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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4最佳经商地
(部分经济体排名)*

1

2

3

5

8

13

14

15

17

45

40

51

19

35

新加坡

瑞士

芬兰

加拿大

新西兰

美国

德国

智利

爱尔兰

法国

墨西哥

巴西

秘鲁

哥伦比亚

来源：经济学人信息部 (www.eiu.com).

*82个国家

智利政治经济环境稳定、贸易开
放、法律透明、发展前景良好，
因此一直是最具吸引力的经商国
和活跃的投资目的地。根据经济

学 人 信 息 部 公 布 的 经 商 环 境 排
名，智利位列2010-2014年最具吸
引力的经商国家前15位，领跑拉
美地区。

经济学人信息部的排名研究了世
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衡量了90个
影响业务发展的因素，包括政治
环境、宏观经济稳定和劳动力市
场等方面。

同时，彭博市场将智利列为2013
年前十大新兴投资市场。根据该
报告，智利得分50.8，全球排名
第八。

一个有吸引力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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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经商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年经商环
境 报 告 中 列 举 了 智 利 在 经 商 方
面的诸多优势。今年上升2位，
在全球185个国家中，位列第37
名。2010-2012年间，智利维持了
上涨趋势，共上升了12个位次。

同时，智利在拉美地区经商容易
度排名第一，高于地区平均水平
6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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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经商环境报告排名
（部分国家，排名）*

1

4

10

24

29

34

37

43

48

97

91

124

54

65

新西兰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OECD平均

法国

智利

秘鲁

墨西哥

匈牙利

捷克

中国

拉美平均

阿根廷

巴西

印度

来源：世界银行 (www.doingbusiness.org).

*185 个国家

132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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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获得信贷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Strength of legal rights index (0-10)  6.0 5.0 7.0
Depth of credit information index (0-6) 5.0 6.0 5.0
Public registry coverage (% of adults) 37.4% 26.8% 31.5%
Private bureau coverage (% of adults) 3.5% 54.5% 74.6%

32 开办企业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7.0 10.0 5.0
Time (days) 8.0 71.0 12.0
Cost (% of income per capita) 4.5% 34.5% 4.5%
Minimum capital (% of income per capita) 0.0% 2.6% 13.3%

84 申请建筑许可permits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15.0 15.0 14.0
Time (days) 155.0 202.0 143.0
Cost (% of income per capita) 67.3% 163.8% 78.7%

40 申请用电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6.0 6.0 5.0
Time (days) 31.0 74.0 98.0
Cost (% of income per capita) 67.6% 532.7% 93.0%

55 财产登记perty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6.0 7.0 5.0
Time (days) 31.0 50.0 26.0
Cost (% of income per capita) 1.3% 4.3% 4.5%

2013经商环境报告中智利排名
(指数对比)*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人均GDP）
最低实收资本（%人均GDP）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人均GDP）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人均GDP）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人均GDP）

法律权益力度指数 (0-10)
信用信息深度指数 (0-6)
公共信用登记覆盖率 (%成年人)
私人信用机构覆盖率 (%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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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投资人保护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Extent of disclosure index  (0-10) 8.0 4.0 6.0
Extent of director liability index (0-10) 6.0 4.0 5.0
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index (0-10) 5.0 6.0 7.0
Strength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ndex (0-10) 6.3 4.7 6.1

36 缴纳税款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ayments (number per year) 6.0 29.0 12.0
Time (hours per year) 291.0 482.0 176.0
Total tax rate (% of profit) 28.1% 50.3% 42.7%

48 对外贸易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Documents to export (number) 6.0 7.0 4.0
Time to export (days) 15.0 18.0 10.0
Cost to export (US$ per container) 980.0 1,353.0 1,028.0
Documents to import (number) 6.0 7.0 5.0
Time to import (days) 12.0 21.0 10.0
Cost to import (US$ per container) 965.0 1,549.0 1,080.0

70 合同执行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36.0 38.0 31.0
Time (days) 480.0 765.0 510.0
Cost (% of claim) 28.6% 30.1% 20.1%

98 破产解决

来源：世界银行 (www.doingbusiness.org).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Time (years) 3.2 3.1 1.7
Cost (% of estate) 15.0% 16.0% 9.0%
Recovery rate (cents on the dollar) 30.0 31.3 70.6

年度缴费次数
时间（小时每年）
总税率 （%收益）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索赔额）

时长（年）
费用（%债务人财产）
债权人回收比例

信息披露指数 (0-10)
董事责任指数 (0-10)
股东要求指数 (0-10)
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 (0-10)

出口文件数量
出口时间（天）
出口费用 （美元每集装箱）
进口文件数量
进口时间（天）
进口费用 （美元每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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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削减

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从2011年开始开始实施竞争力促进计划，包括一揽
子改革举措，旨在消除监管的繁文缛节，并鼓励创新和提高生产力。迄今
为止，已经采取了48项措施。

同时，2012年开始了投资及竞争力促进计划，旨在落实具体的解决方案，
解决在智利投资困难，包括能源成本高及官僚障碍等。目前已经采取了7
项措施。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2013年5月智利政府成立了www.tuempresaenundia.cl 
数字平台，便于企业和社会组织免费注册，包括创建、分配RUT，修改和
解散法人等程序。

此外，自2011年起，公司可以即时取得固定市政牌照。经济部做出了一系
列努力，以简化创业过程，将审批时间从14天缩短到1天；取消了协同国
税局的需时16天的税收检查，并取消了官方公报的150美元的登记公布费
用。

智利凭借其高水平的贸易开放度
成 为 最 具 吸 引 力 的 国 家 ， 居 全
球十大自由国家之列。根据美国
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3年
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智利得

到79分，位列全球第七，拉美首
位。2012至2013年，智利凭借其
投资先进度和经商自由度，得分
上升了0.7。

开放和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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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经济自由指数
(部分经济体排名)*

1

3

6

7

10

14

19

24

29

100

54

119

37

44

香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智利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捷克

哥伦比亚

秘鲁

墨西哥

巴西

印度

来源：菲沙研究所 (www.heritage.org).

*179个国家

美国传统基金会强调指出，财产
权 、 投 资 自 由 度 和 货 币 自 由 度
是智利得分最高的部分，体现在
法 治 的 大 力 支 持 独 立 和 有 效 独

立的司法系统、审慎的公共财政
管理、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控
制。

菲沙研究所的2012世界经济自由
度 排 名 中 ， 智 利 位 列 第 十 位 ，

得分7.84（十分制），居拉美首
位。

2013智利经济自由度排名

总得分: 79.0 全球排名: 7

法治 有限政府
所有权 90.0 公共支出 83.7
腐败度 72.0 财政自由 77.6

监管效率 市场自由
商业自由 70.5 商业自由 82.0
劳力自由 74.2 投资自由 85.0
货币自由 84.6 财务自由 70.0

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www.heritage.org).

*17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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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在智利

投行瑞银认为智利圣地亚哥是全
球设立外国企业成本最低的十五
座城市之一。瑞银报告显示2012
年智利物价与收入指数为52.8，
在72个城市中排名第60

位；奥斯陆是最昂贵的城市，而
纽约平均物价则作为基准分100
分。该报告显示了122项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考虑了欧洲消费习
惯，包括三大类租赁费用。

来源：瑞银UBS (www.ubs.com).

* 72个城市，由高到低排列，奥斯陆是物价最高的城市。

瑞银2012物价与收入排名
（部分城市排名）*

根据仲量联行2012年第四季度优
质写字楼市场报告，截止2012年
底，智利圣地亚哥A和B级写字
楼面积达277百万平米，居拉美
18个城市季军。该事务所预测，
至2014年底圣地亚哥将新增80万
平米写字楼面积。

由于业务往来成本较低，智利在
获得私人融资方面具有优势。根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2年金
融发展指数，智利金融市场稳定
开放，机构排名居拉美首位。

全球范围内，智利在62个国家中
排名29，得分3.7（7分制），特
别是主权债务危机方面的低风险
（第2名）和贸易准入（第5名）
。

1
3

14
27
32
44
53
60
63
72

排名 城市 国家

  奥斯陆 挪威
  东京 日本
  巴黎 法国
  洛杉矶 美国
  香港 中国
  圣保罗 巴西
  布拉格 捷克
  圣地亚哥 智利
  墨西哥城 墨西哥
  德里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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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经济论坛(www.weforum.org).

2012年金融发展指数-智利

类别 排名*

制度环境  26
商业环境  24
金融稳定  7
银行金融服务 41
非银行金融服务 31
金融市场  40
金融准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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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扩大我们在智
利的业务，因为智利法律
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社
会经济稳定、游戏规则明

确、相关机构严谨。”

乔恩·塞戈维亚
合伙人兼董事

Solar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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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投资人保护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Extent of disclosure index  (0-10) 8.0 4.0 6.0
Extent of director liability index (0-10) 6.0 4.0 5.0
Ease of shareholder suits index (0-10) 5.0 6.0 7.0
Strength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ndex (0-10) 6.3 4.7 6.1

36 缴纳税款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ayments (number per year) 6.0 29.0 12.0
Time (hours per year) 291.0 482.0 176.0
Total tax rate (% of profit) 28.1% 50.3% 42.7%

48 对外贸易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Documents to export (number) 6.0 7.0 4.0
Time to export (days) 15.0 18.0 10.0
Cost to export (US$ per container) 980.0 1,353.0 1,028.0
Documents to import (number) 6.0 7.0 5.0
Time to import (days) 12.0 21.0 10.0
Cost to import (US$ per container) 965.0 1,549.0 1,080.0

70 合同执行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Procedures (number) 36.0 38.0 31.0
Time (days) 480.0 765.0 510.0
Cost (% of claim) 28.6% 30.1% 20.1%

98 破产解决

来源：世界银行 (www.doingbusiness.org).

指数 智利 拉美 经合组织

Time (years) 3.2 3.1 1.7
Cost (% of estate) 15.0% 16.0% 9.0%
Recovery rate (cents on the dollar) 30.0 31.3 70.6

年度缴费次数
时间（小时每年）
总税率 （%收益）

手续数量
时长（天）
费用（%索赔额）

时长（年）
费用（%债务人财产）
债权人回收比例

信息披露指数 (0-10)
董事责任指数 (0-10)
股东要求指数 (0-10)
投资者保护力度指数 (0-10)

出口文件数量
出口时间（天）
出口费用 （美元每集装箱）
进口文件数量
进口时间（天）
进口费用 （美元每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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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削减

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从2011年开始开始实施竞争力促进计划，包括一揽
子改革举措，旨在消除监管的繁文缛节，并鼓励创新和提高生产力。迄今
为止，已经采取了48项措施。

同时，2012年开始了投资及竞争力促进计划，旨在落实具体的解决方案，
解决在智利投资困难，包括能源成本高及官僚障碍等。目前已经采取了7
项措施。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2013年5月智利政府成立了www.tuempresaenundia.cl 
数字平台，便于企业和社会组织免费注册，包括创建、分配RUT，修改和
解散法人等程序。

此外，自2011年起，公司可以即时取得固定市政牌照。经济部做出了一系
列努力，以简化创业过程，将审批时间从14天缩短到1天；取消了协同国
税局的需时16天的税收检查，并取消了官方公报的150美元的登记公布费
用。

智利凭借其高水平的贸易开放度
成 为 最 具 吸 引 力 的 国 家 ， 居 全
球十大自由国家之列。根据美国
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2013年
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智利得

到79分，位列全球第七，拉美首
位。2012至2013年，智利凭借其
投资先进度和经商自由度，得分
上升了0.7。

开放和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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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经济自由指数
(部分经济体排名)*

1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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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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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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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香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智利

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

捷克

哥伦比亚

秘鲁

墨西哥

巴西

印度

来源：菲沙研究所 (www.heritage.org).

*179个国家

美国传统基金会强调指出，财产
权 、 投 资 自 由 度 和 货 币 自 由 度
是智利得分最高的部分，体现在
法 治 的 大 力 支 持 独 立 和 有 效 独

立的司法系统、审慎的公共财政
管理、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控
制。

菲沙研究所的2012世界经济自由
度 排 名 中 ， 智 利 位 列 第 十 位 ，

得分7.84（十分制），居拉美首
位。

2013智利经济自由度排名

总得分: 79.0 全球排名: 7

法治 有限政府
所有权 90.0 公共支出 83.7
腐败度 72.0 财政自由 77.6

监管效率 市场自由
商业自由 70.5 商业自由 82.0
劳力自由 74.2 投资自由 85.0
货币自由 84.6 财务自由 70.0

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www.heritage.org).

*17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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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在智利

投行瑞银认为智利圣地亚哥是全
球设立外国企业成本最低的十五
座城市之一。瑞银报告显示2012
年智利物价与收入指数为52.8，
在72个城市中排名第60

位；奥斯陆是最昂贵的城市，而
纽约平均物价则作为基准分100
分。该报告显示了122项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考虑了欧洲消费习
惯，包括三大类租赁费用。

来源：瑞银UBS (www.ubs.com).

* 72个城市，由高到低排列，奥斯陆是物价最高的城市。

瑞银2012物价与收入排名
（部分城市排名）*

根据仲量联行2012年第四季度优
质写字楼市场报告，截止2012年
底，智利圣地亚哥A和B级写字
楼面积达277百万平米，居拉美
18个城市季军。该事务所预测，
至2014年底圣地亚哥将新增80万
平米写字楼面积。

由于业务往来成本较低，智利在
获得私人融资方面具有优势。根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2年金
融发展指数，智利金融市场稳定
开放，机构排名居拉美首位。

全球范围内，智利在62个国家中
排名29，得分3.7（7分制），特
别是主权债务危机方面的低风险
（第2名）和贸易准入（第5名）
。

1
3

14
27
32
44
53
60
63
72

排名 城市 国家

  奥斯陆 挪威
  东京 日本
  巴黎 法国
  洛杉矶 美国
  香港 中国
  圣保罗 巴西
  布拉格 捷克
  圣地亚哥 智利
  墨西哥城 墨西哥
  德里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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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经济论坛(www.weforum.org).

2012年金融发展指数-智利

类别 排名*

制度环境  26
商业环境  24
金融稳定  7
银行金融服务 41
非银行金融服务 31
金融市场  40
金融准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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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扩大我们在智
利的业务，因为智利法律
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社
会经济稳定、游戏规则明

确、相关机构严谨。”

乔恩·塞戈维亚
合伙人兼董事

Solar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