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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７年中国和南非双边贸

易总额为１４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２．５％。其中，中国对南非出口７４．３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８．８％；自南非进口６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１．９％。中国顺差８．２亿美元。中国对

南非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鞋类、印刷机、通讯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橡胶制品

等；自南非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石油、铁合金、铁砂矿及其精矿、锰矿砂及其精矿、铜砂矿

及其精矿、不锈钢板材、羊毛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２００７年底，中国公司在南非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６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７７７２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７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３．３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南非对华投资项目３８个，实际使用金额６９１６万

美元。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南非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５９４个，实际投入４．７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南非规范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是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海关与税收法》和２０００年

修订的《增值税法》。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及提出调整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的关税水平的建议，并研究出口退税等政策。南非税务总署负责征收关税。

２００７年，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根据与欧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欧洲自由经济区

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南非关税提出修改草案。根据草案，自欧盟进口的纺织服装产品

可享受４０％的税率优惠，对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进口的摩托车实行零关税，对自

欧洲自由经济区进口的部分水产品、农业和工业产品免除关税。该草案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起生效。

２００７年，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决定对纺织品的进口关税进行评审。该委员会

考虑减税的纺织品包括海关税则表第５１到６０章税号的产品。目前，南非纺织品平均进

口税率为２２％。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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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入ＷＴＯ时的承诺，南非已明显降低了其总体关税水平。南非目前的平均关

税为５．８％，其中农产品为９．１％，非农产品为５．３％。

２００７年，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对海关税则表中部分章节的产品进口关税作了

调整。免除了棕榈脂肪酸钙盐的关税，提高了可折叠ＰＶＣ充气水池的关税，调整了第

７６章下部分铝制品关税，并对硫化橡胶管、铸铜管、铸铝管、涤纶预取向丝、苛性钠、钢桶

用花边塞和花边缘轮等产品进行退税。

此外，根据南非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０７年度预算，天然葡萄酒消费税提高８．５％，烈性

葡萄酒与起泡酒消费税提高１０％。同时，根据南非《机动车产业发展计划》，轻便型机动

车的关税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削减至２９％；原装设备组件削减至２４％。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南非目前实施的进口管理制度主要包括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１９９０年

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１９９３年修订的《标准法》。贸易工业部是负责管理南非对外贸

易的主要部门。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南非的进出口限制产品列表。此外，南

非贸易工业部下属的进出口管理局负责发放进口许可证。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任

何公司只需要在南非税务总署登记注册即可经营进口贸易。南非只对部分粮食、石油

产品、武器、部分纺织品和废旧产品等特殊商品实行许可证管理，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

１２个月。此外，进口商必须先获得进口许可证后才能在海外将进口产品装船。在中国向

南非重点出口商品中，仅有黄金饰品、茶叶和鲤鱼须要进口许可，分别由南非储备银行

和农业部负责发放。

２００７年南非进口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新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非共和国

政府关于促进两国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南非单

方面对原产于中国的３１种纺织服装产品实行进口管理，管理期限截止日为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中方不对这些产品实行出口管理。南非进行管理的产品包括衬衫、外衣、运动

衣、夹克、外裤、内裤、工装裤、风衣、雨衣、童装、女裙、围裙、窗帘等。

此外，由于发现某些南非厂商错误地把进口产品的标签改为“南非制造”，南非于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４日颁布了《商品标记法》。根据该法，南非贸易工业部负责对进出口产

品进行详细调查，使整个管理制度变得更为严格。包括鞋、皮革产品和纺织服装品在

内的进口产品其标签必须包括正确的英语产品标识，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更为详细的

完全要素清单。违反上述规定的将被处以每件５０００兰特以上的罚款，产品可以被

没收。

３．出口管理制度

目前南非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１９９０年修订的《进出口控制法》和２００２年颁

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贸易工业部是负责管理南非对外贸易的主要政府部门。国际

贸易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南非的进出口限制产品列表。此外进出口管理局负责发放出

口许可证。

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出口商需要在南非税务总署进行注册。南非规定出口限

９２１南　　非



制产品列表中１７７个４位海关税则编码产品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这些产品主要为战略

性物资、不可再生资源、废旧金属和汽车等。除个别商品外，进口许可证一般由南非贸

易工业部负责发放。此外，废旧金属必须先以出口价的折扣价向下游产业提供，如果下

游产业制造商没有答复或不需要，政府才可以发放出口许可证。根据《钻石出口税管理

法》，钻石出口企业还必须在南非钻石委员会注册。

２００７年南非出口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新的发展变化：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

值及创造就业机会，保护国内的铬矿工业，南非政府根据企业申请，计划颁布一项关

于限制国内铬矿出口的法令，对铬矿征收出口税，并决定铬矿主要在南非当地冶炼加

工，只出口铬铁。

此外，２００７年南非颁布了《钻石出口税法》和《钻石出口税管理法》，降低钻石原石出

口税率，并且明确了减免钻石出口税的执行标准。《钻石出口税法》将钻石出口税率由

１５％下调至５％。同时，该法令规定钻石生产商须将钻石产量的１０％出售给南非国家钻

石贸易商，后者须将原石出售给本地加工商。并且，不同产量的钻石生产商必须将一定

比例的钻石卖给本地钻石厂商，才能获得免税出口资格。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南非反倾销法律主要为２００２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２００５年修订的《１９６４年

海关与税收法》和《反倾销条例》。保障措施方面的法律包括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颁布的

《普通保障措施法》和《农业保障措施法》。此外，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南非的贸易救

济管理机构主要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贸

易救济的立法和调查工作，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中负责反倾销事务的主要是关税委员会

和部长理事会，其中关税委员会负责接受和审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反倾

销结果及拟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并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由部长理事会作出最终反倾

销措施决定。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南非国会通过２２条《反倾销条例》修改建议，修改后的《反倾销条例》

增加了透明度，同时缩短了完成调查的时间。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１）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利害关系方的听证会；

（２）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中提出明显高于 ＷＴＯ《反倾

销协定》有关“国内产业定义”的要求；

（３）如果准备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国内产业由于产量低于南非所有同类生产商

总产量５０％而不能代表国内产业，那么，在这些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之前，南非国际贸易

委员会可以引进这些国内产业附加的最低价值；

（４）根据南非贸易工业部的要求，公共利益可以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一项考虑因素；

（５）即使调查表明倾销行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是否采取临

时反倾销措施享有绝对的决定权；

（６）如果在反倾销复审期间没有发生出口，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决定出口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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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不再发布公报，通知利益相关方有关即将过期的反倾销

税的日落复审的情况，相关企业可以通过该委员会的网站等替代方式获得相关信息；

（８）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对参加期中复审和新出口商复审的当事方做出调整。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南非规范投资方面的主要法律为《出口信贷与外国投资、再保险法》、《贷款协定法》

和《外汇管制特赦及税收修正法》。其他与外资管理相关的法律还包括《公司法》、《税收

法》、《金融机构投资基金法》、《劳工法》、《竞争法》和《环境管理法》。此外，南非贸易工

业部是管理投资的主要政府部门，其他投资管理部门还包括：南非税务总署、南非国家

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地区工业发展委员会等。此外，根据南非科技技术部２００７年颁

布的《技术创新机构法案》，南非成立了技术创新机构，为从事技术创新和发明的个人、

协会或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资助等方式的援助。

目前，南非实行按居住地征税的政策。根据与不同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非南非居民仍需就在南非的收入纳税。南非的税种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

包括所得税、资本收益税等四种税费；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及进口税等八种税费。

目前，南非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３０％，增值税为１４％。

此外，南非现有的产业投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

（１）外国投资补贴。南非贸易工业部对在南非投资新兴制造业的外国投资者免除

引进机械设备的１５％的成本，最高限额为３００万兰特。

（２）外包和离岸计划。根据２００６年南非政府的备忘录，为了吸引外资在南非开展

外包和离岸业务，南非对外包和离岸业务投资者提供资金援助。援助额度为每个员工

３．７万至６万兰特，同时每培训一名员工补助１．２万兰特。

（３）重要基础设施计划。南非贸易工业部对符合条件能改善南非重要基础设施建

设的项目进行资助。重要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电信、下水道、垃圾处理、燃料供给

等项目。资助额度为项目成本的１０％至３０％。

（４）电影电视制作退费计划。根据２００８年南非贸工部发布的电影电视制作激励政

策，符合规定的外国独家制作和合作制作电影电视将退回一定的制作支出。其中故事片、

电视连续剧、纪录片和卡通片等外国独家制品将实行返还１５％支出的政策，合作制作的制

品将获得制作支出３５％的返还（６００万以内）和２５％的返还（超过６００万的部分）。

（５）行业特别扶持计划。该计划提供８０％的成本激励，并对行业中的从事研究工

作的非营利商业机构提供融资援助。

南非现有的一般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１）工业发展区计划。工业发展区与国际港口相连，该区域内的出口制造企业可以

享受到宽松的投资环境和灵活的政策。其中，国际港口的保税区内免除机械和原材料

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

（２）出口市场和投资援助计划。该计划对出口商因扩大南非产品在外国市场的行

为而产生的部分成本进行补偿。出口商可以享受市场研究、贸易考察和参加国际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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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融资援助。具体计划包括出口活动中所产生的空运、样本传递、每日佣金、展

览和传册影印等方面。

（３）黑人商业供应商发展计划。该计划为南非贸易工业部２００３年发布的投资促进

政策。对南非黑人所有权比例超过５１％的公司提供一次性８０％的成本抵扣，帮助企业

增加管理、营销、生产、标准、物流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最大抵扣额为１０万兰特。

（４）合资激励计划。为实现２００４年南非政府合作发展战略提出的２０１４年目标，南

非政府对合资公司进行投资激励措施。对符合条件的合资公司进口机械设备提供９０％

的成本抵扣，最高额为３百万兰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工作许可配额

２００７年４月，南非正式宣布，将在５３个行业范围内开放近３．５万个工作许可配额，

以解决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该特殊工作许可能够让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不需要

聘用合约的情况下，进入南非找工作，而且雇主不需要提出繁琐的证明，便可以聘用这

些外国人，过程简捷迅速。这些工作许可的行业范围将依照本地市场的需求每年进行

调整。外国申请者只要符合要求，９０天内即可获得进入南非工作的许可证。工作许可

的限期也发生了改变，只要持证者继续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即使另换单位，工作许可

证仍继续有效。

５３个行业大部分都属于工程科学领域，包括：电话中心经理、保险精算与估价、农业

经济、统计学、经济学、化学原料工程、土木工程、结构工程、航天工程、飞机保养工程、航

空电子工程师、电机电子科技、工业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矿业工程师、质量工程师与检

验员、管线工程与制造专家、森林科学家、生物化学专家、食物科技、地质学家、地球物理

学家、兽医、医师、药物研发、数学或科学老师、农业技师、电机绘图、水力空气科学、产品

研发、自动科技、机电整合、航空科技、生产科技、铁板技师、焊接工、锅炉技师、金属产

业、工具制造以及珠宝设计等。

２．中国苹果、梨获准向南非出口

根据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南非农业部２００７年２月共同签署的检疫议定书，中国苹

果、梨获准向南非出口。出口南非的苹果、梨果园和包装厂，须在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注册登记，并经南非农业部批准。出口水果的果园应对南非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

物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在注册的包装厂进行加工、包装和储存，确保出口的苹果、梨符

合南非入境植物检验检疫要求。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水果实施检验检疫，

合格的出具植物检疫证书。

３．技术标准制度

南非技术标准局负责制定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２００７年，根据南非贸易工业部

先后发布了《标准议案》和《强制性标准议案》，为确保技术标准设立的公正性和独立

性，南非技术标准局按照行政功能拆分出一个评估服务提供站———国家强制规范管理

局。该管理局将根据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和公共环境的利益制定部分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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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南非根据《１９４１年商品标志法案》发布一项通知，修正了进口

或在南非销售的皮革制品、纺织品等产品的原产国标签要求。

２．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２日，南非提议引入水泥的强制性规范，涉及袋装和散装建筑用水

泥的制造、标志、特性和性能要求。

３．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５日，南非农业部公布了关于在南非销售的蛋的分级、包装、标志的

法规，规定了家禽蛋的最低质量标准。

４．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９日，南非贸易工业部发布了《０３类和０４类机动车强制性规范的

修正提案》，规定了用于公路运输货物的０３类和０４类机动车的要求，包括尚未在南非登

记的此类机动车。

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南非发布通报，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动物健康与安全，《南非农

产品标准法案》规定了在南非销售的新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评级、包装和标识法规。该

提议法规适用于在南非销售的新鲜蔬菜和冷冻蔬菜的评级、包装和标识。

６．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南非通报了关于婴幼儿食品（谷类食品、面粉、淀粉和牛奶）

的相关法规。该法规规定了标签、成分、包装以及其对生产商的要求，婴幼儿配方食品

以及相关的特殊药用食品的标签要求，婴幼儿营养强化食品的一般要求和其他要求，甜

味浓缩乳制品和还原乳制品的标签要求，奶瓶和奶嘴的标签要求和其他要求以及赠品

包装的禁令。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尽管南非关税制度不断改革，但仍然相当复杂，给外国产品向南非出口带来了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此外，南非为扶持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糖类产品、羊肉、牛奶和玉米

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

此外，南非的关税高峰主要集中在纺织、皮革、鞋、布料、摩托车及零部件和加工食

品。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二）进口限制

南非贸易工业部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对中国３１个类别的纺织

品实施进口配额管理，所涉产品包括棉织物、窗帘和针织长裤等。同时，南非承诺对中

方产品放弃使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１６条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

书》第２４２段，承诺落实承认中方市场经济地位的有关具体措施。中方认同南非政府为避

免采取纺织品特保措施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注意到南非有关零售商对进口配额的不

同看法。中方希望南非政府遵守中南两国之间签署的协议，正常看待中国纺织品的竞

争力和南非国内市场的合理需求，充分考虑双方的经济贸易利益，合理调整有关产品的

进口配额，并增加透明度，加强管理。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南非在２００７年对进口或销售的皮革制品、纺织品等产品的原产国标签要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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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强制性规范、南非销售的蛋的分级、包装、标志的法规和卫生部管理范围内的预

包装食品标签和广告的条款等进行了修改。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遵守 ＷＴＯ的关

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定，参照国际标准，减少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正常化造成的

负面影响。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根据南非２００６年修订的进口食品检验检疫法规，南非政府要求进口商在进口农产

品时，必须向南非政府提供该产品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控制报告，其中明确要求记录农

产品各个生长期的检验检疫结果。中方认为，南非采取的上述要求比较严格。可追溯

的农产品质量报告要求出口企业建立良好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即根据农业规范、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或有机产品等标准及相关规定要求建立出口产品溯源和追踪体

系。中国已经积极开展出口企业相关体系的建立，但是中方认为，可追溯体系的建立应

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充分考虑中方的实际情况。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１．反倾销

南非是对中方发起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之一。近两年，中国商务部与南非国际

贸易管理委员会之间深入合作交流，就落实南非承认中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倾销与

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产业损害的确定性证据、公共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磋商，取得积极结果。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南非针对中方发起的反倾销立案调查达４１起，其中２００７年共发起

４起。涉案产品为柠檬酸、焊接钢制链条、聚氯乙烯和压延铝材。

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１１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对部分产品公布了初裁结果，取消了

柠檬酸反倾销调查，对焊接钢制链条和聚氯乙烯则分别征收５２．９％和３２．７％的临时反

倾销税。中方认为，在调查期内，中国企业对南非出口的涉案产品数量并不大，但这些

措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上述产品对南出口的继续和扩大。

２００７年４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终裁，因倾销未对南非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

害以及损害与倾销之间无因果关系，终止对充气轮胎的反倾销调查。该案于２００５年启

动调查。目前南非普利司通等轮胎企业已向南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中国橡胶工业协

会代表涉案企业出面作集体抗诉。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此外，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０７年取消了对聚四氟乙烯扁条、锄头、毛巾和

面巾三类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时，中国门锁和门把手、平纹机织物、锹和铲／叉／锄和

耙、钢丝绳和钢缆四类产品在２００７年受到了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的反倾销日落复

审立案调查。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南非准备取消部分产品的

反倾销税，涉及中国的产品包括铝制餐具、化纤地毯、钢铁制螺栓螺母、浮法玻璃、平板

玻璃和大蒜。

总体而言，南非调查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够给予双方充分表达观点的机会，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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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为依据做出裁决，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

２．保障措施

２００７年５月，南非对进口的饲料添加剂和赖氨酸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征收１６０％的

进口关税。１２月做出终裁，决定对上述产品征收三个阶段的附加税，其中第一阶段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０日）附加税为２７％，第二和第三阶段（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日

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附加税分别为１８％和

９％。原产于中国或自中国进口的上述产品均包括在内。

中方对此表示关注。中方希望南非政府克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对双边贸易

造成不利影响。

（六）政府采购

南非政府尚未签署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南非在政府采购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存

在不公正和不透明等问题。出于扶持本国产业的考虑，南非政府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往

往以当地成分为由对进口产品和服务进行限制。中方希望南非加强政府采购的透明度，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七）出口限制措施

１．铬矿石出口限制

南非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铬矿石生产国和出口国，占全世界铬矿储藏量７５％。为提

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及创造就业机会，南非政府决定减少黄金、铂及铬矿等原材料的出

口并征收出口税。目前南非企业决定只出口铬铁，铬矿石在南非当地冶炼加工，以保护

本国的铬铁加工行业。中方认为，限制铬矿出口会造成国际市场铬矿供应量的减少，铬

矿价格将震荡波动。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钻石出口限制

根据南非２００７年出台的《钻石出口税法》和《钻石出口税管理法》，为了获得免税

出口资格，大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在５０亿兰特以上）必须将其产量的４０％卖给本地钻

石厂商；中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在１千万—５０亿兰特）必须将其产量的１５％出售给当

地钻石切割商。小型生产商（年销售额少于１千万兰特）如其产品在钻石交易所里出

价而未被买走，可以免税出口钻石。如果大中型生产商没有达到要求，则余下产品需

要交纳出口税（出口税率等于规定产量出售百分比减去实际产量出售百分比，最高额

为５％）。南非是钻石这种稀缺资源的最主要出产地，中方完全理解南非政府为了保

护和促进当地钻石行业的发展而做出的努力。但是，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充分考

虑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特点和趋势，通过合理的全球化分工，使稀缺资源能够发挥其最

大的利益价值。

（八）知识产权保护

南非在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伪造商标、侵犯版

权等较多问题。其中，软件盗版的情况在南非非常严重，在所有的商业行业中都存在。

南非软件的盗版率占软件销售的３６％。中方希望南非进一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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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罚力度，保护中方产品的相关权益。

四、投资壁垒

（一）投资准入壁垒

１．黑人经济政策法案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为帮助受种族隔离迫害的黑人及弱势人种参与主流经

济，使有能力的受害人种的企业更好地与西方企业竞争，南非政府在２００１年颁布了《黑

人经济振兴法案》。该法规定企业２５％的所有权应该由当地黑人持有，还规定了当地黑

人在管理层的比例。此外，根据南非２００７年２月初公布的《南非黑人经济授权法案》具

体实施法典的规定，南非政府发布了强制性“平衡计分卡”的计分规则。计分标准包括

资产权益、所有权比例等七个类别，并计算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企业更好地扩大了黑

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企业如果要与政府进行交易，则必须严格遵守“平衡计分卡”

的规定，并且总分较高的企业享受优先采购权。

中方对南非制定保护黑人权益的法规表示理解，但是设置强制性指标可能对外国公

司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此外，“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可能造成企业机密信息的外泄，对企

业的正常运营产生负面影响。中方希望南非政府为外国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２．生产许可

南非企业如果考虑向外国公司申请生产许可，必须先向贸易工业部进行申请。贸

易工业部或南非储备银行下属的外汇管理局将对申请进行审批，整个申请过程可能需

要３个月的时间。申请者的资格需按照一系列的标准进行评判，包括战略意义、经济贡

献度和项目本土意愿等。贸易工业部负责审批版权许可的申请，其他许可协议都须提

交南非储备银行审批。中方希望南非政府能够简化相关的审批程序。

（二）投资经营壁垒

１．签证制度

中国企业普遍反映南非的签证缓慢，而且在申请工作签证时南非大使馆还要收取

押金人民币１５０００元，影响了中方在南非投资企业的人员往来。关于中国公民申请南非

签证交押金一事，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驻南非使馆已多次向南驻华使馆和南非内政部

进行交涉，希望南非方面尽快予以解决。

２．治安环境

近年来，南非发生了多起针对华商和中资企业的伤害事件，影响华商和中资企业对

南非投资的信心。中方希望南非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治安环境，保护在南非投资的

华人和中国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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