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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尼泊尔政府 # investinnepal

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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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尼泊尔拥有丰富的资源、跨越国界的巨大市场准入以及

政府对发展的优先考虑是一个理想的投资目的地。随

着政治稳定的实现，政府坚定致力于善政和改善基础

设施，尼泊尔期待在若干潜在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实现快速投资增长。现任政府着力于实现经济繁荣，

我非常认同“繁荣尼泊尔、幸福尼泊尔人”的这一愿

景，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将是发掘国家和投资者潜

力的独特机遇。尼泊尔看重外国投资者在技术和技能

转让中的作用，以利于在迈向繁荣的道路上步入经济

高速增长轨道。政府致力于为已经在尼投资或者正

在探索投资机遇的各界人士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衷心欢迎您一起投资尼泊尔的未来。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对于实现
经济高速增长和实现尼泊尔到2030年成
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作为我们努力把
尼泊尔建设成为有前景的投资目的地的一部分，也
是我们展示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政策、结构和程序改
革的机会，以便为在尼泊尔投资和经商创造有利环
境。峰会的重点还在于展示一系列可以提供给投资
者进行开发的潜在项目。我们诚挚欢迎您参加此次活
动，进一步探索未开发的潜在项目，从而成为我们实
现目标的合作伙伴。

尊敬的财政部长兼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发起人

哈提瓦达博士/

尊敬的总理

奥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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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随着长期席卷尼泊尔的政治过渡的
风暴的结束，令人所幸的是，我国
在宪法的颁布以后，迎来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繁荣的新征程。我国新宪
法的显著特征是：拥有具竞争力的
多党制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政
策。随着今年早些时候以民意选取
所产生的强而有力的政府，将会为
我国的经济转型而竭尽全力。

政府集中实现“繁荣尼泊尔，幸福
尼泊尔人”的愿景，同时也认识到
国内外投资，在弥补尼泊尔现有的
资本和技术空缺所发挥的关键作
用。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
政策改革以解决阻碍投资的限制因
素和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并为投资
者提供最具吸引力和最安全的投资
机会。 政治稳定的同时确保了政策
的一致性，政府坚定地致力于采取
进一步措施确保需求和环境相称，
为投资者营造一个友好的环境。

为了进一步提升尼泊尔成为具有前
景的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并在最近
鼓励发展的基础上。尼泊尔政府将

(a) 政策改革分享。

(b) 分享可用于研究和发展的潜在项目。

(C) 听取在尼泊尔或有意在尼泊尔投资的重要企业家对政治改革的相关分
享，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和反馈。

(d) 为商业领袖提供社交平台。

(e) 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

该峰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揭示尼泊
尔在能源，旅游，工业，交通基础
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农业等
领域的潜在投资机会，使之成为有
利的投资目的地。此外，政府将利
用这个独特的论坛展开一系列政
策改革和激励措施，用以吸引投资
者。另外，峰会将为全球投资者提
供一个平台，以加深他们对尼泊尔
投资环境和机遇的了解。

背景

峰会焦点

目的

于3月29日至30日在加德满都组织
召开“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该峰会将汇集国内外政府要员，
商界领袖，政策决策者以及行业专
家，时隔二十多年，政府组织了
2017年尼泊尔投资峰会以促进尼泊
尔成为未来十年的具有发展前景的
投资目的地。 峰会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极大兴趣，为潜在的外国投资
者中营造了积极的势头。本次峰会
致力于吸引和鼓励各界投资是泊尔
政府的一项促进投资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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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 行业特定的一站式信息中心

 • 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政府会议

 • 项目现场参观

 • 现付的山地航班旅游和其他旅游套餐

 • 能源 

 • 信息与通信技术

 • 旅游

 • 工业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 农业

联合活动 行业

报名注册

参会者地点

我们恳请所有感兴趣的参与者注册接受邀请，因为本次峰会是严格按照邀请进行的。本次峰
会没有注册和参与费用。更多相关信息，请登录： 

网站: www.investmentsummitnepal.com 

邮箱: 2019@invetsmentsummitnepal.com

 • 投资者（包括外国与本国投资者及旅
居海外的尼泊尔人）

 • 发展合作伙伴
 • 外交使团
 • 政府代表
 • 国内和国际媒体
 • 专家
 • 其他利益相关者

加德满都Soaltee酒店
Tahachal, Kathmandu, Nepal 
电话: +977 1 4273999 | 
传真: +977 1 4272205 
邮箱: res.ktm@ihg.com
网址: http://soalteehotel.com

http://www.investmentsummitnepal.com
mailto:info%40invetsmentsummitnepal.com?subject=Email%20NIS2019
mailto:res.ktm%40ihg.com?subject=
http://soalteehotel.com


5

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峰会日程安排
第一天：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签到

茶歇

午餐

茶歇

晚宴

开幕式
 • 由峰会协调员、指导委员会和财政部长致欢迎辞。
 • 由知名外国商人/多边机构的高级权威/现有投资者总公司主席进行主题演
讲 
 • 在野党领袖致辞
 • 尼泊尔总理特别致辞
 • 峰会指导委员会秘书致感谢辞  

全体会议1：尼泊尔的投资机会
详细介绍尼泊尔政策改革后的商业环境，并揭示潜在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能源：产生15000兆瓦电量以满足
国内和跨境经济转型需求

旅游：创建娱乐和朝圣的目的地

信息与通信技术：成为数字经济

工业：建设工业基地和创造就业
机会

0830 - 0900

1030 – 1100

1230 – 1330

1500 – 1530

1830 ONWARDS

0830 - 0900

0900 - 1030

1100 - 1230

1330 – 1500

153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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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峰会日程安排
第二天 2019年3月30日 星期六

签到

茶歇

午餐

茶歇

茶歇

文化节目/现场音乐和晚宴

基础建设：建设可持续性的交通
基础设施

农业和林产品：由商机和价值链
所提供的机遇

0830 - 0900

1030 – 1100

1230 – 1330

1430 – 1500

1630 – 1700

1800 ONWARDS

0830 - 0900

0900 - 1030

1100 - 1230

1330 – 1430

1500 – 1630

1700 – 1800

全体会议2：投资尼泊尔---经验分享
现有投资者（外国人士/ 非尼泊尔公民/尼泊尔人）和其他相关商业伙伴将分
享他们在尼泊尔投资的经验。

全体会议：如何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 

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共同讨论如何为尼泊尔投资项目融资

闭幕式

 • 峰会结果公布

 • 签署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 峰会指导委员会协调员总结发言

全体会议3：国际经验分享
这是一场由知识驱动的会议，来自投资促进机构、投资委员会和各国
政府代表，这些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已取得成功，届时他们
将分享为创造有利营商环境和吸引投资而推行的促进投资措施的知识
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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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257
位外国代
表者

500
位与会者

13.7十亿美元
意向书

监督委员会 以竞标形式达到投资目的

涉及的部門
基础设施

农业

能源

航空

铁路

公路

采矿、矿产

健康

旅游

食品

造纸业

制造业

21
个参与国

后续会议 外国外交使团与利益相关者

2017年尼泊尔投资峰会概要

活动：2017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日期：2017年3月2日-3日

地点：加德满都的Soaltee 酒店

主办方：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尼泊尔投资委员会

合作方：其他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尼泊尔工商联、尼泊尔工业联合会、尼泊尔乡村及小工
业联盟,、尼泊尔妇女企业家联合会、尼泊尔商界女性团体）

秘书处：尼泊尔投资委员会办公室

主题：利用尼泊尔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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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尼泊尔投资峰会

2019尼泊尔投资峰会秘书处

尼泊尔投资委员会办公室

地址： ICC Complex, New Baneshwor, Kathmandu

电话: +977-1-4475277,4475278, 传真： +977-1-4475281 

邮件： 2019@investmentsummitnepal.com 

网址: www.investmentsummitnepal.com

mailto:2019%40investmentsummitnepal.com?subject=Email%20NIS2019
http://www.investmentsummitnep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