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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非洲    INVESTING IN AFRICA  

文 / 朱伟东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投资者来说，应对非洲本土成分立法最重要的是做好提前预防，尽量减少争议的
发生，或为争议的发生做好相应的善后工作

应对非洲本土成分立法

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政府面临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压力加大，为了缓

解压力，这些国家纷纷制定或实施了本

土成分立法，特别是在矿业、石油和天

然气领域。这些立法会给中国对非投资

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对非投资

企业应关注这一发展趋势，做好相应的

预防和应对措施。

非洲本土成分立法扩大化的表现 
2000 年以来，已有将近 20 个非洲

国家通过了本土成分立法，特别是近几

年本土成分立法的势头更猛。目前，非

洲国家的本土成分立法主要集中在矿业

和油气领域，如加纳 2013 年的《石油（本

土成分和本土参与）条例》，尼日利亚

2010 年的《尼日利亚油气行业成分发展

法》，几内亚 2011 年的《矿业法》等。

南非、刚果（金）、博茨瓦纳、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国家也在最近修改了矿业立

法和政策，增加本土成分，提高矿业税

收等。从这些立法和政策颁布的时间来

看，可以明显看出，近年来非洲国家本

土成分立法和政策的不断扩大化趋势。

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制定或正考

虑制定全面的本土成分立法，如南非早

在 2003 年就制定了《广义黑人经济赋

权法》，津巴布韦在 2010 年颁布了《本

土化与经济赋权条例》，肯尼亚在 2017

年 5 月公布了《本土成分条例》。莫桑

比克在 2014 年启动制定全面的本土成分

立法，目前草案正在审议中。乌干达在

2017 年向议会提交了《本土成分法案》，

有望很快成为正式法律。

非洲本土成分立法的内容
非洲国家的上述立法或政策提出的

本土成分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当地就业及能力建设；扩大当地采

购数量；增加当地股份或股权参与；提

高当地融资及本地金融机构的参与；推

动当地社区发展等。

在促进当地就业及能力建设方面，

上述立法都规定要求外国投资者优先雇佣

本地人员，开展培训项目，实施技术转让

等。有的立法还明确规定了雇佣当地人员

的比例、数量或人员替换计划。例如，尼

日利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成分发展法》

规定，外国投资者应优先雇佣和培训尼日

利亚本地人，对于尼日利亚当地人不能胜

任的工作岗位，应对他们进行培训后逐步

取代外籍工作人员，而且管理人员中外籍

人员的数量不应超过 5%；南非 2017 年

6 月颁布的新的《矿业宪章》要求，矿业

公司的董事会中要有 50% 的黑人，公司

高管层中至少有 60% 的黑人。

在扩大当地采购数量方面，这些立

法都要求在投资东道国当地能够提供相

应的商品或服务时，外国投资者应优先

从当地采购投资活动所需的商品或服务。

例如，加纳《石油（本土成分和本土参与）

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在十年内将

所 需 商 品 或 服 务 的 60-90% 在 当 地 购

买；加蓬《矿业法》规定，矿业协议的

持有人及企业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与加蓬公司签订建设、供货和服务合同。

在增加当地股权或股份参与方面，

这些立法大都要求本国政府或公司应在外

资公司拥有一定的股份或股权。例如，肯

尼亚 2016 年《矿业法》规定，对于大型

矿业开采项目，肯尼亚政府必须免费获得

10% 的股权利益，坦桑尼亚 2017 年《杂

项修正法》规定坦桑尼亚政府必须免费获

得所有矿业开采项目的16%的股权利益，

这一比例甚至可以达到 50%。

在提高当地融资及本地金融机构参

与方面，许多立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必须

在当地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存款或保险

等。例如，坦桑尼亚《自然财富和资源

（永久主权）法》规定，外国投资者从

坦桑尼亚的资源开采活动中获得的全部

收益必须存放在坦桑尼亚的金融机构；

肯尼亚《本土成分条例》则要求矿业开

采项目所有应保风险应向肯尼亚保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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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行投保，未经肯尼亚保监局的同意，

外国投资者不得向海外保险公司投保。

在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非洲国

家最近通过的本土成分立法大都要求矿业

公司应关注当地的环境保护，改善当地的

基础设施，雇佣当地人员，维持和谐社区

关系等。肯尼亚 2016 年《矿业法》对如

何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该法首先要求矿业特许权使用费的 20%

应支付给当地县级政府，矿业特许权使用

费的 10% 支付给矿业开采地的当地社区；

其次，该法要求矿业公司与当地社区签订

社区发展协议，对社区发展规划作出明确

安排；最后，该法还要求矿业公司在雇佣

人员时，优先雇佣当地社区的人员，并对

他们进行技术转让和能力培训。

本土成分立法的实施效果取决于诸

多条件，要想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就

需要在吸引外资和提高本土成分之间取

得一种平衡。这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并

非易事。一些研究人员基于其他国家本

土化的经验以及非洲的实际情况认为，

在非洲要成功实施本土化需要具备下列

条件：制定合适的政策，完善立法和监

管框架；设立有力的本土化实施机构；

投资本土人力资源，加强当地能力建设；

长远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兼顾本地

实际情况，不能操之过急；加强政府部

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调等。

在实施本土化的非洲国家中，尼日

利亚相对成功，但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由

于本土化立法操之过急，或相关规定过

于模糊，或没有与外国投资者进行有效

沟通，本土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

至还引发了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之

间的投资争议。

对中国投资者的可能影响
从中国商务部 2017 年发布的《中

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来

看，2016 年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主要分布

在 5 个行业，依次是建筑业（28.3%）、

采矿业（26.1%）、制造业（12.8%）、

金融业（11.4%）、以及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4.8%）。其中建筑业和采矿

业仍继续保持在前两名的位置。非洲本

土成分立法主要针对的就是矿业以及石

油、天然气行业，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

的本土成分立法还将本土成分要求扩大

到建筑业，例如，肯尼亚《国家建筑局法》

规定，外国承包商在肯尼亚承包工程时，

必须将工程价值的 30% 转包给当地承包

商，或与当地承包商联合设立合资企业，

且当地合作伙伴拥有合资公司 30% 的股

份。该法还要求外国承包商必须向肯尼

亚当地人或公司转让技术或技能，而且

在肯尼亚当地劳动力市场雇佣工人。因

此，对于非洲本土成分的立法动态中国

投资者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单就矿业方面的本土成分立法而言，

它对中国矿业公司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

剑，既带来机遇，也产生挑战。一方面，

在本土成分立法的影响下，一些在非洲

经营多年的外国矿业公司考虑到本土成

分要求不断提高，公司利润不断下降，

开始考虑转让或出售公司股份，这为中

国矿业公司进入非洲矿业市场或扩大在

非洲的矿业开采规模提供了机遇。另一

方面，非洲本土成分立法的扩大化趋势

会对中国在非洲国家的石油、天然气、

矿业等领域的投资带来人力、税收等成

本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

投资者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利润，甚至还

引发了中国投资者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投

资争议。

应对措施
针对非洲国家的本土成分扩大化的

趋势，中国投资者首先应在遵守这些本土

化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做好各类本土化措

施，实现本土化经营。对于非洲国家过

分的或不合理的本土成分要求，中国投资

者可以与非洲国家政府进行谈判，争取获

得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为了避免过分刺激

矿业公司，一些非洲国家在通过本土成分

立法时，还采用了一些变通手段。例如，

2018 年 3 月津巴布韦通过的修改后的《本

土化和经济赋权法》规定，只有在钻石、

铂金开采行业实行本土化控股要求，而且

企业可以与政府谈判达成合规时间表。

当无法通过谈判与非洲国家政府达

成相应的安排后，中国投资者可以考虑利

用国内法、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或地区性和

国际性多边条约中有关争议解决的规定，

提起相应的投资争议解决程序，以切实保

护自己的合法投资权益。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非洲国家在实施本土化立法规定时，

还通过立法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因本土化而

产生的投资争议通过国际仲裁或诉讼方式

解决，而只能在投资东道国内通过调解、

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投资者就必须了解相关国家的矿业法或

投资法中的规定，在发生争议时，选择合

适的争议解决方式。

当然，对于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

是做好提前预防，尽量减少争议的发生，

或为争议的发生做好相应的善后工作。

为此，考虑到非洲国家矿业立法或投资

法因政府更迭而经常发生变更的情况，

中国投资者在与非洲国家政府签订投资

合同时，尽量在合同中纳入稳定条款或

冻结条款，以防止因立法变化而可能产

生的争议。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尽量

选择与中国具有有效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由于大多数非洲

国 家 都 加 入 了《 多 边 投 资 担 保 机 构 公

约》，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投资较大的矿

业、石油、天然气以及基础设施项目时，

还应尽量考虑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进行

投保。（编辑 ;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