家协调员的指导与技术支持下孜孜不倦地工作。ITC还要感谢投资和出口促进局
(Apiex）和Henriques、Rocha和Associados的支持；Vanessa Finaughty和Iva Stastny Brosig对最终报告的编辑
与设计。
本投资指南根据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PIGA）项目的框架制定，该项目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中非发展基金（CADFund）和执行机构国际贸易中心（ITC）间的合作。该项目旨在通
过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农产品加工业及轻工业的外国投资和商业伙伴关系来增加出口、就业
和地方发展。

中文文本由英文文本译得，仅供参考。如有矛盾，以英文文本为准。

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并不代表国际贸易中心、莫桑比克投资和出口促进局和英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本文件中使用的图像可能并不总是准确反映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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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况
国家概况
莫桑比克共和国位于非洲南部战略要地，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马拉维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津巴布韦共和国、
南非共和国和斯威士兰王国接壤。像莫桑比克这样的富裕国家，对那些有兴趣投资、生产和出口的人持开放态度。
该国拥有广阔的耕地、水、能源、天然气和矿产、深海港口等资源丰富，潜在劳动力资源充足。
莫桑比克属于热带气候，地处南半球，因此该国的季节与欧洲和北美相反，11月至3月炎热多雨，其余月份则为旱
季，五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较为凉爽。
冬季天气宜人，阳光充足，即便是在伊尼扬巴内、加扎和马普托等最南端的省份，气温也可能下降，到了晚上可能会
变冷，尤其是在内陆地区。从6月到10月，该国几乎每个地区的降雨量都很少，但在从克利马内到贝拉的沿海中部地
区可能有短暂的降雨。在夏季，该国的中部和北部会遭遇潮湿气流，而南部则受益于高温和高湿度而出现降雨。
莫桑比克的省份划分为地区、行政区、地方和市。它由11个省组成，其中包括首府马普托，被称为“马普托省”，与省
同级、德尔加杜角省、加扎省、伊尼扬巴内省、马尼卡省、马普托省、楠普拉省、尼亚萨省、索法拉省、太特省和赞
比西亚省。第一次省级选举于2009年进行。每个省下分若干地区、行政区、地方和市，其数量取决于该省的规模。
代表当地政府的其中一个市被选为该省的首府。所有市都由以下机构管理：（i）市议会、（ii）市政委员会主席和
(iii）市政委员会。
几个世纪以来，莫桑比克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75年从葡萄牙共和国独立出来，但随后卷入了长达16年两
大地方政党间的内战——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解阵党）和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党（抵运党）。1992年内战结
束后，抵运党保留了其武装民兵，在该国中部的部分地区民兵与莫桑比克武装部队之间的激烈冲突仍时有发生。然
而，2017年双方举行和谈获得了力量，2017年8月，总统菲利佩·纽西（Filipe
马（Afonso

Nyusi）与抵运党领导人阿丰索·德拉卡

Dhlakama）会面。工作组正在制定关于权力下放和军事事务的建议，供议会通过，将于2018年确定。

期间，2017年9月，执政党大会标志着市政（2018年）、总统、立法和省级（2019年）选举助跑的重要政治里程碑。
解阵党和抵运党仍是该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其次是莫桑比克民主运动党（MDM）。解阵党赢得了2014年举行的最近
一次总统选举，其领导人菲利佩·纽西当选总统。尽管解阵党在议会取得大多数席位，但两大反对党抵运党和MDM均
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政治紧张，但大部分情况下前往莫桑比克都比较安全：旅游区受执法保障，市中心相对安全。如果需要任何帮
助，民众都很友善，愿意给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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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统计数据：莫桑比克*
首都：

马普托

其他重要城市：

贝拉和楠普拉

人口：

2800万（2016）

成人识字率（15岁及以上）：

58.8%

劳动力参与率
(15岁及以上）：

79.1%

面积：

81,2379平方公里（31,3661平方英里）

语言：

葡萄牙语（官方），多种本土语言

主要宗教：

基督教、本土宗教、伊斯兰教

预期寿命：

50年（男），52年（女）

货币：

梅蒂卡尔（MZN），目前相当于0.016401美元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312亿美元

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1.116美元

2016年GDP增长：

4.3%

201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

18.58%

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占GDP的25.3％

2016年政府总收入：

26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

2018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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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第一步：分析商业机会
为什么在莫桑比克投资？

1.1.

1.1.1. 经济复苏
a) 国内生产总值

b) 外商直接投资

莫桑比克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至

由于莫桑比克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通海条件，

4.3％，主要是由于财政紧缩、外国直接投资大幅放缓、

与连接陆地的邻国相比，莫桑比克的优势显著，因此莫

债务危机以及与抵运党和莫桑比克武装力量之间内部军事

桑比克是外国直接投资在南部非洲的重要目标国。

冲突有关的后勤限制。

2

其他因素包括由于全球需求下降

以及厄尔尼诺干旱影响农业生产导致的传统出口收入下
降。

莫桑比克的巨大商业机会不容忽视：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
投资带动其余的经济部门，政府、外国投资者和捐助者主
要关注农业背景。

但是，莫桑比克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根据世界银行
于2017年7月发布的《莫桑比克经济简报》中提出的经
济指标，2017年第一季度，莫桑比克的GDP增长率达到
2.9％，几乎是前一季度增长率的两倍多。

2013年莫桑比克的外国直接投资达60多亿美元，2014年
达49亿多美元。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显著下降，仅38.7
亿美元。由于主要投资国家面临困难以及全球石油价格下
降，该国2016年继续下滑，达30.9亿美元。尽管2016年外
国直接投资下降，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报告称，外国投资者仍对莫桑比克原材料行业保持积极兴

图1 莫桑比克GDP增长率和预测（％）
（2005-2021年）

而埃克森美孚则以数十亿美元收购埃尼的股份。

9.9%

政府持续实施改革，维持良好的经济政策，并实施公众公

6.8%

6.8%
5.1%

6.7%
5.3%

6.7%
4.6%

4.5%
3.6%
5.5%
4.2%

7.4%

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营商
6.6%
6.3%

7.2%

7.1%

6.7%

6.9%

6.4%

7.1%

司的私有化计划，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巨大的机会。即便如
8.3%

8.7%

GDP增长百分比（％）

意大利公司埃尼决定投资80亿美元用于海上天然气勘探，

经济学人信息部有限公司

IMF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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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2005

趣。一系列重要的投资项目可以证实这一点：2016年底，

环境报告》中莫桑比克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37位，该国
的商业环境仍然需要改善。
外国投资一直是莫桑比克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投资者
有美国、南非和中国，以及葡萄牙、德国、沙特阿拉伯、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f 2019f 2021f

资料来源：IMF与经济学人信息部有限公司，2016年。

英国、意大利和许多其他国家。2016年，投资促进中心
(现称投资和出口促进局）注册的外商投资额达到GDP的
25.3％。目前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采掘业和相关
产业、农业、农业加工和基础设施。

2

4

《非洲经济展望》（AEO），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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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请投资项目，由外国投资者进行的最低外国直接投

此外，只要符合某些要求，居民实体在国外签约的金额

资（股权投资）必须达到250万梅蒂卡尔（约合4,0000美

最高达500万美元的金融贷款均可获得预授权。超过此阈

元，目前汇率为1美元兑62 梅蒂卡尔）。或者，外国投资

值者，仍需获得预先核准。

者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上述区别与向莫桑比克政府申请投资项目的目的有关，

I. 从 第 三 年 开 始 ， 每 年 营 业 额 不 低 于 7 5 0 万 梅 蒂 卡 尔

这基本意味着需与政府达成协议，接着，在符合某些条

(约合12,1000美元）；

件后，投资者会获得一系列权利（例如，国外资金和税

II. 目前每年货物或服务出口额至少达150万梅蒂卡尔

收/海关优惠的汇回），见下文。

(约合2,4000美元）；

投资者可以选择各种方式在莫桑比克进行投资，最常见

III. 创建并维持至少25名本国员工的直接就业岗位，从第

的一种方式是满足在莫桑比克提供的最低股权投资额

二年开始在国家社会保障系统注册。

度，以满足项目在莫桑比克运营的资金需求。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单独或合并采用下列任何形式（前提

c) Inflation

是能够以货币形式量化）：（i）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如
股权），（ii）设备及相关配件、材料和其他进口货物，
(iii）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专利技术和商标的权利转让

如图2所示，自2007年中期起，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减
速产生了影响。

(必须通过股权投资以获得项目投资资格的最小外国直接

根据莫桑比克银行的数据，由于自2016年10月起，通货

投资除外）。

膨胀呈侧滑趋势，该银行开始实施刚性措施，使产品价

反过来，间接外国投资可以单独或合并采取以下任何

格下跌，从而出现图2所示的减速。

形式：（i）贷款，（ii）股东贷款，（iii）补充注资，
(iv）专利技术，（v）技术流程，（vi）行业秘密和设

图2 莫桑比克通货膨胀的演变（2017年）

计，（vii）特许经营权，（viii）商标和（ix）技术工业秘
密和设计，（vii）加盟连销权，（viii）商标，以及（ix）
技术协助和获取技术或商标使用权或转让权的其他形

25

或公司内部贷款，还款期至少为三年，贷款额不超过500
万美元。

5
2005

2009

2011

2013

2015

7.15

8.05

16.17

2007

5.65

为三年，以及ii）利率低于有关货币贷款基准利率的股东

10

10.76

权：i）无利息股东贷款或公司内部贷款，还款日期至少

15

14.35

但是，有几个例外情况，在以下情况下无需获得预授

18.1

款之前等待批准。

20.45

银行的批准，因此要求投资者提供某些文件并在 获得贷

21.27

20

21.57

得中央

20.88

最新批准的法规（请参见附件VI），但须事先获

20.56

式，无论 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股东贷款）一般 都适用

2017f 2019f 2021f

资料来源：https://pt.tradingeconomics.com/mozambique/inflation-c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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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银行清楚，推进货币政策仍需审慎，因为国内

虽然采掘业和其他大型工业和制造业（如水泥业、铝业

公共债务水平依旧很高，并且是用于通货膨胀预测的一

和农产品加工业）显示出了一定的恢复力，但其他私营

个风险因素。在暂停预算和高内债外部支持的背景下，

企业面临着需求增长减少、成本增加以及获得信贷更加

对低于预期的公共收入征税需要更稳健的财政整顿。

困难的问题。因此，莫桑比克经济的整体持续下滑可能

d) 货币政策
在2016年前十个月稳步贬值之后，梅蒂卡尔价值目前
更加稳定。稳健货币政策（包括使用国际银行卡在国外
进行支付的年度门槛以及确定较高的参考利率）已付诸
实施，使得过去九个月美元梅蒂卡尔兑美元汇率上涨了
28％。

会对新兴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产生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
e) 利率
如前所述，商业银行的贷款和垫款利率很高（介于30％
与40％之间），但自2007年以来，莫桑比克银行一直在
实施旨在降低利率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维持23.25％
的边际贷款利率和16.25％的存款利率，并对市场进行干

货币政策仍然偏紧，代表了对外部门将作相关调整。莫

预，以确保符合2017年3月确立的965.06亿梅蒂卡尔货币

桑比克的参考贷款利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最高的

基础。

国家，且该地区大部分私营企业的平均商业银行贷款利
率均很高（30％）。尽管如此，金融和商业服务几乎占
据了国民经济的10％，金融业是继采掘业后莫桑比克增
速第二快的行业，平均增长率在过去10年中达到了22％，
其中银行是金融业的主要推动力量。莫桑比克银行业由
19家银行组成，其中最大的四家银行为外国投资者持有
多数股权，占银行业总资产的90％。在四大银行中，两
家是葡萄牙银行集团的子公司，另两家分别是南非和英
国银行集团的子公司。

莫桑比克银行还于2017年4月3日推出了单一参考汇率原
则，这起因于银行与客户打交道时所采用的平均汇率。
商业银行必须每天汇报三次汇率。
f) 贸易统计
莫桑比克2016年运输了价值34亿美元的全球商品，自
2009年大萧条以来，增长了56.2％而2015年至2016年
间，增长了5％。我国前10大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占全球
出货总值的91.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

当莫桑比克出现资源驱动的增长加速时，小型企业也得

望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6年莫桑比克GDP总值达到了

到了增长和推动。根据世界银行于2017年7月发布的《莫

353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占莫桑比克经济总量的9.5％左

桑比克经济更新报告》，自2002年以来，我国正规部门

右。3

的企业数量翻了一番，且这些企业现在雇用的员工数量
是2002年的两倍。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仍在增长，
这一现象对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而言是一个好兆头。

莫桑比克前五大出口市场分别是南非、印度、荷兰、意
大利和比利时，而主要进口市场有南非、中国、荷兰、
印度和葡萄牙。

资料来源：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mozambiques-top-10-expor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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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莫桑比克主要进口商品（2016年）

图3莫桑比克主要出口商品（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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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mozambiques-top-10-exports/.

资料来源：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moz/.

1.1.2. 劳动体制
劳动立法旨在促进投资和商业发展，与之前的立法相

服务提供合同虽然具有自主性，但却使服务提供者处于

比，尽管符合工作权、就业和工作稳定原则以及不歧视

从属于经济活动受益人的地位，因此可视为雇用合同。

原则，但它更加宽松、自由和灵活。《劳动法》适用于
国内外在我国进行活动的各行业雇主与其雇员之间建立
的合法劳资关系。法案同样适用于公法法人实体与其雇
员之间建立的劳资关系，但关系受特定法律管辖的人员
(州雇员和各市雇用人员）除外。
《劳动法》制定了一个广义雇用合同，并考虑到了雇员
为获得报酬而在雇主的管理和授权下为其提供劳动力时
需承担的义务。当某人从事一项有报酬的活动并且受益

请注意，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取决于雇主分类：（i）大型
企业，雇用超过100名雇员，（ii）中型企业，雇用10-100
名雇员，或（iii）小型企业，雇用最多10名员工。为此，
雇员人数与上一日历年的现有平均人数相符，并且在活
动的第一年，其开始日期时的人数也算在内。

有关劳工事宜的详细信息，包括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制
度和劳资纠纷解决，见附件X。

人没有明确反对或者该雇员在经济上依赖受益人时，即
认为存在雇用合同。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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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改善基础设施和战略地理位置
过去10年，莫桑比克经济的增长是由于对采矿、贵金属和
能源等战略性行业进行的大量投资，以及为利用赞比西河
流域、卢里奥盆地、萨韦河和林波波河的水电潜力而公布
的潜在项目，这些项目均在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和
地区服务的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方面具有潜力。
© Shutterstock.com

莫桑比克拥有四类约30,000km的分级道路网络，其中约
20％为铺面道路：
 连接省会城市和主要港口的一级公路（约5,866km）；
 将一级公路和省会城市连接到海港和河流港口的二级
公路（约4,792km）；
 连接二级公路、地区总部和行政点与经济企业的三级

预计赞比西河两大水利项目 - Cahora Bassa Norte水电

公路（约12,161km）；
 连接人口中心的邻路（约6,530km）。

站和Mphanda Nkuwa将增产1,745 MW。据莫桑比克电

莫桑比克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加建约3,247km的道路

成，Cahora Bassa Norte也将在那时或其后一年或两年

力局局长说，Mphanda

Nkuwa电站预计将到2019年建

和桥梁。莫桑比克设有三个横越全国的公路铁路走廊，

完工。

以满足周边国家间接或有限进入海洋的需求：1）纳卡拉

莫桑比克的电力需求约为1,600 MW，近年来增长了15％

物流走廊，包括Nacala-a-Velha的一个深水港，2）莫阿

，特别是北部，那里有大型采矿项目和油气勘探项目。

蒂泽-马居斯铁路线，包括赞比西亚省马居斯的一个深水

其中一些项目，例如煤炭开采领域的巴西淡水河谷和

港，以及3）贝拉的贝拉走廊，带有一个新煤炭码头。

英澳力拓，均宣布将建设燃煤电站并向国家电网出售电

莫桑比克拥有几个能源基础设施，即中北部的

力。

Cahora

Pequenos

Bassa水电站、Mphanda

Lupata、Moamba

Nkuwa、Boroma和

Libombos水坝和厄姆贝卢济河可为南部地区

Major和马辛日尔水电站、Mapa-

供水。由于去年的干旱，这条河无法为水坝蓄水，因此

i、Pavua、Lúrio和Malema。但是，莫桑比克的电力供应

一直严重制约着莫桑比克人可用的水资源。在我国最大

仍然有限，预计到2020年将保持现有电力供应，原因是

的城市中心马普托，饮用水供应依旧很短缺，约有一半

电力需求增加以及我国主要供水项目的延误。我国的能

的人口无法使用自来水。在莫桑比克首都，虽然比莫桑

源产量约为2,200兆瓦，主要来自于Cahora Bassa，但几

比克其他城市中心的用水覆盖率更高，但也仅为57％，

乎全部出口到了南非，而莫桑比克的电力接通率仅占人

可服务人口估计为682,076人。

口的18％。

根据来自供水相关实体的数据，莫桑比克首都有104,863
个水管接口和254个水源。在莫桑比克主要城市，供水渠
道和水库均已使用了超过50年，维护不善。因此，许多
管道发生了破裂，将水输送至住户时发生的损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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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经贸合作
莫桑比克是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世

的产业之一，其产量超过了57000吨。

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

 轧棉行业和剑麻纤维：棉花行业是莫桑比克历史最悠

科文组织（UNESCO）、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CPLP）

久，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其生产力和工业化集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以及

在索法拉、德尔加杜角、尼亚萨和伊尼扬巴内等地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等国际组织的成员。

区。过去几年中，剑麻产量表现出令人满意的增长

此外，莫桑比克与其他九个国家之间已经签署了多项双

水平，这也增强了人们不断提高这一产业的希望。其

重征税协议，以保护外国收入，并减少或避免国际双重

产量集中在该国的中部和北部，即索法拉、德尔加杜

征税。这些协议的缔约国有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角、尼亚萨和伊尼扬巴内地区。

意大利、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毛里求斯共和国、葡
萄牙、南非、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自1980年以来，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一
部分，莫桑比克与其他14个成员希望实现市场联合，并
希望可以为该市场内进行的所有交易提供优惠税率。对
于来自SADC地区的货物，莫桑比克会享有特惠关税，允
许更容易地从这些国家进口。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莫桑

b) 农业部门概况
莫桑比克的农业主要由自给农业（相当于总面积约80％)
组成，但已经有一些商品农业生产。根据经济学人智库
（EIU）的数据，莫桑比克的农业部门预计将每年增长3.5
％，并将持续直至2020年，这一数据与2005年至2015年
每年5％的增长率相比有所放缓。

比克已经与许多国家签署涉及外国投资、莫桑比克劳动

莫桑比克拥有发展商业香蕉的良好条件，国内产量的85

力培训或进出口有关的双边协定，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

％在当地消费，15％用于出口，该国至少有15个中型和大

的亚洲国家。

型种植园。棉花是莫桑比克农业出口产品收入的第三大
来源，全国产量的80％来自楠普拉、德尔加杜角、太特

a) 轻工制造业概况

和赞比西亚。莫桑比克有潜力使用900,000公顷的土地来

对于在将原材料或半成品原料转化成可以供人们直接

生产稻米，目前使用了300,000公顷左右的土地面积。大

使用的成品方面，莫桑比克存在以下情况：

米在国家粮食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增加了赞比西

 糖：这是继烟草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农产品。2014年，
糖的产量超过423062公吨，糖蜜为140000公吨。制糖
业分布在马普托、索法拉和赞比西亚几个地区。
 食品和饮料行业：莫桑比克主要分布了以下几种食品
行业：水果转化和小麦粉制作、面团、糖果、炼乳、
糖和焦糖、玉米粉和精制棉花油等。在饮料行业，莫

亚、楠普拉、索法拉、加沙和马普托的粮食产量。番茄
也是莫桑比克饮食的主要产品，这是一种主要由小农户
种植的高经济价值作物，当地提供了国内需求的20％至
60％。番茄产量的80%产自楠普拉、赞比西亚、太特、
马尼卡和索法拉。莫桑比克是SADC国家中最大的番茄消
费国，南非番茄出口的72％均销往莫桑比克。

桑比克只生产啤酒和软饮料。
 鞋类和其他服装：纺织工业分布在马普托（南部）、
索非拉、马尼卡（中部）和赞比西亚（北部）。
 烟草业：在莫桑比克太特省，烟草种植是最具生产力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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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以来一直在增长，在2000
年至2015年期间，大豆产量每年以约60％的速度增长。
据估计，莫桑比克所消费大豆总量的50％以上仍来自南

投资立法机构已经制定了各种担保和激励措施。

非、阿根廷共和国、印度和马拉维等国家。大豆产量主

I. 产 权 保 护 ： 资 产 和 权 利 所 有 权 的 安 全 担 保 和 法 律 保

要集中在太特、赞比西亚和马尼卡，这些地方的产量满

护，包括构成授权投资一部分的工业产权并根据投资法

足了大部分大豆消费量。南部地区由于家禽业的存在，

和投资法规实施方面；

需要更高的大豆消费量。
莫桑比克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但是平均产量水平仍然
很低，并且容易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
广泛使用传统农业手工方法，低产品种，并缺乏农业投
入、技术援助、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措施。
进口和出口统计数据显示，莫桑比克的重点是花生和青
豆（均在马尼卡种植）出口，这些产品销往欧洲市场，
尤其是英国，以及选定省份（楠普拉、德尔加杜角、马
尼卡、伊尼扬巴内、马普托和索法拉）生产的有机产品
出口，其中包括腰果、菠萝、芒果和野生辣椒。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棉花是出口的主要产品之
一，也是莫桑比克中部和北部农村家庭（从事棉花种植
园工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糖生
产也促使莫桑比克成为这一行业的主要生产国之一，
吸引了对这一行业感兴趣的大量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主
要来自南非和毛里求斯。糖出口量在过去10年里持续增
长，并在2015年增至300,000吨以上，已经超过全球趋
势，其中欧洲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出口至葡萄牙的数量
超过70％。
莫桑比克在这些方面高度依赖进口，包括易腐品，如活
体动物、消费肉类、牛奶和其他乳制品、新鲜鸡蛋、天
然蜂蜜、新鲜番茄及其衍生物、各种蔬果、咖啡、各种
可食用动物制产品、豆科或未发酵蔬菜、黑麦、大麦、
玉米、大米、小麦和小麦面粉这些产品的国家产量均不
足以满足国内需求，还有其他许多产品也不在莫桑比克
生产或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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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向国外的转移资金：在符合适用要求（包括适用的外
汇规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将与下列业务有关的资
金转移到国外：
a) 根据投资法规，符合出口利润的投资所产生的出口利
润；
b) 涉及技术转让和转移等间接投资的特许权使用费或其
他收入；
c)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取得并用于在莫桑比克投资项目所
涉及贷款的摊销和利息；
d) 根据投资法规规定，财产和权利（构成授权投资）国
有化或征收的补偿产品以及可转口外商投资，不论各
自利润出口项目的资格如何。
III. 税收和关税激励：根据《税收优惠法》（2009年1月
12日第4号法案），投资者有资格享受以下优惠：
a) 免于支付列为关税税则K类相关资本货物的关税和增
值税（在项目实施的前五年内）；
b) 投资税收抵免

–

根据投资是在马普托还是在其他省

份，以及实际实现的总投资，投资可能从所估定的企
业所得税（IRPC）中扣除5％或10％，在涉及项目框
架内所执行的业务方面，最高可扣减所估定的所有税
收（在五个纳税年度期间）；

c) 加速折旧和摊销 - 允许为追求投资项目而使用新建筑
物的加速折旧，其中包括计算折旧和摊销时而合法确
定的正常利率的50％的增加，这些折旧和摊销可视为
IRPC或个人所得税下所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这
一收益也适用于修复后的建筑物以及用于工业和/或农
d) 从应纳税所得额和估定税额中的扣除

-

© Shutterstock.com

业综合企业活动的机器和设备）；
因现代化和

引进新技术以及对莫桑比克工人进行培训，允许从应
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一定费用，上限分别为10％或5％
（前五年）；
e) 视为税收成本的其他开支 - 根据《税收优惠法》（可
以享受税收优惠的合格投资也可视为根据IRPC确定应
税金额时的成本，具有以下限制：
 在公路和铁路、机场、邮政、电信、供水、电力、
学校、医院建设和修复中以及其他视为公用事业工
作（在五个纳税年度内）中所产生开支的110%（用
于投资马普托）和120%（用于投资其他省份）；和

莫库巴，位于莫桑比克中部，该地区的农业、畜牧业、
农业综合企业和纺织业等都极具潜力。在北部，更具
体地说是在楠普拉省的纳卡拉，IFTZ为实施纺织品和服
装、皮革和制革厂、土木建筑、建筑材料生产、水泥和
铁生产、工业陶瓷、各种机器组装以及车辆、机车和船
只等的生产和/或装配线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样在楠

 根据《文化遗产法法》（12月22日第10/88号法

普拉省的纳卡拉，有一个Locone和Minheuene自由贸易

案），作为自有资产购买艺术作品，购买其他代表

区，考虑到法律对这类行业所提供的一揽子激励措施，

莫桑比克文化的物品以及从事有助于莫桑比克发展

其中投资者必须至少出口其产量的85％。

的相关活动时所产生支出的百分之五十。

在太特，Revúboè工业自由贸易区主要吸引了与冶金

《税收优惠法》还针对以下投资活动、项目以及领域提
供了一些具体优惠：（i）创建基本基础设施；（ii）农
村地区的贸易和产业；（iii）制造和组装行业；（iv）

工业有关的项目（其中钢厂的建设计划由Capitol

Iron

Steel，Lda进行），包括铁/钒精炼厂、机车车辆、铁路
枕木和水泥等等。

农业和渔业；（v）酒店贸易和旅游业；（vi）科技园；

莫桑比克政府积极推行已生效税收框架的有效实施，最

(vii）重大项目；（viii）快速发展区；（ix）工业自由

近重点关注了将股份转化为能源行业的重大项目所产生

区；和（x）经济特区。

的资本收益税。在这一行业，莫桑比克于2014年发布

除了第11步中关于授予那些希望在工业自由贸易区
(IFTZ）或经济特区（SEZ）从事经营的人士相关优惠
的详细信息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阐明工业自
由区将主要吸引那些希望开展产业活动人士的投资，并
将主要出口这些产业的成果。工业自由贸易区（IFTZ）

了一项法令，使投资者能够实施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液
化项目，因为该法令规定了一系列法律操作条款，相
关条款允许至少在未来10年内提供财务担保。该法令的
发布引发了大量期待已久的投资，来兴建新液化天然气
(LNG）列车和海上浮动生产设施。

位于南部（马普托的莫扎尔），中部（赞比西亚的莫库

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行为、交易、和操作以及

巴）和北部（纳卡拉、Locone和Minheuene - 楠普拉和

导致或可能导致向外国付款或收到外国款项，或依法分

Revúboè - 太特）。

类为外汇交易的各种行为、交易、和操作，均受2009年
3月11日第11号法案约束。（Lei Cambial/《外汇法》）。
《外汇法》也适用于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外汇交易。就
《外汇法》而言，在国内提供服务，在国内对权利及货
物抵押或出售转让的处置、产生、使用或经营，均视为
在莫桑比克进行的活动。 有关外汇交易的更多详情，请

参阅附件VI。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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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SEZ）一直吸引着主要集中在贸易、旅游和民
用建筑行业的投资。这些经济特区位于莫桑比克的南部
(贝卢卢阿内，马普托），中部（赞比西亚的ManangaMungassa-Beira和莫库巴）以及北部（楠普拉的纳卡
卢阿内工业园，最初的目标是鼓励与Mozal

© Shutterstock.com

拉）。贝卢卢阿内经济特区（莫桑比克南部）称为贝卢
S.A.R.L建立

联系，并且是莫桑比克最大的经济特区，区内拥有莫桑
比克最大的公司Mozal S.A.R.L
贝拉经济特区被称为Mananga-Mungassa，其中包括莫
桑比克当局和中国公司鼎盛国际投资。最初，该项目涉

公司，Electricidade de Moçambique，E.P.合作开发的

及靠近港口城市贝拉的217公顷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莫桑比克能源基础设施）的累积消费者总数在2017年达

提供。纳卡拉经济特区成立于2007年，第一年主要是基

到170万，电力使用人口比率提高至27.5％。

础设施建设，包括2014年12月落成的国际机场建设。
一般来说，快速发展区对农业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有
更大的土地面积。快速发展区包括太特省、赞比西亚
省、索法拉省和马尼卡省，这些省位于莫桑比克的中部
和北部。

V. 在交通和通信方面，将增加100辆公共汽车用于加强
公共交通的公共车队。电信业务将扩大到50个新地点，
将恢复和扩大纳卡拉港口二期，疏浚马普托港，扩大全
国范围内的数字广播业务。
b) 促进就业

1.1.7. 投资机会

I. 新增282,000个就业机会，其中49,000个职位通过公

鲁伍马盆地大量的天然气储备，促使莫桑比克成为非洲

共部门举措提供，12,000个职位直接纳入公务员系统，

地区的一个难得投资机会，在过去15年中达到了惊人的

私营企业提供191,000个职位，海外就业29,000个职

经济增长表现。

位。

然而，由于2017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计划（实施2015-2019

II. 在农业部门,

年五年期政府计划）确定了以下领域作为投资的主要领

者使用生产技术，生产和销售各种动物健康疫苗1760万

域，并非所有机会都集中在鲁伍马盆地：

剂，生产不同种子约779.7吨，并发布10种适合不同农业

雇用390名推广员协助694,000名生产

生态区域的作物，生产280万吨谷物，70.7万吨豆类以及
a) 人力和社会资源的开发

1280万吨根和块茎植物。

I. 在健康方面，增加全国专业人员和增加疫苗接种；

III. 在 贸 易 和 工 业 方 面 ， 协 助 1 4 6 0 家 中 小 型 企 业

II. 在教育方面，增加各部学生的入学率，为所有教育子
系统聘用新教师，开设小学和普通中等教育学校；
III. 在供水方面，实施新型家庭连接系统和建造公共立
管，以扩大马普托、加沙、伊尼扬巴内、索法拉、马尼
卡、太特、赞比西亚、楠普拉、尼亚萨和德尔加杜角的
给水管网；
IV. 在能源方面,，增加电气化区域，允许连接约100,000
个新客户，使国家能源网（葡萄牙公司与莫桑比克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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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并资助40名创业者处理出口、农产品营销、农
村商店、渔业、水产养殖、家禽和加工，并在仓内储存
18,000吨谷物。
IV. 在渔业部门，将建立三个水上养殖园，并向616个与
小规模捕捞相关的活动项目以及70个与小规模水产养殖
相关的活动项目提供正式贷款。
V. 在青年部门，资助250个支持青年倡议基金（FAIJ）的
创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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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
I. 建设了548间教室（其中518间教室用于小学教育，30
间教室用于初中教育），完成对尼亚萨省（马乌内农业
研究所）和德尔加杜角省（百莱玛农业研究所）两个专
业技术教育机构的建设和设备配备，并对马普托省、德
尔加杜角省、彭巴市、太特省和楠普拉省等五大专业技

d)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了国家的民主程
度，良好国家治理和分权促进宏观经济环境向着健康和
稳定的方向发展
I. 针 对 那 些 通 过 诚 实 可 靠 的 方 式 获 取 并 占 用 土 地 的 人
口，国家制定了计划为其提供土地使用和享受（DUAT）
的1000个权利，创建了130个本地委员会进行灾害风险

术教育机构进行重建和扩展

管理，详细说明了12个区域的灾害风险信息，举办了十

II. 在以下地区建设五所区域医院：卡波·德尔加杜角省

国商贸发展并提供有关国内红树林的存量信息。

(蒙特贝兹和大草原）、尼萨亚省（库安巴、马尼卡
(马沙泽））以及伊尼杨巴内省（让加莫）；扩建了赞比
西亚省和马普托省的两家地区医院：吉尔和曼希萨；继
续完成对伊尼扬巴内省级医院的建设以及对贝拉省7月24
日健康中心的重建。
III. 修复并建设500公里的国家和地区公路、确保对1.3万
公里的公路进行日常保养、对80公里的国家和地区公路

次商品展览会以宣传莫桑比克的采矿地质潜力，支持本

II. 莫桑比克将对来自不同层级的5000名公共行政专家、
本土领袖和文献评论委员会成员进行培训，以提升其适
应国家制度的能力；同时，本国将在74个区域实施不同
的监禁方式，并将政府电子网络（GovNet）扩展至其他
15个区域。
III. 为了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政府将采取措施保障

和1200公里的地区和市政公路进行保养。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其中包括优先处理当前的贷款组

IV. 对全国范围内120公里的公路进行改造。

出）的负债开放预算空间，通过为四家新金融中介机构

V. 继续建设31座桥、分别对3座桥和8座桥进行维修和保
养。
VI. 继续修复贝拉市的城市排水系统（里约奇伍夫）。

合，通过信贷减少投资，并为发电工程收入（而非支
的商业银行提供信贷额度促进金融扩张。其他措施还包
括专为发展赞比西河流域的经济活动而设立的特殊融资
渠道，鼓励公司加入证券交易所，提升了社会安全服务
的效率，为国家雇员和代理设立2.6万个养老金项目。

VII. 继 续 修 建 主 莫 安 巴 、 戈 农 戈 萨 和 姆 图 比 拉 大 坝 ，
并修复马辛基和马卡瑞坦大坝。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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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1.2.

投资莫桑比克的优势

a) 对投资者的保护
表1 各国对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对比情况4
莫桑比克

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

美利坚合众国

德国

交易透明度指数*

5.0

5.0

7.0

5.0

经理人责任指数**

4.0

4.0

9.0

5.0

股东权力指数***

6.0

5.0

4.0

8.0

投资者保护指数****

4.3

4.3

6.5

6.0

装机能力 兆瓦

NNote: *指数和交易情况透明程度成正比。
** 指数和经理人个人负责程度成正比。
*** 指数和股东求助法律的容易程度成正比。
**** 指数和投资者保护等级成正比。
来源: https://en.portal.santandertrade.com/establish-overseas/mozambique/investing-3 –经商–最新数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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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1.3.

投资莫桑比克的SWOT分析

优势

弱势

1. 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之一

1. 政治局势不稳定

2. 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和水能积碳
3. 肥沃的土壤

2. 官僚制度和贪污腐败给政界
精英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

4. 矿产资源丰富

3. 市场未开发

5. 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

4. 劳动力缺乏训练和特定的专
业知识

6. 不断增长的市场
7. 地理位置优越，产品出口亚洲市场十分便捷
8. 为投资者和投资激励措施提供保障
9. 气候条件优越
10. 过去几年间，莫桑比克一直是非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之一
11. 高效的法律体系
12. 对本地公司外籍人士所有的做法无限制

机遇

威胁

1. 当人们发现了鲁伍玛盆地中蕴藏的巨大天然气储备时，莫桑比克

1. 政治风险

便成为了非洲一处激动人心的投资胜地；过去15年间，该国的经济

3.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出口本国矿产资源（宝石、石墨、煤矿、重

1.1. 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之间断
断续续发生的武装冲突。两党的和平谈判于2017年再次
升级，肯尼亚总统菲利普·纽西（Filipe Nyusi）在17年8
月会见了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首领——阿方索·达拉
卡马（Afonso Dhlakama）。工作组正制定有关权力下
放和军事事务的建议供议会批准 。

沙/矿砂等）。

2. 经济风险

4. 农业发展潜力大。

2.1. 该国14亿美元的隐藏债务与2016年公之于众后带
来了深刻影响，莫桑比克成为非洲负债最多的国家；
且被评级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限于债
务危机。

发展令人刮目相看。
2. 投资区域和工业园：供进行投资的特别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
(出口用）。

5. 众多能源资源尚未开发（可再生和非可再生）。

文化风险
作为一个前殖民地，莫桑比克最近才获得独立，在文化差

12种公认的当地方言。由于对外国投资的依赖性增加，莫

异方面却面临着挑战。投资者应该认识到以下方面存在的

桑比克欢迎所有外国公司前来本国投资；前提是对方尊重

差异：语言、社会价值观、公众对社会地位的看法、决

当地文化和经商方式。

策、对时间的态度、对空间的使用、肢体语言、礼仪及道
德标准；之所以要予以重视，是因为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外
资企业与本地企业商务往来时产生误会。莫桑比克官方语
言是葡萄牙语，也是政府及公共部门使用的语言；民间有

一般来说，要适应国际标准和要求并不难；但在某些情
况下会显得限制颇多。莫桑比克当地居民虽以其亲切、
善良和大方的特点而闻名，但也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尊重。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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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观点
“近年来，莫桑比克实现了经济飞跃，这多少要归功于外国直接投资的
推动作用。”
—罗杰·普鲁内（Roger Pruneau）, 国际保险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副主席（MIGA）（2002年）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全体员工希望通过担保计划和技术援
助继续帮助莫桑比克保持经济发展和海外投资增长。”
—罗杰·普鲁内（Roger Pruneau）, 国际保险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副主席（MIGA）
（请参见：https://www.miga.org/Lists/General/CustomDisp.
aspx?ID=154&ContentTypeId=0x0100A8B57A37D4E66D42BD3171DEFD939B69 ）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莫桑比克是非洲第二大外
国直接投资接收国，接收的外国投资总金额为67亿美元。
该国最具活力的经济领域是 a）冶炼业；b）金融服务；
c）建筑业；以及d）运输和通信业。”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xporting-to-mozambique/
doing-business-in-mozambique-mozambique-trade-and-export-guide

”特别报告—投资莫桑比克——如果总统菲利浦纽西能
达成持久和平、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确保该国在2020
年有足够的天然气资源，那么在帮助莫桑比克实现其潜
力的过程中，他将付出巨大心血。”
– https://www.ft.com/reports/invest-mozambique

“今日，我们说：莫桑比克国家经济繁荣昌盛，外国企
业在这里进行投资是最安全无虞的。”
—莫桑比克总统菲利浦·纽西于2017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11届两年一度
欧洲大学联合会-非洲商贸会上如是说。
（请参见: http://observador.pt/2017/06/14/presidente-da-republica-de-mocambique-

©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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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为成功实现一次投资交易，投资者可能需要遵循以下工作流程图中的程序：
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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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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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XI

第二步：创业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8年经商报告》，莫桑比克在190

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股东人数为一人以

个适合创业的国家中排名第124位（共190个国家）。之所

上）的主要区别是：有限责任公司通常吸纳中小型投资

以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在于商业注册过程自动化程度低。

且倾向于采用简单的公司架构，但有限责任公司通常适

除了成立分公司，莫桑比克主要通过企业来实现商务活
动，具体如下：
1. 按配额成立的公司 （有限公司-LDA）；
2. 按股份成立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SA）；
3. 单一股东公司 （个人股份有限公司–SUQ）。

用于大型投资。由于后者的公司架构更为复杂，因此它
一般是在有大量股东参与的情况下创建的。
莫桑比克并未对最低股本设定要求。根据商业守则，公
司的资本额（不论是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符合公司的业务目标。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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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莫桑比克暂未要求公司为本国合伙人保留一定比

在莫桑比克组织或经营的公司必须承担一般的纳税申报

例的股份。尽管如此，某些规定可能会针对特定的业务

义务，包括制作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及年度会计和财政报

部门制定有关股份所有权的具体规则。《石油法》便属

告，最终可能导致相关税务机关评估需要支付税款。上

于这种情况，该法规定莫桑比克有权参与由任何法律实

文实体必须以莫桑比克货币梅蒂卡尔（MT）完成会计

体鼓励的任何石油业务。

账簿。这些会计账簿必须按照莫桑比克的《通行会计计

该法对董事的国籍没有限制，也不要求公司董事必须是
莫桑比克居民。然而，从经商的角度来看，法律建议至
少有一名董事常驻莫桑比克。不论是否受雇于公司，任
何人都可以被予以任命。
所有公司必须设立董事长、主席和董事会秘书（由股东
构成的法人团体）；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则其人员
需由股东和第三方指派。若为股份有限公司，则还需由

划》（Plano Geral de Contabilidade）进行编撰。财
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应由财政部注册会计师
签署。（欲了解会计师人员清单，请参考：http://www.
ocam.org.mz）。

请参考以下附件了解相关内容：附件I——注册本地公司
程序，附件II——企业名称预定流程，附件III——工业/
商业经营许可证获取流程。

审计机构指派。如果是有限公司，除非公司股东为10人
或以上，否则不需审计机构进行指派。

2.1 投资者问答
投资者问答
子机构办事处是否可以独立经营，还是说必须成立公司？
Y是的，办事处可以独立经营。但根据一般规定，成立公司名不是强制性的。
合伙企业适用上述规则吗？
关于合伙企业的规定，莫桑比克法律体系并未明确说明。
这些规则在不同行业或不同性质的活动（制造业vs贸易vs进口外国产品在国内销售的行为）中会有不同吗？
还是说没有区别呢？
无论活动性质如何，公司或分公司的注册规则都是相同的。但若要申请营业执照，这一规则便不再适用了。
因为营业执照的申请规则依行业活动不同而有所差异。
若要成立一间新公司，是否有必要让外国人获得‘国民’待遇，海事所需要本地合伙人参与？
在政策待遇方面，外国人成立的公司一般同本地股东成立的公司并无二致。尽管如此，某些领域
(诸如石油天然气业和公共采购行业）的公司由本地股东成立能优先享受优惠政策。
公司成立是否可以在线操作？是否需要赞助者/获得授权的代表亲自出席？
要求公司赞助者/获得授权的代表亲自出席。
哪些人才能获得授权成为代表？
公司经法律程序指定的任何人。
“了解客户需求（KYC）规则具体内容是什么？”
“了解客户需求”是指银行获取其客户的身份（依据客户类型而定：若为个人，则是护照或任何其他身份证明文
件；若为法律实体，则为商业证书）和地址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确保银行服务不被滥用。
莫桑比克的货币掠夺和恐怖主义资助法律规定了银行必须遵守的一些“了解客户需求”的规则。一般来说，银行在
开户时遵循以上规则。
申请人以后可在线申请哪些登记流程/许可证？
目前暂无。所有登记流程必须由申请人亲自办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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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出资额可以是现金或实物。至少50%的名义价值限

 在未向法律实体注册办事处和工商部上报申请修改

额须在公司成立之日以现金形式支付。剩余金额应
在三年内支付。
 当股份资本以实物形式捐出时，公司必须要求专家

法律的情况下，公司不得变更总部地址。
 章程的修订必须在三个月内进行登记，否则将被处
以罚款。

评估该资产并确定其价值。
 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公司每位成员的权利和义
务（包括获得股息的权利）都与股本配额所代表的
百分比相同。
 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纳入相当于五分之一股本的法定
准备金。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将一笔不少于公司五分
之一年度净利润的款项用作法定准备金的的创建或
恢复，直至准备金金额达到上述法定最低阈值。
 所有在海外发行的文件必须由原发行国同等能力的
公证员或实体进行公证。这些文件也必须接受原发
行国外交部的认证，经原发行国莫桑比克使馆领事
服务或邻国境内莫桑比克领事馆和莫桑比克外交部
验证，并由宣誓（认证）译员翻译成葡萄牙语。

2.3 相关法律5
I. 2005年12月27日，《商务法》获得2号法令批准得以颁发，其修正案于2009年4月24日由2号法令引入
II. 《法人注册法》于2006年5月3日获得1号法令批准
III. 《商业活动许可规范》于2013年8月2日获得第34号法令批准。

5

请参见非官方网站: https://www.acismoz.com/legislacao-traduzida/.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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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第三步：创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1 相关文件6
a) 税务活动起始日期申报

b) 因劳务关系申报税务活动起始日期

申报地点？

申报地点？

莫桑比克税务局。

劳工、就业及社会保障部（MITESS）。

如何操作？

如何操作？

 联系一名正式注册会计师

提交相关通知单，单据的最长期限可在纳税行为开始前15日内。

（欲详细了解会计师名单，请参
考：http://www.ocam.org.mz/）；
 申报纳税活动的起始日期，最长
期限为纳税行为开始前的15日。
需要提供的文件和信息？
 由会计师和申请人代表完成并署
名的特殊表格；
 营业执照副本。
申报时长？
一般是三天。
申报费用？
免费。

需要提供的文件和信息？
 通知单据；
 营业许可证副本；
 莫桑比克税务局收悉的、纳税活动起始日期申报文件副本。
申报时长？
一日。
申报费用？
免费。
申报人可获得什么文件？
若你在通知文件上盖邮戳并写明接收日期，则劳工、就业及社会保
障部仅认可已接收该文件。
下一步是什么？

申报人可获得什么文件？

 在社会保障体系内为公司和员工登记注册；

若你在通知文件上盖邮戳并写明接收

 每年向劳工、就业及社会保障部提交雇员提名名单；

日期，则莫桑比克税务局仅认可已

 向劳工、就业及社会保障部申请工时安排批准；

接收该文件。

 购买相关书籍，以申请加班费登记和优秀员工注册；

下一步是什么？

 购买员工个人简介并填入必要信息；

提交纳税申报单并支付应付税款
（请参考步骤4）。

 以前文提及的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和信息；
 购买工作卡，完成填写并提交至劳工、
就业及社会保障部申请批准；
 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内部规范。7
以上三步骤完整地描述了a）税务活动起始日期申报；b）从劳动者
角度出发的活动起始日期申报；以及c）欲在国家社保局登记注册，
申请人需遵守以上三步骤。

20

6

可参见 https://www.inss.gov.mz/?Itemid=1062.

7

仅对规模在10名雇员及以上的公司做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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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提交下文的其他文件——虽然这是必要动作，但具体步骤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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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公司和员工信息纳入社保系统以便注册登记
注册地点？
国家社保局（INSS）。
如何操作？
提交申请文件，以便把公司和员工的信息纳入社会保障系统。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和信息？
 申请函；
 营业许可证副本；
 税务活动起始日期申报文件副本；
 员工身份信息文件副本。
申报时长？
平均15天。
申报费用？
免费。
申报人可获得什么文件？
证明注册活动完成且国家社会保障系统识别号的文件。
下一步是什么？
每月扣除社保金，提交相关申报单并支付已扣除的社保金。

3.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申报活动开始后15日内，公司必须向社会保险公司

 公司不得在未提交纳税活动起始表格的情况下开展

登记；
 员工被聘用后30日内，必须在社会保障系统中登记

业务，否则将面临罚款或停业的责罚；
 外国员工在外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注册且尚未获得

注册；
 员工解聘后，公司必须通知国家社保局；否则，公

相关免税证明之前，公司不得扣留与外籍员工有关
的、需向国家社保局缴纳的款项。

司需要继续支付有关该员工的各类税费，一如该员
工在职。

3.3 相关法律8
I. 《社会保障体系法》，第4号法律审批通过/2007年2月7日
II. 《劳动法》，第23号法律审批通过/2007年8月1日

8

请参见 https://www.inss.gov.mz/?Itemid=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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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第四步：外国纳税人注册
4.1 税收类型
a) 直接税

b) 间接税

个人所得税 （IRPS）

增值税（VAT）

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莫桑比克居民在全球范围内获得

增值税（VAT）的征税对象是纳税人在莫桑比克国家领土

的收入（以及每年在莫桑比克境内至少居留180天的所有
本国国民或外国公民）。莫桑比克境内的非常驻居民对
本人在境内获得的收入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根据莫桑
比克法律（一如执行该项活动的代理机构），农业和轻
工业被划分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第二类行业。以下为五类
个人所得税收入纳税行业：
I. 第一类—就业收入

内提供的货物或劳务以及进口商品。增值税是对消费行
为征收的一般多相税，而后者最终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在一定时期内，纳税义务的决定因素是消项税额（销项
税）和 进项税额（进项税）之间的差额。某些条件下，
企业主体无需为某些交易缴纳增值税，具体限 制条件可
参见法律条款。
莫桑比克（仅此一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

II. 第二类—营业及专业收入
III. 第三类—资本收入及资本收益

特别消费税 （ICE）

IV. 第四类—房地产收入

特别消费税的征收对象是当地生产或从海外进口的某些

V. 第五类—其他收入
企业所得税（IRPC）
此类税种适用于总部或有效管理部门设在莫桑比克的公
司：即为该国工业、商业或服务业（一般经济活动）定
期纳税的公司。莫桑比克境内定期纳税的公司或类似实
体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征税对象为应税（公司）利
润，计算过程需根据税法而定。
年末应税利润的适用标准税率为32%。若有费用未得以
适当记录，或者该费用性质非法或属机密信息，企业将
支付相当于35%的利润的所得税。10
小型纳税人的简化税收 （ISPC）
适用于从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活动的个人和公司实
体，年度营业额为250万莫桑比克梅蒂卡尔。

商品，包括酒精饮料、烟草制品、美容产品、服装、鲜
花、珍珠、钻石、宝石、黄金、白金、珠宝、车辆、摩
托车、某些种类的飞行器和船只以及武器，以上商品按
价增税税率在15%到75%之间。雪茄、香烟和酒精饮料按
每单位定额征收（如，伏特加以每升120梅蒂卡尔的价格
征税，以每千单位300梅蒂卡尔的价格征税）。
物业转让税（SISA）
该税种只适用于非市政地区，并按2%的比例对不动产所
有权（或类似）的有偿转让行为征税。12
国家重建税（IRN）
国家重建税只适用于非市政地区，征税对象是获得个人所
得税或企业所得税的、年龄在18岁至65岁之间的居民（本
国人或外国人，即使享受免纳税政策也必须缴纳）。税额
从10梅蒂卡尔到40梅蒂卡尔不等。

该税种每年的征收额为7.5万梅蒂卡尔或者为该企业每三
个月营业额的3%。11

请注意，莫桑比克的双重征税协定包括葡萄牙、意大利、毛里求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非、博茨瓦纳、印度、澳门和越南等国。
10

活动开局之年，税率降低了50%（即每年征税额减少3.75万梅蒂卡尔或
仅按1.5%的税率征税）。

11

某些情况下，如购买方或房产股东居住国的所得税率为19.2%或更低时，
房产转让税率为10%。

12

22

非洲投资与增长合作伙伴（PIGA）

c) 市政税
个人市政税 （IPA）

市政房产转让税

该税率只适用于市政地区，征税对象是18至60岁的居民

此税种只适用于市政地区，征税对象是不动产所有权

(本地居民或外国居民）。应征收税额为最低工资类目下

(或类似）的有偿转让，税率为2%。

最高标准的1%到4%，此规定将于6月执行。

4.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因违约行为导致的罚金

 务必遵守法律。

（从3000梅蒂卡尔到2500梅蒂卡尔不等）。

如需办理上述外国纳税人税务登记手续，请见附件V。

4.3 相关法律13
I.

第15号法律/2002年7月26日—为新的所得税体系实施打下基础

II.

第2号法律/2006年3月22日—审批通过一般税法

III.

第33号法律/2007年12月31日—审批通过个人所得税法案

IV.

第8号法令/2008年4月16日—审批通过个人所得税法案规范

V.

第34号法律/2007年12月31日—审批通过公司所得税法案

VI.

第9号法令/2008年4月16日—审批通过公司所得税法案法规

VII.

第5号法律/2009年1月12日—对小型公司征收所得税

VIII. 第14号法令/2009年4月14日—审批通过小型公司所得税法规
IX.

第32号法律/2007年12月31日—审批通过增值税法案

X.

第7号法令/2008年4月16日—审批通过增值税法案规范

XI.

第17号法律/2009年9月10日—审批通过特定消费税法案

XII.

第69号法令/2009年12月11日—审批通过特定消费税法案规范

XIII. 第6号法令/2004年4月1日—审批通过印花税法案
XIV. 第28号法律/2007年12月4日—审批通过继承税和捐赠税法案
XV.

第21号法令/2008年7月27日—审批通过继承税和捐赠税法案规范

XVI. 第46号法令/2004年10月27日—审批通过不动产转让税法案
XVII. 第4号法令/1987年1月30日—审批通过国家重建税法案
XVIII. 第19号法令/2002年7月30日—审批通过车辆税规范
XIX. 第27号法律/2014年9月23日—审批通过特定税收制度和石油行业财政收益
XX.

第28号法律/2014年9月23日—审批通过特定税收制度和采矿工程财政收益

XXI. 第28号法令/2015年12月28日—审批通过特定税收制度规范和采矿工程财政收益
XXII. 第56号法令/2003年12月24日—审批通过燃油税规范
XXIII. 第1号法律/2008年1月16日—定义地方政府和市政税收制度的财政、预算和世袭制度
XXIV. 第63号法令/2008年12月30日—批准市政税法
XXV. 第46号法令/2002年12月26日—批准税务犯罪的一般制度

13

可参见 http://www.at.gov.mz/por/Legisl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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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第五步：获取投资许可证
5.1 外国投资概览
2017年以前，投资促进中心（CPI）一直负责外商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法》和《投资条例》不适用于以

项目的审批，而负责推进特别经济区（SEZs）或自由贸

下领域的投资行为，包括：油气勘、调查和生产、矿物

易区（IFTZs）项目的实体则是经济区域发展推进办公室

资源开采、一般国家预算资助的公共投资项目以及独具

(GAZEDA）。2016年，莫桑比克政府决定撤销投资促进

某社会性质的投资行为。因此，跟上述行业有关的项目

中心和经济区域发展推进办公室以及IPEX（出口推广机

都应单独进行分析。

构），并加以合并，之后创造了APIEX。该机构运行过程
中，流程或程序中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每个请求

如欲获取投资认证书，请参阅附件IV。

都应提交给过去的每个实体（现在统一命名为APIEX）。

5.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为了利润出口和对已投入资本再出口的目的，外国

 不遵守本项目开始实施的最后期限，此行为可能导

投资者的地位将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前提是维持他

致授权撤销。

们的地位的条款和条件未发生变更。因此，一旦投

 在未与相关当局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将项目执行或

资者了解到他们无法遵守授权条款时（例如投资金

公司运营暂停三个月以上，此行为可能导致授权撤

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实际投资额超过最初投资

销。

额），他们就必须要求修改授权条款，防止出现同
APIEX签订合同的违约行为。

 违反《投资法》及其规范，或违反了各自授权及其
他适用法律文书中规定的任何条件，此行为也可能
导致授权书撤销

5.3 相关法律9
I. 第3/93号法令，7月24日——《投资法》
II. 第43号法令/2009年8月21日——《投资规范》
III. 第60号法令/2016年12月12日（根据第48号法令/2017年9月11日修改而来）—— 批准APIEX
IV. 第48号法令/2013年9月13日——《投资规范》修订案
V. 第202号政府规定/2010年11月24日——经济特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特殊保税区税务及关税特殊体制
VI. 第4号法律/2009年1月12日——《税务激励法案》
VII. 第56号法令/2009年10月7日——《税务激励法案规范》

9

24

请参见 : http://www.gazeda.gov.mz/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40&Itemid=186&lan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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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第六步：强制设立本地银行账户
6.1 概览
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即使未获得投资授权）必须在莫
扎比克某商业银行开立一个银行账户。此处必须澄清的
© Shutterstock.com

是，虽然以当地货币开立银行账户未设任何限制，但以
外币开立的银行账户仍须获得中央银行之前的授权，请
见附件VI具体内容。

6.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登记所有从国外转入莫桑比克的款项。

 未经莫桑比克银行授权或登记的外汇业务行为应处以

 若对审批申请函条款内容进行任何修订，请通知莫
桑比克银行。

罚款，在非法外汇交易过程中使用或取得的货物或货
币工具将由国家没收。其他附加处罚也可适用。
 在尚未完全投入运营或中央银行未授权允许外国直接
投资准入的情况下，将资金转入莫桑比克银行账户可
能导致账户户主无法持有该款项；若要持有此款项，
账户户主需要获取相应授权或完成整个流程。

6.3 相关法律14
I. 第11号法律/2009年3月11日—《外汇法》
II. 第83号法令/2010年12月31日—《外汇规定》（鉴于该法令曾被第49号法令/2017年9月11日撤销，
因此第83号法令在2017年12月前有效）
III. 第4号条令。GBM。2011年8月10日，莫桑比克银行审批通过—外汇银行账户

14

可参见 http://www.bancomoc.mz/fm_pgLink.aspx?id=137 and http://www.bancomoc.mz/fm_pgTab1.aspx?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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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第七步：进出口登记要求
货物的进出口程序受海关管制，并且必须通过港口、机

7.2 商品出口—要求

场和其他正式授权的海关机构办理。

希望向莫桑比克出口商品的本地或外国投资者必须向税
务当局提交下列文件：

7.1 商品进口—要求

a) 报关单（DU）

希望向莫桑比克进口商品的本地或外国投资者必须向税

b) 进出口证

务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c) 原始商业发票

1) 报关单（DU）

d) 装箱单

2) 进出口证

e) 证明货物所有权的文件

3) 原始商业发票

f ) 若目的国要求，需出示原产地证书或缴纳一欧元

4) 提货单

g) 依据货物内容需要提交的任何许可证

5) 原产地证书（若适用）

h) 针对动物、有害物质和矿物等商品的特别许可证

6) 其他有关文件，如豁免授权书、入境通知、植物检疫

i) 如必要，可在商品装箱过程中申请协助

证书和兽医活动许可证。
在取得营业执照后，经营商品买卖兼进出口业务的公司

7.3 进出口税

一般必须向工商部申请进出口证。

对货物的进出口过程可征收以下税种：

对于进口货物，我们建议与正式注册的清算代理人进行

i) 关税

协调，原因是这些文件必须通过电子系统提交，而只有

ii) 消费税

正式注册的清算代理人才能使用。在分析了这些文件

iii) 附加费

后，税务机关会通知申请人在10个工作日内缴纳税款。
商品入境后，申请人有25天的时间完成领取过程；25日
期限过后，商品将被视作遗弃物品并被政府收回 。

iv) 增值税
v) 海关手续费
vi) 过高估价费
在自由贸易区经营的公司可免缴关税和增值税，条件是
货物和商品是为了实施《工业自由贸易区规定》批准的
活动而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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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第八步：土地与建筑
8.1 土地使用与收益权 (DUAT)

8.2 土地办理手续

向哪些部门申请？

莫桑比克房地产市场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该行业

 地块位于市区内，向相关市政府申请签发；及

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区。需求大于供给的事实保障了

 地块位于市区外，向省农业部申请签发。

巨大的利润率，同时鉴定莫桑比克的房地产市场充满无

如何申请？

限机遇，无论是住宅市场还是办公楼市场。

递交申请获取土地使用与收益权(DUAT)，即使用土

莫桑比克立法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进行销售、

地和享受土地收益的权利。

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置或抵押。尽管如此，法律授予了一

申请需要递交哪些资料文件?

种被称为土地使用与收益权的较小物权（土地使用与收

向相关市政府申请需提交：
 申请人法人实体登记证复印件
 申请人章程复印件
 项目地点草图
 申请人计划执行的项目概述
向省农业部申请需提交:
 申请人法人实体登记证复印件
 申请人章程复印件
 项目地点草图
 申请人计划执行的项目概述

益权DUAT），允许持有者使用该土地。土地使用与收益
权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当地社区（由家庭和个人组
成，生活在当地区域村庄或小于村庄规模的领区，旨在
保护维护居住区农业区的共同利益，以及文化、牧草、
水源地区和扩展的区域）。通过当地社区获得的土地使
用与收益权将会受到共有权属原则限制。只要参与获批
的投资项目并具备以下条件，外国人也可以是土地使用
与收益权（DUAT）的持有者：（i）若为自然人，需至少
在莫桑比克居住五年； （ii）若为企业法人，需在莫桑比
克成立或注册。

 项目描述性记忆或报告

DUAT可通过三种途径获得：

 地区政府公布的意见，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协商

 按照习俗和惯例，由自然人和当地社区占用，前提是

 地区总部签发的30天有效期的公开通知和附录证
明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不违反宪法；
 由带有善意的莫桑比克自然人占用，已使用该土地至
少10年；或

申请时长不确定。相关部门需进一步确认所申请的该

 批准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递交的申请。

地块或空地是否已签发了其他权利。

在市区，DUAT也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申请费用是多少？

 抽签 – 对位于基本城市化区域的地块或宗地进行抽 签

申请费用取决于项目所在位置。
您将获得什么？
您将获得一份证明土地使用与收益权的文件。
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执行申请的项目。

(仅适用于莫桑比克人）；
 公开拍卖 – 对位于完全城市化或中等城市化 区域，用
于建造住宅区、商业大楼和服务大楼的地块或宗地进
行公开拍卖（开标不得低于城市化费用价值）；
 私下协商 – 由地方政府当局与提交建立工业和农牧业
设施、超市、由合作社或协会倡议的住房建造以及与
重大投资项目相关的住宅建设等项目方私下协商。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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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他咨询
土地批准许可的形式都有哪些？
根据莫桑比克法律，土地归国家所有。因此，一个实体（莫桑比克人或外国人）不能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可被
授予50年期（可更新）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DUAT）。DUAT持有人可以成为在DUAT所涉及的土地上建造的任
何建筑物、房屋或其他不动产的所有者，并可通过公共契约出售或转让在该土地上建造的不动产。
不动产出售后，该出售不动产所在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DUAT）将自动转给该不动产的购买者或受让人。
土地转让程序直至最终合法拥有
DUAT随着其所指相关土地上不动产的转让而自动转让。不动产的转让必须进行公证且必须在房地产登记处进行
登记。转让需征收所在市规定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权限
土地使用权限包含在DUAT中。
工业园区、制造业园区和经济特区的存在及利用的可能性
政府可成立制造业自由区及经济特区。到目前为止，政府已建立了纳卡拉港经济特区（楠普拉省）、莫库巴经济
特区（赞比亚省）和曼加 - 蒙加萨经济特区（索法拉省）。在这些特区，获得土地的申请流程与上述流程一样，
但负责授权允许在制造业自由区及经济特区投资的实体单位必须支持投资者，给与投资者使用土地的必要授权。

8.4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DUAT可随着房产的转让而自由转让；

 土地不得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也不得抵押或作

 DUAT所有者可在发证机关的授权下划分土地。

为附着物。

8.5 相关法律15
I. 十月一日第19/97号法案《土地法》
II. 十二月八日第66/98号法令《土地法条例》
III. 十二月二十六日第60/2006号法令《城市土地管理条例》
IV. 三月三十一日第2/2004号法令《私营建筑工程许可规定》
V. 六月二十四日第3/93号法案《投资法》
VI. 一月十二日第4/2009号法案《税收优惠代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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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
第九步：环境问题
9.1 详细概述
根据十月一日颁布的第20/97号法律制定的及六月二十日
颁布的第16/2014号法律修正的《环境法》，正确使用和
管理环境及其周边，实现莫桑比克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环境法》旨在通过环境许可以防止环境破坏。

e) 当项目的实施将直接影响珊瑚礁、主要沙丘、红树
林、湿地和海草区，且受影响区域超过1公顷；
f ) 位于居民区，相关项目可能产生严重影响当地社区的
高污染或其他骚乱；

按其性质、地点或规模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

g) 独特风景区；

须获得许可和登记。许可和登记将根据政府制定的制度

h) 原始森林；

签发,该规定载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布的第54/2015
法令,

号

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环境许可的签发是基于项目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
(以下简称环评),

报告，申请项目所需的其他法律要求的

许可之前，需先获得环境许可。

i) 有动物或植物物种、动植物栖息地及濒危的生态系
统。
该类型包括：（1）

处理和生产致癌、诱变或有毒的危

险物质；（2）使用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物制造产品；
(3）生产杀虫剂；（4）核电厂；（5）放射性废料的处

关于要进行的环评程序类型的定义，《条例》中描述的

理和贮存；（6）矿石的提取和加工；（7）水碳衍生物

项目分为以下四类：

的提取、贮存、运输、加工和生产；（8）可燃气体地下

I. A+类项目–由于其复杂性、位置或可能产生影响的不

和地上储存设施。

可逆转性及严重程度，这些项目不仅值得高度的社会和

II. A类项目 –严重影响生物及环境敏感地区的项目，且其

环境警惕，而且还应由专家参与环评程序。此类别包括

影响具有更长的持续性、强度、规模和意义。该类型包

具有以下特征且位于以下位置的项目 ：

括位于相关区域或具有以下特征区域内的项目 ：

a) 对家庭的实际安置和经济补助与《经济活动造成的重

a) 按照国家和国际法，确定为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和生

新安置条例》中规定的预先确定的重新安置不符；

态系统, 如小岛屿、著名腐蚀区、荒漠化地区、具有考

b) 项目位于生物多样性价值较高的地区；

古、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

c) 在人类活动没有实质性改变其生态功能及物种组成的

库等；

地区，在实施缓解措施之前可能对该地区产生不可逆
转的潜在影响的项目；
d) 在保护区内以及在其缓冲区内的项目, 但上述保护区管
理机构提出的旨在改善其管理的项目除外；

b) 需要重新分配的人口稠密地区，如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自然资源分配和使用存在冲突的地区、河道沿
岸地区、作为社区水源的地区、存在宝贵资源如水生
物、矿物及药用植物等的区域，以及易遭受自然灾害
的地区。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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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产品加工和轻型制造业领域，A类项目包括以下项目：
A 类项目
森林勘探

 对单项或累积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原生植被进行勘探、分类和开发；
 所有超过50公顷的砍伐森林项目、再造林项目和造林项目。

农业

 对超过350公顷灌溉面积和1000公顷灌溉面积的农业项目的划分及分配；
 将农业用地转换为商业用地、城市用地或工业用地；
 将等同面积或超过100公顷未耕作农业用地转为五年以上的集约农业用地；
 引进新的外来作物和物种；
 超过350公顷的灌溉系统；
 超过以下规模的集约化畜禽养植项目：
1. 每年养殖50,000只家禽；
2. 每年养殖1500头猪或100头繁殖母猪；和
3. 每年养殖500头牛或单项或累计面积小于或等于1,000公顷的项目。
 超过以下规模的大规模畜禽养植项目：
1. 每年养殖500头牛或单项或累计面积小于或等于2,000公顷（每头动物4公顷）；
2. 每年2000只动物（小反刍动物 - 山羊和绵羊）。
 单项或累积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航空喷洒或地面喷洒。

渔业

 增加渔业资源压力的工业捕鱼项目；
 每年产量超过100吨的水产养殖项目。

纺织业、

 日产能超过20吨的纸和纸板生产；

皮革业、
木材业和
纸业

 每天处理10吨或以上的纤维和纺织品的洗涤、漂白、丝光或染色；

固体废物
和污水的
治理

 危险工业废物的贮存、运输、处理和处置；可处理超过15万居民的生活垃圾的填埋场；

 建设日产能超过12吨的制革厂；
 安装日生产或处理40吨或以上纸浆的设备。
 对来自于中心医院、综合医院、省医院、地区医院和提供妇科和普通外科服务的诊所的医疗垃圾
的贮存、运输、处理和处置；
 可应对超过15万居民生活区的污水处理设施；面积超过50公顷的坟场；
 废物处理焚化炉及其它。

III. B类项目 – 与A类项目相比，对生活或环境敏感区域没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该类别包括以下项目：
a. 木材加工厂；

k. 奶及奶制品生产；

b. 油漆、亮光漆加工厂

l. 工业面粉加工；

c. 日产能10吨以上的食品饮料厂；

m. 灯芯生产和加工；

d. 5公顷以上的废料贮存区；

n. 陶瓷行业；

e. 腰果加工厂；

o. 屠宰场；

f. 每年养殖家禽1000至1500只；

p. 鱼类加工业；

g. 在不灌溉的情况下,

q. 木工业；

改造或移除100至200公顷的原生植被；
h. 果汁生产及加工；
i. 混凝土工业生产。此类项目应设在工业园区, 或距离居
住区至少6公里的地区；
j. 水泥、路肩和铺路砖的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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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卷烟、雪茄等产品生产；
s. 为维护航行条件进行的疏浚，前提是不能超过先前实现
的背景维度；
t. 沿海侵蚀工程的维护和重建；
u.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的旨在改善其管理的项目。

IV. C类项目

–

影响微小、不重要或极小负面影响的项

B类项目受简化版环境评价

(以下简称简版环评)

的规

目。该类别项目不存在不可逆转的影响，且积极影响更

限。C 类项目不受任何形式的环境评价的影响, 只限于提

胜于消极影响，更具有重要意义。该类型的项目包括：

出良好的环境管理方案, 由项目倡议者编写并由监督环境

a. 单项或累计面积介于50公顷到100公顷之间的灌溉系统；

影响评价领域的实体单位批准。

b. 生产厚度超过30微米的塑料袋；

准备环境影响评价之前，必须准备好调查范围（ToR）并

c. 国内木工业和细木工业；

提交批准。它们构成了执行上述评价的准则。调查范围

d. 饼干、面食和甜食工厂；

必须包含对EDPA期间确定的必要专业研究的描述，并在

e. 烘焙行业；

A +类和A类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期间进行。调查范围还

f. 果蔬保鲜业–日产能300吨或以下；

必须包括对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方法，对已确

g. 生产纤维、刨花板和胶合板面；

定且将在环评中调查的可行替代方法的描述，以及其他

h. 集约化牲畜项目 (每年养殖家禽1000只)；

信息或要求。此外，调查范围还必须涉及确定和评价环

i. 厕纸和餐巾生产；

境影响的方法，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易受气候

j. 锌板弯曲加工。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包括施工阶段、运营阶段和
失效阶段的残余和社会影响。

A+类项目受环评的制约以及经验丰富的独立专家评审员
的监督，而A类项目受环评的制约。这两个类别都依据环

有关取得环境影响评价许可的信息，请参阅附录九。

境预先可行性和范围研究定义（以下简称EDPA）来确定
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通过选择可能受到评估项目影响
的环境因素。

9.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按时提交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许可申请；

 不得违反相关环境许可证或适用法律文书规定的条
款，否则可能导致许可证撤销；

 许可证签发后开始执行项目，必须遵守两年的有效
期。

 获得环境许可证之前，不得开展任何项目活动；
 在环保设施许可获批之前，请勿支付环境许可费。

9.3 相关法律16
I. 十月一日第20/97号法案-《环境法》
II.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56/2010号法令–《石油作业环境保护条例》
III. 六月十五日第25/2011法令 –《环境审计程序条例》
IV.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54/2015号法令–《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条例》
V. 六月二日第18/2004号法令–《环境质量和废水排放条例》

16

信息来源于非官方网站：http://www.impacto.co.mz/legislacao-ambi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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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
第十步：关于外籍人士的规章条例
10.1 劳动合同、劳动法及文档编制
所有进入莫桑比克的公民都应使用官方边界, 并持有有效
的签证护照。若为工作之目的，外籍人士需持有工作签
证，且护照有效期六个月以上。

© Shutterstock.com

与外国公民订立的劳动合同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以书面形式签订；
 续签期不超过两年；
 因任何原因终止雇佣，雇主须在15天内向莫劳动、就
业和社会保障部（MITESS）及国家移民事务处通知该
情况。
《劳动法》允许雇佣外国雇员，享有与本国劳动者同等

配额制度下的雇佣是在适用于雇主的配额范围内进行

的待遇和机会。这项原则并不排除施加给国内外雇主的

的，最低限额为一名外籍雇员：（1）在大型企业 17中，

义务，让他们为莫桑比克本国员工创造谋求在大型科技

相当于所有雇员的5％；（2）在中型企业18中，相当于所

企业的职位和公司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以及出于特

有雇员的8％；（3）在小型企业19中，相当于所有雇员的

定原因，包括公众利益，莫桑比克国家可能保留某些职

10％。投资项目中的招聘不需要雇佣许可。雇主只需在

位或项目给莫桑比克公民。

讨论中的雇员入境后15天内通知莫劳动、就业和社会保

根据这些通用准则，雇佣外籍人士可通过以下途径执

障部（MITESS）有关其雇佣情况。

行：

短期雇佣指雇主预计外籍员工的工作期限不超过30天，

I. 在配额制度下雇佣–工作许可；

一年内可延长停留期限至90天的情况。配额制度外的雇

II. 短期雇佣；
III. 授权雇佣（配额制度外）–工作许可。

32

17

指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

18

指雇员介于10到100人的企业。

19

指雇员在10人以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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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并不像配额制度下的雇佣那样简单。

向哪些部门申请？
 (配额内）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申请。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申请。
 申请短期工签：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申请。
 申请工作签证：向对申请人国家有管辖权的莫桑比克领事馆申请。
 申请居留签证：向对申请人国家有管辖权的莫桑比克领事馆申请。
 申请居留许可（DIRE）: 向雇员工作地所在省份的主管部门申请。
如何申请？
 离开本国前履行或签署劳动合同；
 获得工作许可后，申请工作签证并携带在原籍国时签发的相关文件前往莫桑比克；
 到达莫桑比克后，根据工作签证的有效期换取居留许可（DIRE）。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配额内）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
 申请表；
 没有任何莫桑比克有效签证的相关外籍员工的护照（所有页面）的经认证的复印件；
 相关劳动合同复印件或能够证明合同关系的文件；
 外籍雇员的学历或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经历相关证明材料；
 教育和文化部颁发的学术对等证书；
 国家社会保障部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拖欠债务的证明；
 莫桑比克税务局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未缴税款的清税证明；
 由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工人名单；及
 相当于本行业5个月最低工资的行政管理费缴纳凭据。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
 申请表；
 没有任何莫桑比克有效签证的相关外籍员工的护照（所有页面）的经认证的复印件；
 相关劳动合同复印件或能够证明合同关系的文件；
 外籍雇员的学历或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经历相关证明材料；
 教育和文化部颁发的学术对等证书；
 国家社会保障部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拖欠债务的证明；
 莫桑比克税务局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未缴税款的清税证明；
 由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工人名单；
 行业相关工会组织出具的关于雇佣该雇员的书面意见；及
 相当于本行业10个月最低工资的行政管理费缴纳凭据。
申请短期工作签证
 申请表；
 没有任何莫桑比克有效签证的相关外籍员工的护照（所有页面）的经认证的复印件；
 经认证的公司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申请缘由；
 相当于本行业5个月最低工资的行政管理费缴纳凭据。
申请工作签证
 申请表；
 工作许可复印件；
 经认证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90天内签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雇员的原籍国签发）；
 经认证的公司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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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认证的公司商业证复印件；
 要求签发签证的公司来函，经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公司印章）；
 经认证的雇员护照（所有页面），且不存在任何有效签证；
 相关费用的缴纳凭据。
申请居留签证
 申请表；
 工作许可复印件；
 经认证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90天内签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雇员的原籍国签发）；
 经认证的公司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经认证的公司商业证复印件；
 要求签发签证的公司来函，经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公司印章）；
 经认证的雇员护照（所有页面），且不存在任何有效签证；
 相关费用的缴纳凭据。
申请居留许可
 申请表；
 经认证的劳动协议复印件；
 工作许可复印件；
 经认证的雇员护照（所有页面），在原籍国未获得工作签证；
 雇主来函，证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
 递交前90天内签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雇员的原籍国签发）；
 护照原件；
 国家社会保障部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拖欠债务的证明；
 莫桑比克税务局签发的确认雇主没有未缴税款的清税证明；及
 相关费用的缴纳凭据。
外籍雇员的家庭成员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经认证的结婚证（如为丈夫或妻子）；
 递交前90天内签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雇员的原籍国签发）；
 递交前90天内在原籍国取得的经认证出生证明（所有页面）- 如为儿童；
 学校出具的在学证明–适用于儿童。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15天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15天
 申请短期工作签证：5天
 申请工作签证：15天
 申请居留签证：15天
 申请居留许可 (DIRE)：15天
申请费用是多少？
雇佣外籍人士并申请工作许可
a. 属于非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27,625梅蒂卡尔
b. 属于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52,000梅蒂卡尔
c. 属于建筑行业的公司：27,180梅蒂卡尔
d. 属于农业领域的公司：18,210梅蒂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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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属于渔业领域的公司：23,075梅蒂卡尔
f. 属于矿产行业的公司：34,815梅蒂卡尔
g. 属于电力、燃气和供水行业公司：36,430梅蒂卡尔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
a. 属于非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55,250梅蒂卡尔
b. 属于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104,000梅蒂卡尔
c. 属于建筑行业的公司：54,360梅蒂卡尔
d. 属于农业领域的公司：36,420梅蒂卡尔
e. 属于渔业领域的公司：46,150梅蒂卡尔
f. 属于矿产行业的公司：69,630梅蒂卡尔
g. 属于电力、燃气和供水行业公司：72,860梅蒂卡尔
申请短期工作签证
a. 属于非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 5,525梅蒂卡尔
b. 属于金融服务行业的公司：10,400梅蒂卡尔
c. 属于建筑行业的公司：5,436梅蒂卡尔
d. 属于农业领域的公司：3,642梅蒂卡尔
e. 属于渔业领域的公司：4,615梅蒂卡尔
f. 属于矿产行业的公司：6,963梅蒂卡尔
g. 属于电力、燃气和供水行业公司：7,286梅蒂卡尔
申请工作签证
a. 8,750梅蒂卡尔
申请居留签证
a. 8,750梅蒂卡尔
申请居留许可 (DIRE)
a. 14,400梅蒂卡尔（来自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CPLP）20的国民）
b. 19,200梅蒂卡尔（世界其他国家的国民）
您将获得什么？
 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工作许可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工作授权
 申请短期工作签证：短期工作许可
 申请工作签证：签证
 申请居留签证：签证
 申请居留许可 (DIRE)：居留许可
您下一步将获得什么？
 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获得工作签证
 (配额外）雇佣外籍人士或申请工作许可：获得工作签证
 申请短期工作签证：获得商务签证
 申请工作签证：获得DIRE
 申请居留签证：获得DIRE
 申请居留许可 (DIRE)：获得税务登记号 (NUIT)

关于如何获得纳税识别号，请参阅附录一。

20

葡萄牙语国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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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在雇佣员工开展业务之前，应组织公司及所有相关

 不得雇佣任何怀有其他目的访问莫桑比克的外籍人

材料，为业务开展做准备；
 为遵守法律职责，应咨询专家帮助；
 当雇员仍在原籍国时，组织工作许可申请；
 向雇员索要两份无犯罪记录证明（一份用于申请工
作签证，一份用于申请居留许可）。

士；
 计算外籍雇员的可用配额时，不得向上舍入计数。
(配额内雇佣，雇主可用配额如下：（1）大型企业
中，外籍雇员配额为员工总数的5%；（2）中型企
业中，外籍雇员配额为员工总数的8%；（3）小型
企业中，外籍雇员配额为员工总数的10%）。

10.3 相关法律
I.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5/93 号法案《莫桑比克外国公民的法律体制》
II. 十二月三十一日第108/2014法令《十二月二十八日第5/93号法律条例》
III. 八月三十一日第37/2016 号法令《外籍雇员雇佣通则》
IV. 八月一日第23/2007号法案《劳动法》

有关劳动及社会保障规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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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
第十一步：投资经济特区
11.1 莫桑比克经济特区概况
《投资法》和《条例》规定了由部长理事会设立的经济

所有从这里进入、流通、转化及输出莫桑比克领土的商

特区和工业自贸区内进行投资的特定制度，其中考虑到

品，免交所有财税、关税或受外汇管制。因此，这是促

适用于该些区域的一系列特定利益以及第4章中讨论的利

进莫桑比克私人投资的经济区。虽然与经济特区非常相

益，基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等因素，国家对某些具有巨大

似，但工业自贸区的区别在于它们位于封闭区域，投资

发展潜力的地区给予政策鼓励以开发和吸引更多投资。

者应在区域内安装工业设施。另一个区别是，在经济特

为了更好了解如何进驻各个区域，理解经济特区和工业自
贸区的主要区别非常重要。一般而言，经济特区是指区
域划定的一般经济活动地区，受具体的海关制度支配，

区经营的企业有义务出口其总产量的70％的产品。

有关投资经济特区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11。

11.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若最初约定的投资条款发生变更，请通知相关部

 不得因为政府行为而不缴纳税款；

门。

 不能不向莫桑比克税务局提交投资者强制性年度报
表，显示其收益；
 不能不遵守予以税收优惠的前提条件。

11.3 相关法律21
I. 六月二十四日第3/93 号法案– 《投资法》
II. 八月二十一日第43/2009号法令–《投资条例》
III. 十二月十二日第60/2016 号法令（九月十一日修订的第48/2017法令）– 由莫投资和出口促进局批准
IV. 九月十三日第48/2013 号法令–《投资条例修订案》
V. 十一月二十四日第202/2010号部长令–《经济特区和工业自贸区财税和关税特别制度》
VI. 一月十二日第4/2009号法案–《税收优惠代码》
VII. 十月七日第56/2009 号法令–《税收优惠代码条例》

21

参见：http://www.gazeda.gov.mz/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40&Itemid=186&lan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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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步
第十二步： 行业标准和权限
12.1 外商直接投资区
欢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

外商直接投资受限或须经特批的行业

原则上，所有行业都欢迎外商直接投资，只要投资活动

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是根据《投资法》和《条例》获得批

是合法的。在某些行业中，私营投资者可从税收优惠中

准的，但这些投资并不适用于利用国家财政预算资金的

获取一定的利益，包括：

公共投资或完全社会性质的投资下进行的石油、天然

I. 农业和渔业；
II. 酒店贸易和旅游业；及
III. 制造业。

气、煤矿的勘探、开发和生产活动。

请参考第4章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
禁止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
除私人保安服务行业外，其他所有行业都欢迎外国直接
投资。

12.2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为了出口利润和资本再出口，外国投资者的地位将

 不遵守开始实施项目时设定的期限,

无限期地保持有效，只要授予这一权利的条款维持
不变。因此，一旦投资者认识到自己将无法遵守授
权条款（例如投资金额，甚至在投资金额超过最初
指定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求修改授权条款，避
免违反与莫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之间签署的合
同。

授权。
 未事先向有关主管部门通报而连续三个月暂停公司
活动或运营, 也可能导致撤销授权。
 违反《投资法》及其规定，或在各项授权中或其他
适用法律文书中确立的任何条件，也可能导致撤销
授权。

12.3 相关法律22
I. 六月二十四日第3/93号法案通过的《投资法》；
II. 一月十二日第4/2009号法案通过的《税收优惠代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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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创办企业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a) 合伙企业
在莫桑比克的法律架构中，不存在合伙企业。

公证处

 登记人身份证明材料（护照、居留许可或莫桑比克
身份证）及即将生效的文件。

b)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实体登记处

向哪些部门申请？

 名称预留证书；

 法人实体登记处；

 股东身份证明（如个人）；

 公证员；
 法人实体登记处 (首都马普托仅有一个办事处)；及
 莫桑比克税务局

(莫税务局),

门,全国各地都有办事处

 公司登记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人团体股东（如
法人实体）会议的会议纪要核实副本，证明成立莫

是财政部的一个部

(详情请登录http://www.

at.gov.mz/)。

桑比克公司及其条款（若适用）；
 授权委托书，委托被授权人代表股东执行公司契据
(若适用）；

如何申请？

 公司契据或私营公司文件；

法人实体登记处

 任命即将成立的注册于莫桑比克的公司董事。

 获得公司名称预留。
公证处

 执行并使每位股东的决议（若为法人实体），以及

莫桑比克税务局（莫税务局）

 商业证书；
 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在莫桑比克成立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合法化；
 执行并使公司登记证书或私营公司登记文件生效。
法人实体登记处

 提交所需材料并缴纳应付费用，注册成立公司；
 出示公司登记证书或私营公司登记文件并缴纳应付
费用，使公司章程生效。
莫桑比克税务局（莫税务局）

 取得纳税识别号。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一旦所有在原籍国出具的文件经有关原籍国单位及莫桑
比克驻原籍国外交代表正式核实并生效，平均需要30
天。
申请费用是多少？
公证处

 若在莫桑比克签署，取决于签字的数量、文件的性
质及签字的地点（文件可以在公证处或当事方指定
的其他地点签署）。
法人实体登记处

 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应向法人实体登记处缴纳应付费
用，费用取决于股本数额。例如：若股本为10,000
梅蒂卡尔，

需缴纳1,490梅蒂卡尔的费用；若股本

为10,000,000梅蒂卡尔，需缴纳22,650梅蒂卡尔的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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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官方公报上刊登公司章程，费用取决于公司登
记证书或私营公司登记文件的篇幅；每25行文字收
取92500梅特卡尔的费用。
莫桑比克税务局（莫税务局）

 免费。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核实
复印件；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董事会（或其他相
关机构）决议；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出具的委托授权书，
任命指定律师代表公司办理分公司注册手续；

您将获得什么？
公证处

 公司登记证书或私营公司登记文件合法生效。
法人实体登记处

 商业证书；
 公报刊登的公司章程。
莫桑比克税务局（莫税务局）

 税务登记号(NUIT)。
您下一步将获得什么？
取得经营及其他相关执照。
c) 外资公司分公司
向哪些部门申请？
 工商局（一站式服务柜台-BAU）；
 法人实体登记处；及
 莫桑比克税务局（莫税务局），是财政部的一个部
门,全国各地都有办事处 (详情请登录 http://www.
at.gov.mz/)。
如何申请？
 向工商局（一站式服务柜台-BAU）申请分公司营业
执照；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出具的委托授权书，
指定一名当地代表（即公司指定的任何人员）；及
 当地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核实复印件。
向法人实体登记处申请登记分公司

 分公司执照；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公司章程核实复印
件；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核实
复印件；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董事会（或其他相
关机构）决议；及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出具的委托授权书，
任命指定律师代表公司办理分公司登记手续。
取得分公司的税务登记号

 分公司法人实体登记证；及
 分公司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分公司登记平均需要45天。
申请费用是多少？

约40,000梅蒂卡尔。
您将获得什么？

 向法人实体登记处申请登记分公司；及

 分公司执照；

 向莫桑比克税务局索取税务登记号。

 商业证书；及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向工商局下属的一站式服务柜台（BAU）申请分公司营业执
照，需要递交以下材料：

 税务登记号。
您下一步将获得什么？

取得营业执照。

 申请注册分公司的所属母公司的公司章程核实复印
件；

d) 外商独资公司
附录一中提及的所有步骤均适用。
e) 与本国公司组成的合资企业
附录一中提及的所有步骤均适用。
f ) 与本国公民组成的合资企业
附录一中提及的所有步骤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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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二：公司名称预留

附录三：工业许可

向哪些部门申请？

向哪些部门申请？

法人实体登记处。

工商局（一站式服务柜台BAU）。

如何申请？

如何申请？

提交填妥的相关表格，缴纳200梅特卡尔的费用后取得公

提交申请，获取营业执照。

司名称预留。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申请单位的商业证书复印件；

填妥相关表格（简单标明需要预留的名称以及将使用该

 申请单位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名称的公司业务）及申请人的个人信息。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平均两小时。
申请费用是多少？
300梅蒂卡尔。
您将获得什么？
获得公司名称预留证书。
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执行公司登记证书。

 最低投资额；
 申请单位的税务登记识别号（税务识别号NUIT）复
印件；及
 若适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委托受托人签署相关
申请的权利。
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平均十五天。
申请费用是多少？
6,000梅蒂卡尔。
您将获得什么？
营业执照。
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提交缴税业务声明（业务开始之前15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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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取得投资证书
向哪些部门申请？

III. 项目地点的平面图或草图，或相应的租赁协议；及

根据《莫桑比克投资法》（六月二十四日第3/93号法

IV. 商业代表许可复印件（仅当项目将设立外国商业代

案）及《投资法条例》（八月二十一日第43/2009号法
令，经修订），外国投资者可通过在莫桑比克注册的公

表）。

司或分公司向莫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申请投资

申请表分为以下部分：

项目（即投资证书），在贸易和工业部的监督下经营。

I. 项目名称；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章。）

II. 项目代表的详细信息；

如何申请？

III. 项目概况（即项目类型描述、业务所属行业、项目地

外国投资者（个人和公司）必须遵守某些要求和程序，
如满足投资莫桑比克的最低金额要求，才有资格获得莫

点、项目概述及土地所有权）；
IV. 项目发起人（即项目倡议者的身份证明、运营公司名

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批准的投资项目。这一步是必

称及股本分配）；

须先完成的程序之一，决定以股本或其他任何形式，投

V. 项目融资（即总投资额及拟议融资来源）；

资金额至少为250万梅蒂卡尔的投资项目是否能通过（创

VI. 项目技术细节（即对主要基础设施的描述、使用的技

造一定金额的年度营业额，一定数额的年度出口量或雇

术、即将生产的产品细节、原材料投入和来源、使用的

佣至少25名莫桑比克人）。

化学产品、水、电、燃料及原材料投入的数量和来源、

投资项目或投资合同将以运营公司的名义登记 (如已有公

最终产品去向、劳动力需求、工资和技能水平以及环境

司在莫桑比克注册成立)

或以已预留的公司名称登记(如

信息等）；

公司仍在申请注册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投资和出口促进

VII. 投资分解表，反映运营公司前五年（或更短的时间

局(APIEX)而言，提交在法人实体登记处预留的公司名称

内）经营的财务计划；及

就足够了)。

VIII. 申请免除关税需填写的表格，详细说明要进口的产

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品。

投资项目方案应递交给投资和出口促进局(APIEX)，一式

申请单位提供的信息应尽可能完整（只需填写适用领

三份，包括即将设立在经济特区和工业自贸区，并且此

域），尽管外国投资者承诺的只是估量（特别是与投资

前已递交给快速发展经济特区办公室（GAZEDA）的项

额相关的），但应尽可能真实。请注意，由于提供给投

目。

资和出口促进局的信息只是估测，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可

申请包括提交以英文或葡萄牙文妥善填写的官方表格

以要求修改最初提议和批准的条款。

(以前以电子档提供，但鉴于最近投资与出口促进局调整
的结构变化，网站尚未能正常运作，只能向各个机构索
要表格），并附上所需文件以供分析，即：
I. 申请单位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最后，投资和出口促进局可能会在分析所递交方案的过
程中，基于对项目性质和维度的考虑，要求提供视为与
其决定相关的进一步资料。

II. 商业登记证书或运营公司名称预留证书；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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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需要多久？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分析申请单位提交的方案通常需要两周到四周的时间，

一旦投资项目方案获批并取得授权条款，必须在120天内

即使法律规定了不同的时限（例如三到五个工作日或较

施行（除非授权中另有期限规定）。外国投资者还必须在

高额的投资需要30个工作日

有关机构授权之日起90天内在莫桑比克银行注册外国直接

–

即使投资没有满足该要

求，申请时间也可能需要这么长）。
投资和出口促进局应在主管委员会做出决定后48小时内
通知申请人是否获得批准。
申请费用是多少？
投资和出口促进局根据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计算每个
投资项目的费用，费率为1/1000。例如：若总投资额是
20万美元，则应缴费用为200美元。此费用需在投资和出
口促进局完成方案分析后且在出具授权条款之前支付。
详情请参阅下文。
您将获得什么？
一旦批准了投资项目方案，投资和出口促进局将出具授
权条款（葡萄牙语：授权条款），详情如下：
I. 项目倡议者的身份证明文件；
II. 项目名称及经营范围；
III. 运营公司的证明文件；
IV. 项目所在地；
V. 投资金额及投资方式；
VI. 效益及保证；
VII. 计划本国雇员及外籍雇员人数；
VIII. 业务开展的期限和条款；
IX. 其他相关条款。
授权条款 (与莫桑比克政府的协议) 应存档在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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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或实现投资金额的实际入账，遵守外汇法规。
 为此，投资者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一封信，并附
上 相应的银行账单，其中包含转账资金和填妥的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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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外国纳税人登记
a) 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IRPS)
办理机构
鉴于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居民身份，应向税务局相关分支
机构的个人所得税支付部门提交年度个人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这同样适用于缴纳应缴税款，但也可以通过授权
银行（即所有在莫桑比克正式获准营业的商业银行）
办理。根据莫桑比克法律（以及作为开展此业务的代理
人），农业和轻工业被列为个人所得税第二类收入。

下一步流程
将个人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复印件及纳税收据存放在
安全的地方，至少保留10年。
目前没有现代化系统能让纳税人核实其纳税情况。核实
履行纳税义务只能通过存档的实物收据或请求税务机关
开具免除证明。
线上和线下模式
提交纳税申报表尚不能在网上进行。不过，缴纳税款可
以在网上进行（即通过网银转账），但莫桑比克税务局

如何办理？

要求提交纸质版转账单作为转账证明，必须经由相关银

提交截止至申报收入所在年度次年四月份的个人所得税

行柜员签字，银行盖章，即纳税人仍需前往银行获取纸

年度纳税申报表两份。到期应缴税款应在申报收入所在
年度的次年五月份前一次性缴付。

质转账单。
企业所得税 (IRPC)

您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资料？

办理机构

除上述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外，还应提交签章文

鉴于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居民身份，应向莫桑比克税务机

件，证明收入以及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金额。

局相关分支机构提交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这同
样适用于缴纳应缴税款，但也可以通过授权银行办理。

办理流程需要多久？
递交纳税申报表及缴付税款（若到期）的同一天。

如何办理？
提交两份下述年度纳税申报表：

办理费用是多少？
免费。

 截至5月底（或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第5个月内，若
与日历年不同）（请注意：法律规定，需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公司及其他实体，基于业务类型及业务开

您将获得什么？

始的申报日期，可采用不同于日历年的纳税年度周

莫桑比克税务局确认收到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期），提交年度纳税申报表；及

复印件一份；莫桑比克税务局出具的收款收据。

 截至6月底（或在纳税年度结束后的第6个月内，若
与日历年不同），提交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会
计资料。
 按月（最迟在个月的20日）向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提
交预扣所得税申报表并支付相关代扣金额。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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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纳税人的简化所得税（ISPC）

缴纳税款必须按照下列规定：
 最迟在5月底（如果与日历年不同，可 以在纳税年
度后的第5个月内）；
 在5月、7月和9月支付三笔预付款（如果与日历年
不同，可以在纳税年度的第5、7、9个月）；
 在6月、8月和10月，需提供三笔特别

预付款（如

果与日历年不同，可以在纳税年度的第6、8、10个
月）。

去哪办？
考虑到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居民身份，应将纳税申报表提
交给莫桑比克税务部门。这也同样适用于应缴税款，当
然也可以通过授权银行进行。
怎么办？
每三个月（四月，七月，十月和一月）提交相关的付款
申报表。付款也应在上述月份进行，也可以在4月份一次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付清（如果选项支持支付75,000美提卡的年度税额）。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要花多长时间？

请参考之前提及的“怎么办”

在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缴纳税款的同一天（如果到期）。

要花多长时间？

收费多少？

在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缴纳税款的同一天。

免费。

收费多少？

你将获得什么？

免费。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莫桑比

你将获得什么？

克税务部门也将出具付款收据。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并证明

接下来做什么？

已付税款。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接下来做什么？

线上线下模式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提交纳税申报表暂不能在网上进行。但是，税款的支付

线上和线下模式

可以在网上进行（即网上银行转账），不过税务局要求
提供转账传票的纸质版转账凭证，由相关银行职员正式
签署并加盖银行公章，也就是说要去银行获取所述的纸
质版凭证。

提交纳税申报表暂不能在网上进行。但是，税款的支付
可以在网上进行（即网上银行转账），不过莫桑比克税
务局要求提供转账传票的纸质版转账凭证，由相关银行
职员正式签署并加盖银行公章，也就是说要去银行获取
所述的纸质版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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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间接税
增值税（VAT）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去哪办？

要花多长时间？

考虑到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居民身份，应将纳税申报表提

在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缴纳税款的同一天。

交给莫桑比克税务部门。这也同样适用于应缴税款，当

收费多少？

然也可以通过授权银行进行。
怎么办？
按月提交相关纳税申报表（最迟到下个月的最后一天），
并在适用情况下支付所得的税额（输入和输出增值税之
间的差额）。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要花多长时间？
在提交纳税申报表和缴纳税款的同一天。

免费。
你将获得什么？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和证明已
付款的收据。
接下来做什么?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线上和线下模式
提交纳税申报表暂不能在网上进行。但是，税款的支付
可以在网上进行（即网上银行转账），不过莫桑比克税

收费多少？

务局要求提供转账传票的纸质版转账凭证，由相关银行

免费。

职员正式签署并加盖银行公章，也就是说要去银行获取

你将获得什么？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和证明已
付款的收据。

所述的纸质版凭证。
物业转让税（SISA）
去哪办？

接下来做什么?

纳税申报表和应交税款应提交给莫桑比克税务部门相关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分支机构。

线上和线下模式

怎么办？

提交纳税申报表暂不能在网上进行。但是，税款的支付

提交相关纳税申报表并支付所估得的税款。

可以在网上进行（即网上银行转账），不过莫桑比克税
务局要求提供转账传票的纸质版转账凭证，由相关银行
职员正式签署并加盖银行公章，也就是说要去银行获取
所述的纸质版凭证。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怎么办”，任何被认为与当局确定应缴
税额相关的文件都需要提交（例如，莫桑比克税务部门
颁发的转让契约草案或房地产证明）。

特定消费税（ICE）

要花多长时间？

去哪办？

缴税应在税务评估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纳税申报表和应交税款应提交给海关/莫桑比克税务部

收费多少？

门。

免费。

怎么办？
提交相关的纳税申报表并支所得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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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获得什么？

怎么办？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和证明已

通过出示居住在非市政区域的身份证（或其他相关文

付款的收据。

件），每年支付一次（一年中的任何时间）。

接下来做什么?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使用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和证明已付款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的收据，为房地产所有权的分配执行相关文件。同样，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线上和线下模式
提交纳税申报表暂不能在网上进行。但是，税款的支付
可以在网上进行（即网上银行转账），不过莫桑比克税
务局要求提供转账传票的纸质版转账凭证，由相关银行
职员正式签署并加盖银行公章，也就是说要去银行获取
所述的纸质版凭证。

要花多长时间？
一般而言在同一天。
收费多少？
免费。
你将获得什么？
证明已付款的收据。
接下来做什么?

国家重建税（IRN）
去哪办？
地方和省级机构。
怎么办？
通过出示居住在非市政区域的身份证（或其他相关文
件），每年支付一次（一年中的任何时间）。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要花多长时间？
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天。
收费多少？

在收到的一年中保留好收据。之后，将所述收据的复印
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线上和线下模式
不能在网上缴纳税款。
市政 SISA
去哪办？
纳税申报表和应付税款应提交给相关市政税务机关。
怎么办？
提交纳税申报表并支付估得的税款。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怎么办”，任何被认为与当局确定应缴

免费。

税额相关的文件都需要提交（例如，莫桑比克税务部门

你将获得什么？

颁发的转让契约草案或房地产证明）。

证明已付款的收据。

要花多长时间？

接下来做什么?

缴税应在纳税评估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收到的一年中保留好收据。之后，将所述收据的复印

收费多少？

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免费。

线上和线下模式

你将获得什么？

不能在网上缴纳税款。

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的复印件和证明已
付款的收据。

c) 市政税

接下来做什么?

个人市政税（IPA）

使用莫桑比克税务部门承认的相关申报表和证明已付款

去哪办？

的收据，为房地产所有权的分配执行相关文件。同样，

相关市政税收机关。

将上述申报表和收据的复印件妥善保管至少10年。
线上和线下模式
提交纳税申报表和付款不能在线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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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商业账户要求
怎么办？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也必须提交给中央银行，不会取

要为公司开设银行账户，首先向商业银行发出申请函，

任何费用。中央银行要在收到申请人所有信息之后的15

然后需要填写多种表格并提供申请人信息，提供信息可

天内作出决定。申请人获得中央银行的批准后，应当通

能因银行而异，但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知商业银行（如果申请过程并未由该银行进行代办），

I.

以完成开设外币银行账户的过程。

签署人是谁，并提供签名；

II. 公司纳税人编号；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III. 签署人纳税人编号；

请参考之前提到的“怎么办”

IV. 公司最新的商业证书；
V. 公司营业执照；
VI. 政府公报上公布的公司章程；
VII. 用于证明签署人的委托书，或在公司法人团体会议
中任命该签署人的会议记录；以及
VIII. 签署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要花多长时间？
以个人身份开设本币银行账户可能需要两个工作日，而
对于公司来说，通常需要两周的时间。对于外币银行账
户，应再增加15个工作日（等待获得中央银行的批准）。
收费多少？
一旦银行账户开立成功，持卡人将收一封到带有银行账

如果银行账户是外币，申请人还必须直接或通过他的商

户号码，NIB（银行识别号码）和IBAN（国际银行账户号

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提交申请。通过提交正式填写的具体

码）的信件以及银行卡或支票簿。

表格以得出结论，申请人必须在表格中注明以下内容：

关于强制性投资水平，请参考第1步，因为最低外国投资

I.

只是为了符合APIEX批准的投资项目。另外，正如步骤1

申请人/账户持有人的姓名；

II. 纳税人编号；
III. 地址；
IV. 账户类型；
V. 可在此账户中记入的支付类型包括：（i）货物收益
的转出；（ii）服务收益的转出；（iii）支付跨境贷款；
(iv）对外直接投资；（v）海外投资收益；（vi）本国收
益——租金、工资等，（vii）其他未说明等；
VI. 最初存款金额；
VII. 开设此类账户原由；和
VIII. 其他相关信息。

中所述，进行投资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设备。
内部汇款流程
所有交易，行为以及各种操作
(i）在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之间发生的，导致或可能导
致向外国付款或从外国收到款项的，或（ii）依法被归类
为外汇交易的，均受《外汇法》（法律编号：11号/2009
年3月11日）的约束，并需遵守下列所描述的限制和流
程。《外汇法》也适用于与外商投资相关的外汇交易。
请注意，所有外汇交易都需要在中央银行注册，但并非
所有外汇交易都需要事先获得授权，比如归类为经常项
目交易中的外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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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外汇交易需经莫桑比克银行的批准：

新外汇交易规定

I.

目前的交易包括所有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外币付款或

收购和出售金银币；

II. 以棒、锭或其他未加工形式出口金、银、铂和其它贵

进款。按照新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2017年12月27

金属等；

日第20号令/ GBM / 2017），这包括与外贸相关的应

III. 与资本交易有关的非本国居民以本国货币开立和使用
账户；
IV. 在国际结算或付款时以外币或记账单位开立和使用账
户；
V. 当其中一方为非本国居民时，以外币向居民提供信

付账款，家庭开支汇款，此前由莫桑比克银行批准的资
本交易所产生收入的对外转账（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股
息，利息，分红和投资组合的资本收益，贷款利息，包
括股东贷款收益，和其它形式的资本投资收入）和其它
现时义务。

贷，包括用本币或外币表示或可支付的贴现票据，期

中央银行负责分析国外流入资金相关的所有申请，并且

票，发票声明书；

当交易需要授权时，申请人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请求，

VI. 购买和出售国外信用证券；

事先得到授权，然后再本国转入资金。

VII. 记账单位为外币定价的交易如果涉及居民与非居民

申请人应证明请求的合理性，并提交证明文件，尽管不

之间进行资本交易的全部或部分结算；

同情况下提交内容都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所涉各方的

VIII. 记账单位为本币定价的交易如果涉及居民与非居民

身份证明文件，财务能力证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包括

之间进行资本交易的全部或部分结算；

来自税务机关和莫桑比克国家社会保险部门（INSS）就

IX. 向国外转账和从国外接收转账的货币工具或支付手
段；
X. 汇率套利以及
XI. 外币或其他支付手段以及汇票，本票和发票声明，股
票或债券（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息票和公共债券
的进口、出口或再出口。
其他需要莫桑比克银行授权的资本交易包括以下内容：
I.

外商直接投资；

II. 房地产投资；

本地车辆出具的结关证书。中央银行应在15个工作日内
完成请求评估，而且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你将获得什么?
申请获得批准后，外国投资者会收到来自中央银行的信
件，内附央行审批决定。如果获得批准，信件中会有申
请人以及与中央银行相关各方的参考编号，该编号将用
于和该申请有关的任何信件和登记申请。如果被拒，
信件中会提出需要满足的要求，并且中央银行会推迟批
准，具体恢复时间视完成情况而定。

III. 涉及集体投资经营参与单位的交易；

接下来做什么？

IV. 开立、使用境外金融机构的银行账户；

在获得相应授权（适用时）并且资金已转入莫桑比克后，

V. 与货物交易或提供服务有关的信贷；

必须在资金入境后90天内填写表格并出示证明文件以完成

VI. 金融贷款和信贷；

登记流程。

VII. 担保；

虽然先前的外汇管理条例规定，登记应由中间方直接与中

VIII. 执行保险合同时的转账；
IX. 以货币和资本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其它工具的交易；
X. 市场；
XI. 货币工具的实物进口和出口；以及
XII. 个人贷款。

央银行进行，但根据新的法律制度，申请人应向代理相关
交易的商业银行提交文件和必要信息，由该商店银行向中
央银行登记资金。
外汇登记流程包括：
(i）收集关于外汇交易的所有信息，包括当事人的身份，
交易的性质，金额，目的和合法性；（ii）对这些信息
进行电子或人工处理；（iii）提交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及（iv）发布外汇登记公告（Boletim
Capitais Privados - B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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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建筑和施工许可证
a) 建筑（建筑项目的批准）

b) 建筑许可证

去哪办？

去哪办？

 相关市政当局（根据项目位置）；

 相关市政当局（根据项目位置）；

 地区行政（根据项目位置）。

 地区行政（根据项目位置）。

怎么办？

怎么办？

提交申请以获得项目批准。

提交申请以获得建筑许可证。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申请函；
 DUAT标题复印件；
 建筑项目；
 地形植物；
 项目发起人的责任声明。
要花多长时间？
60天。

施工由建筑承包商进行时

 项目授权复印件；
 由项目技术官员认证的项目估算成本；
 建筑承包商发布的承诺声明。
当施工由申请人直接进行时

 项目授权的复印件；
 由项目技术人员签署的覆盖区域地图和项目预估成
本；

收费多少？

 项目技术人员发布的承诺声明；

取决于项目的位置和维度。

 申请人对项目监管的承诺宣言。

你将获得什么？
证明项目获得批准的文件。
接下来做什么?
申请建筑许可证。

要花多长时间？
15天。
收费多少？
取决于项目的预估成本（申请表中所述）。
你将获得什么？
建筑许可证。
接下来做什么?
开始工程实施并在需要时更新建筑许可证。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51

© Shutterstock.com

c) 使用许可证
去哪办？
 相关市政当局（根据建筑位置而定）；
 地区管理机构（根据建筑位置而定）。

附录八：通过房地产登记办事处进行财
产登记
去哪办？
房地产登记办事处。

怎么办？

怎么办？

递交一份使用许可证申请。

递交一份财产登记申请。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申请信。

 申请信；

要花多长时间？

 授权建筑单位所颁发的升级证明；

45 天。

 授权建筑单位所颁发的对抗证明；

收费多少？

 申请人的登记证。

取决于建筑类型。

要花多长时间？

你将获得什么？

15 天。

一份使用许可证。

你将获得什么？

接下来做什么?

取决于财产类型、估计成本和所在位置。

进行财产登记。

接下来做什么?
财产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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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九：环境影响评价
关于评价过程的资料都必须使用葡萄牙语。
请注意，为确定环境评价或提案驳回的范围，易受环境
影响的活动需要进行环境预评估。

© Shutterstock.com

环境许可申请由三个阶段组成，即：
I.

获EDPA批准后颁发临时环境许可证——可选项；

II. 获EIA或SEA批准及如有需要展示经批准的重置计划
后，颁发环境安装许可证；
III. 在查实申请完全符合EIA要求后及如有需要核查是否
全面实施重置计划后，颁发环境许可证。

去哪办？

要花多长时间？

环境影响评价部门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如土地、环

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应遵守以下决定公布期限：

境和农村发展部）签发全国性环境许可证，或通过省级

I.

环境行动协调机构签发地方性环境许可证。

II. 项目大纲——最多15个工作日；

怎么办？

III. EDPA和项目大纲——A类活动最多30个工作日，

为申请环境许可证和获得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各方必须

A+类活动最多45个工作日；

提交申请。

IV. 环境管理计划——最多30个工作日；

需要什么文件和资料？

V. 任何附录——最多30个工作日；

申请必须填写相应的表格，并附上以下文件：

VI. SEA——最多30个工作日；

I.

VII. 环境影响评估——A类活动最多45个工作日，

建议活动和项目的描述性报告；

II. 活动理由；

环境预评估——最多八个工作日；

A+类活动最多60个工作日。

III. 活动的法律框架；

上述截止日期是从证明文件在各相关部门登记之日起

IV. 项目区域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信息概况以及活动影

算。当需提交其他资料或重新提交资料时，截止日期会

响；

后延，直至申请人把所有资料妥善上交至环境影响评价

V. 活动领域目前的土地使用情况；

部门。特殊情况下，环境影响评价部门可能会根据申请

VI. 根据所需附件格式正确填写的现有初步环境信息表

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将上述时限延长一段时间。

格；
VII. 该项目所需的可用地区的临时土地使用权证书；
VIII. 运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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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费用是多少？

您将获得什么？

为了指导此过程的顺利开展，申请人必须支付1000梅蒂

当活动的环境可行性得到证实时，相关部门会通知相关

卡尔（莫桑比克货币）。

方在收到通知起90天内支付相关费用。在收到相关费用

为申请环境许可证，申请人需根据以下条款和价值进行

的支付凭证后，环境影响评估部门会在15个工作日内签

支付：

发环境许可证。

I.

如果活动尚未正式开展，环境许可证在签发两年后失

A+类活动的许可——活动投资价值的0.30％；

II. A类和B类活动的许可——活动投资价值的0.20％；
III. C类活动的许可——投资价值超过5000000梅蒂

效。临时环境许可证和环境安装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两
年，而环境运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五年，续期后有效期
仍为五年。

卡尔的项目活动投资价值的0.02％，投资金额不超过
5000000梅蒂卡尔的项目只需缴纳 1000梅蒂卡尔。
IV. 建筑面积内的临时混凝土厂的许可——公共部门适
用的最低工资（公共部门适用的最低工资为5525 梅蒂卡
尔）。

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收到环境许可证后，投资者可以继续申请其他任何法律
法规要求的许可证 。

请注意，只有在获得环境安装许可证后才能支付环境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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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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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劳动法和社保法
贸易/服务领域与制造业领域有关劳动和社保的法律法规
有差别吗？

员工体检

劳动法和社保法在贸易/服务领域与制造业领域没有差

同规定的工作所需的健康和体能条件；(ii) 员工是否携带

别。有关健康与安全的条例如下所示：

可能危害其他员工健康的传染病；(iii) 员工是否患有精神

健康与安全政策

对公司员工进行定期体验，以检查：(i)

员工是否具有合

疾病，因此不宜安排他或她进行指定工作。

公司应创造和发展合适的方法保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及改

事故和疾病

善工作条件，例如：

向总劳动监察部门报告任何工伤事故或职业伤害，以及

 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和道德工作条件；
 告知工作的风险；
 指导员工遵守工作中的卫生和安全规定（通常，这
在公司的内部条例中有规定）；
 采取所有合适的预防措施，确保所有工作岗位及进
出通道的安全，确保它们对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是无风险；
 提供防护设备和合适的工作服，以防止事故风险或
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对雇主造成的后果。（每季度定期）收集、组织并上交
确诊的职业伤害和工伤事故的数据至总劳动监察局，这
些职业伤害和工伤事故致使受伤员工无法参与工作超
过一个工作日。数据必须要在每一季度结束后第一个月
的十天内上交。数据必须包含事故和职业伤害发生的日
期、地点、原因、伤害性质和程度、受伤部位以及因无
法工作导致的缺勤天数。
工厂空气

通过消除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气体、蒸气、废
气、烟雾或灰尘，防止工作场所中的空气污染。通风管

急救

道（烟囱）通常应建在工厂最高屋顶，高度不低于0.50

公司必须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在员工出现事故、突发疾

米。出口离任何居住间的距离应大于1.50米，并必须提供

病、中毒或不适情况下提供急救服务。如果公司雇用员

方便的清洁通道。在狭窄的工作场所，空气必须保持流

工少，但活动危险、难度大，且员工长期暴露在高风险

通，以防止员工处在不良空气环境中，并确保在正常温

下，上述条例也适用。

度下气流速度不超过每分钟15米，在过热环境下不超过

为受伤或生病的员工提供急救服务并把他们送至医疗中

每分钟45米。

心或医院，使他们能接受治疗。承担受伤致死员工的丧

基本安全

葬费用。如果要把员工送至国内离家较远的机构，员工
有权要求一名家庭成员陪伴或其他人提供直接帮助，费
用由雇主承担。

保护员工免受不良温度、潮湿和热辐射的伤害。所有加
热源必须加以隔离，必要时必须放置防火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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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

各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劳动和社保法律法规有不同吗？

为在工厂外作业的员工提供合适的衣服和足部防护，以

各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劳动和社保法律法规没有差

防恶劣天气和过度日照的伤害。采取合适的医疗预防措

异。该法律法规普遍适用于各区域。但如果公司有分支

施，避免红外辐射造成员工中暑，例如可提供含盐饮

机构，公司必须遵守步骤3中提到的所有义务。

品，或提供合适的面霜和隔热衣物保护员工暴露在日照
下的身体部位。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警告暴露于有害紫外

有关经济特区的信息

线照射下的员工其工作的内在危险，并建议他们采取合

经济特区和产业自贸区内每个公司的外籍人员数量应高

适的保护手段。21岁以下的女性和18岁以下的男性禁止从

达总人数的15％。此限制不包括领导层职位，这些职位

事这些工作。

将根据员工的专业水平和所需资历而定。

防火

采取防火措施，保护员工健康。易引起火灾的设备和装
置必须尽可能在工作时隔离任何明火。有足够的及可用
的灭火装置，并培训员工正确操作上述灭火装置。应根
据相应指示对灭火装置进行定期检查。
抽烟

禁止在储存和处理易燃易爆或可燃物的场所吸烟、点火
或点燃任何其他会产生火焰或火花的物体。
个人防护

如果员工作业时眼睛可能会受到损害，或员工作业时会暴

经济特区和产业自贸区中的外籍人员可能会在得到官方
许可之前开始进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应该包含
终止条件。如果要运用此策略，雇主必须要向劳动管理
部门的相关机构提交申请，申请外籍人员从工作开始之
日起计算最多45天的合同许可。
如果工作许可被驳回，驳回日期应被视为合同决议的日
期，公司须对所有外籍员工合同签署时间的权利予以尊
重。
从工作开始之日算起，员工的在工作岗位（占总人数的
15％）时长不得超过七年。七年后，公司将可通过合理
申请给予三名员工终身职位。七年结束后，外籍人员的

露在强光或有害辐射下，公司要给员工提供护目设备（可

工作岗位应符合基本制度。

根据不同脸型进行调整），保护员工免受碎片、高热、腐

在产业自贸区内为外籍员工申请工作许可费用全免。

蚀性物质、灰尘或有害废气伤害。提供的护目镜必须有较

有关劳务活动开始信息及在国家社会保障协会的公司和

好的质量、耐久且保持干净。公司必须给员工提供合适个

员工注册信息，请参阅步骤3。

人使用的护目镜镜片。
有害物质

当员工要操作腐蚀性液体时，向员工提供自来水或装有
合适中和溶液的容器。溢出的腐蚀性液体不可用碎屑、
锯屑或其他有机材料吸收。必须用水清洗或用合适物进
行中和。

许可及禁止行为

许可行为

禁止行为

 在宣布财政活动开始后，须告知劳务活动的开始信息。

 请勿支付除正式费用外的其他任何费用，否则将被视为腐
败行为；
 若合同执行出现争议，请勿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尝试通
过莫桑比克总劳动监察部门或劳动调解和仲裁委员会解决
争议；
 在宣布财政活动开始后，请勿忘记提交劳务活动开始的声
明。

56

相关法律23

根据《民法》，法定成年人年龄为21周岁。成年后，公

I.

民获得享受和行使权利的能力。未成年人只有满足以下

8月1日第3/2007号法律（《劳动法》）；

II. 10月1日第75/99号法令（《产业免税区劳动法》）；

条件才能工作：
 满18周岁；

III. 8月14日第45/2009号法令（《基本劳动监察法》）

 满15周岁且他们获得法定监护人的授权同意；

莫桑比克的劳动条件

 年龄在12周岁至15周岁之间，且其法定监护人有书

莫桑比克劳动力参与率（1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面授权。法定监护人能随时反对雇佣合同的执行，

79.1％。根据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包括农业、渔业和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有效性会受到质疑。

矿物开采在内的主要产业雇用了该国经济活跃人口的
73.1％。另有22.8％的活跃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如交通和

每个活动部门都有一个工会中心，但这些中心在日常劳动

通信、贸易、金融和服务业。其余人口则集中在第二产

力市场上并不十分有效。然而，鉴于法律中规定必须进行

业，其中包括制造业，能源和建筑业。大多数活跃人

协商的强制性规定，例如在雇主雇用外国人（在某些情况

口（67％）是从事自由职业，其中18％为无薪家庭成

下）或在解雇时进行纪律处分中，这些工会中心是必要

员，15％为工薪族。

的。表2列出了适用于各部门的最低工资：

表 2 2017-2018.04劳动力的最低工资
描述

活动

最低工资

1

农业、畜牧、狩猎、林业

 3,642 梅蒂卡尔

2

渔业

 3,615 梅蒂卡尔 ——工业和半工业捕鱼工人；
 3,780 梅蒂卡尔—— Kapenta （鱼的一种）捕鱼工人。

3

工矿业

 6,963.67 梅蒂卡尔–——大公司工人；
 5,201.60梅蒂卡尔 ——采石场和沙洲工人；
 4,734 梅蒂卡尔——盐场工人。

4

制造业和烘焙业

 5,965梅蒂卡尔 ——制造业工人；
 4,335 梅蒂卡尔——烘焙业工人。

5

中小型企业电力、煤气和水
生产和分配

 7,286梅蒂卡尔——电力、煤气和水（大公司）生产、
分配综合活动工人；
 6,002 梅蒂卡尔 ——中小型企业工人。

6

建筑业

5,436.70梅蒂卡尔

7

非金融服务

 5,525 梅蒂卡尔——非金融服务活动工人；
 5,328 梅蒂卡尔——酒店业雇员。

8

金融服务

 10,400 梅蒂卡尔——银行和保险业雇员；
 9,240 梅蒂卡尔——小额信贷、小额保险和其他金融中介辅助活动工人

23

可从此链接获取信息： http://www.mitess.gov.mz/documentos-legisl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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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员住房

劳动合同必须包含以下条款：

签订租赁协议没有国籍限制，在莫桑比克购买房屋也没有

 雇主和雇员的身份证明；

限制。但购买仍未建成的房产须遵循另一制度。如果外国

 就业资格；

公司在此有投资项目，它们可能会想购买未建成的房产。
在这种情况下，外籍人员需要在莫桑比克居住超过五年才
能购买未建成的房产。

 工作地点；
 工作日程；
 合同期限和续约条件；

道路交通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是最繁忙的城市，因为大多数服务
业和公司总部都设在此。在马普托的中心一般居住着中
高级阶层家庭，郊区则为低收入家庭的大本营。在6:30
至8:30之间，进入城中心时经常发生交通堵塞，16:00
(公共机构停止服务时间为15:30）至18:00是交通高峰
期，因为很多市民都此时间段下班回家。

 付薪金额、形式和时间；
 开始日期、签署日期和终止日期；
 雇用固定期限员工的理由。
工作时间

正常的工作时段参照雇主开业时制定每日和每周工作时
间表，包括强制休息时段。雇主应在事先征求相关工会

由于车辆数量不断增加、停车位置紧缺，人们会在路边

机构的意见后，确定正常的工作时间，并将日常工作时

停泊车辆，并寻求当地非熟练和未经培训的代客停车人

间表和每周工作时间表提交给相关的劳动管理办公室，

员的帮助。

在工作场所也告知员工相同的工作时间。

劳动法规

一般规定，员工每周最多工作48小时，每天最多工作八

莫桑比克最重要的就业法规是《劳动法》（2007年8月1
日第23/2007号法律批准）。无论他们的国籍和活动范围
如何，《劳动法》适用于所有在莫桑比克提供工作的雇
主和工作的雇员。一般来说，只有与莫桑比克雇主签订

小时，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原则上休息日应为星期
日。如果雇主承诺员工每周多休息半天，员工每天工作
的最多小时数可以为九小时，从而使每周最多可工作小
时数增加到49.5。

在莫桑比克具有法律效应的劳动合同，员工才有权在莫

加班

桑比克工作——雇主可为莫桑比克的公司和已在莫桑比

《劳动法》规定，雇员可能需要加班（超出正常工作时

克注册有权在该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分公司。

间）。但是，正常工作日内的加班（额外工作小时）和休

莫桑比克有两种最常见的劳动合同，即固定期限合同

息日或假期时的加班（例外工作小时）有一定区别。主要

(合同期限固定）和无固定期限合同（合同期限不固定）。

区别是每周、每季度和每年的额外工作时数有一定限制，

定期合同期限不能超过两年，可以续签两次。当超过定

如果加班到20:00前，每额外工作小时的薪酬应在原每小

期合同最大期限或超过续签最大数量时，定期合同可以

时薪酬上增加50%。，如果加班到20:00后，每额外工作

转为无限期的合同。莫桑比克还有一种不确定的劳动协

小时的薪酬应在原每小时薪酬上增加100%。每例外工作

议，这种劳动协议是在特定任务期间执行的，协议终

小时的薪酬应在原每小时薪酬上增加100%，并且在接下

止时间不确定。但是，一旦完成这项任务，协议即告结

来三天内给予员工一天休息时间作为奖励。须注意，根据

束。

上述目的，雇主必须持有记账簿以：（i）登记员工的例
外工作小时；和（ii）登记员工的额外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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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休假

员工解雇

员工有权获得如下假期:

员工（当地居民或外籍人员）的解雇需遵循若干要求，

 在职第一年，每个月有效通勤有一天假期；

总结如下：

 在职第二年，每个月有效通勤有两天假期；

 必须为严重违反员工职责或某些法律标准（解雇理

 在职第三年起，每年有效通勤有30天假期。

由）的行为，或基于技术、管理或财务重组的业务

假期包括周末 - 即为连续30天而不是30个工作日。如果
假期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那一天不算作假期。
作为参考，国家法定节假日为:

需要，或者是由于缺乏经济条件无发支付工资（由
于客观原因而解雇）；
 必须遵守正式的解雇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程
序需遵循纪律程序的形式。注明有理由解雇员工无
需进行任何补偿。

 1月1日

新年

 2月3日

英雄日

 4月7日

妇女节

 5月1日

劳动节

 6月25日

独立日

 9月7日

卢萨卡和平协议日

低工资（无论雇佣日期）的雇员将获得以下补偿:

 9月25日

革命日

a) 如果员工的工资为1至7最低工资，则每个工作年

 10月4日

和平和解日

 12月25日

家庭日（圣诞节）

无理由解雇员工或违反适用的法规可能会导致以下情况:
 定期合同下的员工有权收到其在合同终止前应得的
薪水；
 无限期合同（合同生效后）下的雇员，或16以上最

度赔偿30天工资；
b) 如果员工的工资为8至10最低工资，则每个工作
年度赔偿15天工资；

如果员工在休假期间生病，则在有（假期期间）医生开
具疾病证明且立即通知雇主的情况下，病假不计为假期
假。
根据定期合同，雇用期在3个月以上且不足一年的员工，
其对应的假期为每个月有效通勤对应一天假期。雇主和
雇员可以书面形式约定延期带薪休假，每12个月最多15
天。此外，根据上述规定，员工不得在一年内累计超过
60天的带薪休假。超过天数视为无效。

c) 如果员工的工资为11至16最低工资，则每个工作
年度赔偿10天工资；
d) 如果员工的工资为16以上最低工资，则每个工作
年度赔偿3天工资。
如果解雇存在争议，且雇员对雇主采取法律行动取得成
功，则该雇员应得到相当于每年45天带薪工资工作日的
赔偿金额，并且可以进一步选择恢复他或她的工作。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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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纠纷解决

雇员可以通过劳动监察总局对雇主的决议提出质疑，要
求该其为雇主和雇员进行调解。如未得到解决，则可选
择上诉到法院。
例如，仅仅因为不符合一个技术性问题而被解雇，在相
应的纪律程序下可能会变为无效。由雇员提起的解雇纠

法律进一步规定，雇主不得向女性雇员分配可能危害其
健康，或生殖功能的工作，或因指称的歧视或排斥原因
而解雇、惩罚或以其他方式对其存在偏见。此外，男性
和女性雇员都应受到尊重，任何违反尊严的行为都应受
到法律的惩罚，且工作场所中任何践踏他人尊严的员工
应受到纪律处分。

纷诉讼，很可能会得到莫桑比克法院的有利裁决（在这

此外，在职父母有权享有产假、陪产假和儿童保育方面

种情况下，雇主将被要求对雇员进行赔偿并恢复他或她

的某些权利:

的工作）。

 产假

总体而言，《劳动法》保护雇员，法院通常也遵循法律

女性雇员有权享有连续60天的产假，从预产期前20天开始，

的这种“精神”。

并可连续使用。此类产假适用于足月或早产的情况，无论婴
儿是否存活。

其他权利

鉴于雇佣关系（部分）以相互合作原则为基础，缔约方
之间应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劳动法》在第54条中规
定了雇主和雇员均需履行的一定权利和义务。
具体而言，员工被授予以下权利:
 对方保证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技术和职业准备、
工作场所的要求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得到一
份工作；
 对方确保工作稳定性，同时根据雇用合同条款、集
体劳动法规文书和适用法规履行职责；

权在生产前休假以避免风险（遵守医嘱），但不影响她的产
假天数。如果母亲或婴儿在产后休假期间入院，在雇员通知
雇主其住院事项的情况下，住院天数不计入产假中。
怀孕（任何女性员工，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雇主其状况）、生
产（任何正在分娩并在分娩后60天内的女性雇员，并以书面
形式通知雇主其情况）或抚育孩子的（任何正在母乳喂养孩
子的女性员工，并书面形式通知雇主其情况）员工有权享有
以下权利：
 在怀孕期间和生产后，不进行临床上不适合他其情
况的工作，并不会因此得到任何报酬损失；
 从怀孕第三个月开始，不得进行夜间工作，特殊工

 得到正确的对待和尊重，所有违反荣誉、名誉、公

作或加班，或从平时的工作场所搬出，除非是其为

众形象、私人生活和员工尊严的行为均会受到法律

了自身的健康或孩子的健康而提出的要求，或为必

的制裁；
 根据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工资支付；
 根据其资历、经验、工作成果、评估和工作场所的
要求，得到提升获得更高职位；
 对方保证其日休息和周休息时长以及带薪年假；
 在工作中得到适当的保护、安全和卫生措施，以确
保其身体、内心和精神不受到伤害；
 从医疗和医疗援助中受益，并获得工伤事故或职业
性疾病的赔偿；
 在权利受到威胁时，可向劳动监察总局或劳动管辖
权的当局进行报告；
 根据莫桑比克《宪法》自由佳人苑职业组织或工
会；及
 依法享有残疾和养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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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女性雇员或其子女有临床风险，使得雇员无法工作，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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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为；
 为了母乳喂养孩子而中断日常工作，最长为期一
年：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或仅一次，一次一个
小时，若其工作是在一个完整的班次中进行，且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怀孕期间或产后一年内不得被无正当理由解雇。

 陪产假
父亲每两年有权享受一天的陪产假。该休假应在婴儿出生后
的一天内进行，前提是该雇员应在孩子出生日期之前或之
后，以书面形式通知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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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保育

虽然雇主可能会同意为员工提供其他福利，例如医疗救助、

工作中母亲因照顾发生意外或患病的未成年子女而缺勤，应

退休基金和风险福利保险，但请注意，从员工的工资中扣除

视为合理缺勤，不得导致任何权利丧失（报酬方面除外）。
该权利每年最多行使30天（缺勤）。

根据《劳动法》，雇主特别承担以下义务:

 定期和准时上班；

 尊重雇员的权利和保障，并充分遵守雇佣合同中规

 以热忱和勤奋的态度进行工作；

和职业疾病的产生原因，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合法命令

和指示，并履行雇佣合同产生的所有其他义务，违
法或违反其权利和保障的指令除外；
 妥善使用和保管用人单位委托的与工作

有关的财

产和设备；
 对职业机密保密，绝不披露有关企业组织

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降低员工的职业等级；
管规定和个人雇佣合同法律规定的情况除外；
 允许员工进行工会贸易活动，不得因此损害员工利

第三方利

生和健康体系做出贡献；及

 医疗援助、退休基金和风险福利保险 。

 为员工分配适合其执行的任务和活动；

 保持相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另有集体劳动监

益而与雇主进行竞争，并为改善工作中的安全、卫

损害、破坏或损失。

 根据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向员工支付公平的报酬；

作场所或

作相关目的；

 保护工作场所的财产和生产产品，使其

 为员工在工作环境中提供良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

 保持员工的职业等级，除法律和集体劳动法规明确

企业的设备、财产、服务或工具，用于个人或非工
 尤其要忠于雇主，特别是不可直接或为

 尊重员工，礼貌待人；

、生产

方法或企业业务的信息；
 未经雇主或雇主代表的授权，不得将工

 确保遵守工作中的卫生和安全规定，调查工作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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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义务及其管理规则；
在公司中

接触或需要接触的所有其他人；
 遵守雇主、雇主代表和雇员上级领导的

面形式）。此外，扣除的总额（包括法律规定的，如社会保
障和个人所得）不得超过员工月薪的三分之一。

在工作期间，员工需履行以下义务：

 尊重雇主、上级领导、工作同事以及其

或扣留任何款项，必须事先得到所述员工的明确授权（以书

益；
 不强迫员工购买商品或使用由雇主或雇主指定的人
员提供的服务；及

免受任何

 不得经营食堂、餐馆、托儿所或任何其他与工作有
关的机构，或向员工供应商品或服务，以赚取利
润。

莫桑比克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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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在特别经济区投资
要做什么?

先前步骤的适用性

想要在经济特区或自由贸易区开展项目的外国投资者必须

在SEZ或IFTZ投资，外国投资者几乎需要遵循之前的所有

向APIEX提交申请，以获得在经济特区或自由贸易区内运营

步骤；即结合当地车辆、在税务机关和所有其他相关机

的特殊许可证以及相关文件。考虑到项目的性质和维度，

构（如劳动部和国家社会保障协会）进行登记、开立银

在提交提案的分析期间，APIEX可能会要求投资方提供与其

行账户并遵守适用于雇用外国投资者的程序。

决定相关的额外信息。

在许可、土地和环境程序方面会存在主要差异。因为如

需要什么文件和信息?
I.

正式填写完成的表格；

II. 约定的租赁协议或不动产收购；
III. 法人登记处签发的执行公司商业证书。
需要多长时间?
在经济特区开展的项目会在提交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得到回复，而在自贸区内开发的项目可能需要四周时间。
需要多少费用?
APIEX根据外国投资者投资的总额，计算每个投资项目

附件一所示不需要另行提交给工业和贸易部。
鉴于SEZ和IFTZ是莫桑比克政府创建的区域，投资者将在
APIEX的支持下申请使用和享受这些区域优惠的权利，但
需遵循步骤8。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环境许可证。莫桑比克政府应首先与
APIEX合作，确定在这些地区应采取的适用措施以保护环
境。该项研究应说明哪些活动可免于环境评估研究，如
步骤9中详细解释的。因此，如果在适用的部门立法下该
类活动未被列举或豁免，外国投资者在APIEX的协助下只
需要获得环境许可证即可（按照步骤9中描述的程序）。

所需收取的费用，费率为1/1000。例如，如果总投资额

投资于SEZ或IFTZ将带来一系列与税收和关税有关的特定

达到200,000美元，则应付费用为200美元。该费用需在

优惠，具体如下:

APIEX分析结论之后，及在经济特区（SEZ）或自由贸易

IFTZ经营者可豁免:

区内（IFTZ）颁发相应许可证之前进行支付。

a) 在 I F T Z 内 实 施 许 可 活 动 所 需 的 进 口 建 筑 、 机 器 、

能获得什么?
在APIEX进行适当分析后，会为SEZ或IFTZ的开发项目颁
发许可证，赋予运营商在税务、海关和外汇方面的一系
列优惠，使得经认证在这些区域运营的公司或运营商，
享有其特有的税收和海关制度。

设备、配件、备件和其他货物的关税；
b) 用于实施其授权项目和活动的进口货物和商品关税；
c) 增值税，包括在国内进行的购买交易（根据增值税
法）。
具体而言，投资IFTZ也将（从相应许可证颁发之日起）

根据投资领域的不同，税收优惠可能为应纳税所得额减

触发以下IRPC激励措施:

免、税收减免、免税额、税率减免和延期缴税。

a) 前10个财政年度的全面豁免；

在SEZ，授权在特区经营的公司证书有效期为10年（可续

b) 从第11财年到第15财年，税率降低50％；

约）。在IFTZ，授权经营的公司应在APIEX授权的六个月

c) 在项目期间将费率降低25％。

内完成项目设施准备。
下一步做什么?
IFTZ运营商应着手获得必要纳税人的编号并在INSS登记，
然后在项目设施建设工程结束时通知有关当局。公司应受
到定期检查。SEZ经营者应定期接受检查，而所有其他要
求应符合附件一所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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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许可是在向APIEX提出申请后获得的，并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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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莫桑比克政府实体和其他网站清单
实体

联系方式

APIEX – 马普托办事处

新闻街332号底层

莫桑比克银行 (马普托)

九月25大街1695号
电话: +258 21 35 46 00 或 +258 21 35 47 00
网站: www.bancomoc.mz/

GAZEDA (现为APIEX) – 马普托办事处

艾哈迈德塞古图雷大街2539号
电话: +258 21 321291/2/3
网站: www.gazeda.gov.mz/m/

国家移民局 (SENAMI) – 马普托办事处

胡志明大街

法律实体登记处 – 马普托办事处

萨莫拉马谢而尔大街11号2层

MITADER – 马普托

卡苏恩德街167号
电话: +258 823063020 / +258 21492403
传真: 21490746
网站: http://www.mitader.info/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 (MITESS)

电话: +258 21 312 011
网站: www.mitess.gov.mz/

马普托市政委员会

马普托 奥洛夫帕尔梅大街1935号
网站: http://www.cmmaputo.gov.mz/

一站式商店（BAU） - 马普托办事处

约西纳马谢尔大街151号

公证处

马普托有四个公证处
第二公证处 (马普托)
艾哈迈德塞古图雷大街2906号1层

房地产登记处 – 马普托办事处

萨莫拉马谢而尔大街11号2层

莫桑比克税务局

电话: +258 21344200 或 +258 21320396
邮箱: linhadocontribuinte@at.gov.mz
网站: http://www.at.gov.mz/

国家社保机构 – 马普托办事处

七月24大街3549号
电话: +258 21-403010 或 +258 21-403025 或 21-406834
网站: https://www.inss.gov.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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