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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1,546 个项目
165.45 亿美元
外商投资总额
908 个项目
85.23 亿美元

自动化及机器人
3500 万美元

数字产业
180 个项目
5,000 万美元

汽车业
47 个项目
19.49 亿美元

农业
55 个项目
3.35 亿美元

电子电气业
81 个项目
17.66 亿美元

航空航天业
5 个项目
7,800 万美元

旅游业
11 个项目
3.69 亿美元

备注：多个国家共同投资的外商项目将同时计入两个国家项目申请统计
全球范围内的批准项目数据将会根据申请人的信息变更情况做适时调整
欲知更多详细信息，可登陆如下网站了解 http://www.boi.go.th/index.php?page=Report_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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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投资简讯

泰国 4.0 — 泰国机遇
很多国家最近都推出了 21 世纪的创新
战略。奥巴马政府去年表示意将美国打造为
“创客帝国”（A Nation of Makers），以
支持美国人把想法和解决方案变成现实；英国
一直在推广其“创新战略设计”（Design in
Innovation Strategy）,以支持英国企业 更好
地创新和更快地成长；中国宣布“中国制造
2025”政策，全面提升中国产业；印度推出
“印度制造”运动（Made in India）,以吸引
资本和技术投资；而韩国正在建立“创意
经济”（Creative Economy）以实现发展创新
和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过渡。
泰国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长达五十多年，
力图成为一个高中收入国家。从 1957 年到
1993 年，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7%—8%，然而，从 1994 年至今，经济增长率
每年下降到 3%—5%。

泰国不断改进其经济模式，从
“泰国 1.0”开始，其重点是农业部门；
然后到“泰国 2.0”，其重点是轻 工
业；这期间国家使用廉价劳动力成
本，关注国内生产。到“泰国 3.0”，
其 重点是更多的复杂行业来吸引外国
投资，使得泰国成为出口的生产中
心。
然而，在“泰国 3.0”时期，
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
战，日益 扩大的差距和不平衡 的 发
展，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泰国的经济结
构向“泰国 4.0”的转变。
在巴育总理的领导下，泰国正致
力于成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创新驱
动的经济，通过从生产商品转向创新
产品，强调重点行业的科技提升、创
新和
革新，并且从基于生产的 经
济模式 转型为基于服务的经济模
式。正在进行的主要基础设施投资包
括铁路和机场 升级，高速铁路，公路
和东部经济走廊（EEC）,是政府意将
泰国变成亚洲首选投资目的地 之一所
做的努力的一
部分。

来源：www.nationmulti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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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4.0”的发展计划主要针对 10 个
目标行业，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
通过发展先进技术增加价值开发现有工业
部门有五个行业：新时代汽车、智能
电子、高附加值旅游和医疗旅游、高效
农业和生物技术、食品创新。政府同时
致力于五个额外的增长引擎以加速泰国
未来经济的发展：自动化和机器人、航空
航天，能源和生物化学、数字化、医疗
保健。
泰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是政府的
主要优先事项。因此，提高泰国和外国
投资者的意识至关重要，让其意识到目前
重要的机会和引领重新投资的趋势。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作为负责
支持和促进泰国投资的部门在 2017 年 2 月
15 日在泰国曼通他尼 IMPACT 会展中心举办
“泰国机遇”研讨会 ,为泰国的新政策和
作为投资枢纽的准备作宣传，增加国内外
投资者对泰国的信心，以及向公共和私营
部门展示泰国向“泰国 4.0”转变的潜力。
最重要的是，“泰国机遇”研讨会还作为
向国王陛下普米蓬.阿杜德致敬的活动，
悼念其执政期间在帮助支持泰国工业和
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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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有助于增强泰国的声誉，并
传达泰国在这个新增长时代对外经济开放
的态度和政策。有超过 2,500 名与会者
出席，巴育总理也发表主旨演讲。
研讨会的第一部分由泰国副总理宋奇.乍都
诗披塔阁下发表主题为“全球经济增长不
确定性”的演讲，接着由泰国工业部长
安查嘉女士和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希兰雅.素吉乃女士介绍“泰国 4.0 战略下
新的政策和商业环境”。由于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的竞争日益激烈，泰国需要一个
既有利又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根据《投
资促进法》（修改版）和《提高国家目标
产业竞争力投资法》，BOI 将为投资者提供
新的而且富有吸引力的鼓励政策。

来源：SiamNewsNetwork

下午的会议由总理府事务部部长苏威
以“投资转型”为主题开始，概述政府
如何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实施。
随后举行了关于“将泰国 4.0 政策
转变为现实”的小组讨论。BOI 邀请了几
家在新的目标行业领先的公司；包括泰国
公司的正大集团和暹罗水泥集团；外国的
空中客车集团、味之素有限公司和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共同讨论在推动“泰国
4.0”进程中的机遇和潜在的挑战。
会议总结部分涵盖经济新增长动力的
三个重要部分，即航空航天、自动化和
机器人、医疗器械。
首 先 ，有关航空航天的会议 部 分 在
“为真正的机会做准备”的主题下举行，
会议给泰国公司提供机会了解进入航空
航天供应链的必要条件，并与劳斯莱斯的
泰国和海外供应商会面，以探索可能的
合作伙伴。

然后，有关自动化和机器人的会 议
部分在“将挑战转变为机会”的主体性
进行。对于许多行业而言，自动化不是一
种选择，而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之本。
这部分会议解释了泰国如何提高当地竞争
力，满足对自动化系统的日益增长的
需求。
最后，医疗器械 在 “通过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的主题下举行。由于泰国已经
定位为亚洲的医疗中心，本届会议将表明
医疗器械行业目前呈现了极好的增长
机会。泰国除了可以服务于日益增长的
国内市场以外，还可以成为出口生产
基地。主要的投资用于本土医学研究和
开发，以进一步支持产品创新。
该活动现在开放注册于
www.boi.go.th/OT2017
如需更多内容咨询，请登录网站
opportunitythailand@boi.go.th 或 者 拨
打电话 02-553-8405-1

2016 年外商投资泰国十大目标产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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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域开放：泰国竞争力的新篇章
泰国总理巴育阁 下参加泰国 外国商会
联合总会（JFCCT）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
举办的年度活动，祝贺 JFCCT 成立 40 周年并
做了 主 题 为 “开放 的商业：泰国 竞争力的
新篇 章 ” 的 精彩发 言，清楚的概 述了泰国
政府对正在进行的旨在实现平衡增长和可持
续未来进行改革的承诺，巴育总理提出，在
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的基础上，这项努力是
长期的；他提到刺激经济措施，以促进经济
增长，鉴于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解决投资
障碍，政府优先 研究和发展，创新和人力
资本，以及需要私人投资者更积极地参与，
他表示愿意与私营部门和外国 合作伙伴一起
努力 ， 增 加 泰国的 内部优势并且 增强竞争
力。“我们鼓励招商引资，从而使外商投资
者通过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方式支持发展
泰国
经济。”巴育总理说。
这种方式已经列入政府的经济改革
计划，同时也属于更具明确发展方向的 20 年
战略的内容
之一。巴育总理指出“泰国
4.0”发展战略鼓励 大家支持和参与泰国
经济 ， 泰 国 将通过 提升商品和服 务的 附加
值，及通过提高比较优势来过渡到新的经济
纪元。

巴育总理还指出，成功未来的关键是
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有利于保持经济
增长的良好环境。 数字经济，超级集群
政策，双 S 曲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主要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的投资建设，
以及东部经济走廊都被列为政府优先事项
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将有助于将
泰国打造为东盟中心。
巴育总理也指出 BOI 的巨大价值，
BOI 专注 于吸 引外 国投资 ，尤 其是 在高
科技领域的投资.截至 2016 年 8 月底，在
泰国 4.0 战略的 10 个目标行业中，通过
BOI 申 请 的 新 投 资 价 值 为 1440 亿 泰 铢
（40.5 亿美元），占总投资的 48%。
泰国外商总会（JFCCT）董事长康树德
（Stanley Kang）先生表示，预计泰国的
外国直接投资在明年将略有增加，因为
政府的更多的投资 促进政策和大量投资
基础设施的举措将有利于促进新的外国
投资。
巴 育 总 理 强 调 ， 他 愿意 提 供 帮 助 ，
而且政府正在努力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
正在寻求与包括外国投资界在 内的合作
伙伴，以提高竞争力。他强调 公共服务的
重要性和人民是政府的支撑者，经济增长
和发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利润，而是整个
社会必须从长期投资中真正受益。

新闻简讯
泰国竞争力排名上升 根据 IMD 全球竞争力中心（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re）
的排名显示：2016 年泰国在全球竞争力上排名攀升两个名次，关键原因在于政府效率的
提高。泰国在 61 个国家中排名第 28。五个涵盖政府效率的指标—公共财政、财政政策、
制度框架、商业立法和社会框架都有进展。有趣的是，行政意见调查中的受访者指出，泰国
经济的前六个“主要吸引力因素”是：良好的商业环境，开放和积极的态度，熟练的员工
队伍，可靠的基础设施，活力四射的经济和成本竞争力。通过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来改进
内部市场，并通过增长价值型出口提高价值竞争力，泰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十分乐观。

泰国加速发展东部经济走廊（EEC）政府将提高推动大型基础设施新投资项目的效率，
特别是在东部经济走廊（EEC）地区。因此，EEC 的发展计划是 2017 年政府的首要议程
之一。EEC 项目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到泰国投资，并促进 10 个目标行业的发展。为
实现其投资目标，政府成立了东部经济走廊（EEC）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席，负责制定政策
及 批准 EEC 发展计划，并设立 EEC 办公室以推进项目的实施。工业部长邬达玛博士表示，
虽然政府已经批准了东部经济走廊（EEC）投资政策，但是具体实施方案将会在三个月后才
生效。委员会将加快东部经济走廊（EEC）投资政策的推出，一旦获得批准，即可着手一切
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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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生物技术—铺路于未来发展
农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已成为泰国经济的
强大支柱，并正在促使泰国经济向知识型和
增值型经济转变，因此它们对泰国未来经济
发展计划具有战略意义，也被认为是驱动
泰国经济发展十大产业中的新增长引擎。
两个产业的稳步发展促进了它们在
医疗、水产、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应用。泰国
享有“世界厨房”和亚洲医疗中心的声誉，
并正在巩固其作为农业和生物技术强国的
全球领导地位。泰国拥有 Betagro 集团、CP
集团和 TUF 中心等世界食品龙头企业，是
世界十大食品出口商之一，在这些高度竞争
的领域，泰国正在努力提高其在生物技术
产业 和农 业 方面 的能 力， 并 将在 未来 几 年
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和产能。
智能增长，智能农民
作为泰国政府迈向智能增长和泰国 4.0
时代的一部分，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着手
对农业进行改革，缓解泰国农民面临的实际
问题，并通过过渡到“智能农业”来支持
国家发展。
改革的重点是七个方面。 第一方面，
根据每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所有省份
设定农业分区。将采用“农业地图”来建议
农民种植适合自己农田的农作物。

第二方面，建立 882 个学习中心，以提高农业
生产的效率。 每个地区将有一个这样的学习
中心，利用大数据分析来确保食品价格的稳定
性。 还会采取技术用于减少浪费、监测
作物的生长条件、改进天气预报系统。第三
方面，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形式对农民
和农田分组，以提高效率，从而加强农民与
公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第四方面，鼓励农民
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生产。 政府还将敦促农民
将其产品升级到国际标准，使之在全球市场
上更具竞争力。比如农民可以根据需求大力
发展有机农产品。第五方面，将建立农产品
储存仓库，通过对农民进行组织和让农民积极
参与管理来更好地改善农产品库存。第六
方面，通过 “单一指挥”系统促进团队
合作，优化各省的报告计划，使得改革计划
最终落到实处。该系统将由农业部和合作社
监督。第七方面，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例如，
根据国家水资源管理计划，减少水稻种植，
支持其他经济作物。随着预期产量下降，稻米
价格将随之上涨。这些地区将为农民带来更多
的机会，这也使泰国农业部门具有更大的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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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宋奇•乍都诗披塔博士对农业 改
革的延续予以充分的支持，特别是用以
帮助农民发展自己的产业的智能农民项
目。他说：“农民需要更多的培训，学
会通过电子商务来销售或 出口他们的
产品，农业社区应该建立自己的品牌。
机械设备将会被大力 投入到农业中用
来降低生产成本， 农业银行和农业合
作社，农业部和 乡村基金将更多的参
与和投入到农业部门改革中来。”

生物科技，驱动增长
改革的举措范围广泛，在公私 合
作体制下政府和私营部门最近发起了一
个雄心勃勃的生物经济发展
计划，
以促进更多与生物技术相关的私人投
资。
来自政府部门，私营部门，教育机
构和研究中心的二十三个组织签署了一
项协议，旨在推动生物技术
发展，
为生物经济的全面发展做
贡献。
工业部长乌达玛•萨瓦那雅娜说，
这项新的投资预计将吸引国内外对 生
物工业项目感兴趣的投资者，这些投资
项目将会使经济作物转变为高 价值产
品。这些包括生物能源（如 乙醇和生
物质能），生物塑料， “保障未来的
食 品 (Food and feed of the
future)”，它们能产生替代化学品和
生物制药的材料。
首要发展的是木薯和甘蔗两种 产
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 1,000 万 农民
使得其他农产品扩大化和
多样
化。甘蔗和木薯现在用作许多 工业充
当原材料，例如乙醇，生物 塑料，食
品，生物能源和生物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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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领导地位
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薯出口国和第
二大糖出口国。该政策预计在 10 年计划结
束时，将使木薯的价值每年增加 1,000 亿
泰铢（约合 29 亿美元），甘蔗每年增加
3,000 亿泰铢（约合 86 亿美元），并且使
农民的收入每人每年增加 75,000 泰铢（约
合 2,141 美元）。10 年发展计划中的私人
投资部分预计将达到 4,000 亿泰铢（约合
114 亿美元）。
宋奇博士说，现在是实施这一发展计
划的大好 时机，重申生物经济将有助于
增加农业收入，从而使 泰国近一半的人
口受益。他补充说，农民会获得更多 收
入，在生产和研究中将提供超过 20,000 个
就业
岗位，并且生物产品会大大减少
化石燃料开采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宋奇博士还指出，除了孔敬府以外，
东部经济走廊（EEC）包括北柳府，春武里
府 和 罗勇 府， 也是种植 甘蔗的重要 基
地。因此，生物经济发展应该聚焦在东部
经济走廊（EEC）。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将
成为政府 支持下在东部经济走廊（EEC）
的首批项目之一，在 未来 10 年中将达到
1.5 万亿泰铢（428 亿美元）。
该走廊已发展为高科技产业集群，目
标是成为东盟领先的工业、基础设施及城
市发展的经济区。宋奇博士补充说：政府
期待在今年年底前看到具体的项目。对 农
业和生物技术的重视和扶持被看作是政府
努力升级 泰国竞争力、为可持续发展建立
强大的经济基础而采取的措施。

泰国—新兴的亚洲生物技术中心

走近生物技术
简单来说，生物技术是一项基于生
物学的技术。生物技术利用细胞和生物
分子过程开发技术和产品，帮助改善人
们和地球上 各种生物的健康。人类使用
微生物的生物 过程已超过六千年并用其
制作有用的食品，如面包和奶酪，并用
来保存乳制品。
现代生物技术提供突破性的产品和
技术，用以战胜人类身体衰竭及罕见疾
病，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帮助穷人免于
饥饿， 使能源的利用更节约、清洁，
生产过程更 安全、清洁、高效。
目前已有超过 250 多种生物技术的
保健品和疫苗，可用于治疗许多以前无
法治愈的疾病。
全世界已有超过 1,330 万农民使用
农业生物技术来提高产量，防止虫害，
降低农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政府投资的增长和生物技术的进步
使得泰国的生物技术行业近年来得到高速
发 展 。 在 这 一 政 策 框 架引 导 下 ， 政 府 将
大 力 提 升 私 营 部 门 的 研究 开 发 能 力 ， 并
利 用 生 物 技 术 革 命 所 创造 的 智 力 资 本 来
加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全球规模，意义非凡
基于其应用，全球生物技术市场分
为 生物制药、生物服务、生物农业、生
物工业等领域。整个市场在 2015 年估值
约
为 11.56 万 亿 泰 铢 （ 约 合
3,330 亿美元）， 预计到 2017 年年底
将达到 14.5 万亿泰铢（约合 1,445 亿美
元）， 到 2024 年超过 27 万亿泰铢
（7,752 亿美元），根据全球市场透视
(Global Market Insights,Inc) 的 最 新
研究显示，年均增长率已达到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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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增长，使农产品和食品的市
场需求增加，对工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
响。农业用地 有限，水资源匮乏，农作
物产量低，虫害等因素促使研究人员通过
大量的研发活动开发创新农业技术。根据
BBC 的一项研究，到 2019 年，全球 农业
生物技术市场预计将达到 1.6 万亿泰铢
（468 亿美元），五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11％。生物技术工具类，市场增长最快的
部分正以惊人的 49.9％的年复合增长率
增长。政府投资的增长和生物 技术的进
步使得泰国的生物技术行业近年来得到高
速的发展。Betagro 研究开发中心副总裁
Rutjawate Taharnklaew 先生表示，泰国
生物 技术有三个主要部分，它们已经显
著增长，并且未来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增长
潜力，这些领域包括医疗生物技术，农业
生物技术和化妆品生物
技术。

政府努力打造泰国成为亚洲的生物
技术中心
泰国政府一直积极促进生物技术的增
长和 发展，努力将泰国转变为亚洲生物
技术中心。 政府建立了国家基因工程项
目和生物技术中心（BIOTEC），为未来的
生物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科
技创新政策 办公室（ 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Office: STI）和 BIOTEC 的合作推出了
“ 2012-2021 年 生 物 技 术 发 展 政 策 框
架 ” 。 这 个投入数 十亿泰铢的战略计
划，旨在通过科研资金、策略实施和投资
鼓励的措施，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 可持
续发展。在这一政策框架引导下，政府将
大力提升私营部门的研究开发能力，并利
用生物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智力资本来加强
国家的整体 竞争力。
生物技术公司的首选目的地
泰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具有多种竞争优
势， 包括知识产权受保护和拥有强大的
技术装备支撑的劳动力。目前，全国 24
所大学为每年约 7,000 名学生设有生物技
术专业。泰国，地处热带， 气候潮湿，
有着各种各样的热带生态系统并为 有机
体的生存提供更宽广、更适合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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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物种繁多。根
据欧洲和 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OEPP）
统计表明，泰国约有 15,000 种植物，约
占全球植物物种总数的 10％，有利于泰国
成为不断增长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此外，泰 国的基 础设施 完善，包 括
各种试验工厂。例如发酵技术研究和服务
中心（FTC），位处泰国农业大学农业工
业学院内，运营能力 500 升，是一个公私
合作单位，即由 Betagro 集团、泰国农业
部下属的农业部农业研究发展署
（ Agricultural Research Development
Agency:ARDA ） 和 泰 国 农 业 大 学 联 合 经
营。还有几个运营容量为 1,000—3,000 升
的 试验工厂位于玛希隆大学，泰国国王
科技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这些试验工厂
允许公司甚至是初创公司在将其产品创新
商业化之前就扩大他们的研究。政府和组
织
机构给予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局
（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ency: NSTDA ） 支 持 ， 国
家科技发展局 拥有四个国家研究中心
（BIOTEC，MTEC，NANOTEC 和 NECTEC）和
一个技术管理中心（TMC）。国家科学技
术发展局在学术研究和工业创新之间起着
桥梁的作用。
泰 国 科 学 园 （ Thailand Science
Park: TSP）是泰国首家技术创新中心，
提供一站式服务，主要协助外国和本地
公司从事科技研究。TSP 是研究和开发的
关键机构，来自工业界，学术界和国家
科学技术发展局的专家和研究人员携手
致力于进一步激发和刺激知识型企业的
形成和发展。在这里拥有 1,600 名全职
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中大约 400 名
拥有博士学位。技术管理中心（TMC）还
通过负责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许可办公室
（ Techo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为生物技术提供重要支持。
投资促进委员会（BOI）是通过颁布
优惠政策来实现对生物技术部门的支持。
泰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鼓励措施包括
免机器进口税，免企业所得税 8 年，额外
5 年税收减半，10 年双倍扣除运输费，
电费和自来水费，增加扣除用于便利设施
安装和建设费用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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