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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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简称尼泊尔。尼泊尔与2008年废除君主立宪制度，

施行共和政体。2008年7月选举阐释总统、副总统和制宪议会主席。2015年9月，新宪法

正式施行2015年9月，新政府于 2015年10月正式成立。宪法规定首都为加德满都，加德

满都自1768年起成为尼泊尔首都，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尼泊尔是

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政治变动较大，过渡并不平稳，政治风险较高。 

 

政党：尼泊尔有70多个党派，大多数为地方性小党。主要政尼泊尔的党包括：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1994年从尼共（团结中心）分离出来后成立。强调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目标是在尼建立人民共和国。党声称将维护人

民战争的成果，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为左翼的毛派政党。 [13]   

•尼泊尔大会党，1947年1月成立。主张巩固多党民主，建立民族团结并保持相互信

任与合作，坚持不结盟。。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由尼共（马）和尼共（马列）于1991年1月合并而成。

主张多党民主，建立法制、自由和开放的福利国家。1998年3月分裂为尼共（联合

马列）和尼共（马列）。2002年2月，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马列）两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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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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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 2007年1月，议会颁布临时宪法，组建包含尼共（ 毛主义）的临时议会；全面剥夺国王行政权力，首相掌握行政大权并在6月制宪会议选举前

代行国家元首之职。3月，临时议会通过临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在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12月，通过第三修正案，宣布尼

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由制宪会议首次会议正式核准。200年7月，通过第五修正案，规定总统、副总统、总理由制宪会议简单多数选举产生；制

宪会议简单多数可弹劫总理，2/3多数可弹劫总统和副总统。2015年9月20日，尼泊尔总统亚达夫宣布实施尼泊尔新宪法，8年前施行的临时宪法随

即被废止。随后，制宪会议（议会）主席内姆旺宣布制宪会议解散，而代之以国会。 

 

议会: 根据尼泊尔新宪法，原第二届制宪会议转化为立法议会，任期至下次大选，下次大选结束后将选举联邦院和众议院。立法议会共设601席，主

要政党席位分配如下：大会党196席,尼共（ 联合马列）175席，尼共（毛中心）80席，尼泊尔民族民主党37席，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15 席，

其他25个小党共98席。 

 

司法机构：法院分三级：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现任最高法院代理首席大法官是哈里·克里希纳·卡尔基。设总检察长一名，现任总检察

长是拉姆·库玛尔·什雷斯塔。 

 

行政划分：新宪法规定，尼泊尔由中央、省和地方（ 县、市、村）三级构成，全国划分为7个省，全国政设744个地方行政结构，包括村、镇、县

三级， 并重新划分各地方行政机构的地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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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因素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 

外交关系：尼泊尔奉行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印度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

积极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尼泊尔于1955 年12月14 日加入联合国，设有常驻代

表团。2004年加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 BIMSTEC ）。2014年10月成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截至2016年9月21日，尼泊尔己同144个国家建交。 

与印度关系：1947年6月两国正式建交。印度是尼泊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援助国，历

史中，印尼关系充满了合作与冲突。虽有冲突，但是两国一直保持外交互访。2015年9月，

印度对尼实施“非正式禁运”，在2016年2月，尼泊尔时任总理奥利访印，同月，“非正

式禁运”实际解除。 

与中国关系：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之间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

中尼两国于1955年8月1日建交。尼泊尔历届政府一贯支持中国在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从晋朝以来，中尼两国就交往不断。建交以来，中尼两国最高领导人更是

经常互访。“一带一路“政策出台后，中尼关系更加紧密，最高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尼

泊尔与中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为中国企业投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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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概述：尼泊尔为农业国，经济落后，是联合国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尼泊尔经济严重依赖外援，
预算支出的1/3来自国外捐赠和贷款。 
 
货币：尼泊尔使用货币为尼泊尔卢比，代号是NPR。是尼泊尔储备银行（Nepal Rastra Bank）发行的货
币。现时与印度卢比挂钩，币值为印度卢比的三分之二。美元与尼泊尔卢比的汇率为：
1USD=108.881NPR 
 
财政收支：2016/17财年尼政府计划实现财政收入5659亿卢比，财年前11个月已完成财政收入5273.9亿
卢比，占全年财政收人目标比例为93%。收入所得税、关税、消费税、机动车税等六项税费收人已经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增值税、教育服务税、卫生服务税等四项税费收入距离全年目标也非常接近。尼2016/17
财年财税收入总体目标预计将超额完成。2016/17财年前11月，尼财政支出累计6046.4亿卢比，完成预算
比例为57.64%，距离财年末完成80%的财政支出目标还有差距 
 
进出口：2016/17财年尼货物进口额为9901亿卢比，同比增长28%;出口额为731亿卢比，同比增长4.2%。 
 
外汇储备：2016/17财年第8月未，外汇储备较上年同期增长8.2%，达101.09亿美元，可满足14.3个月的
进口商品用汇需要，外汇储备充足。 
 
内外债规模：2016/17财年第8月末，尼债务总额6245亿卢比，其中，国债2332亿卢比，外债3913亿卢
比，债务总额与GDP比例为24.1%, 创下近十年来最低值。 
 
通货膨胀率：据尼中央银行公布2016财年有关经济数据，该财年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为4.5%，通胀水平降
至近12年以来最低。 
 
失业率：世界劳工组织（ILO）发布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17年趋势》称，尼泊尔失业率为4%。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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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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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率：2017年4月，尼泊尔统计局发布财年经济概览，将2015月6财年GDP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修正为0.01%，创下近30多年
来最低增速，同时初步预测2016/17财年GDP按现行基础价格为22939.89亿卢比，根据尼政府公布的该财年美元兑卢比106.10汇率
计算，约合216.21亿美元，预测GDP增速按可比基础价格计算为6.94%，创下23年来最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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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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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构成：根据尼统计局公布数据，2016/17财年尼泊尔的GDP构成是：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为

30.00%，同比增长5.32%，第二产业的贡献为14.01%，同比增长10.97%，第三产业的贡献为

55.99%，同比增长6.9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贡献为13.52%，交通、通讯和仓储产业的贡献是

8.11%，房地产、租赁产业的贡献为9.90%，酒店和餐饮业的贡献为1.98%。 

 

农业：农业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产业。农业人口占尼泊尔总人口约80%。尼泊尔耕地面积为325.1万公

顷。据尼泊尔2016/17财年经济概览显示，2016/17财年尼泊尔农业增长5.32%，占GDP的30.00%。 

 

工业：尼泊尔工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机械化水平低，发展缓慢。主要行业有制糖、纺织、皮革

制鞋、食品加工、香烟和火柴、黄麻加工、砖瓦生产和塑料制品等。据尼泊尔2016/17财年经济概

览显示，2016/17财年尼泊尔工业增长2.6%，占GDP的14.01%。 

 

旅游业 ：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徒步旅游和登山业比较发达。2015年发生特大地震，尼旅游

业受到严重影响。日前，赴尼旅游人数正在逐渐回升至地震前水平。根据尼中央银行发布最新消息，

2016/17财年尼旅游业收入达585.2亿卢比，同比增长40%。 

农业 

工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通讯和仓储产业 

酒店和餐饮业 

房地产、租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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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因素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尼泊尔产业政策：尼泊尔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自由经济政策， 对外合作开放重点为三个个领域： 

 

1. 水电行业，尼泊尔水电资源丰富，水电蕴藏量据估计达8.3万兆瓦，其中4.3万兆瓦可开展水力发电，但目前开发

率极低。尼泊尔政府将水电开发作为发展经济的引擎之一，近几年也规划了一些大中型水电项目，如：2010年尼

泊尔能源部发布了一份二十年水电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尼泊尔的发电 能力提高到2500万瓦。 

2. 公路和铁路项目，尼泊尔为内陆国家，公路交通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尼泊尔境内交通网络尚不完善，

公路开发和建设是尼泊尔承包工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创才此类项目提供了大量贷款。

尼泊尔尚无铁路交通，尼泊尔政府已开始进行南部平原地区铁路项目的规划，未来将建设东西向铁路通道。尼期

待中方铁路延伸至吉隆口岸，并希望通过建设跨境铁路连接至尼印边境； 

3. 农基领域，如灌溉等民生项目，作为农业国家，尼泊尔大力发展水力灌溉工程，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设施也亟待完

善，这两个领域也是国外援助资金重点投放对象。 

4. 2015年3月，尼泊尔内阁签署新产业政策，除优先发展上述三个领域之外，增加了旅游和矿业两个领域。尼泊尔

政府着力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尼泊尔与中国政治关系长期稳定，国民性格平和，对华友好。根据尼泊尔

相关法律，在水电建设等领域取消了外资最低投资额度眼制，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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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尼泊尔2015/2016财年对外贸易总额为8522.9亿卢比， 同比下降2.2%。2016/17财年尼货物进口额为9901亿卢比，同比增长28%。 该财年尼

财政预算为10480亿卢比，货物进口额几乎相当于财年全部预算额。其中，自印度进口增长32.8% ，自中国进口增长10%，自其它国家进口增长26.8%。汽

油、汽车及配件、水泥等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同期，尼货物出口额仅为731亿卢比，同比增长4.2% ，其中，对印度出口增长5%, 对中国出口增长1.2% ，对

其他国家出口增长3.3%。 

 

双边贸易： 2016年，中尼双边贸易额8.9亿美元，同比增怅2.7%。 其中中方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4% ；中方进口0.2亿美元，同比下降 30.6%。2016年，

中国向尼泊尔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电话和电机电气设备及零附件、针织服装、鞋类、机械设备及零件、苹果、光学及医疗器具、车辆及零附件、化学短纤维。

中国自尼泊尔进口的主要商品有贱金属雕塑像及其他装饰、地毯、生皮及皮草、披肩肩和围巾、其它织制品、有机化学品、羊毛机织物等。 

 

区域贸易协定： 作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RC ）的创始国，尼泊尔于2006年1月签署南亚自由贸易区（SAFTA）协定，各成员国承诺在2016年前达到相

同的关税水平。2004年2月，尼泊尔加人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经济合作组织 

（BIMSTEC），该组织承诺2017年前实现成员国间自由贸易尼泊尔与印度 

修订了双边贸易协定，除烟草、香水、氧化铮和纱线等4种商品外，尼泊尔 

商品享受单方面零关税待遇。2013年，尼泊尔与印度签署了过境协议。201 

6年，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了 《中尼过境货物运输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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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尼经贸相关协议：1956年9月20日，中尼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

定》。1966年5月2日，中尼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睡下政府关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关问题的

协定》，同时废除1956 年协定。1986年8月1日，中尼两国政府对该协定进行了修订。1964年，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了贸易协定，经几次修订，目

前执行的是1981 年签署的第四个贸易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障下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2001年5月14日，中尼两国政府

在加德满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并于2010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近年来中尼贸易发展迅速，尼泊尔已成为中国通往南亚市场的重要通

道。2013年7月1日，中国对尼泊尔正式实施95%零关税优惠政策，涵盖7831个税目商品。2014年12月5日，两国签署中国对尼泊尔97%税日产

品输华零关税待遇的换文，涵盖8030个税目商品。2014年，中尼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尼泊尔政府财政部关于在中尼经贸联委会框架

下共同推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3月21日，尼泊尔总理访华期间，中尼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尼过境货物运输协定》

和《关于启动中尼自贸协定谈判可行性研究的备忘录》。 

 

“一带一路” 合作： 2017年5月12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与尼泊尔外交部秘巴拉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尼泊尔政

府关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7年5月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尼泊尔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克里希纳·巴晗桂

尔马哈拉正式签署《中国商务部与尼泊尔工业部关于建设中尼跨境经济合 作区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 《备忘录》，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成果之一。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开创了中尼两国经贸合作新途径与边境合作新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尼经贸合作，推动两国

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和共同发展。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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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al)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人口分布：尼泊尔总人口2850万人（2016年）。数据显示 ，尼泊尔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

的17%。首都加德满都地区人口约500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 
 
民族：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尼瓦尔、古隆、拉伊 、林布 、达芒、马嘉尔、

夏尔巴、塔鲁 等30多个民族。 
 
语言：尼泊尔有90多种语言，其中尼泊尔语 （Nepali）为国语。上层社会通用英语。各

个民族还有其独特语言。 
 
宗教：尼泊尔86.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7.8%信奉佛教，3.8%信奉伊斯兰 教，信奉其他

宗教人口占2.2%。 
 
习俗：尼泊尔人收到印度教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的影响，有许多独特的礼节和习俗，如：尼

泊尔最常见的礼节是合十礼。在尼泊尔人的观念中，左手是不洁净 的，收受物品时要用

右手或双手。尼泊尔人在回答问题时，惯于用摇头表 示同意。尼泊尔人有敬黄牛为神的

习俗，伤害黄牛的人会受到罚款或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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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尼泊尔实行10年义务教育，其教育制度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 1-5年级）；初级中等教育（6-8年级）；中级中等教育（9-10

年级）；高级中等教育（大学预科11-12年级）；高等教育（13-17年级），此外，还有职业教育、女童教育、教师培训、特殊教育等形

式。尼泊尔入学率随年级提高而显著下降，从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入学率从96.9%下降至 18.9%；根据2011年数据，全国人口中接受中

等教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为65.94%。公立的综合及专科高等教育机构13所，在校学生40.6万人，教师约1万人。2015/16财年教育预算

占财政预算比例为11.09%。 
 
医疗卫生：尼泊尔医疗卫生事业仍欠发达。根据尼泊尔官方数据， 2010年底，尼泊尔全国共有500多家医院，其中，政府医院101家，私

立 医院114家，传统医院290家。近几年，尼泊尔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使医疗卫生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目前，尼泊尔平均4000

人有1名医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4年尼怕尔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 5.8%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医疗健康支出

137.4美元；2015年，尼泊尔人均寿命为69岁。中国对尼泊尔的医疗援助：2017年中国对尼泊尔派遣了第 十期中国医疗队，中国医疗队

正在尼泊尔展开为期1年的援尼医疗工作。医疗队共包括17 名队员，治疗专业包括腺体外科、胸部外科、中医在内多个领域。

该医疗队在尼泊尔中南部巴拉特普尔市近郊的B.P.柯伊拉腊纪念肿瘤医院工作。 
 
节假日：根据尼泊尔旅游部门发放的资料，尼泊尔每年各种节日多达300多个。几乎每人每年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从事节日活动。尼泊

尔节日大都与宗教、农时有关。政府规定放假的节日有近50个。 如洒红节 、德赛节、佛诞节、湿婆节等；每周六为公休日。公共假日期

间，政府机构将关闭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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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几个国际之一，由于尼泊尔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经济增

长缓慢。科技发展缺乏基础以及环境，处于欠发达状态。尼泊尔的科学需要外国的大量援助。

国际上主要的科技公司，如：苹果公司、谷歌公司、Twitter公司、以及Facebook公司都曾为

尼泊尔提供了免费的服务。尼泊尔主要科技发展还需要中国的援助。近几年中国为尼泊尔修建

了光缆，与2017年8月开通，并连入中国互联网。尼泊尔人民可以使用中国企业提供的光缆服

务，打破了印度在尼泊尔的互联网垄断。在通讯方面，中国对尼泊尔的科技援助除了网络通讯

外，还有电话通讯等。在其他科技援助方面，有2015年尼泊尔地震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调

用卫星帮助尼泊尔抗震救灾等事例。中国多年来一直从各个方面为尼泊尔提供科技援助。 

 

    尼泊尔政府在接受外国援助的 同时，也在努力促进本国科技发展。尼泊尔政府推动教育发

展，为尼泊尔人民提供十年教育，并保证一定水平的大学生教育以及保证大学老师的数量和质

量。与此同时，尼泊尔政府在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开展加德满都机场扩建以及二十年水利项目

等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尼泊尔仍然缺失工业以及制造业必要科技，导致当地几乎没有工业并

缺乏大量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和公路。近年来，尼泊尔为了刺激工业发展，大力鼓励工业机械

设备的进口，对机械设备进口推行关税减免政策。尤其是用于生产制造业的设备，关税减免高

达80%。近几年尼泊尔可以以及有显著提高。例如尼泊尔已经可以自制研发无人机等高科技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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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尼泊尔北临中国，西、南、东兰面与印度接壤，北与中国相接，其余三面与印度

为邻。喜玛拉雅山脉是中尼的天然国界，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属青藏高原南

底）。国土面积147181平方 公里。国境线全长2400公里。 
 
地势：泊尔自古有“山国”之称，地势北高南低，相对高度差之大为世界 所罕见，世界十大

高峰有八座在中尼边境 。尼泊尔大部分属丘陵地带，海拔1干米以上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

一半。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河流多而揣 急，大都发源于中国西藏，向南注人印度恒

坷。南部是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是尼泊尔重要的经济

区。中部是洞谷区多小山，首都加德满都就堕落在加德满都拥谷里。 
 
气候以及温度：尼泊尔南北地理变化巨大，地区气候差异明显。分北部高山、中部温 带和南

部亚热带兰个气候区。北部为高寒山区，终年积雪，最低气温可达 -41℃ ；中部河谷地区气

候温和，四季如春；南部平原常年炎热，夏季最高气温为45℃。首都加德满都月平均最高气

温29℃（7月），月平均最低气温2℃（1月）。尼泊尔的气候基本上只有两季，每年的十月

至次年的三月是干季（冬季），雨量极少，早晚温差较大，早晚温差在10℃ 至15℃之间；每

年 的4-9月是雨季（夏季），其中四、五月气候最高温常达36℃； 五月起的降雨常作为雨

季，雨季持续到九月底，雨量丰沛，常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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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尼泊尔属于东六时区，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5小时45分，比北京时间晚2小时15分。尼泊尔没有使用夏令时。 
 
矿产资源：尼泊尔已发现的金属矿藏有铁、铜、锌、铅、镍、钴、钼、金、钨、钛和银等，非金属矿藏有菱美矿、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石

榴石、云母、石墨、石英、陶土、磷矿、花岗石、硅岩、宝石等；其中，铁矿储藏约2305万吨，铜矿储量约1618万吨，铅矿储量约300万吨，锌

矿储量约266万吨，菱镁矿储量约2亿吨，石灰石储量9.85亿吨，云母储量32万吨。金属矿藏均只得到少量开采。能源矿产有石油、天然气、铀、

地热和煤矿资源。 
生物资源：尼泊尔境内共有6500多种植物，1000多种野生动物和鸟类。 

•野生植物：两裂狸藻、克里斯托弗狸藻、直立狸藻、多茎狸藻、分支狸藻、库蒙狸

藻、攀梗狸藻、长距狸藻、圆叶狸藻、星形狸藻、黄花狸藻、绶草、红丝姜花、印度石

莲花、版纳蝴蝶兰、桫椤、天麻、山苍树等。 

•野生动物：短吻果蝠、大蹄蝠、噪鹃、鹊鸲、银耳相思鸟、红嘴相思鸟、亚洲象、普

通猕猴、沙狐、藏狐、孟加拉狐、印度野牛、小灵猫、大灵猫、豹猫、渔猫、果子狸、

泽蛙、长颈鹿锯锹形虫、黑眶蟾蜍、孟加拉巨蜥、食蟹獴、细嘴兀鹫、彩雉等。 

 

水能资源：由于尼泊尔地区地势较高，水流湍急，虽然不具备航运能力，但是水

能资源丰富。尼泊尔水能蕴藏量达8300万千瓦，约占世界水电蕴藏量2.3%。其

中4300万千瓦可发展水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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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政府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特点以及不同的地区的发展规划，设立了众多工业区： 

 

工业区：尼泊尔现有11个工业区，大都由印度、美国、德国和荷兰援建，分别设在Balaju（美国援建）、Patan（印度援

建）、Hetauda（美国援建）、Dharan（印度援建） 、 Nepalgu时（印度援建） 、Pokhara（本国援建）、Butwal（本国

援建）、 Bhaktapur （德国援建）、 Birendranagar（荷兰援建） , Dhankuta（本国援建） 和Gajendranarayan Singh

（印度援建），统一由国家工业区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这些工业区没有特殊政策，但基础设施完备，共占地4,200亩，已吸纳

企业420家，大部分是本国的中小企业，基本无中国企业人驻。 

 

经济特区：为吸引外资，提升本国工业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尼泊尔政府参考国外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经

验，在4个地区建立经济特区：PanchkthaI（加都东25公里Kavre县）、Birgunj（尼印边境Parsa县）、Devighat（加都西

北Nuwakot县）和Bhaitahawa（尼印边境rupendehi县）。2014年11月18日，尼泊尔政府举办了Bhairahawa经济特区的

启动仪式。 

 

出口加工区（EPZ）：尼泊尔政府计划建立Bhairahawa出口加工区， 地点在加德满都以西约300公里的Rupandehi县Bagat

回村发展委员会，占地35公顷，距印边界1公里。该出口加工区主要面向印度和南盟国家。在出口加工区内创办工业，其设

备、原料和最终产品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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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主要贸易政策以及法规：Export＆ Import (Control) Act 1957，即《进出口

管理法 1957 ）》，该部法律历经6次不同程度的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13年；

Trade Policy 2015，即《贸易政策（2015）》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贸易部门对国

家经济的贡献，促进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主要措施包括：为贸易促进创造有利环境，

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大增值产品出口，缩小贸易逆差；提高贸易产品和服务竞争

力，从而增加收入和就业；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有机结 合，相互补充和促进。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相关法律：尼泊尔标准计量局负责检验海知单送的迸出口商品，

相关法律是 《尼泊尔标准（证明标志）法（1980）》。农业部在海关设立检疫办公

室，负责动物类产品进出口的检疫。尼泊 尔政府允许私人经营检疫机构。相关法律是

《动物健康和畜牧业服务法 （1999）》 。卫生部药管局负责药品检验，相关法律是

《药品法（1978）》 。 

 

《尼泊尔注册会计师法案（1997）》：为了保证尼泊尔注册会计师的社会认可程度以

及保证注册会计师实现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责任而通过的法案。法案明确了会计工作

的资格、标准以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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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法（1992）》和《私 人投资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法案（2006 ）》 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 通过BT、BOT、BOOT、

BTO、LOT、LOOT、 DOT等方式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允许外商投资成立代表处、分公司、子公司、 有眼责任公司等；允许外商通过合

资、合作、独资、并购等实现技资；外国投资可以以尼泊尔中央银行 （Nepal RastraBank ）可接受的外国货币或 机器设备等形式进行投资。外

国自然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得以个人名义建设厂房，须在公司注册办公室注册后，购买土地和以公司名义建设开发。 

 

《私人投资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法案（2006 ）》：外国投资者可通过BOT等方式投资于尼泊尔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道路、隧道、桥梁、 医

院、询渠、发电站、输变电线路、缆车、铁路、无轨电车、有轨电车、 旱码头、水路航道、交通换乘站、机场、展览会场、公园、水库、大坝、 

污水处理、固体垃圾处理、能源制造与分销、体育场、高层住宅楼、仓库 等。一般来说，对于金额在2000万卢比（ 约20万美元） 以上的项目，

外国企业需要通过政府公开招标的方式竞标项目，此外，外国投资者也可通过与尼泊尔政府协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方式进行项目投资。一般来

说，BOT 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不超过30年，如需延长，可向尼泊尔政府申请不超过 5年的延期。 

 

税收制度相关税法：尼泊尔主要税收法规有：《所得税法（2002 ）》和《所得税规则（2002 ）》 、 《增值税法（1996 ）》和《增值税规

（1996 ）》、《消费税法（ 2001）》和消费税规则（ 2001 )》、《海关法（ 1962 ） 》和《海关规则（ 1962 ） 》、 《车辆税法

（1974 ）》、《欠税清理委员会法（1976 ）》、《税务审判法（1974 ）》。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22 

7. 法律因素分析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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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法》：尼泊尔《劳工法》 于1992年颁布，该法对雇佣双方的相关名词加以定义，对雇佣和劳工保障、工作时间、报酬健康和安全、福利等

做了明确、 详细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该法为特区企业提供较为优惠的激励政策和劳工规则。该法包括兰个主要内容：激励投资、一个窗口服务和灵活的劳工规则；

特区企业享有免除原材料进口税、增值税、消费税 和其他地方税等优惠政策，特区内企业5年内免缴所得税 ，5年后只收50% 所得税。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1997）》（EPA）、《环境保 护规则（1997）》（EPR）、《环境影响评估》（EIA）和《尼泊尔环境政策

和行动计划1993》。根据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外资企业在尼泊尔技资工程需要提交项目的 环境评估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 

 

反腐败和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预防腐败法（ 2002 ）》、《滥用职权调查委员会法 （ 1991 ）》 、《滥用职权调查委员会行为规则 

（2002 ）》。以上法案的约束对象为公共服务人员，包括：政府职员、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银行、教育机构、地方机构员工、仲裁人员、破

产清算人和调查人和尼泊尔政府公告任命的其他公共服务人员。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专利、设计和商标法》 （1965），《著作权法》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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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STEL总结  
    Conclusion of PESTEL Analysis 

        
        
 

     尼泊尔新政府成立于 2015年10月，虽然国家政治体系日趋完善，但是仍然存在政局动荡，不稳定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对投资者来说依然

是最大风险。但是尼泊尔政府正在积极地改善政治环境，注重经济体系建设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点对于投资十分有

利。尼泊尔经济基础薄弱，人均购买力低，国内市场有限，导致投资风险较高。第一产业是尼泊尔的支柱产业，与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都

较大；但是尼泊尔第二产业严重缺失。尼泊尔为减少对第一、第三产业的依赖，推进经济发展，尼泊尔政府出台政策大力鼓励第二产业的发展，

大力发展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发展仍然缓慢。尼泊尔经济严重依赖外国投资与援助，工业产品依赖于从中

国和印度的进口，与中国、印度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尼泊尔印度教教人口众多，文化风俗深受印度教教育影响。民族数量多，民族关系融洽，

对华人友善。由于服务业、旅游业发展迅速，对外包容度高，对于外来游客以及投资者非常欢迎。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处中国与印

度之间，矿产资源、水利资源以及旅游业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较低，投资前景广阔。尼泊尔政府大力推动教育发展，但高等教育普及度偏低，

科技发展较为迟缓，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外国援助。尼泊尔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但是法律有可能因政治局面变化而改变或者失效，投资者收益有可

能因为政局改变而失去法律保障。目前已有大型国企央企在尼进行投资并且正常运营，尼泊尔对中资企业的投资吸引力较大。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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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尼泊尔主要大陆企业名单 
List of Chinese Mainland Enterprises in Nepal 

1. 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下属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4.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5.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7.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 公司下属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 中国铁建中铁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11.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 

12. 格林福德格林福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 限公司 

13. 中工国际 

14. 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16. 中国南方航壁 

17. 中国东方航空 

18. 四川航空 

19. 喜马拉雅航空公司 

20. 中兴通讯 

21. 中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22. 中国通信服务集团公司 

23. 华中电力 

24. 特变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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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泊尔会计行业分析        
         Accounting Industry Analysis of Nepal 

尼泊尔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Nepal) 
 
 

http://www.reand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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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泊尔会计行业概况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in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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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注册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Nepal)， 是根据《尼泊尔注册

会计师法案（1997）》注册成立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于1997年获得皇家印章后正式成立。该协会

有两类会员：注册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与注册审计师（Registered Auditors ）。2008

年成为国际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之后ICAN逐渐获得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的认可。该协会成

立的目标为： 

1. 发挥监管机构的作用，鼓励会员在行为准则的范围内从事会计职业，使会计职业透明化。 

2. 通过让会员认识到会计职业和会计工作重要性，使得会员承担责任并发展、保护和促进会计职业。 

3. 为会计专业人员提供符合国际规范和标准的优质专业教育。 

4. 就制定及修订有关商业、贸易、会计及收入等方面的法例，向政府提供建设性意见。 

5. 通过公布财务报告准则，增强投资者和公众对尼泊尔资本市场的信心，支持经济发展。 

 

ICAN分为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审计师。注册审计师中拥有B级注册审计师证书并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或

者注册审计师拥有A级注册审计师证书的可以成为注册会计师。成为注册会计师五年以上的为资深注册

会计师（Fellow Chartered Accountant）。ICAN拥有注册会计师近1200人，注册审计师2500人左

右。在东南亚、湾区、印度以及澳大利亚都有分会所。注册会计师以及注册审计师的申请没有国籍限

制，外籍人士如满足要求可以申请成为尼泊尔注册会计师或者注册审计师，并从事财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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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尼泊尔成员所成果分析 
Company Analysis of Reanda Nepal 
 
1.成员所简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Reanda Nepal) 
2.成员所优势介绍(Advantage of Reanda Nepal) 
3.业务现状分析(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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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Introduction 
 
成员所名称： RPB & Associates, Chartered       

          Accountants 

加入时间： 6th Floor, Sunrise Bizz Park, Dillibazar, 

      Kathmandu, Nepal  
 
成员所排名：---- 

人员规模： 43 

经营范围：审计和鉴证、会计咨询、业务咨询、业务

支持、合规、企业家发展项目、税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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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员所优势介绍 
Advantage of Reanda 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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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优势 

尼泊尔成员所拥有广泛的业务范围、充满热情的管理团队。尼泊尔所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会计、审计、税务、管理、咨询、法律、IT 等业务经

验，精于业务服务；尼泊尔所的管理团队同时也致力于对自己业务团队的管理，管理合伙人以及多个资深合伙人都拥有在大公司的管理经验。 

 

•咨询服务优势 

咨询服务是尼泊尔成员所的优势业务，也是2017年增长最快的业务。尼泊尔所以成为客户的战略合作伙伴为目标，以自身开阔的视野、广泛的知

识、丰富的经验为基础，通过团队提供的高效服务，使客户从尼泊尔所提供的服务中获得更多的价值增值。尼泊尔所在与客户达成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之后，其咨询顾问将为其客户提供转型计划，以帮助客户获得超出预期的发展。 

 

•先进的指导原则 

尼泊尔所对团队的指导准则和为客户服务的原则是：遵守道德准则、维持服务高透明度、建立问责机制以及高效有效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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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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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成员所自2016年12月加入利安达网络以来，

2017年总业务收入与2016年相比增长幅度高达70%。

主要的增长为咨询业务，增长幅度为185%。与此同时，

另一些业务有略微减少，如会计业务。 

 

      尼泊尔成员所受限于当地市场规模，收入总体较少。

但是今年来尼泊尔政治逐渐平稳，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大

力发展，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以及中资企业在尼泊尔的

不断扩扩张，势必会给尼泊尔经济带来正面影响。尼泊

尔所在保证当前竞争力的情况下，收益于当地经济发展

会给尼泊尔所带来跟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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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现状分析 
Business Status Analysis of Reanda 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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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各项收入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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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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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各项收入所占比重  

审计业务 

会计业务 

税务业务 

咨询业务 

其它业务 

    咨询业务2017年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占2017年总收入的55%。审计业务与会计业务所占比例无明显变动。尼泊尔分所收入比2017年有

显著增加，增幅约为70%。其中审计业务、税务业务以及咨询业务都有明显提高，会计业务有略微下降。2017年尼泊尔所转移了业务重心，更

加偏向于咨询业务，其2017年会计类业务收入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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