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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五年，各国矿产资源战略稳步提升，矿业政策法规频繁调整，矿产资

源对外投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中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配置风险持续扩大。

世界上矿产资源勘查投资潜在对象国百个之多，涉及数十个常用矿种和多种

投资方式，既存在矿业投资资本密集、回收期长等特征，又存在投资成本和

安全性极高要求。矿产资源勘查投资需要在全面深入掌握国外矿业投资环境

的基础上做出极其复杂和多层次、精细的量化决策。

以美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资源对外投资国都遵循“情报先行、企业

跟进、政府支持”的模式参与矿产资源全球配置，非常注重公益性国别矿业

投资环境的情报研究工作。美国地质调查局多年来一直坚持编制国别矿业年

评报告，并根据情况进行更新。美国国务院官网公布了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

的投资环境，并进行年度更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成立金属矿业事业

团，统一负责海外矿产资源开发。金属矿业事业团极为重视信息收集，视其

为促进境外勘查事业的重要环节，并在多个资源国设办事处，主要职能是收

集驻在国以及驻在周边国的资源潜力、投资政策和勘查开发项目等情报。韩

国于 1967 年成立大韩矿业振兴公社，下设矿产资源情报中心，亦在多个资源

国设代表处，收集驻在国及相关国资源现状、矿业政策、资源供求、价格动向、

矿业技术等情报，大韩矿业振兴公社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为意向

境外投资者提供信息服务。

随着中国企业参与资源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为企业提

供国外矿业投资环境基础信息服务。在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的支持及国土资

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的直接领导下，由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牵头，中国地

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

调查中心、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江苏

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以及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共同参与，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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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专题报告系列、国别勘查投资指南系列、走出去案例汇编系列及国别矿

产资源法规单行本系列四个系列共 50 本报告的编制。

综合专题报告系列主要包括世界主要国家矿业投资环境评价、亚洲重要

矿集区、国际矿业咨询机构名录。分工如下：世界主要国家矿业投资环境评

价（总报告）由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负责，亚洲重要矿集区研究由中国地质

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国际矿业咨询机构名录由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

院负责。

国别矿产资源勘查投资指南系列第一批包括 36 个国家 / 地区的矿产资源

勘查投资指南。分工如下：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负责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负责阿根廷、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研究院负责阿富汗、泰国；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负责智利、墨西哥、

加拿大、老挝、菲律宾、赞比亚、刚果（金）；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负责博茨瓦纳、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加纳、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塞拉

利昂、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负责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刚果（布）、秘鲁、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江苏省有色金属

华东地质勘查局负责纳米比亚、土耳其、莫桑比克、澳大利亚北领地、印度

尼西亚、巴西、伊朗；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负责俄罗斯、蒙古、朝鲜。

走出去案例汇编系列主要收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企业走出去案例，由国

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组织，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协助完成，案例由我

国走出去地勘单位及国别勘查投资指南编制单位提供。

国别矿产资源法规单行本系列收编各国现行矿产资源法规中文译本，由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和各国别指南编制单位共同完成。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姜建军司长、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

金管理中心王国平副主任始终关心此项工作并给予诸多支持。国土资源部信

息中心韩海青主任、李晓波副主任直接领导了该项工作，国土资源部信息中

心曹新元副总工程师做了部分协调工作。

该项目总负责人为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韩海青主任，执行负责人为陈丽

萍。各单位参加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分别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陈正；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袁国华；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付水兴，赵仕玲负责日常联络；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查有志、左景勋；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李旭；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邵毅，

何国清负责日常联络；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姜哲。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组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矿产资

源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对国别指南系列报告进行了多轮审校。分工如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负责国别系列报告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

第八章的审校，其中邢厚媛负责总审并审校厄立特里亚、朝鲜、刚果（布）、

几内亚；周密审校菲律宾、老挝、泰国、土耳其、伊朗；梁桂宁审校阿根廷、

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周欣审校阿富汗、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刚果（金）、秘鲁；李志鹏审校澳大利亚、蒙古；程慧审校加拿

大、智利、津巴布韦、巴西；金锐审校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程海燕审校赞比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墨西哥、印度尼西

亚。国家开发银行的刘家林、贾庭仁、杜蓉晖、郭东负责阿根廷、刚果（布）、

菲律宾、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智利、纳米比亚、土耳其、泰国、埃塞俄比亚、

秘鲁、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别系列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的审校。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刘国平审校赞比亚，邵胜军审校刚果（金），

胡朋审校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中国国核海外铀业公司的马占兴审校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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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有余审校吉尔吉斯斯坦；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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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中色国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有余审校吉尔吉斯斯坦；万宝

矿产有限公司的屈志明审校津巴布韦，李向前审校伊朗；中国恩菲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的赵成宾审校阿富汗；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的赵仕玲审

校埃塞俄比亚。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袁国华，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的陈正、陈玉明等参与了前期审校工作。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陈丽萍、宋国明、徐曙光、孙春强、马也、王威、何金祥、

姜雅、李茂负责系列报告的最后一轮审校，孙春强、马也负责系列报告的编辑、

编务；宋国明对国别系列矿业法部分进行了全面核校，徐曙光对国别系列报

告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陈丽萍负责系列报告的最终定稿。

国别勘查投资指南报告以承担走出去项目的单位为主体编制，各单位通

过指南报告，分享走出去获得的信息、经验、教训，同时也通过编制系统全

面地了解了投资对象国的矿业投资环境。尽管项目组力求指南内容全面、准

确和适时，但因受信息可得性、时间、语言及水平等诸多条件限制，系列报

告中有些内容可能有不严谨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谅解并批评指正。系列报告

作为信息指引，仅供决策参考，不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具体事宜请详洽具

备执业资格的相关人士。对本书使用中造成的不利后果，项目组不承担责任。

国别勘查投资指南系列报告的编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目前正进行第

二轮工作。衷心希望国内走出去有关单位就关心问题同我们交流，以便进行

增补、修正和更新，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更适时、高质、有效

的信息服务。我们的联系方式：zhinanbianzhi@126.com。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国别指南编制项目组

2012 年 2 月



阿富汗编写说明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国内供应短缺的状况

愈益突出，很多战略矿产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进口，并且这种趋势将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存在。同时，传统的国际矿产品市场受市场波动、投机及其它

不可预知因素影响巨大，严重影响我国战略矿产的稳定供应、甚至是国家

经济安全。确保我国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所需的矿产资源供应，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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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境外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并购和合作开发，达到为我所用、有效控制全球

资源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组织领导了世界主要国家矿

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指南的编制工作。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经研院）

协助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向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基金中心）申请

立项，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在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统一组织下，2010年

度，经研院承担了《世界主要国家矿产资源勘查投资指南》泰国、阿富汗的

研编工作，及《世界矿业投资咨询服务机构名录》的编制工作。

经研院接受任务后，组织了精干的项目班子，开展了广泛的资料收集和

调研，走访了中冶集团和中化集团等在目标国有相关项目的单位，征询了有

关专家的意见，组织（参加）了3次境外伴随调研和4次研讨会，确保指南编

制的准确、全面和实用。

《世界主要国家矿产资源勘查投资指南——阿富汗》（或称阿富汗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投资指南）的研编工作，主要由经研院信息中心组织进行，基

金中心（境外处）协助参加了编写工作。项目组成立后，进行了明确分工和

统筹编写，于2011年2月形成初稿；其后，根据总项目组内部全面审校意见，

有限公司的赵成宾审校阿富汗；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的赵仕玲审

校埃塞俄比亚。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袁国华，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的陈正、陈玉明等参与了前期审校工作。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陈丽萍、宋国明、徐曙光、孙春强、马也、王威、何金祥、

姜雅、李茂负责系列报告的最后一轮审校，孙春强、马也负责系列报告的编辑、

编务；宋国明对国别系列矿业法部分进行了全面核校，徐曙光对国别系列报

告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陈丽萍负责系列报告的最终定稿。

国别勘查投资指南报告以承担走出去项目的单位为主体编制，各单位通

过指南报告，分享走出去获得的信息、经验、教训，同时也通过编制系统全

面地了解了投资对象国的矿业投资环境。尽管项目组力求指南内容全面、准

确和适时，但因受信息可得性、时间、语言及水平等诸多条件限制，系列报

告中有些内容可能有不严谨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谅解并批评指正。系列报告

作为信息指引，仅供决策参考，不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具体事宜请详洽具

备执业资格的相关人士。对本书使用中造成的不利后果，项目组不承担责任。

国别勘查投资指南系列报告的编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目前正进行第

二轮工作。衷心希望国内走出去有关单位就关心问题同我们交流，以便进行

增补、修正和更新，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更适时、高质、有效

的信息服务。我们的联系方式：zhinanbianzhi@126.com。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国别指南编制项目组

2012 年 2 月



进一步加强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重点内容的分析研究，于4月下旬形成内审

稿；此后，根据在5月上旬召开的研讨会上的专家建议，修改形成送审稿；最

后，经部信息中心统一验收后，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现在的最终稿。

本指南全文分为三大部分，计八章，加案例与附录。

第一部分内容为阿富汗基本概况及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机会，共三章。第

一章从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中阿关系等方面对阿富汗进行了概

述（许敬华编写）；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阿富汗的地质矿产特征，包括地质特

征、矿产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远景区等内容（王秀波、郑伟编写）；第三

章分析了阿富汗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现状，矿产地质勘查程度，矿业权分

布以及地质资料管理、使用与服务（郑伟、王秀波编写）。

第二部分内容为阿富汗矿产勘查开发投资准入和风险评价，由第四章

及第八章构成。第四章从外商投资管理政策出发，分析了阿富汗投资准入制

度，矿产勘查开发的限制性政策和鼓励措施，到阿富汗投资的主要进入途

径，外资的主管部门和在阿富汗注册公司的基本程序（张福生编写）；第八

章为投资环境和风险评价。从总体上看，阿富汗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较

差，但其优势的大型矿产地还是可以成为中国有实力企业的投资目标区（许

敬华编写）。

第三部分内容为阿富汗的矿业权制度，矿业权的申请、矿业权经营与

矿业活动的其他要求等内容，共三章。在阿富汗矿业权管理制度概述的基础

上，叙述了矿业权的设置及其出让方式、投资主体规定以及矿业用地等制

度和相关管理政策（第五章，郭彤荔编写）；描述了阿富汗矿业权申请、

流转、吊销、延期等程序、步骤、费用与时间要求等（第六章，袁国华编

写）；综述了阿富汗矿业权经营相关的劳工管理、资金配置、环境和社区保

护要求、相关税费、矿产品选矿加工、贸易以及矿山闭坑等管理制度和政策

规定（第七章，袁国华编写）。阿富汗矿产法及采矿条例由世界银行等方面

专家组织编写，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内容上，整个阿富汗报告由袁国华统稿。技术上，中央地勘基金管理中

心的雷岩同志和经研院信息中心的吴强同志进行了统稿。

在指南的研编过程中，得到了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部信息中心、中

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中国国土资源

经济研究院等许多单位的专家和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感谢！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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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概况

阿富汗历史悠久，处于“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在古代东西方文明交

往的过程中，曾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古代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

的文明多交会于此。因此，阿富汗也就成了古代各种文化、宗教、贸易的交融

中心。

第一节 自然地理

阿富汗是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国家，位于西亚、南亚和中亚交汇处，扼

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重要。北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国接壤，东和东南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交

界。面积64.75万平方千米，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境内多山，高原和山地占全

国面积的4/5，北部和西南部多为平原，西南部有沙漠。平均海拔1000米。全

国最大的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斜贯西南。主要河流有阿姆河、赫尔曼德河、喀

布尔河和哈里鲁德河。属大陆性气候，全年干燥少雨，年温差和日温差均较

大，季节明显，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全国年平均降雨量仅240毫米左右。

阿富汗人口约3438.5万（2010年，世界银行）。其中普什图族占44％，

塔吉克族占25％，此外还有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土库曼族、俾路支族

和努里斯坦族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官方语言为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即波斯

语），其它地方语言有乌兹别克、俾路支、土耳其语等。阿富汗98%以上的居

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0%属逊尼派，其余为什叶派。

阿富汗全国划分为34个省（图1-1），省下设县、区、乡、村。其34个省

为喀布尔、巴达赫尚、塔哈尔、昆都士、巴尔赫、朱兹詹、法利亚布、巴德

吉斯、赫拉特、古尔、萨尔普勒、萨曼甘、巴格兰、巴米扬、帕尔旺、瓦尔

达克、卡比萨、拉格曼、努尔斯坦、库纳尔、楠格哈尔、洛加尔、加兹尼、乌

鲁兹甘、法拉、尼姆鲁兹、赫尔曼德、坎大哈、扎布尔、帕克蒂亚、帕克蒂

卡、霍斯特、潘杰希尔、戴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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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阿富汗行政区划示意图

第二节 政治体制

2004年1月4日，阿富汗制宪会议通过新宪法，并举行了战后首次总统直

接选举。根据新宪法，阿富汗的政体将采取总统制，标志着阿富汗正逐步实

现向民主国家的过渡。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院（下院）和

长老院（上院）组成。国民议会有权弹劾总统，但须召集大支尔格会议并获

得2/3以上多数通过才可免除总统职务。

阿富汗司法系统分为三级，最基层为地方法院，全国共有350个左右；中

层为上诉法院，分设于阿富汗各省；最高层为最高法院，设在首都喀布尔。

阿富汗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历来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目前

阿富汗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重点，同时重视发展区域内国家的外交经贸往来。

阿富汗当前参加了多个区域合作组织，包括：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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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为其

发展寻求积极的合作空间。

第三节 经济状况

多年战乱使阿富汗经济基础几陷崩溃。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主

要有纺织、化肥、水泥、皮革、地毯、电力、制糖和农产品加工等。农牧业

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农牧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7%。耕地不到全国土

地总面积的10%。主要农作物包括小麦、棉花、甜菜、干果及各种水果。主要

畜牧产品是肥尾羊、牛、山羊等。

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尽管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国内问题，阿富汗自2002年

以来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09至2010年度，阿富汗仍获得了22%的

GDP增长率，国内债务负担降至GDP的10%。2010至2011财年，阿富汗GDP达到

8.9%的增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的政府预期水平中。阿富汗消费能力强劲，

在2009至2010财年，私人消费对GDP的贡献度为22.1%（而净出口占5.7%）。因

此，政府支出对GDP的贡献相对较少，只有3%。此外，阿富汗的投资一直充

满活力。阿富汗GDP增长大部分来自预算外资本投资和私人投资。

在2001年新政权上台和数百亿美元的援助下，阿富汗贸易下降的问题明

显改善。长期以来，阿富汗贸易逆差严重，为扭转这种局面，2009年底，阿

富汗出口促进局宣布将商品进口税下调为2%。以前，阿富汗进口商品需要缴

纳2%的固定税和2%的福利税，新法令规定取消2%的固定税。

2009至2010财年，阿富汗外贸总额为58.47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45亿

美元，进口额近53亿美元。阿富汗主要出口贸易伙伴为：印度（23.5%），

巴基斯坦（17 .7%），美国（16 .5%），塔吉克斯坦（12 .8%）和荷兰

（6.9%）；主要进口贸易伙伴为：巴基斯坦（36%），美国（9.3%），德国

（7.5%）和印度（6.9%）。

阿富汗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稀有金属和铜矿资源，受连年战乱的影

响，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阿富汗主要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碳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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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及铁、铜、锂、黄金等世界级规模的金属矿产资源，此外还有各种宝

石。阿富汗资源只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勘探了10%的国土面积，大部分国土从

未进行过精确的地质勘查，而且目前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中相当部分，如全部煤

矿和巴达克尚省最大的半宝石青金石矿均为当地军阀和地方势力所控制。

阿富汗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控制和开发。从2010

年12月开始，美国、英国、阿富汗三方将组成联合地质小组，进行为期10

年的地质普查勘探工作。另外由世界银行出资支持阿富汗政府起草的《矿产

法》已经在2005年发布，2010年发布了修订版本及《采矿条例》，《碳氢化

合物》及条例草案也已经制订出来，陆续公布。

阿富汗政府正在取得进展，提高能力，有效地规范其矿产和油气资源的

部门，以此促进私人投资，增加透明度。当局已采取积极步骤，其中包括采

用现代采矿法和法规，矿业和油气资源所有权登记及地籍图，建立一个有效

的挖掘和油气资源监督机制，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第四节 基础设施

一、交通建设 

阿富汗政府加强交通基础建设，制定了国家农村路路通工程[National 

Rural Access Project （NRAP）]。2002年开始，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阿富汗

政府启动修复遍布全国31个省超过10万千米的二级和三级行政区域公路的计

划，目前该项计划已经完成。

阿富汗的交通运输主要靠公路和航空。阿富汗境内铁路建设处于起步阶

段。目前在建的有全长205千米的阿富汗至伊朗的铁路和全长75千米的阿富汗

至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其他线路尚待规划中。阿富汗北部同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边界上的阿姆河和昆都士河部分河段有通航能力。

阿富汗有三家航空公司，目前已开通至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印

度、土耳其、德国、俄罗斯、中国新疆、阿塞拜疆、沙特、科威特和塔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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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条国际航线。2003年7月12日正式开通喀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全国有机

场46个，喀布尔机场为国际机场。国内航线方面，首都喀布尔至全国主要大

城市的航班均已开通。

二、电力供应

阿富汗电力短缺，总的情况是城市供电不稳，农村地区大部尚未通电。

2001年全国只有43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到2009年9月，装机容量达到102.85

万千瓦。2009年12月，容量达到10.5万千瓦的塔拉克希尔电厂投产，装机容量

增长很快。随着阿经济发展的加速，电力瓶颈问题日益凸显。阿富汗把通过

周边国家输入电力作为解决电力问题的首选途径。同时，阿富汗政府提出加

强水电建设的规划，计划通过国际援助，五年内建设100座小型水坝，对38座

中型水坝开展可行性研究并建造其中的17座。上述项目有助于提高阿水利发

电量并改善农田灌溉。

三、邮电通讯

阿富汗政府优先恢复和发展电讯工业。在国际社会援助下，通讯成为其

经济发展的亮点，是外资投入的一个重点行业。目前全国共建有2736座通信

塔，电信覆盖率已达总人口的80%，互联网发展迅速。目前，阿富汗电信的全

国光纤网络可以连接阿富汗全境17个省68个城市。阿富汗当前拥有近1700万

移动用户，移动普及率约为57%。为进一步加强无线通讯在阿富汗尤其是农村

地区的覆盖范围，2010年10月，新的网络升级扩容计划得以实施。

阿富汗目前的主要电讯公司有阿富汗电讯公司、阿富汗无线通讯公司、

埃提萨拉特电信公司、罗山电信公司及MNT电信公司。

第五节 双边关系

阿富汗政府外交以寻求援助为中心，积极发展同美国、德国、日本和欧

盟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阿政治和经济重建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阿富汗也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区域合作。阿富汗政府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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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六个邻国签署了《喀布尔睦邻友好宣言》、《〈喀布尔睦

邻友好宣言〉签署国政府关于鼓励更紧密的贸易、过境和投资合作的宣言》

和《喀布尔睦邻友好禁毒宣言》。

2005年10月阿富汗成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11月与上海合

作组织建立联络组，同月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阿还有意利用地

缘优势，力争成为本地区贸易交通枢纽。阿富汗政府大力推动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4国（原为前3国）天然气运输管道，并已

在2010年签署协议。首届和第二届“阿富汗区域经济合作会议”分别于2005

年12月和2006年11月在喀布尔和新德里召开，阿富汗周边国家、八国集团和

世界银行、亚州开发行等国际及地区组织参加。而其第四届会议于2010年11

月在土耳其召开。

阿富汗和中国是传统的友好邻邦，两国友好历史悠久，外交关系融洽。

中国坚定支持阿富汗发起的不结盟运动。两国自1955建交起，国家层面往来

不断。历届阿富汗政府都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的政治立场和新疆

政策。2006年，阿富汗总统来华访问，两国签署了《中阿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和《中阿联合声明》。2010年3月，阿富汗总统再次访华，双方围绕经贸

发展，签署了多项协定，中方也对原产于阿富汗的部分输华产品实施零关税

待遇。在中国对阿投资上，政府和民众采取了积极态度，派驻军队保障投资

方的安全。此外，中国政府还帮助阿富汗培训扫雷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禁

毒、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展开有效合作。

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支持和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向阿提供过政治

进程、经济建设和人道主义救助所需的大量物资，安排了帕尔旺水利项目修

复工程，共和国医院新主楼、总统府多功能厅等数个成套项目建设，通过双

边和多边渠道为阿富汗政府培训了大批官员和各方面专业人员，并在2004年

宣布免除阿富汗政府所欠的全部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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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矿产特征

第一节 地质特征

一、地层

阿富汗境内存在从元古宙到现代各个时代的沉积物，但由于研究程度有

限以及不同地区同一时代沉积及其剖面的组成存在非常大的差别，目前还很

难将阿富汗的所有沉积组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地层表 。

（一）前寒武系

元古宙地层在阿富汗东部广泛存在，经受了强烈变质和构造变动，并且

普遍存在岩浆侵入活动。根据区域变质程度、前寒武纪变质岩层中的地层整

合程度，可以非常明显地划分出变质程度不同的两个构造—建造杂岩体。

下部杂岩体相当于铁铝榴石—角闪岩相变质产物，包括片麻岩、混合岩

和各种结晶片岩。下部杂岩体的年龄为（27±4）亿年。其上覆盖着上部变质

杂岩体，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区域间断。上部变质杂岩体比下部杂岩体岩石组

成更为多种多样，而且不同地区其剖面也各不相同。其东部岩石变质深，为

石英岩、各种片岩、变砾岩、似凝灰岩和熔结凝灰岩，其变质程度相当于绿

片岩相下部亚相。

（二）古生界

古生代沉积岩仅在阿富汗中部广泛存在，主要存在于海西期褶皱带和基

米里期褶皱带以及早阿尔卑斯期褶皱带的一些地区。其剖面变化大，可分为

4类：地槽型为厚1000~2000米的陆源-火山沉积；准地槽型为厚4000~6000米

的陆源-碳酸盐相；第三类型主要发育在中间地块及班迪-巴扬带，为剖面不完

整、厚1000~3000米的碳酸盐沉积；第四类型属边缘坳陷沉积，为寒武纪（可

能为文德纪）到早石炭世碳酸盐沉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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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阿富汗地质图

（资料来源：转自阿富汗信息管理服务局，仅供参考。）

原图：http://www.aims.org.af/maps/national/national_atlas/09_geology.jpg

研究参考：Abdullah et. al, 2008, Geological map of Afghanistan, http://www.bgs.ac.uk/downloads/

start.cfm?id=930

（三）中生界

阿富汗地层三叠系种类繁多，几乎见于所有构造带。其剖面分3类：北部

类型为厚的砂质粘土相，包括复理石和板状页岩；中部类型为陆源火山相；

南部类型为碳酸盐相和碳酸盐陆源相。侏罗纪沉积剖面可明显分成3个类型，

即：①厚层海相陆源沉积；②碳酸盐陆源沉积；③陆相-海相交互、陆源碳质

以及红色磨拉石建造。白垩纪沉积变化最大并且分布最广，但是对其研究不

够充分。早白垩纪最完整的剖面如下：底部是厚度超过1000米的火山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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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辉绿玢岩、凝灰岩和凝灰角砾岩；往上是交互出现的泥灰岩、钙质粉砂

岩和页岩夹石灰岩薄层，厚1000~2000米；再上是石灰岩、泥灰岩和粉砂岩交

替，顶部出现厚100米的砾岩。

（四）新生界

许多地方可见到第三系，但建造类型、成因和厚度各地变化很大，它不

整合于较老的地层上，包括地槽型海相类复理石、地台型碳酸盐陆源沉积、

陆相红色磨拉石沉积和湖相沉积。晚第三纪和第四纪沉积一起产出，为成因

类似的陆相产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红色或灰色陆相粗碎屑磨拉石，有时

也可以见到火山磨拉石。在晚第三纪晚期以及第四纪早期地层中产有火山相

岩石。

二、构造 

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位于中地中海地槽带范围内，对阿富汗的构造分区

目前有两种不同方案。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一些地质学家根据地质发展

历史、地层发育情况以及岩浆活动产物的时空分布特点认为阿富汗位于地壳

上两个构造及时代明显不同的劳亚大陆与冈瓦纳大陆之间。总体上讲，阿富

汗北部为后海西期台坪和海西期构造地块，南部是阿尔卑斯褶皱带。一般来

说，可将阿富汗分为北阿富汗后海西期“地台”、中阿富汗东部和东北部古

断块或中间地块（包知赫尔曼德-阿尔甘德、喀布尔和帕米尔-努里斯坦中间地

块）以及属地中海地槽带的南阿富汗早阿尔卑斯褶皱带。

20世纪最后30年期间，西方一些地质学家从板块构造角度对阿富汗的地

质构造单元进行了研究和划分。按此观点，阿富汗是夹在北面欧亚板块和南

面印度板块之间。阿富汗的地质构造是不断聚集起来的；这个陆块产生在中

生代，并且一直延伸到现代。中生代前，组成当代大陆的一些主要陆块汇集

“盘古大陆”。该陆块包含大的赤道海“特提斯海”。

阿富汗按板块构造概念可以划分出4个主要大地构造单元：北阿富汗-塔吉克

单元、东伊朗-中阿富汗单元、东阿富汗-西巴基斯坦单元以及印度地盾边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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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2 阿富汗简化大地构造图

（据Antony Benham等修改，2003，Aynak – a world-class sediment-hosted stratiform copper 

deposit in Afghanistan）

一般认为，阿富汗地质结构形成于元古代（约20亿年前），表层主要为

一套含动植物化石的陆相含煤地层，不整合于前寒武纪（元古代）结晶变质

岩系之上的冰积岩夹海相岩层。某些地方还夹杂火山岩等，主要为非海相的

巨厚沉积岩系，时限为二叠纪到早白垩纪。而在3亿年前属冈瓦纳大陆的一部

分。

而在大陆东边有一楔形海洋，称为古地中海，海中有许多小型的裂解陆

地，如北中国陆地及南中国陆地等。此时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与西藏地块

皆位于盘古大陆至南部大陆东北角。



11

自2亿5千万年前盘古大陆开始分裂为劳亚大陆和冈瓦纳大陆。位于冈瓦

纳大陆东北的阿富汗与西藏地块，随大陆北漂并与劳亚大陆形成碰撞。在此

次大陆漂移碰撞中，占阿富汗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兴都库什山隆起形成。劳

亚大陆分裂为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阿富汗的地质构造逐渐形成。到了3000

万年前，由于造山运动，南方的印度洋板块与北方的欧亚大陆板块相互碰

撞，交叠相挤后隆起的巨大褶皱，形成喜马拉雅山系，并不断抬高，同时形

成青藏高原及阿富汗南部高原等，阿富汗也成为目前高山耸立的内陆国家。

图2-3 阿富汗构造图

（资料来源：原图 http://www.aims.org.af/maps/national/national_atlas/11_tectonics.jpg）

研究参考：Abdullah et. al, 2008, Tectonic map of Afghanistan, http://www.bgs.ac.uk/downloads/start.

cfm?id=932



12

三、岩浆岩

阿富汗的岩浆活动历史包括3个构造-岩浆旋回：元古宙、古生代-早中生

代，中生代-新生代旋回。

元古宙岩浆活动与形成结晶基底以及花岗岩-混合岩的作用过程同时出

现，紧接着出现新元古代变辉长岩的侵位。

古生代到早中生代的岩浆活动出现在海西期褶皱区，导致形成早石炭世

地槽型（超基性岩建造，斜长花岗岩和辉长岩建造）岩浆活动产物，还形成

了三叠纪造山花岗岩岩基和次火山花岗岩。

中生代—新生代岩浆活动在阿富汗分布最广，包括闪长辉长岩建造和超

基性岩建造。在阿富汗存在许多构造缝合带，这些缝合带包括海西期、基米

里期和阿尔卑斯期，其中尤以基米里期缝合构造最为重要，它们是一些重要

的蛇绿岩构造缝合带。

第二节 矿产特征

一、矿产资源概况

阿富汗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根据国际地质界的普遍看法，阿富汗位于

远古印度次大陆同亚洲大陆板块碰撞的交汇处。大碰撞可以导致地壳深处的

矿物涌现在地表，这种地质构造在地球上并不多见，这也是阿富汗地下矿产

蕴藏丰富的原因。阿富汗的能源类、金属类和非金属类矿藏都有发现，但蕴

藏量和分布很不均衡。总的来说阿富汗金属类矿产非常丰富，但资源探明程

度低，且绝大部分处于未开发状态（图2-4）。

美国地调局2002年出版《阿富汗矿山和矿点》记录了超过1000个矿山及

矿点。《采矿杂志》特刊介绍的阿富汗铜矿点超过250处，铅锌矿点35处，

112处金矿点，100处铁矿点。

据美国地调局最新评估，阿富汗金属及其他矿产（不含能源矿产）价值

超过9043亿美元（表2-1）。而阿富汗前矿山部长甚至宣称，实际潜在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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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调局公布的3倍，达到3万亿美元。

 

图2-4 阿富汗主要矿产分布

（据Antony Benham等，2003，Aynak–a world-class sediment-hosted stratiform copper deposit in 

Afghanistan）

表2-1  阿富汗主要矿产资源潜在价值

序  号 矿  物 潜在价值（亿美元）

1 铁 4209

2 铜 2740

3 铌 812

4 钴 508

5 金 250

6 钼 239

7 稀土 74

8 石棉 63

9 银 53

10 钾碱 51

11 铝 44

总  计 9043

据USGS资料及媒体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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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势矿产资源

（一）能源类矿产及其分布

1.天然气

阿富汗的天然气储量约为1000~1500亿立方米，全部分布在同塔吉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接壤的北部边界地区。在前苏联的帮助

下，上世纪70至80年代一些气田曾得到开发。阿最大的气田是Jowzjan省

Sheberghan市东部15千米的Kwoja Gugerdak气田，储量达到670亿立方米。

1980年生产最高峰时，曾向前苏联出口了28亿立方米、价值3亿美元的天然

气。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战乱导致这些油气田停止生产并被封存，目前

在国际援助下生产已得到一定的恢复。前苏联为开发阿富汗的天然气曾投入

了巨资，建立了一系列脱硫、加压等加工厂并铺设了100多千米的输气管线，

以便将其输送到前苏联。阿富汗方面只消费了约2%的产量 。

2.石油

前苏联时期曾对阿富汗的石油资源进行过广泛的勘探，结果未发现有价

值的大油田。只在Faryab省和Jowzjan省发现一些零星的油田，总储量在7000

万到1亿桶左右（约1000万吨）。直到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这些油田也未进

行过真正的开发和生产。

3.煤矿

阿富汗的煤矿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总储量在4-5亿吨左右。主要的煤矿

有3处，即Jowzjan省Mazar-e-Sharif市南部的Darra-i-Suf煤矿，Baghlan省Pol-a-

Khomr市附近的Karkar 和Ispushta 煤矿。这些煤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生产，

资源已接近枯竭，目前总年产量约有数万吨。

（二）金属类资源储量及分布

1.铜矿

阿富汗各地均有铜矿发现，从喀布尔省延伸到Logar省的铜矿带，堪称世

界上现已探明的巨型铜矿之一，可以和赞比亚的铜矿带相媲美。经前苏联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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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该铜矿带长达110千米，品位在0.6％以上的矿石储量估计在10亿吨以上。

目前在上述2省已有多个铜矿被探明，最具开采价值的是位于喀布尔市以南30

千米处的埃纳克铜矿（中心区北纬34.266，东经69.301）。该铜矿面积约6平

方千米，已探明矿石总储量约7亿吨，平均含铜量1.65%，约1/3的储量品位高

达2.37％，铜金属总量估计达1133万吨。该铜矿区目前虽然荒无人烟，但交通

方便，水源充足，大部分可露天开采，建矿条件简单。

阿富汗的铜矿带一般属于多金属矿带，经常伴生有丰富的钴、钼、金、

银等金属 。

2.铁矿

阿富汗各地均有铁矿发现，但位于Bamian省的HajjiGak地区（Hajigak，

哈吉加克，中心区北纬34.667，东经68.067）的铁矿储量巨大，是世界级的

大铁矿。该铁矿延伸总长达600千米，大约有16个分离的矿体，总储量近20亿

吨，主要由赤铁矿和磁铁矿组成，平均品位达到62%。但矿区大部分处于4000 

米的高海拔地区，交通不便，开发相当困难。

3.锂矿

阿富汗拥有丰富的锂矿，主要集中在楠格哈尔省省和乌鲁兹甘省。较大

型的矿山有乌鲁兹甘省的Taghawlor锂锡矿，拥有上亿吨的矿石储量。位于楠

格哈尔省的Pasghushta锂、钽、铌、锡矿，拥有上亿吨的矿石储量。Jamanak

锂矿，拥有近3000万吨矿石储量。以上资源均未进行任何开发。

4.铬矿

阿富汗铬矿主要为Logar省的Makhmudgazi铬矿和Loghor铬矿。铬矿石平

均含量42%，总储量近万吨，均未进行任何开发。

5.铍矿

阿富汗拥有丰富的铍矿，主要是Ghor省的Kushkak铍矿；Parwan省的

North Farenjal铍矿；Laghman省的Nilaw锂、铍矿，皆未进行过开发。

6.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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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拥有多处金矿，最著名的有Takhar省的Samty金矿（北纬37.567，

东经69.817），该金矿长约8000米，宽约1500米，矿砂总量约7000万立方米，

含金量200~400克/立方米。该矿已开采多年，接近枯竭。

7.铀矿

阿富汗较集中的铀矿只发现一处，Helmand省的Northern Khannesshin铀、

钍、稀土共生矿（北纬30.494，东经63.583），未进行过开发。

8. 宝玉石

阿富汗是世界宝玉石赋存量和产量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宝石类矿产有红

宝石、尖晶石、祖母绿、海蓝宝石等。

图2-5 阿富汗矿产分布图

（资料来源：http：//www.aims.org.af/maps/national/national_atlas/08_minera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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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类矿床主要是青金石，其矿产资源量和产量居世界之首。紫锂辉石

矿床宝石级的矿石比例较高，产量较大。

红宝石有10余处矿床（点），主要产地为贾格达莱克红宝石矿床，位于

阿富汗喀布尔省，北纬34°26'，东经69°49'。

祖母绿矿有7处，主要集中分布在帕尔万省和卡皮萨省。达克汉岩祖母绿

矿床，楠格哈尔省巴代尔祖母绿矿点。

9.其它

除上述矿藏外，阿富汗的铅、锌、锡、镍、汞及一些稀有金属如钨、

铷、钽、铋、铌、铯都有一定储量。非金属矿藏如：硫、重晶石、大理石、

绿宝石、青金石储量都比较丰富 。

第三节 成矿规律

一、成矿区带划分

（一）成矿规律概述 

在内生矿化的历史过程中，前贝加尔、贝加尔、海西和高山成矿时代

是阿富汗矿产形成的重要时期。铜，铁，滑石，菱镁矿和白云母等矿床在前

贝加尔和贝加尔时代形成。阿富汗最重要的成矿期，作为整个中东地区，

起源于高山时代，此时恰逢晚高山折叠区密集构造演化显著及阿富汗南部

和Nurestan-Pamir中央地块和北阿富汗平台大片领土内的火成岩活动。在白

垩纪—早第三纪时稀有金属伟晶岩大面积形成。这其中聚集了锂、钽、铍、

铯、宝石、压电石英、金、铜、铅、锌、锡、钨、铬和石棉。萤石、重晶

石、天青石、汞、铅、锌、铀、钍、磷、稀土矿床则在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时

期形成。

内生矿化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由结构因素引起的：区域断裂控

制的分布和火成岩类型，而岩石的岩性组成和结构相同区影响矿化类型和岩

浆活动特征。然而，独立高山活动区域表现出了成矿带和构造单元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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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例如，Hazarajat - Nurestan -Pamir稀有金属成矿带结合Helmand - Argandab拱

块隆起和Nurestan-pamir中间地块。Shindand-Kishmaran成矿带，包括异构系统的

结构单元。这一证据表明在阿富汗的两个成矿类型区的存在：即由地壳个别结

构独立演化形成的区域以及由复杂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深层次结构区域。

（二）成矿规律图

对阿富汗成矿规律及成矿区带的划分，可以参考Abdullah等编著的阿富汗

地质和矿产资源（图2-6）。

图2-6 阿富汗成矿区划图

（资料来源：Abdullah et al., 2008, Scheme of metallogenetic zoning of Afghanistan, http://www.bgs.

ac.uk/downloads/start.cfm?id=949）

（三）成矿区带的划分

阿富汗属于伊朗和阿富汗成矿带中部，由各个成矿区域组成。Yu.S.佩尔

菲利耶夫等报道了矿区内部的横向成矿带的存在和主要的褶皱带，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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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阿富汗的东部喜马拉雅两大成矿区域。后者可分为四个区域：

1.南阿富汗多成份成矿省，与晚第三纪花岗岩有关；

2.阿富汗北部省，黄金和铜成矿区，和晚古生代和中生代火山活动有关；

3.印度帕米尔稀有金属伟晶岩成矿省，中生代时期，与火山活动和构造有

关；

4.喜马拉雅省，贝加尔时代铅、锌和铜成矿带，与早第三纪时代不同热液

成矿作用叠加。

1976年学者第一次尝试区分阿富汗境内成矿省，特别是KF Stazhilo-阿列

克谢耶夫。目前划定了下述成矿带和省：（1）北巴达哈汗帕米尔海西部黄

金，铜，铅和锌和稀有金属成矿带；（2）科纳海西铜，铁矿成矿带；（3）阿

斯帕兰东阿富汗高山铜，铬，汞，铅，锌成矿带；（4）哈扎拉贾特-努里斯坦-

帕米尔南部中新生代稀有金属，铜，金，铅和锌成矿带；（5）信丹德-查盖-

聿中，中新生代锡钨，铜，铅和锌和铀矿稀土成矿带；（6）法拉罗德式塔纳

克新生代汞成矿带；（7）阿富汗北部新生代汞，铅，锌成矿带；（8）哈里罗

德-旁吉舍铁，汞，重晶石，铅，锌成矿带。矿带和各区有不同的地质构造。

它们包括成矿带和不同地质历史形成的矿区矿石和矿物的来源（表2-2）。

表2-2 阿富汗成矿带和矿区

成矿带 典型成矿作用 矿区
在图中

对应数值
典型成矿作用

南巴达哈汗

喀布尔

天青石，Li，Ta，Sn，

Cu，Cr，Fe

石棉

萨热桑

中喀布尔

洛加尔

7

16

17

天青石，钼，铍，金

云母

Cu，Fe

Cr，石棉，滑石

斯平加尔
滑石，菱镁矿，红宝

石

苏哈布-贾威 Cu，Au，Pb，Zn 纳赛 1 Cu

齐空沙 2 Au（Cu，Pb，Zn）

多石 Cu Pb，Zn（F，Au）

西巴达山 Sn，Li，Ta，Nb，Be 巴扎拉克 4 白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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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阿富汗成矿带和矿区

成矿带 典型成矿作用 矿区
在图中

对应数值
典型成矿作用

科纳 Fe，Cu

卡塔萨兹 Pb，Zn，Hg

阿斯帕兰 Pb，Zn，Hg

科斯特-马屯 铬 石棉

中巴达山 Fe，Cu，W，Au 提萨达拉卡 5 W，Au，Cu

福默拉 6 Fe，Au

瓦汗 Sn，Fe，Cu

埃斯卡河姆 8 Li，Ta，Sn

卡姆德什 9
Li，Ta（紫锂辉石，

电气石，石榴石）

Cs，Sn，W 拉瓦特 10 纯绿宝石，铍

努里斯坦 Li，Be，Ta，Nb 德瓦兹 11 白云母

白云母，宝石 马立德 12 Li，Ta，Sn

帕查干 13 白云母，铍

拉合曼 14
Be，Li，Cs，Ta，Sn

（紫锂辉石）

萨若贝 15 白云母

瓦达克 20
W，Bi，Mo（铍，白

云母）

奥鲁兹干 21
W ， S n ， B i （ C u ，

Pb，Zn，Fe）

阿干达布-提

灵
Sn，W，F，Gu 穆库尔 22

A u ， S n （ C u ， P b ，

Zn）

Pb，Sn，Au，Fe 昆达兰 23
Cu，Au（Pb，Zn，

Mo）

巴库德 24 F （Ag，Fb，Zn）

车那 25
S n ， P b ， Z n ， F e

（Cu，W，Cd）

赫尔曼德 Li，Ta，W，Sn 白苏德 18
S n ， W （ C u ， P b ，

Fe）

Cu，Pb 什克里斯坦 19
L i ， T a ， W ， S n

（Cu，Pb，Au）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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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阿富汗成矿带和矿区

成矿带 典型成矿作用 矿区
在图中

对应数值
典型成矿作用

信丹德-基什

马兰
Sn，W，Cu，Pb，Zn 那查汗 26

C u ， P b ， Z n （ S n ，

Hg，Au）

信丹德 27
S n ， C u （ P b ， Z n ，

Au，W，Mo）

法拉赫 28
W ， C u （ S n ， P b ，

Zn，Ba）

利吉斯坦 U，T，P，Cu，Sn 卡乐申 29
U，TR-P（Ba，Sr，

F，Fe）

穆尔加布 Cu，Au，Fe，Mo 奥汗科山 30
Cu，Au（Mo，Fe，

Zn）

班德 埃米尔 Cu，Zn，Hg，Sr 巴库德 31 Cu，Zn

法拉罗德 Hg 帕萨班德 37 Hg （Cu，W）

塔纳克 Hg，Cr

哈里罗德 Fe，Pb，Zn，Be 萨菲德 科赫 32
B a ， F b ， Z n ， C u

（Hg，Au）

旁吉舍 Au，Hg 斯雅 科赫 33
F b ， Z n （ C u ， B a ，

Fe）

哈吉加克 34 Fe

帕人加 35
Ba，Pb，Zn（Mn，

Hg，Au）

简吉舍 36 Fe（Pb，Zn，Ag）

注：括号内为伴生元素

资料来源：Table 3 Metallogenetic Zones and Ore Districts of Afghanistan, Abdullah et. Al, 2008, Book 2, 

Mineral Resources of Afghanistan,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Afghanistan, BGS, 2008

成矿区带简单说明：

（1）仅限于贝加尔和前贝加尔基岩基本矿化的成矿带：1）喀布尔

（铜，铬，铁，石棉）；2）斯平加尔（滑石，菱镁石，红宝石）。

（2）成矿作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地槽。在海西折叠地区：1）苏哈布-

贾威（铜，金，铅，锌）；2）西巴达山（锡，锂，钽，铌，定）；3）科纳

（铁，铜）。在高山折叠区：4）科斯特-马屯（铬，石棉）；5）卡塔萨兹

（续）



22

（铅，锌，汞）；6）阿斯帕兰（铅，锌，汞）。

（3）不同时间内巩固了断块构造和岩浆活动有关的成矿带。在白垩纪-早

第三纪阶段矿化发生在：1）阿干达布-提灵（锡，钨，男，铜，铅，锌，金，

铁）；2）赫尔曼德（锂，钽，钨，锡，铜，铅）；3）努里斯坦（锂，铍，

钽，铌，钙，锡，钨，白云母，宝石）；4）南巴达哈汗（铁矾土，锂，钽，

锡）；5）信丹德-基什马兰（锡，钨，铜，铅，锌）；6）中巴达山（铁，

铜，钨，金）；7）瓦汗（锡，铁，铜）区。在晚第三纪、第四纪期间矿化

发生在：1）班德 埃米尔（铜，锌，汞，锶）；2）穆尔加布（铜，金，铁，

钼）；3）法拉罗德（汞）；4）塔纳克（汞，铬）；5）利吉斯坦（铀，钍，

稀土，磷，铜，锡）区。

（4）一个长期的矿化包括几个周期，例如：哈里罗德-旁吉舍区（铁，

铅，锌，钡，金，汞）。

二、典型矿床与找矿远景分析

（一）主要矿床类型

阿富汗的成矿区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

许多富矿分布在首都喀布尔周边，为开采带来了便利条件。阿富汗矿产资源

以铜、铁、锂等金属矿产为主，另外，金、钴、铌、钼、稀土等也很丰富。

非金属矿产比较有名的是作为宝石的天青石等。能源矿产主要分布在与中亚

国家接近的北部地区，这与阿富汗的山地与高原多而有利成矿的沉积盆地少

有关。

据研究，阿富汗的主要矿床类型有岩浆矿床、伟晶岩矿床、碳酸岩矿

床、矽卡岩矿床、热液矿床、黄铁矿矿床、变质成因矿床和沉积矿床。

（二）铜矿典型矿床（艾纳克铜矿）

美国地质调查局估算阿富汗铜矿资源约为6000万吨，相当于全球的4%。

从喀布尔省延伸到罗加省的沉积型铜矿带长110千米，铜资源量近3000万吨。

区内包括有艾纳克、达斑德以及贾瓦尔等3个大型铜矿床以及34个铜矿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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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坎大哈及周边地区的斑岩型铜矿带有8条，铜资源量约为2850万吨。

艾纳克铜矿（图2-7）距喀布尔仅50千米的，品位达1.56%，资源量高达

1230万吨。我国的中冶集团与江铜集团已经获得了该矿100%的开发权，总投

资额超过100亿美元，年产量将达30万吨。

而据前苏联1974~1976和1978~1989年所做工作，包括超过150个钻孔，70

处槽探，9次反演分析，和大量的地表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得出的绪论，估计

品位2.4%铜的储量达到2.4亿吨（储量标准不同）。

 图2-7  阿富汗艾纳克铜矿

（三）黑色金属及典型矿床（哈吉加克铁矿）

阿富汗的铁矿资源丰富，资源量约有20多亿吨。1961年发现的位于巴米

安省哈吉加克地区的沉积型铁矿堪称世界级，总储量达到近21亿吨，品位在

63~69%，由赤铁矿和磁铁矿组成。不过，矿区大部处于4000米的高海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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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非常不便，开发难度大。阿富汗的火成型铁矿不丰富，资源量约18

亿吨，品位在47~68%，常伴生有硫、磷、镍、锰等矿产。

哈吉加克铁矿是世界级铁矿床，估计储量18亿吨，品位62%，16个矿体

延伸达3千米，厚100米。适合露采。周围的煤炭资源可用于高炉、冶炼。

哈吉加克铁矿的赋存为原生矿和半氧化矿状态（混合矿）。混合矿在矿

床氧化区内广泛发育，深度达100米~130米。原生矿占整个矿藏的80%，主

要由磁铁矿和黄铁矿组成，另外还有5%的黄铜矿和磁黄铁矿。含铁量约为

61.3%。半氧化矿占整个矿藏的20%，矿物组分单一，主要由赤铁矿、针铁矿

和少量菱铁矿组成，平均含铁量为62.83% Fe。

混合矿可划分出三类主要的天然矿石，它们相互逐渐过渡：a/水针铁矿-

半假象赤铁矿类，b/水针铁矿-赤铁矿-半假象赤铁矿类，c/碳酸岩-半假象赤铁

矿类。

前苏联圈定16个矿体，I-VII号7个矿体在西部，VIII-IX、XY、XYI等6个

矿体在中部，XII、XIII、XIV等3个矿体在东部。所有矿体产状基本一致，为

顺层方向，倾角35~80°，倾向东南长60米~480米，厚2~30米至40~380米，随

深度加深，厚度减小。

普查共施工4个钻孔，孔深140米~227米，一条200米长的探矿平硐，另有

竖井、少量探槽及地表刻槽取样合计44个探矿工程，约800个样品化验数据， 

1∶5万区域地质填图和1∶1万矿区地质填图，主要集中在矿区西部，并针对

主要的I号和II号矿体，绘制了平面图和剖面图（8个剖面图，间距250米）。

当时估算资源量结果如下：

A+B+C1∶110.8 Mt 

A：9.1 Mt

B：19.2 Mt

C1：82.5 Mt

C2：17.2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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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341.9 Mt

其中C1以上可对应目前资源分类中的控制级以上总计1.108亿吨，约占矿

床总资源量6.3%，资源控制程度低。

图2-8 哈吉加克铁矿剖面

（资料来源：AGS, Minerals in Afghanistan）

阿富汗的铬矿资源也较丰富，Logar省的Makhmudgazi铬矿和Loghor铬

矿，铬矿石平均含量42%，总储量近万吨。

（四）锂及其他稀有金属矿产

锂属于金属矿产，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能源矿产。锂的用途是制

造锂电池，也可以作为制造氢弹的原料，未来，则可能成为核聚变发电站的

燃料。近日，美国国防部一份内部备忘录提到，阿富汗有可能成为“锂的沙

特阿拉伯”。全球锂矿资源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智利、中国、巴西、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并不包括阿富汗。而据近期的报道，在阿富汗某地发

现的锂矿资源就与目前世界上锂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玻利维亚相当，玻利维

亚锂矿资源储量基础约为540万吨，占全球的一半。目前，阿富汗该处锂矿

的具体位置并没有公布，但有人认为，应该位于加兹尼省西北部名叫Dasht-i-

Nawar干盐湖的湖床中。

阿富汗未进行任何开发的较大型矿山有：乌鲁兹甘省的Taghawlor锂、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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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楠格哈尔省的Pasghushta锂、钽、铌、锡矿；古尔省的Kushkak铍矿等。

（五）青金石

阿富汗青金石矿产储量、产量居世界前列。青金石矿床发现于巴达赫尚

省萨雷桑矿床，位于北纬36°10′，东经70°49′。矿区内有太古代片麻岩、大

理岩、斑花大理岩及结晶片岩，白岗岩、花岗岩及基性岩脉侵入其中，在接

触带有一近南北向矽卡岩化带产出，带内有青金石透镜体，矽卡岩主要由透

辉石、镁橄榄石、方柱石及钙镁橄榄石构成。矿区内有9个青金石带，长20

米～30米，厚1米～8米，最长450米，深延125米，有2个青金石带品位（级）

已确定，由于矿物分布不规律，构造非常复杂，矿体属巢状类型矿床，C2级

青金石储量为65.3吨，累计储量13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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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勘查开发与管理服务

第一节 地质工作程度 

20世纪中叶之前，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在欧亚地质图上是空白的，只有

个别地区在1885年和1911年曾由少数地质人员做过路线地质调查。1955年之

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从事比较系统的地质测量和普查

工作。

阿富汗的地质研究历史可以划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和20世

纪前半期，做的是路线地质调查；第二阶段从1955年开始，开展了小、中比

例尺区域地质测量和专项地质构造研究。1955年开始的地质调查是为了找油

气而组织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的地质学家。从

1958年起，前苏联地质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主要从事地质测量和地球物理

调查。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一些地质学家在阿富汗东北部开展地质测量。

1958年，法国地质学家先是对喀布尔省进行地质调查，随后对阿富汗许多地

区开展地质调查。从1959年起，前联邦德国地质学家来到阿富汗从事地质调

查，他们在阿富汗南部开展1∶50万比例尺地质测量，编制了同一比例尺的地

质构造图。

阿富汗目前已编制完成的地质图有：1∶250万阿富汗地质图；1∶250万

阿富汗岩浆形成地图；1∶250万大地构造图；苏联和阿富汗地质学家联合编

制的1∶20万和1∶50万地质调查区域图；1∶200万阿富汗复合火成岩地图；

1∶400万阿富汗成矿区划示意图；1∶400万阿富汗黑色金属和矿物燃料矿藏

图；1∶400万阿富汗锡、钨、钼和铋矿藏图；1∶400万阿富汗汞、稀有和贵

金属矿藏图；1∶400万阿富汗有色金属矿藏图；1∶400万阿富汗非金属矿藏

图；1∶200万阿富汗水文地质图；1∶200万阿富汗矿泉水地图和1∶400万阿

富汗沙漠地区矿泉水和淡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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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目前，阿富汗大多数矿产资源未被开发，统计也不健全。传统小规模开

发的矿产有铜、铬铁矿等，非金属有重晶石、石膏、岩盐，水泥和石灰，天

青石等宝石。能源矿产传统上有煤，目前正在大力招标开发北部的石油天然

气资源。历年矿产品产量统计见表3-1。

表3-1  阿富汗主要矿产品产量

矿  种 单  位 1996年 2000年 2009年

重晶石 吨 2000 2000 1500

水泥 吨 11600 12000 50000

铜精矿 吨 5000 5000 金属量

铬铁矿 吨 7000

煤 吨 185000 200000 150000

石膏 吨 3000 3000 2000

盐 吨 13000 13000 12000

原油 桶 20000

天然气 万立方米 2700 3000 5000
资料来源：美国地调局历年资料，最新2011年（The mineral industry of Afghanistan）

第三节 矿业权分布及控制

一、矿业权控制情况

阿富汗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归国家。由于资源探明程度低，开发利用有

限，统计工作缺失，矿产地、矿山的权益并不清楚。一般小矿传统上主要由

私人开采，天青石等宝石开采由国家控制。2011年，阿富汗组织了哈吉加克

铁矿的招标，初步选出了15家全球公司（主要为印度公司，中、美、加、

澳等各一家公司入选），2011年11月底阿富汗矿业部宣布了该项目的竞标结

果，印度钢铁管理局为首的AFISCO联合体获得B、C、D三个区块的开采权，

预计投资60亿美元，用于采矿、修建铁路和钢铁厂；加拿大Kilo Gold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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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公司获得A区块的开采权。另外，2011年11月，阿富汗矿业部门表示，将

在12月份在伦敦举行矿业项目推介会，届时将宣布5个项目的招标工作，这

5个项目包括巴赫德尚省金矿项目，迦兹尼省Zarkashan金矿项目，赫拉特省

Namaksar 锂矿项目，赫拉特省Shaida铜矿项目和萨利普尔省Balkhab 铜矿项

目。矿山部正在着手建立矿业权管理系统，为了投标、申请、采矿合同、许

可和授权记录的管理，并由矿山登记处负责更新和完善。

二、主要矿业公司

（一）阿富汗矿业生产结构

阿富汗政府积极鼓励私人部门和外国投资者进行矿业投资。目前，除了

宝石为国家控制外，艾纳克铜矿已由中国的中冶和江铜正在开拓中，预计投

资可能过百亿美元。另外，小规模的铝业生产主要由萨拉姆比拉尔有限公司进

行，钢铁生产由哈利勒纳吉布钢铁有限公司（印度背景）进行（表3-2）。另

外，来自中国郑州的民企也在阿富汗设立了明海钢铁公司，生产情况不祥。

表3-2 阿富汗矿产工业结构（2009年，单位：吨）

矿产品
主要营运公司

和主要权益拥有人
主要设施位置 年产量①

铝 萨拉姆比拉尔有限公司 坎大哈 360

挤压和粉末涂料 卡迪尔纳吉有限公司 喀布尔 ②

铜精矿

艾纳克矿业有限公司（江西铜业

有限公司，75%，中国冶金集团

公司，25%）

艾纳克，洛加尔③ 180000

天青石 政府拥有 萨利桑，巴达赫尚 9000千克

钢产品 哈利勒纳吉布钢铁有限公司

贾 拉 拉 巴德，喀布

尔，马扎里沙里夫，

谢里夫

36000

①估计：估计数据保留至不超过三位有效数字。

②没有数字。

③艾纳克矿预计在2011年开始生产。股份比例为原文数据，实际情况刚好与此相反。

资料来源：USGS，2011。



30

（二）中国公司矿山开发及矿业项目的进展情况 

2008年5月25日，阿富汗艾纳克（AYNAK）世界级特大型铜矿项目合同

正式签订，中冶集团及联合体将拥有该项目100%的矿业权。

艾纳克铜矿项目矿床规模大、矿石品位高、资源前景好，是目前世界上

已探明但尚未开发的特大型铜矿床之一。该项目位于阿富汗卢格尔省，距首

都喀布尔市东南约35千米。该矿床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已探明铜矿石总

储量7.05亿吨，铜金含量1100万吨，平均含铜1.56%。艾纳克铜矿年生产规模

精炼铜22万吨。项目建设期5年，建设内容包括：一个露天矿、一个井下矿、

一个选矿厂、一个冶炼厂、一个精炼厂。主要配套设施有：一个40万千瓦的

火力发电厂及其输变电线路、一个水源地泵站和一个磷肥厂。服务于该项目

和当地的公共设施主要有：学校、医院、清真寺、体育文化活动中心、职工

住房、职业培训中心、化验试验中心等。项目预算总投资约42亿美元。项目

建成后，每年总产值将达到12亿美元，约占阿富汗2006年GDP的47%。还可直

接提供约1万个就业机会。

中冶和江铜集团投标拿下艾纳克铜矿项目。项目的开发，将有效缓解我

国铜资源紧缺状况，提升我国在国际资源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我国大型成套

装备和技术出口。同时，对阿富汗交通运输业、贸易、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

等都将带来积极而深刻的变化。郑州民企在阿富汗设立了明海钢铁，生产情

况不祥。

第四节 地质勘查工作管理与服务

一、基础地质及矿产勘查开发管理体制

阿富汗的一切矿产资源都归国家所有。阿富汗对基础地质工作、矿产资

源的勘查开发、运输销售实行集中管理和许可制度。矿山部全面负责基础地

质工作（其下属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选冶加工、运输和销

售，并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阿富汗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实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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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待遇。

阿富汗颁布了《矿产法》（2010年修订版），明确了国家对矿产的所有

权和控制权，调控矿产资源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阿富汗《采矿条例》规

范对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和合理利用；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努

力勘查、开发和加工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有效保护环境和社会利益，提

高人民福利，促进国家增长。

石油天然气矿产由《碳氢化合物法》和《碳氢化合物条例（初稿）》规

范，管理机构也是矿山部。

二、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

（一）阿富汗地质资料管理机构

阿富汗地质和矿产开发资料管理主要由矿山部下属的地质调查局（地调

局）负责。

1.阿富汗矿山部

根据《阿富汗宪法》第九条，阿富汗政府拥有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

权。矿山部作为一个重要部门，管理矿产资源的勘探、开拓、开采和加工，

该部还负责保护资源的所有权，并且按照国家新的法律管理矿产品（矿物和

碳氢化合物）的运输和销售。矿山部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自然

资源管理模式，创造就业机会，在矿业和油气方面鼓励私人投资，增加政府

收入。

矿山部有近2300名员工，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管理、研究、技术、专业及

行政人员组成。以下是各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描述：

矿山部部长直接管理副部长（政策和规划、行政和财务、法规和协

调）、地调局局长、幕僚长，部际委员会秘书处、顾问委员会，内部审计局

长、国有企业局、国家重大项目办公室（目前设有艾纳克铜矿项目办、北部

油气项目办，将设立哈吉加克铁矿项目办）。

政策和规划副部长直接管理政策和促进司长，后者直接管理政策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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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促进处、战略通讯处和法律服务处处长。

行政和财务副部长直接按理行政和财务司长，后者直接管理财务处、人

力资源处、行政处、信息技术处、性别管理处处长。

法规和协调副部长直接管理法规执行局局长，后者直接管理矿山登记处

（采矿地籍）、督查处、人工和小矿山处、地质工程和水文地质处、省区协

调处处长。

地质调查局局长直接管理固体矿产处、碳氢化合物处、地质信息处、环

境地质处处长。

矿山部的资料管理主要涉及到矿业权（矿产）相关的全部信息，建有

（规划）全国相关数据库，由矿山登记处负责，并负责免费提供。

2.阿富汗地质调查局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是阿富汗矿山部的下属机构，它专门负责提供阿富汗

地质和矿产资源方面的相关资料。

阿富汗地质调查局管理国家地质科学信息，并协助政府就有关金属矿

物、工业矿物、煤炭、碳氢化合物、宝石及半宝石、水资源、岩土工程及环

境地质等各项工作提出建议。该局还负责按照规定，进行相关的资料收集、

整理、归档和服务工作。

（二）地质资料服务的主要内容

阿富汗地调局地质资料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进行地质资料文本的收集和

归档，主要有报告、航拍照片、地质和矿产资源图。

该局建立了地质资料数据库，方便地质资料的检索和查询。

该局下设地质博物馆，收藏实物地质资料，向社会提供服务。

（三）地质资料服务及相关中介机构

当前，阿富汗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主要由美国地调局和英国地调局资

助。地质资料少，管理较弱。相关基础资料可向阿富汗地质调查局联系索

取。矿山开发资料，主要涉及投标相关资料，可按矿山部公告，向矿山部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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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并按招标要求缴付相关费用。

阿富汗目前相关的地质矿产咨询服务中介机构较少。区域性资料，可以

向第三方（主要是美国地调局）联系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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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业投资准入

第一节 外商投资政策

一、一般投资政策

（一）一般投资政策

阿富汗政府鼓励外商在国内投资，2005年12月修改并出台了《阿富汗私

营投资法》（下称《投资法》）。《投资法》规定，阿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

民待遇，即外资公司和当地公司享有同样待遇和同等义务，外国人和阿富汗

人一样享有在阿各领域（法律规定禁止的除外）进行投资的权力和同等纳税

义务。

2008年5月阿出台《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更是将农业、教育、资源开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作为投资发展的优先和重点。

（二）鼓励投资领域

1.产业鼓励政策

阿富汗政府鼓励投资优先发展领域包括农业及关联产业、建筑材料、电

信业、交通和物流、矿业、电力、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2.地区鼓励政策

阿富汗没有明确的地区投资鼓励政策，但在马扎里沙里夫、贾拉拉巴

德、坎大哈和昆都士设有工业园，阿富汗农村金融公司对在工业园投资的企

业可以提供优惠借款，各地方政府也将提供便利。

（三）限制投资领域

外商企业禁止投资的行业，包括核能、赌博和色情业、毒品和制酒业。

外商限制投资行业包括生产和销售武器和爆炸物、非银行金融业务、保

险业务、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

（四）投资优惠政策

外商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包括所得利润可全额汇出、对使用外籍雇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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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如3年内无盈利可免税、直接申请最低额的公司税，投资阿富汗优

先发展领域还可享受更多优惠，投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的机械设备可申请免

税，进口建筑材料可减税等。

1.税收优惠

阿富汗对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投资项目实行优惠。三类优惠均是以时

间优先原则，短期项目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4年免税或自投入生产起3年免

税；中期项目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年免税或自投入生产起5年免税；长期

项目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8年免税或自投入生产起7年免税。在投资项目需

要更长时间的成熟期的特殊情况下，阿富汗投资高级委员会依惯例可同意延

长免税期。

2.关税优惠

阿富汗政府免除外商企业四年的出口产品的海关关税。

3.土地出租优惠

外商企业可租用的土地有效期为10年（短期）、20年（中期）及30年

（长期）。阿富汗投资高级委员会依据实际需要和正常要求可延长土地租用

时间。

（五）外商投资保护

阿富汗政局不稳，安全环境恶劣，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为吸引和保护

外商投资，阿富汗政府正积极努力地提供保护，在其内阁会议上，多次讨论

过在阿富汗投资的外国人员的安全问题。

阿富汗矿山部正在建立一个采矿保护机构，与内政部和其他安全部门相

互协调，应对投资者的安全问题。

中国作为阿富汗较大的投资者，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200名特设警察专门

保护中国公司和中国工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矿业投资政策

（一）对外商投资矿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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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政府认为矿业是阿富汗重建和复兴的基础，对外国公司投资矿业

无歧视性限制，并且鼓励外商投资矿业。

（二）投资支持

在阿富汗融资困难，但政府保障投资者权益。

1.政府担保

阿富汗《矿产法》、《采矿条例》和其他法律规定，国家担保矿业权人

下列各项权利：

（1）有权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组织其资产和业务；

（2）有权雇用分包合同人和招聘人员从事矿业活动，只要在教育和经验

上具有同等资格情况下优先雇用阿富汗人；

（3）获得矿业权周边内的原材料和水；

（4）矿业权人个人和其分包合同人在国土范围内自由移动；

（5）自由进口矿业活动所需的商品和服务（阿富汗人有采购此类商品

和服务合同的优先权，只要在数量、质量、价格和交货期上与外国货物相

当）；

（6）自由在国内销售产品和出口在外部市场销售产品；

（7）方便矿业权人和其分包合同人的外籍人员获取所需全部文件和矿业

活动地点。

2.财产赔偿

除公共利益外，矿业权人采掘的矿物质和进行矿业活动使用的资产不会

被国家强制征用。如果被征用，应按国家适用法律和国际法，向持有人作出

合理赔偿。

（三）限制区域、禁采矿物

阿富汗矿产法规定了限制区与禁采矿物，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要遵

守，并非对外资企业的歧视。

1.限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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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利益需要，包括公众健康和安全、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者

保护环境和历史遗迹或其他自然价值、原住民和受影响社区保护的需求与采

矿、采石活动出现冲突，矿山部可建议部长内阁会议宣布某区域禁止矿业活

动或限制矿业活动。

2.禁采矿物

为了国家安全、公众健康或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需求或环境保护的需

要，部际委员会可根据矿山部的建议宣布某种矿物质为“受限制物质”。

所有放射性矿石均为限制物质。

阿富汗矿产法规定，外国人不能获得手工开发授权。

第二节 外商投资管理

一、投资主体

阿富汗矿业投资主体包括个人和公司实体。

（一）个人投资者

年满18岁并依法取得阿富汗居住和投资权的外国公民。

（二）公司团体

依法组建的合法实体或作为合作法人实体建立的合法实体；根据外国法

律组建或者合建的法人，即依法有权在阿富汗居住、投资和做生意。

外商为了向相关部门获得矿业权和信息，有义务在阿富汗建立和维持一

个常驻代表机构，或指定并维持一个授权的阿富汗居民代理。

二、投资方式

外资投资方式有独资以及和政府或其他投资者合资两种投资方式。具体

的形式为：

（一）100％股权的国外私有企业。

（二）任何股权配置的国内外合资企业（股权的配置由当事各方共同协

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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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富汗政府和国内外私有的合资企业。

三、投资管理机构

阿富汗管理一般的外商投资的机构是部际委员会、投资高级委员会和阿

富汗投资促进局，矿业投资管理机构是矿山部。

（一）部际委员会

部际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小型和中等规模采矿合同的招标过程；批

准中型采矿合同；按照矿产法规定准许地表租金的减免；批准按照矿产法规

定的采矿业务使用费。

部际委员会的成员及在委员会的分工是，矿山部部长担任主席，财政部部

长担任副主席，经济部部长、商务部（现商工部）部长、外交部长作为成员。

（二）投资高级委员会

阿富汗投资高级委员会是政府指定的专门制定投资政策的部门，同时

它也负责协调和监督投资促进局的工作。该委员会由商工部、财政部、外交

部、经济部、矿山部、农业部、中央银行、投资促进局和阿富汗工商会的代

表组成。高级委员会下设在商工部。当一项投资议题涉及到具体的相关部委

时，该部部长将被邀请加入高级委员会参加该议题的讨论。

（三）投资促进局（投资支持机构）

阿富汗投资促进局是在上述高级投资委员会主管下，专门组织和推动所

有对阿投资活动并负责为希望在阿富汗投资的投资者办理注册、发放营业执

照和排忧解难的“一站式”投资管理和服务。

为了规范企业注册，阿富汗成立了中央商务注册局，帮助投资人注册企业。

（四）矿山部

按照阿富汗《矿产法》，矿山部的主要职能如下：

制定并实施与阿富汗矿产及其开发相关的政策，包括促进私营部门对矿

业运转投资的政策；

决定某些地区为受限制或停止开展矿业活动的地区；对限制开展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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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地区的分类、解除分类或重新分类进行审批；对“贵金属”、“宝

石”、“装饰石”或“受限制矿物质”等矿产或矿物质的分类、解除分类或重

新分类进行审批；对矿山或石矿矿床的分类、解除分类或重新分类进行审批；

废除或撤销许可证或其他矿业权，发放有关矿业权撤销的说明，并以书

面形式确认矿业权的终止；

发放或撤销许可证，并确定许可证特有的权利和义务；

审批小规模采矿合同；建议部际委员会审批中等规模采矿合同；建议内

阁会议审批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采矿合同；

宣布并安排矿床招标程序；

审批和登记许可证及其他矿业权的转让及相关事宜；审批和登记矿物质

的加工、转化、运输、经销、出售和（或）出口；

监督公共实体及其他部门的采矿作业；

确定正常情况下的矿产权利金率，并确保正常收取权利金；确定地表租

金，并确保正常收取租金。

四、外资企业到阿富汗投资矿业的程序

（一）外资投资矿业的基本程序

1.获取信息

根据阿富汗矿产法，矿业权的招标信息将提前在公共媒体发布。企业获

取阿富汗招标项目信息渠道很多，包括阿富汗当地报纸、媒体、网络、各部

委、国际组织等。

2.招标投标

阿富汗各部委的工程项目和外国援阿项目多采用国际招标方式，项目

招标公告将公布在报纸、媒体和网络上，并注明对参与项目投标者的企业资

质、资金、技术要求。有些项目，业主也可能采取议标方式，指定企业执行

项目。探矿权（勘查权）和采矿权（即开发许可证或授权）的招标信息及相

关程序，由矿山部提前在相关媒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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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可手续

外资如参加投标，会被要求提供资质证明、过去业绩（完成项目）的相关

资料和标书、保函等，这些资料和证明需得到业主或阿富汗矿山部的确认。

4.外商投资矿业流程图

阿富汗外商投资矿业流程见图4-1所示。

 

图4-1  阿富汗外商投资矿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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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资在阿富汗注册公司的规定

按新的阿富汗商业法（2007），想在阿富汗成为实体（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及合伙）的个人和企业，必须到商工部下面的中央商务注册局（一站式

注册服务机构）注册。

阿富汗商工部下属的阿富汗中央商务注册局负责办理外国人投资注册手

续，网站有详细的注册说明。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93（0）75 204 1772

电邮：info@acbr.gov.af

阿富汗中央商务注册局网站：http://www.acbr.gov.af/

阿富汗商工部网站：http://www.commerce.gov.af/english/index.htm

1.外资在阿富汗注册公司的具体规定

所有外国人包括商业公司和拟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的机构必须先从阿富汗

商工部领取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交纳400美元的营业执照费和其他阿富汗的法

律规定的应付费用。

外国商家必须阐明营业范围。

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商家必须遵守阿富汗的法律法规，并按程序支付相应

的费用。

拟申请营业执照的公司必须完备以下材料和程序：详细填写申请表格

（已明电传回）并附三张申请人照片；由所在国相关机构出具的申请人无犯

罪记录的证明；拟成立公司的名称、成立日期、投资金额以及国内公司的通

讯方式；由所在国银行出具的无不良记录证明；由所在国母公司或商会出具

的担保证明。

所有上述文件须由阿富汗驻外使馆认证、并加盖所在国驻阿富汗使领馆

的印章，由阿外交部转阿商工部。

申请注册的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10万美元。

已领取营业执照的国外公司可从所在国进口货物，但不能从其他国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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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外国公司不能进入零售业。外国公司可出口阿富汗商品到其他国家。外

国公司的营业执照有效期为一年，到期须申请延期。国外公司按现行法律可

在阿富汗设立办事机构，但必须用阿富汗的一种官方语言作财务账。国外公

司的办事机构应设在咯布尔，如有必要经商工部同意，可在其他省市设立分

支代表机构。

国外公司的资金往来须经阿富汗银行。

国外公司从业人员的居留、出入境签证须凭申请和营业执照由商工部协

同护照管理部门核发。

国外公司的业主经商工部核准可雇佣其他外籍人事，总人数不得超过总

雇员的1/8。居留签证经护照管理部门核准确有必要时可签发。

如外籍雇员违约，须报告商工部并在商工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阿富汗。

国外业主必须是全职，如因故暂时离开阿富汗，须经商工部许可并指定

其离开期间的代理人。

如国外业主永久离开阿富汗，须报商工部并在经审核无债务争议和已清

理账户的情况下，才可离开。商工部将在其离开的两个月前在公共媒体上发

布此消息。

国外业主和官员在阿居留期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阿富汗的宗教、政治

和安全事宜。

外国投资者或者公司如果想在阿富汗投资服务、咨询、后勤、运输等部

门，可以从阿富汗投资支持局（AISA）获取相关信息。

2.外资在阿富汗注册公司的基本程序

（1）到商工部申请。

（2）填表、准备相关文件。

（3）经商工部初审（如投资项目涉及其他部委的管辖范围时，应由其他

部委出具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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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促进局审批。当项目的金额小于100万美元时，投资促进局可

出具最终的批复，投资人持批复到商工部办理注册手续。当项目的金额大于

100万美元时，投资促进局报投资高级委员会审批。

外资在阿富汗注册公司基本流程见图4-2所示。

 

 

图4-2 外资在阿富汗注册公司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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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企业在阿富汗矿业投资概况

一、“中冶-江铜”中标艾纳克铜矿开发权

2007年11月20日，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和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组成

的投标联合体（以下称“中冶-江铜”），在阿富汗艾纳克铜矿开采项目的竞

标中胜出。

艾纳克铜矿地处阿富汗东部卢格尔省，位于首都喀布尔东南偏南约30千

米处，是世界上现已探明的最大铜矿之一，已探明铜矿石总储量7.05亿吨，平

均含铜1.56%，含铜金属量1100万吨，为特大型铜矿。根据协议，中冶-江铜

拥有该项目100%的矿业权。

根据与阿富汗政府签订的开发合同，该项目包括兴建发电厂、水源地泵

站、磷肥厂、铁路、医院、学校和清真寺，并将雇佣几千名阿富汗矿工，中方

10年投资额将达42亿美元，是目前阿富汗有史以来接受的最大的投资项目。

中方能够在与美俄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原因有五点：

第一，中国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邦，双方没有利益冲突，拥有外交和民

心上的优势；

第二，中国公司在开采冶炼技术、项目方案和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优

势；

第三，中国公司提出的营业额分成方案更让阿方满意；

第四，中国公司在项目环保方面以及项目周边的配套设施建设方面的方

案更加周到。

第五，阿富汗安全形势仍然十分紧张，驻阿联军频频遇袭，塔利班针对

西方国家项目的袭击时有发生，这也从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公司中标。

二、阿富汗政府对艾纳克铜矿投标要求

阿富汗政府公布的对投标艾纳克（AYNAK）铜矿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外

商投资阿富汗矿业基本程序和规定，对阿富汗矿业有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可

以参考借鉴，具体要求如下：



45

（一）投标主体能力要求

申请投标者应该是国际投资者或团体，并且这些国际投资者或团体的财

务能力，对铜的勘探和开发（开采）、加工、销售和浓缩，精炼铜技术能力

各方面都有良好的记录。

（二）资格预审

投标人必须提供可核查的证据，包括勘探、开发和开采艾纳克铜矿的技

术、管理和财政能力，应证明具有成功的铜勘探和开发的投资与技术管理水

平；成功的开发和经营采矿和矿物加工设施，所有利益相关者拥有积极的环

保责任感；拥有开发和经营大型资本项目的财政能力等。

（三）矿山部招标的发展目标

保持矿区可持续发展，产生长期的矿区租用费和税收收入；基础设施的

改善有利于整个开采行动和国家利益；经营要突出对环境、社会和就业等方

面的责任感；以开发新的铜矿资源为目标的在特许勘探区的高效勘探工作；

鼓励对项目的创造性开发。

（四）申请方法

有兴趣的各成员应该用英语和/或波斯的达里语提供下列文件和信息：

公司全名及联系人，邮寄地址，电话/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公司股权结

构；概括公司活动和业务的过去5年的财务审计报表和最近的管理报告或者年

度公司报告；铜矿开发和铜矿石处理的技术与业务能力；管理和技术团队的

组成及简介；对铜的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经验，环境和社会各方面的证书

及多年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与其规模类似矿藏的勘探和开发经验。

鼓励申请人提交不少于5页的英语和达里语的执行摘要。用英语提交充分

的企业报告文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即10-K表）），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季度报告（即10-Q报表），AIF，年度报告

等）。原件和五份复印件，使用密封的信封，并在信封右上角注明“艾纳克

投标意向书”邮寄到阿富汗矿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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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业权制度

第一节 矿业权制度概况

一、阿富汗矿产资源所有权

阿富汗法律规定，阿富汗一切矿产资源（含地表、地下、水域的）归国

家所有。矿山部统一管理金属、非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由专门法律规

定）等矿产资源。

二、阿富汗矿产资源分类管理

阿富汗对基础地质工作、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运输、销售实行集中

管理和许可制度。矿山部根据《矿产法》和《采矿条例》，全面负责基础地

质工作（由下设的地调局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选冶加工、运输和

销售。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加工、运输和销售的管理。石油天然气也由

矿山部管理，但适用碳氢化合物法及碳氢化合物条例（已出初稿）。放射性

矿产的勘查开发需由矿山部报总统和国民议会批准。

第二节 矿业权的设置

一、矿业权的类型及授予方式

（一）矿业权的类型

阿富汗的矿业权包括许可证（招标）和授权（政府许可）。许可证包括

勘查许可证和开发许可证。开发许可证包括（普通）开发许可证，小规模和

中等规模开发许可证。

小规模开采许可证，适用于那些不适合大规模开采或者不经济的矿床，

只限于具有以下特征由单一单元的矿业经营构成的矿业活动：矿业活动依赖

人工或者有限机械劳动；资本投资不超过500万美元（或相当于）。

授权包括：石矿勘查授权，石矿临时性开采授权、石矿永久性开采授

权，尾矿开采授权，手工开采授权，矿物的处理、加工、转化、运输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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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矿业权持有人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所有的财产权益，同时被要求准确保

留相关书簿和记录，定期上报其矿业活动。在不与阿富汗民法相抵触的情况

下，可依照规定出让、转让其矿业权。矿业权不赋予其持有人任何土地所有

权。

在阿富汗，一个人一般可同时持有一个或多个许可证和/或授权。矿业权

周边的扩展也必须得到授权，并受制于先已存在的保留权和矿业权申请。

（二）矿业权的授予方式

矿业权通过招标获取。许可证和授权由矿山部发放，且由采矿登记处登

记。持有人有权收到矿产证书，并收到“开发证书”作为开发许可的证明。

涉及到大型或超大型采矿合同招标时，需要对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评

估。在矿业权招标之前，矿山部应决定资格预审的要求，例如必要的专业技

术资格和能力，财政资源，设备以及其他物质设施，管理能力，经验，商业

信誉和人员等。

二、矿业权的覆盖面积

（一）矿产勘查许可证授予面积

勘查许可的范围，应从矿山部接收勘查许可申请起五个工作日内给以确

定，勘查许可证可授予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250 平方千米。

勘查许可证续期时，减少的面积应不低于总面积的25%。勘查许可证持有

人有权决定哪些区域减少，哪些区域保留。

个人或合伙人不得同时持有超过10个小规模勘查许可证和3个大型矿床的

勘查许可证，国家例外。

（二）石矿勘查授权面积

石矿勘查授权的最大范围不超过4 平方千米。个人或者合伙人与分支机构

不得同时持有超过10个石矿勘查授权，国家例外。

（三）开发许可证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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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许可证允许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50 平方千米，矿山部将按该许可证

的招标文件中所划定的区域界定。

当开采许可证的申请由一个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提出的情况下，其开发许

可证所涵盖的表面面积不得超过该勘查许可证的面积。如果开采申请只包括

部分勘探许可面积，则只有该部分包括在开发许可证面积内。

个人及成员组织不得同时持有3个以上大型开发许可证和5个以上小型开

发许可证，国家例外。

（四）石矿开发授权面积和划界

石矿开采的永久授权，其面积可达2 平方千米；临时石矿开采的授权，其

面积可达到10000 平方米（即1公顷）。

石矿开采的授权持有人应按照规定和以往经验，测量并划分边界，否则

采矿督察应当执行测量和划界任务，并由石矿开采的授权持有人支付费用。

个人、合伙人和分支机构不得同时持有10个以上的永久性石矿开采授权

或20个临时开采授权，国家例外。

（五）手工开采授权面积

手工开采可授予的最大面积是2000 平方米，每个授权投标费200美元。

手工开采的授权持有人应按照规定，要求测量并划分边界。如果调查和

划界未开展，则采矿督察应当执行测量和划界任务，并由手工开采的授权持

有人支付费用。

个人不得持有超过2个手工开采的授权。

三、矿业权期限

（一）勘查许可证有效期

勘查许可证从采矿登记处登记之日起3年内有效，如果持有人按时交纳

年度地表租金，并遵守其义务及其他相关许可规定，可继续延期两次，每次3

年，即总期限最长为9年。

（二）石矿勘查授权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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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矿勘查授权从采矿登记处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在持有人按时支

付年度地表租金、遵守义务的条件下，依照相关许可规定，可继续延期两个

周期，每期6个月。石矿勘查授权续期时，其面积应减少25%。

（三）开发许可证有效期

开发许可证有效期从采矿登记处登记日算起，最高期限为30年。在每年

按时交纳地表租金和遵守义务的情况下，可每次续期5年，直到矿物采完为

止。小规模开发许可证除外。

小规模开采许可证的有效期期限，从采矿登记处登记之日起，最长不超

过10年，且包括续期。其初始期限不超过5年，可以续期一期（5年）。如果

许可证持有人确定需要额外时间完成开发活动，许可证持有人可根据指定的

程序，申请将其小型开采许可证变更为正常开采许可证。

（四）石矿开发授权有效期

永久性石矿开采的授权从采矿登记处登记之日起，有效期为10年。在持

有人每年按时交纳地表租金和遵守义务的情况下，可每次延期5年，直到矿物

采完为止。

临时性石矿开采授权的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2年。临时矿产开采的授权

不允许延期，授权持有人有权就同区域范围申请新的临时开采授权。

（五）加工授权有效期

加工授权的期限为从发放日起5年，每次可续期5年，但总期限不超过30

年。

四、矿业权续期办理的相关程序及费用

各类矿业权证的申请办理事宜以及延期办理均需要交纳相应费用，不同

矿业权的标准各异，具体标准见表4-1。

（一）勘查许可证续期

在勘查许可证到期的60个工作日内，许可证持有人可向矿山部提交续期

申请，附加适当的续期费用。另外还应提交五份下列材料（如有可能，包括



50

一份电子版）：续期理由说明；三年勘查项目成果的验收综合技术报告；勘

查期支出费用的审计报告；三年续期的勘查工作计划（EWP）和预算；三年

续期的减排和复垦计划（MRP）；文件证明勘查许可证的授权面积已减少至

少25%，并且这部分区域已从勘探许可的范围中除去；在续期间从事勘探活动

的财务能力证明和财务担保。

矿山部在接收经审查核实所提交的报告后，可根据相关规定批准或驳回

续期申请。所有申请的驳回应以书面形式给出，并清楚地说明驳回理由。许

可证持有人有权就矿山部的决定提出上诉。

（二）石矿勘查授权续期

在勘查授权到期前的30个工作日内，授权持有人可向矿山部提交3份勘

查授权续期申请材料（如有可能，包括一份电子版），每份材料包括如下内

容：续期理由说明，勘探计划批准结果的报告，勘探期承担费用的报告，勘

探续期工作计划和预算，续期的复垦和减少损害计划，文件证明涵盖勘查授

权表面面积已经减少至少25%，并且从已知的和可辨区域构成的邻近区域的授

权中除去。

矿山部可以批准或驳回续期申请，所有被驳回的延续申请，矿山部应明

确说明驳回理由，授权持有人可依据规定程序对矿山部的决定提出上诉。

（三）开发许可证续期

在开发许可证期满前60个工作日内，许可证持有人可以向矿山部提交延

续开采许可的申请要求，并按规定交纳续期费和5份要求的材料。

矿山部可以批准或驳回开发许可证延续申请；所有被驳回的延续申请，

矿山部要书面清楚地说明驳回原因。许可证持有人有权根据法定程序对矿山

部的决定提出上诉。

（四）石矿开发授权续期

在开采授权届满前的60个工作日内，授权持有人可向矿山部提交续期申

请，并附3份如下证明和资料（如果可能，提交一份电子版）：续期理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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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包括储量说明；经营成果报告，包括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开采活动的财

务能力证明和财务担保；应用费、税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的付款证明；续期工

作计划，包括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矿山部可要求的或投标人可提交的其它

辅助文件。

（五）加工授权续期

在加工授权届满前60天内，授权持有人可向矿山部提交续期申请，该申

请须附有如下资料5份（如果可能，包括一份电子版）：续期理由说明；经营

成果的综合技术报告，包括对环境的影响；从事加工作业的财务能力证明和

金融担保；加工工作计划和延续时间；矿山部要求的其它证明文件。

综合上述内容，阿富汗各类矿业权属性见表5-1。

表5-1 阿富汗各类矿业权属性（面积、期限、续期、费用）

矿业权类型
最大面积

（平方千米）
办理费用
（美元）

期  限
（年）

续  期
个人或

公司最多
矿业权数

勘查许可证 250
小500中1000
大2000特大5000

3 两期6年
10个小型和
3个大型

开发许可证 50 5000 30
每期5年

直至采完

5个小型和3
个大型

中小型开发许

可证
5 一期5年

石矿勘查授权 4
小500中1000
大2000特大5000

0.5
两期
1年

10

石矿永久性开

发授权
2 5000 10

每期5年

直至采完
10

石矿临时性开

发授权
1公顷 2 不可 20

手工开采授权 2 200 2 可 2

尾矿人工开采

授权
200 10

每期5年

直至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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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矿业权主体

一、获取矿业权资格

（一）有资格持有矿业权的人员

年满18岁的阿富汗公民；18岁以上且依法取得阿富汗居住权和投资权的外

国公民；依法组织的法律实体，或依法律建立的合作组织；外国法人实体或者

依照外国法律建立的合作组织，即有权在阿富汗居住、投资、经商的实体。

外籍人员不得持有手工开采授权。

下列人员没有资格取得矿业权：按宪法规定的高级国家官员，议会成

员、法官、律师，矿山部、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成员，以及三级以上的

安全部门成员；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宣告破产的个人；被控犯有在金

融、经济和管理领域罪行，并被法院判处两年以上监禁的任何个人；其矿业

权在合同期满之前被终止、注销或撤销的任何人。

（二）对外国公民要求

为获得矿业权和目前有关授权的信息，任何外籍公民，应在阿富汗建立

和维持一个常驻代表机构，或者在阿富汗指定和保持一个授权代理人。

二、组建矿产勘查开发公司

设立投资企业的形式包括100%外商投资企业或与阿富汗政府或其他投资

者建立的合资企业。

（一）注册外资企业主要程序和所需要的资料

一般性的外资企业参照注册要求。

（二）设立私有投资企业的基本程序

一般性的私人企业设立程序是：到商业部申请 → 填表、准备相关文件 

→ 经商业部初申（如投资项目涉及其他部委的管辖范围时，应由其他部委出

具同意意见） → 私有投资办公室 → 当项目金额小于100万美元时，私有投资

办公室可出具最终批复。投资人持批复到商业部办理注册手续；如须在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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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行政区注册，可要求私有投资办公室开具证明。如果项目金额大于100万美

元，私有投资办公室将报高级委员会审批。

第四节 矿业用地制度

一、关于土地权属的法律规定

阿富汗的土地权利制度是由习惯法、民间法、伊斯兰法和国家的法律规

定形成的一整套制度。由于频繁的政权变更，正式的国家法律有些混乱。

（一）土地和厂房规定

阿富汗法律规定外国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拥有土

地，外国企业可以租用土地和厂房，最长租期50年。

由于近年来大量人口涌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土地和房源紧张，地价

和房价居高。阿富汗的土地所有权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没有明确一致的土

地权利规定，土地使用权往往是表面且个案处理的。大多数阿富汗农村人习

惯于通过社区管理来处理土地所有制关系，而非依赖法院官员。

（二）土地类型

阿富汗土地大致可分五种类型。

1.政府土地：注册为（或属于）国家物业。

2.公共土地：国家控制（但不拥有所有权），政府一直充当业主，公开出

租或出售土地，还包括当地社区预留利用的土地。

在阿富汗，国家土地和当地的公共土地往往缺乏明确的界线。

3.私人土地：属个人（家庭、宗族或村庄）拥有，不是集团所属的财产。

4.公用土地：非农性质，包括邻舍休憩用地，干燥高地，牧场和沼泽，传

统理解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

5.宗教土地（宗教基金）：最初由宗教机构持有，现在大部分由国家控

制，作为政府土地或公共土地。其余部分由当地清真寺持有，并不得买卖。

上述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不确定的，公共和社区土地之间、私人和公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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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间，以及政府和公共财产的利益之间往往存在重叠。

（三）土地权属查询

阿富汗建立有喀布尔现代化土地纪录项目（LRMP），建立了计算机电子

归档系统，采用新的土地所有权—数字化契约登记。一般的土地权属可以在

该系统查询。

矿业权登记的土地查询，可以通过采矿登记处的系统查询。

二、勘查开发用地规定

（一）矿业权持有人依法获得所需土地

阿富汗矿产法规定，矿业权授权其持有人占用开展矿业活动所需的土

地。当出现争议，在地主、土地占有者或矿业权人提出请求或出于公众利益

的需要，矿山部可以干预。

矿山部依法可征用私人土地用于从事矿业活动。如果矿产被发现在私人

土地或其下，国家可依法通过征用获取这块土地，除非私人土地主依据《矿

产法》获得了矿产作业许可证，按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具有优先权。

（二）禁止进行矿产勘查开发的土地

除非有矿山部授权，任何个人在下列区域不能从事矿业活动：

1.保留墓地；

2.含有考古和文化遗迹或国家纪念或国家指定名胜古迹区或天然纪念物；

3.位于或小于大坝或固定建筑100米内；

4.国防用途或由国防单位拥有；

5.机场范围内；

6.为铁路或管道项目保留；

7.为植树造林保留；

8.离村镇、城市边界小于100米的范围；

9.街道、道路、城镇、桥梁和其他公众基础设施所在区域；

10.国家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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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矿山部指定的未决索赔区域；

12.国家法令指定的受保护区和非限制区。

除非获得地主或土地合法占有者许可，任何人在下列土地不得从事矿业

活动：

1.离房屋和建筑物少于200米区域；

2.离农场少于50米区域；

3.离养牛场、水库、大坝或私人备用水源少于100米。

矿山部可能命令在一个矿业权的面积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或区带以保护

建筑和建成区、水资源、道路、市政和公用工程。在此情况下，矿业权持有

人无权要求补偿。

（三）矿业权持有人对地主的义务

矿床持有人对矿业活动造成的损害有法律责任支付赔偿金。

对农田造成损害，使其失去了原本的用途时，可补偿的金额等同于以下

一种，并以较低者为准：按纳税申报，该土地的公平市场价值；土地修复所

需成本。

农业土地生产力部分受损时，可赔偿金额等同于修复该土地所需的成本。

受损工业和住宅用地的赔偿金额等同于其修复成本。

受损的全部或部分农作物，森林产品和/或牲畜资源，其赔偿金额等同于

该受损物本应产生的纯收入。

三、矿业用地的其他规定

按照规定，如果国家利益，包括人口的健康和安全、国家安全、治安要

求等，采矿和采石活动与环境和历史遗迹或其他自然价值保护、原住民和受

影响社区保护要求不相容，矿山部可向部长内阁提交关于某一区域为禁止进

入或矿业活动限制区的提案以获批准。

矿山部可为矿业活动临时保留一块区域以作为对投标者的奖励或按照开

采合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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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矿业权申请、流转、放弃、吊销及转化

第一节 矿业权申请

一、矿业权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一）勘查许可证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申请勘查许可证所需材料，应按照投标具体要求提交，一般包括投标者

出价，资质证明，财务证明及环保要求。具体为：财务出价；三年勘查工作

计划（EWP）和相关预算；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EIS）、减排和复垦计划

（MRP）承诺，要求与矿山部合作编制并由矿山部批准；技术能力证明：包

括但不限于提交的三年勘查工作计划和减排和复垦计划中承担相关工作人员

的矿产勘查和环境管理资格和经验；承担三年勘查工作计划和减排和复垦计

划的财务担保；企业或公司的文件，确认是否有资格持有勘查许可证。

另外，矿山部可能要求其他支持文件。

勘查许可证申请人还需要提供下列额外信息：

1.投标人技术资格和财务来源说明。

2.如果投标是代表两个或者更多人，需要解释每人在许可中的权益（包括

每人将持有许可的权益百分比）。

3.许可区地图。

4.许可区地质、潜在矿化、勘查和采矿历史的摘要。

5.对拟议中的最低工作计划的声明，指出其目标，此阶段的支出，许可期

的估计支出等。

6.投标人认为能支持其投标的其他因素的说明。

（二）开发许可证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任何合格个人可按招标文件的具体要求，向矿山部索取投标表格、提交

申请、支付规定的费用，并且提交5份（最好包括一份电子版文件）以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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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矿山部准备的招标书的具体条款提交矿业权财务建议。该财务建议

必须包括投标人为取得矿业权和其他特许而愿意支付给政府的每吨矿石的权

利金数量和类型，以及保险费（premium）数额。

投标人需要承诺，如果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无资格得到开发权投标，中

标者必须偿还“实际勘查成本”——即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最初发现所需的经

费，此发现是开发权招标的主体，且该发现已经向矿山部报告并得到证实。

投标人需要承诺，如果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无资格得到开发权投标，中标

者必须进一步支付“合理利润”。这是由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承担的实际勘探

成本的部分费用，该费用由政府和中标者根据签订采矿合同的规模和类型计

算得出，具体如下：

1.小规模矿业合同，占实际勘探成本的20%。

2.中等规模矿业合同，占实际勘探成本的30%。

3.大规模矿业合同，占实际勘探成本的45%。

4.超大规模矿业合同，占实际勘探成本的60%。

投标人应向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提交一份付款日程表。

准备一份对环境规划计划和对环境影响评估的承诺。

如果矿山部要求，需要准备一份发展规划的承诺，包括拟定投资和对受

影响社区的社会经济做出的任何贡献。如果矿山部要求，应准备银行融资可

行性研究（该项研究必须在捐资银行可接受的程度上）。

技术能力、专业知识和采矿作业记录的证明，以及开发活动中，高级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环境管理的方法。

承担开发活动所需的财政能力和财政担保的证明；企业或公司的文件，

以确认其具有获得矿业权的资格。

如果投标人正在或已在国外进行采矿作业，矿山部应通过外交部确认投

标人在国外采矿作业的活动情况。

对持现有矿业权的投标人，如果适用，还应提交以下信息：投标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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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符合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的矿业活动的认证，包括支付适用的权利金，

税收和地表权益费用；在现有的勘查和开发活动的领域，提交一个缓解和恢

复工作（减排和复垦计划）状态的报告；以及年度活动报告的副本。

矿山部可能要求的其他文件：

1.投标人技术资格和财产资源的证明。

2.如果投标是由两个及以上人代表，须解释每个人在持有许可证时各自的

利益（包括每个人对许可证占有的比例）。

3.拟定工作计划表的声明，须提供如何在许可证范围内地区工作的概况，

包括以下几点：拟定采矿作业的大小，程度，类型和位置；拟定采矿方法；

拟定开发和生产计划；预期产量和长期的可开采资源开发开采方案；拟定

开始生产的日期；任何拟定的勘查工作；如果适用，应给出权利金估价计算

等。

二、受理矿业权申请的机构

阿富汗受理矿业权申请的机构为矿山部矿山登记处。

三、办理时间及费用

（一）勘查许可证办理时间及费用

矿山部在标书提交截止日期后15天内开始评议所有勘查许可证标书或提

案。矿山部将努力在评估开始后的30天内完成全部勘查许可证标书的评议。

矿山部在评估过程中可能要求额外信息，投标人应在矿山部指定的时限内提

交。

矿山部应在收到已签署的采矿合同日的15个工作日内，发放勘查许可

证。对于许可证续期，矿山部应在决定该续期申请符合要求之后的15个工作

日内发放续期勘查许可证。

为了获得资格，投标人根据不同勘查许可证应缴纳一定的费用。

勘查许可证的保证金应为三年勘查工作计划（EWP）投入值的5%。如果

投标人在勘查许可证投标过程结束时没有被选中，保证金将由矿山部在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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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退还。

（二）开发许可证办理时间及费用

评估小组在投标截止日期的30个工作日内开始开发许可证投标评估，并

且在三个月内完成开发许可证投标的审查。评估小组可在审查期间要求额外

的相关信息，投标人须在评估小组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该信息。

采矿登记处必须在签订合同和交付要求的费用后三天之内完成开发许可

证的登记和发放。

获得开发许可证投标，除了标书中规定的手续费外，要交纳等同于5000

美元的阿富汗货币投标保证金。如果同一区域的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无资格得

到开发权投标，中标者必须进一步支付“合理利润”。这是由勘查许可证持

有人承担的实际勘探成本的部分费用，由政府和中标者根据签订采矿合同的

规模和类型计算得出。

四、矿业权申请的其他规定

阿富汗矿法对手工开发（不适合工业或半工业开发）授权、小规模开发

（矿业活动依赖人工或有限机械，投资不超过500万美元）、石矿勘查授权与

开发授权，都有相应的规定和程序，但比正常的勘查许可证和开发许可证条

件宽松。

第二节 矿业权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权利和义务

（一）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权利

勘查许可证赋予其持有人在在有效期内及所授予的矿业权区域内，为寻

找矿物质及其他伴生物质（勘查许可证持有人可申请此勘查许可证包括这些

物质）进行矿产勘查工作的专用权。同一区域范围，勘查许可证的发放不排

除石矿勘查授权、石矿开发授权、尾矿开发授权或手工开发授权的发放，只

要石矿工作、尾矿开发或手工开发（视情况而定）不妨碍勘查许可证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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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勘查工作，且先前获得勘查许可证持有人的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勘查工作不可能变为开发工作，除非矿产勘查许可证持

有人按《矿产法》规定取得开发许可证。放射性材料的勘查和开发应在矿山

部长的建议下、并经总统认可和国民大会同意进行。

只要勘查许可证有效，在此期限内不接受其全部或部分区域的其他矿业

权申请。

如果持有人发现了能经济开发的矿床，勘查许可证赋予其持有人投标开

发许可证的权利。勘查许可证持有人被授权在勘查许可证指定的区域内采集

标本，以供实验室分析或工业测试。

（二）勘查许可持有人义务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须在采矿登记处登记勘查许可证日起的6个月内开展工

作，并要求为其矿业权区域支付地表权益费用。

矿产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有义务准备并向环境保护处提请通过减排和复垦

计划。持有人没有得到环境保护处批准不能开始工作。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于健康、劳工安全、人权、水利

用、环境保护和受影响社区保护的法律法规。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向采矿督察提交工作报告、预

算，最少年度投资和受影响的社区保护方案。提交的工作方案和预算中有任

何偏差，应及时向采矿督察汇报。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被要求在其勘查许可证区域范围内，采集并保存所有

标本、剖面样本和钻孔岩芯复本，并且如有必要提供给地质调查局检查，并

且在勘查许可证放弃、终止或过期时提交给地质调查局。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也被要求保留其活动的书面记录，并按要求提交报告

给地质调查局。

勘查许可证持有人发送标本到国外测试时应遵守海关法律，并且向地质

调查局提交关于标本的描述，指明编号、体积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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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许可证持有人权利和义务

（一）开发许可证持有人的权利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被赋予在所授区域范围、且在有效期内进行矿山矿物

质及其他伴生物质（只要伴生物质被包括在合同中）勘查、开拓、建筑和开

发工作的专用权。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依法可进行下列工作：

1.建设开发所需的设施和基础结构；

2.按环境管理计划和法律设定的要求，可以使用开发区域范围内的水木；

3.可以自由保存、运输、销售和使用矿物质，并可精选和持有相关区域范

围内采掘的其他物质（只要它们包含在合同中）。

4.建立加工厂或转化矿物质；

5.开展矿山部授权矿山的开采活动；

6.继续加工或转化开发区域内采掘的矿物质；

只要开发许可证涵盖区域内有采矿活动，在同一区域的全部或部分不接

受其他矿业权申请。

（二）开发许可证持有人义务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应为其区域缴付地表权益费用。

除有豁免凭据，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应在采矿登记处登记开发许可证日期

的18个月内，开始开发工作。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可为其区域范围的地表权益费用向矿山部申请缴付豁

免。矿山部应将申请提交给部长会议批准。部长会议有权授予3个连续的或非

连续的豁免期（因经济条件不好，没有产品市场），每期不超过1年。如果过

了总的3年豁免期，持有人未能支付地表权益费用，矿山部应撤销此开发许可

证。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应按可行性研究、开拓方案和环境管理计划开发许可

证范围内内矿床。在健康、作业安全、人权、水利用、环境保护、受影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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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保护方面，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规章。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应保留文件和活动书面记录，并至少在年度内，向矿

山部提交周期进展报告，包括其活动、投资、生产、销售、收入、估计储量

数据及要求的其他信息的描述。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还有以下责任：

1.许可证持有人应表明其有执行开发许可证规定的资金和技术能力；

2.许可证持有人应优先考虑阿富汗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成本。尤其

是优先考虑阿富汗施工企业，阿富汗的建筑材料和可用的技能，道路建筑和

交通建设的阿富汗分包商，阿富汗家庭设备、家具和食物。采矿就业中，许

可证持有人有义务优先考虑有资格的阿富汗国民；受雇外国人应规定受到很

高的专业训练和经验要求；

3.许可证持有人应使用合适而有效的采矿和加工技术；遵守环保义务，有

效地利用现有的最佳反污染治理技术和设施；

4.许可证持有人应向矿山部发布采矿作业的定期报告，包括所有相关的探

矿、采矿和财务数据。所有记录和档案应对采矿督察的监督公开透明；

5.许可证持有人应按相关法律文件支付地表权使用费、税收、特许权使用

费；

6.采矿作业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要求；许可证持有人应在其许可范围

内进行采矿和开发，不可干扰其他矿业权持有人的权力；尊重传统，促进东

道国和矿区周边社区的发展；

7.许可证持有人在其开发许可证被撤销后，并不免除其任何及全部的经

济、环境、法律和财政方面的义务。

许可证持有人在其报告中，还应追加以下信息：

1.过去一年矿山生产总结；

2.当年计划矿产量的预估量，如果没有计划产量，需说明原因；

3.当年拟进行的开发和加工方法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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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年拟定的位置、范围、开采方向和采矿经营期限，包括合适的地图和

计划以对拟定的采矿作业有合理的解释；

5.在地下作业的情况下，一份最新完成的采矿作业和开拓的复印件；

6.当年所有支出，工作场所事故和安全，康复活动的年度报表；

7.对剩余可开采资源量的估计，可能和估计的储量证明；

8.任何一个勘探活动的总结，包括这些活动的性质，钻探采样，任何地质

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研究的结果，过去一年的样品分析；

9.任何勘探活动的样品副本。

一旦发现文物，许可证持有人应立即停止开发，并将发现通知矿山部，

直到采矿督察授权，采矿活动才可再进行。

三、石矿勘查开发授权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权利

石矿勘查授权授予其持有人在所授权范围内、且在有效期内进行石矿材

料勘查工作的专用权。任何情况下，勘查工作不能变成开发工作，除非石矿

勘查授持有人依《矿产法》规定又取得了石矿开发授权。

只要一个石矿勘查授权区域在某一石矿勘查授权名下，此授权区域内的

全部或部分不得接收其他石矿授权申请，除非此石矿开发授权申请由所说的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提交。

石矿勘查授权还赋予其持有人获得相关区域全部或部分石矿开发授权的

权利，这样持有人可采掘所发现的材料（如果它能被经济地开发）。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有权采集石矿勘查授权指定区域范围内的矿物质标

本，以在其选择的实验室或工厂进行分析或工业测试。

（二）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义务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应为其授权区域缴付地表权益费用。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须在石矿勘查授权登记日起的3个月内，开展石矿勘

查授权中记述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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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有义务向环境保护处准备和提交减排和复垦计划

（MRP）以获批准。持有人不能进行勘查工作，除非获得环境保护处的证

书。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于健康、劳工安全、人权、水利

用、环境保护和因勘查工作受影响的社区保护的法律和规章。

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须采集和保留所有在石矿勘查授权区域范围内取到

的标本、样品组和岩芯，并提供给地调局检查，在石矿勘查授权放弃、终止

或到期时向地调局提交此标本复件。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还被要求保留其活

动的书面记录，并向地调局定期汇报进展报告和提交勘查资料。

考虑到海关法律规定，持有人可将标本送到国外化验，但之前必须向地

调局提交相关标本的说明，指明编号，体积和重量。

（三）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权利

石矿开发授权（不管临时的或永久的）持有人被授予在所授区域范围、

在有效期内开展石矿材料的勘查、开拓和开发工作的专用权。开发授权持有

人还享有以下权利：

建设开发加工所需的设施和工厂；拥有、保留、使用、运输和销售在开

发区域内采掘的石矿材料和精矿；对开发区域内采掘的石矿材料进行转化或

加工。

（四）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义务

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具有以下义务：

1.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应为其授权区域缴付地表权益费用；

2.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应在登记日算起6个月内开展开发工作；

3.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可按开拓计划和环境管理计划采掘和开发区域内矿

床。与计划和可行性研究的任何偏差应事先获得矿山部同意。石矿开发授权

持有人须遵守所有适用于健康、劳工安全、人权、水利用、环境保护和受影

响社区保护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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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被要求保留其活动的书面记录，并在不少于一年期

限内，向矿山部提交定期进展报告，包括活动描述、投资、生产、销售、收

入、评估的储量数据及其他可能要求的数据。

四、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权利

手工开发授权授予其持有人在授权涵盖的区域内手工开发矿物质的权

利，具体为：

1.在授权覆盖区域内进行相关生产作业；

2.拥有、储存、使用、运输和自由出售在相关区域内手工开发采掘的产

品，或精选此类材料或得到的其他物质；

3.如果被发现的矿床没有落入现有其他矿业权区域内，那么此手工开发授

权持有人有优先申请该矿床开发许可证的权利；

4.如果被发现的矿床落入现有其他矿业权区域范围内，此手工开发授权持

有人没有申请此矿床开发许可证的优先权，但有权就其发现此矿床的成本，

从获准开发此矿床的矿业权持有人处得到补偿。

手工开发授权不是专有权（独占权），不赋予其持有人取得相关区域矿

业权的任何优先权。

（二）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义务

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具有以下义务：

1.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健康、劳工安全、人权、水利

用、环境保护和受影响社区保护的法律法规；

2.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因其活动造成损害的，须向农民、地主和同一区域

其他矿业权持有人赔偿；

3.倘若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在其授权区域内发现了能（或可能）工业或半

工业开发的矿床，持有人应将此矿床的发现在30天内向采矿督察报告。确认

此矿床存在后，矿山部应制定其开发条件，并撤销此手工开发授权。



66

第三节 矿业权出让、转让、租赁或质押

一、矿业权流转类型和条件

按照法律规定，作为相关区域矿业活动的融资担保，持有人可以出让、

转让、租赁或质押许可证和石矿授权。其他情况下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租

赁或质押，以及非矿业活动融资目的的矿业权质押，只能由矿山部同意，并

符合《采矿条例》设定的条件。

只有提议的受让人、转让接收人、承租人和质押接收人有资格成为此矿业

权持有人，且受让人、转让接收人、承租人和质押接收人至少提供了保证或履

约担保的义务，许可证或石矿授权的出让、转让、租赁或质押才能进行。

（一）勘查许可证的流转

没有矿山部的书面批准，勘查许可证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过户；除了

为资助勘查活动筹集抵押贷款的情况。

（二）开发许可证的流转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可将其矿业权转移给另一个人，只要其满足以下规

定的合格条件：接受方提供类似的保证，或者担保履行许可证规定的应尽义

务；接受方必须阐述其具有必要的技术和财政能力进行该工作，并履行许可

证持有人应尽的所有财务和法律义务。

转让方应在拟定转让日前至少30天内，向矿山部提交拟定转让公告和相

应的费用。该公告必须充分阐明接受方具有转让许可证持有资格，并附上有

关各方之间的转移或转让协议复印件，由受让方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保

证其履行许可证规定的义务。

由矿山部提供该公告的样式。如果未提交申请费，此公告将不予受理。

矿山部应在接收该公告及所附文件的5日内审查。任何矿业权的转移或转让，

许可证规定的权利与义务，须由矿山部同意，并不得被无理拒绝。

在许可证转移或转让时，除非转让方遵守开发许可证、《矿产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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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条例》的所有条款和条件，许可证转让将不予批准。除非受让方在矿

山部重新注册转移或转让的许可证，并承担所有开发许可证下的义务和责

任，转移或转让许可证将不予批准。如果矿山部要求，对该许可证的转移和

转让，可追加额外的条件。

如果矿山部决定该接受方满足相关规定和要求，应通知缔约方转让生效

日期和任何可能附加的转移或转让条件，并将该转移或转让登记在册。

如果矿山部决定该接受方不满足相关适用的条件，应以书面形式立即通

知缔约方该决定，并提供书面形式的否决理由。矿山部所做的否决不应排除

转让方提交修正后的转让公告及另转移他人的情况。

（三）石矿勘查授权的流转

勘查授权不得转移或转让给其他个人，但可用于资助矿业活动的抵押贷款。

（四）石矿开发授权的流转

石矿开发授权可转让或出让给符合下列条件的另一合格持有矿业权的实

体：受让方提供担保或类似的履行授权义务的保证；受让方须提供必要的承

担已批准工作计划的技术和经济能力，并满足所要求的财务义务。

转让方至少在转让前30个工作日内，将拟议转让通知矿山部。通知应含

有足够信息，表明受让方有资格持有所转让矿业权，随附转让或出让相关方

的协议，以及受让方提供担保或类似的履行授权义务的保证。通知格式由矿

山部提供。除非缴付了适用费用，否则通知不会被接收。

矿山部在收到的5个工作日内，将审查其通知和随交文件。任何授权下的

任何权利和义务的出让或转让，须经矿山部同意。

授权出让或转让不得批准，除非出让/转让人在出让/转让时，遵守了所有

的授权职责和条件，以及《矿产法》和《采矿条例》的规定。出让或转让不

得批准，除非受让人在矿山部重新登记了已经转让或出让的授权，并且承担

了转让/出让人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如有需要，矿山部可能对授权的出让或转

让审批提出额外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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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矿山部认定受让人符合转让或出让条件，应通知当事方转让的日

期以及附加的出让或转让条件，登记本次转让或出让。如果矿山部认定提议

的受让人不符合适用条件，应及时书面通知当事方其决定并出具否定裁定的

书面解释。矿山部的否定裁定，不排除转让人向矿山部提交修订的建议转让

（出让）通知以解决矿山部的关切，或提出替代受让人选。

二、矿业权流转需要材料及审批流程

矿业权持有人必须提交协议或者合同文本，说明其部分或者全部权利的

出让、转让、租赁或质押，及采矿登记处涉及的矿业权义务。

如果矿业权的出让、转让、租赁或质押符合规定的条件，采矿登记处应

当登记此出让、转让、租赁或质押。

除非矿业权以受让人或转让接收人的名字在矿山登记处重新登记，否则

出让或转让不免除原持有人相关的环境保护、复垦的责任或合同中设定的其

他义务。

视情况而定，矿业权的承租人与出租人，在涉及国家矿业权、包括缴付

矿产权利金方面，应承担连带责任。

任何继承矿业权的人，被要求在原持有人死亡、丧失工作能力或破产12

个月内向矿山部申请正式转让或出让矿业权给继承人。如果在此期限内未提

交申请，此矿业权可由矿山部终止。

持有人有权自由出让、转让、质押或使用此矿业权采掘的产品，只要符

合适用法律规定。

第四节 矿业权的放弃、撤销和终止

一、矿业权放弃

（一）矿业权放弃一般规定

矿业权持有人可以书面声明方式，向矿山部提出放弃部分或全部矿业

权。在此情况下，矿业权持有人无权得到补偿。部分或全部放弃声明必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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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矿山部，须标明部分或全部放弃或保留的矿业权区域的坐标。放弃的矿

业权区域部分必须由完整的四边形组成。在矿山部批准后，采矿登记处应确

定并登记矿业权区域的放弃部分。

矿业权的全部或部分放弃，并不赋予持有人返还任何为此矿业权向国家

支付的费用，不免除持有人相关的环境保护、复垦的责任或合同中设定的任

何其他义务。

对矿业权覆盖区域的全部或部分放弃，对此区域范围内，有如下规定：

1.矿业权所涵盖放弃区域内的建筑及永久设施不得由持有人拆除，并无需

支付费用自动成为国家财产。

2.矿业权所涵盖区域外围的建筑及永久设施和所有权关系，应按与矿业权

持有人和财产所在土地所有者协议处置。如此协议无法达成，此建筑和结构

应自动成为国家财产且无需支付费用。在此两种情况下，矿山部为负责管理

处置后建筑和结构的权威部门。

3.在矿业权全部放弃的情况下，与放弃矿业权有关的所有地质和地球物理

资料，标本和其他信息应自动转交到矿山部，并无需支付费用。矿山部可能

要求持有人提供放弃范围的额外数据，信息和报告。

（二）勘查许可证（涵盖区域）的放弃

许可证持有人可书面请求，放弃部分或全部勘查许可证授予的矿业权。

请求应交至矿山部，并包括勘查许可证注册号，拟放弃区域的坐标及放弃理

由。放弃的区域必须由完整四边形组成。

矿山部应按要求审议放弃请求。矿山部在检查和确认许可证持有人在放

弃时的财务、财政、环境、法律和报告义务遵守或满意后，矿山部应通知许

可证持有人接收其放弃。

（三）开发许可证（范围）放弃

许可证持有人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放弃全部或部分的覆盖其边界的矿业

权。该要求可向矿山部申请，并应包括许可证注册号码，欲放弃区域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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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弃的原因。被放弃的区域必须是由完整的四边形构成。

矿山部将依规定来审查该放弃请求。许可证持有人的金融、财政、环

境、法律和报告义务在放弃时均合规的情况下，矿山部应把放弃请求被接受

通知给许可证持有人。

（四）石矿勘查授权涵盖面积的放弃

授权持有人可书面请求放弃其部分或全部矿业权。请求书递交给矿山

部，并包括勘查授权登记号，拟放弃区域的坐标和放弃理由。放弃区域应由

完整四边形组成。

矿山部应按要求审查放弃请求。如果在放弃时，符合授权持有人的经

济、财政、环境、法律和报告义务，矿山部应通知授权持有人接收其放弃申

请。

二、矿业权撤（吊）销和终止

（一）一般矿业权撤销或终止

矿业权在其有效期的最后一天过期，除非被续期。

矿业权可根据下面一条或多条理由矿山部命令撤（吊）销或终止。

1.持续或严重违反矿业权的条款和义务；

2.勘查延迟或暂停期超过一年又没有有效的理由（延迟或暂停期在合同文

本中说明的除外）；

3.开发延迟或暂停期擅自超过2年，或有授权但超过6年（延迟或暂停期在

合同文本中说明的除外）；

4.没有缴付地表权益费、矿产权利金或税收；

5.持有人破产；

6.矿业权因持有人补偿损失或罚款而放弃；

7.不断侵犯法律或持有人不断违反针对劳工安全与健康、人权、环境保护

或受影响社区保护方面的义务；

8.公众利益需要或命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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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业权撤（吊）销或终止前，应在不少于30天内向持有人送达矿山部

打算撤销或终止该矿业权的书面通知。如果矿业权撤销或终止仅仅是由于公

众利益的需要理由，应按规定向持有人补偿。

矿业权撤销或终止应由矿山部下达合理的书面命令，并接受持有人上

诉。

矿业权的撤销和终止不免除持有人相关的环境保护、复垦的责任或合同

中设定的任何其他义务。

撤销或终止的矿业权持有人可在相关命令下达6个月内，可搬移主人的设

备、材料和可移动装置。国家按有关规定，享有优先购买此类设备、材料和

可移动装置的权利。

在放弃期间，因矿业权建造并依附在区域内的建筑和常设设施应成为国

家财产，无需支付费用。依附于矿业权涵盖区域外围土地上的建筑和常设设

施，应由土地所有者和矿业权持有人协议处置。如此协议无法达成，此建筑

和结构应成为国家财产且无需支付费用。

在撤销或终止的情况下，与矿业权有关的所有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标

本和其他信息应转交到矿山部，并无需支付费用。

（二）石矿开发授权的撤销

授权持有人可在授权有效期内，利用适当的通知，以授权持有人认为适

合的理由，向矿山部提出授权撤销申请，矿山部应考虑这个通知并在30个工

作日内发布其决定。矿山部不会授权开发授权的撤销，除非授权持有人在撤

销时满足了所有其经济、财务、环境和法律方面的义务。

开发授权的撤销不免除授权持有人依《矿产法》和《采矿条例》的任何

义务。

（三）手工开发授权的撤销

矿山部在下列情况应撤销手工开发授权：如果支持手工开发授权发放的

因素不存在；在区域内发现有可工业或半工业开发的新矿床。在此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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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登记处应通知持有人撤销手工开发授权的决定。持有人应在收到撤销授

权通知日起的60天内，腾出其授权覆盖的区域。

如果授权持有人在30天内，不纠正其违约责任，矿山部应撤销此手工开

发授权。如果个人因违约责任被撤销手工开发授权，那么此人在3年内没有资

格获得新的手工开发授权，除非此人完成了矿山部组织的手工开发合适技术

培训课程。

第五节 探矿权转成采矿权相关规定

一、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条件

按阿富汗法律规定，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有优先通过投标获得其勘查发现

的矿床的开发许可证。如果标书评审过程中，两个或以上方案相同，矿业权

一般授予勘查许可证持有人。如果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没有赢得投标，获胜投

标人将向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支付全部勘查支出，外加合理利润比例。

二、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手续

按阿富汗《矿产法》和《采矿条例》规定，开发许可证应由矿山部授予

相同区域的勘查许可证持有人。

获得开发许可证的要求和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经济能力的证据；

（二）可行性研究；

（三）开发计划，包括提议的投资，以及对有关社区的社会经济贡献；

（四）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社会影响评价；

（五）环境管理计划（EMP），包括社会缓解计划，开发地复垦计划和

特定条件下的矿山关闭计划。

万一勘查许可证向开发许可证转换申请正在处理过程中，勘查许可证有

效期到期，其权益被认为是延伸的，直到开发许可证发放。

一个区域，除任何现有已经登记（包括现有许可证和任何矿山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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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矿业权，该区域其他开发许可证申请应由采矿登记处按时间顺序登

记，除非这些申请被拒绝。只要开发许可证申请在处理中，与相同区域全部

或部分有关的矿业权申请不予处理。

开发许可证由矿山部发放，且由采矿登记处登记。持有人有权收到矿产

证书，并收到“开发证书”以确认开发许可证。

 



74

第七章 矿业权经营

第一节 人力资源配置

一、当地用工制度

阿富汗对外资（独资、合资）企业一般采取国民待遇，鼓励雇佣当地员

工，但一般没有强制要求。在同等条件下，要求优先雇佣当地人。

对外国雇员在阿富汗工作，一般要求必须遵守阿富汗法律法规，尊重当

地宗教和传统；年满18岁并还未到退休年龄，须持原籍国和阿富汗卫生部的

健康证明；应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证；需要签订劳动合同。

二、当地用工条件

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连年的战争使阿富汗雪上加霜，各类

科技人才奇缺。阿富汗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赠款和捐助。地

质勘查工作主要由美国和英国地质调查局帮助进行，官方的阿富汗地质调查

局网店也挂在英国地调局网站上。

由于经济落后，劳动力成本也较低。对于矿业开发使用的高端和富有经

验的人员，一般由外资企业自己带过去或在全球招聘。但是，对于相关的人

才，要求企业做好培训工作。

三、外籍员工制度

阿富汗对外籍人士实行工作许可证制度，中国技术工人在阿富汗作为外

籍人士均等看待，外国人在阿富汗工作须获得阿富汗劳工部颁发的工作许可

证，并凭工作许可证才能办理签证和延签。

工作许可证申请程序是，外国雇主和雇员申请工作许可证，需携相关资

料到劳工部填写表格，再在指定银行支付手续费，取证时间一般1至3天。办

理劳工证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护照、签证原件和复印件等。

四、当地工作时间和工资

根据2006年阿富汗《劳动法》，员工工作时间为周六至周四，一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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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个小时，周四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5个小时。晚7：00以后

的加班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管理人员晚上加班工资最低按115%计，生产工人

晚上加班工资最低按125%计，不允许工人连续工作两个班次。周末和节日加

班的工资按150%计。雇员享受5~45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

工人工资不能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如解除合约，对工作1~5年的员

工应补偿2个月工资，工作5~10年的员工补偿4个月工资，工作10年以上的员

工补偿6个月工资。男性退休年龄65岁，最高不能超过70岁；女性退休年龄55

岁，最高不过60岁。工人月工资中自己支付3%作为退休养老金，政府和企业

承担8%。阿富汗人工参考价格见表7-1。

表7-1  阿富汗人工参考价格

种  类 单  位 价  格（美元） 地  点 备  注

技术员/雇员 月/人 600 喀布尔 月薪

技工（砼工） 月/人 260 喀布尔 8小时×26天

技工（瓦工） 月/人 286 喀布尔 8小时×26天

技工（木工） 月/人 312 喀布尔 8小时×26天

技工（钢筋工） 月/人 312 喀布尔 8小时×26天

普  工 月/人 206 喀布尔 8小时×26天

司  机 月/人 400 喀布尔

专家伙食标准 月/人 150 喀布尔

单程回国机票 张 400 喀布尔 至乌鲁木齐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经商参处2008年9月调查数据

五、当地工会组织及其他非政府机构

阿富汗设有全国总工会，创建于1965年，在首都喀布尔设有总部，各省

有省级工会。阿工会组织属非政府组织。阿富汗劳动法规定工人有权利参加

工会。目前，阿全国总工会约有20万会员，工会力量较弱，没有罢工习惯或

者传统。

其他主要非政府组织包括阿富汗工商会、红新月会、独立人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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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调查宣传协会、卫生发展服务协会、技术咨询协会等。

第二节 设备配置

一、矿业相关设备、材料及成本

在阿富汗投资矿业，一般设备需要投资者在本国解决，可以申请阿富汗

海关免税。阿富汗当地能提供地质勘查和开发所需钻孔、航磁、岩矿实验等

服务，但能力有限。阿富汗当地一般材料价格见表7-2，阿富汗设备租赁费用

见表7-3。

表7-2 阿富汗当地一般材料价格

品  名 规  格 单位
完税价

（美元）
备  注

钢筋 10毫米以内 吨 1400.00 俄罗斯产

钢筋 10~20毫米 吨 1400.00 俄罗斯产

螺纹钢 各种规格 吨 1400.00 2007年1000$/吨

镀锌钢管 直径15毫米 米 2.5 伊朗或巴基斯坦

木材 板材方木 立方米 331.00

综合平均单价，依照

常用消耗比例，以加

权平均计算

水泥 425#以上 吨 126.00 巴基斯坦产

砂子 中砂 立方米 14.80 阿富汗产

碎石 综合 立方米 17.90 阿富汗产

红砖 按立米块数折，注明块数 立方米 60.6
60×100×200黏土

砖，每立方米约757块

空心砖 按立米块数折，注明块数 立方米 38.00
200×200×400砂浆空

心砖，每立方米62.5块

铁皮瓦 按立米块数折算，注明块数 平方米 19.00 阿富汗产

白瓷砖 按立米块数折算，注明块数 平方米 13.00

300×300普通，国内

价格不超过20元人民

币

木窗 综合 平方米 35.00 估计价

白玻璃 综合 平方米 25.00

乳胶漆 综合 公斤 5.50 巴基斯坦产

调和漆 综合 公斤 3.50 伊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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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阿富汗当地一般材料价格

品  名 规  格 单位
完税价

（美元）
备  注

外墙涂料 高档/中档 公斤 12.5/4.5 巴基斯坦产

花岗石板材 各种厚度 平方米 19 巴基斯坦产

PVC管 直径15/20毫米 米 1.00/1.62 质量不佳

电线 米 1.76

数据来源：商务部材料。

表7-3 阿富汗设备租赁费用

品  名 规格型号 单  位 租赁费（美元）

轮式装载机 8小时 350

挖土机 8小时 380

推土机 8小时 400

压路机 8小时 450

吊车 12.5 吨 8小时 400

吊车 25吨 8小时 600

自卸卡车 10 立方米 8小时 200

注：如按月、年租赁，价格会低一些。

资料来源：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商参处采集的数据。

二、设备进口的报关手续与费用

（一）中国货运阿富汗的主要线路、运费与时间

中国货物运输到阿富汗大致有3条路线，即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其中

通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经白沙瓦、贾拉拉巴德到喀布尔是中国对阿富汗最

主要的货物运输途径，同时也是价格最低的路线。根据Deugro国际运输公司

提供的材料和其他素材，通过卡拉奇港转运阿富汗的运费及运输时间见表7-4

和表7-5。

1.中国主要港口到卡拉奇的海运价格

基于现时的BAF（BUNKER ADJUSTMENT FACTOR，USD90 PER 

TEU）海运价格，中国主要港口到卡拉奇的海运价格见表7-4。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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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中国主要港口到卡拉奇的海运价格

到达港：卡拉奇 CFR价，货币单位：美元

出发港 20尺集装箱 40尺集装箱 天数

大连 825 1540 23

青岛 825 1540 16

上海 725 1340 24

广州 825 1390 20

2.卡拉奇到喀布尔运费

卡拉奇到喀布尔运费的CFR价见表7-5。

表7-5 卡拉奇到喀布尔运费的CFR价格

货物类型 集装箱规格 价  格（美元）

商品货物
20’GP 2100

40’GP 3100

非商品货物
20’GP 1900

40’GP 2900

以上费用为“全包”价，费用涵盖了港口费、巴基斯坦转运清关、阿富

汗边境海关手续等文件以及空箱返港费用（阿富汗现未签署国际集装箱联运

协议）。

3.集装箱的滞留费用

船务公司一般的集装箱滞留期为10天，超过期限，以每天计算滞留费

用。而卡拉奇—喀布尔—卡拉奇的往返周期为23~25天。对于非商品货物

（NON COMMERCAIL CARGO），货物必须在边境地区（白沙瓦，巴基斯

坦）转装卡车再运喀布尔，周期约为15天。按前述10天的滞留期，大约的滞

留费用是每标准集装箱一天8美元（0~10天）或一天10美元（10~20天）。

（二）阿富汗货运的有关程序

对一般商品货物只能由卡拉奇港务基金会发出并经铁路运输，注意事项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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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文件或包装上须注明“GOODS IN TRANSIT TO AFGHANISTAN 

VIA KARACHI/ PAKISTAN”字样。

2.货物提单应注明阿富汗的收货人姓名和地址。

3.注明货物的承运商名称和地址。

4.领取由阿富汗商会签发的进口许可。

5.因巴基斯坦海关不容许改动，故务必请卡拉奇的代理正确清楚的填写阿

富汗转运清单（AFGHAN TRSNSIT MANIFEST）。运输代理公司所需文件见

表7-6所示。

表7-6 运输代理公司所需文件

序  号 文件名称及数量

1 海运提单/航空运输提单（Bill of Lading），原件+复印件

2 商业发票，原件5份

3 装箱单，原件5份

4 巴基斯坦中央税收局路线许可（人道物资），原件1份

5 阿富汗商业部的免税证明（如有），原件1份

6 原产地证明，原件+复印件

7 阿富汗进口许可，原件

8 阿富汗商业发票，原件

一般的卡拉奇清关时间要3~5天。从卡拉奇运输到阿巴边境白沙瓦

（Peshawai）或奎塔（Quetta）约需10~14天，经过简单的海关转运程序后由阿

富汗海关检查点核查，货物可运达阿富汗境内。阿富汗的海关核查点设在贾

姆若克（Gumrock），而通往坎大哈的设在斯宾·巴尔达克（Spin Boldak）。

阿巴边境的清关需1~2天。从托尔哈姆边境地区到喀布尔运输需至少2~3天，

从恰门（Chamman）边境地区到坎大哈至少2天。

（三）运输路线和距离

1.卡拉奇→白沙瓦→托尔哈姆→喀布尔（总长2065千米）

（1）卡拉奇→白沙瓦（1707千米）：Karachi  Port、Hyder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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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o、Noshera Feroz、Ranipure、Sukkur、By-Pass、Ghotki、Goth Machi、

Sadiqubad、Bhawalpure、Khanewal、Lahore、Sheikhupura、Gujranwala、

Gujrat、Lalamusa、Jehlum、Rawalpindi、Texila、Attock、Cherat、

Nowshera、Peshawar（道路状况：双向高速公路）。

（2）白沙瓦→托尔哈姆（阿巴边境，55千米）：Peshawar、Khyber 

Tribal Area、Jamrud Fort、Ali Masjid、Gurgura、Sultan Khel、Landi Kotal、

Khyber Pass、Torkham Pak-Afghan Border。

（3）托尔哈姆→喀布尔（303千米）：Torkham Border、Gumrock、

Jallalabad、Kabul。

2.卡拉奇→奎塔→恰门→坎大哈（总长913千米）

（1）卡拉奇→奎塔（670千米）：Karachi Port、Hub Choki、Gadani、

Vinder、Uthal、Bela、Wadh、Khazdar、Shrab、Kallat、Mustang、Quetta。

（2）奎塔→恰门（132千米）：Quetta、Kuchluck Town、Yaro Town、

Qila Abdullah Town、Shalabagh Mountain Area、Chamman City、Chamman 

Pak-Afghan Border。

（3）恰门→坎大哈（111千米）：Chamman Border、Waish、Spin Boldak 

Town、Mall Bridge、Argasan Bridge、Kandhar Airport、Kandahar City。

需要注意的是，巴基斯坦政府为控制走私问题，一直对阿过境商品采

取限制措施，目前禁运的物资有18种，如没有进口许可，不要在集装箱中装

运这些物资，以免受到罚款等处分。禁运物资清单如下：（1）香烟；（2）

棉纱以外的所有纱绽；（3）染料和化工品；（4）PVC和PMC制品；（5）

红茶；（6）电容器；（7）丝绸工艺品；（8）菜油vegetable ghee；（9）烹

调用油；（10）内外轮胎；（11）冰箱；（12）空调器；（13）电视机及零

件；（14）肥皂及洗发香波；（15）汽车零件；（16）电话机；（17）刮脸

刀；（18）录相机。

据了解，从国内运输物资到阿富汗必须选好运输代理，特别是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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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运输。委托不同的代理其全部运输费用可相差1000~2000美元，还可免去

许多麻烦并节省大量时间。

（四）阿富汗部分产品进口关税

根据商务部调查，阿富汗一般商品进口关税见表7-7。

表7-7 阿富汗部分产品进口关税

产品名称 关税 产品名称 关税 产品名称 关税

厨具 5% 牛、羊、鸡肉 2.5% 墨水 2.5%

缝纫机 5% 奶粉 2.5% 油漆 2.5%

门锁 2.5%
鲜奶、奶油、乳清、

干酪、蜂蜜
10% 洗发水 5%

灯具 5% 蛋 5% 牙膏 5%

电熨斗 5% 包装茶叶 5% 香皂、鞋油 5%

热水器 5% 动植物脂肪、油 3.5% 建筑胶水 5%

发电机 2.5% 葡萄糖、糖浆、糖果 5% 火柴 5%

电视机、空调、电

风扇、烤箱、磁带
5%

新鲜蔬菜、洋葱、土

豆、辣椒、柠檬
5%

润滑剂、油脂、

刹车油
5%

榨汁机 10% 口香糖 2.5% X光底片 2.5%

手表 5% 通心粉 5% 橡胶轮胎 2.5%

吸尘器及部件 2.5% 饼干 10% 盥洗室器皿 8%

磁卡 8% 巧克力 10% 皮具、手机 8%

非电力灯具灯饰 2.5% 果汁 5% 书包 2.5%

自行车 5% 发酵粉 5% 建筑木料 2.5%

娱乐CD 16%
碳酸饮料、矿泉水、

冰淇淋
20%

厕 纸 、 拖 鞋 、

玩具
5%

教育CD 5% 胶卷 5% 服装 10%

干、蓄电池 2.5% 液化气 2.5% 毯子、鞋 2.5%

资料来源：阿富汗海关

第三节 资金配置

一、外汇管理

阿富汗对合法换汇、汇款等没有限制。为防止洗钱，携大额现金（2万美

元以上）出境须提前向机场海关申报，违规者将受到相关法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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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富汗银行（Da Afghanistan Bank）为阿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发行货

币、制定金融政策、批准设立商业银行和外汇交易机构以及对商业银行进行

管理等。

二、阿富汗矿业融资状况

阿富汗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对本国企业或个人贷款，不向外资企业和外

国人贷款。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向当地企业、个人提供贷款服务，金额从140

美元至4000美元不等，贷款期为5~12个月，利率从15%至24%不等。大额银行

贷款1000美元起，短期为6~12个月，中长期为1~3年，利率9%至20%不等。

三、财务及其他管理规定

对矿业企业的财务管理，参照其他企业，没有特殊规定。

第四节 矿业活动的环境、社区保护要求与其他规定

一、矿业活动的环境保护要求

（一）勘查阶段环境保护要求

在开始工作前，勘查许可证或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应为其活动准备减排

和复垦计划（MRP）并获得环境保护处批准。减排和复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是勘查许可证或石矿勘查授权的一个条件。

勘查许可证和授权的环境社会保护要求，在可能会影响到环境的矿业活

动开始之前，勘查许可证或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必须向矿山部提交以下计划

和文件：

1.提交一份对受矿业活动影响地区的减排和复垦的详细描述；

2.勘探活动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合理预期分析；

3.提交一份详细的描述，包括成本估算和时间表，以及如何防止、减轻拟

定矿业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具体措施；

4.在完成该地区勘探活动后，对恢复受损环境采取的措施；

5.在许可证或授权期内的拟定工作计划和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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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低财政保证文件，财务保证必须覆盖减排和复垦计划支出，并可履行

工作计划、预算、最小年度开支计划，以及保护受影响社区的承诺。

如果勘查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根据拟定矿业活动的大小、类型和价值，

按上面要求过于繁琐或昂贵而难以满足，在矿山部支持的情况下，其可申请

豁免这些要求。

（二）开发阶段的环境保护

开发许可证或石矿开发授权申请人必须为其拟议的活动提交环境影响报

告以及环境管理计划，在环境保护处批准后执行。

在矿业活动前，环境影响报告应包括下列事项：生态系统包括动植物群

描述，该地区的地形，空气质量，地下和地表水，当地社会情况描述，以及

所提出的矿业活动对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所建议的矿业活动的直接和间接累

积环境和社会影响和风险分析，受矿业活动造成数量和质量影响的生态系统

的自然方面。

环境管理计划的执行应是开发许可证或石矿开发授权的主要条件，开发

许可证和授权的环境（社会）保护文件要求作为标书的一部分，开发许可证

或开发授权投标人在向矿山部的提案中，应包含以下计划和文件：

1.环境筛选报告/环境影响评估（以下称为“EIA”）。EIA应包括：开发

活动对自然和人文环境产生影响的详细描述；分析鉴定该拟定开采活动对环

境和社会潜在影响的类型、持续时间和强度，包括在该拟定开发活动周围地

区的其他矿业活动带来的累积影响；针对拟定开发活动确定带来的影响，鉴

定采取何种适当的缓解措施。

2.一份环境管理计划，描述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如何通过实施适当和协

调的环境管理机制，对付拟定开发活动产生的影响。该环境管理计划应基于

国际最佳业务，并且详细描述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如何进行其开发活动的建

设、运行、关闭和恢复，以及相关土地影响。特别地，该环境管理计划应：

（1）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所确定的由开发活动产生的环境、人类健康和社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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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详细描述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如何避免或尽量减少建设和开发活动

带来的相关影响。（2）利用适当和有效的自然程序，保护水土资源质量。

（3）提出矿井关闭计划。（4）建立定期的适应性评估监测程序，并向矿山

部报告以确保其环境管理计划的实施和遵守。

如果开发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根据拟定采矿活动的大小、类型和价值，

阐明上述要求过于繁琐或昂贵而难以满足要求，在矿山部支持的情况下，其

可申请对部分或全部要求的豁免。

二、复垦和环境整治保证金

矿业权持有人提供的财务担保保证其遵守环境和社会义务，包括复垦、

重新安置、受影响社区补偿等。许可证和授权持有人应建立和维持充足的财

政资源，以保证恢复、管理和治理矿业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财务保证须由

以下一个或多个途径提供：

（一）矿山部批准的信托基金表；

（二）由在阿富汗注册的银行，或矿山部批准的其它银行和金融机构提

供的不可撤销的信用状和财产担保；

（三）由矿山部批准的保险费用；

（四）由矿山部批准的履约保证金。

财务保证金额将根据矿业活动的阶段、规模和其它情况而改变，但无论

如何应覆盖以下所有的潜在成本：由矿业活动引起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恢复成

本；履行所有缓解和恢复环境的要求和承诺的成本。这方面财务保证的金额

将由成本支出决定。

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必须每年审查财务保证金额，并将其审查结果向矿

山部汇报。矿山部应审查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提供的财务保证信息，并决定

该财务保证金额是否充足。如果年度审查表明该财务保证金额不足以支付缓

解，重建和修复的义务，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必须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更新

后的充足的财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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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工安全和社区保护

在阿富汗从事矿业活动，应当重视劳工的健康与安全事项，注重社区人

口的保护工作。矿产法规定，在劳工、社区保护和人权方面，矿业活动的进

行应遵守适用法律和国际标准。矿业活动中强制就业和雇用童工是禁止的。

矿业权持有人应就其活动制定健康和安全计划。健康和安全计划在采矿

督察批准后，应当让其员工和其他进入矿区的人知晓。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管理计划中，列出相应的社区人口保护、拆

迁补偿等要求，注明矿业活动对当地人口、受影响社区和现有社会条件的影

响。

环境管理计划应包括规划的环境和当地人口保护措施和方法，社会影响

减缓，紧急响应计划，污染消除的减缓计划，矿山或石矿关闭计划，停止或

暂停矿业活动的复垦和恢复计划，当地人口和受影响社区的保护、重新安置

和补偿计划，以及所采取措施的效果描述。

结合国际最佳业务，制定适当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护方案的发展计

划。该发展计划应提出措施如何确保有足够的住房、卫生、道路、医疗设

施、供电、供水、教育设施、宗教设施和娱乐的机会。该发展计划还应根据

就业要求的相关规定，体现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就业及就业机会。最后，

该发展计划必须建立资金并实施承诺。

四、历史和文化遗迹保护

矿业权持有人应立即通知采矿督察和信息文化和旅游部的考古和文化遗

产司，关于矿业活动中发现考古和文化遗迹的情况。化石、稀有矿物和其他

任何列入考古和文化遗产目录的物品，都视为历史和文化遗迹要求。

矿业权持有人不能移动前面提到的物品。然而，他们可以代表国家保护

这些物品，直到国家移走。如果发现的遗迹物品在发现通知后60天内没有被

有关政府当局移走，那么在此期间后，保护物品发生的直接费用由国家有关

当局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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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规定

矿床持有人应就矿业活动中产生的任何严重的或死亡事故以及危急灾难

向采矿督察、环境保护处和相关管理与司法部门汇报。

第五节 税费政策

按《阿富汗私有投资法》规定，阿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即外资

公司和当地公司享有同样待遇和同等纳税义务。除地方税有差异外，阿富汗

实行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共有9种税，分别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

资本损益税、发票税、进口关税、固定税、附加税、土地税和市政税。

一、一般税赋和税率

（一）个人所得税：月工资收入250美元以下免税，250~2000美元征

10%，2000美元以上征175美元外加超出2000美元部分的20%。

（二）公司所得税：按纯利的20%征收。

（三）资本损益税：公司征20%，个人征1~2%。

（四）发票税：销售和服务类征2%，其它如佣金、利息、租金等为5%。

（五）进口关税：不同货物征收不同关税（见表6-7，阿富汗部分产品进

口关税）。

（六）固定税：对生意规模小的公司、进出口贸易商、为政府提供货物

/服务的公司和没有正规财务的公司征2%。

（七）附加税：0.5%至2%。

（八）土地税：各地区税率不同。

（九）市政税：按1%征收。

二、矿业税收优惠

按《矿产法》和其他相关适用法律，矿业权持有人和其分包合同人有义

务上缴税费、关税、矿产权利金和其他税费。

（一）矿业活动主体税收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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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从事矿业活动的矿业权持有人及其分包合同人受普遍适用税务

和阿富汗海关法支配。矿业权持有人应出具基于所得税法和其他适用法律、

并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资产负债表。

（二）税费收缴

依照所得税法、海关和相关法律，财政部是唯一有管辖权的税收及关税

收缴权威机构。依照《矿产法》规定，矿山部是收缴矿产权利金并转账国家

信贷账户的有管辖权的机关。

（三）矿业税收优惠期限

在财政部同意下，矿山部为了吸引更多私人投资于矿产部门的兴趣和信

心，可以向政府建议：

1.依照《矿产法》，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稳定授权持有人的税收、矿产

权利金和海关费用。

2.依照《矿产法》，在不超过8年期限内，稳定许可证持有人的税收和矿

产权利金。

三、权利金及其缴付

在阿富汗，投标人应当在标书中写明自己大致“愿意支付”的权利金水

平，实际权利金率由矿山部定。

开发许可证持有人和石矿、尾矿、或人工采矿开采或开发矿物质的授权

持有人有义务支付矿产权利金。勘查许可证持有人或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也

可能需要支付权利金，如果包括在矿业权条款中。

缴付矿产权利金的义务从商业生产第一日始，特定开采合同中有说明的

除外。

权利金在每个自然季度的下一月的最后一日或之前，以美元或互相商定

的货币支付。每次缴付应提交上一季度按出货和销售的应付权利金计算的细

致说明。

开发许可证、石矿和尾矿开发和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应支付所有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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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开发的矿物质的矿产权利金，权利金率由矿山部考虑到矿床的技术特性、

基础设施、经济条件和其他情形推荐，由部际委员会设定和同意。勘查许可

证或石矿勘查授权持有人，或其他任何从事矿物质开发的个人，就任何采掘

的、销售的、待售运输的、或被他们使用的矿物质缴付指定矿产权利金。

矿产权利金应当缴付给国库。矿业权持有人应每季向采矿督察报告，包

括产量、收入和其他财务信息。

四、地表权益费用和其他费用

矿业权持有人应为其相关的地表范围缴付地表权益费用，地表权益费用

由采矿登记处收取，上交国库。

（一）地表权益费

1.勘查许可证和授权地表权益费

勘查许可证和授权地表权益费的收取随期限而变化。

（1）首期：每公顷5美元（以阿富汗尼支付）。

（2）首期续期：每公顷10美元（以阿富汗尼支付）。

（3）次期续期：每公顷15美元（以阿富汗尼支付）。

2.开发许可证和授权地表权益费

开发许可证和授权地表权益费的收取随矿种不同而变化。

（1）金属和非金属矿产：每公顷25美元（以阿富汗尼支付）。

（2）宝石：每公顷35美元（以阿富汗尼支付）。

如果国家利益和公众福利需要，矿山部可被授权提高地表权益费。

（二）地表权益费用缴付方式

地表权益费应在矿业权于采矿登记处登记日的周年日缴付，以后每年同

日。

矿山部收取地表权益费并存于国家收入局账户（国库）。如果没有在指

定日期缴付，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除缴付地表权益费外，还要在应缴日期后

的一年内，按月追缴2%的费用。一年后，没有缴付地表权益费将构成撤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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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的理由。

（三）杂项费用

矿山部依照《矿产法》和《采矿条例》规定，可征收其他费用和额外收

费。

五、税费服务及利润汇回规定

（一）报税时间

企业报税时间为阿富汗财政年度末（阿富汗财政年度始于当年3月21日，

止于次年3月20日）。

（二）报税渠道

在喀布尔，企业如设有专业会计，可自行到财政部报税；如没有专业会

计，可通过咨询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代理报税。

（三）报税手续和资料

申报税收和企业营业执照年检相关联。企业需要提供旧营业执照、企业

税号、企业财会年度报表和收入状况表，在财政部填写调查表，财政部将根

据企业报表核算企业应缴税；企业到中央银行缴纳税款，中央银行出具收款

收据；企业将收据交回财政部，财政部将核查并出具缴税证明；企业凭财政

部证明到投资促进局办理营业执照更新。

按法律规定，在阿富汗的外资企业利润，可能合理汇回国内。

第六节 选矿加工与矿产品贸易

一、选矿（精选）加工相关规定

矿物质选矿加工（或）转化可由选矿加工转化授权持有人进行。希望进

行选矿加工转化矿物质的个人必须依照《矿产法》和《采矿条例》申请并取

得选矿加工转化授权。

开发许可证和石矿开发授权应单独取得。从相关区域内得到的矿产和矿

物质的选矿加工转化许可证和授权也必须单独授予。矿物质选矿加工转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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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安装和运营，应遵从适用于公共卫生、劳工安全、人权、环境和受影响

社区保护的法律。

（一）矿物选矿（转化）授权及其申请

如果没有从矿山部获得加工授权，个人不得从事矿产选矿或转化。

包含特定规定处理选矿的开发授权被视为包括选矿加工授权。在此情况

下，以及对小规模矿山，没有必要获取这里提到的选矿加工授权。矿石和矿

物的选矿加工应遵守有关授权。

选矿加工授权的期限为从发放日起5年，可按此期限续期，但总期限不超

过30年。

选矿加工授权的申请应由合格个人或其正式授权代表向矿山部提出。只

有向矿山部缴付所需费用，加工授权申请才会被接收。不符合强制性要求的

申请不被接受。作为申请的部分，申请者必须由合格人员准备5套下列材料：

1.拟议加工（选矿）厂范围的位置图。

2.可行性研究包括工作方案，厂址，磨机和工厂布局/设计，拟议作业中

使用的技术细节，防污染设施/措施以及产能。

3.环境管理计划。

4.技术能力证明，包括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选矿和环境管理方面履历及

跟踪记录。

5.从事申请中所示加工能力的经济能力和财务保证证明。

6.其他矿山部可能需要的支持文件。

（二）选矿加工授权的条款

矿物加工应按矿产法及其他法律规定进行，授权不得转让或出让给他

人；对公私财产造成的作业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授权持有人应向矿山部

督察处提交生产与活动报告；有效地使用最好的防污染技术设备保护环境；

按有关法律文件，缴付费用，租金或地表权益费，税收和权利金；在涉及工

作标准、健康安全和医疗设备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只要合格，授权持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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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面要优先考虑阿富汗工人；雇佣外籍人士只限于需要高度专门培训和

经验的技术。在使用外国技术和聘用外国高管的情况下，应执行有效的后备

培训计划。

授权持有人应使用合适的高效选矿技术；遵守任何其他矿山部要求的条

件。

授权持有人应对具有比较质量和成本优势的阿富汗商品和服务给予优先

权。特别地，授权持有人应优先考虑合格的阿富汗建筑企业、建筑材料和阿

富汗能获得的技术，阿富汗道路建设和运输分包商，阿富汗家庭设备，家具

和食物。

有效授权的条件和要求，在有效期内，可由矿山部修改。修改程序在授

权书中指定。修改请求应使用矿山部提供的表单并提交给矿山部。

授权可被注销、废除（吊销）和终止；授权持有人许可证的撤销，不免

除其《矿产法》和《采矿条例》的书面义务。

（三）选矿加工授权的发放

在收到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评估小组会初步审查申请的完整性。如果他

们认定不完整，矿山部会把不完整申请书返还申请者，并书面解释申请书不

足之处。如果认为申请书是完整的，矿山部会开始详细评价并审查申请。矿

山部承诺在开始审查的60个工作日内，完成加工授权申请的审查工作。评估

小组在审查的过程中，可能要求额外信息，申请人应在矿山部指定的时间范

围内提供。

申请被批准后，矿山部应立即通知申请人。如果申请被矿山部否决，矿

山部应向申请者提供否决理由的书面解释，并给申请人就申请被否决而上诉

的机会。采矿登记处应在申请被批准后15个工作日内，登记已批准的加工授

权，并在登记后正式向申请人发放加工授权。

（四）选矿加工授权的续期

加工授权到期前的60个自然日内，授权持有人可向矿山部提交续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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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须随附5套（包括1套电子版，如有可能）下列材料：

续期理由说明；作业成果的综合技术报告，包括环境效应；进行选矿加

工活动的经济能力和财务保证证明；加工工作计划和续期周期；矿山部可能

需要的其他支持文件。

收到请求5个工作日内，评估小组应开始审查请求。评估小组承诺在开始

评估后，不超过30个工作日内，完成请求书评估并签发决定。

（五）选矿加工授权的撤销和终止

加工授权可由矿山部经过适当程序注销、废除（吊销）或终止，基于下

面理由：

1.不遵从加工授权中的条款和条件。

2.违反《矿产法》或《采矿条例》的任何规定。

3.连续2年没有向政府缴付税费。

4.授权声明或后来的修改支持文件中的不实陈述。

5.国家利益和公众福利要求，或环境保护或生态原因。

6.选矿加工授权的吊销、终止或注销，不会免除许可证持有人的任何或全

部义务。

二、矿产品运输与贸易规定

开发许可证或石矿开发授权持有人有权运输其开发区域内采掘或生产的

矿物质。

矿业权持有人有权在特定地点储存其待运输的产品，遵从《矿产法》

和其他适用于公共卫生、劳工安全、人权、环境和受影响社区保护的法律要

求。开发许可证、石矿开发授权或手工开发授权持有人可以自由销售其产

品，或按照海关法律出口其产品。

按照下列条件，矿山部对出口金属、煤炭、宝石、饰面石材的出口以及

加工转化，应给予事先授权：

（一）如果国内化验或评估符合《采矿条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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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能证明在国内按经济成本原则，不可能利用这些未加工或半

加工金属，或未切割宝石或半加工宝石，或饰面石材。

石矿开发授权，尾矿开发授权或手工授权持有人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

下，有权出售或出口其产品；出口和出售产品的条件和条款必须包含于有关

许可证或授权合同。

第七节 违规处罚及争议解决

一、矿业活动违规处罚

（一）违反许可证和授权条款处罚

任何许可证或授权持有人故意违反或忽略许可证或授权规定的条款和条

件，或不执行采矿督察处任何书面指令的，将处以以下罚款：

1.对于小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1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2.对于中等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2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3.对于大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5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4.对于超大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10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持续性违规者将进一步在违规期间受到每日或不足每日不超过等同于

1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款。

（二）违反环保法规处罚

任何故意违背或严重忽略被批准环境管理计划的条款和条件的许可证或

授权持有人，将受以下处罚：

1.对于小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1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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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中等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25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3.对于大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5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4.对于超大规模矿业合同，处以不超过等同100000美元的阿富汗货币的罚

款。

任何人故意或过失地违背条例的，并由于疏忽而导致损害、降低，或威

胁人体健康和环境，需承担修复和整治工作的成本。

二、矿业活动争议解决

矿业活动引发的争议应通过行政机关或《矿产法》规定的仲裁机构、或

按阿富汗适用法律规定的司法当局解决。争议涉及方，包括个人和国家，有

异议权。

（一）提交争议

矿业活动中如引起了争议，可向行政当局提交争议。

（二）争议的解决

与矿山活动有关的争议应当通过矿山法规定的管理机关或仲裁解决，或

者司法机关按照阿富汗的相关法律解决。争议各方，包括个人或者国家，应

有权申诉。

根据《阿富汗国内外私有投资法》，关于争议的解决方法如下：

国内与国外投资者间或国内外投资者与投资办公室以及政府官员之

争议，应依照《矿产法》之规定、企业文件（包括具体签署的合同或协议

等），通过相互理解、友好的方式解决。如仍不能解决，争议各方应依照

1965年3月18日颁布的华盛顿仲裁法或联合国法院之国际商法予以解决。依照

上述国际法裁定的判决和或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法定判决应是最终裁决，争议

各方必须服从该裁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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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相关争议解决方式

（一）向行政当局提交争议

任何与矿业活动有关的争议当事人，可在发生争议时起三个月内，向矿

山部提交争议解决申请，该争议解决申请书须附矿山部向国家银行担保的证

明：小规模采矿合同，可达2000美元；中等规模采矿合同，可达4000美元；

大规模采矿合同，可达6000美元；超大规模采矿合同，可达8000美元。

申请须明确说明争议的性质，确定对立的双方及解决要求。该申请须附

有争议当事人的书面证明材料。

一旦收到争议解决申请，矿山部应将申请的复件送达所有当事人，并要

求他们在送达日期的一个月内给予应答。

该应答须说明应答者关于争议的立场，并须包括应答方同意行政支付或

拒绝参与过程。另外，该应答必须附有能证明应答者身份的，与争议有关的

可信的书面材料。如果应答者拒绝，矿山部将送达并通知需解决争议的当事

人，当事人必须依矿产法寻求司法解决争议。如果应答方同意按本条例解决

争议，矿山部会制定解决争议的日程表。在争议解决过程中，没有人包括声

明会影响到当事人已有的权利。

争议应在书面证明的基础上解决，如可利用与争议有关的行政记录，应

包括书面证明，所有争论方准备和提交的书面材料、投标、计划、信件、许

可证和授权、审查报告或其他矿山部保持的有关矿业活动的争议记录。

如果当事人同意行政解决争议，交给指定的矿山部官员听审并解决矿业

活动纠纷。该官员将在审查约定文件后的30天内，向矿山部提交决定文件，

如有必要，还须审理争论方的陈述。

如果当事人同意仲裁解决争议，可依法选择或保留一个独立仲裁人解决

争议，或者请求矿山部召集仲裁代表来仲裁争议。矿山部代表由三人组成，

其中一人必须为持有许可证的采矿工程师、地质工作者或由部长委任的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该代表将在当事人提交案例后的30天内，向矿山部书面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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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二）向仲裁机构提交争议

矿业权持有人与国家之间，或矿业权持有人与第三方之间有关矿业权的

争议，应按下列方式解决：

1.经当事人同意，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争议可由行政当局或仲裁解决；

2.根据当事人的协议，通过阿富汗之外另外一个国家司法途径；

3.如果当事人同意，可向阿富汗外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寻

求解决，如果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拒绝，应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

仲裁规则（“UNCITRAL规则”）解决。

（三）向法院提交争议

如果当事人的任一方对征用土地赔偿和向当局提交争议解决的执行不满

意，该当事人可向司法当局提交争议。司法当局应按民法、刑法和适用法律

规定采取行动解决。

如果卷入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为国家，矿山部有权代表国家，努力通过行

政、仲裁或司法程序解决争议（无论在国内和国外）。任何与案件有关的文

书和文件应提交给矿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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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投资风险与投资机会

第一节 比较优势

中国到阿富汗开发矿产资源，具有一些突出优势，也存在许多风险。主

要的优势体现在阿富汗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中国与阿富汗资源相关产业互补

性强，阿富汗劳动力等相关成本低，与我国近邻，运输成本低，以及阿富汗

政府和民众欢迎中国投资、与中国友好等。

一、资源禀赋

阿富汗国内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是世界上公认的矿产资源潜力较大的

国家之一。据美国地质调查结果，阿富汗约有20个富矿地区，喀布尔以西的

Hajigak铁矿蕴藏量达到20亿吨，预估品位为62%；喀布尔以东广阔的花岗

岩地区则有着丰富的锂矿资源，其储量足以与目前锂矿储量大国玻利维亚抗

衡。时任阿富汗矿业部长沙赫拉尼宣布，阿富汗待开发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

高达3万亿美元。他表示，阿富汗拥有包括铁、铜、煤、黄金、石油、天然气、

锂等多种资源，且储量巨大，商业价值高，并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专家还探

明阿富汗蕴藏大量铌矿。用铌制造的合金是眼下一种重要的超导材料。

二、政府优先开发策略

资源开发是国家重建和复兴的基础。阿富汗政府积极为资源的开发拓展

政策空间。为了让矿产资源尽快变成财富，阿富汗政府在英国举行了矿产资

源招标的先期推广活动，另外，还计划在美国也开展类似的活动，希望通过

各种宣传活动来吸引国际资本和各大国开发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加

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开展地质人才的培养，加强在勘探、地震构造学和遥

感技术等地质方面的技术合作。

三、地缘优势

中国和阿富汗之间有92千米的边境线，并通过瓦罕走廊实现两国的陆路

交通。瓦罕走廊长约400千米，东西走向，其中在中国境内长约100千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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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文明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个通道链接印度和欧洲。由于其远离塔利班

控制区域，所以少有战火波及，稳定性较好。“瓦罕走廊”是中国与阿富汗

唯一接壤地段，谁控制了这一地区，谁就控制了中国与阿富汗未来的往来通

道，间接控制了中国与中东等地区的陆上往来通道。由于阿富汗仍处于战乱

期，出于安全考虑，目前中阿陆路边界处于封闭状态。但随着阿富汗局势的

好转，未来通过瓦罕走廊实现交通运输问题，是降低成本，拉动中国西部发

展的先天优势。

第二节 主要风险

在阿富汗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相关投资，突出风险表现在交通水电通信基

础设施差，政局不稳战争不断安全无保障，宗派林立、妇女不平等影响投资

效率，政府廉洁差效率低法律执行不力，基础地质工作程度低远景不清，以

及科技设备与熟练工人短缺。

一、安全形势严峻

阿富汗局势并未完全在政府的有效掌控中，阿富汗政府依然无力单独

对抗塔利班武装，美国对阿增兵的战略希望借助大规模攻击行动彻底击垮塔

利班，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在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上存在较大分歧，希望通过对

话解决冲突是阿富汗政府的立场之一。当下没有一个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应

对塔利班方案，而随着战斗的深入，塔利班的反扑势必更加猛烈，阿富汗未

来的安全局势将无法摆脱更艰难的困境。安全形势也突出表现在社会秩序混

乱。上述现状造成了阿富汗投资环境的恶化，投资率降低，经营风险加大。

安全风险还体现在地雷及未爆炸弹药的危害。连年的内战造成阿富汗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雷场。据联合国的保守估计，美国共投下的大约12.5万枚炸

弹中约有10%的炸弹没有引爆。它们隐蔽性强，不易发现，敏感度高，一触

即发。同时由于阿富汗地形复杂，且受排雷资金限制，长期以来因地雷及未

爆炸弹药受害的民众众多，自1979至今地雷已造成20余万阿富汗人伤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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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占总伤亡人数的一半，截止到2009年，阿富汗2/3的国土地雷得到了有效

清除 。但目前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地雷分布区。作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

缔约国，阿富汗承诺到2013年清除境内所有的地雷和未爆弹药。此外，阿富

汗政府与国际社会签订的《阿富汗契约》中，还确立了到2011年将受到地雷

和未爆弹药污染的土地面积缩小70％的目标。但受到资金以及国内政局的影

响，工作进展一波三折。因此，确保开发区域安全是非常必要的。

二、制度缺失、人才缺乏

阿富汗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当下的国内局势，造成了其制度缺失与行

政效率的双重风险。

金融、银行配套服务落后。在阿富汗，除两部基本银行法规外，现在没

有专业的法律、法规来保证银行合法权益。即使有专业的法律、法规，阿富

汗司法系统存在腐败现象，得不到信任。此外，缺乏具备经济专业知识的法

官人才短缺是所有商业银行开展业务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阿富汗很难找到合

格的银行管理人员，一些要害部门，如借贷、财务、会计、存款、信息技术

和客户服务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是难以物色到。人才培养也是阿富汗金融业发

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法官判案仍主要依据《可兰经》的内容。

因此法庭解决银行和借贷人之间商业纠纷的能力和信誉度让人怀疑。

三、政治、宗族风险突出

阿富汗的混乱政治又与多民族、多宗教（派，部落）事务纠缠在一起，

历史、传统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另外，阿富汗是个多山的内陆国家，在过去

半个多世纪里，阿富汗的任何国际贸易都必须通过伊朗、巴基斯坦、土库曼

斯坦和中国这些邻国。连年的政治纷争与战乱，恶化了阿富汗的国际环境。

周边各国陆续出于安全理由关闭了阿富汗通往邻国境内的大部分路段；而与

阿富汗交界的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又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将矿物运送出去的

风险颇高。这些因素恶化了阿富汗的投资环境，客观上加大了阿富汗投资成

本。



100

在矿产丰富地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部族首脑间的“博弈”恐怕难

以避免。尽管阿富汗在世界银行专家的帮助下编撰并颁布了国家矿产法，但

相关法律条款尚未经受任何司法“考验”。阿富汗传统上地方受中央政府约

束不强。地方部落群体独立自主，并享有高度宗教、文化、社会和政治自

决权。人们借助这些制度选举部落长老或部落长老会，解决冲突。宗教权

威人士也往往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因此，中央与地方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很严重。

四、腐败因素困扰阿富汗社会

阿富汗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近两年变得越发严重。国际反腐败组织“透

明国际”2009年年度“清廉指数”（CPI）报告，对全球180个国家的政府部

门进行腐败情况评估，阿富汗连续第二年排名下滑，得分1.3分，在全球范围

内仅次于索马里。

阿富汗政府2010年10月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司法部门设立特别法庭，调

查涉嫌贪腐的高级官员。阿富汗政府希望以此显示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同

月，联合国大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中也再次重申了迫切需要应对阿富汗

境内的各种挑战，加强法治和民主进程，打击腐败，加快司法部门的改革。

五、基础设施不足，政府效率低下

尽管近年来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和整个国家

经济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比起来还是存在不足。首都区整体情况尚好，但是地

方，尤其是塔利班占领区和交战区仍处于停顿状态。

受宗教传统、制度及其他因素影响，阿富汗政府办事效率和整个社会工

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民众素质低，计算机办公仍未得到普及，各部

门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很多部门仍是手工检索，也客观造成效率不高。

六、教育、就业与妇女问题严峻

长期的冲突和动荡不安破坏了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在2001年，塔利班

政权倒台之后，阿富汗学童的入学率评估为男童43%，而女童只为3%。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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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受教育状况尤其糟糕，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她们被禁止上学或接受教育。

此外，全国仅仅有2.1万名受过教育培训的老师去教授估计超过500万名适龄

学童，平均每个教师教授超过240名学生。尽管有国际组织或国际开发协会

（IDA）多边机制的倡议，但随着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尤其在阿富汗南部地

区，许多学校被迫再次关闭，使之前的成果毁于一旦。

阿富汗的妇女就业问题依然困扰重重。首先阿富汗妇女普遍受教育水平

偏低，这给妇女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就业机会带来不利；其次，妇女受到不

只是一个缺乏技能，也包括文化障碍，阿富汗没有已婚妇女出去工作的传

统，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阿富汗社会的许多农村地区，妇女甚至不允许离开

房子。

教育问题客观上延缓了阿富汗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就业质量，使在阿投资

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制约。

七、融资及汇率风险大

阿富汗目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对本国企业或个人贷款，不向外资企业

和外国人贷款。同时，由于相关制度建设，以及发展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

等行业发展相对滞后，客观上也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目前，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在阿富汗设有工作组，可以联系融资贷款问题。

阿富汗金融体系运行不稳定，2010年9月，因作假和经营不善使阿富汗

最大银行喀布尔银行陷入挤兑危机，迫使政府出面为金融稳定做出担保。同

时，阿富汗《中央银行法》明确规定，所有交易、记账都必须用使用阿富汗

尼。但事实上，在日常交易中，美元和阿富汗尼一样流通。银行希望通过用

美元记账来规避阿富汗尼对美元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阿富汗黑市交易

十分活跃，位于首都喀布尔的货币黑市，对阿富汗经济有重要的影响。

2009年10月，阿富汗政府宣布将在阿富汗国民银行（ANB）正式推行伊

斯兰银行制度，以期规避金融风险，提高自身竞争力。按伊斯兰教规，利息

为非法收入，必须禁止。实行伊斯兰银行体系的金融机构对借贷不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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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银行贷款不收利息，储户存款也不付利息。

第三节 合作及风险防范建议

一、谨慎决策，充分了解阿富汗投资环境和市场

在对项目进行充分全面的可行性调研和对投资地进行安全评估后再做决

策，应避免到安全无保障或者交战区进行项目实施。在国内要充分了解阿富

汗所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及相关配套领域的风险点，多与国内权威部门在所

投资领域进行了解沟通，了解国家对投资项目的相关政策。中国商务部关于

“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 ”许可程序中明确规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

地方企业开展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应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室）的意见。商务部核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境外投资

应征求我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类境外投资应当征求国内有关商会、协会的意见，以作为

核准时的参考”，并以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批复并发证（《企业境外

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的形式予以告知。

二、安全第一，制定各种应急方案，确保人身安全

阿富汗政局不稳，暗杀或者爆炸等活动时有发生，对于塔利班与阿富汗

政府交战区更要谨慎出行。对于阿富汗国内尚未清除的地雷区域也要避免作

为考察或投资地区。阿富汗被誉为绑架者的天堂，绑架既可能是交战方博弈

的筹码，也可能是地方犯罪组织获取利益的方式。同时，战乱危机等不确定

因素在阿国将长期存在，“在缺乏有力制度和易于发生政治冲突的国家，局

势可能变得极其危急。中国企业在追逐他人惧怕涉足的机遇的同时，长期以

来一直承受着这种风险” 。因此，制定应急计划的必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

三、尊重阿富汗民族习惯与宗教传统，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尊重阿富汗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伊斯兰教的作息时间和节假日

安排，绝不能有任何亵渎宗教信仰的行为。阿富汗日常礼节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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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阿富汗人的一般礼节礼仪有3种形式。与陌生人相见时，一般惯行

握手礼；与相互熟悉的人相见时，一般惯以右手按胸，同时点头并说“真主

保佑”，然后再拥抱两次；与特别亲密的朋友相见时；一般要亲吻或碰额两

次。

（二）在阿富汗，客人穿着部落首领的赠衣，或持有赠送的匕首，不但

可以畅通无阻，还会受到特殊的保护。

（三）阿富汗人忌讳有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的说话。认为这是一种不良

的举止。他们忌讳左手传递东西或食物。他们视左手为肮脏和下贱之手。所

以使用左手是极不礼貌的，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他们对“13”、“39”数

有所忌讳。认为这些数字有消极的含义。 

（四）阿富汗伊斯兰教严格禁酒。所以他们的国民是不饮酒的。他们禁

食猪肉和一切怪形食物。如：螃蟹、虾、海鱼等；他们还忌讳使用猪制品，

也忌讳谈论有关猪的问题。

（五）阿富汗人有以茶待客的习俗。往往一敬就是三杯茶。第一杯为止

渴，第二杯表示友谊，第三杯是礼节性的。他们有饭前饭后洗手的习惯。一

般他们总是请客人先洗，然后主人再洗。

四、灵活处置与合法经营并举

合法经营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阿富汗长久以来形成的交易规则

是任何投资者都无法回避的，这既是现实也是一种既定的法则，因此，要处

理好政府内外的关系是考验投资者的一项重要内容。阿富汗地方家族势力在

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很大，很多领域都被政府要员或者其宗族势力

成员所控制。除了喀布尔中央政府，在阿富汗努里斯坦地区，普什图人居住

的地区以及阿富汗西部、北部和中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很多独立性很强的

部落。因此，在阿富汗投资应当灵活借用地方部落或宗族势力的影响，往往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04

五、履行社会职责，热心公益事业

阿富汗作为邻国，历史上互通有无，由于与新疆接壤，风俗信仰趋同。

易于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适当的福利与公益行为，是创造和谐投资条件的

有力抓手。

同时，投资贸易往来要坚持诚实守信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在阿富汗恢复重建市场秩序的大环境中，能够以质取胜。由于阿富汗国内金

融市场还不健全，货币汇率不够稳定，因此应选择有利的支付方式，如使用

信用证支付，降低交易风险。

第四节 投资环境总体评价

阿富汗经历了近十年的和平重建工作，国家整体企稳向好。东南部和南

部塔利班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对峙格局是阿国内最大的隐患，美国的对阿的逐

渐退出政策也要求阿富汗政府必须寻求国内和解之路，单纯依靠武力是无法

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阿富汗国内不稳定因素也困扰国家整体发展。根据

世界银行易商环境排名，2011年阿富汗在世界183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67位

（见表8-1），比2010年倒退2位，标示其投资环境在继续恶化的迹象。

表8-1 阿富汗投资环境全球排名（2011年）

序    号 易 商 指 标 排    名
1 易于经商 167

2 创办企业 25

3 施工许可证申请 149

4 财产登记 170

5 受信业务 128

6 投资者保护 183

7 纳税 53

8 跨境贸易 183

9 合同执行 162

10 企业破产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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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了《2010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 》，对全球

163个经济体进行的调查研究，被评为“极度高风险”的十个国家中，阿富汗

居首。这个过程是长期漫长，并依国际形势和各自力量此消彼长而反复。因

此，阿富汗国内混乱不稳定的局面在可以遇见的时间段都将存在。由此构成

的投资环境也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总体环境评价风险高。

由于阿富汗国家资源丰富，加之与中国毗邻，投资开发阿富汗资源是

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化解我国战略资源瓶颈的重要举措。艾纳克铜矿

的开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限于缺少必要的投资经验和对阿国投资环境

的熟悉过程，前往阿富汗从事矿业投资以及其他领域的投资仍将充满不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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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  阿富汗影响勘查开发投资的法规清单

法律法规名称
出台年份/
最新修订

备  注

中文 母语/英文
母语
文本

英文
译本

中文
译本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矿业法律法规
矿产法 Minerals Law 1985/2010 是 是
采矿条例 Mining Regulations 2010 是 是
碳氢化合物法 Hydrocarbons Law 2010 是 是
碳氢化合物条例 Hydrocarbon Regulations 2010 是 是
（外商）投资法
阿富汗私营投资法 2005.12 是 是

财税法律
税法 1965/2005.2
公司法律
股份公司和有限责

任公司法
1999 是 是

合伙法 是
合同法 2005 是 是
环境法律
环境法 2005.12 是 是
劳动法律
劳动法 2006 是 是
金融法律

其他法律
商标法 是
代理法 是
调解法 是
仲裁法 是

“备注”一栏的“母语文本、英文译本、中文译本”请填写“是”或“否”。

“是”是指可以提供给指南编制项目组；“否”是指无法提供给指南编制项目组。印刷出版

时，“备注”部分将不会在图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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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主要法律清单英语版本参见：

http：//www.doingbusiness.org/law-library/afghanistan。

一、《投资法》，2005年12月修改并出台了《阿富汗私营投资法》简称

《投资法》，此法无中文译本，有英文和母语文本。

二、《税法》，2005年2月对1965年的税法进行了更改，主要针对的所得

税法，此法无中文译本，有英文和母语文本。（www.mom.gov.af）。

三、《劳动法》，2006年阿富汗《劳动法》经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

法无中文译本，有英文和母语文本。

四、《环境法》，2005年12月，阿富汗通过新的《环境法》，此法无中

文译本，有英文和母语文本。

五、《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法》，1999年1月11日劳工法被废，阿

劳动法成立，此法无中文译本，有英文和母语文本。为在阿富汗成立公司提

供了法律依据。对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定义、成立、组织、章程、运

作、解散、转让和变更等做出了规定。

六、《矿产法》和《采矿条例》，《矿产法》于2005年发布，目前已出

2010年的英文（非官方）版本，《采矿条例》同样有2010年英文版本发布。

目前，本研究已基于英文版本翻译出《矿产法》和《采矿条例》。

七、《碳氢化合物法》和《碳氢化合物条例》，前者已出，后者已出初

稿。阿富汗矿山部网站提供英文版本下载。

八、《合伙法》，两人或多人联合从事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和行为

适用于该法。规定了合伙种类、合同签订、成立、运作、解散、转让和变更

等条款。

九、《仲裁法》，建立国内和国际适用的、程序有透明度的仲裁法庭来

处理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贸易纠纷。法律规定双方可以选择自己的仲裁

委员会，仲裁程序适用于阿富汗和外国公司，如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境

内商业法院起诉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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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调解法》，为阿富汗和外国公司提供了法院起诉或仲裁之外的选

择。和法院起诉和仲裁相比，调解通常速度快、费用低，因没有法律效力，

需要双方自觉遵守和执行调解结果。

十一、《合同法》，规范和保护签约人的权利。规定了合同基础条款、

构成和赔偿等内容。适用于销售合同、赠予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雇

用和劳动合同等。

十二、《代理法》，规范和保护代理关系，主体人授权另一人在确定条

件和许可范围内代为处理事务。规定了代理种类和范围以及代理人的职责。

明确了主体的权力和义务，以及终止代理关系。

十三、《商标法》，规定商标所有人可以注册商标来区别商品/服务，商

标必须有特色，不能误导或欺骗消费者。还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商标将得到

法律保护，对于使用相似标示销售质量差或不同品质产品或服务的伪造者将

采取强制措施。

十四、《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包括原始著作如文学创作、音乐、艺术

或科研工作等，原作者有复制权。还规定了什么情况下侵犯著作权，如何处

理等内容。

十五、《外国专利注册法》，规定在别的国家已注册的专利可以在阿富

汗申请注册，但必须是在专利原注册国批准2年之内。在阿注册专利后，注册

者必须“运作专利”，即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或用来生产产品。

十六、《标准法》，规定由阿富汗国家标准局为产品、生产和服务制定

标准，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为消除与技术有关的贸易壁垒，阿国家

标准局将通过协调力求使阿富汗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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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矿业服务机构清单

一、矿业相关政府管理机构

（一）资源管理机构

阿富汗矿山部

联系方式：阿富汗矿山部 Ministry of Mines

地址：Pashtonistan Watt,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93（0）202100309

邮箱：seraj_mehrab@yahoo.com

网站：www.mom.gov.af

（二）投资管理机构

1.阿富汗投资促进局（阿富汗投资支持机构）

Afghanistan Investment Support Agency （AISA）

地址：Opposite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93-202103404

传真：+93-202103402

邮箱：invest@aisa.org.af

网址：www.aisa.org.af

2.阿富汗中央商务注册局（企业注册）

Afghanistan Central Business Registry

电话：+93（0）75 204 1772

邮箱：info@acbr.gov.af

网址：http：//www.acbr.gov.af/

3.阿富汗商工部（Minstry of Commerce ans Industry）

地址：Darluman Road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93-700225718；0093-786225718

传真：+93-798013276

邮箱：fawad.it@commerce.gov.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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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ommerce.gov.af

4.阿富汗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电话：+93 752004199 

传真：+93 20 2103280

邮箱：info@mof.gov.af

网址：http：//www.mof.gov.af

5.阿富汗经济部（Minstry of Economy）

网站有联系反馈链接。

网址：http：//www.moec.gov.af/

6.阿富汗经济部重建和发展服务司（采购中心）（ARDS）

定期发布项目招标信息。

地址：4th Floor & 5th Floor, Malik Asghar Square, Kabul, Afghanistan

邮箱：ards.procurement@ards.org.af；hamid.sherzai@ards.org.af

网址：www.ards.org.af

7.阿富汗外交部

地址：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Afghanistan, Malek Asghar St. Kabul, 

Afghanistan

电话：+93-202100372； 700104173

传真：+93-202100360； 202100361

邮箱：contact@mfa.gov.af

网址：www.mfa.gov.af

8.阿富汗司法部（Minstry of Justice）

电话：+93-202100322

网址：www.moj.gov.af

二、矿业咨询服务机构

（一）地质调查与地质资料服务机构

1.机构名称：阿富汗地质调查局（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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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职能：根据国家资源调查规划，负责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

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

3.联系方式

地址：Afghanistan Geological Survey

Jalalabad Road, District 9, Kabul, Afghanistan

邮箱：wasy54@yahoo.com

网址：http：//www.bgs.ac.uk/AfghanMinerals/

（二）矿业咨询服务机构

1.金融机构

大阿富汗银行（Da Afghanistan Band）为阿富汗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发行

货币、制定金融、批准设立商业银行和外汇交易机构以及对商业银行进行管

理等。

国家开发银行驻阿富汗工作组的国内联系方式为：四川分行刘大远，电

话：028-86029760。

2.法律服务机构

法律事务所可为外国公司提供商务注册、法律咨询服务。

名称：Mandvwalla＆Zafar, Kabul, Afghanistan

名称：Zamob Lawyers and Advisors, Kabul, Afghanistan

三、外事服务机构

（一）中国驻阿富汗国外事机构

1.中国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传达室电话：+93-20-2102578

使馆经商处的传真：+93-20-2102728

邮箱：af@mofcom.gov.cn

2.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地址：SARDAR SHAH MOHAMOUD GHAZI  WATT,  KABUL, 

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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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7-0600-150-874（据参赞处网站）

邮箱：af@mofcom.gov.cn

网站：af.mofcom.gov.cn

（二）阿富汗驻华外事机构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Embass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地址：北京东直门外大街8号

电话：（010）65321582

传真：（010）65322269

四、阿富汗矿山部结构

（资料来源：阿富汗矿山部《2010~2015业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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