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舌尔

2016年10月16日，塞舌尔共和

国发生领导人更迭，前任副总统

Danny Faure接受任命，成为该国

总统。

Danny Faure决心开展�党间

合作，领导塞舌尔朝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他制定议程，以建立并

维护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保证

经济增长，均衡财富分配，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财�自律。总统在

接受卓见商业国际（TBW）的独家

专访时谈到：“善�廉�、恪尽职守、公开透明，这是我们的三大宗

旨，也是�府建设的目标。”

广告专刊

欢迎来到塞舌尔

塞舌尔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展和管理塞舌尔的

非银行金融服务部门

塞舌尔金融服务管理局还负责塞舌尔境内国际

商业公司、基金会、有限合伙公司和国际信托公司

的注册事宜。

WEALTH GROWTH
is our business

Term: 5, 6 & 7 years
Minimum Premium: SCR 25,000

Wealth Enhancer
Single premium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ies

Sacos Life Assurance, Sacos Tower P O Box 636, Victoria, Mahé Seychelles +248 429 5039 +248 422 4495

以客户财富增长
为己任

实现财富增值
趸缴保费

期限：5、6、7年
最低保险费：25,000塞舌尔卢比

受条款和条�约束

联络信息：
电话：+248 4 29 46 99
电子邮�：Info@spf.sc
网站：www.pensionfund.sc/properties-to-rent

安享塞舌尔之旅
Corail d’Or公寓

吉屋出租

塞舌尔仿若伊甸园一般，如梦如幻， 

怀抱风景宜人的沙石海滩。珍稀奇异的

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高级度假村

遍布群岛，这里俨然已成为旅游观光的

绝佳之选。然而，管理这个人口9.4万、

以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国家，

有赖于完善�府组织结构，及制定清晰

的发展目标。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Danny Faure

塞舌尔
独家报道

税收�策改革、商业体制改革、养老金�策及基础设施建设改

革，已经优先提上日程。“我们希望为塞舌尔人民创造较高的生活

标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Faure总统补充道。例如，在税收改

革方面，面向所有人征收15%的统一税率将改为所得税累进税率，

以缩小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该项改革将于2017年7月1日生效

实施。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了另一项改革，所有工作者可额外获

得第13个月的薪资。此外，总统为了改善商业环境，决定简化行�

程序，建立稳健的法律体系，创造商业发展机遇，以开放的态度欢

迎各位投资人，提振其信心。

与此同时，Faure希望大力发展金融业。在他看来，与同地区的

对手毛里求斯相比，塞舌尔的发展潜力尚待挖掘。他鼓励国际银行

入驻，并为商业及公共领域提供便利�务，进而促进行业发展。

同时，非银行金融�务领域也面临挑战，由金融�务管理局负

责监管，Jennifer Morel担任其首席执行官。FSA负责国际商务公司

（IBC）的注册、证券、基金及博彩许可审批等业务。塞舌尔曾为IBC

的首选注册地，但随着全球化新规则的制定，近年来注册趋势不断

减退。Morel女士表示：“注册潮将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取而代之

的是另一种被称之为全球公司的组织结构。这一替代组织结构对透

明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将成为全球认可的企业结构。正如数年

来，很多的中国企业有意在这里注册IBC，我们也期待他们能适时

展现出类似建立全球公司这一组织结构的意愿。”

社保体系改革

长远来看，塞舌尔社保体系也将面临变革。自塞舌尔社保基金

（Seychelles Pension Fund，SPF）于2006年创立起，塞舌尔的多数职

工便被纳入体系之中。如今的目标是实现参保和支出结构的现代化。

SPF的首席执行官Lekha Nair表示，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分析表明，

SPF应当对投入和支出体系进行结构重组。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信息缺乏，且人员过

去长期未投保。除非采取措施，否则参保

由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保支出终会

超过总投保收入（含投资收益）。”Nair说。

SPF的第�项要务为，代表成员

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现在，我们

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占47%，国际投资

占9%。最高的投资回报来自于股权投

资，我们正大力增加股权投资，但是在

塞舌尔这样的国家，投资标的数量有

限。幸运的是，面对机遇我们能够迅速响应，及时购买股权。如

今，我们拥有Al Salam Bank 30%的股权，Sacos Group 36%的股

权，以及Seybrew 26%的股权，还在塞舌尔商业银行(Seychelles 

Commercial Bank)私有化时购入股票。”

SPF作为马埃岛、拉迪格岛及普拉兰岛24处地产的实际所有

者，也在放眼未来的发展。计划投资3亿塞舌尔卢比，在中央银行

（Central Bank）大楼旁边新建一座综合性大厦，预计两年内竣工。

SPF也将为为纪念已故的塞舌尔开国总统James Mancham，在警察

局旁边建一栋Continental大厦。

出口机遇：消费品

在这发展变革的大趋势中，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层面也不容忽视。

Seychelles Trading Company（STC）是塞舌尔境内最大的贸易公司，

为国民供应基本的生活消费品。

STC的宗旨是确保塞舌尔境内的居民（无论住在主岛还是其它岛

屿）都能够以相同的价格购买到14种基本消费品。

2015年10月，STC开设了塞舌尔最大的超市 —— Hypermarket

超市。其首席执行官Laporte表示：“将私营企业纳入其中是

Hypermarket的一大亮点，我们对此深感自豪。当地农民和公司

有机会在超市设立摊位销售自己的商品，我们则从销售额中抽成。

2016年，私营企业通过我们创收1,450万塞舌尔卢比。”

“我们正在全面丰富产品线，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将重点转向

生产健康的食品之上。考虑到我们是国土面积较小的岛国，无论什

么时候，进口需求量都不太大。因此我们希望与食品和建材行业的

生产商或者出口商建立合作关系。此外，我们还期待与那些有意建

立长期贸易合作、全年具备稳定进口需求的公司进行合作。”

Seychelles Trading Company，塞舌尔最大的快速消费品批发和零售商
电话： +248 428 50 00   网站： www.stcl.sc   电子邮件： mail@stcl.sc

借助塞舌尔东非光缆系统（SEAS），SCS为塞舌尔提供可靠、
持续的网络连接。

为了提升连通性，SCS正计划新增一条通向印度的电缆。
欢迎新合作伙伴加入SAIL电缆项目。

SPF的首席执行官Lekha Nair

STC Hypermarket为当地农民提供摊位，鼓励他们销售自产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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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机遇

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集团，已成为各自业务领域的领导者。John 

Esther担任Sacos Group Ltd.的首席执行官，致力于打造全国领先

的保险公司。Esther表示：“2016年我们的总保费增加了12个百分

点，预期2017年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

塞舌尔市场规模虽小，在保险业仍有一定增长空间，原因是对

于其人口数量而言资产基数相对较大。Esther认为：“保险市场中仍

存在一定程度的开发不足。在法律强制规定下，保险行业在机动车

等特定细分市场得以完全渗透，但由于不存在为住房投保的规定，

住房领域尚未很好地渗透。从再保险的角度而言，塞舌尔数量众多

的大型酒店和基础设施（如机场和港口）都需要保险�务。此外，健

康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Sacos正在开发新的投资产品，可使用当

地货币及美元购入，预计五年后将产生20%至30%的收益。“我们

投资了Blackrock、JP Morgan等国际知名公司承销的全球基金，不

久后投资人便可进行购买。”

拓展国际网络连接

最新技术为所有投资人所需，这一点毋庸置疑。塞舌尔于五年内便

完成了一次技术变革 —— 2012年8月15日SEAS线缆投入商业�务。

在过去的四年内，宽带消费已呈指数型增长。

尽管线缆运行极佳，塞舌尔线缆系统（SCS）的主席Benjamin 

Choppy仍对国际网络连接的安全性存在担忧。他表示：“考虑到传

输量大（主要是数据相关流量），如果SEAS出现中断，电信企业将

很难快速在短时间内，通过另一条路线传输大量数据，进而实现卫

星链路备份。”

“因此，我们考虑在两年内，完成第�套线路的安装。当前，我

们正在研究两个方案：将线缆连接至在印度或斯里兰卡的亚洲线缆

端口，或者连接至该地区正在建设的线缆系统的分支线路上。目

前，我更倾向将线缆连接至印度次大陆，但是我们仍在评估这两套

可选方案。欢迎来自各地区的电信企业联系我们，针对上述解决方

案，就组建合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进行商讨。”

探索塞舌尔，留下一生的回忆

许多人将塞舌尔与毛里求斯、马尔代夫等印度洋上的其他旅游胜地

相比，但是只有来过这些岛屿的人们，才能够清晰地辨别出其不同

之处。塞舌尔的大多数度假村都积极保护周边的自然环境。此举旨

在防止过度开发，同时继续以可持续的方式开拓旅游市场。塞舌尔

动植物种类丰富，其中，主岛51%的野生动植物和森林都受到保

护。因此，游客有机会在主岛马埃岛的小型热带雨林中享受徒步的

乐趣，还可以入住奢华的私人海岛度假村。

Constance Ephélia是马埃岛上最大的度假村。该集团来自毛

里求斯，在马尔代夫亦拥有度假村。无论是在面积上，还是客房

数量上，这都是塞舌尔最大度假村。这

里共有350间客房，能容纳650至700位

客人入住。总经理Kai Hoffmeister表示，

2016年度假村的平均入住率达74%，而

且有望在2017年进一步增长。该集团

还拥有更为高档的度假村Constance 

Lemuria，就坐落于邻近的普拉兰岛，配

备89间客房和塞舌尔唯一的18洞高尔夫

球场。“这家度假村颇受中国游客的欢

迎，他们既可以入住酒店，又能感受新

奇的体验。”Hoffmeister说。

旅游部部长Maurice Loustau-

Lalanne在一次访谈中提到：“2016年旅游业实现正增长，较之2015

年入境人次增长了10%，最终我们的入境游客突破了30万人次大关。

我不确定2017年能否呈现同样的增长势头，但仍保持乐观。增长背

后的原因很简单，2016年，欧洲作为我们的主要客源地市场对我们

的努力作出积极的反响。”

部长还表示：“鉴于塞舌尔并不是大众旅游目的地，2017年的第

一要务不再是追求游客数量，而是增加每位游客所带来的收益。严

格地说，我们能够接待的游客数量约为50万人次，但由于多种原

因，目前对塞舌尔而言可能难以实现。我们要想增加游客数量，就

需要在各个层面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地面交通、游客�务和食品

供应等。”

尽管如此，通过改善相关基础设施来增加游客数量的准备工作

已经开始着手。毫无疑问，机场作为最重要的入口，亟待进一步完

善。“打造现代化机场，允许大型客机满载更多乘客降落，将为塞

舌尔带来不断增长的新鲜客流量，为商业经营者开辟了更多重要的

发展空间。这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商贸机遇，游客收益额也随之增

加。”塞舌尔民航局(SCAA)首席执行官Gilbert Faure表示。

对推动塞舌尔的经济发展而言，第�重要的项目集中在港口及

其相关设施方面。部长Loustau-Lalanne表示，港口的拓展和现代

化建设有两套方案可供选择：“第一，基于现有地址上进行改建，这

样可节省5,000万欧元的预算，或者采纳长期解决方案，我称之为

‘中国式思维’，即将目前港口向前拓建40米。我们通过围海造田，

建成全新的、距离更长的码头，形成更大的存储空间。第�套方案

的预计成本为7,500万至1亿欧元。我们还未确定哪一套方案更给我

们带来最大化的成本效益。与欧洲银行及世界银行会晤讨论金融方

案后，我们将上交项目进行招标，实行公开竞标。”

塞舌尔港务局首席执行官Col Andre Ciseau进一步解释说：“马

埃岛港口的全面基础设施开发项目涉及建设游艇码头，安装加油系

统、照明设备和机器，并进行清淤，共有11个不同的阶段。预计

将会投入1亿欧元的资金。我们已与多个准备竞标的中国公司会面，

并衡量所有可选项，最终将由我们决定是否接受其预算。”

旅游部部长Maurice 
Loustau-Lala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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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尔
       梦幻海岛的呼唤

塞舌尔群岛 
              人间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