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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该文件仅供提供信息之用，每个潜在项目具体执行条件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稍有变动。该文
件不得以任何方式解释为智利共和国相关法律文件或其它国家行政机构文件，或参与招标之文件。相

关协议将受智利共和国法律约束和解释。

外国投资委员会出版	www.vecie.cl.
所有权利受到保护。

为申请翻印，请与	info@ciechile.gob.cl	联系。
2013年03月，第一版	。

设计www.vox.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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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资智利的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两种合法途径实现资本转移。两种机
制并列，并均被视为智利吸引的外资额。外国投资者在对智利实际投资
时，必须在两种机制中选择其一：

资本转移机制

通过智利中央银行有关的各商业银行而进行管理登记的体系。通
过该机制投向智利的外资应不低于1万美元。采用该机制的投资
形式主要是外汇和贷款，且不需签订合同。

由智利外资委员会(CIE)管理的可自愿选择的投资机制。自1974
年以来进入智利的外资中有60%选择该种机制。

智利中央银行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四章*

D.L.600号法令 外商投资条例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central.cl.

外商投资条例主要特点如下：

	 经济自由。
	 无歧视原则。
	 自由决定权。
	 法律确定性。

关于无歧视原则，D.L.600号法令规定外商适用的税收、关税和法律规定同
国内投资者一致。智利法律体系对本国或外国投资的规定和待遇没有区别。

D.L.600号法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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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制最主要特征是外国投资者和智利政府签署一项合同，该合同不可
单方面更改；如需更改或撤销合同，需要合同双方，即投资方和智利政府
达成一致。这也保证了协议的稳定性并对投资者提供了保障。

任何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以及定居国外的智利自然人或法人，均可以通过
D.L.600号法令以外国投资者的身份向智利投资，并签署外国投资合同。

D.L.600号法令赋予的权利

资本或纯利润自由汇出的权力。

官方外汇市场（由中央银行授权的商业银行及交易所构成），享受
最有利的汇率，自由兑换外汇或购买外汇进行资本或利润汇出。

无歧视原则。

外资股份或股份权利转让、公司转让或出售净所得，不超过合同实
际投资额的部分可以享受税收豁免。

固定税率的权力，即所得税税率固定不变。实际上选择D.L.600号法
令的外国投资者可以选择为期10年的固定税率，自该公司成立之日
起10年内，所得税率保持42%不变；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外国投资
者有权自行决定选择固定税率或按照智利公司的税率缴税。

查看D.L.600号法令全文，请访问  www.inversionextranjera.cl.



7外国   投资指南返回菜单 返回菜单

资本输入的方法

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在授权的官方外汇市场操作，这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享受最优惠
汇率。

技术

各种可资本化的技术，外资委员会将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在120天
进行估价。

信贷和外国债务资本化

使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并经中央银行批准。

可被转移至国外的利润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签订了D.L.600号法令外国投资合同的外国投资
者。

固定资产

以一般进口规则进口到智利，但不包括更换。这些资产的价值将按
照一般进口程序进行计算。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如果该货物在经济
部的特殊货物列表中，则进口时不需缴纳增值税。

外国投资相关信贷

由智利中央银行负责制定信贷一般规则、期限、利率、信贷方式以
及手续费、税金等各种费用的收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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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imiento para ingresar capitales bajo el D.L. 600

 资本输入

外国投资者应在三年内将资金投入到位。投资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且为
非采掘采矿业的工业项目，如果项目需要，可以申请将期限延长至8年。

矿业项目最长期限为8年，但如需要事先勘探，则外资委员会可以将期限
延长至12年。

 最低金额

目前，新的外国投资项目如果全部以外汇的形式投资，则最低投资金额为
500万美元；其它形式最低金额为250万美元。

 资本转移结算

在D.L.600号法令下，应以智利比索进行外国资本的转移结算。
	
该交易必须通过授权的官方外汇市场进行，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和智利中央
银行特别授权的外汇交易所。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上述机构进行货币兑
换。

 签署合同

投资者必须向外资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提交外国投资申请，申请表可以在外
资委员会所在地或网站www.vecie.cl获取。

通过D.L.600号法令输入资本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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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政府和外国投资人将签署外国投资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具备法律
效力，包括智利政府在内任何一方不可单方面修改。

提交申请的同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外国投资章程，需经翻译、公证和认证；如果是英语或法语版，	 	
	 则无需翻译。

	 外国投资者有效证明或合并证明，须经翻译、公证和认证。

	 智利法人代表证明，需经翻译、公证和认证。

注：翻译是指由申请人支付费用的非正式翻译。外交部官方翻译服务现已
终止。

 汇回或汇款

外国投资者向国外汇款或汇回利润可以在官方外汇市场享受最优惠的汇
率。

更多信息请访问：

外国投资委员会 (www.vecie.cl).
智利中央银行 (www.bcentral.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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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任何经济活动，首先需要确定经济活动的类型。智利法律体系规定公
司是最基本的结构，且规定了公司的多种类型。采用何种类型取决于外国
投资者的经营战略和资本规模等因素。外国投资公司有四种不同类型。

自然人可以在成立独资有限责任公司(E.I.R.L.)的情况下获得法人身份，并
拥有完全所有权，不需第三方参与。该类公司受《商法》管辖，除了法律
规定只对股份公司开放的行业，可进行几乎所有类型的民事和商业运营。
资本仅限于相关注册文件上规定的限额，个人以其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
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名称必须包括所有人名字或其它简称，并包括“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或“E.I.R.L.”字样。

由股东出资设立，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无
最低资本额。公司经营目标、管理和监管等可由各股东自由商议决定。

股东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本国的或外国的，人数不能少于两人或多于五
十人。

智利公司类型

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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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需向商业监管机构提交公司章程，并在提交后60天内
在官方日报上公示。法定费用是初始资金的1‰。官方日报发布费用按
字数收取，可在发布之时具体咨询；此外，商业监管机构收取初始资金
0.2%的费用。

公司名称可以包含一名或多名股东姓名，或其它可指认公司目的的名称，
并标明“有限”字样，否则所有股东将共同承担公司债务。

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并由至少三位成员
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管理，董事会成员一般可以撤销。董事会负责指定经理
和主席。公司决策由投票决定。公司全部注册初始资金必须在三年内到
位，否则资金额自动缩减至实际到位金额。

股份公司类型

公开

向公众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不得少于500人，公司注册
资本的10%应属于不少于100名股东。该公司必须由证券保险监管局
（SVS）监管并在国家证券公司注册。

封闭

不符合公开股份公司标准的股份公司，但可自愿选择按照公开股份
公司的要求运营。

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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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必须订立并公开公司章程，包括股东身份、公司目标、时间、资
金、管理模式及利润分配方式等内容。

公司章程确立60日内完成所在地商业局注册并在官方日报上公示。

股份公司的变体，由一个或多个股东组建，其股本由其出资额确定。SpA
适用封闭股份公司的规则，必须拥有股东名册，这点与股份公司要求一
致。

公司章程应由股东公开签署，或非公开签署但经公证。章程签署后一月内
在注册地商业局注册并在官方日报公示。

简化股份公司（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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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规定

在智利，破产是在法律裁决之前由法院进行清算以使自然人或法人
偿还债务。债权人或债务人均可申请破产清算。

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停止支付商业债务、潜逃或隐瞒关闭其办公机
构且未指定资产管理人时提出申请。

法官必须尽快裁决破产申请。宣布破产后，破产人将丧失自己资产
的管理权而移交给破产管理受托人。

更多信息请访问：

国内税务局 (www.sii.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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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智利一般需持有效护照；但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巴西、厄瓜多
尔、哥伦比亚、秘鲁及玻利维亚公民可以仅凭身份证进入智利。
	
智利没有商务签证，因此所有有意进入该国的潜在投资者需以旅游者身份
入境并无需事先授权。入境时移民局对此认可。然而，部分国家公民需事
先向智利驻海外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外交部领事司在其网站上公布需事
先申领旅游签证的国家信息：

 http://www.minrel.gov.cl/prontus_minrel/site/edic/base/port/politica_consular.php

外国旅游者应以休闲娱乐、体育、卫生、考察、业务洽谈、家庭事务、宗
教事务等为目的，无移民、居留或获取报酬的意图。

外国旅游者可在入境之日起停留90天。但当局有权在入境时限制其停留
时间。如在此情况下，外国旅游者仍希望停留90天，可提出延长申请。
如果停留时间超过90天，则需申请延长并交纳100美元的费用。

外国旅游者不允许从事有报酬的活动，但极个别情况下，经内政部特别
授权，可以在智利工作不超过30天，到期可申请延长至旅游许可到期日
止。

此种工作特殊许可申请费用根据外国旅游者的来源国不同而有所区别，为
对应签证费的150%

签证和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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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智利居留种类

工作合同短期居留

允许签署了工作合同的外国人前往智利履行该合同。期限2年，并可
延期2年。2年期满后可以申请长期居留。
	
合同终止则居留立即到期；若希望继续留在智利，应在30天内提出
新的居留申请。

 临时居留

颁发给可以证明有亲属（如智利籍父亲或母亲、子女或配偶）在智
利或其居留符合智利国家利益或需要的外国人。持临时居留签证的
外国人被允许从事包括工作在内的所有合法活动，无特别限制。签
证期限一年，允许并仅允许延长一年。到期后如仍希望留在智利，
则应申请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

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可以在智利从事任何性质的活动。该许可
由内政部颁发。获得永久居留的时间取决于之前申请的签证种类。

-	 工作居留签证：连续居留达两年。
-	 临时居留签证：一年。
-	 学生签证：居留满两年并完成学业。

	 -永久居留申请需在所持签证到期30日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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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留权将有可能被“沉默撤销”，即如果离开智利时间连续一年
以上，则丧失永久居留权。但可以在永久居留到期60日之前向智利驻
外领事处申请延期一年，最多可连续申请四次。永久居留不能主动撤
销，但如有犯罪、申请时提供虚假信息或未履行纳税义务等情况将被
吊销。

工作合同居留和临时居留签证费用根据种类及申请者国籍不同，
为12美元至620美元不等。长期居留签证费用统一为37,159智利比
索，但对智利公民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免费。

获得居留权30天内，应在调查警察局（PDI）下属的国际警察司进
行注册，并提交护照和两张照片以获得居留证。之后，凭护照和居
留证前往所在地国民身份登记局申领身份证。

所有申请均应向居住地所属的省级外国人管理局申请。各省管理局
名单及地址请查询	www.extranjeria.gov.cl.

签证费用

更多信息请访问：

外交部领事司	(www.minrel.cl).
外国人和移民局		(www.extranjeria.gov.cl).
内政和公共安全部		(www.interior.go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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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

智利劳动法规定了劳动合同的不同类型、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
务。

个人劳动合同确定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相互关系，劳动者从属于用人单
位并为其提供服务，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一定报酬。

		基本要求

劳动者最低年龄限制是18周岁；如果是轻松简单不影响健康成长的工
作，可以雇佣低于18周岁但大于15周岁的劳动者，但需提前获得其监护
人许可。

此外，上述情况还应首先保证劳动者已完成或正就读于中学教育或基础教
育，且合同中规定的工作应不妨碍劳动者的课程及正常完成学业。

	 合同规定

劳动合同必须对如下内容做出规定，如服务性质、场所、数量、方式、约
定报酬数目及支付期限、每天工作时间和合同期限等。此外，还应注明附
加权益，如住房、宿舍、电力、燃料、食品或其它等。

劳动合同需以书面形式订立，双方签字，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任何
修改必须以书面形式确认并由双方签字。

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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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的修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

双方未设定合同期限，是最常见的劳动合同类型。在劳动者劳动年
龄内有效，并可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依法终止。

固定期限合同

双方规定合同期限。最长为一年，如果是经理或劳动者拥有高等教
育机构颁发的专业或技术学位，则可为两年。固定期限合同可以且
只可以续签一次，第二次续签时自动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劳动者
在合同期满后如在用人单位知晓的情况下继续为其提供服务，则亦
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必须执行一定的体力或脑力工作任务，劳动
合同在该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

专业服务合同

受民法或商法约束，该类合同不完全满足劳动关系如从属和依赖、
连续性和个人服务等方面的要求。

不允许以任何经济、金融、银行或商业问题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在任何时
候，都必须尊重人权和自由工作的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种
族、肤色、性别、年龄、婚否、社团、宗教、政治观念、国籍、社会出身
或血统等；必须保证平等的机会和待遇。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可侵
犯。

用人单位有保护劳动者健康安全，提供福利、培训、教育等一般责任；劳
动者则被要求具备谨慎、勤勉、忠诚、保密等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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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是按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或可转化为货币的
报酬。交通费、现金损失、工具损耗、差旅补贴、家庭津贴、长期服务补
贴以及因工作产生费用的报销等不计算在薪酬内。

薪酬支付可以固定为日付、周付、半月付或月付，也可根据进度、工作任
务等支付，但不可超过一个月。

人单位，智利籍雇员比例不得低于85%。这一规定对雇员总数少于25人的
用人单位不适用。

该比例基于用人单位在智利国境内所有雇员，并不按各分支机构情况独立
统计。

存在如下例外情况：

Nacionalidad de los trabajadores

劳动法对雇佣外国人进行了规定。根据第19条，雇员总数超过25人的用

薪酬

劳动者国籍

不可被本国国民取代的专业技术人员，用人单位应向审计单位证
明。

智利公民的配偶或子女或寡妇或鳏夫视为智利籍雇员。

在智利居留超过五年的外国人视为智利籍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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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金

劳动者必须加入养老基金管理公司（AFP），用人单位有义务在劳动者的
薪酬中扣除养老金并存入相应AFP。劳动者有权自主选择自己的AFP，并
通知用人单位其应缴纳的养老金金额。

养老金为工资总额的10%，直接存入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外还有约2.3%的
工伤保险和AFP管理费。因此，每月应扣除工资总额的至少12.3%。

在智利，薪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商议确定，但不得低于国家每年立法确
定的最低月薪标准，该标准适用于所有18至65周岁的劳动者。2012年，
最低月薪标准是19.3万智利比索；65周岁以上或18周岁以下的劳动者最低
月薪为144,079智利比索。

工作一年以上的劳动者有权享受每年15个工作日的全薪假期。在麦哲伦和
智利南极地区以及艾森大区、帕莱纳省，每年带薪假期为20个工作日。

带薪假期一般在春季或夏季；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应是连续的，但是超
过10个工作日的假期可以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分配。带薪假期不能得到金
钱补偿。

社会保障

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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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体系

强制医疗保险为工资总额的7%，但经劳动者事先同意，可以选择更高比
例。强制医疗保险每月缴纳给公共性质的国家医疗保险基金（FONASA）
或由劳动者事先选择的私人性质的医疗保险公司。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样，由劳动者自行支付；国家医疗保险基金或医疗
保险公司应告知用人单位月度缴纳额。

  劳动监管和仲裁

监管

劳动局负责劳动监管，保证各项劳动法规的落实。

劳动仲裁

在智利，劳动仲裁由独立的劳动特别仲裁委员会负责，专业仲裁员执行，
公开口头听证。仲裁员有权在如下领域进行仲裁：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法规或合同实施产生的纠纷。

公会组织和集体谈判规则的争议。

劳动者、用人单位或退休人员对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等产生的争议。

劳动者对退休金、养老保险等提出索赔。

用人单位责任造成的意外事故或职业病的裁判。

其它法律赋予劳动仲裁人的权利。

更多信息请访问：

劳动局	 (www.dt.go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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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

在智利某些经济部门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系统（SEIA）评估。

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部门包括：

•			 引水渠、水库、水坝或排水渠。

•			 输电线路和高压变电站。

•			 大于3兆瓦的发电厂。

•			 反应堆、核技术相关设施。

•			 机场、巴士站、卡车站、火车站、铁路、服务站、高速公路、公共	
	 道路等可能会影响保护区的项目。

•			 港口、航道、船厂和码头。

•			 城市或旅游发展项目。

•			 区域城市发展规划、社区间规划、总体规划和特殊规划。

•			 矿业开发项目，包括煤矿、石油、天然气的勘察、开发、废物处理	
	 和消毒等。

•			 石油、天然气、采矿或其它同类产品。

•		 	生产设施，如冶金、化工、纺织、生产建筑材料、设备和金属制	
	 品、制革等不同规模产业。

•			 农业企业、屠宰场、种植园、马厩、奶制品和动物脂肪等不同规模	
	 产业。

•			 在土壤情况脆弱或原始森林覆盖的土地开发纸浆厂、造纸厂、削片	
	 厂或伐木场等不同规模产业。



23外国   投资指南返回菜单 返回菜单

此外，不在上述列表中的项目也可自愿选择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由环境评估局（SEA）负责，该公共机构根据现行规定进行
评估，并鼓励和促进公众参与环评。

Procedimiento de evaluación 

如果项目会产生如下影响、具备如下特征或情况，则项目或活动发起人
应向环境影响评估系统提交环境影响声明(DIA)或环境影响研究（EIA）：

评估程序

•			 集约化养殖、种植、水产加工厂等项目。

•			 生产、储存、运输、处置或再利用有毒、易爆、放射性、易燃	
	 性、腐蚀性货物等。

•			 环境卫生项目，如垃圾填埋场、排污口、污水处理系统、家庭垃	
	 圾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或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等。

•			 在国家公园、国家保护区、自然遗迹、原始保护地区、野生动物	
	 保护区、海洋公园、海洋保护区或其它官方保护区内开展工程或	
	 项目。

•		靠近城市或乡村人口集中地区，可能会影响到水资源的项目。

•			 猎场。

•			 在国有公共区域地下开发建设的项目。

•	 排放的废水、废气或废物的数量和类别对大众健康存在威胁。

•	 对可再生自然资源包括土壤、水和空气等数量和质量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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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IA或EIA评估60天内，任何公民组织、法人或直接受该项目影响的自
然人均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反对意见，一经接受，将被环境资质报告
（RCA）采纳。该报告将向提出意见的人员或组织通告。

如果在评估过程中，EIA进行了说明、修改或扩大并将对项目产生重大影
响，则应将公开征询意见时间延期30天，该期间调研过程将中止。

根据智利加入的国际劳工组织（OIT）169号公约，如土著居民受到直接
影响，则应依法征询其意见，他们有权参与制定、实施和评估发展计划和
方案。

更多信息请访问：

环境评估局	(SEA)	(www.sea.gob.cl).
环保部	(www.mma.gob.cl).
社会发展部	(www.ministeriodedesarrollosocial.gob.cl).

•	 对人类社会或群体的生活习惯产生显著变化。

•	 位于人口聚居区、资源保护区、遗产保护区、保护湿地、冰川等附	
	 近，并可能对其环境价值带来影响。

•	 对重要风景旅游区的范围、延续时间及风光产生显著影响。

•	 对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文化遗产古迹遗址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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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智利知识产权领域有两个机构，即智利工业产权局（INAPI），主要负责
专利、实用新型、商标、地理标志、原产地命名等；国家图书馆知识产权
局（DIBAM），主要负责版权及其它相关权利（表演、录音制品等）。

商标保护是地域性的，即只有在指定国家和有限时间内提供商标保护，
在支付相关费用的情况下，商标注册为期十年，并可续期。注册商标、
原产地或地理命名认证等需遵照以下程序：

 注册申请

申请人可以现场或通过网络提交注册申请。

如现场提交，则应由申请者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在工业产权局窗口提交相
关表格。注册费用固定，并在窗口缴纳。应提交文件指明申请商标的数
量和名称以及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正式检查

工业产权局在接到注册申请后将进行正式检查，通过或待定申请。

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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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通过：

申请通过20个工作日内，在工业产权局下属的官方日报上公布申请
概要，否则视为放弃。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则由工业产权局局长进
行最终审核和签发同意书。

如果申请待查：

如果有错误或遗漏，则申请人须在30天内进行更正或澄清，否则将
视为放弃申请。此外，官方日报公布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第三方
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专利注册程序如下：

 获取表格

专利注册首先必须从工业产权局办事大厅领取申请表和相关技术文件，并
用电脑或机器填写申请者、发明人或其代理人身份证号以及申请保护的发
明的明确清晰介绍。

 最终裁决

最终裁决将由全国工业产权局局长签发，

如申请通过，申请人必须在同意书签发日起60天内缴纳确认注册
费，之后将取得商标证书。

如申请驳回，申请人可自行或委托律师向工业产权仲裁委员会提出
上诉。

专利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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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待定

申请人应当在60个工作日内对整改意见做出回应，如有需要应提交
相关证明文件。如逾期未做出回应，则申请无效。

申请通过

如果无需整改或整改已完成，则申请被接受。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接
受60个工作日内在官方日报上公示。如逾期未公示，则视为放弃。
如需要重启程序，申请人必须申请重启文件，并在申请放弃日起120
个工作日内公示。否则，申请文件将被永久非公开保存。

技术文件必须包括发明概要、使用范围、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图例。不应
超过1600字。

如果申请者指定代理人，则需提交代理授权。如申请人不是发明人本人，
则还应提交权利转让书。

	预审

工业产权局在收到申请后将启动预审程序，审查文件是否合格并提出整改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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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官方日报公布申请概要起45天内，任何人如果认为该申请不符合专利性要
求或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均可提出反对意见。

 专家审查

在公示截止后60日内，无论是否有反对意见，申请人均需缴纳专家审查
费，收款账户为国家银行“Instituto	Nacional	–	Peritos”，账号900122-1
。

如果申请人在60天内未向工业产权局缴纳专家审查费，则视为放弃申请。
如需重新申请，则应在放弃日起120天内提交付款证明，否则申请将被永
久存档。

申请人缴纳专家费之后，工业产权局将任命一名专家进行审查并在60个工
作日内提交书面技术报告。该报告应指明申请是否符合专利性要求。

如果专家报告提出意见，申请者应在60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应。如果没有意
见，则申请进入正式审核待通过阶段。

 最终通过裁决

如果申请满足专利性要求，全国工业产权局局长将在复核所有文件后签发
工业专利申请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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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支付和认证

申请一旦通过，申请人应向工业产权局请求交费通知，并可在任一商业银
行缴纳专利费。专利申请同意书签发后60个工作日内向工业产权局提交
经银行盖章的付款单复印件。工业产权局在收到付款证明后分配专利号。

如逾期未付款或及时通知工业产权局，则申请被视为放弃。

 证书

付款后，工业产权局将制作证书并应申请人要求承认此工业专利属于该个
人。

 有效期

发明专利有效期为向工业产权局提交申请起20年；实用新型、工业外观设
计、工业设计、布局设计、集成电路设计等有效期10年，且均不可延期。

著作权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作品的著作财产权，著作权人可通过文学或
艺术作品的使用、复制、传播等收益；二、精神权利，即完全个人、不可
转让和剥夺的，如同作品的父母般的权利。

国家图书馆知识产权局仅在智利圣地亚哥设有办公机构，且不可通过网络
提交申请。该机构提供如下服务：

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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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注册：原创文学、艺术或科学文学作品，以任何有形或无形
的方式传播，包括照片、设计、数据或数据汇编、软件、工程或建
筑项目、电影、网页和文字等。

著作权更改或转让登记。

著作相关权益注册，包括表演、录音和广播作品等。

对自然人或法人录制的录音制品进行注册。

对表演者作品注册。

相关权利转让合同注册。

签发作品注册证书。

笔名注册。

向国内或国际检察机关或专门机构提交知识产权注册的相关法律信
息作为证据。

应检察机关要求，对著作权及相关权益运输或禁运进行注册。

更多信息请访问：

国家工业产权局(INAPI)	(www.inapi.cl).
国家图书馆知识产权局(DIBAM)	(www.dibam.cl).
教育部	(www.minedu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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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域名注册

智利NIC是隶属于智利大学的机构，负责管理.cl域名注册。

任何居住在智利的个人或公共、私营法人、企业、公共或私营部门等均可
申请注册.cl域名。

Solicitud	electrónica	

域名申请仅可通过电子途径，即通过发送邮件或在www.nicchile.cl网站
上提交。如由第三方代理准备或提交申请，则其不享受域名的任何权利。

已注册的.cl域名将不再接受注册申请。

Publicidad	y	pago	de	solicitud	

NIC接受申请后将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如任何人认为受
到影响，可在公示期内提出自己的申请。

不居住在智利的自然人或法人应通过居住在智利的代理人进行注册。
该代理人将作为管理联系人，但域名将登记在实际申请人名下。

电子申请

公示和申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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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间，NIC有权临时技术使用该域名，以便申请人可以对网站运营进
行技术测试，但这不意味着申请通过。如某个域名有多人申请，则该域名
将被授予最先提出的申请人。

申请人应在申请接受后20天内履行缴纳注册费的义务。

.cl域名注册、交易或撤销等引发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首先，争
端进入调解程序，如果调解不成功，则进入仲裁程序，双方可以协商选择
仲裁员，或由NIC指定仲裁员。仲裁员名单公布在NIC网站上。

争端解决

更多信息请访问：

NIC	–	智利大学 (www.nicchile.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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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税收制度

Impuesto a la Renta 

对个人收入征收的直接税，包括投资收入、利息股息所得、各类工资薪金
等。

所有在智利境内有住所，不管收入来源为智利或国外均需缴税。而在智利
境内无住所的，则应对其在智利境内取得所得缴税。一般认为，智利境内
所得指资产或生产活动位于智利境内。

因此，居住在智利的外国人，在其进入智利最初三年，只需为其在智利境
内所得收入缴纳所得税。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期限可以延长。
	
所得税有三个重要原则:

股份公司以及外国公司的常设机构应缴纳的税率是35%。如果是其它类型
企业，公司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以用来抵扣业主或股东、按照公司的利
润分配、应缴纳的年终个人所得税。

征税的最终对象是个人。企业缴纳的税可以抵扣企业主的个人
所得税。

纳税基数为该人在纳税期内所有收入，即“应税所得”	。

企业主或合伙人，无论是否有居所，只在其收回利润时一次性
缴纳所得税。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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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税（企业所得税）

对商业、工业、矿业或其它类型企业资产营业盈利部分征税，每年4月对
上一个会计年度征收。

现行税率是20%。建议登陆www.sii.cl网站查询最新税率。

农业、矿业、运输业等纳税人可以按照推定收入纳税。

根据既定机制，公司缴纳的第一类税可用于抵扣应纳税所得基金（FUT）
，以及公司业主、合伙人或股东等对其利润（现金或实物）缴纳的补充或
附加税以及股息支付等。

公司必须依照完整会计报表及资产负债表等填写FUT文件，以确定其利
润、利润提取和分配以及相关信贷等。

第一类税, 2004-2013
 2004 al 2010 2011 2012 2013 
     至今

 1-8月 9-12月
 17% 20% 18,5% 20% 20%

来源：国内税务局	(www.sii.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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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吨精铜价格根据伦敦金属交易所平均价格计算。

矿业特别税根据法律确定的模型计算，增加或扣除按数目和项目确认的第
一类税应税基数。

 第二类税（劳动所得税）

第二类税适用于劳务收入，如工资、养老金（不包括国外来源）、补充收
入等，根据累进税率表征收，最高40%。工资、薪水扣除应支付的社保和
医保支出后征收。

该税每月由雇主或付款人预扣缴入国库。如果劳动者的用人单位不止一
家，则应累计所有收入并根据相应税率，每年四月对上年度所有收入申
报。

 矿业特别税

进行采矿以及任何形态的矿产品销售等矿业活动获得盈利的自然人或法人
缴纳此税。

年销售额超过相当于5万公吨精铜的采矿企业，累进税率为5%至
14%。

年销售额超过相当于1.2万公吨但少于5万公吨精铜的采矿企业，累
进税率为0.5%至4.5%。

年销售额低于或等于1.2万公吨精铜的采矿企业不需缴纳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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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且只有唯一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如果在纳税年度内没有其它收入，则只需
每月由用人单位代为征收，不需自行进行年度申报。

其它没有固定用人单位而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等获得收入的劳动者不仅需
要缴纳该税，还应缴纳补充税。应在获得收入时一次性缴纳10%的补充附
加税。根据法律该税可以在年度申报时申请扣除。

 补充税

对在智利定居的自然人第一类及第二类收入年度征收。

该税累进税率为0-40%不等，次年四月缴纳（税率和第二类税一致，但年
度征收）。

获得股息或红利的个人应在交纳第一类税时予以考虑，根据这一计算结果
确认是否需要交纳补充税。

所有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可抵扣个人所得税或补充税，企业所得税只是最终
税费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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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税

附加税适用于非智利居民在该国所获收益，尽管该自然人或法人非智利居
民，但是智利获得了收益。根据收益的种类，可以按月或按年征税。

附加税基础税率是35%，根据现行法规，对部分符合条件的收益种类实行
较低税率。

Tasas impositivas del Impuesto Adicional

名称 税率%

红利

由股份有限公司或合资公司在智利经营分发的红利。
股票或期权

由转让公司股票或期权获得的收益。
品牌、专利

使用、享受或开发品牌、专利和配方等获得的收益。
发明专利

使用、享受或开发新的发明，使用方式，工业设计和图纸、结
构图、集成电路图和新品蔬菜等支付的费用。
电脑程序

使用、享受或开发电脑程序，指存储于某媒介中，在电脑和处
理器上直接或间接使用的，旨在进行某特定程序或获得某结果
支付的费用。

35  

35  

30

15*  

15*  

附加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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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电视	
由于在电影和电视中放映素材而要支付给国外制作人和经销
商的报酬。
编辑

由于编辑或出书获得的收益。
利息

-	基本税率。
-	基本税率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些支付给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利息。
境外提供的服务

由于在境外提供服务获得的报酬（法律规定有部分免税的情
况）。
工程和技术工作 

工程和技术工作，及在智利境内外由专业科学或技术人员或
企业提供建议、报告或设计而获得的报酬。
科学、文化和体育活动

仅限于外国自然人由于在智利开展科学、文化和体育活动获
得的收益。
-	 支付给不在智利成立的保险公司的保险金税率	。
-	 再保险的保险金税率。
由外国公司朝（从）智利的港口发货	船只海运费。
出租、转租外国船只。
资本产品出租。 35

20  

2  

5 
  

22  

20  

15

35

4

35

20

15

*部分法律制定项目税率为30%。
**部分法律制定项目税率为20%。



39外国   投资指南返回菜单 返回菜单

附加税通常通过代扣机制征收，即用人单位代收并缴入国库。

Impuestos a las ventas o servicios 

 增值税（IVA）

增值税是智利主要的消费税之一，对可移动或不可动产销售征收19%的
税。在该国提供或使用服务也需缴纳该税；对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进口行
为亦征收19%的增值税。

在智利的应税收入
第一类税（20%）
可支配收入

非居民收取的股息
加上第一类税
附加税应税额
附加税率
抵扣第一类税

1,000
(200)

800  

800
200

1,000  

350
(200)

Impuesto de Primera Categoría
Tasa del 20% sobre rentas

附加税总计 150

第一类税 税率20%

销售和服务税

此税计算方法是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加上第一类税等值额，附加税在此基
础上收取。第一类税可抵扣附加税，附加税的应税收入并具备唯一税收
性。

在已缴纳第一类税的情况下，可以用如下表格计算，税率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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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税也适用于半官方机构、国家自治机构、各市当局以及所属企业或参与
企业。

增值税按借项与贷项的差额进行月度申报。如果某个月的贷项超过借项，
贷项余额可以带到下个月账目。

 特定产品消费税

部分特定产品进口或销售征收增值税以外的特别税。建议定期登陆
www.sii.cl网站查询现行税率

出口产品免征增值税，为出口业务购买材料或服务时缴纳的增值税可
申请退回。

酒精类、非酒精类饮料及类似产品

按增值税纳税基数征收，按酒精度数不同，税率从15%至27%不等。添
加了着色剂、调味剂或甜味剂的天然或人工软饮税率为13%。销售给终
端消费者的零售商不需缴纳该税。

奢侈品税

进口或销售奢侈品除需缴纳增值税，还应缴纳15%的奢侈品税。部分情
况下只对第一次交易收取，部分情况对后续交易亦收取，比如黄金、铂
金、象牙、珠宝、宝石、天然或人造皮毛等。非工业、采矿业、农业或
信号灯等用途的烟花爆竹火药等税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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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税

烟草税按烟草完税后的零售价格征收，税率根据产品种类确定。2013
年烟叶税率52.6%，香烟60.5%，雪茄59.7%。

燃油税

法律规定车用汽油或柴油首次销售或进口，对其生产商或进口商征收燃
油税。按每立方米收取，税率为柴油每立方米1.5UTM、汽油每立方米
6UTM。

印花税

一般而言，印花税是指各种文件、汇票、期票等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
税。

税率分固定和浮动两种。汇票、期票、信用证或跟单信用证、票据交付或
收款账户、贷款或其它文件，包括以非实物化形式发行或信用交易等，自
2013年起按照其发行和到期日时间，每月税率为0.033%，最高0.4%。即
期票据税率为0.166%。

月度纳税单位(UTM)

M根据法律规定，每月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计算出的智利比索
衡量单位。

 特别税

 其它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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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某指定数额或房屋用于居住，则可减免部分税收。

商业执照（地方税）

从事专业、商业或工业，每年必须向当地缴纳税款。如果是专业活动，税
率是固定的。如果是商业或工业活动，则应缴纳企业用于运营该活动的自
有资产的0.25%-0.5%，最高不超过8000UTM。

外贸税

依据进口货物不同应缴纳平均为6%的进口税。税额根据CIF价格计
算。IVA(19%)按照CIF价格加从价税以及特别税（如有）计算。国家海关总
署（www.aduana.cl）负责进口贸易监管。

继承、津贴和赠与税

按照继承遗产价值或获赠价值实行累进税率。

税率根据数额、转让目的及亲属关系程度确定。

对于继承，应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两年内缴税。如果是赠予，则应在赠
予交付之前缴税，在法律上确认该赠予行为。

土地税

每年对不动产按照评估价格收取。但可以在每年4月、6月、9月和11月分四
次缴纳。非农村房产每年缴纳评估值的1.2%，农村房产为1%。如果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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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税

智利对境内开设的赌场征收相当于0.07UTM的赌场税。赌场经营者对其净
收入支付20%的赌场税，增值税和月度临时税款（PPM）可以用抵扣该
税。

二手商品税

进口二手商品，除需支付上述应缴税款外，还应缴纳CIF价格3%的二手商
品税。对从和智利签署了贸易协定的国家进口，从价税可以减免。

更多信息请访问：

国内税务局	(www.sii.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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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税收

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如果可以推定为在智利进行，则可认为居住在智利；
或者其活动不一定取决于其是否在智利，但意图在智利进行。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会计年内连续超过六个月居住在智利，或连续两个会计
年度累计超过六个月居住在智利，则亦可被认为是智利居民。

 一般程序 

RUT是智利所有纳税者的唯一编号。如果是自然人，则国民登记处颁发的
国民身份证号即为RUT编号，也是其它民事行为的编号。对于法人实体或
外国投资者，则由国税局负责分配RUT。

在下列情况下，外国投资者需申请RUT:

居民

非智利公司在该国进行投资。

不居住在智利的自然人或法人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或股东。

不居住在智利的自然人或法人在智利开设分公司或常设机构。

不居住在智利的自然人成为代表、游客、国际官员而其家人居住在智
利，或其它不居住在智利的人如需在智利投资，如购买不动产等。

1

唯一纳税编号（RUT）2



45外国   投资指南返回菜单 返回菜单

“活动开展”是纳税人在开展应税活动之前向国税局通报的行为。

如果是非智利居民通过在智利的法人居民或常设机构开展投资，非智利居
民应当依法申请RUT，但不需“活动开展”。

纳税人进行经济活动所需必要文件合法化程序，包括国税局通过电子授权
一定数量的文件并在每个文本及副本上盖章。每个通报“活动开展”的纳
税人均必须完成这一程序。

 简单程序

任何不居住在智利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法律实体，在智利投资购买或销
售上市公司股份、从事利用债务工具、金融中介工具、共同基金和某些合
同等活动，适用RUT申请简化程序，可以通过某些托管机构进行。如不通
过托管机构，则投资者可以通过智利股票经纪人进行操作。

如果投资涉及在智利的经济活动，则也需申请RUT。

活动开展3

文件签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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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骤是指纳税人有义务告知国税局其名称、标识、地址、分支机构、经
营范围、资本增减等变化，并更新最新信息。

信息更新或修改5

此步骤是指纳税人申请或通告纳税周期，包括申请已交税款或保证金、文
件丢失、会计系统更改、申请利息或罚款豁免等。

所有纳税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均需向国税局全额申报其应税收入，包
括经济活动支付，如：收入、特许经营、利息、代扣税款、薪金、股息等
等。国税局根据上述信息制度纳税人年度纳税申报建议。

所有雇主、金融机构、商业企业以及其它任何支付了代扣税款、利息等的
机构均有义务向国税局进行申报。

月度纳税申报:

行政请求6

声明7

税务申报和缴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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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税务局负责稽查各纳税人和纳税单位是否履行了纳税义务。

国税局必须书面通知纳税人将启动税务审查，并要求其出示相关必要文
件。如纳税人未能按通知要求提交文件，则被认为阻碍审查。国税局将发

月度纳税申报必须在次月12日之前完成，使用29号表格月度申报及即
时缴税表。如果纳税人开具的是电子发票，并通过网络申报，申报期
延长至次月20日。

对于非智利居民，预付的附加税应在次月完成并填50号表格。

第一类税及/或补充税应税企业应该在次年4月申报并缴纳其上一会计
年度所有收入，填写第22号表格。已经获得互联网申报密钥的纳税人
可以每月或每年通过互联网申报缴税。

税务稽查9

支付第一类税的企业以及独立工作的个人每月应缴纳月度临时税款
（PPM），作为年度缴税的预付款。

用人单位每月对其员工所得收入代扣所得税。

增值税的应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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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纳税人对审计结果有异议，则可上诉申请复审，称为审计结果复核
(RAF)。

最后，如果确认纳税人必须补缴税款，则国税局将发出补缴通知，包括税
款差额、利息和罚金。

全额：税款差额已全额缴纳。

部分：	税款差额已部分缴纳。

未缴纳：税款差额未缴纳，国税局将继续审计，计算出税款差额并
书面通知纳税人。

送第二封审计通告作为警告。如纳税人仍未回应，则国税局可要求法院干
预。

国税局审查文件后将确认纳税人是否正确履行了纳税义务。如国税局认为
纳税人未正确履行，且纳税人对此表示认可，可主动纠正纳税申报。

如纳税人不主动纠正，将进入“传讯”阶段。国税局将附加信息书面通知
纳税人，后者有一个月时间做出回应，且可申请延期一月。如纳税人回应
了“传讯”，则国税局可做出如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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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束相关商业或工业经营活动，应在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国税局通报。

结束经营11

纳税人如对税务审查结果、补缴通知等存在异议，有权提出上诉。

纳税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向税务或海关法庭提出上诉。上诉之前可向国税
局提请行政复议。

上诉程序10

未使用的盖章文件，包括税收保证金、运单、销售发票、第三方发
票、薪金收据等必须上交给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会计师签发销毁
证明。不包含在上述范围内的未使用的盖章文件应登记并退还纳税
人。

文件销毁

更多信息请访问：

国内税务局	 (www.sii.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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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是银行和客户之间订立的合同，银行以客户所存资金为限，履行
支付义务。

法律未禁止两人或多人共同开设公用账户，并根据达成的协议共同或无差
别使用。

1

自然人

法人

身份证。
身份证或护照尺寸近照。
开户人右手拇指指纹扫描。
开户人银行对账单。
开户人支票签名。
银行认为有必要的其它文件（收入、资产和债务等）。
在智利的住址登记及更改。
签署银行账户一般条件文件。

公司依法成立及代表授权书。
确认企业RUT。
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照片、指纹、签名等。
自然人需要提供的包括银行对账单、公司地址等信息。
其它银行认为有必要的文件。

开设银行过账户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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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rre de una Cuenta Corriente 

开户人有权在任一时间单方决定关闭银行账户。

开户人最好在关闭账户之前确认无已开具但未兑现的支票，或保持足够资
金用以支付。同时，如果已经开通自动扣款功能，应提前结束自动扣款。

建议开户人以书面形式通知银行关闭账户，最好是在开立账户的分行并保
留盖章影印件直至账户关闭。

关闭银行账户

更多信息请访问：

智利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 (www.sbif.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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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政府支持所有企业的生产型活动、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竞争，不分企
业来源；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网络，面向所有在该国合法成立的公司。需
要注意的是智利对外国投资没有特别补贴或税收优惠。

Ley	de	Zonas	Francas	

对国内特定区域采取免税政策，保税区法对在智利设立和运营免税区的相
关问题做出规定。

目前智利有两个保税区，一个位于塔拉帕卡大区伊基克市，一个位于麦
哲伦大区彭塔埃莱娜市。前者由股份公司管理，智利FISCO公司是主要股
东。后者成立于1977年，2007年公开招标后，目前由房地产商会管理至
2030年。

保税区是指海关推定等同于境外的特殊地区。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可以免缴
税款、关税等。保税区要求包括：

企业优惠

在国税局注册(www.sii.cl).
按照所得税法，是第一类税纳税人。
完整会计报表。
签发特殊销售单据。

保税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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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法赋予了智利研发企业税收抵扣的权利。第一类税纳税人可通过完整
会计报表进行实际收入申报。
	
通过激励机制，企业研发成本可降低至35%，包括其自有资金、第三方支
持资金或同CORFO注册的专业中心签订的合同。其余65%亦可进行部分
抵扣。

Normas de excepción 

例外规则适用于在智利地理极端地区运营的公司，包括旅游业。该规则适
应国家偏远地区发展计划。

该标准适用于四个地区，包括：智利最北端的阿里卡和帕里纳科塔大区，
南部靠近智利巴塔哥尼亚地区的艾森大区、麦哲伦大区以及湖大区的部分
地区（奇洛埃省和帕莱纳省）。

研发法

例外规则

在www.corfo.cl网站下载私人企业投资研发税务激励计划文件及
附件，里面包括所有申请所需文件列表。

向CORFO提交研发合同和项目认证申请。

1

2

如何申请？

在线申请及文件下载，请登录	www.corfo.cl/incentivotribu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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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皮亚法

例外规则包括适用所有极端地区的一般规则和部分地区的特殊规则，包括
特许经营、补贴或退税。

 一般例外规则

极端地区发展基金

此规则适用于中小企业在极端地区进行建筑、机械设备、优良动物繁
殖，这直接关系到生产关系和资产收回投资，也适用于渔业。该基金
是年度的，对投资金额予以20%的补贴。该项补贴将在对投资评估后交
付。

简介

该法确立了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塔克皮亚省塔克皮亚市拥有为期25年
的关税和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各种类型的仅致力于加工制造配件和
零部件或矿业设备维修的工业制造企业；也包括进行生产、组装等

直接或间接从事铜矿或铁矿开采、捕鱼业及公共部门，以及国家或
国有企业持股超过30%的企业不享受补贴。

包括年纯销售额不超过4万UF(7.2亿智利比索)的中小企业，商品和
服务业生产商，但不包括商业部门。

 特殊例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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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里诺法

系列活动，但不用于维修的企业。该优惠政策适用于对原材料进行
不可逆转的转化的企业。

有效期

该法律有效期至2027年。
条款

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区长签发文件。
完整会计报表。
签发特殊销售单据。
优惠

公司豁免所得税法第一类税。
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免征关税及海关征收的其它费用。
从伊基克免税区购买的用于生产活动的必需产品、资本货物、原材
料、初加工材料、零部件，产品运输或操作等所需机械设备及所需
燃料、润滑油及维修零部件等免税。

该法规定麦哲伦和智利南极领土地区纳税人，开展特定工业、矿
业、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和运输业等，并且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保护自然环境，享受为期50年的免税优惠。
有效期

该法律有效期截止至2035年。
优惠

公司豁免所得税法第一类税。
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免征关税及印花税。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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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增值税。从彭塔埃莱娜免税区运送货物去豁免区，应当按照从
初级免税区进口纳税。
提供相当于从该地区向智利其它地区销售货物或服务价值的20%的
补贴。

在火地岛省波韦尼尔市和普利马维拉市实际设立的企业，开展特定
工业活动、农业加工业、农业、畜牧业、矿业、海洋开发业、交通
和旅游业等，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确保保护自然环境，可以享受
特别关税和税收优惠政策。
有效期

该政策有效期至2036年。
优惠

企业经营收入免征所得税法第一类税。
从国外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及海关征收的其它费用。
在该地区依法成立的公司免缴办公用地的土地税。

简介

波韦尼尔市和普利马维拉市优惠政策（火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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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哲伦大区发展基金 (FONDEMA)(FONDEMA)

由在该地区进行石油开采的国家石油公司(ENAP)直接出资建立。旨
在促进、引导、融资和资助地区性研究计划和项目，以促进该地区企
业发展、创造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保护环境以及人力资源培训
等。

在智利，无论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如果其建筑物表面安装了太阳能
光热系统，则有权获得相当于该系统成本全部或部分的税收保证金优惠。

太阳能光热系统包括太阳能集热器、贮存罐和太阳能热水器的太阳能收
集、转化和储存元件等。

具体优惠如下:

Red	nacional	de	apoyo	a	la	empresa	

一旦企业在智利开始开展业务，可以获得广泛的全国性促进创业创新和研
究支持网络支持。该支持网络行使多种不同政府使命，提供多种支持方
案。该网络包括如下机构：

建造费用不超过2000UF100%。

建造费用超过2000UF不超过3000UF40%。

	建造费用超过3000UF不超过4500UF	20%。

100% 

40% 

20% 

太阳能光热系统优惠

全国企业支持网络

*建造费用包括土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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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职能 联系方式

CORFO
生产促进协会

SERCOTEC
技术合作局

CONICYT
国家科学和技术研
究委员会

PROCHILE
出口促进局

SENCE
全国培训和就业服
务局

鼓励创业创新，提高生产力和增强智
利在全球的竞争力。

促进和支持微小企业加强竞争力，增
强企业家的管理能力。

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向政府提供意
见，坚持两个战略支柱：促进人力资
本的形成和加强国家的科技基础。

通过促进智利对外贸易和国际化，促
进国家经济发展。

通过实行公共政策和利用市场工具、
发展培训和就业机构等提高企业竞争
力和人员的就业能力。

地址：
	 		www.corfo.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Moneda	921.	
电话：	+56-2-2631	8200

网址：
      www.sercotec.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Huérfanos	1117号9层.
电话：56-2-2675	4300.

网址：
      www.conicyt.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Providencia区Canada308.
电话：56-2-2365	4400.

网址：
      www.prochile.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Teatinos	180.
电话：56-2-2827	5100.

网址：
      www.sence.cl

地址：	智利圣地亚哥
Huérfanos	1273.
电话：56-2-800	80	10	30.

促进创业创新和研究全国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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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AP
农业发展研究所

SAG
农牧局

FIA
土地革新基金会

旨在建立和加强人力资本、金融和生
产，支持小农户的发展，同时有助于
消除贫困和增强国内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竞争力。

保护和发展国家农林牧业生产性资源
和可再生自然资源，确保粮食安全
性，支持该行业可持续发展。

促进和鼓励土地革新，加强食品业和林
业等行业企业竞争力，为智利和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网址：
      www.indap.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Agustinas大街	1465号。
电话：
56-2-2690	8000.

网址：
      www.sag.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Presidente	Bulnes大街
140号.
电话：	56-2-2345	1111.

网址：
      www.fia.cl

地址：智利圣地亚哥
La	Reina区Loreley	1582.
电话：56-2-2431	3000.

该网络还包括其它一些机构，如Prodemu,Sernam,Fosis,Conadi等。所有机构都关注于社会
责任，致力于降低贫困。

更多信息请访问：

国内税务局	(www.sii.cl).
海关总署	 (www.aduana.cl).
生产促进协会	CORFO (www.corfo.cl).
国家石油公司	ENAP	(www.ena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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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通过特许权转让的矿产

智利宪法规定国家是所有矿产资源绝对且不可侵犯的所有者。但智利政府
建立了特许机制，允许私营企业获得矿业勘探和开发等权利。

法律规定了何种矿产可以被特许转让。特许权必须由法律文件确认，规定
有效期、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等。矿业特许要求矿业权人必须承担公
共责任、回馈社会。

普通法院负责取消特许权或解决特许权相关纠纷。

 部门规则

石油和天然气。
国家所辖海域下蕴藏的矿产。
国家重要安全领域矿产。

对于这些矿产，国家是所有人，负责利用和处置等。地表粘土、盐
田、砂土等归土地所有人所有，不构成矿产的一部分。

 特许体系

矿业权是一种财产权，与地表土地所有权无关，可以流转。

智利矿业特许权分为矿产勘查特许权和矿产开发特许权两种。前者允许调

矿业勘探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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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勘探，后者赋予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在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即使未开采出矿产品也必须对此造成的原土地所有
者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

Uso de aguas 

在智利，使用水资源必须通过特许，获得水权。

按照现行税法规定，智利水资源是供公共使用的国家财产，但同时具有经
济属性。水权可以通过特许进行转让（使用权特许没有限制），并同其所
属土地的所有权分离，可自由买卖。水权的取得、转让等参照私权的方式
进行，但需要备案。

根据这一制度，水权的授予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原则：

•	 程序合法。
•	 不侵害第三方利益。
•	 存在对应资源。

根据这一规定，形成了水权交易市场，重新分配水资源，该系统有利于所
有权的集中。

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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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利总司（DGA）负责管控水权，制定水资源使用计划。该机构是
独立于用水单位的独立机构，本身不负责水利设施运营。

水权申请必须向全国水利总局提出，并呈交至驻取水口当地的分局。	

谁可以申请水权：

申请水权需提交：

申请人姓名或公司名称及RUT。如果是公司申请，还需指明法人代
表。
办公所在地。
申请的河道或河床名称（河流、河口等）。
申请水权的数量，用公制和时间表示（如升/秒，立方米/秒）。如
果是地下水，则应表明所需最大流量，用公制和时间表示，以及用
立方米表示的每年最大取水额。
取水点
取水方式（机械或重力）。
权利性质，如是否用于消费、永久性或暂时性、持续或间断或同他
人轮流等。

自然人

自行申请或通过代理申请。
未成年人，通过其法定监护人申请。
法人

通过法人代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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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电力市场包括发电、输电和配电。这些完全由私营资本控制，国家只
负责调控、监督和指导发电和输电公司的投资。

智利国家能源委员会（CNE）是政府负责电力规划的部门，制定协调全
国能源开发和运营计划、政策和规定，确保能源部门的合规性。

发电系统

由发电厂组成。特点是市场竞争，运营成本的变化导致其向规模经
济发展。

输电系统

包括从发电厂到消费或配电中心的输电线路、变电站和设备。在智
利，变电站的电压高于23千伏。配电所的电压更低。发电厂电力
上网没有限制，即发电厂可以缴纳上网费将其生产出的电力输送上
网。

配电系统

包括输电线、变电站或设备等用以将电力输送给明确限定的某一地
域范围内的最终消费者。配电公司需取得配电公共服务特许权，履
行服务义务并保持电价稳定。电力法杜绝了垂直整合，即发电厂不
能参与输电或配电。

电力市场

电力市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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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下列条件可以制定自由价格：

服务大于12个月。

特殊质量服务。

用电量和沿输电线路最近的一级变电站和发电厂的距离比大于20
兆瓦/千米。

普通用户

用电量不高于2000千瓦。
自由用户或非普通用户

用电量超过2000千瓦。
可选用户

用电量超过500千瓦但不高于2000千瓦，可以选择常规电价或自由
电价，期限最低为四年。

能源消费
（按照消费需求量分级）

更多信息请访问：

能源部 (www.minmineria.gob.cl).
国家能源委员会	(CNE) (www.cne.cl).
全国水利总司	(DGA) (www.dg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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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中央银行
 www.bcentral.cl

智利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 (SBIF) 
 www.sbif.cl

国内税务局 (SII)
 www.sii.cl

国家石油公司 (ENAP)
 www.enap.cl

外交部
 www.minrel.cl

		领事司
    www.minrel.cl

内政和公共安全部
 www.interior.gob.cl

		外国人和移民局
    www.extranjeria.gov.cl

		海关总署
    www.aduana.cl

劳动局
 www.dt.gob.cl

环保部
 www.mma.gob.cl

		环境评估局	(SEA)
    www.sea.gob.cl

能源部

 www.minenergia.gob.cl
		全国能源委员会	(CNE)
    www.cne.cl

		智利核能委员会	(CCHEN)
    www.cchen.cl

公共工程部

 www.mop.cl
		水利总司	(DGA)
    www.dga.cl

农业部
 www.minagri.cl

		农牧局	(SAG)
    www.sag.cl

矿业部
 www.minmineria.gob.cl

NIC – 智利大学 
 www.nicchile.cl

经济发展和旅游部

 www.economia.cl
		工业产权局	(INAPI)
    www.inapi.cl

教育部

 www.mineduc.cl
		国家图书馆知识产权局	(DIBAM)
    www.dibam.cl

社会发展部

 www.ministeriodedesarrollosocial.gob.cl

网址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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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乌马达街11号，12楼
圣地亚哥 智利

电话: (56-2) 2698 4254
Email: info@ciechile.gob.cl

www.ciechile.gob.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