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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进入苏里南共和国，每位中国公民都必须遵守苏里南国

家法律法规。对于外国人适用法律有1991年移民法（苏

里南1992三号令）和1995年外国人法规（苏里南1995

八十五号令）。

另外，苏里南已于2007年5月25日加入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协议（帕莱尔摩协议）以及相关议定

书，包括协议预防、打击和惩罚贩卖人口，尤其是妇女

和儿童，以及协议打击通过海陆空走私移民。为了预防

贩卖妇女儿童，国际社会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此类

非人道的犯罪。

根据上述有关协议，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指通过威

胁、使用暴力或其它形式的强迫、绑架、欺诈、欺骗、

滥用职权、趁人之危、或通过收授报酬或好处的方式来

默认一个人控制他人等手段来招募、运输、转让、藏匿

或接受人口，以便于对其进行剥削。剥削至少应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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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或其他形式进行性剥削，强制劳动或服务、奴役或

进行契约劳动、或抵债契约，这也可能是当前最不为人

所熟知的贩卖劳动力方式，但却是最广泛使用的奴役人

口的方法。

要注意一点，当受害人被要求以劳动来偿还贷款

或服务时，如果有关条款和规定不明确或者受害人服务

的价值没有用来偿还债务时，那么受害人就被人“束

缚”了。通常，他们劳动的价值要高于最初“借”的钱

总数。

强制劳动是指通过威胁使用暴力或其他惩罚手段

违背受害人意愿强迫其劳动；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一

定程度上被人占有。男性有可能被贩卖从事无需技能

的工作，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统计，这些工作全球能产生

310亿美元价值。强制劳动的形式包括家政服务、农业

劳动、血汗工厂劳动、清洁工、餐饮业以及其他服务行

业劳动和乞讨。一些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有服装、可

可、砖头、棉花和金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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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里南2012年11月19日开始施行边境管理制

度，并且和国际情报组织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紧密合作消

除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苏里南司法和警察部的移民

部门以及苏里南驻外使馆共享不受欢迎分子预警或黑名

单。

入境签证

1. 如果申请人申请旅游签证，目的是度假，则申

请人不允许在苏里南共和国停留期间工作，因为这违反

了移民法和劳动法规，移民部门有权将其遣返。

2. 如果申请人申请商务签证，则申请人不允许工作。

商务签证签发的目的是从事商业、工业或专业活动和谈

判。同样，违反规定者面临风险是移民部门将其遣返。

3. 如果申请人申请短期停留签证，则意味着申请

人想在苏里南停留3个月（90天）以上。程序是司法警

察部和劳工技术部必须同时批准。获得批准后，在申请

人护照上颁发短期停留签证。入境后，当事人需要在两



4

周内申请临时居留许可。

4. 临时居留许可应向移民总局申请。申请许可所

需材料如下：

- 填好的申请表，并附1.5苏里南元接收邮票；

- 两张同底片护照照片；

- 护照页所有内页复印件；

- 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 出生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 婚姻状况；

- 健康保险证明或雇主或第三方保证书，附上资助

人表格；

- 中央银行存款单据，150美元（账号：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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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324623号）或等值的苏里南元（账户：司法警察部

324641号）；

- 雇主证明（原件，有限期至少三个月，同时注明

工资数额）。

入境居留

5. 临时居留许可有效期最长为两年，可以延期。

6. 居留许可或有效期延期会根据停留动机并满足

特定条件后受理。

7. 这些特定条件可主要用来确保支付持有人许可

产生的费用及其获准离开苏里南前往外地的旅费。

8. 为了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许可可

能受限制。限制和（或）要求可根据许可持有人申请或

情况变化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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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居留许可及有效期延期可能因维护公共利益而

被拒绝。

10. 出现下列情况则居留许可应该收回：

a. 事先知情，却提交不实信息和事实，则居留许可

会被拒绝或不再批准有效期延期；

b. 如果经济来源不充足；

c. 违反公共秩序与和平，或对国家安全或公共健康

构成威胁；

d. 违反居留许可颁发的相关限制条件或违反相关

规定。

11. 外国人可在苏里南无限期居留：

a. 如果他们拥有居住权；

b. 如果他们被司法警察部接受为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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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居住权不应受任何限制；且没有任何相关条件。

13. 司法警察部长有权批准和收回居住权。持有人

主要在苏里南境外居住已超过一年的，则居住权自动失

效。

14, 有下列情形的，居住权可能会被收回：

a. 提交不实信息获得许可的；

b. 一再违反移民法规的；

c. 因故意犯罪被法院判刑四年或以上徒刑的；

d. 对国家安全或公共健康构成威胁的。

15. 外国人主要在苏里南境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其

许可仅在如下情况下会被拒绝：

a. 有理由确定其将无充足生活来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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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严重违反公共秩序与和平或对国家安全或公

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时。

16. 外国人在苏里南获准居住权满10年的，则其许

可不应以15（ a）条款为由拒绝。

监控措施

17. a. 外国人应一直随身携带身份证件，或需要时

出示这些证件。

b. 苏里南境内住所变更和（或）离开出境时应上

报。

c. 根据移民法要求提交申请的相关信息。

d. 配合提交身份认证数据。

18. 没有居住权的外国人应须在进入苏里南后规定

时间内登记或定期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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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司法警察部为维护公共秩序与和平、国家安全

或公共健康认为有必要时，外国人应须向当地警察部门

定期上报。

20. 外国人在下列情况下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

a. 一再违反移民法规的；

b. 因故意犯罪被法院判刑四年或以上徒刑的；

21. 没有居留许可或居住权的外国人，当其对公共

秩序与和平、国家安全或公共健康构成威胁时，司法警

察部可宣布其为不受欢迎，根据入境和居留相关规定

（移民法第6款），其不得停留在苏里南。

遣返和拘留

22. 根据苏里南入境和停留相关规定（移民法第

6、9和10款规定）不得停留的外国人将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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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情形不应遣返：

a. 外国人正在接受公共检察部门刑事调查期间；

b. 等待案件引渡期间；

c. 因在苏里南犯罪被剥夺自由或接受处分期间。

24. 外国人不得超过证件规定期限逾期停留在苏

里南，如超出过境签证或继续旅行的必要期限、超

出签发或延期签证规定期限、或多次往返签证有效

期（根据移民法第6款第条规定）、或不符合申请居

留许可或居住权的条件（根据移民法第6款第1条规

定）。

25. 因其居留许可有效期已满而不得停留时，则拒

绝延期的相关部门责令将其遣返。

26. 因收回拘留许可、居住权或难民准入资格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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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停留时，则做出收回决定的相关部门责令将其遣返。

27. 因外国人不再属于居住权或难民准入类别时

（依据第10款第2条规定），则不得继续停留。

28. 上述条款没有规定的其他情况，如司法警察部

长无异议，则负责入境或监控外国人的官员有权遣返。

29. 除非与公共秩序与和平、国家安全或公共健康

相抵触，遣返时应给予外国人合理时间确保其出境并获

准进入他国。

30. 根据执照医生声明，外国人或其家人的健康状

况不适合遣返出苏里南的，可不遣返。

31. 如因维护公共秩序与和平、国家安全或公共健

康需要、或有理由认为当事人会躲避遣返，公共检察官

可以要求扣留如下人员：

a. 已责令遣返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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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全有理由证明其将被遣返的外国人；

c. 根据移民法第6、9和10款入境和居留条件规定不

得停留，正在等待居留和居住申请或难民准入批准的外

国人；

d. 虽有居留许可，但居无定所或被发现在苏里南

无生活来源的外国人。

32. 只要当事人表示愿意离开苏里南并且照做，且

条件符合，可对此外国人不予拘留或终止拘留。

33. 31款a规定的拘留不得超过一个月。

34. 国家承担的必要遣返费用可由外国人赔付，如

其为未成年人，则由其法定监护人赔付。

35. 遣返外国人或其法定监护人产生的相关费用，

国家可从用当事人财产担保或补偿，必要时由第三方控

制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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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外国人因被遣返而需承担的费用由国家垫付

的，国家优先其他债主享有赔偿权（房贷和抵押除

外）。

37. 外国人抵押给国家作为遣返费用赔偿的财物第

三方不得占用。

38. 外国人乘坐船只、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入境6

个月内被扣押遣返的，可由同一运输公司的船只、飞机

或其他交通工具运载离开苏里南。如在拘留后合理时间

内未能装载离开的，产生的费用应由此运输公司承担。

补救措施

39. 下列判决复议可向苏里南共和国总统申请：

a. 居留许可或难民准入或居留许可延期被拒绝；

b. 颁发的居留许可有效期或其延期低于申请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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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或受限制或附带条件；

c. 依据相关规定申请变更居留许可限制条件未获批准；

d. 居留许可或难民准入资格被收回；

e. 外国人虽已责令遣返，但连续三个月主要居住

在苏里南，虽然其停留不符合相关移民法（第6，9和10

款）入境和居留要求，但其在此期间已经履行移民法规

定的登记和上报义务。

40. 以下判决也可向总统申请复议：

a. 居住权被拒绝；

b. 居住权被收回；

c. 依据移民法（第10款第3段）的监控措施要求被

施加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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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外国人被宣布为不受欢迎；

e. 外国人因不再拥有居住权或难民准入资格而不得

在苏里南继续停留应遣返（第10款第2段适用）。

41. 外国人提交居留许可或居住权申请时虽住在苏

里南，但不符合苏里南停留规定，而被拒绝的，不再复

议。

42. 复议须在判决送达当事人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

申请。此后提交的复议申请，如申请人能证明已按常理

尽快申请了，则申请受理不受此规定限制。

43. 只要部长或总统尚未做出决定，可暂不执行依

据移民法（第32款第1段b,c,d和e条或第32款第2段）补

救措施对外国人做出的遣返决定。

44.  复议申请决定会被研究，申请人会被立刻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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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的机会

苏里南经济

苏里南经济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较少依赖荷兰的

财政资助。铝矿石开采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石

油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也大大提高了苏里南经济的独立

能力。

农业，特别是水稻和香蕉，仍然是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生态旅游正在带来新的经济机会。苏里南80%

以上的国土是未受污染的雨林；随着1998年苏里南中央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苏里南致力于保护这种宝贵的资

源。苏里南中央自然保护区在2000年成为世界遗产。

苏里南经济主要是铝矿石工业，占了GDP的15%以

上以及出口创收的70%以上。其他主要的出口产品包括

水稻、香蕉和虾。苏里南最近开始开发它规模相当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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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金矿储备。

苏里南民众近四分之一从事农业。苏里南经济十

分依赖商业，它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荷兰、美国、加拿大

和加勒比国家，主要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前荷属安提

里斯群岛。

自然资源：铝矿石，金矿，石油，铁矿石和其他

矿产；森林，水电资源；鱼和虾。

农产品：水稻，香蕉，木材，棕榈，椰果，花

生，柑橘和森林产品。

工业种类：铝矿，石油，金矿，鱼，虾，木材。

主要的金矿和铝矿于2013年启动，为经济增长和

政府收入提供进一步推动。经济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抑制

2011年汇率贬值带来的预期通胀以及最近施行的旨在提

高消费税的税收措施在短期内带来的通胀压力。为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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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相关的冲击，有关部门一直以来都在保持警惕，

按需收紧货币政策。通胀水平依然很高（2011年11

月统计为15.4%），但渐渐有所缓和。

地理概况

苏里南是南美最小的独立国家。它位于圭亚那板

块，大多位于北纬1到6度，西经54到58度之间。苏里南

分为两大地理区域。北方低地沿海地区（大约是阿尔比

那－帕拉南－瓦根宁艮线以上地区）已经开发，人口的

大多数生活于此。南方地区是热带雨林和人烟稀少的沿

巴西边境的热带大草原，占苏里南国土面积约80%。

两大山脉是巴克胡依山脉和凡阿西凡韦耶克山脉。朱

利安娜峰是境内最高的山峰，海拔1286米（4219英尺）。

其它山脉有：塔菲尔山，1026米（3366英尺），卡西卡

西玛山，718米（2356英尺），高利斯山，358米（1175英

尺）和沃尔兹山，240米（79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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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东边是法属圭亚那，西边是圭亚那。南

边和巴西接壤，北边是大西洋海岸线。最南部同法

属圭亚那和圭亚那有争议的边境分别是马洛汶泾河

和可兰亭河，不过同圭亚那有争议的部分边境河流

已于2007年9月20日根据联合国海事法附件7条款经

国际法庭仲裁。

气 候

位于赤道北2到5度，苏里南属气温很高的热带气

候，全年温度变化不大。平均相对湿度在80%到90%

之间。平均气温在29和34摄氏度之间（华氏84度到94

度）。因为湿度较大，实际气温出入较大，因而体感温

度会高出实际温度6摄氏度左右（华氏11度）。一年有

两个雨季，分别是4月到8月和11月到2月。也有两个旱

季，分别是8月到11月和2月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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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

位于科本纳河分水岭上游，苏里南中央自然保护
区因其未受污染的森林和生物多样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苏里南有很多国家公园，包括：
嘎里比国家保护区，科本纳曼亭国家公园，沿海的威亚
威亚国家保护区，布朗斯山国家保护区，拉雷瓦／沃特
兹山国家保护区，塔菲尔山国家保护区，中部地区的艾
乐特得罕国家公园，靠巴西边境的斯帕里瓦尼国家保护
区。据联合国自然保护组织世界环保监测中心统计，苏
里南整个国土面积的12.6%是国家公园和湖泊。

苏里南的地区和辖区

苏里南分为十个行政地区，归地区长官负责，而

地区长官则由总统任命和罢免。

地区：

1. 伯诺克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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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莫文纳

3. 考若里

4. 马洛文里

5. 尼克里

6. 帕拉

7. 帕拉马里布

8. 萨拉马卡

9. 斯帕里威里

10. 瓦里卡

苏里南还可进一步分为62个辖区。

苏里南人口数据

苏里南多种族人口总数是524345人，其中82%居

住在沿海地区，18%住在内陆，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

低的国家之一。苏里南的种族群体包括印度斯坦人

（27%），克里沃尔人（17.7%），爪哇人（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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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戎人（14%）和美洲印第安人（3.7％）以及欧洲，中

国和其他群体的后裔。

人口的约10%来自巴西。约41%是基督徒，20%是

印度教徒，13%是穆斯林。荷兰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

尽管英语和苏里南汤高语（一种本土克里沃尔语）被广

泛使用。

人口的绝大多数（90%）居住在帕拉马里布或在沿

海地区。同时，在荷兰也有大量的苏里南人口。2005

年，生活在荷兰的苏里南人达328300，占荷兰总人口约

2%，当时的苏里南人口数量为438000。

文 化

苏里南的宗教

国家的主要宗教是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以及

新教的不同派别，其中摩拉维安教会是最大最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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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沃尔人和玛戎人中尤为盛行。克里沃尔人以及少

数玛戎人，主要是非洲黑奴的后代，他们在殖民时期开

始信奉基督教，但仍然保留了他们非洲和美洲名为汶绨

的宗教。印度教是苏里南第二大宗教群体，占总人口的

20%。印度裔人口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爪

哇人则信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苏里南人口的13%是穆

斯林。

语 言

荷兰语是唯一官方语言，用于教育、政府、商业和媒

体。60%以上的人口把荷兰语作为母语，其余的大多数人

则将其作为第二语言。2004年苏里南成为荷兰语联盟的合

作成员。苏里南是南美唯一说荷兰语的国家，也是所有美

洲国家中唯一说荷兰语的，是美洲国家中非罗曼语系的两

个国家之一，另一个国家是使用英语的圭亚那。

在帕拉马里布，荷兰语是三分之二家庭的主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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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2009年苏里南荷兰语词典的出版认可了苏里南

荷兰语作为全国性语言的地位，和荷兰荷兰语以及弗

莱明荷兰语平等。只有在苏里南内陆，荷兰语才很少使

用。

苏里南汤高语，一种本土的最早由克里沃尔人使

用克里沃尔语，是大街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经常根据

场合的正式程度和荷兰语交替使用。

苏里南印地语，又名撒纳米语，是波普利语的一

种方言，是第三大广泛使用的语言，被来自当年英属印

度的南亚合同工人的后代广泛使用。爪哇语被爪哇合同

工人的后代使用。玛戎语，一定程度上和苏里南汤高语

互通，包括萨拉马卡语、帕拉马坎语、狄乌卡语（又名

阿乌坎语）、坤狄语和玛塔瓦伊语。美洲印第安人使用

的美洲印第安语包括卡里布语和阿拉瓦克语。客家话和

粤语则为中国合同工（苦力）的后代所使用。少量最近

来自中国的移民使用普通话。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

语也有人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由拉丁美洲居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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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后代使用，有时候也在学校里教授。

公众关于苏里南语言的讨论是国家民族身份辩论

的组成部分。虽然荷兰语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

残余，但由于80年代前独裁者德希博特瑟公开使用苏里

南汤高语，使用流行的苏里南汤高语则和民族主义政治

联系起来，因而逃跑奴隶的后代们可能会抵触它。有人

提议把国家语言改为英语，以此来改善和加勒比和北美

的关系，或改为西班牙语，因为苏里南位于南美，尽管

苏里南没有说西班牙语的邻国。

鉴于国家的多文化传统，苏里南庆祝多种多样的

独具特色的种族和宗教节日。

全国性节日

一月一日 － 元旦

三月（不定）－洒红节

三月／四月－复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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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劳动节

六月五日－印度人到来日

七月一日－解放日（奴隶制结束）

八月八日－爪哇人到来日

八月九日－土著人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国庆独立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六日－ 节礼日

还有一些印度和伊斯兰全国性节日，如排灯节、

洒红节、开斋节等。这些没有具体的阳历日期，因为它

们分别依据印度和伊斯兰历法确定。

还有一些苏里南特有的节日，包括印度人、爪哇

人和华人到来日。它们是庆祝第一艘装载他们各自移民

的船只顺利到达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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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咖拉（爆竹日）

苏里南的除夕叫旧年，当晚苏里南民众会前往商

业街，观看焰火表演。大的商场出资购买爆竹，在大街

上燃放。每年爆竹的长度都会攀比，爆竹红条最大的公

司会得到高度的赞扬。

这些节日庆典往往都是上午十点开始，第二天结

束。通常整天都充满笑声，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夜幕

降临，街上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最流行的欢庆是在

主要旅游区的瓦特咖啡厅举行。在那里的聚会在夜里十

点到十一点结束，然后大家回家在午夜放炮竹。十二点

过后，聚会继续，街上又充满了人，直到天亮。

教 育

苏里南对12岁以下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初等教育净入

学率2004年达到94%。识字率十分普及，尤其是男性。国

家的主要大学是苏里南安东得考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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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中学分为13个年级。小学六年，初中四

年，高中三年。学生在小学毕业时通过参加考试来决定

他们是否升入现代初中还是进入稍微差点的初中。小学

生校服是牛仔加绿衬衫，初中生则是牛仔加蓝衬衫。

学生从初二升入初三时必须要从商科或理科课程

中作出选择，这会决定他们今后的专业。要想继续学习

数学和物理，学生则必须修满13个学分。学分如果不

够，则只能学商科或留级。

旅游业

帕拉马里布的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皇家托拉

里卡大酒店在苏里南河边的帕拉马里布的夜生活区落

成。酒店业对苏里南经济很重要。公寓或房屋租赁现象

在苏里南也很受欢迎。

大多游客来苏里南参观，是因为其南部天然洁净

的亚马逊雨林非凡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举世闻名的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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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苏里南中央自然保护区是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

保护区，和布朗斯山自然公园都位于伯诺克庞多水库上

游，该水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水库上的汤

卡岛上有萨拉马卡玛戎人经营的乡村生态旅游项目。树

皮袋和葫芦碗为游客生产的主要纪念品。玛戎人已经了

解到色彩鲜艳，制作精美的树皮袋深受游客喜爱。

苏里南境内也有很多瀑布。拉雷瓦里瀑布是科本

纳河上的一个560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鸟类品种繁

多。同样著名的还有尼克里河上的白玛丽瀑布和旺诺托

博瀑布。苏里南中部的塔菲尔山四周就有自己的自然保

护区，位于萨拉马卡河发源地的塔菲尔自然保护区，还

有科本纳河北边位于拉雷瓦纳的沃尔特兹自然保护区。

在内陆地区有很多玛戎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村落，很多都

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一般都对游客开放。

苏里南属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将拥有的每种

物种群都至少宣布一种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国家之

一。苏里南整个国土面积的近30%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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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

其它景点包括种植园，如拉维克种植园，其位于

苏里南河上。该种植园只能从苏里南中北部瓦尼卡地区

的东布尔格乘船抵达。

儒勒威登博西大桥是位于帕拉马里布和考莫文纳

地区的麦左尔格之间的苏里南河上的一座桥。该桥于

儒勒阿尔伯特威登博西总统任期内（1996-2000）开始

建设，2000年建成。桥高52米（171英尺），长1504米

（4934英尺），连通帕拉马里布和考莫文纳两地 ，之

前只能通过轮渡。该桥的建设目的旨在加快推进苏里南

东部地区的发展。桥为双车道（来去各一条），也对行

人开放。

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有114年历史。在其成为教

堂之前曾用作剧院。剧院建于1809年，于1820年焚毁。

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则于1883年1月13日开始建设。

苏里南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犹太教堂和穆斯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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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能左右为邻的国家之一。位于帕拉马里布中心的

这两栋建筑紧挨着，并且在双方碰巧同时举行各自的宗

教庆典时共享同一个停车场。

一个相对较新的地标性建筑是位于帕拉马里布的

瓦尼卡辖区约翰阿道夫大街上的印度阿雅得瓦克寺，建

成于21世纪头十年期间。该寺庙的一个特色是它没有印

度众神像，因为寺庙的建设者参与的印度教阿雅萨马吉

运动禁止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整个寺庙建筑上写满

了维达经和其它印度教经文里摘抄的经文。美丽的建筑

风格让该寺庙成为旅游景点。

交 通

苏里南和其邻国圭亚那是南美洲内陆国家中仅有

的两个靠左边驾驶的国家。

健 康

妇女人均生育率是2.6。2004年公共支出占了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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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6%，私人支出则占4.2%。21世纪初期每十万人拥

有45名医生。新生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男性出生时

的人均预期寿命是66.4岁，女性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

则是73岁。

常用电话

报警：115

紧急：113

火灾：110

电话：107

电力：472828

水：471414 分机298

中国驻苏里南使馆：45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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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共和国国歌

《上帝与苏里南同在》

卡梅利斯·安蒂斯·荷克斯特拉词

约翰内斯·卡利斯坦罗斯·德·普伊曲

同胞们奋起，奋起！苏里南在召唤你。

无论祖先来自哪里，要把国土爱惜。

我们不怕动武，我们领袖是上帝。

我们一生直到死去，将为苏里南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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