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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和平 独立 民主 统一 繁荣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 119 号总理令 

老挝投资法实施条例 

                         2011 年 4月日 20日万象 

 

--根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法》修订版（2003 年 5 月 6

日老挝国会第 02 号令）的规定； 

--根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投资法》（2009 年 7 月 8 日老挝

国会第 02 号令）的规定； 

---根据 2009 年 10 月 20 日老挝计划与投资部的提议（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 2733 号）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签发国家总理令组织实施《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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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总理令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 

 本条例的制定是为了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投资法》的一些

条款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实施《投资法》的过程中做到简洁、明确

和精练，使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部委之间的职能更为明确，同时

也明确了一站式投资窗口的职能，对《投资法》的实施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指导和统一，保证投资卓有成效。 

    第二节 按照合同进行合作的投资以及注册资金的规定 

第二条 按照合同进行合作的投资 

按照《投资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以签订合同的形式与老挝法

人合作经营业务的外国法人必须持所签订的合同到法院注册处进行

登记注册，之后持有关资料到老挝国内法人获准经营的所在地的工

贸部门或计划与投资部门备案。 

按照合同进行合作的业务可以按照双方合同所规定的经营范围

进行经营和分配，不需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新的法人机构。 

第三条 注册资金的规定 

按照《投资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以签订合同的形式与老挝法

人合作经营普通业务的外国投资者的总金额和注册的资金不能少于

10 亿基普。 

第四条 注册资金的撤出 

投资经营普通业务的投资者在获得营业执照后，注册资金的撤

出必须通过设立在老挝的商业银行，并且在 10 个工作日获取银行出

具的撤资证明。 

投资在各个行业的公司撤出注册资金时按照如下规定的比率和

时间来操作： 

1.投资经营农业行业业务，从获得企业注册之日算起，90 个工

作日内初始撤出全部注册资金的 40%，余下的注册资金在一年内全

部撤资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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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经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和加工业务，从获得企业注册证

之日算起，90 个工作日内初始撤出全部注册资金的 60%，余下的注

册资金在一年内全部撤资完毕。 

3.投资经营贸易和服务行业从获得企业注册之日算起，90 个工

作日内初始撤出全部注册资金的 80%，余下的注册资金在一年内全

部撤完。对于投资商业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撤资，按照老挝政府

颁布的金融机构或者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投资法》第十二条规定获准特许权经营业务的注册资金的撤

资最低比例，投资者从获得企业注册之日算起，90 个工作日内通过

设立在老挝的商业银行初始撤出全部注册资金的 20%，余下的注册

资金在两年内全部撤完。每次撤资，投资者在撤资后 10 个工作日内

可拿到银行出具的撤资证明。 

投资经营普通业务和获准特许权经营的业务注册资金的撤资为

老挝货币基普。 

第三节普通经营业务的投资 

第五条普通经营业务投资的申请 

按照《投资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有意在国家监管

列表之列、不属于国家监管列表内的、也不属于需获准特许经营的

普通经营业务进行投资的投资者需向中央或地方工贸部门设立的投

资一站式服务办公室递交投资申请申请表。 

第六条 投资申请表的审批程序和时间 

对《投资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企业进行注册申请的审批不需要

专门召开会议，将按照《公司法》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

审批，相关审批部门意见不一致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进行公司注册

的除外。 

第七条 投资申请材料的准备 

递交投资申请时应递交以下材料： 

1.填写完整的申请表 

2.投资合同、协议（如果是合资经营） 

3.其他相关的材料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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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资者的简历； 

3.2 投资者的经济状况证明和经历； 

3.3 身份证复印件（国内投资者）或护照复印件（外国投资

者）。 

投资经营普通业务的投资者可以向设立在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

室的中央或地方计划与投资管理部门或工贸部门领取投资申请表或

从上述部门的网站下载。 

第八条 企业的注册 

《投资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企业注册证是投资者依法在老挝进

行投资经营相关业务的凭证。企业注册证包含投资许可证、投资优

惠政策和税务执照等内容。在经营业务前，投资者必须根据行业所

属的不同部门，持有其他相关部门的许可证或者证明。 

工贸部门必须在收到投资者的投资申请表之日起，10 个工作日

内进行审批并签发企业注册证，并报其他部门备案。相关部门必须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对企业进行监管。 

省市级工贸部门签发的企业注册证除了报送有关部门之外，还

必须在自签发之日算起，10 个工作日之内把相关材料报送工贸部一

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企业注册证的内容按照工贸部的有关规定填写。 

财政部门负责向投资者签发纳税编号，并登记入企业注册证。

投资者在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正式申报时，需出示该纳税编号。 

在企业注册通过后，投资者注册所在地的工贸部门应给该企业

签发公章的使用许可证，让公章雕刻机构把该企业的公章在 7 个工

作日内交给所注册的企业。 

第九条 纳税编号的签发 

纳税编号是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签发的、区分纳税人的经营地

点、经济性质和行业的电子计算机编号。计划与投资部门在签发特

许经营许可证和工贸部门签发企业注册证时应把税务编号登记入

内。纳税编号在向国家纳税，使用公司发票、税费结算证明，报关

单，会计文件、货物、商品和产品运输等正式文件中使用。纳税编

号是特许经营许可证或企业注册证到期后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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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部门向财政部门获取纳税人的纳税编号。 

              

 第四节  特许经营行业的投资 

第十条 特许经营行业投资的申请 

对《投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特许经营业务的投资，投资者

必须是法人机构，并且要向中央或者地方级的投资与计划部门的一

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递交申请材料（特许经营业务的项目见本条例

附件三） 

第七条 投资申请材料的准备 

递交投资申请时应递交以下材料： 

1.特许经营申请表； 

2.项目的基础数据资料或经济可行性报告或在老挝的工作计划

表； 

3.合作成立企业的协议书，投资的形式、企业的形式都必须符

合《公司法》的规定（如果是合资股份公司）； 

4.其他相关的材料还有： 

4.1 投资者的经济状况证明和经历； 

4.2 投资者的简历； 

4.3 身份证复印件（国内投资者）或护照复印件（外国投资

者）。 

除了上述必备资料以外，投资矿产、电力或特许经营土地等行

业，还必须附上对项目所在地进行资料收集的备忘录。 

对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的投资或开发，按照经济特区和经济专

区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特许经营投资者的选定 

当同一个特许经营项目出现两个以上的申请投资者时，投资者

的选定按照《投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投资申请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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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申请的审批将按照《投资法》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1.已列入招商计划的项目或特许经营业务由计划与投资部门进

行审核后，召开投资促进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决定是否批准该申

请。 

如果获得批准，计划与投资部门负责与投资者就双方签订谅解

备忘录或协议进行洽谈，并把洽谈结果在引资项目会议上通报，然

后上报中央或各省市政府，申请授权与投资者签订项目谅解备忘录

或协议。 

2. 未列入招商计划的项目或特许经营业务，在收到投资者的投

资申请后 25 个工作日内，由计划与投资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和办公室

进行审议后，由计划与投资部门汇总形成书面意见，在上报中央或

各省市政府之前，需召开投资促进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决定是否

批准该申请。 

2.1 如果获得批准，需对项目备忘录或协议进行论证，并形成

投资促进委员会会议书面报告，报中央或各省市政府，并申请授权

与投资者签订项目谅解备忘录或协议。 

2.2 如果项目未获批准，需以书面形式答复投资者。 

第十四条 特许经营合同的洽谈 

项目获得中央或省市级政府的批准后，计划与投资部门必须在

收到中央或省市级政府下发批准通知后两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投资者以便进一步洽谈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 

在收到计划与投资部门的通知后，投资者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内

就洽谈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日期答复计划与投资部门。如果超

过 10 个工作日不回复或者在规定的洽谈日期 30 天内不与老挝计划

与投资部门进行洽谈，且事先无有函件说明，则视为投资者放弃投

资权利。 

当计划与投资部门完成与投资者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洽谈

后，必须把洽谈结果在引资会议上通报，报中央或各省市政府，并

申请授权与投资者签订项目谅解备忘录或协议。 

第十五条  关于项目履约担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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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必须按照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缴纳《投资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项目履约担保金。 

项目履约担保金的条件、数目根据项目的规模、种类、所属的

行业以及双方洽谈时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来确定。具体如下： 

1.电力项目 

1.1 装机容量在 5 兆瓦以下，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10，000 美

元； 

1.2 装机容量在 5 兆瓦至 100 兆瓦，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30，000

美元； 

31 装机容量在 100 兆瓦以上，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50，000 美

元。 

2.特许经营土地项目 

2.1 土地面积为 2-150 公顷，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30，000 美

元； 

2.2 土地面积为 151-1，000 公顷，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50，000

美元； 

2.3 土地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70，000

美元。 

3.特许经营矿产项目 

3.1 金属矿产面积在 1-300 平方公里，项目履约担保金为 50，

000 美元； 

3.2 特许经营金属矿产面积在 301-500 平方公里，项目履约担

保金为 100，000 美元。 

特许经营非金属矿产和燃料类矿产以及流质矿产另有专门的条

例对面积和项目履约担保金作出规定。 

对本条例没有列入的其他矿产的进行特许经营，由双方洽谈签

订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决定。 

投资者必须把项目履约担保金以现金转账到计划与投资部门在

老挝国家银行的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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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履约担保金可以是基普也可以是美元或老挝银行可以收取

的其他国家货币，以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或协议中规定的项目履

约担保金存入计划与投资部门之日的汇率为准。 

投资项目履约担保金在相关部门出具投资者完成谅解备忘录或

协议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件、职责的证明后送还给投资者。投资者若

不能完成谅解备忘录或协议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件、职责，项目履约

担保金收归国有。 

第十六条 特许经营注册证 

《投资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特许经营注册证是投资者在特许

经营合同期内依法在老挝进行投资经营相关业务的凭证。特许经营

注册证包含投资许可证、投资优惠政策和税务执照等内容。在经营

业务前，投资者必须根据行业所属的不同部门，持有其他相关部门

的许可证或者证明。 

计划与投资部门必须在收到投资者的特许投资申请表后，10 个

工作日内进行审批并签特许经营注册证，并报其他部门备案。相关

部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职责对企业进行监管。 

省市级计划与投资部门签发的特许经营注册证，除了报送有关

部门之外，还必须在自签发之日算起，10 个工作日之内上报计划与

投资部。 

特许经营注册证的编号由工贸部门编订并登记到特许经营注册

证。 

财政部门负责向投资者签发纳税编号，并登记入特许经营注册

证。投资者在向税务部门进行年底纳税申报时，需出示该纳税编

号。 

在投资者通过特许经营注册后，计划与投资部门应把特许经营

注册证的编号抄送工贸部门和税务部门，协助办理相关业务。 

在企业通过特许经营注册后，投资者注册所在地的计划与投资

部门应给该企业签发公章的使用许可证，让公章雕刻机构把该企业

的公章在 7 个工作日内交给所注册的企业。 

第十七条  特许经营注册证的内容 

特许经营注册证包含以下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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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名称 

2.业务经营点所在的地址或企业办公室所在的地址及业务经营

点所在的地址； 

3.投资方式； 

4.企业所属的种类、方式和形式； 

5.股东的名字和持股份额（占有注册资金的比例）； 

6.全部资金和注册资金（以基普为单位）；若投资者以外币作

为的全部资金和注册资金，则以签发特许经营注册证之日老挝银行

公布的汇率换算成基普； 

7.应缴纳的国内税收和关税； 

8.其他一些可能产生的费用； 

9.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有优惠）； 

10.特许经营注册证的编号（为企业所独有的）； 

11.企业编号； 

12.税收编号； 

13.各个行业特定的其他内容。 

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在各个部门使用统一的企业特许经营注册

证编号 。若与签发特许经营注册证相关的各个部门之间没有统一联

网的管理系统，则暂行使用各个部门之间现有的编号，直至有统一

联网的系统。 

第十八条 特许经营过程中股份或者的资金份额的转让条件 

《投资法》第二十六和二十七条规定，若有意转让特许经营、

股份或对特许经营合同进行修改，必须向计划与投资部门提出申

请，由计划与投资部门根据企业的下面这些情况进行审批。 

1.根据特许经营注册证里面规定的全额出资注册资金； 

2.足额按时纳税； 

3.按时缴纳租金和特许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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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工作计划表中的内容，执行各个时间段的工作计划。 

              第五节  制定和审批招商引资项目表 

第十九条  制定招商引资项目表 

《投资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招商引资项目表的制定按照下面

的步骤进行： 

1.计划与投资部负责向中央和地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推介和宣

传，以便研究和制定或修改招商引资项目表； 

2. 中央和地方各个相关部门制定本部门的招商引资项目表，于

每年的四月份报送计划与投资部门； 

3. 中央或地方的计划与投资部门负责汇总各个部门递交的招商

引资项目表，经过筛选后，上报中央或省市政府。 

招商引资项目表的制定必须符合老挝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第二十条 招商引资项目表的通过权限 

《投资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对招商引资的项目（业务）表的

审批由各级政府根据自己的职权范围进行审批： 

1.投资额在 2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由中央政府审批； 

2. 投资额在 500 万-2 亿美元的项目由计划与投资部审批； 

3. 投资额在 500 万以下的项目由各省市政府审批。 

第二十一条 招商引资项目的审批部门 

1.《投资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招商引资项目的审批由以下这

些部门负责： 

1.1 工贸部门负责审批一般的招商投资项目； 

1.2 计划与投资部门负责审批需要特许经营的招商投资项目。 

     第六节  投资促进委员会和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第二十二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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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促进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鼓励的管理在老挝境内经营的国

内外投资，由中央级投资促进委员会（全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和地

方级投资促进委员会（省市级投资促进委员会）组成。 

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主席、副主席和若干名委员构

成，具体如下： 

1. 全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主席由计划与投资部部长担任，副主

席是由计划与投资部主管投资工作的副部长担任。 

2. 省市级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主席由各省省长（市长）担任，副

主席由各省主管投资工作的副省长担任。 

3.全国和省市级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委员由来自以下这些部门的

官员担任：计划与投资部门、工贸部门、财政部门、公安部门、劳

动和社保部门、外事部门、农林部门、能源和矿产部门、建设运输

部门、邮电部门、教育部门、公共卫生部门、水资源和环境部门、

科技部门、国家旅游局、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中央级）、新闻文化

部门、司法部门和老挝银行机构。全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由上述各部

委的副部长、各司局的官员组成。省市级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委员由

各省市下属的有关厅局的官员组成。 

4.计划与投资财政部投资促进司和各省市计划与投资厅协助投

资促进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并为计划与投资部门下属的一站式投

资服务办公室的成立和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5. 国家和各省市计划与投资部门下属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为国家和各省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的秘书处。 

在依靠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责开展各项工作时，全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使用计划与投资部部长的印章，各省市投资促进委员会使

用各省省长（市长）的印章。 

第二十三条  投资促进委员会的权利和职责： 

投资促进委员会有以下这些权利和职责： 

1.每周举行例会审议投资各项工作，在有必要时召开会议审议

相关工作； 

2. 负责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投资项目进行研究、报告、审议、

批准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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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责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投资项目的修改、股份转让、项目

的延期、调整和改变以及项目的停止或取消进行研究、报告、审

议、批准或否决； 

4. 负责审议并且通过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招商引资列表； 

5. 负责签发自己职权范围内的特许经营项目的注册证或其他许

可证； 

6.获准政府授权后，在与投资者签订谅解备忘录、项目开发合

同、特许经营合同等法律文件签字； 

7.负责对投资从事各种经营的企业合同履约和国家法律法令的

遵守情况的进行负责监督、检查、评估、鼓励和引导； 

8.对各级投资促进委员会在签发投资许可证工作中的促进和管

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9.负责下发停止或废除违反法律、法令、谅解备忘录、项目开

发合同或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企业所持有的特许经营注册证或投资

许可证的通知； 

10.负责召开会议，对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以及投资促进和管

理部门的季度、各个时间段或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经验

和教训。 

11.表彰优秀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以及投资促进和管理部门

和处分一些表现很差的部门； 

12.负责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各项工作。 

第二十四条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是依据《投资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

设立的一个机构，是以国家计划与投资部和省市级计划与投资厅为

中心、集各个职能部门在一起集中办公的一个的场所，主要的部门

有计划与投资部门、工贸部门、财政部门、公安部门、劳动和社保

部门、外事部门以及根据投资促进委员会主席的意见适应各个不同

时期的需要而增减的其他职能部门。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的职责和权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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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有以下的权利和职责： 

1.与相关部门沟通，为投资者收集、汇总和提供与投资相关的

资讯数据； 

2.为投资者阐释相关的投资法律法规法令； 

3.负责给投资者解释并指导投资者填写投资申请表格及其准备

相关文件资料； 

4.负责受理普通行业和特许权经营行业的投资申请； 

5.负责受理投资普通行业和特许权经营行业的企业的关税减免

申请； 

6.负责受理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技术人员和工人等办理商务

签证、劳工证和居住证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的服务； 

7.负责验收投资个人或企业所递交的投资申请及其相关资料文

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出具验收证明，并与投资者个人或企业约定

其申请答复时间； 

8.负责向有关部门递交投资者的投资申请或相关的文件材料，

以便让有关部门进行审议； 

9.负责把有关申请的结果答复申请者，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审批

后向投资者个人或企业签发企业注册证、特许权经营许可证、关税

减免许可证及其前面所提及的其他相关许可证等； 

10. 负责汇总相关的会议资料数据并递交给投资促进委员会，

以便确定会议的召开，并且在召开有关会议时，负责会议的筹备工

作； 

11.负责邀请投的人员出席有关投资会议， 

12.负责形成会议纪要，并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出席会议的投资促

进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 

13.负责收集企业注册编号上报到工业和商业主管部门和收集企

业或个人纳税编号上报财政主管部门； 

14 按照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其他有关指示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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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投资部门中央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隶属计划与投资部

投资促进司，由促进司司长兼任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主任。 

计划与投资部门省市级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隶属所在省市的

计划与投资厅，由计划与投资厅厅长兼任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主

任。 

工贸部门和经济特区及经济专区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的组

织和运作按照其所属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干部的任职条件：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干部是由上述有关部门任命，由投资促

进委员会主席通过的来自相关部门的干部，他们必须具备以下任职

条件： 

1.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2.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熟练了解国家政府的相关政策； 

3.熟悉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本部门的职能工作； 

4.能够运用英语开展工作和熟练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 

5.品行端正； 

6.身体健康。 

第二十六条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干部的职责和义务： 

1.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干部的权利如下： 

1.1 参加与投资有关的会议； 

1.2 为投资管理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出谋献策； 

1.3 到国内外接受与投资管理有关的培训和学习； 

1.4 根据上级部门的授权决定一些问题； 

1.5 负责与相关的部门联系，以获得所负责的投资服务工作的

批复； 

1.6 负责向投资促进委员会提出有关意见，使本部门和其他部

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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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突出者，可以获得表彰和奖励； 

1.8 依法享有老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各项权利。 

2.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干部的义务如下： 

2.1 负责收集本部门负责的、与投资有关的数据、文件和材

料，汇总到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2.2 负责提供本部门负责的相关数据资料和解释与本部门工作

相关的法律； 

2.3 审核递交到本部门的申请及其相关材料，并报上级部门审

批； 

2.4 每日，每周和每个月都向上级部门汇报自己的工作； 

2.5 依据自己的权利和职责，做好投资服务工作； 

2.6 依法履行老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各项义务。 

第七节 国外公司代表处 

    第二十七条 国外公司代表处 

    依据《投资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成立的国外公司代表处是有意

到老挝进行投资的外国法人机构在老挝设立的代表机构，为该公司

到老挝进行投资收集相关的资料数据，负责国外公司与老挝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联系。不需通过投资促进委员会会议的批准，计划与投

资部可以审批和签发国外公司代表处注册证。 

    国外公司代表处注册证包含企业编号和税收编号，由计划与投

资部负责协调工贸部门签发企业编号，协调税务部门签发税务编

号。在签发国外公司代表处注册证后，计划与投资部还必须七天工

作日内签发该国外公司代表处公章使用许可证，以便让该国外公司

代表处刻公章用于开展各项工作。此外，还负责把该国外公司代表

处的注册证和其他相关材料送到公安部门备案，让公安部门依法行

使对投资者的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 

    与老挝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在老挝国内尚未有具备

法人资格的机构的外国公司必须在老挝设立国外公司代表处，为老

挝政府与已与老挝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外国公司的联系提

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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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国外公司代表处的期限 

    国外公司代表处的期限为一年，可以续期两次，最长期限不超

过三年，外国公司在与老挝政府签订备忘录或协议规时规定项目的

资料收集和汇总国外公司代表处的时间除外。 

    经过老挝政府批准的外国上市公司在老挝注册的国外公司代表

处从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可以再续期三次。在特殊情况下，计划与投

资部也可以根据情况审批国外公司代表处的续期。在国外公司代表

处到期后，需要在老挝投资的外国公司应向老挝递交投资注册申

请。 

    国外公司代表处在未到期限时，可以由投资者根据情况递交申

请提前结束或由于国外公司代表处没有依照老挝有关的法律法规进

行活动，被计划与投资部门勒令结束。 

    第二十九条 国外公司代表处的权利和义务 

    国外公司代表处的权利和义务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1.为投资收集资料进行可行性论证； 

    2.负责国外公司与老挝国内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为国外公司的

投资提供便利； 

    3.监督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执行； 

    4.与老挝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国外公司代表处在引进

谅解备忘录或协议规定的用于项目需要的重型机械设备或运输工具

时，可以享受关税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条 国外公司代表处不能从事的业务 

    国外公司代表处不能从事以下这些业务： 

    1.不能从事任何商贸业务活动，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不能从事经营创收活动； 

3.不能出具任何收入收款收据或集资书； 

    4.宣布自己无法承担偿还债务或宣布自己破产。 

                      第八节  鼓励投资时的关税和国内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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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条 鼓励投资项目 

    根据《投资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由计划与投资部协同中央

其他有关部委共同制定鼓励投资项目表，报中央政府批准后，作为

本条例的附件一附后。鼓励投资项目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加

以修改。 

    第三十二条 鼓励投资地区 

    计划与投资部协同地方政府和其他中央部委共同制定鼓励投资

地区，报中央政府批准后，作为本条例的附件二附后。鼓励投资的

地区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加以修改。 

    第三十三条 国内税收优惠政策 

    本条例附件一和附件二规定的鼓励投资的项目和地区依据《投

资法》第五十一条和《税法》的的有关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减

免利润税。 

    减免利润税的优惠将在特许经营许注册证或企业注册证中注

明。减免利润税时间以企业产生利润之日起计。 

    在进口原材料、设备、机器及其零配件和直接用于生产的运输

工具、从事服务业、修建工厂、修建房屋、勘探设计、项目实施或

开发时产生的相关税收，按照老挝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四条 对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利润税的

减免 

    新产品研发指的是利用新的工艺和技术在老挝境内进行生产或

对一些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出新牌子的新产品。所研发的新技术

或新工艺极其产品必须符合必须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或国际

通用的质量标准论证。新产品研发的利润税减免自企业产生利润当

年起计。如果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和新技术的研发三年内不能获得

论证通过，减免利润税则以开始生产之日起计。 

    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指的是投资修建研究中心、分析中心、科

学实验室用于开发新产品或发明新产品并转化为商品。新产品研发

的利润税减免自企业产生利润当年起计。 

    第三十五条 关于减免用于再投资的纯利润的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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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减免利润税期过后，如果把缴纳年度利润税后的纯利润用

于投资以扩大再生产，可以根据下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免除用于

再投资利润部分的利润税。 

    第三十六条 关于从利润中扣除上一年度的亏损 

    按照《会计法》的规定持有发展财务账户或普通财务账户来缴

纳利润税的企业，如果在年度内出现亏损，并经老挝政府认可的财

务检查部门或审计公司的证明，以及税务部门的审查证明，可以在

随后三年内的利润中扣除这一年度的亏损后才纳税。超过三年后，

这一年度的亏损不能再从以后的年度扣除。 

    第三十七条 关税的减免 

    向本条例附件一鼓励投资项目表和附件三规定的特许经营项目

表中所列的项目或业务进行投资的企业依法免除原材料、设备、机

械、以及直接用于生产的交通运输工具的进口税。相关企业必须制

定年度进口计划表，报批中央或者省市级计划与投资部门或计划投

资部门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 

    在《投资法》（2009 年 07 月 08 日国会第 02 号令通过）颁布

之前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国内外投资者需要减免进口税时，也同样

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同样的待遇。 

    第三十八条 关税免除的审批步骤 

    审批按照企业进口年度计划进口的相关物品的关税的免除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 

    1.按照财政部门年度进口计划表中的要求备齐相关材料，并递

交申请； 

    2.财政部门收到相关的申请表后，报送有关部门及上级领导审

批； 

    3.有关部门在收到财政部门所转交的有关申请后，必须在 15 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财政部门。若 15 个工作日内不予以答复，

则视为同意； 

4.财政部门在收到书面答复后，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投资者

的年度进口计划表，并在受理投资者的申请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把通

过意见答复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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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在收到通过意见以后，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作一

次修改申请。 

  对于进口计划表以外物品的进口，如进口用于服务的设备或由

于原零配件损坏而紧急进口的替代零配件，总价值不超过 30，000

美元，交由财政部门直接审批，但每年不得超过两次；若总价值超

过 30,000 美元，必须由有关部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 

  5.财政部门必须把通过的年度进口计划表抄送海关，便于对每

次进口进行监督和管理，并做好进口登记，并在每个月和每个季度

报送财政部门、工贸部门和计划与投资部门。 

 第三十九条 用于建设和生产的机械设备材料进口税的减免 

 建设物资设备材料的进口仅限于修建企业的工厂、房屋和企业

所属的其他建筑物。这些物资设备和材料的进口必须符合有关部门

审批的样式、规划和规格。 

用于生产的机械设备的进口，必须有关部门批准的企业的可行

性报告或业务经营计划的内容。 

  第四十条 生产的设备或替代零配件的进口 

  有关部门通过的企业进口计划表中所列的生产设备或替代零配

件的进口也同样享受免除进口税。 

  第四十一条 办公用具进口税的免除 

  用于创办企业而必须进口的符合有关部门通过的企业可行性报

告或业务经营计划的办公用品，如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

等只能享受一次免除进口税。此后的进口必须依法缴纳关税和其他

税费。 

  第四十二条 用于生产的交通运输工作进口税的免除 

  根据投资项目的工作和业务的需要而进口得直接用于生产或服

务的交通运输工具可以享受免除进口税。所进口的交通运输工具的

数量必须符合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的实际需求。 

  第四十三条 临时进口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和办公用品 

  临时进口用于生产、勘探设计、建设或者是项目开发所使用的

机械、设备、工具只能在项目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并可以根据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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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和担保合同的规定获准带出老挝，这些物品有实验室设备、

发电机、水泵、手工设备、备用电力设备，水罐、汽油罐、橡胶提

取罐、风力泵，切割机、锯子、打磨机、模型、框架铁架等。 

  一些建设或维护中必须使用的或由于损耗后无法按照原进口数

目数量原样带出老挝的铁线、水泥、焊机、轮胎、机器等物品和材

料和设备内部零配件等，不允许临时进口。 

  第四十四条 临时进口交通运输工具 

  为在老挝进行项目可行性报告考察、项目勘探设计而老挝政府

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国内外法人机构可依据老挝《税法》的规

定临时进口交通运输工具用于生产。 

  需要临时进口交通运输工具的外国公司必须依据本条例的第二

十七条的规定在老挝设立代理办事处。 

  第四十五条 资金的解决 

  在老挝国内进行借贷款用于注册的企业必须按照本条例第四条

的规定撤出企业的初始注册资金。 

  企业可以按照老挝有关银行管理的有关规定向老挝国内或国外

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贷款。 

  第四十六条 特别优惠政策 

  企业投资本条例附件一规定的一级鼓励项目可以根据《投资

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享受特别优惠政策。 

       第九节  资料信息的和土地使用权的获取 

  第四十七条 资料信息的获取 

 《投资法》第五十七条关于资料信息的提供，是指国内外的投

资者或法人，可以通过中央和省市级的计划与投资部门和工贸部门

的网站和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老挝驻国

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老挝驻国外的经贸代理办事处等获取与投资

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第四十八条 土地使用权的获取 

 《投资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指的是投资者可以购

买不超过 800 平米的土地用于修建居住的房屋或公司办公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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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者还可以向老挝政府或个人租赁或承包土地依法开展业务

经营。 

  第四十九条 土地优惠的申请 

  在老挝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如需要购买老挝政府分配好的土地使

用权，需备齐企业注册证或特许经营注册证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向

土地所在地省市的土地管理机构递交申请，并附上企业注册证或特

许经营注册证签发地的计划与投资部门或工贸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材料。不管出于何种情形，都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购买不是老挝

政府安排的土地或直接从老挝个人或法人手中购买土地使用权。 

  第五十条 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使用权应该具备的条件 

  在老挝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如需要向老挝政府购买土地使用

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注册资金在 50 万美元以上，必须有老挝国家银行出具的资

金入境证明； 

  2.必须是由老挝政府安排的且面积不超过 800 平米的土地使用

权； 

  3.必须用于修建自己居住的房屋或者从事经营业务的办公场

所； 

  4.不论在老挝的公司有多少个部门，一个公司只能向老挝政府

购买一次土地使用权；若公司有多个股东或有投资分公司，也只能

以一个法人的名义购买一次土地使用权。 

  第五十一条 对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使用权申请的审批 

  各省市土地管理机构在收到外国投资者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申请

后，必须按照《投资法》第五十八条及本条例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

条的规定审核投资者递交的申请和相关材料的合法性。如审核通过

后，则由土地所在省（市）的土地管理机构协调所在省（市）的有

关部门到实地进行考察，之后报所在地省（市）政府依法审批。 

  获准所在地省（市）政府审批后，所在地土地管理机构向申请

购买土地的外国投资者签发土地证，土地证上面标明土地的使用者

或机构以及使用土地的年限。 

  第五十二条 外国投资者在购买土地使用权时可以享受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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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投资者在购买土地使用权时可以享受以下权益： 

  1.根据特许经营合同或老挝专门法令规定的期限和土地证上的

规定合理地使用土地；从事普通经营业务的外国投资者的土地使用

期限根据租赁期限或《老挝土地法》关于土地承包的规定来确定，

并在土地证中标明； 

  2.可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符合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条件的其他

投资者，但必须有计划与投资部门或工贸部门出具的证明。 

  3. 在向老挝合法经营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可将自己

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用于担保； 

  4.可依法将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建筑物转让或出售给其他投资者

个人或法人。 

  第五十三条 获准土地使用权的外国投资者的职责和义务 

  获准土地使用权的外国投资者有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购买土地使用权时，按照土地所在的市场价一次性把购买

土地的款项支付给老挝政府； 

  2.必须依法合理地使用土地，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时缴纳手续

费，并按照老挝有关法律法规缴纳年度土地使用手续费； 

  3.不能破坏土质，不允许对所在地造成环境污染； 

  4.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5.在土地使用权到期前 45 天，投资者必须向所在地省（市）

土地管理机构递交关于修建在土地上的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建筑物的

使用的申请，具体情形如下： 

  5.1 投资者需要继续使用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建筑物，但土地使

用权限已到期，则投资者必须按照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以市场

价向老挝政府租地或重新购买新的使用权。因需要使用属于自己的

建筑物而重新购买的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不能超过投资项目的期限。 

  5.2 投资者若需要把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建筑物转让或出售给他

人或其他投资者，则需要依法缴纳相关手续费。如果购买建筑物的

为非投资者，则购买者需要向老挝政府租建筑物所在地的土地；若

购买者为投资者且购买者符合本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条件，则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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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条例第四十九条和其他有关法令的规定向老挝政府申请租地或

购买土地使用权。对于租或购买建筑物所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按照

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若投资者在向土地管理机构

递交申请书之日起或土地使用权到期一年内无法出售所有权属于自

己的建筑物，则土地连同建筑物都收归国有。 

  6.严格遵守老挝法律法规。 

       第十节 对在老挝进行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的管理 

  第五十四条 关于批准从国外引进劳动力和外国员工的注册 

  企业根据《投资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从国外雇劳动力

时， 必须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制定项目所需外国员工计划表，报计划与投资部门批准； 

  2.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批准引进外国员工； 

  3.报公安部门批准引进员工的名单； 

  4.报外交部批准后，向老挝驻国外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商务

签证，遇紧急情况，可以在出入境关口申请签证。 

  企业在向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注册所引进的外国员工时，必须按

照以下步骤操作： 

  4.1 向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或各省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申请工作

证； 

  4.2 向公安部移民局申请办理居留注册或办理临时居住证； 

  4.3 向老挝外交部申请多次往返签证。 

  上述关于引进外国员工的申请可以向计划与投资部门设立一站

式投资服务办公室递交。 

  第五十六条 申请商务签证需具备的条件极其操作步骤 

  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公司股东、公司经理和副经理等在办理

商务签证到设立在老挝的公司工作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方可办

理： 

  1.必须是依法在老挝投资的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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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股东、公司经理和副经理必须是公司的章程或公司组

织机构中名单中的人，并已获准计划与投资部门或工贸部门的通

过； 

  3.生平清白，无案件在身； 

  4.必须遵守老挝的法律和尊重老挝的风俗习惯； 

  5.身体健康，无世界疾病控制中心认定的传染病。 

  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公司股东、公司经理和副经理等在办理

商务签证到设立在老挝的公司工作时，可向计划与投资部门设立的

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递交申请表格及其相关文件。 

  第五十六条 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公司股东、公司经理和副

经理、专家和技术人员等在办理外国人登记注册或居住证 

  企业在为外国投资者及其家人、公司股东、公司经理和副经

理、专家和技术人员等在办理外国人登记注册或居住证时，必须把

这些人的名单、职务、国籍及其在老挝工作的时间造表递交计划与

投资部门设立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办公室审批。 

  不按照上述规定递交的申请，不能获准办理外国人在老挝居住

证。 

  第五十七条 外国人居住证的审批和延期 

 《投资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外国人居住证的审批和延期必须

按照《出入境管理和外国人管理条例》（2009 年 5 月 25 日第 136

号总理令）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八条 投资者的义务 

 《投资法》第六十九条第一和第二款规定的投资者应持有的账

簿和应缴纳的关税和其他税收具体操作如下： 

  1.必须按照自己所从事的业务和《税法》的有关规定如数缴纳

各项税收； 

  2.必须按照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使用发票及收款收据。 

3.按照老挝《财会法》的有关规定持有账簿。在必要情形下，

在征得老挝财政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持有国际通用的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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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须在每年的 3 月 31 日之前向企业所在地的财政部门递交

上一年度财务总结以及和下一年的年度经营以及纳税计划，并要求

财政部门出具年度纳税证明，作为凭证保存。 

                   第十一节   对投资的分级管理 

第五十九条 对投资的分级管理 

投资管理机构可以分为两级即中央级和省（市）级的投资管理

机构。 

1.中央级的投资管理机构包括计划与投资部、工贸部、老挝国

家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的部委等，这些机

构在老挝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对投资进行管理。 

2.各省（市）投资管理机构包括各省（市）的计划与投资厅、

工贸厅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 

计划与投资部、工贸部、老挝国家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管理委

员会以及其他相关的部委按照《投资法》第八十六、九十和九十一

条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各省（市）的计划与投资厅、工贸厅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按照

《投资法》第八十七、八十八和九十一条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和

义务。 

第六十条 投资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 

各级投资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如下： 

1.中央级管理机构：主要进行宏观管理，负责推动、监督和检

查各省市投资促进部门和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的各项工作； 

2.各省市管理机构: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对本省（市）内获准中

央通过的各个投资项目进行具体监督、检查、评估和管理，并报上

级部门。 

第六十一条 其他部门的管理权限 

中央和各省市的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应主动在投资项目管理中发

挥本部门的职能作用，并适时向投资项目签发部门汇报情况。 

       第十二节  投资资料数据的总结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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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条 投资资料数据的总结 

《投资法》第八十条第九款规定的投资资料数据的总结与汇报由

计划与投资部门会同工贸部门、财政部门和老挝国家银行制定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资料数据收集的工作制度，系统地收集和统计老挝全

国范围内的投资资料和数据，各个部门的具体分工如下： 

1.中央和各省市的计划与投资部门负责收集和统计自己管辖范

围内的特许经营项目的有关数据和资料； 

2.中央和各省市的工贸部门负责收集统计普通经营投资项目的

有关数据和资料以及企业的有关情况； 

3.中央和各省市财政部门负责收集统计各个企业（包括享受优

惠政策和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的利润税的缴纳、进口物资的

价值、进口物资、设备、机械、直接用于生产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其他物品进口等所缴纳的进口税和其他税费的价值等情况； 

4.老挝国家银行负责统计企业资金进入老挝的情况。 

第六十三条 投资数据资料的汇报 

工贸部门、财政部门和老挝银行部门必须把每个月、每个季度

和半年以及全年本部门的投资组织和落实情况汇总到计划与投资部

门，由计划与投资部门报老挝中央政府。 

在必要的情形下，上述这些部门可以根据各个时间段的不同要

求，把自己所负责的投资组织和落实情况进行汇总汇报。 

第三十三条 企业经营活动的汇报 

企业经营活动按照下面的程序进行汇报： 

1.普通经营的企业经营活动每六个月和一年都必须向工贸部门

汇报自己的企业经营情况； 

2.投资特许经营项目的企业或与老挝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协

议的企业必须每六个月和一年都必须向计划与投资部门汇报自己的

企业经营情况。 

   第十三节 已获批投资企业的承认 

第六十五条已获批投资企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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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资法》（2009 年 7 月 8 日国会第 02 号）正式颁布使用

前已拥有投资许可证或已跟老挝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企业在

《国内投资许可证》或《外国投资许可证》或《特许经营协议》中

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获得承认。 

已获批投资的企业需要享有《投资法》（2009 年 7 月 8 日国会

第 02 号）规定的优惠政策必须在本条例颁布使用后 90 个工作日内

根据不同的投资性质向以下部门递交申请： 

     1.投资普通经营业务的企业向工贸部门递交申请； 

     2.投资特许经营业务的企业向计划与投资部门递交申请。 

    第六十六条 关于有修改的具有法律性文件的证明和承认的获取 

    不管是本条例颁布使用前还是后获批投资的企业如需要修改具

有法律性文件，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相关证明或承认文件： 

     1.投资普通经营业务的企业向工贸部门递交申请； 

     2.投资特许经营业务的企业向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计划与投资

部门递交申请。 

           第十四节  对有贡献的企业的奖励和违规企业的惩罚 

     第六十七条 对有贡献的企业的奖励  

    《投资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对有贡献的企业的奖励，具体操

作如下： 

     1.在组织实施《投资法》和招商引资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国家

干部和个人以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可根据有关部门的提议获得表

彰或依法享有一些优惠政策。 

2.在依法经营业务中，如投资产生高效益、积极缴纳各项税

费、积极为国民经济发展做贡献、在使用和培训老挝员工工作中成

效显著、在扶贫脱贫工作中，特别是山区的扶贫脱贫工作中作出积

极贡献、保护环境、发扬和捍卫老挝民族的优良文化习俗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国内外投资者，可由有关部门的提议，依法获得表彰或其

它优惠政策。 

     第六十八条 对违规企业的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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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具体操作如

下： 

    任何违反《投资法》和其它法律文件的规定或消极怠工的行

为，将予以培训教育、处罚或依法接受制裁。 

    违反老挝法律法规的国内外投资者将接受以下的警告或惩罚： 

    1.第一次违反，将受到警告和培训教育学习，并以书面形式记

录在案； 

2.第二次违反以下情形，将按照老挝法律的有关规定依法接受

惩罚： 

2.1 不按照《老挝发票管理条例》使用或不正确地使用发票；

不按照《老挝财会法》的有关规定持有账簿或不正确地持有账簿的

企业将按照《老挝发票管理条例》、《老挝财会法》和《老挝税

法》的有关规定予以惩罚； 

2.2 若企业不缴纳足额缴纳各项税费，财政部门拒绝出具纳税

证明，并拒绝通过该企业的原材料、设备、机械以及直接用于生产

的交通运输工具的进口计划表。财政部门有权建议计划与投资部门

或工贸部门暂停该企业的经营活动； 

2.3 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不按照自己所经营的业务进行纳税申

报或不按时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将由税务部门对该企业进行教育培

训、警告，并开出纳税申报通知单和税费追缴单。如企业在收到相

关通知单和追缴单后一年内，仍不进行纳税申报或缴纳所欠税费，

将建议计划与投资部门或工贸部门收回该企业的特许经营注册证或

企业注册证。 

在收到税务部门的建议后，计划与投资部门或工贸部门将根据

实际情况，在一个月内就收回企业特许经营注册证或企业注册证进

行审议，或按照司法程序进行案件审理。 

              第十五节 最后条款 

第六十九条 组织实施 

计划与投资部门、工贸部门、财政部门、银行部门以及其他其

他相关部门有责任负责严格组织实施本条例。 

第七十条 本条例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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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条例实施之日起， 2005 年 10 月

12 日由总理签字颁布使用的第 300 号《老挝国内投资法实施条例》

和第 301 号《老挝外国投资法实施条例》宣布失效。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 

                                  通辛·坦马冯 

附件 1  鼓励投资行业一览表（草案） 

编号 

ISIC 

 鼓励投资的行业总类 鼓励投资的级别 备

注 

一级 二级 三级  

Ⅰ 农业（根据老挝农业部 2010 年 09

月 15 日第 0233 号通知） 

    

 种植各种作物、畜牧产品、狩猎以

及相关的活动 

    

 种植和养殖     

0141 黄牛和水牛养殖     

 办养殖场养殖肉用黄牛，产量每周

10 头以上 

 √   

 办养殖场养殖黄牛种母牛，规模在

50 头以上 

√    

 养殖黄牛种公牛生产精液以供应养

殖场在扩大生产规模中的需求，规

模在 50 头以上 

√    

 办养殖场养殖产奶黄牛，规模在

50 头以上 

 √   

 以一条龙形式养殖用于出口到国外

的肉用黄牛 

√    

 办养殖场以一条龙形式养殖水牛 √    

 养殖用于科研和畜种保护的黄牛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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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 

0142 养殖马     

 办养殖场养殖种母马，规模在 50

头以上 

√    

 养马用于科研和畜种保护 √    

0144 养山羊和绵羊     

 办养殖场养山羊和绵羊，规模在

100 头以上 

  √  

 养殖良种山羊种公羊和绵羊种公

羊，为养殖场扩大生产规模提供精

液  

√    

 办养殖场养殖用于出口到国外的山

羊和绵羊 

√    

 养殖用于科研和畜种保护的山羊和

绵羊 

√    

0145 养猪     

 办养殖场养殖肉用猪,供应国内市

场，每批产量不低于 500 头 

  √  

 办养殖场养殖用于出口到国外的肉

用猪 

√    

 办养殖场养种母猪，规模在 100 头

以上 

√    

 办养殖场以一条龙的形式养殖本地

猪以供应国内市场及出口到国外 

√    

 办养殖场养殖种公猪，进行一条龙

配种服务 

√    

 养猪用于科研和畜种保护 √    

0146 饲养禽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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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养殖场养家禽供产仔出售   √  

 办养殖场以一条龙的形式养殖禽类

动物 

  √  

 养殖蛋用鸡，规模在 6，000 只以

上 

  √  

 养殖肉用鸡，年产量 12，000 只以

上 

  √  

 办养殖场养殖肉用鸭或蛋用鸭，规

模在 3，000 只以上 

  √  

 办养殖场以一条龙形式养殖火鸡   √  

 办养殖场养殖鹌鹑   √  

 办养殖场养鹅   √  

 办养殖场养鸟   √  

 养殖用于科研的禽类动物  √   

0149 养殖其他动物     

 养殖大象 √    

 办养殖场养殖梅花鹿 √    

 办养殖场养殖兔子   √  

 办养殖场饲养野生动物   √ 

 办养殖场养蜂或其他可食用昆虫 √    

 养殖用于进行实验研究的动物 √    

0150 联合农业生产 √    

 扶持农作物收割前或后的农业活动     

0162 扶持进行畜牧生产项目 √    

 投资生产畜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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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生产动物饲料 √    

 投资生产鱼饲料 √    

 投资生产兽药（预防、治疗） √    

 投资建立技术先进的屠宰厂 √    

0163 农作物收割后活动   

 用于收割稻草、麦秆以及收割可作

动物饲料用植物的收割机 

√    

 加工动物及鱼类产品 √    

 用于烘干可作动物饲料用植物的烘

干机 

√    

0164 完善品种质量以用于进行宣传推广 √    

 渔业与畜牧业     

 渔业     

0312 淡水渔业     

 培育和繁殖鱼苗 √    

 办大型养鱼场   √  

 办规模在 1.5 公顷以上的大鱼塘   √  

 养殖水生动物 √    

 养殖水生动物     

0322 淡水水产养殖业     

 办养殖场养殖青蛙以用于出口到国

外 

√    

 在淡水里养虾 √    

 在小河里养虾 √    

 养殖甲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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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鳄鱼 √    

 养用于进行研究的鱼和水产动物 √    

 与动物及水产动物保健相关的活动     

 成立兽医院 √    

 成立兽医诊所或服务站  √   

 成立动物饲料检验中心 √    

 成立动物以及水产动物疾病检验室 √    

 成立精液和液体氮生产中心 √    

 成立兽药检验中心 √    

 开展动物管控服务 √    

 动物研究     

 成立畜牧，兽医和渔业职业技术学

校 

√    

 成立畜牧动物、野生动物博物馆、

海洋动物水族馆或动物园 

√    

 成立畜牧动物或水产动物生产或服

务合作社 

 √   

 成立畜牧业、兽医以及渔业宣传中

心 

 √   

 种植行业     

 种植一年生植物     

0111 种植颗粒植物（除稻谷外），黄

豆，绿豆，花生及其他颗粒植物 

 √   

0112 种植稻谷  √   

0113 种植叶菜类、芽及根茎类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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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种植甘蔗  √   

0115 种植烟草   √  

0116 种植纤维植物   √  

0119 种植玉米  √   

 种植豆科植物   √  

 种植柑橘  √   

 种植菠萝  √   

 种植木薯  √   

 种植芋类植物   √  

 种植黄瓜属植物  √   

 种植热带植物、寒带植物   √  

 种植木本植物     

 种植茶树 √    

 种植咖啡 √    

 种植芒果树 √    

 种植山道楝 √    

 种植人心果树 √    

 种植榴莲果树 √    

 种植木菠萝 √    

 种植龙眼 √    

 种植番荔枝 √    

 种植番石榴 √    

 种植荔枝 √    

 种植梨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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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桃树 √    

 种植李子 √    

 种植火龙果树  √   

 种植枣树  √   

 种植热带水果、亚热带水果  √   

 种植葡萄树 √    

 种植椰子树 √    

 种植柑橘类果树  √   

0123 种植苹果属果树、坚果类果树 √    

0124 种植灌木类果树、坚壳类果树及其

他树种 

 √   

0125 种植可用来榨油的植物 √    

0127 种植可用于制作饮料的植物 √    

0128 种植可用作食物佐料的植物，如：

调味料、香料、加工成香水和药品

等 

 √   

0129 其他木本植物 √    

0130 推广植物种植的技术  √   

 扶持农作物收割前或后的农业活动     

0161 植物种植服务  √   

0163 农作物收割后服务  √   

0164 植物种子生产  √   

 生产基础肥料、化肥、氮肥、塑料
制品、初级合成橡胶制品 

    

2012 生产化肥和氮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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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化肥  √   

Ⅱ 新闻文化产业（根据老挝新闻文化

部 2010 年 10 月 4 日第 587 号通

知） 

    

 出版产业司     

 纸张和纸质产品生产与制造     

 出版和复制影音像制品  √   

 出版及与出版印刷相关的服务  √   

1811 与出版印刷相关的业务  √   

1820 复制影音像制品 √    

 出版书籍、杂志及其他出版印刷业

务 

√    

5811 出版图书 √    

5812 出版杂志和报纸期刊 √    

5819 其他相关出版活动 √    

5820 软件开发与出版 √    

 影视司     

 影视作品制作活动、电视节目制作
活动、录音制作以及各类唱片出版

活动 

    

 影视制作活动、电视节目制作     

 成立电影院   √  

 成立可移动电影放映机   √  

5911 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制作   √  

5912 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编辑、剪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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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 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的发放活动   √  

5914 电影播放业务  √   

 传媒司     

5920 唱片、录音制品出版活动     

 录音活动     

 广播和节目制作活动     

6010 电台广播、电视播放以及广播、电

视节目的购买和租赁 

√    

6021 电视播放 √    

 艺术司     

9000 制作创作、艺术和娱乐活动、成立

图书馆、资料收藏室、博物馆和相

关文化活动 

    

 创作活动     

 成立民间和国际音乐艺术学校 √    

 成立冰上芭蕾和国标舞培训学校 √    

 成立戏剧表演管理学校，普通表演

管理学校 

√    

 成立玩具制造厂 √    

 成立民间和国际乐器制造厂 √    

 成立魔术教育学校 √    

 成立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     

9101 图书馆和资料收藏室相关活动     

9102 博物馆、历史景点和建筑物相关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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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文化司     

 生产游戏玩具和其他玩具   √  

 不提供休息场所的社会工作活动   √  

 成立游乐园、动物园、从事自然生

态保护活动 

√    

 成立游乐场以及同类公园项目  √   

Ⅲ 旅游行业（根据老挝国家旅游总局

2010 年 7 月 29 日第 0308 号通

知） 

    

 成立会议中心、商品展览中心 √    

 旅游景点开发（动物园、文化宫、

模拟展示……） 

 √   

 成立四星级以上酒店、宾馆 √    

 客运服务 √    

 成立饭店 √    

 成立靠近大路的酒店  √   

 配备有客房的游艇（游艇规模有

15 个客房以上） 

 √   

 成立旅游管理培训学院或培训中心  √   

Ⅳ 劳动技能开发及就业安排（根据老

挝劳动部 2010 年 9 月 15 日签署的

通知） 

    

 就业安排     

 创造就业机会     

 为老挝私企、老挝与外国合资企业

提供就业服务，成立自己的培训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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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临时就业     

 安排临时就业（不超过 6 个月）以

满足紧急项目的劳动力问题 

  √  

 社区就业服务中心 √    

 省、市级就业服务网络  √   

 人力资源开发     

 省劳动技能开发中心 √    

 社区劳动技能开发中心 √    

 劳动技能标准考核中心 √    

Ⅴ 邮政和电信行业（根据老挝邮政总

局于 2010 年 10 月 5 日召开的大会

决议） 

    

 电脑、电子设备及产品的生产     

2620 电脑及电脑外包装生产 √    

2630 媒体设备生产 √    

 电线电缆和传送设备生产     

2736 生产游丝 √    

2732 其他电子产品及信号传送带的生产 √    

 教育用电脑程序开发及其相关活动     

6201 电脑程序开发 √    

 资料信息服务活动     

6311 资料信息的搜集、分类及其相关活

动 

√    

6312 信号转租服务 √    

 其他相关资料信息服务活动     



 

40 

 

6321 成立信息服务中心   √  

 邮政业务和资料传递业务     

 邮政包裹的接受、分发业务   √  

Ⅵ 教育行业（根据老挝教育部 2010

年 9 月 14 日第 689 号通知） 

    

 校内教育     

 学前教育     

 育婴服务 √    

 幼儿园 √    

 普通教育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职业技术教育     

 初级职业技术教育 √    

 中级职业技术教育 √    

 高级职业技术教育 √    

 高等教育     

 准学士学位     

 - 外语类专业 √    

 - 企业管理类专业 √    

 - IT 类专业 √    

 学士学位     

 - 外语类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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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管理类专业 √    

 - IT 类专业 √    

 获学士学位后     

 - 外语类专业 √    

 - 企业管理类专业 √    

 - IT 类专业 √    

 硕士学位 √    

 博士学位 √    

 校外教育     

 成立各类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    

Ⅶ 公共卫生行业（根据老挝卫生部于

2010 年 10 月 6 日召开的大会决

议） 

    

2100 医药产品生产、生产用于进行加工

的化学产品、生产从植物中提取的

产品 

√    

3250 生产和供应医药产品以及口腔医疗

设备 

√    

8610 扶持医院业务   √  

 鼓励与各大医院进行股份制投资，

提供医疗器械 

 √   

8620 医疗行业及口腔治疗业务   √  

8690 其他与保健相关的业务   √  

 提供现场治疗业务     

8710 设立治疗场所 √    

8720 为有心理健康问题或受过心理创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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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进行现场治疗 

8730 为高龄老人、残疾人进行现场治疗   √  

8790 为其他未划分类别的相关病症进行

现场治疗 

  √  

 成立技术先进的私人医院 √    

 采取独资方式或以股份制方式投资

成立制药厂 

√    

 种植和制造各类传统草药 √    

 成立救护车服务中心 √    

 成立医疗工作者培养中心  √   

Ⅷ 能源行业（根据老挝能源部 2010

年 10 月 14 日第 1404 号通知） 

    

2680 生产录音带设备、生产光色声收集

器、生产电器产品 

 √   

2710 生产汽车发动机、发电机、变压

器、电源传送器材、电源监控器材 

√    

2720 生产电瓶、蓄电器  √   

 电线电缆和传送设备生产     

2733 传送设备生产 √    

2740 生产用于照明的设备 √    

2750 生产家用电器 √    

2790 生产其他相关电器设备 √    

3510 利用水电站发电 √    

 利用煤炭发电 √    

 利用小型水电站发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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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布置电网  √   

 生产供应到农村地区的用电 √    

 电流传送  √   

 电流分配  √   

 布置电网、水管及其他设施  √   

 生产或提炼各类燃油 √    

 生产石油液化气（LPG） √    

 生产天然气 √    

 生产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 √    

 生产太阳能 √    

 生产沼气 √    

 自然风力发电 √    

 生产水电站的水轮机 √    

 生产水电站的发电机 √    

 生产水电站的断电器和相应设备 √    

 生产水电站的电路管控系统  √    

 生产水电站的绝缘电阻 √    

 生产电灯泡 √    

 生产电源插头、插座、开关 √    

Ⅸ 工业加工行业（根据老挝工业部

2010 年 10 月 20 日第 2634 号通

知） 

    

 肉类加工 √    

 玉米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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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对畜牧产品进行加工和储藏 √    

1020 对鱼类产品和其他水产品进行加工

和储藏 

√    

1030 对水果和蔬菜进行加工和储藏 √    

1040 加工蔬菜、动物油和脂肪 √    

 对奶产品或蜂蜜进行加工 √    

1061 研磨植物颗粒 √    

1062 生产淀粉和淀粉类产品 √    

1071 生产面包和饼干 √    

1072 制糖  √   

1073 生产可可、巧克力和甜品  √   

1074 生产面条、粉和同类产品  √   

1080 加工动物饲料 √    

1104 生产汽水；矿物质水和其他瓶装水   √  

1311 生产吸管 √    

1312 布匹纺织 √    

1313 装点成品布匹 √    

1321 刺绣 √    

1322 用布料生产相关用品（除服装被褥

外） 

√    

1323 生产毛毯和地毯   √  

1324 生产绳索、套索、编织绳和网状物   √  

 生产服装被褥     

1410 生产服装被套（除动物毛制品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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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生产刺绣产品、在服装被褥上刺绣   √  

 生产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动物皮革制造；生产旅行箱包、手

提包、挎包和背包等 

    

1511 动物皮革制造；对动物皮毛制品进

行装点和染色 

  √  

1512 生产皮质旅行箱包、皮质手提包、

挎包、背包以及同类产品，如：马

鞍和人造革等 

  √  

1520 生产皮鞋  √   

 加工木制品、藤制品、草编制品以

及相关编制品 

    

1621 生产搪瓷板、胶合板、板材  √   

1623 生产木质储物箱、储物柜、收纳盒

等 

  √  

1629 生产其他木质产品、生产藤编、草

编产品 

  √  

 纸张及纸制品的生产与制造     

1701 生产纸屑、纸张和纸板  √   

1702 生产纸质、纸板质包装袋、箱或盒

子 

 √   

1709 生产其他纸质或纸板质产品  √   

 煤炭燃烧行业及炼油产业开发     

1920 炼油产业开发   √  

 生产化学物质和化学产品、生产基
础肥料、化肥、氮肥、塑料制品、

初级合成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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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生产基础肥料  √   

2012 生产化肥、氮肥 √    

2013 生产塑料制品、初级合成橡胶   √  

 生产其他化学产品     

2022 生产颜料、油漆、罩光漆、清漆；

生产用于印刷的墨、胶水 

  √  

2023 生产肥皂、洗衣粉、洗衣液、洗手

液、洗洁精、洗厕水、香水等 

 √   

2030 生产合成纤维  √   

2100 生产医药、药品加工用化学产品以

及从植物中提取产品 

√    

 生产橡胶和塑料制品     

2211 生产车胎、内胎；胶盖、轮胎 √    

2219 生产其他橡胶制品 √    

2220 生产塑料制品 √    

 生产其他的非金属类矿物产品     

2310 生产宝石及宝石类产品 √    

 生产其他的未划分类别的非金属类
矿物质产品 

    

2391 生产难熔炼产品 √    

2392 生产用粘土烧制的建材   √  

2393 生产陶器、碗盆 √    

2394 生产水泥、石灰和石灰油漆   √  

2395 生产混凝土、水泥、石灰制成品   √  

2396 对石块进行切割、雕凿成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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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金属产品（除机械装置），生

产金属构架、金属质水桶、水盆、
排水工具 

    

2511 生产金属构架   √  

2512 生产金属质水桶、水盆以及储物箱

柜盒等 

 √   

2513 生产蒸汽机（除中央热水器）   √  

 生产其他金属类产品；从事与金属
有关的业务 

    

2591 打造金属、钳制金属、冶金、卷金

属；冶炼金属屑 

  √  

2592 修整及装点金属、镀金属   √  

2593 生产利器，生产通用金属器具及用

品 

√    

 生产电脑、电子产品以及视光产品     

 生产测量仪器、实验器材、航海中
的船行控制装置、指南针、钟表等 

    

2651 生产测量仪器、实验器材、航海中

的船行控制装置 

√    

2652 生产挂钟、手表 √    

2660 生产发光器材、电刷、透视器材 √    

2670 生产视光检测仪及相关设备   √  

2680 生产录音带设备、生产光色声收集

器、生产电器产品 

  √  

2710 生产汽车发动机、发电机、变压

器、电源传送器材、电源监控器材 

√    

2720 生产电瓶、蓄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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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未划分类别的机械和配件；生

产通用机械 

    

2811 生产机车头和螺旋桨（除飞机、汽

车和拖车外） 

√    

2812 生产消耗液体燃料的机械  √   

2813 生产抽水泵、增压泵、开关、水龙

头 

√    

2814 生产滚珠、离合器、齿轮及制动配

件 

 √   

2815 生产烘烤箱、熔炉、窑炉   √  

2816 生产电梯、牵拉器械、举重器材以

及悬挂装置 

  √  

2817 生产办公用器材（除电脑及其零配

件外） 

  √  

2819 生产其他通用器材     

 生产专用机械     

2821 生产农林用机械 √    

2822 生产用于进行加工金属材料的机械

和工具 

√    

2823 生产用于冶金的机械 √    

2824 生产用于开采矿产的器材和用于建

设的机械 

√    

2825 生产用于进行食品加工、制作饮

料、和卷烟用的机械 

√    

2826 生产用于织布、裁缝和制作皮质产

品的机械 

√    

2829 生产其他专用机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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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加工工业产品     

 生产首饰及相关饰物     

3211 生产首饰及其配件 √    

3212 生产首饰仿品及其配件  √   

3220 生产乐器 √    

3230 生产体育用品 √    

3250 生产和供应药品，口腔医疗设备 √    

3290 生产其他未划分类别的加工工业产

品 

  √  

 供电、煤气、暖气和空调     

3510 生产、传送和分配电流 √    

3520 生产煤气；通过大型管道运输煤气 √    

 供应自来水、污水排放、废弃物回

收处理 

    

3600 收集水资源、治理和提供自来水 √    

3700 污水排放工程 √    

 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和归类、废物

回收利用 

    

 收集废弃物     

3811 回收利用无害废弃物 √    

3812 回收利用有害废弃物 √    

 治理和清除废弃物     

3821 治理和清除无害废弃物 √    

3822 治理和清除有害废弃物 √    

3830 收集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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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 与收集和治理废弃物相关的其他活

动 

√    

Ⅹ 公共工程和运输行业（根据老挝公

共工程运输部 2010 年 9 月 7 日签

署的通知） 

    

 生产汽车、机动车；生产挂车、拖
车及其连接设备 

    

2920 生产汽车、机动车车轮；生产挂

车、拖车及其零配件 

  √  

2930 生产汽车、机动车零配件   √  

3011 制造轮船和渡船   √  

3012 制造游艇和龙舟   √  

3030 制造机车和火车  √   

3030 制造飞机、宇宙飞船及相关机器 √    

3091 制造两轮摩托车  √   

3092 制造自行车和残疾人用车 √    

3099 生产未划分类别的其他运输工具  √   

 运输业和货仓     

4911 火车客运服务  √   

4912 火车货运服务  √   

4913 陆路货运服务   √  

 水路运输：海运、沿岸运输     

5012 开展海上运输和沿岸运输货物   √  

5021 开展河道运输旅客  √   

5022 开展河道运输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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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开展航空客运  √   

Ⅺ 科技行业（根据老挝国家科技总局

2010 年 9 月 17 日第 1759 号通

知） 

    

 资料信息和传媒信息、出版书籍、

杂志及相关出版业务 

    

5820 软件开发与出版  √   

 电信行业     

 研究运输燃料的载重汽车的承载量  √   

 工程建筑行业；技术检验和分析     

7120 技术检验和分析 √    

 科学研究和发展     

7210 进行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相关的

研究和模型制造 

√    

 与职业技术、科技相关的其他业务     

7410 专项设计业务  √   

7490 未划分类别的与职业技术、科技相

关的其他业务 

 √   

Ⅻ 体育-体操行业（根据老挝国家体

育总局 2010 年 11 月 19 日第 410

号通知） 

    

 成立体育大学 √    

 成立达到国际标准的体育俱乐部  √   

 建造达到国际标准的省级足球场 √    

 建造达到国际标准的省级室内体育

运动场 

 √   

 建造达到国际标准的省级混凝土运   √  



 

52 

 

动场 

 建造达到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   

 成立各类体育运动培训中心  √   

      

      

      

      

      

      

      

      

附件 2  鼓励投资地区一览表 

省份、市 鼓励投资地区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万象市 桑通县 巴安县 占塔布里县 

西科达布县 

赛色塔县 

西沙达那县 

哈赛丰县 

那赛通县 

赛塔尼县 

丰沙里省 哟乌县 

杉潘县 

夸县 

本怒县 

本代县 

丰沙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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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县 

南塔省 隆县 

那列县 

万普卡县 

勐新县 南塔市 

波乔省 勐蒙县 

帕乌多姆县 

巴塔县 

顿蓬县 会赛市 

乌多姆塞省 勐拉县 

那摩县 

勐雅县 

勐宾县 

巴宾县 

勐浑县 

 

乌多姆赛市 

华潘省 万通县 

桑岱县 

万塞县 

相扩县 

勐昂县 

苏保县 

华勐县 桑怒市 

琅勃拉邦省 喷赛县 

万坎县 

普昆县 

巴香县 

喷通县 

勐爱县 

南巴县 

占佩县 

相银县 

勐南县 

琅勃拉邦市 

沙耶武里省 赛萨坦县 巴莱县 沙耶武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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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含县 

波登县 

坚涛县 

通米赛县 

勐平县 

勐银县 

洪萨县 

勐阔县 

川圹省 勐诺县 

帕赛县 

塔通县 

普昆县 

农赫县 

勐坎县 

勐边县 

万象省 勐魂县 

赛松本县 

勐门县 

勐缅县 

辛和县 

嘎里县 

萨那坎县 

勐丰县 

万荣市 

乔乌多姆县 

万坎县 

图拉昆县 

喷洪县 

波里坎赛省 赛占潘县 

万通县 

波里坎县 

巴嘎丁县 

塔帕巴县 

坎革县 

巴杉县 

甘蒙省 布阿拉帕县 

那改县 

赛布阿通县 

农波县 

辛本县 

斜邦非县 

玛哈赛县 

雍玛拉县 

他曲市 

沙湾拿吉省 勐农县 

斜本县 

乌通喷县 

桑通县 

凯山丰威汉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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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品县 

维拉布里县 

塔邦通县 

塔帕斓赛县 

孙布里县 

阿萨潘县 

占喷县 

阿萨蓬通县 

赛布里县 

赛普通县 

 

沙拉湾省 沙美县 

达沃县 

顿斓县 

那坎平县 

孔榭顿县 

瓦比县 

劳安县 

沙拉湾市 

赛公省 嘎楞县 

达整县 

塔登县 拉曼市 

占巴赛省 苏库玛县 

巴江县 

门拉巴木县 

巴图潘县 

巴松县 

喷通县 

勐孔县 

占巴赛县 

巴色市 

阿速坡省 沙南赛县 

普翁县 

杉赛县 

赛色塔县 萨玛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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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特许经营项目 

次序 特许经营项目 

1 矿产项目 

 

 

需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 

1.1 选址和勘探 

1.2 开采 

1.3 矿产品加工 

1.4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 

省和直辖市政府可审批的项目 

1.5 以手工业形式挖矿（使用原始的采挖工具，不用机械开

挖），获准以手工业形式挖矿，如用筛子筛选金矿、铅矿和

朱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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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开采石方、挖沙用于建筑 

2 电力业 

 

 

 

 

 

 

 

 

 

 

 

 

需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5 兆瓦以上） 

2.1 水能发电开发项目 

2.2 风能发电开发项目 

2.3 太阳能水电开发项目 

2.4 热能发电开发项目 

省和直辖市政府可审批的项目（5 兆瓦以下） 

2.5 水能发电开发项目 

2.6 风能发电开发项目 

2.7 太阳能水电开发项目 

2.8 热能发电开发项目 

3 其他与国家所有权相关的行业项目 

 

 

 

 

 

 

 

 

 

需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 

3.1 电信卫星行业的投资 

3.2 电台和电视台的投资 

3.3 民航业、航空运输业和海洋运输业的投资 

3.4 投资或获特许经营修建市场、贸易中心、旅游场所、酒

店宾馆、公园、办事处、住所等 

3.5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道路、水路和陆路运输、铁

路、桥梁、机场、自来水、垃圾中转或处理站、废旧回收站

等 

3.6 与老挝政府合资成立保险公司、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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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直辖市政府可审批的项目 

3.7 地方电台和电视台的投资 

3.8 投资或获特许经营在当地修建市场、贸易中心、旅游场

所、酒店宾馆、公园、办事处、住所等 

3.9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道路、桥梁、自来水、污水处

理厂、废旧回收站等 

4 旅游业项目投资 

 

 

 

 

 

 

 

 

 

 

 

需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 

4.1 投资建设国家级旅游风景区，如动物园、游乐场、旅游

景点的复制等 

4.2 经营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和度假村、用国家土地修建

的酒楼 

省和直辖市政府可审批的项目 

4.3 投资建设地方级旅游风景区，如动物园、游乐场、旅游

景点的复制等 

4.4 经营三星级以下的宾馆酒店和度假村、用国家土地修建

的酒楼 

5 农林业项目的投资 

 需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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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1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可再生植物和粮食作物 

5.2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养殖大体型的动物，如黄牛、水牛等 

5.3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果树或乔木树种、工业用木，如

桉树等 

5.4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经济作物 

5.5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野生植物、药用植物 

5.6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野生植物、药用植物 

5.7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进行水产养殖 

省和直辖市政府可审批的项目（用地在 150 公顷以下） 

 

 

6.1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可再生植物和粮食作物 

6.2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养殖大体型的动物，如黄牛、水牛等 

6.3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果树或乔木树种、工业用木，如

桉树等 

6.4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经济作物 

6.5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野生植物、药用植物 

6.6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种植野生植物、药用植物 

6.7 获准土地特许经营进行水产养殖 

7 经济特区和经济专区的开发 

 7.1 全面开发现代化新城市 

7.2 工业园区、出口生产区、旅游城市开发、保税港区、信

息科技园区、边境经济区、城市改造安置区、新城市的开发

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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