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和答案 

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区 

一. 多米尼加共和国目前的投资环境 

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区简介 

 

多米尼加共和国目前有 71 个自贸工业园区,在国家自贸区委员会的监督下

运作,该委员会还负责协助在我们的自由贸易区内建立工厂(如国家许可证、登记

等)。《自贸区法》给予本国和外国投资者 100%的国家和地方免税,例如: 

 

1. 所得税 

2. 增值税 

3. 进口税(关税) 

4. 保险和燃料的选择性税 

5. 专利税 
 

《自贸区法》还提供其他奖励措施,例如: 

 

1. 部门化最低工资 

2. 简化海关手续 

3. 专门负责自贸区业务的海关部门 

4. 技术专业培训研究所特别方案,为自贸区公司实施培训项目提供财政和业务援助。 
 

自贸区法提供的这些激励措施,以及允许优惠进入美国、中美洲和欧洲市场

等重要市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使我们的自由区成为最有效的促进出

口的政策,也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投资的全球性公司的竞争力来源。 
 

1. 该地区有多少自贸区,有多少中国公司? 

目前,该国共有 73 个自贸区工业园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32 个省中的 27 个

省有 680 家公司。 

在自贸区经营的中国公司如下: 

1. DJM Footwear (mainland) - footwear manufacturing 

2. Kington Aluminum (mainland) - manufacture of aluminum profiles 

3. MicroPort (mainland) - manufacture of medical equipment 



 

4. Good Box Dominicana (mainland) - Supply of boxes for footwear 

5. Industria Soltex Dominicana (mainland) - Recycling of textile materials 

6. HAYCO (Hong Kong) - manufacture of plastic products 

7. Sun Jade International / Hong Fu Group (Taiwan Province) - footwear 

manufacturing 

8. General Shoes (Taiwan Province) - footwear manufacturing  

 

2. 自贸区租赁时间及价格。 

租赁合同(租赁/租赁)由工业园区的公司和经营者/管理人员商定,条款每年制定一

次。 

在国有(公共)自贸区公园,租金价格从每年每平方英尺 1.5 至 1.8 美元不等。在私人

公园,租金价格在每年每平方英尺 1.6至 6.0美元之间。价格差异与公园的位置、人

口中心(人力资本来源)、海港、机场、基础设施质量、服务等有关。 

3. 在自由区安装了多少纺织品/服装和行李公司?是否有原材料供应链公? 在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自贸区共有 100 家纺织品和服装分部门的公司。目前,有生产箱

包件的公司,包括纺织品和皮革。这些公司总共创造了 40,864 个直接就业机会。全

部面向出口。 

自由区的纺织业约有 12 家原材料供应商,主要是针织面料和缝纫线。 

4. 多米尼加共和国对不同的商业结构,如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有不同的

优惠政策。包括工商政策(登记条件和程序、关税)、财政政策(进出口免税政策、

营业税、所得税)? 

工业政策和奖励措施同样适用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贸区设立的不同类型的公司。 

自由区法第 8-90 号向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 100%免征国家和地方税,其中包括:所

得税;增值税(ITBIS);进口税(关税);对保险和燃料征收选择性税;专利、资产等税。

这些奖励的有效期为十五 (15) 年,可续签一段时间。 



 

这意味着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的公司将能够进口其所有设备和机械、原材料和部

件,免交进口税。出口产品获得的利润不缴纳所得税。同样,所有与生产过程有关

的货物和服务的当地采购将免于缴纳增值税。 

除免税外的其他激励措施包括:部门化最低工资;简化海关手续;专门负责自由贸易

区运作的海关办事处分局;负责技术专业培训学院(INFOTEP)的特别方案,为培训项

目的实施提供财政和业务援助。 

二. 就业情况 

1. 今天的人力资源是否足够? 

多米尼加共和国有 500 万人的劳动力市场;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地区。 

在过去 7 年中,自贸区就业的累计增长率为 47%(每年增加约 10 000 名工人),加上该

国普遍存在的失业率(约 14%)表明有广泛的机会雇用人力资本在该国自由区工作。 

2. 招聘情况如何? 

在自由区雇用雇员的过程受《多米尼加共和国劳动法》管辖。然而,关于自由区的

第 8-90 号法律为自贸区的学徒合同规定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关于雇用工人的详情

载于附件二和附件三。 

3. 工厂的平均工资、工作时间、加班政策、国家法定假日、福利等是多少? 

自贸区制造业的平均工资约为 221.6 美元。虽然在纺织部门,许多公司支付自由区

法定最低工资 200 美元。 

工作日的正常持续时间在合同中确定。每天不应超过 8 小时或每周 44(44)小时。

每周工作日将于周六十二时结束,不过,在劳工部长事先授权下,有可能制定不同的

时间表。 



 

关于加班费,工作守则规定如下: 

• 每工作小时或几分之一小时加班,每周最多六十八 (68) 小时,比正常时间值增加不

少于百分之三十五。 

• 每周工作超过六十八 (68) 小时的每小时或一小时,比正常时间值增加不少于百分

之一百。 

同样,与夜班时数对应的工资必须付给工人,其增幅不得低于正常时间的价值 15%。

当工人在合法宣布的非工作日提供服务时,他将获得加薪 100%的报酬。 

所有工人都有权享受 14 天的年假,服务 5 年以上的员工将享受 18 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雇主必须实际支付的劳动福利总额相当于工人工资的 29.7%。但是,在解

雇的情况下,雇主必须支付大约 17.1%的工资,作为通知和解雇的概念。附件四详细

说明了工人福利的构成。 

附件三显示了关于自贸区劳动方面的更多细节。 

 

3. 监管劳工标准是什么? 

《多米尼加共和国劳工法》附件二规定了这些准则,附件三提供了其他细节。 

三. 外部运输和地面运输: 

1. 与相应自贸区对应的出口端口在哪里? 

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拥有 11 个海上商业港口,包括加勒比第二大港

口(考塞多港)。根据贸发会议提出的海上连通性指数,多米尼加共和国是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连接性最好的第六个国家,超过了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哈马等

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多数自贸区大都位于圣多明各市和圣地亚哥,这是该国的两个

主要城市。这些公司位于圣地亚哥自贸区,通常通过普拉塔港、里奥海纳和考塞多

港进行出口,而圣多明各的港口则主要使用圣多明各、里奥海纳和考塞多的港口。

附件五详细介绍了从该国主要自贸区到其最近的港口的距离。 

2. 行驶距离? 

见附件五 

 

3 如果旺季和淡季,相应的端口/月表现是多少?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港动高峰出现在 5 月、 8 月、 10 月和 11 月。在下图中,

您可以看到每月处理的负载与每年动员的总负载的比例。 

 

4. 每周有多少航班飞往，美国、加拿大和欧洲,需要多长时间? 

2016 2017 2018

January 7.17 7.9 8.35

February 6.94 6.95 7.34

March 8.12 8.37 8.68

April 8.24 8.27 7.62

May 9.21 8.54 10.1

June 8.19 7.85 8.65

July 8.46 7.84 8.88

August 8.42 8.84 10.32

September 8.69 8.04 8.84

October 8.99 9.5 10.54

November 9.06 8.69 10.7

December 8.51 9.2

Total Load 100 100 100

Mes
Monthly port load distribution (in % of 

total annual load)



 

多米尼加共和国有 9 个国际机场,每周共处理 950 多个航班,可出口商业货物。

这些航班中约有 45% 直接飞往美国和加拿大;30%对欧洲;和 25%的世界其他地区。

由于中转航班数量众多,每天向世界上任何城市出口商品几乎都有可能。 

前往美国的主要直飞目的地是:迈阿密(1.2小时)、纽约(3.5小时)、亚特兰大

(2.3 小时)、费城(4 小时)和波士顿(4 小时)。 

前往加拿大的主要直飞目的地是:多伦多(4.2小时)、蒙特利尔(4.3小时)和温

哥华(7.2 小时)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与欧洲空中连接最联通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直飞 20 多

个城市,包括:马德里 (8 小时) 巴黎 (8.3 小时)、伦敦 (8.3 小时)、法兰克福 (9 小时)、

莫斯科 (10.5 小时)、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9.5 小时)、布鲁塞尔(8.3 小时)、阿

姆斯特丹(8.3 小时)等。 

5. 您是否有贷款公司和海关机构进行清算和申报手续? 

国家出口银行(BANDEX)为企业提供各种外贸业务金融产品。在以下链接

中,您可以获取有关它的详细信息:http://www.bandex.gob.do/ 

然而,该国有 20 多家国家和国际商业银行也为外贸业务提供融资服务。 

在该国,有数十个海关机构协助公司进行清关。这些代理人被分组在多米尼

加海关代理协会(ADAA)http://adaa.org.do/ 

6. 清关和报关的平均时间是多少,费用是多少?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完成出口过程所需的处理时间和文件符合规定为 10 小时,与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平均 52 小时相比,效率很高。费用约为 15 美元,也低于区域平均水

平。进口过程所需的时间为 14 小时,费用约为 40 美元,大大低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请参阅: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dominican-republic#DB_tab 

 

四. 美国优惠原产地规则: 

1. 主要制造和加工程序:加工价格占货物价值的百分比是多少? 

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美国的优惠贸易受 DR-CAFTA(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洲自由贸

易协定)管辖。《商品说明和编码系统》第 42 章中对产品项目适用的原产地规则

不要求区域内容价值(即,其增值在出口国的百分比),只是关税的变动产品分类是必

需的。这被称为"corte y confección"规则,允许使用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原材料,以

便行李、服装等物品只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制造或组装,以便免费向联合统计公司

支付关税。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手提箱工厂可以从中国或世

界任何其他地区进口合成布和配件,并在该国切割和缝制布(制作手提箱),然后出口

到美国支付 0%的关税。 

2. 其他国家的投资份额是多少? 

投资自贸区区的资本来源是:美国(39%)多米尼加共和国 (25%)欧洲(19%,主要来自

英国、德国、丹麦、瑞典和瑞士)加拿大(7%)、巴西(2%)等。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n/data/exploreeconomies/dominican-republic#DB_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