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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印度洋上的小岛国毛里求斯以其政治稳定

和理想的旅游胜地而名扬国际，然而，却没

有多少人知道该国有什么特别之处。

自1968年摆脱英国统治取得独立以来，

该岛国已从基于甘蔗种植的单一作物经济成

功转型为稳健、多元及创新型的经济体，业

务遍及农用工业、出口型制造、旅游、金融

服务、物业发展和房地产、信息通信技术/业

务流程外包、自由港和物流，以及海产业等。

该岛国有利于投资者的税制、相对成熟

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受过教育但廉价的 

劳动力已经引起外国（尤其是中国）投资者的

关注。

据世界银行“2012年营商报告”，在营

商方面，毛里求斯在非洲排名第一、世界排

名第23位。但相关问题是，这座岛屿能为

国际投资者提供什么？答案是：非洲。毛里

求斯为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市场提供

了一个安全牢靠的平台。毛里求斯在非洲贸

易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东南非共

同市场）的会员身份可让公司将货物免税出

口到相关非洲国家。与中国、英国、印度

及其他33个国家实施避免双重课税的协议，

亦奠定了毛里求斯的金融中心地位。

中国与毛里求斯的关系可追溯到1840

年代，自从两国于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

来，已在贸易、经济、项目融资、体育和文

化交流等领域发展成为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合

作伙伴关系。

路易港是该国唯一的海运门户，处理大约

99%的对外贸易总量，为该国贡献2.4%的

国内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第

二深的港口，吞吐量为55万个标准箱，按

照毛里求斯港口管理局（MPA）的总体规划，

扩建后将达到75万个标准箱。

到2015年，完成240米泊位扩建及18

米深的疏浚工程后，可容纳1.1万标准箱

的船舶停靠。毛里求斯港口管理局局长S. 

Suntah先生强调，路易港需要迅速发展。

他说：“目前的情况是，船舶规模已经改变。

以前的大型海运船只已经变成巨型船舰，只

能进入该地区为数不多的港口。”

港口发展速度和货物装卸效率将成为 

决定港口未来的两个重要因素。该港口能为

主要航运公司提供若干优势，但是也面临着

挑战。

Maersk、MSC和CMA-CGM等航运公

司均利用路易港进行地区和国际航运活动。

这样做的原因是：低关税、经济和基础设施

远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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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 通往非洲的门户
先进、地理位置也为转运业务提供了直接优

势。然而，毛里求斯也要面对正在争取国际

声誉的其他地区性港口的竞争。这一点已于

2012年3月底在毛里求斯举行的第六届印度

洋港口与物流大会上提了出来。

Maersk毛里求斯公司董事总经理

Ranjoy Neerohoo先生解释说，毛里求斯能

够成为非洲与亚洲之间具有竞争力的转运中

心或次级中心，但是目前尚未成为现实，而

且实现此目标的时机已经不多。MSC毛里

求斯公司董事总经理René Sanson船长表

示：“投资需要现在落实，但是除了港口发

展，货物装卸运营商的集装箱装卸效率也需

要提高。”

货物装卸公司（CHCL）是负责集装箱装

卸的码头运营商，目前正受到压力改善吞

吐能力，因为对航运公司及其最终客户来

说，时间就是金钱。CHCL代理董事总经理

Sunjay Paddia先生解释道，CHCL需要不断

投资设备，目前正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以

提高货物装卸效率。到2012年下半年，我

们希望找到合作伙伴，将货物装卸业务提

升到新的水平。时至今日，港口能够容纳

8,000个标准集装箱的船只。但是随着船体

越来越大，我们需要提高容量，因此毛里求

斯港口管理局正在制定港口总体规划。

投资毛里求斯S
独 一 无 二 的 投 资 体 验
投资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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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毗邻路易港口的毛里求斯自由港是适合出

口型投资及贸易活动、具有成本效益的理想

地点。自由港的法律规定为寻求具有成本效

益物流平台的公司提供开放、全面的一揽子

激励方案，包括：

•	 进口到自由港区的商品和设备免收关税

和增值税

•	 豁免公司税

•	 以优惠条件进入市场

•	 允许100%外资所有权

•	 利润可自由汇出境外

•	 无外汇管制

•	 减少港口装卸费

•	 50%营销额面向本地市场（本地销售将征

收增值税和关税）

•	 有权使用海外金融机构

毛里求斯私营部门由少数跨行业的大企业所

主导。他们一个共同的挑战是如何占有本地

市场份额。由于本地发展受到人口和岛国的

限制，因此这些企业正致力于在非洲扩张。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有大约6亿人

的市场，可谓商机无限。由于毛里求斯公司

具有良好的声誉，劳动人口会说英语和法

语，营商环境稳定而安全，并秉承长远的目

标进入非洲市场，因此这些企业往往能在非

洲取得成功。

为了在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毛里求斯

不断发展金融和信息通信技术/业务流程外

包领域。该国的信息通信部计划在全岛引进

免费WIFI连接。其它最新发展还包括新推

出的LION2项目（南印度洋网络）—— 铺设海

底宽带光纤电缆以提高速度和连接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进行

的案例研究显示，毛里求斯的网络就绪指数

在142个经济体中排名53。

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正寻求立足该岛

国，以便向非洲进军。因此政府向那些购

买综合度假物业计划（IRS）的人士提供居住

证，该计划旨在协助非毛里求斯公民购置住

宅物业。

这一小型岛国的整体经济前景乐观。但

是，未来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非洲大

陆、而不是传统欧洲市场的增长速度。

政府的目标是给予毛里求斯如香港对于

中国或新加坡对于东南亚的同等重要性。

要取得这样的地位，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吸引外国游客及企业是该策略的一部分。另

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多少国家能为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提供类似的条件或基础设施。

这是毛里求斯领先的大型企业之一，国际业

务遍布欧洲、中东和非洲。集团在三大板块

（金融服务、工商、服务）中持有50多家公司

的投资。

英美投资主席Dawood A. Rawat已选择

将业务拓展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他坚

信，毛里求斯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印度和中国

的交往，将提升该国的重要性。基于经验和

研究，他已决定继续在毛里求斯投资，因为

那里仍有发展空间和新的商机。公司一项最

新发展项目是投资1亿美元、拥有一流技术

的Apollo Bramwell医院。他解释说：“根据

该国目前的发展趋势，我们决定采取积极主

动的方式，满足未来的需求。”该医院真正

代表了该国的发展方向，而这亦可从该岛各

处兴建的现代商业中心可见一斑。医院为休

闲游客和计划在该国居住的国际商务人士提

供安全保障。

尽管如此，毛里求斯的商业发展仍有局

限，因此英美投资等企业自然会拓展至非

洲市场。Rawat解释说：“非洲不断提供各

种投资机会，我们自1965年起就涉足非洲。

我们的策略是主攻服务与零售业，这两个领

域均有巨大的发展机会。我们的零售连锁店

Courts将继续在肯尼亚扩张，并寻求进入东

非其它市场，例如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

达和南苏丹。我们将把毛里求斯作为重新配

送前的批发物流基地，这正是毛里求斯的优

势及好处所在。从印度和中国进口的商品包

括家具和电子产品。除了进行零售业扩张

外，我们也在寻求拓展服务业，包括金融服

务、开办护理学校、建造高品质的医院等。

我们与非洲大陆相邻，加上对它的了解，使

我们在竞争过程和进入东非市场的国际企业

中居于领先。”

英美投资（BAI）洞悉非洲商机

A Target Business World Report
Mr. Gregory Sorokours

Global Director & Senior Journalist
www.targetbusiness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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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欧洲人一直把毛里求斯当作旅

行目的地。该岛国被世界旅游奖组织授予

“2011世界领先旅游岛”，这是连续第三年

获得该奖项。毛里求斯还在2012柏林国际

旅游展上被Dertour评为全球首选蜜月旅行

目的地。

尽管毛里求斯久负盛名，亚洲旅行者往

往还是把它忽略了。例如，在印度洋的岛屿

中，只有马尔代夫成

为受中国游客追捧的

热门目的地。

据毛里求斯旅游

和休闲部部长杨尊绍

的解释，航班线路是

原因之一。

他说：“直到最

近，我们只有来自马

来西亚、香港和新加坡的直航班机，因此

中国旅行者必须在那里转机才能来到毛里

求斯。由于这一限制，2011年我们只有大约

15,000名中国游客，但是与前一年相比，已

经增长了98%。”

航线问题始终是个挑战和热点话题。国

营的毛里求斯航空公司已经改变策略，现在

更注重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最近，

该航空公司推出了往来上海的直航班机。这

是一项长期投资，航空公司希望在5年内获

得回报。

由于中国游客数量有望增长，政府对于

国际航空公司开设这一航线持开放态度。新

的机场客运大楼将有助于毛里求斯成为地区

性的次级航空中心。

对于为何只有为数不多的远东旅行者到

访该岛，政府和私营部门认为其它的因素

有：飞行时间较长、机票较昂贵，以及毛里

求斯尚未被中国旅游业界所熟悉。旅游和休

闲部部长杨尊绍解释说，最大的挑战是认

识问题。很少人知道毛里求斯有什么东西可

看，而这是最需要关注的地方。

毛里求斯旅游促进署（MTPA）主席

Robert Desvaux解释说：“我们有非常独特

的产品提供，这使我们有别于塞舌尔、马尔

代夫或其它岛屿国家。我们拥有美丽青翠的

景致、大量内陆活动、水上运动、商场、赌

场、美食和野生动物等。再加上多元文化传

统和现代基础设施，使我们领先于邻近的其

它岛国。”

这样的岛屿确是一个完美的度假胜地，

数量惊人的高尔夫球场遍布

全岛，从最基本的9洞球场到

18洞的世界级锦标赛规格球

场，应有尽有，它们均由Ernie 

Els、Bernard Langer和David 

Leadbetter等世界领先的高尔

夫球手设计。

岛上到处有豪华型休闲 

胜地，提供各种卓越服务和

体验。

康斯坦斯酒店集团代表了

岛上领先的毛里求斯酒店集团

之一，同时也提供卓越的高尔夫体验，旗下

6星级莫理斯王子酒店可提供集豪华、休闲、

高尔夫及其它服务于一体的难忘享受。

该集团亦在塞舌尔、马尔代夫和马达加

斯加等地经营酒店。集团主席Jean-Jaque 

Vallet解释说，毛里求斯具有与马尔代夫一

样能吸引同等数量中国游客的潜力，但是需

要在中国和香港做更多的宣传。毛里求斯是

个小众市场和高端豪华旅行目的地，并非印

度洋上其它岛国能轻易比拟的。

政府的计划是整合传统市场，但会加强

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市场。其它需要

关注的市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中东、日本

和韩国。

杨尊绍部长预言：“旅游业将不断增长。

到2015年，中国将跻身游客数量最多的前

五国。再到2020，中国将仅次于法国，跃

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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