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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 业务流程外包

BS  尼泊尔日历

CRO  公司注册处办公室

DG  总干事

DOI  工业厅

EIA  环境影响评估

EPR  环境保护规定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ITTA  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法

FY  政府财政年度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I  国民总收入

GSP  普惠制

IBN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

ID  工业区

IEE  初步环境评估

INR  印度卢比

IPB  投资推广委员会（招商委员会）

IRD  税务局

NRR  尼泊尔卢比

NTB  尼泊尔旅游局

PAN   永久税务账号

PDA  项目发展协议

PIA  项目投资协议

PPP  购买力评价比价平价指数  / 公营私营合营伙伴关系

SEZ  特别经济区

SEZDC  特别经济区发展委员会

USD  美元

VAT  增值税

WTO   世界贸易组织

BPO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S Bikram Sambat (Nepali calendar)
CRO Company Registrar Office
DG Director General
DOI Department of Industry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P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ules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ITTA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FY fiscal year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NI gross national income
GSP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IBN Investment Board of Nepal
ID Industrial District
IEE initial environmental examination
INR Indian rupees
IPB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
IRD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NPR Nepali rupees
NTB Nepal Tourism Board
PAN Permanent Account Number
PDA project development agreement
PIA project investment agreement
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SEZ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DC Special Economic Zone Development Committee
USD United States dollar
VAT  Value Added Tax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首字母缩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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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国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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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 国家简介
宗教
世俗国家，印度教信徒81.3%，佛教信徒9.0%，伊斯兰教信

徒4.4%，基拉特 教信徒 3.1，基督教信徒 1.4%1

地理（自南向北） 
特来地区：海拔59-700米

山区：海拔700-3000米

高山区：海拔3000-8848米

货币
尼泊尔卢比（NPR）

1美元 = 106 NRP （2016年1月1日）

1 INR = 1.6 NRP (固定汇率)

ISD代码
+ 977

气候
特来地区：热带，亚热带气候

山区：温带气候

高山区：高原高山气候

河流系统
马哈卡利（印度称夏达）流域，位尼泊尔远西部

格尔纳利（印度称卡格拉）流域，位于尼泊尔中西部

甘达基（印度称甘达科）流域，位于尼泊尔西部，中部

格西流域，位于尼泊尔中部，东部

国家的名字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地区
南亚

首都
加德满都， 位于尼泊尔中部

人口
2817万

面积
147,181 平方公里

海拔
59 米 到8848米（珠玛琅玛峰）

标准时间
GMT + 5:45 小时

政治制度
共和国：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对议

会负责；宪法于2015颁布

语言
尼泊尔语，用Devenagari字母（梵文）

英语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

加德满都 

(1.00万1)

温度：摄氏度
平均最高 19.1 21.4 25.3 28.2 28.7 29.1 28.4 28.7 28.1 26.8 23.6 20.2 25.6

平均最低 2.4 4.5 8.2 11.7 15.7 19.1 20.2 20.0 18.5 13.4 7.8 3.7 12.1

降水量: 毫米 平均 14.4 18.7 34.2 61.0 123.6 236.3 363.4 330.8 199.8 51.2 8.3 13.2 1455

博卡拉

(0.32万1)

温度：摄氏度
平均最高 19.7 22.2 26.7 29.8 30.1 30.6 30.0 30.2 29.3 27.5 24.1 20.7 26.7

平均最低 7.1 9.2 12.8 15.7 18.4 20.9 22.0 22.0 20.8 16.7 11.9 8.0 3.7

降水量: 毫米 平均 23.0 35.0 60.0 128.0 359.0 669.0 940.0 866.0 641.0 140.0 18.0 22.0 3901

比拉特纳

格尔

(0.21万1)

温度：摄氏度
平均最高 22.7 26.1 30.9 33.9 33.3 32.9 32.1 32.5 32.1 31.6 29.3 25.4 30.2

平均最低 9.0 11.1 15.6 20.4 23.3 25.2 25.6 25.8 24.7 21.1 15.3 10.5 19.0

降水量: 毫米 平均 11.7 13.2 13.2 53.1 186.0 302.4 530.8 378.3 298.8 91.8 5.9 6.6 1892

三大人口城市气候数据表

本表人口数据基于2015年人口统计

1基于2011年官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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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1 2012 2013 2014

人口 (百万) 27.18 27.50 27.83 28.17

GDP  (USD 百万) 18,913.5 18,851.5 19,271.1 19,769.6

GDP 增长率 (%) 3.4 4.8 4.1 5.4

人均国民总收入 (USD) 610 690 730 730

人均国民总收入  PPP (USD) 2,050 2,170 2,270 2,410

农业 附加价值(% GDP) 38.3 36.5 35.0 33.7

工业 附加价值  (% GDP) 15.4 15.5 15.7 15.6

服务业附加价值 (% GDP) 46.3 48.0 49.2 50.7

海基工人汇款 (USD 百万) 4,216.9 4,793.4 5,588.9 5,769.7

消费物价通货膨胀 (每年%) 9.3 9.5 9.0 8.4

GDP平减指数通胀 (每年 %) 10.8 6.6 6.6 8.7

来源: 世界发展指数, 2014

经济指标

N
CHINA

INDIA

高山地区

山区

特来地区

北

中国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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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优势
地理优势

•	 位于两大快速增长经济体 —中国和印度之间、毗邻26

亿人口大市场。

•	 对印度实行边境开放；免税准入。

•	 约8000种产品可免税进入中国。

•	 作为南亚自由贸易区（ＳＡＦＴＡ）和孟加拉湾倡议

多元技术和经济合作（BIMSTEC）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享有各种免税待遇。

•	 地形优势和丰富的水资源、蕴藏巨大的未开发的水电

潜力。

•	 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坐落于尼泊尔、其中有

8座于世界十大最高峰之列、其自然景观与历史遗产

现结合、创造出无限的旅游发展潜力。

•	 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农业、药业并芳香植物研

究方面有很大潜力。

 

丰富的人力资源

•	 2800万人口当中工作年龄段（15到65岁）人口占61%。

•	 大部分人口具备英文语言能力、尤其在首都加德满都

地区。

•	 相比其他南亚国家、女性参与劳动力的比例较高。

•	 劳动成本相对较低； 2016年2月最低月工资为8000尼

币（约76美元）。

经商便利度

•	 在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报告2015》中，尼泊尔被列

为南亚地区继斯里兰卡后第二经商便利的国家。

•	 几乎在任何行业内、允许外资开公司拥有100%所有

权。（2）

•	 允许外资者遣返资金和利润至其国家。（3）

•	 尼泊尔2015年宪法认可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	 有各种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和双重征税避税协议：

- 与芬兰、印度、德国、毛里求斯、英国和法国签订

的双边投资促进与保护协议（ＢＩＰＰＡ）；

- 与奥地利、中国、印度、韩国、毛里求斯、挪威、

巴基斯坦、卡塔尔、斯里兰卡和泰国签订的双重征

税避税协议

•	 世界银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成员。

•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	 根据“除武器外全部免税”条款规定、免关税免配额

的欧洲联盟市场准入。

•	 66种服装产品10年免关税法人美国市场准入（2016年

开始）

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高收益潜力

•	 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

低。

•	 进入尼泊尔市场的主要多边企业具有高盈利能力。

•	 尼泊尔海基工人汇款的对GDP贡献超过30%、当地居民

可支配收入迅速增加、利于创建及发展新的产品市场

及人才市场。

2外国投资与技术转让法（FITTA）1992
3外国投资与技术转让法（FITTA）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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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尼泊尔投资
本节介绍如何在尼泊尔投资，包括尼泊尔允许何种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批准外国投资的流程手续，主管

机构以及相关费用。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在尼泊尔公司注册及税务注册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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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在众多领域对外资开放。为引进外资、为外资者

提供全方面的便利，尼泊尔政府颁布了多项进步性的政

策并成立了工业局（工业部直属单位）和尼泊尔总理亲

自领导的尼泊尔投资委员会。为引进外国投资发展国家

重点项目，尼泊尔政府通过了外国投资政策2015。

外国投资的形式

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法（FITTA）1992管理规范外国投

资并定义下列活动为外国投资：

•	 100%外国投资或者与尼泊尔投资或其他国外投资者合

伙资；

•	 通过股权份份额转让，在尼泊尔现有企业投资；

•	 提供国内或国外贷款给尼泊尔现有企业；

•	 在尼泊尔现有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活动

国外投资受限的行业领域请参考附件1

申请外国投资许可

外国投资者在尼泊尔注册公司进行商业活动之前，需申

请投资许可。按照资金规模可向工业部或者投资委员会

申请。FITTA 1992 是对外资准入与管理的法案。

工业局

如外资投资资本小于20亿尼币（约2000万美元）工业

局总干事有权批准项目；如外资投资20亿到100亿尼币

（2000万到1亿美金），工业部部长担任主席的投资促

进委员会有权批准。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

为外资投资规模大于1 0 0亿尼币（约1亿美金）

的 大 型 国 家 重 点 项 目 ， 政 府 特 别 成 立 了 尼 泊

尔 投 资 委 员 会 。 该 委 员 会 的 主 席 为 国 家 总

理，有权指示国家相关部门配合执行其决策。                                                                                                                                               

       

>   100亿尼币
（约1亿美金）
=

<100亿尼币

> 20亿尼币

（约2000万美金）
=

> 20亿尼币

尼泊尔投资委

员会 (IBN)

工业局 

(DOI)

工业局 

(DOI)

工业促进

委员会

(IPB)

工业厅总

干事

根据外资规模不同，外资许可经以下单位申请及审批

投资规模
固定资本 申请机构 审批机构

注释：投资促进委员会属于工业部。

投资开放

尼泊尔投资委

员会 (I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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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投资经商流程

咨询DOI或IBN

固定资金 < 100亿 尼币

固定资金 > 20亿尼币 固定资金 ≦ 20亿尼币

固定资金 ≧ 100亿尼币

(约1亿美金)

在IBN申请

IBN批准

颁发外资许可函

在 IRD进行税务注册

根据 EPR进行环境评估在DOI进行行业注册尼泊尔央行许可（开设银行账户)

PDA/PIA谈判

在商业运营前后、尼泊尔政府提供

其他任何所需的服务及便利

其他注册及证照征用

（签证、商标、商业执照、土地 取得等）

在 CRO 进行公司注册

在DOI申请

IPB 批准 DOI的总干事批准

如法律规定公司行业需进行环评批准(EPR、附表1或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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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局（DOI）

工业局直属于工业部，是负责政府机构责FITTA管理和

执行，促进中大型规模的外资工业企业发展，负责审批

20亿尼币（约2000万美金）以下的外资项目的的政府机

构。对于20亿到100亿尼币（2000万到1亿美金）的外

资项目，工业部部长担任主席的工业促进理事会负责审

批。工业局鼓励外国直接投协助投资者在尼泊尔成立并

运营企业。同时，工业局还负责商标注册、专利注册等

保护工业产权。

费用：工业局对外资项目审批无需费用。在颁发外资

许可证书时，投资者需在尼泊尔央行存入2万尼币的押

金，并于项目运营后退还给投资者。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IBN）

为创造更好的外资投资环境，尼泊尔政府于2011年成立

政府高层机构—尼泊尔投资委员会，为外资投资者提供

快速通道及统一窗口式服务。 

IBN的使命
•	 作为促进投资和发展的机构，IBN负责制定合理的政

策，促进尼泊尔外资投资，给予投资者便利的服务，

与有关政府部门及机构沟通解决投资者所遇之问题，

签署项目协议给投资者提供统一窗口式。

•	 作为公营-私营伙伴关系机构：全球征集项目后，IBN

代表尼泊尔政府负责项目谈判，签署并执行。IBN的目

标是及时在预算内实现项目之价值，实现效益成本比

的优化。

IBN 负责管理的项目：

•	 高速公路，隧道，铁路，索道及无轨电车的建设

•	 国际与区域机场的建设，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现有的机

场

•	 城市地区固废管治

•	 化学肥料生产工业

•	 石油精炼厂

•	 尼泊尔政府规定的主要桥梁

•	 拥有51%及以上外资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或者需要外资

引进的保险行业

•	 医学院及拥有300床位及以上的医院或疗养院

•	 500兆瓦及以上的水电项目

•	 经济特区发展，出口促进加工区，特殊工业区，信息

技术园

•	 实缴资金或项目成本超过100亿尼币的任何基建或服务

行业（例如：建设施工业，矿业，旅游业，航空业）

•	 实缴资金或项目成本超过100亿尼币的任何外资生产行业

投资审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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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通过竞争投标的项目，外资者可与IBN直接谈

判。根据投资委员会法，外资者可在下列情况下与IBN

直接谈判

•	 至少两次邀请投标不成功的但是必要的项目

•	 无法竞标的项目

•	 涉及新理念或新技术的项目

•	 成本估计超过200亿尼币（2亿美金）的项目

•	 由于任何因素不适合按照现行法律而走其他程序的项目

上述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直接向IBN申请。然而，投

资者如走直接谈判路线，也需与公开招标项目一样，提

供所有的细节并开展研究工作。

费用：通过IBN投资产生的费用如下

费用类型 缴纳时间 水电项目 其他项目 

申请费 和外资投资申请时  10,000尼币 10,000尼币 

 

证照费 颁发证照时  100,000 尼币 100,000 尼币

谈判费 开始谈判项目发展协议 1,500美金每兆瓦 项目成本 0.2%的 

 (PDA) 或者 项目投资协议（PIA)之前   30%

促成费 PDA或者PIA成功谈判后，签署之前 项目成本0.2%和1,500 项目成本0.2%的70% 

  美金每兆瓦的差额

通过IBN投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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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经商，首先需进行公司注册。工业部直属机

构公司注册办公室（CRO）负责公司注册。根据公司法

2006，尼泊尔公司分为两类—私营有限公司与公营有限

公司。

私营有限公司 

•	 限额1-50个股东

•	 不得派发股票给股东列表以外的股民

公营有限公司

•	 最少7个股东，无上限

•	 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可通过尼泊尔股票交易所

（NEPSE）给公众提供股票

•	 可做银行金融业务、保险、股票交易、养老金、互惠

基金及任何其他相关业务

费用：公司注册所需费用如下表所示：

注释：如资金额度超过上表最大额度资金，则每超出

1000万尼币，注册费相应增加3000卢比

资金 注册费（最低)
0-10,000,000  18,000 
10,000,001-100,000,000  40,000 
100,000,001-200,000,000  70,000 
200,000,001-300,000,000  100,000 
300,000,001-400,000,000  130,000 
400,000,001-500,000,000  160,000 

公营有限公司注册费（尼币）

资金 注册费 （最低)
0-100,000 1,000
100,001-500,000 4,500
500,001-250,0000 9,500
2,500,001-10,000,000 16,000

私营有限公司注册费（尼币）

公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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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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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注册及执照颁发机构 注册，发执照机关 细节

酒店宾馆住宿业、
餐饮业

旅游与民航部

旅游局

•	根据旅游法1978, 第10部分及 酒店宾馆住宿业、餐饮业及导游规定 

1981, 第3条 注册

•	注册有效期为5年(每5年续注一次)

银行，金融机构 尼泊尔央行

公司注册办公室

•	尼泊尔央行和公司注册办公室负责注册、监管及规范银行和金融机构

•	根据银行与金融机构法(BAFIA), 2006 注册及运营银行与金融机构

•	根据实缴资本金额，银行与金融机构分为4种类型—商业银行、发展银

行、金融公司、小额信贷

•	根据 BAFIA,银行及金融机构 至少 派发30%的股份至公众。如国外银行在

尼泊尔开设分行，则可免于此项规定。

食品 食品技术质量监督局 •	食品企业需要申请食品技术与质量监督厅颁发的执照

药品 药物管理局 •	做药业企业需要药业管理厅颁发的执照

矿物业 地质与矿业局 •	矿业地质局颁发两种执照，探矿证与开采证

•	探矿证有效期限为2年（非金属矿普通矿）和4年（金属矿及有价值的矿）

•	开采证有效期限根据项目的规模，为5年到30年不等

行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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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部

卫生部

民航局(CAAN)

•	开办医学、管理、工程教育组织需要向教育部申请

•	成立飞行员培训学校需要向民航局申请

•	开办医学院需要遵循卫生部发布的关于私人或非政府医学院成立及运行标

准和基础设施规定2004

   除上述条件以外医学学校还需要向尼泊尔大学申请学院直属认可，并获得

教育部批准

水电力 电力发展局 •	根据电力法1992 ， 产能大于1000千瓦的项目需要向电力发展局向申请考

察证，后申请发电送点许可证

•	规模小于1000千瓦的水电项目可走简化流程手续

•	考察（包括设计和可行性报告）之前，需申请考察证

•	考察后需要向电力发展局申请建设及运营许可证

•	考察证最长期限为五年

卫生服务 工业局, 

商业局

卫生部

 

•	有关卫生服务私人企业  — 医院、养老院、医药产品、相关产品生产或

进需要到相关部门注册（有关生产制造的项目向工业局申请注册；有关进

出口的项目向商业局申请注册）

•	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卫生组织成立、运行及改善标准指南2013，第3-17部分

规定了相关所需之证照及注册手续

•	行业注册后还需要申请与行业相关的运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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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给外国公民的签证有多种。本节介绍外国公民可

申请的主要签证类：旅游签证、非旅游签证、商业签

证、居留签证、非居留签证。 

旅游签证

游客办理旅游签证，可以停留60天并续签延长停留期

限，但是每公历年不得超过150天。游客可以在本国的尼

泊尔外交机构申请旅游签证，或是直接在入境时办理落

地签证。 

非旅游签证

经政府批准的，在尼泊尔公司/组织/企业工作（有报酬

的或者志愿者性的）的外国公民需申请者非旅游签证， 

一次性最长可签一年，并根据需求可续签。申请非旅游

签证停留日多于三个月的需先获得内政部的批准。

如外国公民在尼泊尔开展研究工作，且为期不超过6个

月，则可经工业局推荐，申请非旅游签

非旅游签证（外籍工作人员）

如果尼泊尔公司在尼泊尔国内无法找的某项技能的员

工，则可雇佣外籍工作人员。经投资审批单位（尼泊尔

投资委员会 / 工业局）和劳动局的推荐， 外籍工人可

申请获得非旅游签证，一次性签证停留日1年，可续签

至5年，每年续签一次。

商务签证

根据有关机构推荐，商务签证可授予以下外国公民（

及其家人）：

• 得到在尼泊尔境内投资许可的外国公民或其授权代

表；

• 得到在尼泊尔投资出口贸易许可的外国公民；

• 出口尼泊尔制造的，以收购货物或下出口订单为目的

访问尼泊尔的外国公民

居留签证

任何外国投资者在任何时候，以可兑换货币在尼泊尔投

资不少于10万美金，则可经工业局 /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

的推荐，申请获得居留签证。该类签证有效期是1年，

到期可续。

如上述投资者为一个公司而非个人，则该公司指定的一

个股东及其家属可申请获得居留签证。

非居留签证

尼泊尔裔的外国人为经商或做研究、教育等工作而居留

在尼泊尔，则可与其家人一起申请获得非居留签证，一

签不超过10年。

外国公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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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外国投资者需遵循尼泊尔的劳动法雇佣员工

（无论是正式员工、固定期限的员工还是外聘员工）。

本节简单介绍劳动法1992的一些要点。

工作日

一般工作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六天工作日，即每

周工作时间共8小时。工作时间和休息日可以由公司决

定。一般休息日是星期六。 

工作年龄

公司一般雇员不得小于16周岁。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得雇佣。14到16岁年龄阶段的员工每天最多工作6个小

时

合同

尼泊尔劳动法律规定三种类型的合同：正式员工聘用合

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基于固定任务的外聘合同。

聘用外国公民

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尼泊尔承诺允许15%的技

术和管理人员雇佣外籍人员。外国员工的签证问题请参

阅本指南的签证一节。

工资和福利

政府每2-3年修改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物

价津贴，这两项都有政府来决定。任何员工的工资不能

低于最低工资。工资和福利一般由代表工人的工会和公

司管理层集体谈判决定。工资可以每周，每两周或者每

月付但不能超过一个月。女性和男性工作人员有权享有

同等报酬。公司可以提供补贴给工作人员，在尼泊尔一

般补贴有交通补贴、房租补贴及医疗补贴等，补贴非强

制性，由公司自行决定。 

公共假期 和及请假

所有工作人员有权享有每周一天假和每年13天的公共假

期 

•	 除了13天公共假期，每位工作人员享有18天的全薪探

亲假期（每20个工作日一天探亲假）。

•	 探亲假期可逐年累计到最多60天。

•	 工作人员有权享有一年15天的带半薪病假。

•	 妇女员工有权享有52天全薪产假（包括这期间的每周

假及公共假期）。产假在整个任职期间仅限两次。

•	 父母、岳父岳母或配偶身亡时，员工有权获得最长13

天丧事，具体天数假按照员工宗教习俗要求决定。

•	 无全薪假和病假记录的员工可以申请每年最多30天的

特别无薪假

假期不是权利而是一种便利，所以除了病假，产假，丧

事假以外，员工需要申请公司的假期批准 

行为不当和违纪处罚

如员工行为不当公司有权采取纪律处罚措施。按照不当

行为的严重性，劳动法 第50，51及52条规定了四种处

罚—警告、取消加薪资格、停职处分（到90天）、和辞

退。

裁员

根据现行的劳动法，如果企业需要减少业务或取消部分

或全部业务，经劳动局批准可以部分或全部裁员（劳动

法第12条）。在此类情况下，公司应首先考虑解雇新进

员工。裁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员工，或者在未及时通

知的情况下给予多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公司需对每

位员工支付裁员赔偿费，额度为30天月工资乘以在职年

限。

劳动法



20

尼泊尔 投资指南 2016

企业在暂停生产期间保留员工职位备用的，需要付员工

一半的工资和福利。员工在55岁退休，但公司有权把其

任职期延长至五年。

福利待遇

根据法律规定，签订聘用合同的正式员工必须得到福利

和社保待遇。公司需要扣除10%的员工工资，同时公司

支付同样的额度，一并存到员工公积金账户。根据劳动

法第29条规定，如正式员工工作三年后及以上后辞职或

者退休，公司予以退职金：员工在职期三年到七年的，

退职金为员工半个月工资乘以在职年数；员工在职期七

年到15年的，退职金为员工二分之三月工资乘以在职年

数；员工在职期15年以上的，退职金为员工一个月的工

资乘以在职年数。

奖金及其他福利

公司在节日期间派发给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节日奖

金，一般在每年十月的德赛节期间发放。公司总净利润

的10%必须作为员工奖金福利基金。（劳动法第37条，

奖金法第5条）

工会权利

新宪法和现行法律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工人以及其他

非管理层人员可以成立工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提出要

求，参加集体谈判，根据规定的流程进行罢工活动。公

司管理层可以按照劳动法规定，经政府许可停工。劳动

法对工作中的矛盾争端解决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劳动办事处

全国劳动办事处设有十处。由于无法律规定工厂运营监

督机构，从而劳动办事处也可作为工厂监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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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投资者必修遵循尼泊尔税法。本节讲诉尼泊

尔税收制度，包括会计体系、公司税率、税收优惠政

策、增值税及消费税。 

会计体系

尼泊尔征收直接和间接税。根据所得税法2002规定，尼

泊尔政府对个人及公司收入征收所得税。该法案包括了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资税和资本利得税的规

定。 所得税由税务局管理。

尼泊尔遵循国际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尼泊尔财务报

告标准（NFR）由尼泊尔注册会计师协会（ICAN）编制

发布。尼泊尔注册会计师协会为自理机构。公司做账应

基于应计制。尼泊尔税务统计财政年和始于尼泊尔日历

第四月，终于尼泊尔日历第二年第三月月末（公历7月

中旬）。

尼泊尔遵循“多赚多付，少赚少付”的税收管理制度，

包括分期付税和从源扣缴税组成的预付税。消费税及增

值税需要交易产生月后的25天内缴付；根据所得税法

2002第95条规定，所得税一年分三期缴付。纳税人需要

准备交易记录本纳税申报表，交由公司的审计师审计，

申请退税及在财年末后的三个月内缴清纳税。申请退税

期限可以再延长至三个月。每年缴付固定金额税的纳税

人无需申请所得税退税 。

企业所得税率

行业 税率

一般税率 25%

根据工业企业法1992第3条注册的特殊行业 20%

银行和金融机构 30%

一般保险 30%,人寿险 25% 25%-30%

石油企业 30%

城镇信用合作社 20%

经营道路、桥梁、铁路、水电站、输电线路等基于BOOT模式的企业 20%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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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的税收优惠

法律给予特定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减免。常见的减免政
策如下：

1. 农业收入（农业、畜牧业、园艺、草药种植等）免
征所得税。不包括企业、公司、合伙企业或团体参
与的农产企业。

2. 特殊企业，比如农业或旅游业公司，给尼泊尔本地
公民提供就业岗位达到100个以上的，免税30%。

3. 特殊企业，雇员人数达1200之多的，免税20%。
4. 雇佣人数达到100的，同时妇女、残疾人、或社会低

层人达到三分之一的企业，免税20%。在遥远地区，
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自经营之年起的10
年内，可只缴付所得税的50%、70%和75%。（所得税
法2058 第11条）

5. 位于经济特区的企业可免5年的所得税，之后缴纳
50%所得税；位于政府规定的山区和山区的企业可以
免10年的所得税。

6. 特别经济区的企业五年全面免税，在之后的三年对
企业派发的红利免税。

7.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开采企业7年全面免税，后三年
免50%税收。

8. 在2018年4月中旬之前开始建设的发电输电送电企业
可7年免税，后三年免50%税收。

9. 有执照的发电公司如在尼泊尔日历2080年第12月之
前可通过水力、太阳能、和生物燃料开始商业化发
电、输电、送电，则十年全面免税，后5年免税50%

10. 出口所得税可免25%，即出口所得税税率为20%。
11. 以BOOT模式为提供基建服务的企业免税40%。
12. 资本有10亿尼币的，并且直接提供就业岗位有500之

多的企业，自其运营之日起五年内全面免税，后三
年征税50%。

13. 现有的旅游和航空企业增加规模至少25%，并且提供
就业岗位超过500个的，享受五年全面免税，后三年
免税50%的优惠。

14. 农业企业旅游业企业和其他企业为提高产能规模而
派发奖励股份的，可免除对红利征税。

若多项优惠政策可享受，只能选其中最优惠的项。 

增值税

尼泊尔20年前实行增值税。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收增值
税 （4）。税务局是负责管理增值税的政府机构。任何年
营业额超过500万的一个公司或者个人需要注册增值税。
增值税率是13%。纳税人（中介机构）可以在采购交易后
申请增值税报税。出口产品不征增值税，出口公司可以
申请税务抵扣。然而没有增值税的产品及服务不能申请抵
扣。而增值税抵扣也只能在销售交易中抵扣（对于出口而
言，即在进口时抵扣）。

消费税

被尼泊尔政府列为负面影响产品或奢侈品进口征收消费税
（如酒精、香烟、汽车、塑料制品等）。消费税根据价格
收取，或者根据具体的规格收取（基于体积、重量、或者
数量）。

4不收增值税的产品谷物、扁豆、蔬菜、生鲜农产品、农药、保健设备和电器、农业用具、工艺品、健康和教育服务、电力供应、艺术服务、乘客及货物运输等

（根据增值税法 附表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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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关税

尼泊尔海关对进口征收海关税，征收的税种基于产品的

性质。尼泊尔使用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系统（被称为统

一的关税系统和命名法）来分类产品。

尼泊尔基于CIF（成本、保险费、运费）的进口货值计算

税费。货值评估系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GATT）评估制度。普遍的原则是原料比成

品的海关税低，尼泊尔境内无生产的必需品比奢侈品或

者非必需品的海关税低，同时不鼓励进口对环境、人类

及动物产生负面影响的产品，征税高。

经常性进口的产品计税基于其价值。很少商品按规格（

体积或重量）计税。现行海关税率根据商品类别不同从

0%到80%不等。一般原料0-10%，成品5-30%。征税率达到

80%的几类产品如汽车、武器弹药、烟草等。尼泊尔海关

征税基于已签订的贸易协议。

进口 

在尼泊尔注册的公司可从事货物进口。从事进口的公司

需向相关部门（工业局或者小型规模企业工业局，进口

贸易公司向海关局）申请注册。同时，也须在税务局注

册永久税务账号（PAN）或者增值税账号（VAT）。

进口商首次进口时，必须填写海关申报表，与相关资料

一并递交海关办公室。海关还需要公司注册，PAN、VAT

税务登记、完税证明、行业注册等资料。

进出口

本节讲述如何从在尼泊尔出口及进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尼泊尔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进出口（管制）法 

1957是尼泊尔政府对任何产品或商品在尼泊尔进出口管制的主要依据。另外，相关法律还有进出口规则1978，海关法

1962，海关规定1969，年度财政法（每年财政部部长宣布的年度财政预算，由商业部统一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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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证书

植物检疫所根据植物保护法规定，经对出口植物、植物种

子或植物产品全面及合理的检查后，出具检疫证书。 

出口海关税

一般而言无海关税。但对来源于森林的产品（非木料类产

品）、在尼泊尔需缺农业产品、及工业原料矿物等将征出

口税。详细出口税及产品范围列表可向海关局了解。

出口

任何公司如进行货物或材料出口，在出关时，需要填写

海关申报表并提交给海关。海关官员检查货物和认证资

料后，证实海关申报，货物方可出境。

出口商应该申报出口产品的价格并提交给海关官员认

证。一般出口商在尼泊尔出口货物60天内需以任何能兑

换的货币得到总货款。出口贸易应遵循进出口法1978。

原产地证书

尼泊尔所有出口产品海关需要原产地证明。三大私营

部门协会—尼泊尔商业协会（CNI）、尼泊尔工业协会

（NCC）及尼泊尔联合工商业协会（FNCCI）为原产地证

明书发证机构。FNCCI 地区分办也有权签发该证书。对

享受优惠出口的产品（到印度或者中国免税品、南亚自

由贸易区出口），只有FNCCI有权签发原产地证明书。

出口印度的产品原产地证明需要工业部技术组经实地考

察批准 。

普惠制产地证

产品出口到提供普惠制的国家，需填写普惠制表格并获

得尼泊尔海关认证。普惠制产地证明表格以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UNCTAD）指定表格为准。 

出口禁止产品

1. 具有考古和宗教价值的物品

- 有考古价值的本国或外国硬币

- 神像、女神像、粽叶经书、植物经书

- 有历史价值的唐卡

2. 动物保护及相关物品

- 野生动物

- 胆和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

- 麝香

- 蛇皮，蜥蜴皮

3. 麻醉药品 ︰ 大麻、 鸦片、 大麻制剂  (根据麻醉产

品公约, 1961所定的)

- 工业重要用品

- 炸药及引爆物品

- 武器和弹药生产中使用的材料

4. 工业 / 原材料

- 原材料和皮毛 （包括干腌）

- 原毛

- 完全进口的原材料、 零部件和资本货物

5. 其他产品

-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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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简单介绍尼泊尔土地分区法、土地征用法和知识产

权法。

土地分区法

尼泊尔没有严格的分区法规定在特定的分区进行特定的

活动（如住宅区、商业区、农业区等）。然而工业推广

委员会就工业所在位置对某些商业活动的有区域限定。

土地征用

私人土地或建筑购买或租用，需与所有者商议。土地协

议需在土地管理局注册。

森林土地（例如采矿，水电站，基础设施项目等）征

用，投资者必需遵循森林与土地保护部制定的流程。森

林部有可能要求申请方购买同面积的私人土地用以造

林。

政府土地（非森林）征用，投资者需要根据土地租赁法

2014年进行租赁。土地租赁期可10年到50年，到期后还

可续租。

知识产权

外观设计、商标等根据专利设计与商标法1965通过工业

局进行注册。现行法律是年数久远，统一的知识产权法

正在制定中。

外观设计专利和商标注册有效期为7年可以。商标可续

注无数次，设计可以续注两次5年期限，专利可以续延

两次7年期限。

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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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建有利的工商业环境，尼泊尔成立了工业区和经济

特区。本节介绍了工业区及经济特区优惠制度（如税务

优惠及其他优惠）。

工业区

在多个国家的援助下，尼泊尔政府在全国各地成立了11

个工业区。工业区创造了良好的工商业条件，配备了

良好的基础设施比如围墙、工业棚仓库、道路、排水系

统、供电系统、供水系统以及其他服务。尼泊尔政府为

更好地管理全国各地工业区于1988年成立了工业区管

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也负责调查并成立新工业区。尼泊

尔现有十个工业区，分别是是巴拉祖、帕坦、黑道达、

特莱、尼泊尔根杰、博卡拉、布特沃尔、巴克塔普尔、

比拉德纳格尔和拉兹比拉兹。德尼库塔工业区正在筹备

中。

经济特区

为吸引国内外投资者从事出口贸易，尼泊尔政府已经批

准了经济特区理念。附属于工业局的经济特区管理委员

会（SEZDC）于2013年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修订经济特

区法及相关规定，并在全国各地考察经济特区的可行

性，在经济特区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

现尼泊尔政府已宣布全国各地14个经济特区。 SEZDC负

责初步确认经济特区位置，进行技术和环境可行性研

究、财务可行性研究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特区实行统一窗口式政策。经济特区内的出口或进

口公司将享受自由经济政策和宽松的税务政策（所得

税、消费税、增值税等）。

工业区及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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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尼泊尔为保护环境，根据环境保护法1997和相关规定，

建立了环评审批和污染控制认证系统。环境保护规章规

定了必需的环境点及审批手续。审批单位为科技环境

部。

环保手续分为两种—初步环境考察（IEE）和环境影响

评估（EIA）。特定的企业还需申请污染控制证书

初步环境考察（IEE）

此项环境审批适用于对环境有极小影响的小型项目（环

境保护规章第一部分）。IEE包括制定调查范围、分析环

境影响及缓解措施报告，而后提交有关部门审批。

环境影响评估EIA

此项环境审批适用于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项目（环境

保护规章第二部分）。EIA更为复杂，在准备分析影

响以及缓和措施（环评报告）之前必须先完成环评大

纲，在受影响地区进行公众听证会，然后向科技环境

部申请批准。

污染控制认证

根据环境保护规则1997 附表7 所规定，特定企业也需到

科学与环境部索取污染控制认证。

外国投资与技术转让法FITTA对解决争端有特别规定。该

法案要求当事方互相商讨解决争端。固定资产/资金投资

少于5亿尼币的企业，如遇争端无法经商讨解决的情况，

可通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仲裁应在加德满

都进行。同时，尼泊尔法律也在仲裁过程中适用；固定

资产/资金超过5亿尼币的企业，可根据合资协议或股份

购买协议解决争端。 

环保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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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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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能源
尼泊尔是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冰川、喜马拉雅山雪

融、雨水和地下水等多种水资源。尼泊尔水能理论上有

80000兆瓦，据研究显示其中43000兆瓦有经济可行性。

然而，现有的水电只有750兆瓦，不足以供应已经超过

1000千瓦的需求量（需求每年增长7-9%）。

尼泊尔电力管理局（NEA）负责约68%的水力发电，全部

输电及送电网络，在尼泊尔能源领域占主要领导地位。

私营企业控制约32%的现行水力发电产能。

尼泊尔政府2016年2月通过了缓解国民能源危机和发展

电力的工作计划。这项计划为电力改革和促进私营企业

投资规划了路线。

机会

• 尼泊尔面临着严重电力供不应求，是水电投资好机

会。

• 尼泊尔计划到2022年，从不发达国家提高为发展中国

家；到203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为了满足其增长愿

望，尼泊尔需要增加6000兆瓦多电力产能，需投资大

概100亿美元。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项目正在筹备中。

因此，水电项目发展机遇巨大。

• 除能源开发，升级改造及和扩张输电线系统（需投资

44.5亿美元）和送电系统（需投资20亿美元）也是一

个巨大的机会领域。

• 同印度签署的能源贸易协议（PTA），允许出口电力至

印度市场。

• 2014年在第18届南亚国家峰会上，签署了能源合作南

亚区域框架协议，为区域能源市场开发铺平了道路。

Photo Courtesy: Mr. Khadga Bahadur Bis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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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路
尼泊尔交通领域发展占GDP 8.8%。2013/4年增长6.8%。

近5年平均增长率是6.9% 。

在三年计划期间（2013/4- 2015/6），尼泊尔修建了

25133公里战略性的道路。几乎所有的县级区域（73/75

）已经通公路。另外，1609座桥梁已投入使用。尼泊尔

共有56个国内机场和1个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确定的21个国家重点发展项目中，有

10个为交通领域的项目。尼泊尔政府计划在南部德兰平

原的白日瓦和西部山区的博卡拉建设国际机场；同时正

在扩建加德满都国际机场；目前，22个国内机场长正在

铺油。尼泽戈德国际机场（位于南部平原，距离加德满

都76公里）也正在筹划中。

机会

• 尼泊尔只有19%的道路是全年任何季节可通路；有2个

县至今为通路。政府在寻求公私合作形式的投资。因

此，交通道路领域的投资机会大。

• 尼泊尔主要公路都需扩建改造（公私合作形式投资的

另一领域）。

•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发展大宗货物运输系

统 — 机场、铁路、单轨铁路、快速巴士交通等（此

处按优先程度排序）。目前政府正寻找公私合作模式

的投资。

• 通过尼泊尔连接中国和印度的八大南北走廊（公路）

，连接加德满都与中国的跨境铁路，五条连接加德满

都与印度的跨境铁路，连接尼泊尔东西部的铁路，山

区的索道都在筹划之中。

Photo Courtesy: J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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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尼泊尔的地理地形条件，丰富的水资源和劳动力有利于

发展农业。尼泊尔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2015年农

业占GDP的32%。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占三分之二。耕

地面积占国土面积25%，森林土地占33%，其余为山区。

南部平原区农业产量过剩，用以供应山区的市场需要。

农业发展战略建议十年内支出5020亿尼币。

农业对尼泊尔GDP贡献最大，尼泊尔政府重视提高农业

生产，努力发展多样化、现代化、商业化的市场营销。

为实现此目标政府加大农业发展投入，如灌溉、农业技

术、电力、交通、农业信贷等。 

机会

• 农业生产加工及品牌化。（非木材森林品，如豆蔻、

姜、水产养殖、茶叶、咖啡和蜂蜜）

• 2010年尼泊尔贸易一体化战略重点发展优先出口产

品—小豆蔻、姜、蜂蜜、小扁豆、茶叶、面条和药用

草药。贸易政策2015年再次强调了开发此类产品的重

要意义。

• 进口输入型市场：如种子、苗圃、肥料、农业技术、

基础设施与农业金融。

• 良好的气候条件利于发展高价值有机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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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世界十大最高山峰当中，

有8座位于尼泊尔。尼泊尔长久以来深受登山爱好者、

探险者的青睐。此外，尼泊尔还有美丽的湖泊、地势落

差大的河和峡谷、独特的野生动物、悠久的历史古迹、

令人称奇的美术作品、神圣的宗教寺庙及其丰富的民族

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游爱好者。

尼泊尔还是宗教旅游和朝圣旅游的目的地。佛祖诞生之

地—蓝比尼，吸引着信奉佛教的旅客。帕苏帕提庙则为

印度教徒的朝圣之地。

2014年，外国旅客人数约达80万，在尼泊尔平均住宿天

数约12.4天。一年之中，三月、十月和十一月是旅游旺

季。旅游业就业人口约50万。尼泊尔计划到2020年达到

旅客接待量200万人次。

机会

• 发展旅游基础设施（酒店、餐馆、道路、机场等）

• 国际型会议及活动举办业务也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 正在扩建的国际机场将引入更多的游客

• 扩建现有的旅游基础设施，可吸引更多的游客及延长

游客停留期。

旅游目的

9%

7%2%

4%

13%

12%

50%

3%

假期/休闲   

徒步登山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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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其他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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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息技术行业是尼泊尔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行业，有巨

大发展潜力。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所有业务（除媒体以

外）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电信业务允许外国投资者

占有的80%股份。

尼泊尔政府表示，信息技术行业及其业务流程外包

（BPO）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五大出口服务中一个（尼泊尔

商业一体化战略2010）。商业政策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

服务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信息技术（IT）高收益高增长

率（预计将来是尼泊尔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尼泊尔

主要通信公司有NTC（国有企业）和 NCELL（外资占大部

分的私营企业）。通信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全面

发展。

机会

• 外国BPO公司能利用具备英语语言能力的尼泊尔本地

人才劳动力市场，受益于低工资及低公司建立和运行

成本。同时，尼泊尔时区条件对欧美国家外包公司有

利。

• 通信行业只有两家大公司，目前市场竞争低，空间

大。

• 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对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需求大。

• 政府计划发展IT园（针对软件开发者、基于IT的行业

及IT服务商代理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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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业
尼泊尔位于2500公里长的喜马拉雅山带中部，为矿物

（金属和非金属）和燃料矿存有利的地理条件。目前

已勘明的的矿物达到63项。2010及2011年，12种矿产，

共80个矿存已投产。其中29个为石灰石矿的，6个宝石

矿。2011年，矿业及相关行业对尼泊尔GDP贡献为2.4%。

尼泊尔拥有丰富的矿藏，用于工业和建筑业的矿产包括

石灰石（最丰富）、煤、滑石、红粘土、花岗岩和大理

石、煤、黄金、宝石、半宝石（电气石、海蓝宝石、红

宝石和蓝宝石）。矿业地质局负责尼泊尔矿产资源勘

探、开采及评估的管理

机会

• 近期尼泊尔西部多地天然气和原油渗流，目前已探明

约有10处石油和天然气矿存。

• 尼泊尔有80多处矿产，共计矿体储量超过2000万吨。

• 在107多处发现铜矿。

• 近期研究表明估计尼泊尔适用于水泥生产的石灰石有

25亿吨。

• 研究估计尼泊尔有50亿吨的白云石储量及81.8亿吨高

品质磁铁矿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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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
任何国家的发展取决于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政府致

力于实现全民医疗服务，提供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目

前，尼泊尔正在推行国民健康社会计划。政府也致力

于医疗卫生基础建设，培养高水平的医生、护士、助产

士、保健管理员和相关执行工作人员。政府计划使用公

私合作模式，提高现有医院的水平，建设新医院，并允

许国际医院在尼泊尔开设分院。以此，改变国民出国医

治的现象。政府预算中，涉及医疗的有335.2亿尼币（约

3.35亿美元），占预算的额5%。

在教育方面，尼泊尔近几年发展较大。但在教育领域发

展，仍需努力提高素质教育。每年成千上万的尼泊尔学

生，支付昂贵的学费，出国就读。如尼泊尔国内有更好

的教育机构，则可以减少此类现象。

机会

• 政府正在寻找公私合作模式投资，发展教育基础结构

（包括升级改造已有的教育机构），建设教育城（医

学、工程学、管理学等）。

• 为提高现有医疗单位的医疗水平，政府医院通过公私

合作模式投资建设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 在制药方面，尼泊尔市场一直缺乏优质药品，这对生

产或进口药业提供了很好的投资机会

金融机构
自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开始，尼泊尔见证了银

行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金融自由吸引很多外国银

行在尼泊尔成立合资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银

行、Everest 银行、Nepal-Bangladesh 银行、Nepal 

SBI 银行是国际银行精英在尼泊尔成立的的合资银行。

金融业对尼泊尔GDP 有3%的贡献。

尼泊尔中央银行负责规范金融行业，包括商业银行、

发展银行、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发展银行。

截至2015年4月中旬，尼泊尔有运营的保险公司26个 

。其中有三家拥有外国投资，三家是外资合资企业。 9

家经营人寿险，其余经营其他类型保险。

2014

商业银行 30

发展银行 84

金融机构 53

小额信贷机构 37

总计 204

来源：尼泊尔中央银行，金融稳定报告2014

金融机构数量



36

尼泊尔 投资指南 2016

FITTA 1992, 限制清单

1. 家庭手工业（除了用电超过5兆瓦意外）

2. 个人服务业  (比如理发院、美容院、制衣、驾驶培训等.)

3. 武器和弹药行业

4. 火药和炸药

5. 与放射性材料有关行业

6. 房地产（不含建筑公司）

7. 电影业 (国语和其他国家认可的语言)

8. 安全印刷

9. 银行纸币和硬币

10. 零售企业 （不包括至少在两个国家有经营业务国际连锁零售企业)

11. 烟草  （不包括90%以上出口的烟草公司）

12. 国内快递业务

13. 原子能

14. 家禽

15. 渔业

16. 养蜂业

17  咨询服务如管理、会计、工程、法律事务所 (最多允许51%外国投资)

18. 美容院

19. 食品加工（租办公产所的）

20. 本地餐饮业

21. 乡村旅游

此限制清单在外国投资政策2015中更新并已通过内阁的批准。截止编制本指南期间，修改条款未执行。

以下行业领域不对外资投资开放  （也作“限制清单”）

附件 1 外资投资受限的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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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与内阁办公室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000, 4211025, 4211040, 4211035, 
4211080, 4211073, 4211021, 4211038
传真: 4211065, 4211086, 4211038, 4211021, 4211047
邮箱号 23312
邮件: info@nepal.gov.np
网址: www.opmcm.gov.np/

文化、旅游与民航部
电话: +977-1-4211992, 4211669, 4211846 , 4211847, 
4211711, 4211685, 4211825
传真: +977-1-4211758
邮件: info@tourism.gov.np, tourismnp@gmail.com
网址: www.tourism.gov.np

内政部
电话: +977-1-4211261, 4211212, 4211274
传真: +977-1-4211264
邮件: gunaso@moha.gov.np
网址: www.moha.gov.np

教育部
电话: +977-1-4211964
传真: +977-1-4200375
邮件: infomoe@moe.gov.np
网址: www.moe.gov.np

财政部
电话: +977-1-4211338
邮件: moev@mof.gov.np
网址: www.mof.gov.np

外交部
电话: +977-1-4200182, 4200183, 4200184
传真: +977-1-4200160
邮件: info@mofa.gov.np
网址: www.mofa.gov.np

森林与土壤保护部
电话: +977-1-4211567
传真: +977-1-4211868
邮件: info@mfsc.gov.np, webmaster@mfsc.gov.np
网址: www.mfsc.gov.np

机构
卫生部
Ramshah Path,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62802, 4262543
传真: +977-1-4262896, 4262468, 4262935
邮件: info@mohp.gov.np
网址: www.mohp.gov.np

农业发展部
电话: +977-1-4211905, 4211950, 4211697
传真: +977-1-4211935
邮件: memoad@moad.gov.np
网址: www.moad.gov.np

商业与物资部
电话: +977-1-4211631
传真: +977-1-4211167
邮件: info@mocs.gov.np
网址: www.mocs.gov.np

信息通信部
电话: +977-1-4211556
传真: +977-1-4211729
邮件: info@moic.gov.np
网址: www.moic.gov.np

劳动就业部
电话: +977-1-4211889, 4211991
传真: +977-1-4211877
邮件: info@mole.gov.np
网址:www.mole.gov.np

土地改革与管理部
电话: +977-1-4211666
传真: +977-1-4211708
邮件: info@molrm.gov.np
网址: www.molrm.gov.np

基础设施与交通部
电话: +977-1-4211782, 4211931
传真:+977-1-4211720
邮件: info@moppw.gov.np
网址: www.mopit.gov.np

附件 2 . 相关机构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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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事务与地方发展部
电话: +977-1-4200000, 4200309
传真: +977-1-4200318
邮件: info@mofald.gov.np, ipd@mofald.gov.np
网址: www.mofald.gov.np

科技环境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661, 4211641, 4211586
传真: +977-1-4211954
邮件: info@moste.gov.np
网址: www.moste.gov.np

能源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516
传真: +977-1-4211510
邮件: info@moen.gov.np
网址:www.moen.gov.np

灌溉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426
传真: +977-1-4200026
邮件: info@moir.gov.np
网址: www.moir.gov.np

城市发展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673
传真: +977-1-4211873
邮件: info@moud.gov.np
网址: www.moud.gov.np

商业与物资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3-0967
传真: +977-1-422-0319
邮件: moc@wlink.com.np
网址: www.moics.gov.np

国防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290
传真: +977-1-421-1294
邮件: mod@mos.com.np
网址: www.mod.gov.np

宪法与议会事务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792, 4211673
传真: +977-1-4211873,4455634
邮件: nfo@mofacapac.gov.np
网址: www.mofacapac.gov.np

行政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4-5367
传真: +977-1-424-2138
邮件: info@moga.gov.np
网址: www.moga.gov.np

工业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579
传真: +977-1-421-1619
邮件: info@moi.gov.np
网址: www.moi.gov.np

维和与重建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189
传真: +977-1-421-1186
邮件: info@peace.gov.np
网址: www.peace.gov.np

法律与司法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2-3727
传真: +977-1-422-0684
邮件: molaw@wlink.com.np
网址: www.moljpa.gov.np

妇女儿童与社会福利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4-1728
传真: +977-1-424-1516
邮件: mowcsw@ntc.net.np
网址: www.mowcsw.gov.np

青年体育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41-6507
传真: +977-1-441-6489
邮件: info@moys.gov.np
网址: www.moys.gov.np



合作社与消贫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860
传真: +977-1-4211754
网址: www.mocpa.gov.np

尼泊尔中央银行 
Central Office Baluwatar, 加德满都, 尼泊尔

邮箱号 73 
电话: +977-1-4410158, 4410201, 4411250  
传真: +977-1-4410159 
网址: www.nrb.org.np

工业局
Tripureshwor,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61203, 4261302
传真: +977-1-4261112
邮件: info@doind.gov.np
网址: www.doind.gov.np

小规模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局
Tripureshwor,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59842, 4259846
传真: +977-1-4259747
邮件: dcsi@dcsi.gov.np
网址: www.dcsi.gov.np

公司注册办公室
Tripureshwor, 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59948, 4263089
传真: +977-1-4259961 
邮件: info@ocr.gov.np
网址: www.ocr.gov.np

移民局
Kalikasthan, Dillibazar, 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429659
传真: +977-01-4433935
邮件:mail@nepalimmigration.gov.np
网址: www.nepalimmigration.gov.np

海关局
Tripureshwor,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59793
传真:+977-1-4259808
邮件: csd@customs.gov.np
网址: www.customs.gov.np

税务局
Lazimpat,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415802, 4410340
传真: +977-1-4411788
邮件: mail@ird.gov.np
网址: www.ird.gov.np

劳动局
Minbhawan,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107194
传真: +977-1-4107288
邮件: info@dol.gov.np
网址: www.dol.gov.np

尼泊尔旅游委员会
Bhrikuti Mandap,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56909
传真: +977-1-4256910
邮件: info@ntb.org.np
网址: www.welcomenepal.com

尼泊尔电力 管理 局
中央办公室,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153052, 4153053, 4153054
传真: +977-1-4153067, 4153013 
邮件: info@nea.org.np
网址: www.nea.org.np

尼泊尔工商联盟
Teku,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62061 / 4262218 / 4266889
邮件: fncci@mos.com.np
网址: www.fncci.org

尼泊尔工业联合会
Maitighar, 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5111122, 5111123
邮件: cni@wlink.com.np
网址: www.cnind.org

尼泊尔商会
Chamber Bhawan, 加德满都,尼泊尔

邮箱号 198, Kathmandu, Nepal 
电话: +977-1-4230947 
传真: 977-1-4229998 
邮件: chamber@wlink.com.np
网址: www.nepalchamber.org

尼泊尔小规模工业及家庭手工业联盟
Maitighar Height, 加德满都, 尼泊尔

电话: +977-1-4222751, 4269817
传真: +977-1-4215602
邮件: fncsi@ntc.net.np
网址: www.fnc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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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
狮子宫，加德满都，尼泊尔

电话: +977-1-4211579

传真: +977-1-4211619

邮件: info@moi.gov.np 

  

网站: www.moi.gov.np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 

投资委员会办公室

ICC大厦，New  Baneswore,  

尼泊尔，加德满都

电话：977-1-4475277， 977-1-4475278

传真：977-1-4475281

邮件：info@ibn.gov.np

网站：www.ibn.gov.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