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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园区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影响力
越南龙江工业园
在中国海外园区排名中名列前茅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业园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参与建设的最大海外工业园区之一，
也是中白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标志性工程。
宗何

2018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第五年，
从倡议到行动，
得到国
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海外园区作为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已成为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和转
型升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项目的稳步发展，离不开
海外园区的建设。据商务部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在 24 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境外经贸合作

区 82 家，新增投资 25.9 亿美元，占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新增总投资的
87%；
上缴东道国税费 3 亿美元，
占
比 71.4%。大批在
“一带一路”
沿线
落户的海外园区与东道国一起发挥
自己的优势，
共同探索发展之路。

中白工业园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
在海外园区发展的道路上，不
乏出现一些知名度高的代表园区，
比如目前我国在海外开发面积最
大、合作层次最高的经贸合作区中
白工业园，它被誉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的明珠，已成为“一带一路”的
标志性项目。
中白工业园是 2012 年由中方
股东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和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白俄罗斯方股东明斯克州政府、
明斯克市政府和白俄罗斯地平线
控股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立。工
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56 亿美元，位
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
区，
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仅 25

公里，柏林—莫斯科洲际高速公路
穿越园区，只需 3 分钟就可抵达明
斯克国际机场，总用地面积 91.5 平
方公里，
土地使用期限 99 年。
园区重点发展精细化工、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物流仓
储，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
时，逐步完善生活、科研、医疗、旅
游度假等功能，建设集生态、宜居、
兴业、活力、创新五位一体的国际
新城。
截至 2018 年 5 月，中白合资公
司已完成第五次增资，增资至 1.5
亿美元。在中白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凭借着对入园企业采取十年免
征所得税、不动产税及土地税，之

后十年减半征税政策，入园企业数
量不断提升，园区招商引资成效明
显。截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工业
园已吸引来自中国、白俄罗斯、俄
罗斯、美国、德国、奥地利、立陶宛
和以色列等国的 37 家企业入驻。
中白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的
12500 平方米办公楼和 8000 平方
米标准厂房已投入使用并全部出
租。预计到 2020 年，入园企业累
计达到 60 个，合同投资总额力争
达到 20 亿美元，实现 20 个项目动
工建设、30 个项目投入运营。中
白工业园将更好地发挥海外园区
平台作用，成为“一带一路”的标志
性项目，
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泰中罗勇工业园成为中国与东盟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
作为中国企业最早“走出去”
建立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之一
的泰中罗勇工业园，虽然没有中白
工业园在面积、合作层次等方面的
优势，但自 2005 年设立以来，搭乘
着“一带一路”快车，凭借着自身优
越的区位与交通优势、完善的基础
设施、免缴 8 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政策，以及“一站式”中文服务，园
区实现迅速发展。
据了解，近三年，先后有 40 多
家企业入驻泰中罗勇工业园，截至
2018 年 6 月，已有新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汽配、机械、电子等行业在
内的 105 家中资企业入驻，其中中
国 500 强企业 20 多家，累计实现工
业总产值超100亿美元。
百家企业的先后入驻，离不开

工业园对入驻企业的帮助。2016
年入驻罗勇工业园的中策橡胶（泰
国）有限公司经理陈华表示，自从
在泰国设立工厂，无论是能源供
应、厂房建设，与政府部门、银行等
机构的沟通，还是在基础设施、资
源利用方面，罗勇工业园都给了公
司非常好的建议，双方信息对接十
分顺畅。
泰中罗勇工业园副总裁吴广
云表示，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建设
起到了助力中国企业“抱团出海”
的效应：
“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
园区里有中资企业商会，我们经
常邀请泰国政府的海关、税务、电
力等一些部门到我们园区来现场
办公，讲解泰国的一些法律法规
政策。另外，我们通过这样的交

流，后面入园的企业能向前面入
园的企业学习取经，起到了抱团
出海的效应。”罗勇工业园区现已
成为中企赴泰国投资兴业的第一
平台，更是“一带一路”上一张亮
丽的中国名片。
泰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
略支点国家，地处东南亚中心，可
辐射东盟及与泰国经济关系紧密
的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泰国
政府出台了包括制造业无外资比
例限制、外资购地享有所有权、企
业所得税最高减免 13 年等一系列
措施鼓励外来投资。中国企业在
此投资建厂，可促进原产地多元
化。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利好推
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优势产
业企业投资泰国。

今年 2 月份，由华东师范大
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上海市
开发区协会共同发布的《
“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园区建
设与发展报告(2018)》，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45 个海外园区
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排名，越
南龙江工业园名列首位。
越南龙江工业园是由中国
浙江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开发的综合性工业园，
是越南第一个中国独资的工业
园区。园区 2007 年筹建，2008
年招商，总面积达 6 平方公里，
投资额为 1 亿美元，是目前中国
在越南建成的最大规模工业园
区。全部建成后，年产值约 60
亿美元，提供劳动力就业 5 万人
左右。
据悉，在建设过程中，越南
方面大开绿灯。时任越南总理
阮晋勇对工业园优先特批，通
常该国外商投资企业取得投资
执照需要半年以上时间，越南
龙江工业园审批只用了三个
月。越南前江省省长把该项目
当做“一号工程”，称这是“百年
不遇”的重点项目。
记者了解到，经过近 11 年
的发展，园区已经成为中越经
贸合作的典范，也是为数不多
的外国在越投资建设的大型工
业园之一。目前园区共引入 45
家企业投资入园，总投资额超
过 16 亿美元。截至今年 3 月，
园区已创造就业岗位 15000 个，
园区内企业为当地创造税收
3000 万美元。
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入驻越
南龙江工业园也离不开越南政
府对园区项目的大力支持。据
了解，入园企业可享受越南政
府对外商投资十分优惠的减免
税政策：自有营业收入之年起
享有 15 年的所得税优惠期，优
惠 税 率 为 10%（目 前 越 南 的 企
业所得税为 25%）；自盈利之年
起前 4 年免税，后续 9 年税率减
半。构成企业固定资产的设备
免进口税，免产品出口税。自
企业开始投产之日起，生产所

用原材料、物资、零部件进口可
免 5 年进口税。入园企业可根
据自身情况决定成立普通企业
或加工出口企业，对于加工出
口企业，免原材料进出口税及
增值税。
中国企业选择在越南投资
除政策十分优惠以外，在大环
境上也占有一定的考虑因素。
越南地处东南亚中心，政治和
文化与中国相近，政治稳定，劳
动力充裕，并且工资相对于国
内较低廉，电力供应稳定且价
格只有中国沿海的半价，航运
发 达 ，交 通 便 利 ，是 中 国 企 业
“走出去”的首选的之地。对于
受到贸易摩擦困扰的企业来
说，将企业某一环节转移到越
南，可避免因惩罚关税而丢掉
一些国家的市场。国内的剩余
产能转移到越南，可以加深两
国的经济联系，也符合目前国
家的战略。
园区企业从中国进口零部
件和半成品，在越南进一步加
工后出口欧美，确实可避开欧
美国家的贸易壁垒，降低经营
成本，实现多赢。
如海亮铜业公司的高级铜
管加工项目，属于机械加工类产
业，也属高能耗产业。作为龙江
工业园内首批入驻企业，它在越
南的投产，成功地规避了欧美针
对中国的反倾销贸易壁垒。项
目已经投产多年，出口欧美并产
生良好经济效益，推进了我国出
口加工产品原产地化。
这 样 的 案 例 还 有 很 多 ，分
析龙江工业园区入园企业，有
的出于全球市场布局的需要
“走出去”，有的出于国际贸易
壁垒“走出去”。在“走出去”以
后，不但企业能更好地存活下
来了，而且效益显著，所取得的
利润也回归国内进行再投资。
这既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同时也利用当地的市场和
国际资源带动我国装备制造设
备及相关产业的出口，也解决
因国内某些原材料资源限制而
发展受制的问题。

海外园区创造就业岗位 28.7 万个
海外园区不仅成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不可缺
少的中坚力量，也为东道国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据商务部
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海外
园区为东道国创造就业岗位
28.7 万个。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
一路”研究院研究员王超表示：
“海外园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
点项目，对我国加强国际产能合
作提供了有效保护，我们要始终

坚持与沿线国家对话协商、共建
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在园
区建设上狠下工夫，建立合理的
工作机制，
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加
强监督管理，
增加就业机会，
力争
将各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化现代绿
色园区。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
民族文化，
秉持怀柔远人、
和谐万
邦的天下观，
绘好海外园区
‘工笔
画’
，
把对方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
情来做，把园区建设成为让当地
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