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内的主要国际连锁五星酒店 

在建： 

通往自治区的主要国际直飞航线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投资情况介绍   

 
 
 
 
 
 
 
 
 
 
 
 
 
 
 
 
 

 

 

    

 

 

 

 

 

 

 

 
 

 

 

 

  

 

 

 

基本情况 

所属 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现属于伊拉克共和国 

组成 
埃尔比勒省/Erbil (首府)，苏莱曼尼亚省

/Slemani，达胡克省/Duhok 

人口 520 万人 (2010)
i
 

面积 40,643 平方公里 ii
 

语言 库尔德语，阿拉伯语，土库曼语等 iii
 

宗教 伊斯兰教，基督教，雅兹迪教派等 iv
 

民族 
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

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等 

货币及汇率 
伊拉克第纳尔(IQD) 

一美元约平均兑换 1,200 伊拉克第纳尔 

时区 GMT +3 

气候 (平均最高-最低) 夏季 (39-48°C)，冬季(02-13°C)
v
 

  

政治概况 

自治区主席 马苏德·巴尔扎尼 (Masoud Barzani) 

自治区总理 Nechirvan Edris Barzani 

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政

府(KRG)组成
www.krg.org 

由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库民党 KDP)、库尔德

斯坦爱国联盟(库爱盟 PUK)及其他党派组成

联合政府共同管理 

国会议员 Arslan Bayez 博士 
  

经济概况 

GDP 236 亿美元 (2011 年)
vii

 

人均 GDP 4,452 美元 (2011 年)
vii

 

GDP 按国民经济 

行业组成 

农业 (17.5%)；采矿业与制造业 (9.4%)、建

筑业 (7.6%)；批发零售与运输业 (13.5%)、

金融业 (1.3%)、公共服务业(20.6%)、其它

服务业 (30.1%)
 vii

 

政府公共支出预算 
125 亿美元 (12,604 万亿伊拉克第纳尔) 

(2012)
viii

 

主要贸易伙伴 
土耳其、伊朗、中国、阿联酋、叙利亚、黎

巴嫩、约旦、美国及欧盟 

外商直接投资(FDI) 

主要来源国家 

土耳其、阿联酋、黎巴嫩、埃及、美国、英

国及其他欧盟国家  

劳动力 120 万人 (2012)
ix
 

失业率 6% (2012)
ix
 

14 岁以下人口比例 38.17% (2008)
x
 

人口净增长率 3% (2011-2012)
ix
 

  

投资相关信息 

外国领事馆及代表处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土耳

其、日本、韩国等及其他 19 个国家 

文化遗产 

埃尔比勒的古老城堡是全球有人类连续定居

历史最长的地点 (已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录) 

国际机场 
埃尔比勒国际机场 (EBL), 

苏莱曼尼亚国际机场 (ISU) 

主要国际大学 
苏莱曼尼亚的伊拉克美国大学、黎巴嫩法语

大学、Ishik 大学、Sabis 大学 

主要国际学校 
德、美、英等国际学校，剑桥国际学校，

MLF 国际法语学校、Choueifat 国际学校 

签证信息 
您可咨询离您最近的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政府

KRG 代表处: http://dfr.krg.org/ 
 

安全形势 

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是伊拉克的安全绿洲，在此从未…： 

 …出现任何重大安全事宜(2007 年以后) 

 …出现外国人绑架事件 

 …出现联军士兵死亡情况 

基于自治区《投资法》(2006 年 4 号文件)的投资政策及优惠条件 

 自 2006 年至 2012 年中期，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内投资总额已达 220 亿美

元，其中 79%为国内投资，15% FDI 为外商投资，6%为合资企业投资 

 《投资法》涵盖除油、气领域以外所有产业，优先鼓励农业、工业及旅

游业等领域的投资 

 对于合规的投资项目，自治区将提供以下公共配套支持： 

- 为项目提供土地租赁补贴 

- 为项目所在区块提供公共基础设施配套 

 十年内企业税全免，五年内关税全免 

 国外和国内投资者享受平等待遇 

 国外投资者可自主选择是否与区内本地合作伙伴合资，可雇佣国外员工 

 国外投资者在区内经营获取的利润可全额返还其本国 

 欲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www.kurdistaninvestment.org 

自治区内已落户的国际知名厂商及品牌 

i KRG (2012):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41&lngnr=12&smap=03010400&anr=18657. vi KRG (2012):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anr=32349&lngnr=12&rnr=93&smap=04020000. 本文件由库尔德斯坦自治区

政府投资促进委员会信研部

信息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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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KRG BoI (2012): http://www.kurdistaninvestment.org/fact_sheet.html. vii KRG RSO (2012): http://www.krso.net/pdf/gdp/National%20Accounting%20GDP.pdf, incl. PPP adjustment by factor 1.18. 
iii KRG (2012):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42&lngnr=12&smap=03010500&anr=18694. viii KRG MoF (2012): http://www.mof-krg.org/. 
iv KRG (2012):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50&lngnr=12&smap=03013100&anr=18688. ix 

基于《伊拉克知识网络调研》 (http://www.iauiraq.org/documents/1677/IKN_Introduction_en.pdf. 
v KRG (2012):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40&lngnr=12&smap=03010300&anr=18656. x KRG MoP (2012): http://www.mop-krg.org/index.jsp?sid=1&id=272&pid=109&l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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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empinski.com/de/hotels/welcome/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directory/hotels/middle-east/detail.html?sortType=
http://www.iraq-businessnews.com/2012/07/25/hilton-announces-new-300-room-hotel-in-erbil/
http://news.marriott.com/2011/07/marriott-international-announces-its-first-two-hotels-in-iraq.html
http://www.divan.com.tr/ENG/Hotel-Destinations/Divan-Erbil/
http://www.rotana.com/rotanahotelandresorts/iraq/erbil/erbilrotana
http://www.egyptair.com/english/Pages/BookaFlight.aspx
http://www.austrian.com/
http://www.lufthansa.com/online/portal/lh/nl/homepage
http://www.turkishairlines.com/
http://www.rj.com/
http://www.atlasjet.com/AtlasjetWeb/atlasjet.kk?lang=EN
http://www.mea.com.lb/English/Pages/default.aspx
http://www.gulfair.com/English/Pages/default.aspx
http://www.flygermania.de/en/
http://www.emirates.com/iq/english/index.aspx
http://www.etihadairways.com/sites/etihad/IQ/en/home/pages/home.aspx
http://flydubai.com/
http://www.flypgs.com/
http://www.airberlin.com/prepage.php
http://www.qatarairways.com/global/en/homepage.page
http://www.krg.org/
http://dfr.krg.org/
http://www.kurdistaninvestment.org/
http://www.garanti.com.tr/en
http://www.byblosbank.com.lb/Global
http://www.exxonmobil.com/Corporate/
http://www.chevron.com/
http://www.bbacbank.com/
http://www.carrefour.com/
http://www.bankmed.com.lb/Pages/default.aspx
http://www.lafarge.com/
http://www.total.com/en/home-page-940596.html
http://www.omv.com/portal/01/com/omv/OMV_Group
http://www.gazprom-neft.com/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anr=32349&lngnr=12&rnr=93&smap=04020000
http://www.krso.net/pdf/gdp/National%20Accounting%20GDP.pdf
http://www.krg.org/articles/detail.asp?rnr=150&lngnr=12&smap=03013100&anr=18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