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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STEL模型简介 
    Introduction of PESTEL Model 

 
 

PESTEL 模型简介 

     PESTEL分析是PEST分析的扩展变形形式，又称大环境分析，是分析宏观环境的有效工具，不

仅能够分析外部环境，而且能够识别一切对组织有冲击作用的力量。它是调查组织外部影响因素

的方法，PESTEL代表企业外部环境包含的6大因素： 

  （1）政治/政策因素(Political)：是指对组织经营活动具有实际与潜在影响的政治力量和有关

的政策、法律及法规等因素。 

  （2）经济因素(Economic)：是指组织外部的经济结构、产业布局、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未来的经济走势等。 

  （3）社会因素(Social)：是指组织所在社会中成员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教育

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 

  （4）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技术要素不仅仅包括那些引起革命性变化的发明，还包括与

企业生产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和发展趋势以及应用前景。 

  （5）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6）法律因素(Legal)：组织外部的法律、法规、司法状况和公民法律意识所组成的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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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简介 
  
根据1971年临时宪法规定，阿联酋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总统负责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
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1971年12月2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告成立。它是由阿布扎比、
迪拜、沙迦、哈伊马角、富查伊拉、乌姆盖万、阿治曼7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是当今世界
上唯一一个以酋长国名称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国家。联邦设立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拥有
最高权力，但除国防和外交相对统一于中央外，各酋长国政府仍保持其相当的独立性，在行政、
经济、司法等方面均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根据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酋长国的内部
事务。各个酋长国都设有行政机构，保留了家族统治的方式，酋长也称谢赫，拥有绝对的权力，
并设立王储，酋长的继承人由家族委员会或长老会议推选，实际上为世袭。 
 
联邦最高委员会 
 
由7个酋长组成，每个酋长在参加最高委员会会议时，只有一票表决权。委员会负责讨论定制联
邦内外重大事务的总政策，确定重大人事变动，选举总统与副总统。审核联邦预算，批准法律、
条约和法官任命等。委员会关于实质问题的决议必须经5名以上成员赞成才能生效，且赞成成员
中必须包括阿布扎比和迪拜代表。联邦总统、副总统任期为5年，联邦总统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 
 
对外政策 
 
奉行中立、睦邻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在加强
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不结盟运动等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今年来，阿联酋积极发展“东向”政策，发展与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关系。这种加强海湾合作
委员会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5 

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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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一带一路”路线示意图） 

 

与中国关系  

 

1984年11月1日，中阿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

展顺利，高层和各级别人员互访不断，双方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

深化。2008年3月31日至4月3日，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

图姆副总统兼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2009年8月12日至14日，

阿布扎比酋长国王储穆罕默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确定建立政

治磋商机制。同月，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发布联邦政府

令，开设阿联酋驻中国上海市总领事馆。目前阿联酋在北京设有大使

馆，在香港设有领事馆。2015年1月，外交部长王毅访阿，同年12

月，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再次访华。两国签署《关于设立中国-阿

联酋投资合作基金（有限合伙）的备忘录》。自2016年11月1日期， 

阿联酋给予中国公民入境免签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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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阿联酋发展规划： 
阿联酋政府一直致力于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并通过增加其他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实现经济多元化，从而在世界石油价格震荡时保护经济增长。阿

联酋经济发展主要的三大目标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外国和本地的直接投资。 

 

《阿联酋2071百年规划》 
“阿联酋2071 百年计划”，启动于2017年三月，包括：  

1. 政府：要建设为民谋福祉、传播正能量的弹性政府； 

2. 教育：要以高科技为武装，建设专业化、职业化和道德化的教育机构，培育理念开放、善于接受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新一代青年；  

3. 经济：要打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具备同世界发达经济体竞争的实力； 

4. 社会：要建设包容、尊重、团结的社会，到2071年，也就是建国100周年时，将阿联酋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阿联酋2021 远景规划》  
2010年由阿联酋联邦内阁制定，是阿建国后首个针对全国的总体建设规划。该规划包括文化传统、联邦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四部分，目标是到2021年建

国50周年之际建成 “世界最美好的国家之一”。该规划提出发展可持续、多元化经济，建立知识型、高效率的经济模式，但未明确数据指标。 

《迪拜2021年规划》 
迪拜政府于2013年启动制定，2015年发布，确定了“人、社会、体验、城市、经济、政府管理”为六大发展主题，旨在将迪拜打造成“宜商宜居的国际大都市

及世界经济中心”以巩固迪拜在海湾地区的非石油经济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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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以及优惠政策： 

1. 在符合阿联酋政府反洗钱规定的情况下，阿联酋不限制外汇自由汇入和汇出。因此，一般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投资资本和利润回流不受限制； 

2. 阿联酋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大量吸引外资。外国投资者可选择在非由阿联酋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行业中设立特定专业公司，或者可选择在

自由贸易区内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独资公司 

• 在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区(FTZ)和经济特区(SEZs)设立公司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在自由区及经济特区内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外资可100%控股；资本与货物可全部回流；无最低投资资本要求；股东责任仅限于实收股本；无股比限制；无企业所得税；无个人所得税；完善的

厂房及仓储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服务及通讯条件。各自由区由所在酋长国负责管理，因此其具体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酋长国的政策。 

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以及优惠政策： 

1. 阿联酋是一个低税收国家，境内没有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增值税、印花税等税收，并且当地企业享受的税收政策基本都适用于

外国企业： 

a) 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征税措施。被征税企业主要集中于外国银行和外国石油类公司。 

• 阿布扎比、迪拜和沙迦规定外国银行在汇出利润时要按照利润的20%交税。迪拜对石油企业应税所得征收55%的税（其他酋长国征收50%的

税），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等，最终实际支付税额根据外国公司和相关酋长国政府达成的特许权合同条款而定（一般在55%-85%之间）一般商

品征收5%的进口关税，部分农产品和药品免税。 

b) 针对不同商品征收不同税赋。阿联酋对于那些与阿联酋传统文化和习俗不相符的商品征收较高的重税。特定重税商品一般指烟草类和酒精饮料等，

如烟草税为50%-70%。 

c) 各酋长国根据自身条件设立不同的产业发展区，给予各种优惠政策。阿联酋没有联邦税收体系，税收制度由各酋长国自行规定。目前有税法的包括

阿布扎比酋长国、迪拜酋长国、沙迦酋长国。根据海合 会统一征税安排，自2018年1月1日起阿联酋将开始征收5%的增值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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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对中国投资者的保护政策 

中国与阿联酋对于双边合作以及保护投资有长久的合作，中国对阿联酋自1985年至今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来保护中方在阿联酋的投资，具体信息如下： 

•1985年，中阿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定》。 

•1997年7月，中阿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1997年7月，中阿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07年，中阿签署《双边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5年12月，中阿签署《驾驶执照互换谅解备忘录》、《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检验检疫谅解备忘录》以及货币直接兑换协议。 

•2017年5月，中阿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多边协定 
 
阿联酋自1994年起成为关贸总协定（GA）缔约方，并于1996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WTO),2007年起开始全面履行义务。 
 
区域协定 
 
阿联酋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AFT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国际多边组织的成员。作为海合会成员之一，阿联酋积极参与海合会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自贸区谈判。目前，阿联

酋己与新加坡和欧洲自贸体（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新西兰的自贸区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尚未正式签署；正在进行谈判的有日

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澳大利亚、韩国和南方共同市场（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截至2016年底，阿联酋已与10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6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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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宏观经济态势：2016年，阿联酋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据阿联酋联邦竞争力统计中心初步核算，2016年阿联酋

GDP总之按现价计算为3490亿美元，同比增长3%。2015年阿联酋人均GDP为70570美元，排名世界第10。据

2016年阿联酋联邦竞争力和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阿联酋2016年通货膨胀率为1.6%，是近三年来最低。 

 

货币：阿联酋货币为迪拉姆（AED，英文Dirham），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的纸币。此外阿联酋

的辅币为费尔（英文Fil），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负责发行的硬币。阿联酋的辅币与其他国家不同为百进制。

币值换算：1迪拉姆=100费尔。汇率：1阿联酋迪拉姆=1.8079人民币 

 

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前身是货币发行局（UAE Currency Board），成立于1973年，负责发行法定货币迪拉

姆。1980年，阿联酋中央银行成立，主要职能包括：发行货币，并确保货币汇率稳定及自由兑换；制定和实施信

贷政策，确保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监测银行系统；管理政府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 

 

证券市场: 阿联酋主要有三家证券交易市场，分别是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ADX）、迪拜金融市场（DFM）和迪拜

纳斯达克（NASDAQ Dubai）。其中迪拜纳斯达克主要从事国际股权融资、债券、金融衍生品、基金等交易，而

ADX和DFC主要负责阿联酋本土企业股票上市交易，三家交易市场由电子网络连接，方便交易者及时获得信息。所

有的E市公司和股票代理经纪公司统一由阿联酋证券商品管理局负责审查。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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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相关经济数据 

近年GDP增长率 近年人均GDP 

阿联酋经济持续维持增长态势。自2014年后， 阿联酋GDP 增长速率趋于平稳。相比于2014年之前，2014年之后阿联酋经济增长
形势放缓，维持在3%左右， 同时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小。 阿联酋人均GDP较高，排名第十处于世界前列。 自2014年之后阿联酋
人均GDP 有所减少， 但近年人均GDP趋于平稳，人均GDP衰减速度有所放缓。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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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产业结构概览：阿联酋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工业以石油化工工业为主，服务业以旅游、金融、转口贸易业等行业为主。根据CIA数据显示，2016年阿联

酋农业、工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7%、44.6%和54.7%。据联邦竞争力和统计中心初步核算，非石油领域GDP现价占GDP总额的83.3%，油气GDP现价计算

占GDP总额的16.7%。在非石油领域中，批发零售占比12.8%建筑业占比10.3%金融业占比10.1%制造业占比9.5%。数据显示，2016年阿联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0.7%、44.6%和54.7%。据联邦竞争力和统计中心初步核算。非石袖领域GDP现价计算为2908亿美元，占GDP总额的83.3%；油气GDP现价讨算为582亿

美元，占GDP总额为16.7%。在非石油领域中，批发零售占比12.8%，建筑业占比10.3%，金融业占比10.1%，制造业占 比9.5%。 

 

石油产业：阿联酋的石油资源丰富，己探明的石油储量为97万亿桶（约13万亿吨），居世界第7位。石油天然气生产在阿联酋经济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阿联酋

石油生产主要在阿布扎比酋长国。阿布扎比石油业正处在成熟期，按目前的产量和储量计算，还可生产120多年。迪拜酋长国的石油业处于枯竭期，储量有限，按目前的

产量和储量计算，最多还能开采20年。 

 

天然气：阿联酋己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6.09万亿立方米，排在 俄罗斯、伊朗、卡塔尔、土库曼斯坦、沙特和美国之后，居世界第7位。其中大部分位于阿布扎比。阿联酋

虽拥有巨量天然气，但由于国内天然气需求量大，大部分用于回灌采袖，同时多为酸性气田，开采难度高，成本大，目前阿联酋仍采取天然气进口政策，通过海豚计划从

卡塔尔进口天然气。阿联酋的石袖和天然气生产主要依靠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阿布扎比的产油量占阿联酋产油总量的96%以上。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天然

气需求，ADNOC会将天然气项目开发作为今后的一个重点。ADNOC正考虑投资200亿美元启动阿布扎比西部高酸度气田开发项目以及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有25亿美元

用于海上油田特别是天然气田钻井设备投资，而每年钻探油井的数量也将保持在160口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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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非石油产业： 2016年阿联酋非石油 产业占GDP比重超过80%，阿联酋正着力推动石化冶金、
加工制造、新能源、金融、旅游等产业的发展，非石油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其地区性贸易、金融、物流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炼铝业：炼铝业是阿联酋主要非石油产业之一。2013年6月，阿联酋两大铝业巨头迪拜铝业

（DUBAL）和酋长国铝业（EMAL）宣布合并成立酋长国全球铝业公司（Emirates Global 

Aluminum ），合并后的公司总资产550亿拉姆（约合1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铝业公司。 

 

地产和建筑业：房地产业在阿联酋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2 年以来，随着相关经济行业

的复苏，阿联酋房地产和建筑业进人复苏轨道，但房价上涨趋势在2014年末开始趋缓，2015

年部分房价开始下降。据阿联酋中央银行发布的年报显示，2016年迪拜房产价格下降4.6%，

跌幅较2015年的5.5%有所收窄。阿联酋对外来劳工、外国人承包工程和租赁机械和销售建材

也有限制。 

 

金融业：阿联酋金融体系较为完善。在阿联酋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有银行、证券公司、财务投

资公司、金融咨询公司、金融中介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底，在迪拜国际金融中

心（DIFC ）注册的业务活跃公司数量达1648家，同比增长14%。其中金融服务企业447家，

同比增长10%。迪拜己成为位列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法兰克福之后的全 球第6大金融

中心。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阿联酋GDP 

石油产业 

非石油产业 

非石油产业 

批发零售 

建筑业 

金融业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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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纺织服装业：纺织服装业占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的10% ，为第二大出口产业， 其中迪拜规模最大，年产值达24亿美元,主要外销地区为欧洲及美国。 

 

塑料工业：1998年11月， 阿联酋ADNOC公司和丹麦Borealis公司 合资设立了世界第六大聚烯短公司 (Brouge ）。截至2015年底，该公司产能已达450万吨， 成为全

球最大的单一地点综合性聚烯娃生产基地。 

 

航空业：阿联酋目前有国际机场7座。过去10年间，阿联酋民航总局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航班架次始终以较快速度增长。依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灵活的经营策略，

阿联酋航空业在国际航空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阿联酋现有机场21个，其中国际机场7个。2016年，阿联酋各大机场旅客流量达1.23亿人次。

其中迪拜国际机场客运量8300万人次，再创新髙。中国国内有多班航班飞往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和迪拜等地。 

 

水泥业：水泥工业是阿联酋最古老的生产行业。阿联酋全国共有20家水泥厂， 阿联酋第一家水泥生产商联邦水泥公司（Union Cement Company）成立于1972年，自

1975年引人第一条生产线之后，该公司迅速发展，成为阿联酋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凭借其靠近萨克尔港（Saqr  Port）的优良地理位置，产品已销往中东和东非。阿联

酋水泥产业目前面临产能过剩、能源成本上升、进口产品竞争激烈、环保标准执行不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扩建计划推迟、水泥成本上升、不公平价格竞争、以及投

资力度不一等问题。 

 

转口贸易业：世贸组织（WTO）曾表示，阿联酋迪拜港是继新加坡 与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转口中心。2016年，迪拜非石油货物出口和转口总额达1289亿美元。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14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的规定： 

禁止行业：只有阿联酋公民或由阿联酋公民完全所有的企业法人方可提供下列

服务：商业代理，房地产服务，汽车租赁服务，农业、狩猎和 林业服务(包括兽

医药)，渔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公路运输服务，调查和安保服务。 

限制行业：WTO服务贸易领域中的娱乐、文化、体育服务和视听服 务中仅下

列领域允许外商投资：艺术、电影工作室、剧团、电影院、剧场、 艺术品展览

馆、体育活动。 

外商对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规定由各酋长国制定。阿联酋的石化工业完全由各

酋长国自行所有，外商投资必须以合资企业的形式并由国家控股。电力、天然

气等资源领域也均由国家垄断。 

由于国际油价下跌以来阿联酋各级政府财政日益窘迫，近年来启动的大部分水

电项目都纷纷采用PPP、BOT等模式以吸引民营及外国资本，阿联酋联邦层面无

专门针对BOT、PPP的法律法规，部分酋长国政府根据自身实际市场环境已经出

台了PPP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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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中国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 
 

        近年来，中阿双边贸易发展迅速，阿联酋是中

国在中东地区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中国

海关统计，2016年，中阿双边 贸易额达406.1亿美元，

同比下降16%。其中，中国对阿联酋出口308.6亿美

元，同比下降16.8%；中国自阿联酋进口97.5亿美元，

同比下降13.6 % 。 2016年，阿联酋在中国全球贸易

伙伴排名中位列第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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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中国与阿联酋的双向投资 
 
在 “走出去” 战略推动下，中国企业赴阿联酋投资步伐加快。目前，超过3000家中国公司在阿联酋开办了公司或办事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当年中国对阿联酋
直接投资流量－3.91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阿联酋直接投资存量48.88亿美元。目前，中国对阿联酋投资主要领域为能源、钢铁、建材、建筑机械、五金、化工 
等；2016年，阿联酋在中国投资项目30个；实际投资金额3933万美元。  
 
中方在阿联酋承包劳务 
 
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阿联酋及中东地区建筑市场迅速萎缩。据中东经济文摘MEED数据，2015年阿联酋工程承包市场发包总额为374亿美元，同比下跌约25%。政府财
政收人大幅缩水严重影响了对基建工程的技资。其中，联邦铁路二期从重新招标到彻底停摆，阿布扎比地铁项目仍然遥遥无期，多个在建工程也面临停工或延期的风险。
鉴于2020年世博会将在迪拜举办，这将有力促进迪拜的城市建设和多元化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企业在阿联酋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67份，新签合同额
50.4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4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247人，年末在阿联酋劳务人员10075人。 
 
•产能合作协议：2017年5月，中阿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 
 

•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国和阿联酋尚无自贸协定。目前，我正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开展FTA谈判。一旦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达成该协定将适用于中国与阿联酋
的贸易往来。 
 

•中阿共同投资基金： 2015年12月14 日，中阿签署了关于设立中阿共同投资基金的备忘录，标志着中阿基金正式设立。中阿基金总规模100亿美元，一期规模4亿美元，
双方各出资50%。基金按照商业原则运作，投资方向为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制造业、清洁能源及其他高增长行业。投资地域以中国、阿联酋以及其他高增长国
家和地区为主。设立中阿基金是中阿双方不断加深和紧密两国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对进一步深化中国与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务实合作、配合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互换 2012年1月17 日，中阿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350亿元人民币／200亿迪拉姆，有效期3年。2015年12月14 日，中阿两国续签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保持不变，有效期兰年，并规定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批准阿联酋成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国家，投资额度为500亿
人民币。尽管中阿两国已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但在实际交易中大多仍以美元为结算中介，驻阿国际银行和中资银行正大力推广人民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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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因素分析  
    Social Analysis 

 
 

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UAE) 

•民族：全国总人口中阿拉伯人占87%，其他民族占13%，外籍人口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菲律宾、埃及、伊朗等国。外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8.5%。在阿联酋的华人总数近30万人。 

 

•语言：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英语，英语在商务活动领域普遍使用。另外还有乌尔都语和波斯语，

前者是印度、巴基斯坦人使用，后者是伊朗人使用。 

 

•教育：阿联酋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和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为国民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各阶段的免费教育。

阿联酋国民不但可免费就读国内公立高等院校及各种私立学院，而且在海外高等学府深造也由政府出资。 

 
宗教：伊斯兰教是国教。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多数（ 80% ）属逊尼派，什叶派在迪拜占多数。
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阿联酋独特的文化风俗和禁忌。 
 
风俗文化如： 
•在公共场合， 男女的活动场所是分开的；穆斯林每天必须做五次礼拜。即：日出前的晨礼、中午的晌礼、
下午的晴礼、日落后的昏礼、晚间的宵礼。每周星期五午后要做主麻拜，也称 “聚礼” 。 
•一般阿拉伯家庭仍席地用餐，且用右手取食。 
 

禁忌如： 
•禁食猪、 马、驴、狗、蛇、火鸡、自死肉、浮水鱼以及一切动物的血；禁吸鸦片，禁饮酒。 
•不可以在住宅阳台上晾晒内衣， 不得穿过于暴露的服装在大街上行走， 男士不得进入妇女活动的场所。 
•斋月期间，禁止在公共场合、户外或大街上饮食，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会遭到警察的警告，严重者将
遭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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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因素分析  
    So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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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斋月 

斋月是指伊斯兰历的9月。每年斋月的具体时间由于月相不同日期上都不固定。 

斋月开始与结束都以新月为准。 斋月开始称为入斋，斋月结束称为开斋。

2018年斋月时间是5月16日到6月15日。 

 

在斋月里，每天东方刚刚开始发亮至日落期间，除了患病者、乳婴、孕妇、

产妇以及作战的士兵外，成年的穆斯林必须严格把斋，不吃不喝，不吸烟、不

行房事等。直到太阳西沉，人们才进餐，随后或消遣娱乐。 

 

斋月里，阿拉伯国家一般都调整上下班时间，阿联酋大多数公司的上班时间

是早上8点到下午两点，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商人的活动也相应减少。 

 

对在斋月里前往阿联酋访问及商务活动的非穆斯林需要注意的是：在日出后

至日落前的时段里即在穆斯林履行斋戒时不能在大街上或公共场所抽烟、喝水、

吃东西。否则，将被穆斯林视为不尊重其宗教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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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因素分析  
    Soc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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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节假日 

【工作时间］每周五、周六为当地法定的周末休息日，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都不上班，很多私营公司也实行两日周末制。周五是伊斯

兰教的聚礼日，阿联酋每年还有伊斯兰教徒的斋月以及其它节假日。详情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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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conomic 
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5. 科技因素分析  
    Technological Analysis 

PESTEL 
（UAE）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阿联酋十分重视教育，人民受教育成度比较高。从1970s中期开始，阿联酋政府开始重视教育以及科技

的发展。 至今，阿联酋的航空航天产业、制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其它高新技术产业都蓬勃发展。 

 

阿联酋政府制度了一系列扶持科技发展的计划。如 2020年的火星探测计划。阿联酋政府希望在2020

年可以发射火星探测器对火星进行探索并对火星大气日常和季节性周期性变化进行研究。由于2020年火

星探测计划的引导，阿联酋政府对重力、星系、以及火星探索开展专项扶持并建立众多实验室。 

 

阿联酋把科技列为未来发展的重心，迪拜政府更是大力推动高科技城市的建设，例如迪拜政府在2014年

提出了“智慧迪拜”计划，把迪拜建设成为全球前沿科技的应用中心。该计划包含六个支柱性战略目标：

智能生活、智能交通、智能社会、智能经济、智能管理、智能环境。在上述六个维度之下，将包括诸如

运输、通讯、基础设施、电力、经济服务、城市规划等方面的100多项举措，以及让政府和私营部门获

得“智能”的超过1000项服务。 

1. 迪拜也推进3D打印建筑技术最为有力的城市，甚至还提出了3D打印建筑的远景目标：到

2030年用3D打印技术建造该酋长国25%的建筑物。迪拜于2016年5，由中国盈创建筑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承建，使用大型3D打印技术用两天时间建成首个3D打印办公室。 

2. 迪拜同时在推动无人驾驶技术和智能警务技术。迪拜计划到2030年25%左右的道路实现智

能自动驾驶并将机器人警员数量提升到总警员数的25% 

3. 建立区块链政府，到2020年，迪拜政府将所有政府文件处理放在区块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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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因素分析  
    Environmen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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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东与阿曼毗邻，西北与卡塔尔接壤， 南部和西南与沙特

阿拉伯王国交界，北临波斯湾（又名阿拉伯湾），与伊朗隔海相望，是扼波斯湾进入印

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国土面积约为8.36万平方公里（包括沿海岛屿，阿布扎比占总面

积的87%）。 

 

•其海岸线构成波斯湾的南部和东南海岸以及阿曼湾的部分西海岸。在建造 “迪拜棕榈岛” 

等其他填海工程项目之前，阿联酋的海岸线长约1318公里，填海垦地项目使这个数字不

断增长。 

 

•阿联酋全境呈新月形，境内无泼水河流或湖泊，沿海是地势较低的平原，半岛的东北部

分属山地，横贯其间的晗杰尔山脉最高峰海拔2438米。此外，阿联酋绝大部分地区是海

拔200米以上的沙漠和洼地。沙漠占阿联酋总面积的65%，其中有一些绿洲，以艾因地

区的布赖米绿洲（BULAIMI OASIS ）面积最大，同时该绿洲也是阿联酋主要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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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环境因素分析  
    Environmen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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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位于东4时区，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4小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截至2014年已探

明石油储量为133.4亿吨，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9.5%，居世界第6位；

天然气储量为214.4万亿立方英尺（6.0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5

位。其他矿产资源还有：硫磺、镜、石灰岩等。 

 

•椰枣树，阿联酋的椰枣树超过4000万棵，每年产椰枣上百万吨，种

类有120多种，有的早熟，有的含糖量高，还有的含水分较多。较好

的品种有：艾布·欧如格、安瓦努、乌姆·马阿尼、赫拉斯、鲁鲁等。 

 

•阿联酋的海域内水产资源丰富，沿海有珊珊，盛产珍珠， 还有着丰

富的渔业资源，已发现鱼类和海洋生物3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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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政治/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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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 

Social 
社会因素 

Technological 
科技因素 

Environmental 
环境因素 

Legal 
法律因素 

PESTEL 
（UAE） 

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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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采用的是民法体系（拉丁法系），并且伊斯兰教法是阿联酋法律体系又一个极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阿联酋法律由民法体系和伊斯兰教法共存。  

 

《宪法》1971年7月18日，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临时宪法，同年12月3日宣布临时宪法生

效，沿用了25年。1996年12月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临时宪法变成永久宪法，并确

定阿布扎比为阿联酋永久首都。 

 

《商业交易法》是阿联酋专门管辖商业活动的法律, 定义了商业活动的范围，确立了一些

基本概念。例如经纪、商业代理、运输（海运除外）等；还包括国际商品销售、商标（商

誉）、不正当竞争、商业抵押、电子交易与电子商务、银行业活动、商业票据和破产等内

容。 

 

《商业公司法》的规定，除在自由区内设立公司或经相关 部长与部门协商并报请内阁批

准后允许作为例外处理的公司，一般来讲， 外国公司不得在阿联酋境内直接从事经营活动。

只有通过阿联酋公民或由 阿联酋公民完全所有的企业法人作为保人或代理，外国公司方可

从阿联酋 经济部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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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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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已经根据相关国际标准颁布了《版权法》、《工业产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这些的颁布，说明阿联酋作为作为巴黎保护工业产

权委员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阿联酋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格外重视。这一系列法律对商标、版权以及专利的申请以及应用做出详细的规

范。并对侵权行为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处罚进行明确说明。 

 

《商业代理法》有关规定，外国公司可以在阿联酋境内委 托一家代理，也可在一个或几个酋长国委托一家代理，但不得在一个酋长 国委托多家

代理。双方必须签订书面代理协议。外国公司在阿联酋境内以代理理的名义销售产品和提供售后服务。没有合理的理由，外国公司不得任 意终止

代理协议。除非原代理协议到期失效或双方同意解除原代理协议或 经法院判决解除原代理协议。 

 

《劳工法》全面规定了劳动关系中的所有范畴，正常情况下，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长为8小时，每周48小时。经《劳工法》第65条规定，斋月期间，

每天的工作时间应减少2小时。除不可抗力外，每天的加班时间不超过2小时。周五是所有工人的休息日，计时工除外。 

 

《破产法》2016年颁布，为面临财务困难的企业提供更大的灵活度，并为企业主和投资人提供更多的保障和确定性。该法将为申请破产清算企

业的员工、股东和高管等提供保护；该法将适用于阿联酋所有的在岸和除迪拜及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之外其他自由区内的企业。迪拜金融自由区

DIFC和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仍然适用各自区内的独立的破产清算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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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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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金融体系 
 
受伊斯兰教法影响，阿联酋法律体系对阿联酋的经济以及金融具有特殊影响。阿联酋也因此施行特殊的伊斯兰金融体系。 古兰经中所说“真主允
许买卖，而禁止利息。”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内核是对利息的禁律。在伊斯兰教法的影响下，伊斯兰金融体系形成了四项基本原则：禁止利息和风险
共享原则；重要性原则；禁止剥削原则；禁止为犯罪活动融资原则。 
 
伊斯兰金融机构不担保金融工具的期望收益，其“利息”来自于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资产投资的利润分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使用权让渡收益。
因此伊斯兰金融的利润分享及风险承担机制与传统金融不同，是由投资者来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只承担管理中的操作风险。在这些基本原则的
背景下发展出了相关的金融工具，其中较为常见的金融工具有银行类金融工具： 加价制(Murabaha)、盈亏分摊制(Mudaraba)、参与股份制
(Musharaka)、租赁制(Ijarah)。除此以外，还有伊斯兰投资基金、伊斯兰债券以及伊斯兰保险产品。 
 
伊斯兰教法对阿联酋经济、金融的影响 
 
伊斯兰教义对阿联酋的法律有显著影响，伊斯兰教法与拉丁法系一起构成了阿联酋的法律体系。伊斯兰教法对于阿联酋的经济、金融有特殊的规定
与限制，例如：伊斯兰金融禁止收付利息，金融业务必须盈亏共享、共担风险；伊斯兰金融禁止具有投机、赌博性质且不确定性高的商业行为，如
期货、外汇投资等；伊斯兰金融对于产业类别有所限制。有限制的是非清真产业，譬如买卖猪肉、烟酒、武器、赌博及情色产业、基因工程等皆在
禁止范围内。 
 
随着伊斯兰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国家内部对投资的渴求。伊斯兰经济体系以及逐渐的开放起来，伊斯兰金融体系逐渐对世界开放，例如阿
联酋取消外国投资者持资最高49%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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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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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与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 
GCC Common External Customs Tariff （关税）； 
Federal Law No.8 of 2015 ,修订原Federal Law No.1 of 2003 （海关 规定、进出口程序、原产地规则）； 
Federal Law No.18 of 1981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commercial agencies, as amended by Federal Law No. 14 of 1988 and Federal Law No. 13 of 
2006.（商业代理规定）； 
Federal Law No. 5 of 1975 （商业注册规定）； 
Federal Law No. 5 of 1985 （民法）； 
Federal Law No. 18 of 1993 （商法）； 
UAE Federal Order No. 16 of 1975 （the public tenders law）（政府采购规定）； 
Ministerial Decision No. 20 of 2000 on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cts System （政府采购规定）； 
Federal Law No. 7 of 1976 establishing the State Audit Institution（政府采购规定）； 
Federal Law No. 1 of 1979 organizing industrial affairs （工业规定）； 
Federal Law No. 7 of 2002 concerning copyrights and neighboring rights （版权法）； 
Federal Law No.37 of 1992 on trademarks as amended by Law No.8 of 2002 （商标法） 
Federal Law No. 17 of 2002 on the industrial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atents, industrial drawings and designs.（专利法）； 
Federal Law No. 31 of 2006, Industrial Property Law （工业产权法） 
 Federal Law No. 4 of 1983 on the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制药业规定） 
Federal Insurance Law No. 9 of 1985 （保险服务规定）； 
Ministerial decision （ Minister of Economy and Commerce） No.333 of 2004 regulating the activities of foreign insurance companies （外资从事保险业的规
定）； 
Federal Law by Decree No. 3 of 2003 regar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ctor, the amended Federal Law of 1991, and the Executive 
Order of the Supreme Committee No. 3 of 2004 （电信规定）； 
Federal Law No. 4 of 1985 and Federal Law No. 8 of 2001 （邮政服务规定）； 
Federal Law No. 10 of 1980 concerning the 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of banking（银行和金融服务的规定）；  
Federal Law No. 4 of 2000 （Stocks and Commodities Authority）（证券规定）； 
Federal Law No. 23 of 1991 concerning the practice of the advocate profession and amending laws,respectively, No. 20 of 1987, 1997 and No. 5 of 2002 
（法律服务的规定）； 
Federal Law No.2 of 2015Commercial Company Law（商业公司法）。 Federal Law No. 9 of 2016 Bankruptcy Law （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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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STEL总结  
    Conclusion of PESTEL Analysis 

        
        
 

•政治：阿联酋国家政治体系完善，政治环境平稳。政策法律注重经济发展，对于投资十分有利。 

•经济：石油产业是阿联酋的支柱产业，巨额稳定的石油收入是阿联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其成为海湾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和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阿联酋为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致力于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鼓励创新发展，已逐步成为中东地

区的金融、商贸、物流、旅游 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社会：阿联酋政府重视教育以及文化发展。伊斯兰教人口众多。外籍人口众多但多为阿拉伯人，民族关系融洽，社会环境稳定。 

•环境：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地处海湾进入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冲，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约978亿

桶，天然气探明储量6.09万亿立方米，均居世界第7位。 

•科技：阿联酋重视科技发展并大力探索高新技术市场，确立了明确的以高科技城市为目标的发展方针。科技市场前景广阔。 

•法律：阿联酋法律体系完善，对企业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2016年颁布《破产法》对阿联酋的法律体系以及市场经

济体系进一步完善，优化了阿联酋整体投资环境。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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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阿联酋主要大陆企业名单 
List of Chinese Mainland Enterprises in UAE 

1. 中国机械设备贸易公司  

2. 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3.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  

4. 中国银行 

5. 中国工商银行 

6. 中国建设银行 

7. 中国农业银行 

8. 中国国家发展银行 

9.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10. 中东-中国工程贸易公司 

11. 富田国际贸易公司 

12. 中国港湾建设总公司  

13. 中航技国际工程阿联酋公司 

14. 北方公司阿联酋代表处 

15.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7. 徐州重工 

1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9. 华海贸易有限公司  

20. 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21. 华威贸易有限公司 

22. 中国贸易公司（鞋城） 

23. 中国贸易城 

24. 远东管理咨询公司 

25. Chinamex  

26. 申毅（迪拜）有限公司 

27. 瑞世达贸易有限公司 

28. 中国东方（迪拜）投资顾问及展览公司 

29. 中铁十八局集团（迪拜）有限公司 

30. 中国天津天狮集团公司 

31.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32. 中国国际水利电力新加波公司 

33. 中国石化集团中东代表处 

34. 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 

35. 中国海湾贸易公司 

36. 萨地亚汽车贸易公司 

37. 永利中国国际机电贸易中心 

38. 国风贸易建材有限公司 

39. 金龙家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0. 华夏国际集团 

41. 迪拜中国海餐厅 

42. 中国眼睛中心有限公司 

43. 化进轮胎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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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联酋会计行业分析        
         Accounting Industry Analysis of UAE 

1. 阿联酋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UAE) 
 
2. 利安达阿联酋所排名 
(Ranking of Reanda UAE)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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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联酋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UAE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阿联酋的注册会计师称为ECPA（Emirate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是阿联酋

国家内人数最多并且应用最广的注册会计师认证。同时也是湾区地区比较受到认可的注

册会计师认证。 

 

根据1997年阿联酋部令第227号，阿联酋会计师与审计师协会（AAA-UAE）是以拓展

阿联酋会计领域专业性为目的，以国际最高会计标准为标准而建立的非盈利性会计和审

计专业协会。阿联酋会计师与审计师协会提出阿联酋国家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对阿联酋

会计行业提供监管。 

 

根据阿拉伯会计与法律协会的数据，阿拉伯地区共有超过200,000名注册会计师， 阿联

酋大约有173,238名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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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联酋成员所成果分析 
Company Analysis of Reanda UAE 
 
1.成员所简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Reanda UAE) 
2.成员所优势介绍(Advantage of Reanda UAE) 
3.业务现状分析(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UAE)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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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成员所简介 

General Introduction 
 
成员所名称：International Chartered Accountants 
CC | Sun Management Consultants 

 
加入时间：2016/12/8 

 
成员所排名：2017年中东区排名No.13 

人员规模：40人 

经营范围：审计、鉴定和会计咨询，在阿联酋注册成

立公司服务、企业与贸易融资、签证及移民服务及公司

秘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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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员所优势介绍 
Advantage of Reanda 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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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所从业人员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 

阿联酋成员所拥有具有丰富经验的员工。这些员工具有非常丰富的

审计工作经验，并且这些员工可以为各行各业的公司服务。在当地

对于于高端会计业务具有相当竞争力。 

成员所擅长于与公司服务相关业务。 

阿联酋成员所专注于服务各种公司， 通过审计报告或者会计服务帮

助公司进行更高效率的工作和管理。 为公司高层提供各种财务报告

并且帮助分析公司状况。 

本地资源优势 

阿联酋所在迪拜以及沙迦哈姆利亚都有办公室。所在地拥有数量众

多的公司以及极高的投资吸引力。 对于阿联酋成员所开展业务十分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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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UAE 

如图中数据所示，阿联酋

所的年收入由审计及鉴证、

会计、税务、咨询、和其

它五个部分组成。其中， 

2017年会计和税务业务收

入与2016年相比有所增加。

咨询业务和其它业务与

2016年相比有所回落。 

2017年台湾所总收入与

2016年相比有所增长。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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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UAE 

如图中数据所示，阿联酋所其它类和审计类业务占主要地位。2017年度其它业务占阿联酋总收入的49.12%，与2016年相比减少了5%。

审计类业务收入占2017年总收入的24%,同步增加4%；2017年税务类收入比2016年有大幅度增长。总体上看，与2016年相比阿联酋所

2017年各项收入所占比重有明显差别，各项业务占比都有变化。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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