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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巴拿马
欢迎来到巴拿马，这个渺小
而伟大的国家作为美洲中央
的贸易中心连接着整个世
界，正在发展成为具有社会
影响的可持续投资的理想
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们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
全球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南海的发现，我们被
确认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
的最短距离，这使我们成为
西班牙和美洲太平洋之间最
重要的贸易路线。1855年，
我们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洲
际铁路， 随后建造的巴拿马
运河于1914年建成通航, 发
展了我们多式联运的能力。
忠实于我们的目的，以连接
世界为使命，我们扩建巴拿
马运河，继续巩固和扩大运
河的能力，以保证海上货物

运输能再持续100年；而
托库门国际机场的新航
站楼夯实了我们的美洲
枢纽地位，使数百万人能
够安全和舒适地前往美
洲、欧洲和中东的90多个
城市。

除了拥有一流的空运和
海运能力，得益于美洲公
路，我们还可以通过陆路
连接中美洲、美国和加拿
大，重申我们作为地区贸
易中心的发展地位。

100%的区域互联网流
量、97%的语音流量和
90%的数据传输通过八
根光缆穿过巴拿马， 美洲
大陆最窄的地带，这些光
缆成为信息和通信的虚
拟高速公路，实物和数字
基础设施得以完美互补。

卡门·吉塞拉·维加拉 

巴拿马投资贸易促进局局长 

投资巴拿马

吸引投资和促进出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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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基础设施发展，我们
提供了各种税收、劳动力和移
民优惠措施，17 个私营自由贸
易区的数百家公司以及总部
设在巴拿马的170多家跨国公
司受益于我们的 23 个自由贸
易协定, 其中包括如科隆自由
区、巴拿马太平洋和知识城提
供的地理优势、设施、优惠措
施、专业劳动力和进入总计超
过60 个国家，15亿消费者市场
的机会 。

我们推动世界贸易和区域链
接的能力使巴拿马成为#重建
投资（#reconstruirmejor）的
理想地点。巴拿马是一个几乎

没有自然灾害、政治和经济
稳定与安全的国家；拥有世
界级的银行和金融中心；使
用美元作为当地货币；高技
术和国际知名的医疗服务；
享受优异的商业环境和生
活质量。

除了连接陆地、海洋、人力
资源和企业之外，我们还是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之一，过去 15 年的年均增
长率超过 5%。

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
能够为投资公司提供
最理想的工作场所，

我们可以提供#重建投资
（#reconstruirmejor）的优

势和经验；尤其是现在，全球
价值链正变得越来越区域化，
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
多，可以通过扩大、重新定位
和整合其业务来接近目标市
场。

我们请您花点时间了解巴拿
马能为您带来的机会。我们一
定会成为您下一步业务的理
想目的地。我们毋庸置疑是绝
佳的枢纽站。

欢迎来到巴拿马！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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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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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数据

面积 75,517 平方公里

人口 430 万（2020 年）

劳动力 1,966,467 人 (2021 年 10 月)

GDP总量 636 亿美元(2021 年面值) 

GDP 增长率 %   6.5%（预计 2022 年与 2021 年相比）*

 15.3%（实际 2021 年与对比 2020 年相比) **

 -17.9%(实际 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4,663.3 美元(2021 年)

 农业: 2.4% 

 制造业: 4.6%

 服务业: 67.9% 

通货膨胀率 3.2%(2022 年 3 月对比 2021 年3 月)

总失业人数  11.3%（2021 年 10 月）

 

出口  35.58 亿美元(2021 年) 

进口  115.58 亿美元(2021 年) 

* 世界银行
** 巴拿马共和国。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局。

欢迎来到巴

拿马，这个聚

合着大陆与

海洋、人类和

思想、信息、

产品和服务

的国家。作为

历史上国际

贸易与物流

结构的主角，

今天以开放、

国际化和创

新闻名于世

的巴拿马是

您投资的最

佳选择。全球竞争力指数 61.6 (2019)

投资巴拿马

按部门划分的
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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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投资于

巴拿马拥有 75,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仅 400 万居民，但其
战略位置和一系列历史、政治和经济因素，加上其天然的优

势，使巴拿马成为拉丁美洲的希望。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由于新冠
病毒大流行而放缓,巴拿马 2021 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达到 15.3%;也
就是说,不仅增速是中美洲最快,也高
于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平均水平。 

这些数据并非凭空想象。在过去十年
中，巴拿马的经济经历了显著的进步，
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如今，巴拿马是该
地区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1992 年至 
2019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6%，是拉丁
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巴拿马经济和法律稳定归因于历史因
素。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使用美元作
为货币，这为该国带来了卓越的经济
稳定性，过去120年来不仅控制了通货
膨胀，还促进了国际交易。

在政治领域，三十多年前建立的民主
制度允许每五年通过普选更换政府，
为国家提供了经济和商业繁荣所需的
稳定和法律保障。

投资巴拿马

稳妥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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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2 年 GDP 增长

资料来源：全球经济展望，2022 年 3 月，世界银行 。

南美洲

中美洲
伯利兹
巴拿马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

哥斯达黎加
尼加拉瓜

加勒比海
多明尼加共和国

投资巴拿马

3,0

4,1
5,7

6,5
2,9
3,1

3,4

7,3
5,0

3,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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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在促进运河相关活动(如物流、运输、金融服务、
通信和商业)的服务部门方面表现突出。150年前，随
着世界上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设而开始，后来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而深化，现已成为一个由海上
和空中航线以及多达8条的海底通信电缆组成的完整
网络。这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连通性最好的国家之
一。“世界之桥，宇宙之心”的口号绝非虚设。

巴拿马在西方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决定了其货币、生活
方式和大量的双语人口(西班牙语-英语)，另一方面，巴
拿马同样与东方有着密切联系，那里有它强大的伙伴
如中国。中国不仅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客户，还与巴
拿马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由于跨地峡铁路和巴拿马
运河的建设，大约150年前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今天
已成为巴拿马社会的重要成员。

巴拿马成为外国投资的理想之地的原
因有五个：战略位置、巴拿马运河周围
的高度连通性（这也有利于航空枢纽
的发展）、有利于投资者的法律和税收
制度、高水平的生活和公民的安全。

巴拿马是一个小国，只有四百万居民。 
但是，它为许多公司提供了将业务发
展到美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运营平台。

另一方面，巴拿马签署的自由贸易协
议是整个地区最广泛的：在56个国家
签署了23个贸易协定，给予我们优惠
待遇。

无与伦比
连通性

15亿
消费者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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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但巴
拿马凭借其友好的税收制度、商业
政策和促进经济多元化的监管框
架，继续为商业提供繁荣和稳定的
环境。

巴拿马政府通过创建一系列经济
特区 (SEZ) 来促进吸引外国公司和
刺激创新的政策。 （参见第 46 页）。

巴拿马共有 20 个自由贸易区，这
些自由贸易区中共计 100 多家公

该地区最广泛的贸易协议网络

23
个贸易协定

59
个国家

15.8 亿
潜在消费者

司，除了与业务直接相关的优势外，
巴拿马还可以提供其他成本和收益
方便的优势，如进出口税的豁免、低
服务成本到人才引入与发展计划等。 

（参见第 48 页）。 

跨国公司总部 (SEM) 的特殊制度吸引
了 170 多家此类公司到巴拿马。 （参
见第 51 页）。 2019 年，巴拿马批准了
一项公私合作 (PPP) 法，作为对私人
投资、社会发展和创造就业的激励措
施。 （参见第 42 页）。

有吸引力的  
税制

在巴拿马投资的
理由：
- 战略位置
- 无与伦比的连通
性
- 经济和政治稳定
- 有利的法律和税
收制度
- 高生活水平
- 公民安全

投资巴拿马

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哥伦比亚

辣椒

秘鲁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古巴 多明尼加共
和国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欧洲联盟 欧洲自由贸
易组织

以色列 韩国

新加坡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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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因素使这个国家，尤其是首都，为前来
经商的人们提供了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巴拿
马城的高购买力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
使其跻身拉丁美洲最现代化的城市之列。摩天
大楼赋予了它独特的轮廓，折射出城市的活力，
吸引着各方游客的注意。

高级餐厅和夜生活场所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此外，希腊、意大利、法国、美国、加勒比地
区、巴基斯坦、中国、土耳其和以色列移民仍在
大量的参与国民经济，这赋予了这座城市国际
化的特征。如今我们可以在第三代，第二代甚至
第一代移民的餐馆中品尝各国美味佳肴，巴拿
马的移民是不会停止的。

在教育方面，巴拿马拥有国际水准的学校，甚至
有一些以其他非本土语言授课的学校，如普通
话、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希伯来语和英语，
这样企业员工的孩子到达巴拿马时不会有语言
问题。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安
全信息计划，巴拿马市为其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是整个地区盗窃和街头暴力发生率最低的城市。 
这座城市拥有宽敞而美丽的住宅区，提供舒适而
宁静地生活，还拥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人们可
以在那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国际品牌，并且是周末
去加勒比海滩或太平洋度假的理想场所，位于几
公里外，就像热带雨林一样，与城市边界接壤。

令人羡慕的 
生活方式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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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市场是动态的，过去大公
司的制造总部经常不得不设立
在很远的地方，而今天，劳动力
成本，特别是海运成本的增加正
在将制造商带回更近的地方。新
冠病毒的流行加速了这一过程。

因此，现在是时候将巴拿马作为
近岸进行分析。 通过缩小与生
产工厂的距离，公司可以更好
地控制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建
立更强大的供应链，不易受到
干扰。

面对这种情况，巴拿马
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
批准了第 159 号法律，
即 EMMA，以促进跨国
公司提供与制造业相
关的服务。

巴拿马将成为制造、组
装、维修、调整和开发
供国内商业使用和出
口的产品以及储存和
分销零件的总部。(见第 
52 页)。

地点 
近岸外包

有利的制度
- 经济特区

- 自由贸易区

- 跨国公司总部的特殊制度

- 公私协会法

- 农业法

- 促进制造服务的EMMA法

- 巴拿马太平洋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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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持续性投资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引起全球的波动。 是时候问问自己，我们是要继
续走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的、更具持续性和更人性化的道

路。 巴拿马拟定了寻找投资者的计划，并将其定位为B类企业。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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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企业意味着经营方式的转变。
这个本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概念
已经迅速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企
业运动，致力于改善我们所生存的
世界。

B类企业 的主要目标是促成社会、
经济或环境层面的积极变化，同时
保留传统企业所能提供的增长、利
润和就业机会。

这个理念是于2006年在 B Lab 提
出的，该公司由杰伊·科恩·吉尔伯
特与他人共同创立，旨在为对环境
和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能够繁荣发
展创造条件。

正如科恩所说，在非政府组织成立
之前，现在企业创立章程不仅为股
东创造利润，更重要的是对其所在
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B类企业是由于其对社会的作用诞
生和发展的。因此，经济回报并不
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这类企业的
真正成功之处在于以可衡量和可
扩展的方式将其商业模式及其收
益与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相结合。

巴拿马在这一概念内制定了其发
展目标，并特别鼓励B类企业—即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在巴拿马进
行投资，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并通过知识和技术为国家做出贡
献和提高其公民的生活质量。

B类企业

有利于改善员工、
供应商和社会生活质量

丰富知识和技术创新

进行具持续性投资

产生积极社会影响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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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巴拿马



海上航线
航空路线
电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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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连通性最好的国家之一

物流枢纽

巴拿马是连通性的代名词。 因此，巴拿马多年来在一流的基础设
施和资产方面进行了大量且持续的投资，如今已被公认为世界

级的商业分销和物流活动的中心。

投资巴拿马

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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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后的运河的运载能力远远超出了预期，也夯实了其在海运业
环保的领导地位。 扩建可以节约用水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客户

提供更短的航行距离和更大的承载能力。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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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运河
美洲多式联运物流中心

这条历史悠久的跨洋航线全长 80 公里，连接了大西洋和太
平洋的众多重要港口，带动了世界海上贸易的 6%。

100 多年来,巴拿马运河一直是巴拿马物流服务
中心的首个也是最著名的设施。这条具有传奇色
彩的跨洋航线,从巴拿马地峡的最窄处连接加 勒
比海和太平洋,通过 180 条海上航线连接全球 
1,900 多个港口,为 170 多个国家及地区提供服 
务。如果将其转化为数字,仅以2021年为例,就登
记过境船舶13,342艘,共计5.167亿吨货物。 

180
条海上航线

2021 年 
13.342 次过境

此外，从 2016 年开始，位于 可可利
（Cocolí）和 阿瓜·克拉拉（Agua 

Clara）的两个新船闸为巴拿马运河
的运营增加了第三条航道，允许新巴
拿马型货轮过境。 航线的拓展有利于
世界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为各国和市
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更多机会。

170
个国家使用

5.167亿 
吨年货运量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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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巴拿马的部分领土位于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这
一优势为其发展广泛的国家港口网络提供了
独特的机会。

巴拿马目前拥有该地区十个主要港口中的五
个。 其中两个最为突出：分别位于太平洋和加
勒比地区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尔港，是
拉丁美洲最活跃的干口。 另外三个分别是巴拿
马国际港、曼萨尼约港和科隆集装箱码头港。

这些港口不仅用于处理集装箱货物，还用于
本地和国际市场的各种其他类型的货运和
客运。

巴拿马的港口可以通过：
- 在巴拿马提供服务的 11 家国际航运公

司。
- 每年超过 770 万标准箱（单位相当于 20 

英尺集装箱）。

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港口在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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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巴尔
是拉丁美洲
最活跃的两个港口

直接向 54 个国家/地区的 
152 个港口运送和接收货物 

超过 11 条航运公司在
巴拿马提供服务

每年超过 770 万标准箱

可通往1920 个港口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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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的飞机航站楼
托库门国际机场也被称为美洲枢纽，作为巴拿马航空公司的运营总部，是

国际公认的往返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连接中心。

巴拿马也是世界上航空连通性最好的国家之一，
这无疑使其物流服务体系更具竞争力。 托库门国
际机场距离巴拿马首都中心约 20 公里，因其通
往世界各地众多目的地以及乘客流动量，是美洲
大陆最重要的航站楼之一。 2019 年底，在新冠病
毒大流行之前，该航站楼运营着飞往美洲、亚洲和
欧洲 38 个国家的 90 多个城市的航班，年客运量
超过 1 200 万人次。 目前正在逐渐恢复中。

托库门国际机场

托库门国际机场覆盖的大部分目的地都
在美洲大陆内，因为它是巴拿马航空公司 
的主要运营枢纽，也是星空联盟成员、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连接中心。机场拥
有两个航站楼、 50 多个登机口，21 家国
际航空公司、以及酒吧、餐厅和商店。 托库
门国际机场是整个地区最舒适、最现代化
和最具竞争力的机场之一。

投资巴拿马



23

巴拿马
走在移动领域的前沿

巴拿马地铁是一家蓬勃发展的国有公司，连接大都市区
的 500,000 名居民， 是美洲大陆交通最前沿的设施，也

是中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城市地铁。

 现代化的地铁网络让巴拿马生
活更轻松。巴拿马地铁自 2014 
年起在巴拿马首都运营。 1 号
线和 2 号线共有 31 个车站和 
40 多列地铁，每列地铁有三到
五节车厢，提供快速高效的运
输服务。

另一方面，3 号线已经在开发建设中，这是
巴拿马目前正在推进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
之一。 列车将连接巴拿马中心和东部，这
将直接惠及大部分巴拿马人口。 这仅仅是
个开始，巴拿马地铁总体规划共包括多达 
9 条线路，到 2035 年的投资将超过 100 亿
美元。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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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主干道
巴拿马铁路是巴拿马物流枢纽中重要的一环，是巴拿马现代连接平台的
一部分。此外，巴拿马铁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条

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被誉为十九世纪中叶的工程奇迹。

除了巴拿马运河外，巴拿马还拥有平行的铁路系
统作为加勒比和太平洋港口之间货物运输的通
道。即巴拿马铁路，开通于 1855 年 1 月 28 日。如
今，它由特许经营商巴拿马运河铁路公司管理。巴
拿马运河铁路公司是堪萨斯南方铁路和 Mi-Jack 
Products 公司的联盟企业，在 1990 年代末获得
了 50 年的铁路重建和运营特许权。

铁路的主要作用是作为集装箱运输
的转运纽带。当然也是旅游业的一部
分，因为它还为乘客提供交通服务，
让游客可以沿着巴拿马运河路线在
茂密的巴拿马丛林中享受一次独特
的旅程。

巴拿马铁路

投资巴拿马



25

巴拿马的公路提供 
良好的陆地连接

巴拿马境内的公路总计网约 15,137 公里，其中：
- 6,351公里已铺设。 
- 8,786 公里将被铺设。

不包括巴拿马城和科隆的周边地区，其中大约有 81 
公里特许道路。

横穿巴拿马的泛美公路路段从与哥斯达黎加接壤的
帕索卡诺阿斯 (Paso Canoas) 到达连 (Darien) 丛林
中的亚维扎 (Yaviza) 镇。 它是巴拿马公路系统中最
重要的公路，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将巴
拿马与中美洲和北美洲连接起来，一直通往加拿大。

巴拿马道路基础
设施在拉丁美洲
排名第三

巴拿马的公路结构主要由泛美公路、巴拿马南北走廊、巴拿马-科隆
公路和跨海峡公路以及其他通往主要城市中心的十字公路组成。

如需更多信息：
https://propanama.gob.pa/es 
https://hubpanama.com 
info@hubpanama.com 
电话: (507) 501-5000

投资巴拿马

https://propanama.gob.pa/es
https://hubpan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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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数字枢纽

未来 10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部门的发展战略由公立和私立的
研究联盟组成，旨在将巴拿马转变为数字创新中心。

制胜的联系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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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计划和项目版图，以促进集群关系，获得
充足的资源。 因此，ICT 行业将具有国际竞争力。

人才 社会基础设施

金融资源法律和监管框架

巴拿马数字枢纽战略 
由四大支柱支撑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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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制定了鼓励发展技术、吸引公司和促进研
发的法律。其中包括第 455 号法令，它规定了连
续性战略，目的是在促进数字经济的新平台的开
发方面实现预期的影响。这是非常有益的，它有
助于巴拿马在面对行业新需求时创造相应价值。

该法令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包括：

-- 提出建立区域数据交换中心的时间表和行动
计划。

- 促进金融创新，结合金融科技技术并制定沙盒
的规范标准。

- 更新围绕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机制和税
收法规。

法律和监管框架

第 455 号法令支持巴拿马数字集成
战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

OPTIC：巴拿马信息和通信
技术天文台

ICT 行业的特点是技术不断演进，需
要更新基础设施。 考虑到这一点，巴
拿马中心数字战略的核心项目之一诞
生了：巴拿马信息和通信技术天文台。
它代表了一个技术研究单位，旨在整
合该领域目前存在的研究、研究和经
验。其目标是提供可靠和详细的信息，
以制定公共政策及支持和促进私营部
门投资的决策。

OPTIC 作为天文台的使命是了解 ICT 
的演变及其前景。这是一个有助于巴
拿马数字化转型的国家项目，为巴拿
马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投资巴拿马



29

巴拿马政府推出了一项“远程办公短期
停留签证”的新计划，目的是吸引可以
从巴拿马远程办公的游客和数字游牧
民。 只需申请此签证，世界上所有远程
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数字企业家都将
有机会在巴拿田园诗般的海滩、摩天大
楼、酒吧、风景如画的街道工作。

这项计划仅适用于其工作职能或服务
可以在国外生效的人。他们可以申请在
国外提供服务，收入来源也来自国外。 
也就是说，在巴拿马当地工作或通过向
巴拿马公司提供服务来创收的人将无
法申请该计划。

关注数字游牧民族

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来自国外的收入超过每月 3,000 美元
（或每个家庭每月 4,000 美元）。

- 有健医疗保险。

- 填写申请表。

- 出示其工作的外国公司的信函或服
务合同。

- 附上不接受巴拿马境内工作机会的
宣誓书。

巴拿马政府开通了一个在线平台，可以
高效、迅速地处理申请。 该计划允许逗
留长达 18 个月，初始期限为 9 个月，可
再延长 9 个月。

巴拿马希望吸引远程办公旅行者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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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拿马
到世界

粮食中心

巴拿马拥有 140 多条海上航线和 89 条空中航线，往返于
世界各地，是世界一流的粮食中心。一项新的农业园区法

规是就是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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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秘诀  
在于团结

2021 年 2 月颁布了关于建立都市农业
园区的新第 196 号法律。尽管这一法律
仍在推进中，但相关的农业综合企业已
经开始积极讨论这一全新法律框架可
能带来的扩张和演变。来自巴拿马农业
综合企业转型领先公司Simply Natural 
的艾伦·温斯特德参与了有关该法律的
讨论。 “最重要的是，有国家贷款支持
项目融资，并且设立了一个机构来统一
程序，这让出口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和迅
速，”温斯特德说。

都市农业区不仅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
础设施，也是农业生产者、企业家、研
究中心、国家和其他参与者之间价值链
的纽带，以转变农业生产并激活发展动
力。“Simply Natural 生产、出口并希望
与其他生产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农业
综合企业的联合体。我们的商业模式已
经取得了成功，但现在又有了法律依据
作为支持，我们更是拥有无限可能，”温
斯特德预计。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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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农用综合企业
“农业综合企业是工业竞争力的重要轴心，其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以：50%以

上的国民工业与食品有关，35%以上的国家出口是农业综合企业。”
 劳伦蒂诺·科尔蒂佐·科恩，巴拿马共和国总统。

巴拿马国家的战略是将其农业部门置于技术创
新的前沿。 Simply Natural公司引进并采用了
以色列的技术，在露天或温室下生产芒果、鳄
梨、火龙果、柠檬和其他水果。另一家致力于新
环境的公司 Urban Farms 在受控环境中的垂
直作物领域进行了创新。其首席执行官戴维·普
罗恩扎解释了法律对其运营的哪些方面产生了
影响：“就我们而言，我们的设备进口关税很低
(3%)，这对我们十分有利，因为我们的运营需要
最先进的系统和机器，而这些系统和机器不是

巴拿马

在这里生产的。另外还有其他税收优惠，让我们能
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Urban Farms 销售在受控和无菌环境中生长的绿
叶蔬菜和芳香草本植物，这些蔬菜被包装成沙拉
混合物，可即刻食用。Urban Farms的工厂尽管在
城市地区，但它符合法律规定。 “我们的沙拉中部
分产品是从外部生产商那里购买的。我们正在考
虑如何与他们一起组织价值链，开发产品，互惠互
利”，来自Urban Farms的员工解释说。

技术创新是关键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劳伦蒂诺·科尔蒂佐·科恩与美洲开发银行驻巴拿马代表 维罗妮卡·萨瓦拉·隆巴迪会谈。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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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ERTA EN PANAMÁ

巴拿马希望通过这项新的农业园区法开发 
20,000 公顷的农作物，每年出口价值 10 亿
美元。根据温斯特德的说法，我们目前只实现
了这一目标的 10%，但我们具备达成甚至超
越这个目标的所有条件。 “地理位置、与海运
和空运商业航线的连通性、作物与加工和出
口物流中心的距离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在 11 
到 15 天之间可以从田地抵达欧洲和北美市
场，而我们的竞争对手需要 18 到 20 天的时
间”。一个没有货币波动风险的美元化经济，
和一个有着最高生产标准新型行业，最终构
成了巴拿马成功的赌注。 

巴拿马巨资押注  

农业生产是粮食中心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中
必须引入创新技术，而农

业园区的投资者则必须将
其纳入价值链。 

有关建立 都市农业园区的第 196 
号法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propanama.gob.pa/
es/Agroparques

投资巴拿马

胜算在握



34

旅游业
巴拿马是周围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投资目的地：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其

现代而又国际化的首都周围环绕着无与伦比的自然景观和多样的文化景
观，到处都是海滩。 此外，巴拿马还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新投资者。

战略领域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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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巴拿马一直是世界上
最令人向往的有待开发的目的
地之一，因为这片土地上汇集了
大量不同的旅游景点。

一方面，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
拥有天堂般的海滩以及美丽的
自然保护区，是地球上动植物
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另一方
面，现代巴拿马城是重要的金融
和商业中心，游客可以在这里欣
赏宝贵的历史和建筑标志，如巴
拿马运河、圣费利佩附近的历史

具持续性的世界级旅游业
巴拿马的赌注

仅仅成为中美洲旅游的瑰宝已经不够了。 现在，巴拿马被公认
为世界级的可持续旅游目的地，这要归功于其丰富多样的自然

和文化遗产，以及优质的服务。

战略计划提出的
愿景是，凭借其丰
富多样的自然和
文化遗产以及优
质的服务，巴拿马
被公认为世界一
流的可持续旅游
目的地。

中心、巴拿马老城遗址和生物博
物馆—这是拉丁美洲著名建筑师
弗兰克盖里的第一座建筑物。

如今，巴拿马制定了确保游客获
得最佳体验的蓝图：2020-2025 
年可持续旅游总体规划。巴拿马
正在朝着可持续的旅游业迈进。
此外，为实现这些目标，巴拿马旅
游局加强了工作能力，成立了旅
游内阁和旅游促进基金，这两项
创举是使巴拿马成为世界级可持
续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后备力量。

投资巴拿马



2020-2025 年可持续旅游
总体规划有助于加强投资
吸引战略，特别是围绕巴拿
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创造
更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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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可持续旅游遗产

这种模式旨在鼓励学习、发现、好奇和研究，以吸引对环境更加了解的
新型游客，证明巴拿马可以提供不计其数的体验。

越来越多的游客对目的地的自然和文
化资源以及当地社区的福祉感兴趣。遵
循这一趋势，巴拿马一直有兴趣开发针
对性的产品。出于这个原因，旅游、保护
和研究联盟的成立是为了促进和支持
在可持续旅游总体规划的新指南下，在
巴拿马发展可持续旅游遗产。

目前，各个社区从事自然和文化遗产旅
游、保护和研究的部门已经聚集在一起
进行研究和保护。这将有助于开发和推
广与巴拿马旅游遗产相关的新型旅游
活动。

这个理念是希望以差异化提高巴拿马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创新针对有
意识的旅行者的旅游体验。

的新联盟应运而生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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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丰富其战略，巴拿马政府制
定了第 122 号法律，以支持新旅游项
目的投资和融资。 目前吸引了五个
大型酒店项目，这些项目将建在各个
美丽的巴拿马城市，如博卡斯德尔托
罗、奇里基、拉斯佩拉斯群岛和蓬塔
查梅，总价值超过 3.71 亿美元。

发展旅游活动 

更多信息：
www.atp.gob.pa 
inversiones@atp.gob.pa
电话: (507) 526-7000

此外，该法律为最先获得旅
游公司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的
投资者提供税收抵免。 这项
奖励将持续到2025年12月
31日，给予与发行此类金融
工具的旅游公司无关的投
资者。

鼓励旅游活动
吸引新的投资

投资巴拿马

https://www.atp.gob.pa
mailto:inversiones%40atp.gob.pa?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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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通过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推进能源矩阵的转型，以实现来源多样化并改善
能源的质量、价格和分配。这一战略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能源

通过国家能源秘书处 (SNE)，巴拿马正在从国
家层面推动一项新能源计划，提议能源结构
向脱碳转型、权力下放、民主化和数字化。计
划目标是导向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石油衍生
物的依赖，并专注于清洁能源的生产。

巴拿马拥有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风电
场。它位于巴拿马首都以西约 150 公里的科
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这是巴拿马目前最大最
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也是区域性的行业

开发
标杆。 佩诺诺梅风电场拥有约 106 台风力涡轮机，
其发电量高达 270 兆瓦，占巴拿马市场所需电能的 
6% 至 7%。

此外，巴拿马还在推动国家电动交通战略，旨在促进
低排放交通并为履行巴拿马气候承诺做出贡献。该
战略在四个基本领域提出了具体措施：治理、法规、
战略和教育部门，以及提出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以阻
止使用化石燃料汽车并鼓励将电动汽车引入市场，
为私人和公共交通使用（选择性或者普遍性）。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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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动交通战略，巴拿马希望在 
2030 年实现以下目标：

- 10-20% 的私家车将是电动的。

- 当年售出的私家车中有 25-40% 是电
动的。

- 15-35% 的公交车将是电动的。

- 25-50% 的公共车队车辆将是电动的。

2019 年底，中美洲第一座液化天然
气工厂在巴拿马落成。工厂由 AES 
Panama 公司建造，总投资 11.5 亿美
元，允许将这种类型的碳氢化合物出
口和分销到中美洲其他国家甚至哥伦
比亚北部。过去的船用燃料或柴油为
原料的发电厂逐步过渡到更经济、更
环保的天然气。

这样，巴拿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它不
仅是世界上拥有液化天然气工厂的 
36 个国家中最小的国家，而且还是为
地区能源发展做出贡献的枢纽。同时，
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为巴拿马能源矩阵
多样化提供便利，从长远来看，可以减
少对石油衍生物的依赖。

为了使巴拿马成为能源中心，已
制定了一项计划，将电力部门与
巴拿马的碳氢化合物和可再生

能源规划相结合。
能源中心

液化天然气工厂
将巴拿马变成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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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药业 
巴拿马

巴拿马当局已经确定了促进在巴拿马建立
国际制药公司所需的具体程序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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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政府正在努力将巴拿马向药品
生产和分销的区域中心转型。这一项
目与劳伦蒂诺·科尔蒂索总统及其团
队制定的行动计划密切相关，目的是
在私营公司的帮助下将创新投资增加
三倍。

新 EMMA 制度的生效进一步促进了制
造业公司的建立，为巴拿马的制药中
心成为现实铺平了道路。

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发展进行。在相关
领域以及成立了许多知名公司知名公
司，它们的成功是可以效仿的榜样，也
有利于制定相关的激励计划。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跨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

（GSK）的成就：被认为是制药和健康
行业的世界领先企业之一，也是最早
在巴拿马建立药厂的公司之一，这一
切得益于巴拿马物流系统的优势和提
供的一流设施。

计划的主要
目标是在巴
拿马建立有
能力生产仿
制药的公司，
在巴拿马土
地上生产并
分销到整个
加勒比海和
南美洲。

除了每年生产 6.5 亿片“必理通”片剂
外，GSK自 2017 年起在巴拿马土地上
设立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制药部总
部，建立了一个疫苗研究中心。这家英
国公司最近又扩建了其位于巴拿马首
都的最先进的工厂，购买了具有行业
一流技术的新设备，并进行了现代化改
造。葛兰素史克选择巴拿马作为其制药
业的中心，显着扩大了其生产能力，也
巩固了其对国家经济和发展的承诺。

基于这一成功范例，巴拿马商工部、卫
生部和共和国总理府等部门与联合国
共同开展了重要研究，并加强与制药行
业领先国家的合作关系，例如世界上最
大的仿制药供应国印度。在巴拿马建立
医药中心的目的是扩大现有的分销活
动并整合医药产品的制造，以及新产品
和创新产品的研发。 这与巴拿马作为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物流中心和人
道主义中心的作用不谋而合。

巴拿马制药中心
的整合将提高制
药业的生产力。 顺
便重申，巴拿马是
跨国公司前来投
资、发展和成长的
理想之地。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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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 

合作
2019 年，创建了公私伙伴关系制度，该制度导向一系列
大型社会和经济投资项目，巴拿马国有与私营部门合作

推动这些项目。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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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 
如何运作？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APP) 是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
间的资本联系起来的方式，其中包括经验、知识、设备、
技术、技术和财务能力。 其目标是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
创建、发展、改进、运营和维护或提供公共服务。

这种关系受长期合同的约束，由有兴趣开发项目的国
家机构与承诺执行该项目的私营部门公司签订。 投资
者全部或部分负责公共资产的建设、开发、运营和维
护，同时全力避免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险。

巴拿马寻求通过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促进的具有
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项目
有以下方面：

- 道路 

- 能源

- 电信 

- 公共建筑

- 港口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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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就

有两种类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取决于它们的融资模式。可以是：

投资巴拿马

-  自筹资金：从负责提供基础设施或
公共服务的承包商获得的收入中收
回项目成本。

- 联合融资：需要国家提供财政资源的项目，
以确保项目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合同的全
部或部分期限内经济来源的可持续性。

为实施公私伙伴关系计划，巴拿马政府听取了包括世界
银行、中央政府美国经济一体化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

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重要国际金融实体的建议，以吸收
其他已经拥有这一体系的国家的做法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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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乐观，因为这样的法律将
引导我们，我们的经济会再次变
得繁荣，我们将从国外获得良好
的投资并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  

劳伦蒂诺·科尔蒂佐·科恩，巴拿
马共和国总统。 

如 2019 年 9 月 19 日第 93 号法律所
述，为适用于公私合作伙伴合同，须考
虑以下注意事项：

- 合同最长期限为 30 年，可再延长 10 
年。

- 协议金额不得低于1 500万美元，市政
当局倡议开发的项目除外。

- 这种承包工程的模式禁止所有权或
工程所有权转让。

- 国家银行，如巴拿马国家银行、储蓄
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国民抵押银行
最多只能资助此类项目投资的 25%。

- 被认定犯有腐败行为的个人和公司
的参与将受到限制。

- 逾期不缴纳违约金的企业也将有10
年的再次参与限制。 

- 仅在必要时，根据巴拿马法律和西班
牙语在巴拿马进行任何调解。

公私合作合同
是什么样？谁可以申请？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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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投资制度
巴拿马已成为著名跨国公司理想的地区总部，这些跨国公司因其在税

收、移民和劳工事务方面提供的巨大利益而在巴拿马立足。 经济区和特
殊投资制度正在越来越多的吸引外国资本的注入。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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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太平洋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它拥有 300 多家老牌公司，其中 8 家进入
了著名的财富 500 强榜单，16 家进入了福布斯
全球 2,000 强，其中包括戴尔、3M、联邦快递、
威富公司、百事可乐和西麦斯。国家人类发展教
育与培训研究所（INADEH）在这里设有一个中
心，可以根据公司的需要培训人力资源。

对于巴拿马来说，这个特区十分重要，它不仅鼓
励在巴拿马创立新产业，更是为其提供了更优
惠的法规和福利，包括税收和工作奖励制度。

巴拿马太平洋
特殊经济区

这个商业和住宅区非常靠近巴拿马城，是美洲最大的混合开发项
目之一，其战略位置能够提供了多样化的经济利益。

这个物流中心是独一无二的。包围在热带森
林的中间，距离太平洋仅几分钟路程，由欧
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著名的 London 
& Regional 公司开发。这家公司在超过10个
国家的各种领域在进行了大量投资和开发。

巴拿马太平洋经济特区占地 1,400 公顷，涵
盖了各种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区域，如产品
的制造、储存和分销、机场运营和商务办公
室。此外，它还拥有一个国际机场，以及一个
可持续生态高级住宅区。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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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城
创新与创意产业中心

知识之城是巴拿马引以为豪的创新项目，它代
表了一个美好的理念：建设另一个世界可以成
为现实。在这个社区中，商人、科学家、思想家、
艺术家、各个社区的领导人、不同的非政府组织
和国际组织一起工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制定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举措。

占地 120 公顷的中央校区位于克莱顿，距巴拿
马首都中心仅几分钟路程，就在巴拿马运河的
米拉弗洛雷斯水闸前。它的 200 多栋建筑是在 
80 多年前为其他目的而建造的，其美妙的绿地

十分适合发展现代科技、科学和商业园区。知识之
城的目标是设计一个适合想象、研究、学习、教学、
实验、发明、创造和启发的生态系统。在那里，投资
者可以共享知识、基础设施甚至项目，为其发展业
务、创业和创意产业所需的一切提供便利。
 
知识之城提供独特的工作环境，拥有被大自然环
绕的大型绿地，以及适合步行、跑步和骑自行车
的户外休闲区。此外，在那里成立的公司可以享
受活动、运营、交易、程序和动产转让100% 免税
的政策。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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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电影委员会
在天堂般的巴拿马拍摄电影

巴拿马电影委员会是隶属于工商部的实体，
负责为世界各地的电影制作人提供服务，以
解决他们的制作需求。此外，委员会还创建
了巴拿马电影激励制度，为制作公司提供
在巴拿马进行的制作成本的 25% 的现金报
销。甚至可以提前将全额款项交由债券公司
托管，以便项目顺利进行。

出于以上原因，许多电影制作人选择巴拿马
作为拍摄地，在其前殖民城市和郁郁葱葱的
自然景的观中制作著名的国际电影和好莱

在巴拿马拍摄是一项保险的投资。巴拿马为电影、电视剧、真人秀
和其他视听产品的国际制片人和导演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支持。

坞大片。其中包括《自杀小队》第二部，
演员阵容包括澳大利亚的玛格特·罗
比和英国人伊德瑞斯·艾尔巴，他们都
是电影界的巨星；另外还有一部讲述
神秘特工詹姆斯邦德的电影《007大破
量子危机》，也是世界上最卖座的电影
系列之一，由英国人丹尼尔克雷格主
演。

这些只是已制作的许多作品中的两个
例子，巴拿马的电影制作未来可期！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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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自由区
世界展区 

科隆自由区的主要目标是在税收优惠框架
下促进国际贸易，尤其是批发贸易。

科隆自由区 (ZLC) 距巴拿马城仅 45 分钟路程，是西
半球的主要自由区，也是全球多式联运再分配的主要
物流中心之一。被公认为是“世界展厅”，因为在那里
经营的公司可以与超过 165 个国家/地区进行贸易。 
1948年开始运营时，只有10家公司集中在一片35公
顷的土地上。现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分为九个不同的
部门，总面积约 1,064 公顷，拥有 3,000 多家公司。

著名的国际公司，如索尼公司、LG 电子巴拿马、三
星电子巴拿马、布里斯托尔实验室、May’s Zona 
Libre、Pioneer Int’l Latin America 和许多其他公
司都出现在这个巨大的世界贸易展厅上。

70 多年来，这里一直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同
时也是巴拿马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巴拿马国家的骄傲。

下面是为在科隆自由
区成立的公司提供的
一些激励措施：

- 0% 的海外经营利润税。

- 对商品的进口和再出口征
收 0% 的关税。

- 外国投资者和高管及其家
属的移民便利。

- 土地、建筑物和其他空间的
租赁成本低。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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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全国 
共有 20 个自由贸易区

目前，巴拿马境内共有12个自由贸易区，另有 8 个正在开发中。
这些都是特殊的综合投资体系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能为国家
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做出贡献的跨国公司。

这一战略使得巴拿马加入全球商品和服务经济。战略目标是开
发在巴拿马成立的公司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相关服务和行政
管理，让这些公司可以在特定行业开展活动，如轻工制造、组装、
成品或半成品加工、高科技、服务、物流、技术和健康创新、研究、
教育和环境服务等。

巴拿马自由区受 2011 年 4 月 5 日第 32 号法律的监管。这条法
律建立了一系列税收、移民和劳工福利对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
其中包括：免受租赁和转租场所的所得税；以及作为投资者提供
永久居民许可证。

 1. Global Logistics. Quebrada 
grande, Bugaba, Chiriquí.

 2. Las Cabras, Pesé, Herrera.
 3. Cobol Due, La Arena, Herrera
 4. Eurofusión, Capira, Panamá 

Oeste.
 5. Export Pacific, Arraiján, Panamá 

Oeste.
 6. Espanam, Veracruz, Panamá 

Oeste.
 7. Albrook, Panamá Metro, Panamá
 8. Marpesca, Panamá Metro, 

Panamá.
 9. Panexport, San Miguelito, 

Panamá.
 10. Z1T1, Panamá Metro, Panamá.
 11. BPOS, Panamá Metro, Panamá.
 12. La Innovación, Pedregal, Panamá.
 13.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de 

Tocumen, Panamá Metro, Panamá.
 14. Del Istmo, 24 de Diciembre, 

Panamá.
 15. Panapark, 24 de Diciembre, 

Panamá.
 16. De las Américas, Pacora, Panamá.
 17. Framorco, Pacora, Panamá.
 18. Chilibre, Chilibre, Panamá.
 19. Davis, Colón, Colón.
 20. Maritime Investor, Colón, Colón.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区是在国家地理范围内划定的区
域，受税收、海关和外贸特别法的监管，以发展

各种工商业活动。

1

4
5

6

13

19
20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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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跨国公司总部

特殊的 SEM 制度允许设立在巴拿马境内经
营的跨国公司，为其母公司或其他国家的子
公司提供服务。 

它专为以下部门或行业的公司而设计：
- 物流。. 
- 研究、开发和创新产品。
- 电子产品。
- 施工和设计。
- 业务集团的财务管理。
- 业务集团的咨询、营销和咨询服务。
- 区域行政管理。

工商部设有跨国公司总部理事
会。 在那里，有一个专门的窗口
处理SEM公司的许可证、签证和
海关认证等，以便他们可以更轻
松、更高效地进行各种活动。 当
然也会为他们提供相关便利，其
提供的服务在巴拿马共和国只需
缴纳 5% 的所得税。

+ 根据 SEM 法注册的170 名跨国公司

创建于2007，有着健全的监管框架，旨在为在巴拿马设立总
部的跨国公司提供相关便利。

投资巴拿马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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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法
提供制造业相关服务

的跨国公司
巴拿马政府最近为跨国公司建立了这一新制度。这一模式建立在与 

SEM 系统相同的模式上，但它侧重于另一种类型的公司：制造业公司。

这一特殊制度于 2020 年 8 月
通过法律制定，旨在鼓励在巴拿
马建立轻制造和再包装物流中
心。以下公司可申请：

- 产品和设备的制造、组装、维
护、再制造和调节。

- 与制造服务相关的现有产品或
工艺的产品开发、研究或创新、
分析或实验室测试。

- 物流活动，例如提供与制造相
关的服务所需的组件的存储和
分发。

除了移民、劳工和税收优惠计划
外，已经持有 SEM 许可证在巴
拿马经营的公司还可以通过工
商部申请制造业服务许可证。

这一新制度正式建立技术教育中心
以加强巴拿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

它不仅提供了投资的机会，还提供了
成熟的劳动力。

投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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