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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印度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就像 1990 年的中国，印度中国
工业园所在地古吉拉特邦则被誉
为‘印度的广东’。”印度中国工业
园的承建方——中微小（成都）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可
今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
时说。

谈及印度和古吉拉特邦，王可
今有很多体会。“印度劳动力充足，
消费市场规模潜力大，人口年轻化，
到 2020 年人口中位年龄是 29 岁。”
王可今说，古吉拉特邦是甘地的故
乡，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印度古吉拉
特邦担任了13年的首席部长，当时
古吉拉特邦在经济增长方面是印度
各邦的领头羊。

王可今介绍，“这个邦可提供

24小时不间断的电源，是印度的制
造业基地。”记者查阅资料也发现，
投资印度的多家企业对古吉拉特邦
的印象是行政效率高、对外来投资
者态度友好、经济较为活跃。

据介绍，印度中国工业园占地
面积5平方公里，紧邻高速公路，距
离最近的艾哈国际机场不到 50 公
里，距离最近的港口约一小时车
程。印度中国工业园重点布局建
材、汽车配件、家用电器、数码电子、
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产业，是一个
集生产加工、商品展示交易、仓储物
流、综合配套服务为一体，产业形态
多元、配套功能完备、产城一体化的
现代化工业园。“这个工业园覆盖印
度市场，向东盟、南非、欧洲、美洲辐
射。”王可今说。

关于印度中国工业园，还有两
点值得留意。一是工业园将为中
企提供一站式服务，印度中国工业
园在园区建立企业服务中心，为园
区企业提供签证、企业注册、政府
审批、劳工、法律、税务、金融、物流
报关等服务，印度中国工业园还拥
有完善的生活配套服务设施。二
是古吉拉特邦政府高度重视和支
持印度中国工业园建设，成立了一
个由 15 个政府部门组成的特别审
批委员会，建立绿色通道，为中国
企业提供服务。古吉拉特邦政府
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
策、招商引资政策以及其它配套支
持政策(例如简化手续、水电气价
格优惠等)。不过王可今也提醒，

“印度对各个产业投资的优惠力度

不一样，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处
理。”

“这个工业园 2017 年 8 月开工
建设，预计2019年竣工。”王可今告
诉记者，入园企业的数量正在不断
更新，目前大约有40多家和建设方
签了入园协议。

不过近期发生的印军越界事件
让中印关系遭遇了一些不快。正如
新华社国际时评所说，印度一些媒
体借此次事件肆意渲染炒作，无端
地抹黑中国，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
的，“当今世界，合作共赢是主旋律，

‘龙象共舞’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理
性选择。”包括印度中国工业园在内
的一些合作项目正在用务实理性的
经贸投资合作，为中印关系增添正
能量。

印度中国工业园发挥古邦开放优势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INVESTMENT 投资

编者按：本周重点关注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南亚的投
资。近些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猛，是全球发展最快的
地区之一，且与中国地理位置临近，文化背景相似，是中企

“走出去”的优先选择地区。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东南亚
市场还未饱和，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纷纷瞄准此
处，打算抢得先机。

●评投论足

据路透社报道，腾讯已对印尼
打车服务公司Go-Jek 投资 1亿美
元至1.5亿美元。据相关知情人士
介绍，Go-Jek 正在寻求新一轮约
10 亿美元的融资，腾讯投资 Go-
Jek 旨在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
许多业内专家预测，未来数年印尼
将诞生一大批独角兽初创公司。
其实早在2016年3月，腾讯就投资
了新加坡游戏长夜公司 Sea Ltd

（即之前的“Garena”）,为后者估值
37.5亿美元。

【点评】“一起来打王者荣耀
啊。”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句话不陌
生，这款游戏就像当初的“韩流”一

样风靡了中国的大街小巷，而其背
后东家腾讯则是最大的赢家。《中
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分析2016》数据
显 示 ，腾 讯 的 用 户 覆 盖 率 高 达
94.6%，在市值方面已达1.982万亿
港元，是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但
腾讯一刻也没有停下对外发展的步
伐，近几年将眼光瞄准了东南亚市
场这块“大蛋糕”，曾两度投资东南
亚最大互联网公司Sea Ltd，2016年
底全资收购了泰国最大的门户网站
Sanook，并将其更名为腾讯（泰国），
近日又投资印尼的互联网生活服务
平台企业，腾讯日后如何继续在东
南亚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据印尼《雅加达邮报》报道，为
进一步巩固东南亚市场，中国电商
巨头阿里巴巴拟对总部位于新加
坡的著名电商企业 Lazada 增加投
资 10 亿 美 元 ，其 占 股 比 例 将 从
51%上升至 83%，总投入金额达 20
亿美元。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
官张勇表示，东南亚电商市场开发
程度较低，市场潜力很大。根据谷
歌和淡马锡控股公司预测，2025
年东南亚地区互联网经济交易额
将增至 2000 亿美元。据悉，阿里
巴巴集团于 2016 年收购并控股
Lazada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分布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
宾、泰国和越南。

【点评】在泰国曼谷开设第一
家海外电商学校，在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等国家推出淘宝国际站，在印
尼开通 AliExpress（速卖通）⋯⋯阿
里进军东南亚的目标很早就显现
了。2017 年以来，阿里更是加快
了速度，其旗下蚂蚁金服先后投资
菲律宾金融公司 Mynt、与 Lazada
旗下在线支付公司HelloPay合并，
6 月又对新加坡的著名电商企业
Lazada增加投资10亿美元，从中可
以看出阿里对东南亚的市场志在
必得。这种马不停蹄拓展海外市
场的情况在其他互联网公司也很
常见。随着国内互联网竞争的白
热化，海外互联网市场正逐渐成为
一片蓝海，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些市
场还未饱和的地区，阿里能否抢占
有利位置？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整理、点评：周东洋）

阿里巴巴对东南亚最大电商增资扩股

腾讯投资印尼打车应用Go-Jek 1.5亿美元

“圆通非常重视国际布局，设
有海外事业部，通过收购香港先达
物流，加速出海。”圆通工作人员告
诉《中国贸易报》记者。

面对记者询问圆通“走出去”
布局，该工作人员重点举了三个例
子，分别是收购香港先达物流、与
澳 大 利 亚 资 深 物 流 企 业 PCA
Express 强强联合开拓澳大利亚市
场和招募海外业务代理（加盟商）。

收购先达物流获得其大量
海外网点和成熟人才

在收购香港先达物流方面，圆
通速递已宣布以总价约 10.4 亿元
港币（折合每股 4.07 元港币）收购
先达国际现有发行股本约 61.87%，
合计 2.56 亿股股份。5 月 8 日，圆

通与先达在上海正式签署了战略
收购协议。

据了解，先达国际是领先的国
际物流货物运输代理公司，主营航
空货物运输代理、海运及其他物流
服务。目前其在全球 17 个国家和
地区拥有公司实体，在全球拥有 52
个自建站点，业务范围覆盖超过
150个国家，国际航线超过2000条。

在人才储备方面，先达国际已
建立成熟的本土化管理运营团队
及关务团队，并在国际物流领域拥
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技能。通
过这次收购先达，圆通可获得先达
遍布全球的网络布局、干线运输能
力和关务能力，获得经验丰富的本
土化管理及运营团队。这可大大
缩短圆通速递组建国际业务团队

的时间。在资金方面，先达国际作
为香港上市公司平台，拥有境外融
资效率高、成本低、融资渠道多样
等优势，可以帮助圆通快速获得多
元化资本。

与澳大利亚物流企业联合，
快速建立澳洲中心仓

圆通与澳大利亚一家有着 20
余年历史的物流企业 PCA Express
深 度 合 作 ，开 拓 澳 大 利 亚 市 场 。
PCA 在澳大利亚拥有 15000 平方
米的仓库和现代化的仓储管理系
统。通过与 PCA 的强强联合，圆
通澳洲将快速建立澳洲中心仓，成
为一家提供国际海空物流、进出口
清关、进出口小包、仓储打包等全
方位服务的综合性物流公司。“国

家邮政局刘君副局长今年 5 月 3 日
曾来圆通澳洲中心仓考察。”圆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招募海外业务代理，
建立覆盖全球的快递网络

2015 年圆通速递正式启动全
球速递项目。圆通速递已成功在
香港设立直营分公司，并开始向海
外招募业务代理，希望打造圆通全
球快递网络。记者询问圆通工作
人员，招募海外加盟商和国内加盟
商的要求有何不同，该工作人员介
绍说，“对海外加盟商和国内加盟
商的大部分要求差不多，但海外加
盟商必须拥有企业资质，在国内允
许个人加盟。”

记者进一步查阅圆通速递官

网，发现圆通对海外业务代理的资
质要求很具体，比如进口快件量大
于 1000 件/月，人员不少于 10 人，
操作面积不小于 100平方米。

据了解，在圆通下一步实施的
国际化战略中，香港将是至关重要
的 多 式 联 运 枢 纽 中 心 。 预 计 到
2017 年年底，圆通将在香港共设立
直营及加盟门店 40 个左右。圆通
力图在充实香港网点布局的基础
上，发挥香港地理位置的优势，向
多个国家和地区辐射。

从圆通速递上述多项“走出
去”布局来看，圆通比较重视精巧
用力、强强联合，这一策略确实大
大加快了圆通出海的速度，但有了
速度之后能不能有质量，仍需拭目
以待。

并购联合加盟并举 圆通加速出海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当地时间7月6日，华为巴西公司在圣保罗新落成的华为培训中心举行“未来种子”颁奖仪式，为即将赴中国学
习的2017年巴西20名“未来种子”大学生颁发证书。这是华为巴西公司选拔的第三批“未来种子”大学生。“未来种
子”是华为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旗舰项目，旨在培养更多通信信息技术人才。截至2016年底，“未来种子”项目已在五
大洲96个国家撒下希望的种子，全球280多所高校的3万余名学生从中受益。图为2017年巴西20名“未来种子”大
学生与出席仪式嘉宾合影。 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 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政府
文件显示，波多黎各这个位于加勒
比海的美国自由邦准备在未来几个
月中，向愿意经营或改善海港、地方
机场、供水、学生住宿、交通罚金征
收、停车场和一艘渡轮的私人企业
招标。

波多黎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局的一名发言人称，这个项目是为
了从今年夏天开始吸引超过5亿美
元的投资，未来可能引进投资的领
域还包括波多黎各的电力系统、自
来水公司、污水和废物处理系统。

今年 5 月，波多黎各政府因在
730亿美元的债券上发生违约，正式
启动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市政破产案。上述一系列潜
在交易或成为波多黎各复兴计划的
基石，同时也为外资投资拉美打开
了一扇新窗。

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
目运作模式。这种模式鼓励私营企
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或经营。和市
政债券不同，PPP项目将投资者和政
府的财政困境分隔开来：资金一般
会直接流入私人运营者手中，不会
经过政府官员之手。

目前，波多黎各还未公布要如
何使用通过 PPP 模式筹措到的资
金。不过，眼下波政府急需现金来
偿还债务、维持政府运作。

数据显示，波多黎各的债务包
括 1230 亿美元的债券和养老金欠
款，相当于人均背负着3.4万美元的
债务。

除了偿还债务，PPP 项目还能
促进就业。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
罗塞洛预计，在未来3年内PPP项目
将带来50亿美元的新投资，并创造
10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
谢文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波多黎
各这次采取的PPP模式主要应用于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项目的
公共属性很强，对这些项目进行投
资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挽救国
计民生的方案之一。

谢文泽指出，过去波多黎各政
府收入非常有限，对基础设施的投
资也很有限，故导致其经济发展尤
其是支柱产业旅游业发展滞后。
PPP项目若运行良好，将对提振波多
黎各经济、投资、旅游业发挥较大作
用，政府能从中获益，可变现部分收
入来改善收支，并且此方案在短期
内就能见效。

谢文泽对PPP项目的前景表示
乐观。他说，现在 PPP 项目的成败
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项目
有没有盈利前景，即政府和私营企
业有没有共同参与项目的信心，对
项目的预期是否乐观。目前来看，
波多黎各的电力、能源等市场规模
及成长空间较大，预期较好。二是
波多黎各政府有没有履行承诺的能
力，这要看其政府的前期工作做得
是否充分。由这两个条件来看，PPP
项目以波多黎各政府为担保方，能
够保证基本收益；加之波多黎各人
口多、消费能力强、市场需求大，项
目的盈利前景较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
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表示，巴拿马
及一些加勒比海国家推出PPP项目
对中国企业投资来说是个好消息，
尤其是旅游业投资。

他指出，鉴于这些国家都拥有
较丰富的旅游资源，特别是波多黎
各与美国关系亲近，每年有大量美
国游客前来，可以赚取大量外汇，只
是旅游设施落后致使这些国家旅游
业的发展滞后。现在如果能够通过
PPP模式改善旅游设施，将得以释放
这些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活力，从而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张日）

投资拉美再现新窗口

据《菲律宾星报》7 月 7 日报
道，菲总统杜特尔特近日签署行
政令，决定成立能源投资协调委
员会。该委员会是以能源部为牵
头部门的跨部门组织，旨在精简

“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的行政审批
程序。“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的范
围涵盖发电、输电以及相关服务
领域，其特点是投资额不少于 35
亿比索、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具

有复杂的技术流程设计等。委员
会在申请方提交“国家重点能源
项目”必要文件后的 30 天内必须
给予回复，如果未回复需在 5 个
工作日内批准申请。此外，委员
会还负责为项目申请方颁发环保
证明书，此前菲环保组织经常就
因能源项目环保证明书举行抗议
活动。

（驻菲律宾经商参处）

菲律宾精简重点能源项目行政审批程序

据越南之声网站 7 月 7 日报
道，今年以来，部分在越大型外资
银行出现缩小经营规模或从越本
国银行撤资的迹象。报道称，4月
下旬，澳新银行（ANZ）宣布将在
越全部个人银行业务网络出售给
韩国新韩银行（Shinhan）。6 月中
旬，越南科技、商业股份银行在其
官网上发布通报，就回购汇丰银行
(HSBC)持有的 20%股份征求股东
意见。近日，越南国际股份商业银
行（VIB）宣布将接手澳洲联邦银
行胡志明市分行所有业务，交接手

续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越南有关经济学家认为，越南

银行坏账比例高，国内企业管理水
平不够等原因降低了越南银行业
的投资吸引力，导致外资银行缩小
经营规模或撤资。未来越南银行
系统将会失去一些重要合作伙伴，
这令人十分担忧。为加大吸引外
资银行赴越投资的力度，越南国内
银行系统须改变自身经营模式，提
高灵活性、专业性，同时进行全面
重组；果断处理坏账，及时补充自
有资金。 （驻越南经商参处）

在越外资银行出现缩小规模或撤资迹象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政府正计划推行资源类项
目新规,这项新规定的主要内容
是要求资源类企业在完成项目先
期计划前，须先与政府及原住民
组织取得协商一致,然后才可向
政府提交审批。为此，联邦政府

将成立独立的政府决策评估机
构，不同于以往对环保问题的关
注，这个评估机构的工作还将更
多考量项目的社会、卫生、经济效
应。据悉，此前通过的资源类项
目将不受此次新规影响。

（驻加拿大使馆经商处）

加拿大政府拟推资源项目新规

●投资环境

法国一家节能灯具企业为
专利寻找中国投资人，感兴趣可
联系:

电话: +00 33624493397
邮 箱 ：jm.andree@ekon.fr 或

sophie.goulvestre@sr2c.com
（驻法使馆经商处）

法国节能灯具
企业寻投资人

日本和缅甸政府2016年2月
17日签署协定，日本将提供资金
资助缅甸因洪水受损学校的重建
项目，日本国际合作组织(JICS)将
代表缅甸教育部基础教育厅根据
双方协定组织实施该项目。

招 标 文 件 索 取 处 及 时 间 ：
JICS 缅甸项目办公室 2017 年 7
月3日—12日

项目内容及地区：缅甸伊洛
瓦底省学校重建

标前会议日期：2017 年 7 月
14日

招标提交日期：2017年8月9
日上午10-12时

开标日期：2017 年 8 月 9 日
13时

地址：Room No.904 La Pyayt
Wun Plaza，No.37，Alanpya Pagoda
Road，Dagon Township,Yangon.

邮箱：gmqj8780@jics.jp
matoba_satoshi@jics.or.jp
jics.yangon@gmail.com

（中国贸促会官网）

缅甸伊洛瓦底省
学校重建招标

商机概述：
法国波尔多集团寻求合作

伙伴。该集团理念是精选食材，
由米其林星级主厨制作高质量
的汉堡。创始者 Bruno ODDOS
对该项目调研了两年，确保市场
需求和未来前景。现寻找合作
伙伴和投资以支持集团发展和
研发创新，保持竞争优势。多种
合作方式可供选择，例如获得中
国的酒店和饭店特许经营权等。

2015年营业额达73亿欧元，
为 75%的餐馆供应汉堡，市场巨
大。这一高质量汉堡项目一经推
出，一年内打造了十家餐馆，分布
于巴黎、波尔多、图卢兹等城市。

电 话 ：+33(0)962537346 , +
33(0)606609132

邮箱：
frenchspirit.tour@yahoo.fr
联系人：Chris Loska

（中国贸促会官网）

法国波尔多
餐饮项目寻合作伙伴

酒店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市中心。酒店被某管理集团承
包。业主收购后，能与管理集团
签订 10 年以上的承包合同。管
理集团每年将按合同，付给业主
170万到200万欧元的固定租金。

楼层面积：17600平方米
土地面积：2300平方米
会议中心面积：300平方米
房间数：200个
出售价：3900万欧元
联系人：贸促会德国代表处

张博
电话：0049-151 14358118
邮箱：bozhang@ccpit.org

（中国贸促会官网）

奥地利维也纳
四星级酒店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