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TAX & BUSINESS 

This Information is intended for general distribution to clients and colleagues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provided as a general and abstract overview. It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basis on which to make decisions and professional legal advice should be sought 

for specific cases. The contents of this Information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express consent of the author. If you should requir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is topic, please contact contact@rfflawyers.com.  

*** 

This Information is sent in compliance with articles 22 and 23 of Decree-Law no 7/2004, of 7 

January, regarding unsolicited e-mails. If you wish to be removed from our mailing list and 

avoid similar future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an email with "Remove" to the email 

address newsletter@rffadvogados.com. 

01 

 

N .  3 7 / 1 5N .  3 7 / 1 5N .  3 7 / 1 5N .  3 7 / 1 5     

    

安哥拉新私人投资法  

www.rfflawyers.com 
Praça Marquês de Pombal, 16 – 5º (Recepção)/6º 

1250-163 Lisboa • Portugal 

T: +351 215 915  220 • F: +351 215 915 244 

contact@rfflawyers.com 

 

Best Lawyers - "Tax Lawyer of the Year" 2014 

Legal 500 – Band 1 Tax “Portuguese Law Firm” 2013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Best European Newcomer" (shortlisted) 2013 

Chambers & Partners – Band 1 “RFF Leading Individual “ 2013 

Who´s Who Legal – “RFF Corporate Tax Adviser of the Year” 2013 

IBFD – Tax Correspondents Portugal, Angola and Mozambique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过去 8月 11日, 安哥拉公佈了第 14/15号

法律新私人投资法。 

这项法律在公佈的当天开始生效, 引入了显着

的更改, 与此同时废除旧法第 20/11号, 5月

20日法律。新法律的主要目的为减少投资审

核行政程序的官僚化, 以及使税务海关鼓励和

优惠系统适应国家现时的经济动态。 

 

 

法律的适用范法律的适用范法律的适用范法律的适用范围围围围    

旧制度强制规定外商投资最低限额为一百万

美金, 相反地, 新法放宽外国投资不设限额, 但

私人国内投资额最低为五千万宽扎(约为三十

九万六千美金) 。 

然而, 这项制度不适用于国有资本 50%或以

上的私法人及其他拥有自身法规公法法人。 

 

 
投投投投资资资资优惠优惠优惠优惠    

儘管新制度适用于任何金额的外国投资, 对于

投资的鼓励和优惠特许,  要求投资的总值为

兑换值一百万或以上美金的寛扎 KWANZA 

(安哥拉货币)。 

关于私人向国内投资, 投资最低限额为兑换值

五十万美金对应的寛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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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同时就优惠批准中已存在的自由裁量

作出解决方案, 规定在审批税务鼓励时应对每

个投资项目作评该, 以下为纳入考虑的标准: 

(i) 给安哥拉国民创造就业工作单位; (ii) 投资

金额; (iii) 投资位置; (iv) 投资活动行业; (v) 出

产生产; (vi) 安哥拉股东的出资; 和 (vii) 国家

值增。 

 

新法律在这个范畴也界定了两个发展区:  

A发展区-包括罗安达省(Luanda) 、本吉拉 

(Benguela)和威拉(Huíla) 省府、 洛比托市  

B发展区-包括卡宾达省(Cabinda) 、 比耶省

(Bié) 、 库内内省(Cunene) 、 万博省

(Huambo) 、 宽多库邦戈省(Cuando 

Cubando) 、 北隆达省(Lunda-Norte) 、 南

隆达省(Lunda-Sul) 、 莫希科省(Moxico) 、 

扎伊尔省(Zaire) 、 本戈省(Bengo) 、 北宽

扎省(Cuanza-Norte) 、 南宽扎省(Cuanza-

Sul) 、 马兰哲省(Malanje) 、 纳米比省

(Namíbe) 、 威热省(Uije) 和本吉拉 

(Benguela)和威拉(Huíla) 省其馀城市。 

 

投资优惠实质上为减税, 当中包括工业税、 物

业转移税和资本税, 期限为一到十年, 确实时

限视情况而言。 

 

然而, 优惠的使用存在限制, 设定最大期限为

十年以及投资者只能受惠与其投资金额相等

的税务节省。 

 
新法律还制定了对高投资项目颁发特别的税

务优惠, 其要求为: 投资总额对应五千万美金; 

在 A发展区和 B发展区分别创立最少 500和

200工作单位。 

 

 
利利利利润润润润及花及花及花及花红红红红的的的的滙滙滙滙出出出出    

在外国私人投资计划的完成及其执行证明后, 

法律保证投资者向海外滙出权利, 包括已分发

的利润和花红、 投资结算的所得(包括资本收

益) 、 补偿所得和 着作权费。 

 

 
资资资资本本本本税税税税的的的的额额额额外外外外税税税税率率率率    

虽然上述的利润滙出权利已不再取决于投资

最低额, 此法律决定已分发的利润或花红金额

中, 在超出本人资本投资额的部分将要付一项

额外资本税, 条件如下:  

(i) 15%, 若超出金额 20%或以下; 

(ii) 30%, 若超出金额为 20%至 50%;   

(iii) 50%, 若超出金额为 50%以上。 

 
这项措施不适用于在安哥拉重新投资的花红

和利润。 

 

 
伙伴伙伴伙伴伙伴条条条条件件件件    

新法律还制定了在以下的投资部门必须有安

哥拉合作伙伴: (i) 电力; (ii)水; (iii) 酒店服务

行业; (iv) 旅游业; (v) 交通; (vi) 物流; (vii) 民

用建筑; (viii) 电讯; (ix) 资讯科技; (x) 通讯媒

体。 

 

实际上, 在以上提及的经济活动部门中, 外国

投资只在三种情况下允许: (i) 与安哥拉国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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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ii) 与国有企业合伙; (iii) 与安哥拉企业合

伙, 当中安哥拉国民持有最少 35%的资本和

企业管理的实际参与。 

 

 
间间间间接投接投接投接投资资资资    

外国或国内投资, 独立或累积地, 包括贷款、

补充、资本补充给付、专利技术、技术援助、

工业秘密和模型、特许经营、商标及其其他

使用门径等方式 (不论是独佔基础模式还是受

地理区域或工商业活动范围限制的许可证), 

一律被认作是间接性投资。 

 

关于补充方面, 新制度定立了股东或股票持有

人不能提供超出公司已完成的投资额 30%的

补充, 以及该款项只能在公司帐目登记的日期

计起的三年后退还。 

 

最后, 不分外国和国内投资者, 还规定了间接

投资项目的金额不能超过投资总额的 50%。 

 

 
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法律的适用时时时时限限限限    

此项法律和其法规不适用于在它生效前通过

审核的投资项目, 这些项目继续由旧法律和已

批准的许可下的特别条件和合约所规管。 

 

在这些情况下, 投资者可申请将其项目受制于

新法律, 该审核决定权依据项目的价值和特徵

落在有关主管机构。 

 
在旧法律下批准税务海关的优惠维持其设定

的有效期, 不允许任何延期申请。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规规规规范范范范    

虽然这项新法律已生效, 但还在等待其法律规

范公佈。 

 

里斯本,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Rogério M. Fernandes Ferreira 

Marta Machado de Almeida 

Rita Arcanjo Medalho 

Filipa Belchior Coimb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