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 泰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归功于泰国政府始终如一地贯彻以私营企业
为经济增长重点的承诺。有着强大市场导向的经济体, 亚洲中心战略位置, 现代完善的基础设施, 密切关注投资者需
求的政府, 自由宽松的投资政策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泰国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佳选择地点之一。在2007年,      
从大量外国投资者通过泰国投资促进委员申请投资优惠待遇可以看出, 泰国继续成为最佳投资地点。

毋庸置疑, 泰国具有相对轻松的商业环境, 世界银行
2008年在对轻松商业环境国家排名中, 泰国比去年排
名上升三位升至第15位, 仅仅落后于瑞典, 芬兰,  日本
和挪威, 在东亚地区排名第四。这一成绩是在不明朗的
政治环境下取得的, 清楚的反映了泰国的的整体实力和
稳健性。排名的上升归因于泰国政府积极鼓励对外贸
易, 正如世界银行国家总监伊恩波特所说, “泰国排名
的提升, 主要是由于泰国启用了电子海关作业, 大大缩
短了进出口通关时间。”

泰国-最佳投资中心泰国-最佳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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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概况 Continued from  P. 1

同样,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07-2009年世界投资前
景展望调查中指出, 泰国投资前景排名第11位,  居于法国
之前,  仅落后于并列第十的波兰和德国。贸发会议的世
界投资报告指出, 泰国已做好准备吸引高附加值的外国直
接投资, 这就为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一直所致力于支持泰
国向知识导向经济体过渡提供了一个通向东盟的战略门
户, 同时该报告还指出, “流入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
上升, 2006年增长9%, 达到创纪录的100亿美元, 巩固了泰
国在东南亚地区第二大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国的地位。”

著名的美国遗产基金会, 在其2008年经济自由指数报告
中指出：“泰国在商业自由, 政府规模, 特别是劳动自由
方面取得高分”。 公司注册耗费时间短, 远远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 申请执照整体程序简单透明。泰国政府开支仅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泰国的劳动力市场高度灵
活, 易于遣散多余员工。

泰国是世界：

第19位人口大国

第19位购买能力大国

第20位制造业大国

第27位工业大国

第30位出口大国

第36位经济大国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 Porcket World in Figures, 2008 edition

泰国是世界：
第1大橡胶生产国
第1大硬盘驱动器生产国
第2大糖类出口国
第6大大米出产国
第14大汽车生产国
罐装冷冻海鲜,  金枪鱼罐头和水果罐头出口大国

人口（2005） 6480万

0-14岁 24.1%  

15-64岁 68.7% 

65岁以上  7.3%

城市人口 32.5%

劳动力 66.7%

基础教育普及率 96%

国土面积 514,000平方公里

海岸线长度 3,219公里

耕地面积 32.88%

永久作物 7.00%

其他用地 60.12%

政府 君主立宪政体

人均国生产总值 3,176美元

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 2,020亿美元

首都 曼谷

游客 1,457万

世界银行2008年轻松商业环境国家排名

排名 国家 排名 国家

1 新加坡 12 日本

2 新西兰 15 泰国

3 美国 24 马来西亚

4 香港 30 韩国

5 丹麦 50 台湾

6 英国 83 中国

7 加拿大 91 越南

8 爱尔兰 123 印度尼西亚

9 澳大利亚 133 菲律宾

10 冰岛 164 老挝

Source: World 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 2008

2007-2009年 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国家排名

排名 国家 排名 国家

1 中国 11 泰国

2 印度 12 法国

3 美国 13 马来西亚

4 俄罗斯 14 印度尼西亚

5 巴西 15 新加坡

6 越南 16 意大利

7 英国 17 乌克兰

8 澳大利亚 18 日本

9 墨西哥 19 加拿大

10
波兰 20 韩国

德国

资料来源：UNCTAD 007-2009年世界投资前景展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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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的是, 2007年1至9月间, 工业用地销售额增长超
过40％, CBRE还指出,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批准项目的剧
增“改善了工业物业市场的前景”。

对于外籍家庭来说, 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点与低成本生活

环境, 泰国是最佳选择。此外, 在教育方面, 国际先驱论坛

报报道称, 在泰国有超过100家国际学校提供英语, 日语, 

法语, 德语, 中文, 以及其它语言教学, 这就为外籍人士提

供多种国际化选择。

除了拥有优越的经商环境, 成本控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投资者还会发现, 泰国对整体东盟的投资组合是一个极好

的增长点。泰国加强了其作为通向东盟的战略门户地位, 

并进一步融入日益扩大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投资者会发现

泰国不仅是最佳的投资选择, 而且是最受欢迎的选择。

泰国除了在商业环境方面得到多国组织的高度好评外, 该
国在推广某些深加工产品方面也很成功。例如, 泰国是全
球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第二大糖业出口国, 泰国也是
大米, 罐装冷冻海鲜, 金枪鱼罐头, 凤梨罐头和木薯的出口
大国。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硬盘驱动器都是出自泰国, 未来
泰国的汽车产量也将达到每年200万辆, 跻身于全球汽车
制造业前十名。

其次, 再看泰国工业投资吸引力的深层方面, 泰国不仅是
最佳的投资选择地点, 而且也是少数有着惬意生活环境和
低成本生活方式的国家之一。在Mercer人力资源咨询公
司2008年生活费用调查全球排名中, 泰国排名第95位, 远
远低于其它国家。同时在瑞银华宝2006年编制和发布的
各国购买力和物价收入比较中也证实了在这一点。曼谷
不仅在本地区表现出众, 而且和发达国家的费用相比, 其
成本差距和潜在的费用节省也是很惊人的。

泰国房地产市场很好地折射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外籍
人士搜寻合适住房的能力。根据CB Richard Ellis介绍, 
2008年将有的16.5万平方米新写字楼在曼谷建成。令人

2008年世界各大城市生活成本调查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1 莫斯科 48 台北

2 伦敦 52 孟买

3 首尔 55 雅加达

4 东京 56 河内

5 香港 60 胡志明

8 大阪 64 墨尔本

14 新加坡 68 新德里

15 纽约 84 珀斯

20 北京 95 曼谷

资料来源：Mercer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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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来泰国成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诸多因素, 其中包括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为投资者提供的诸多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泰国拥有优

越完善的基础设施, 泰国政府早在多年前已经意识到此点的重要性。泰国还

将继续着手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而进一步减少物流成本。泰国在加强现

代基础设施方面已经表现在港口的扩建, 公路铁路的建设以及曼谷现代捷运

系统的延伸上。

完善优越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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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

早在19世纪末, 工业用地的概念就已经在工业国家兴起, 

直到1970年工业用地的概念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现今, 工业用地已经是世界各国工业发展不可缺少一部

分。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环境项目计划(UNEP)估计, 至今

已有大约2万个工业区分布在全球各地。

在发现工业用地对于工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之后, 泰国

政府立即在1972年设立泰国工业区管理局(IEAT)。工业

区管理局是泰国工业部附属政府机构, 是贯彻实行政府工

业发展政策的主管单位, 工业区管理局的职责不仅是发

展工业, 而且要保证相关工业产业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国家

整体规划有序的进行。同时, 工业区管理局也负责处理规

划各个工业用地的相关问题, 比如控制和检测工业污染问

题。

至今,已有超过50片工业用地, 工业区和

工业园分布在泰国各个地区。虽然这三

种说法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但是他们之间

还是有区别的。基本上, 工业用地归属

泰国工业区管理局(IEAT)管理；工业区

归属工业部(MOI)管理, 重点着眼于支持

地方区域开发和某些特定工业产业；工

业园是由私营企业投资开发的, 大多数

工业园都可享受投资促进委员会所推广

的优惠投资政策。

泰国工业园区就像工业城镇或城市,提供

了所有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全部基础设施, 

其中包括充沛的水电供给, 防洪设施,污

水处理设施,废物处理设施, 而且位置靠

近周边港口, 机场和其它货运中心。工

业园区除了提供各种通讯设备和保安系

统之外, 工业园区还设有商业银行, 邮局

等一些方便办公的设施。实际上, 一些工业园区还设有海

关办事处, 学校, 医院, 购物中心和其它设施方便投资者和

员工生活。正是由于诸多方便设施的建立, 泰国工业园区

已经成为独立的设施齐全的社区。

所有工业园区占地面积必须达到500莱(1莱=1600平方

米), 其中60％-70％的占地面积须拨作工厂使用。此外, 

投资促进委员会最近修订了建立工业园区的标准, 允许占

地面积大于1000莱的工业园区充分利用75％以上的占地

面积建设厂房。具体来说, 泰国工业园区可细分为两种：

• 一般工业园区, 此区域用作内销或外销产品的加工生
产。 

• 出口加工区, 此区域仅用作出口产品的加工生产。此外, 
大部分拥有出口加工区的工业园区都设有政府海关办

事处, 方便快速结算。

此外, 位于出口加工区的企业还有资格享受许多优惠政

策, 包括减免特殊附加费和进口关税, 减免出口关税,消费

税和增值税等。

为了鼓励分散建立工业园区,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为重新

部署现有工业园区提供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的措施, 特别是

针对工业2区和3区, 优惠政策包括投资额大于一千万泰铢

的企业可免缴八年企业所得税, 在投资委员会所指定的投

资项目中, 并且投资额也与之相符的投资项目还可以在免

缴期满后五年内减免50%企业所得税。

 

去年, 泰国工业园区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秘书长Satit chanjavanakul先生

指出： “一些工业地产开发商已要求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对于投资额约八十亿泰铢（约2.32亿美元）的大型项

目给予特殊优惠”。Satit先生强调, 这项投资的重要意

义在于它将成为自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泰国首个新型工

业园区。

继续在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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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化产品的储存和运输。铁路线以曼谷为起点沿着海

岸线通过沿海地区直达曼达普(Map Ta Phut)港口并且

连接通往猜春骚(Chachoengsao)的双轨线, 成为连接

泰国东部海岸地区, 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重要枢纽。其它

重要的港口还包括曼谷的孔堤, 啦廊, 普吉岛和宋卡等, 都

可以直接通入泰国湾和安达曼海。

国际机场

2006年, 曼谷新国际机场一期工程已竣工并投入使用, 年

输送旅客达4500万人次。新国际机场计划继续扩展, 使

其年输送旅客达1亿人次。新国际机场拥有两条可以同时

起飞降落的跑道, 保证了稳定的航班流量。同时加上老机

场对国内航班和廉价航空公司的重新开放, 以及直达泰国

南方和北方国际航线的开通, 使泰国拥有多个国际机场。

公路网络

泰国公路网已覆盖到每个府, 总长达6.5万公里, 并且继续

升级改造沿着湄公河的现有公路直通邻国, 其中包括第二

座横跨湄公河通往老挝的高架桥, 泰国正在成为区域公路

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 不断改善连

接泰国, 中国, 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货运和客运公路运输, 

允许卡车和其它车辆从中国南部进入老挝和柬埔寨, 直达

越南或穿过泰国境内南下到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泰国

新的电子海关程序已经投入使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车辆

通关速度。

此外, 泰国工业区管理局最新报告称工业区管理局已“修

订部分工业用地法规使之符合WTO的要求, 并推动工业

地产商提供更快, 更好的服务。” 这些修正案被视为加

强工业地产开发商加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大措施。

关于泰国工业用地的详细信息, 可以通过泰国投资促进

委员会的网站http://www.boi.go.th/english/how/

industrial_estates.asp查询, 在这里您可以查询到全国

三个区域工业区的详细信息, 包括可使用土地面积, 价格

费用和联系方式等。

东部沿海工业地区

在过去的25年中, 泰国已累计投入超过420亿泰铢沿其东

部沿海地区从春武里到罗勇打造世界一流的工业地带。

这个工业地带已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工业发展项目包括汽

车, 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它多种制造业。今天, 该地区生

产总值占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 泰国

大约40％的化工产品和44％的金属产品都产自此地区, 

充分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活力。除了拥有14片

工业用地和12个私营工业区, 世界一流的莱切邦(Laem 

Chabang)和曼达普(Map Ta Phut)港口也都位于此地

区。

世界级海港

到2011年, 莱切邦(Laen Chabang)这个现有7个货柜码

头的港口将增加到13个货柜码头, 其2007年的货物吞吐

量约400万个标准货柜, 这个充满活力的港口被国际集装

箱杂志评为全球第九大集装箱吞吐港口。同样, 曼达普

(Map Ta Phut)港口拥有7个码头, 2007年货物吞吐量达

2100多万吨, 同时港口也设有贮油库和液体化工码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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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 陶氏化学公司宣布, 它将继续与暹

罗水泥合资联合开发乙烯裂解装置。这项新投资

将使泰国成为陶氏化学公司在亚洲建立的最大的

生产地, 公司承诺将在泰国进行长期投资。我对泰

国投资气氛和经济非常有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泰国

已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中心。”

Andrew Liveris,

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

“对于在泰国的外国投资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泰国

的人文环境, 泰国人民非常友善, 这使我们工作起

来非常融洽。而且, 泰国人民非常乐于奉献。”

Ronald de Hann, 

格兰扁暹罗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来泰发展8年间, 我们已经连续两次扩大生产规

模, 现在我们的生产二厂也在试营业中, 同时, 我

们计划把中国的相关产业复制到泰国来, 扩大公司

多元化经营, 事实证明泰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发展平台, 让我们的成熟技术和优质产品得以推

广, 相信我们在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协助下将会

取得更好的成绩。”

黄振林

东运制版（泰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投资者感言

信息通讯

为了加快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过渡, 泰国在加

强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力度, 包括宽

带, Wi-Fi服务和电话通讯。事实上, 泰国移动电话市场渗

透率已超过65％, 拥有800多万用户。与IT市场在经历了

两位数的增长相比, 通讯市场才刚刚起步增长。

铁路

泰国还有一条重要的铁路线, 全长约四千公里, 从泰国北

部起穿过马来西亚南下抵达新加坡。

泰国最新增补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高架轻轨和地铁之间

转换站, 为商业人士和旅游者提供了更方便快捷舒适的交

通方式。这些快捷线将会继续延伸至吞武里和暖武里府

偏远地区, 进一步缩短上班交通时间。为了进一步满足汽

车和公共汽车的乘客的需要, 曼谷新建了跨越湄南河的拉

玛四桥, 为郊区市民提供了更快捷的公路交通, 同时, 另

外一座大桥建成后, 将大大缓解Phra Nang Klao大桥的

交通压力。

拥有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和私营地产业, 国际学校, 世界级

医院以及上文所提及的现代基础设施, 使泰国在本地区出

类拔萃。这就是为什么泰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如此的吸引

力！

泰国基础设施概况

• 交通运输
• 全国公路网：连接所有76个府总长6.5万公里 
• 七个国际机场
• 铁路系统：总长4, 364公里, 通往马来西亚及新加坡
• 昆曼公路提供陆路过境进入中国

• 信息通讯
• 手机：70％以上市场普及率
• 无线网络和宽带接入

• 航运
• 8大港口, 包括集装箱, 贮油库和液体化工码头

7



政府通过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提供了多种税收优惠, 服

务支持以及政府推广产业享有优先权和进口关税减免优

惠。

为了鼓励在曼谷以外地区投资, 藉此减少城市农村地区不

平衡状态, 促进分散投资, 优惠政策以地区划分。泰国已

划分出三个投资区域, 第一区包括曼谷及其周边五个府。

第二区由第一区周边各府和南部岛屿普吉府构成, 共十二

个府。第三区由其余五十八个府构成。

曼谷及其周边各府由于拥有现代化基础设施,因此在此区

投资享受最低优惠。另外, 在欠发达地区和国家战略发展

重要项目（比如科技研发）的投资将享受最惠政策, 以加

强此地区竞争力。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所列支持行业将享受豁免公司所得

税等优惠政策, 根据项目投资受有机器和原料的进口关税

减免权等。另外, 

如外国资本占总

投资额一半以

上的项目可以

申请土地所有

权。

 

除了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所提供的基本优惠政策外, 对某

些特殊的投资项目还将给予特殊优惠, 比如, 投资促进委

员会对技术科技创新(STI)的投资将给予特别优惠, 这些优

惠是为了鼓励在泰国工业领域投资建立技术科技研发部

门。对于投资研发设计, 高科技培训, 或支持教育科研机

构的企业将享受额外不超过三年公司所得税豁免权, 豁免

期依照投资额和投资区域所定。

此外,投资项目位于第三区的企业将享受其它一系列的减

免权, 位于第三区欠发达地区的项目可以把水电和交通运

输费用作为成本双倍计算, 为期十年。除此之外, 投资促

进委员会还允许企业把25%的基础服务设施的安装和建

设费从净利润中扣除。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为来泰国投资的企业提供全方位一

站式服务, 其中包括申请签证和工作许可证, 通过投资促

进委员会, 外国雇员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可以在3小时内

获得工作许可证和长期签证。

此外, 除了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所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之

外, 泰国政府也在其它方面积极推动外国企业来泰国投

资。例如,在制造业没有规定外方的持股比例, 没有规定

国产件的配额,没有出口限制等。泰国的投资政策完全符

合WTO规则。其它政府机构,例如出口促进厅和泰国国际

商会也会提供相关支持和服务。

为了要更进一步鼓励促进外国投资, 投资促进委员会

成立了各国专案组(Country Desk)来更好的协

助各国投资者来泰国投资, 促进双边投资贸

易, 给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完善的服务。

各国专案组都配有精通所负责国家语

言的工作人员, 例如, 日本专案组成

员用日语沟通, 中国专案组成员用

中文沟通。

如投资者对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和申请程

序感兴趣, 请联络泰国投资促

进委员会曼谷总部或各地办事处,      

同时,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在美国,        

法国, 德国, 日本和中国设有办事处,   

协助海外投资者前来泰国投资。

泰国投资促进委
员会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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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感言

通向全球市场
的捷径

泰国位于亚洲战略中心位置, 是通向拥有6, 500万消费者

的泰国和全球最有活力市场的捷径。随着诸多自由贸易

协议的签订, 泰国作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吸引力与日俱

增。泰国在国际贸易上有诸多优势, 例如, 免关税进口原

材料和部件, 零关税出口到世界各大市场等。 已和泰国

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有：

在泰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议签订三年间, 两国间的贸

易额已翻了两倍。在未来几年内, 随着零关税政策的推

进, 泰澳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会继续增长。泰国和日本自由

贸易协定于2007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双方承诺增强两国

间贸易, 并为泰国企业通往日本市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泰国承诺以公平自由贸易为出发点继续和其它贸易伙伴

进行贸易谈判, 建立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体系。

“泰国在热带杂交玉米

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 该国的农业和人

力资源, 加上泰国投资

促进委员会提供的奖励

措施, 很明显在泰国设

立区域基地是我们的明

智选择。”

Tim Welsh, 亚洲种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华立集团与泰

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

罗勇府建立了‘中国

工业城’。华立集团

选择在泰国建立‘中

国工业城’是因为泰

国有丰富的资源, 与中

国是友好邻邦, 是联接

东南亚各国的‘门户

之道’。泰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是吸引华立集团

来泰国投资的原因之一。”

肖琪经

中国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

协议 签署日期 生效日期

日本泰国经济伙伴协议

（JTEPA）
2007年4月3日 2007年11月1日

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TAFAT）
2004年7月5日 2005年1月1日

泰国新西兰紧密经济伙伴

（TNZCEP)
2005年4月19日 2005年7月1日

中国东盟（商品贸易） 2004年11月29日 2005年7月20日

泰国印度早期收获计划 2003年10月9日 2004年9月1日

中国东盟关税免除（某些

商品）
2002年11月4日 2004年1月1日

泰国中国蔬果输出早期收

获协议
2003年6月18日 2003年10月1日

“泰国区别于本地区其

它国家主要有三点：政

府的支持, 员工职业道德

和工作态度以及拥有完

善的技术资源库。”

Brent Lee Bargmann, 

希捷科技（泰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我们选中泰国作为生

产基地是由于成本低, 良

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机

关给予的大力支持, 特别

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衡量泰国的Benchmark

看得出, 与其它国家相

比, 泰国仍然是Driessen

最有利的生产基地。”

Kees de Ruiter, Driessen飞机内饰系统（泰国）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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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政策上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泰国投资并给予优惠, 泰国在软件基础设施

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企业收入所得表里可以清楚的看出企业受益于泰

国所提供的成本效益和高效率的劳动力, 中高层管理人员也会发现把家庭搬

迁到这个位于亚洲中心社会稳定的国度使他们内心非常安定。

在泰国优越的投资环境中, 投资者不仅可以把自己的生意打理的很成功,    

而且家人也会感受到泰国的优质生活。泰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率已达92%, 

而且泰国最好的国际学校之间也提供外籍人士社团。事实上, 国际先驱论

坛报指出“现今泰国已拥有超过107家国际学校, 为外籍人士提供了国际

化选择”外籍人士群体将会发现在泰国他们已拥有众多高质量, 多种语言              

(英语, 法语, 日语, 德语和汉语）的国际学校。

此外, 泰国的国际学校还提供外语教学的国际学位课程, 包括英美课程, 所以

外籍人士大可不必担心以后回国后是否能适应环境等问题。学费从每年10

万至60万泰铢不等, 为不同阶层提供多种选择。关于学校的评审都由一些

国际评审组织评审验收, 组织包括欧洲国际学校理事会(ECIS),国际学校理事

会(CIS),西部学校学院协会(WASC)和新英格兰学校学院协会(NEASC)等.

除了拥有卓越的教育体系, 泰国饮食也享誉全球。不论您是什么样的口味, 

在泰国都可以找到适合您口味的餐厅, 从丹麦餐厅到黎巴嫩餐厅您都可以在

这里找的到。同时, 泰国超市里都可以找得到烹制西餐, 中餐和其它美食所

需的原料。吃在泰国已不再是一般的家务杂事,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泰国的软件设施1
0



投资者感言

在周末或者假期, 泰国有足够的名胜古迹和娱乐设施供

您消遣。在商业休闲方面, 泰国以拥有200多个世界级

高尔夫球场为豪, 有一些还位于工业园区内。大曼谷地

区就拥有40多个高尔夫球场, 其中包括高山高尔夫球场

和体育俱乐部, 以及曾主办过2000和2004年Johnnie 

Walker Classic国际高尔夫精英赛的会员俱乐部。在距

离曼谷不远的东海岸工业区中心区域-芭提雅罗勇区, 沿

着Bangna-Trad公路一路下去, 高尔夫球爱好者可以找

到36个高尔夫球场。继续北下, 曾主办过2007Johnnie 

Walker Classic国际高尔夫精英赛的普吉岛蓝溪谷乡村

俱乐部也是您最好的选择。

泰国除了拥有众多优秀的高尔夫球场, 还为全家成员提供

了其它许多娱乐活动, 泰国正在快速成为帆船游艇停靠的

一个中心枢纽。自驾游艇租赁服务现已开通, 而且还有许

多观光游艇可日租, 周租, 或者进行沿海岸线和无数充满

热带风情岛屿航行, 领略泰国的美景。同样诱人的还有, 

驾着独木舟沿河流尽情漂流, 更不用说其它的探险了, 从

跳伞到骑大象打马球, 无论什么样的娱乐活动您都可以在

泰国找到, 包括室内和冬季运动。对于那些只是想找个安

静地方休息的人来说, 海滩度假村及酒店都提供短期和长

期住宿休闲。

另外一项外籍人士与泰国人以及游客共同分享的活动就

是购物, 泰国拥有很好的购物环境, 购物者会发现, 从周末

跳蚤市场到奢华时装及电子产品在泰国应有尽有。基本

上您可以在泰国以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部您所想要的东

西。曼谷还以拥有众多环境优雅的现代商场, 其中一些直

接连接轻轨到酒店。

“泰国的成功有诸多因

素, 包括悠久的历史, 开

放的文化, 诚实和互相

尊重的人民, 勤奋和有

知识的劳动力, 优良的

基础设施, 和政府欢迎

鼓励海外投资等。”

Linsey Siede , 泰国投资委员会荣誉投资顾问, 

Likapibro咨询私人有限公司总监

“由于我们准备扩大工

厂, 我们曾与投资泰国投

资促进委员会讨论过。

他们对我们的业务十分

了解, 并对我们工厂从曼

谷搬迁至第三工业区提

供了整套非常有吸引力

的奖励措施。此外, 我们

觉得泰国投资促进委员

会还做了许多额外的沟通协调工作, 使我们工厂得

以顺利搬迁。”

Peter van Haren, CEO, Wiik & Hoeglund Pcl.

“自2008年1月与泰国企业的合作展开以来, 进展十分顺利, 我们

之所以选择泰国作为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生产基地主要是看中泰

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 优越的地理位置, 完善的基础设置, 良好的

工人素质, 融洽的社会文化环境, 泰方合作伙伴的有利资源, 更为重

要的是泰国投资促进委员给我们提供了优惠的投资条件, 大大降低

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冯力

Minth-Aapico(Thailand)Co.,Ltd.总裁助理

“现在很多国外客户都

迫不及待的把订单转到

我们的泰国工厂, 这得

益与于泰国政府的优惠

政策, 大大降低了成本, 

尤其是在税务方面的减

免, 这样我们的优势会

更加明显, 为我们在泰国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翟从根

震雄铜业（泰国）有限公司厂务经理

1
1



泰国经济概况

Head Of ce,  Of ce of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555 Vibhavadi-Rangsit Road,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 Tel: +66 (0) 2537 8111,  +66 (0) 2537 8555  Fax: +66 (0) 2537 8177 
Website: www.boi.go.th  E-mail: head@boi.go.th

NEW YORK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New York Of ce
61 Broadway,  Suite 2810
New York,  N.Y. 10006,  
U.S.A.
Tel: +1 (0) 212 422 9009
Fax: +1 (0) 212 422 9119
E-mail: boiny@aol.com, 
nyc@boi.go.th

LOS ANGELES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Los Angeles Of ce
611 North Larchmont Boulevard,  
3rd Floor,  Los Angeles CA 
90004,  U.S.A.
Tel:  +1 (0) 323 960 1199
Fax: +1 (0) 323 960 1190
E-mail: boila@sbcglobal.net

PARIS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Paris Of ce
Ambassade Royale de 
Thaïlande
8,  Rue Greuze,  75116 Paris,  
France
Tel: +33 (0) 1 5690 2600
Fax: +33 (0) 1 5690 2602
E-mail: par@boi.go.th

SHANGHAI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Shanghai Of ce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15F,  Crystal Century Tower
567 Weihai Road,  
Shanghai 200041,  P.R.C.
Tel: (86-21) 62889728,  
 (86-21) 62889729
Fax: (86-21) 62889730
E-mail: shanghai@boi.go.th

FRANKFURT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Frankfurt Of ce
Royal Thai Embassy
Bethmannstr. 58,  5.OG
60311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Tel: +49 (0) 69 9291 230
Fax: +49 (0) 69 9291 2320
E-mail: fra@boi.go.th

TOKYO
Of ce of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Affairs
Royal Thai Embassy
8th Floor,  Fukuda Building 
West,  2-11-3 Akasaka,  
Minato-ku,  Tokyo 107-0052 
Japan
Tel:  +81 (0) 3 3582 1806
Fax: +81 (0) 3 3589 5176
E-mail: thaiboitokyo@gol.com, 
tyo@boi.go.th

OSAKA
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
Osaka Of ce
Royal Thai Consulate-General
Bangkok Bank Bldg,  7th Floor
1-9-16 Kyutaro Machi,  
Chuo-Ku,  Osaka 541-0056,  
Japan
Tel:  +81 (0) 6 6271 1395
Fax: +81 (0) 6 6271 1394
E-mail: osaka@boi.go.th

泰国概况

人口 65 万
东盟人口 5.7 亿
最低工资（2008年6月1日） 203泰铢/天 

GDP(2006) 2,061亿美元
人均GDP（2006） 3,176美元
2007年GDP增长率 4.50%
2008年GDP预计增长率 4%-5%
2007年出口增长率 18.14%

贸易顺差（2007） 120亿美元
流动结余（2007） 149亿美元
国际储备（2007） 875亿美元
产能利用率（2007） 76.10%
生产指数（2007） 180.7
消费品价格指数（2007年12月） 119
 (2002 = 100)

公司所得税 10-30%
代扣所得税 10-15%
增值税 7%

2007年平均汇率

1美元=34.52泰铢
1欧元=47.26泰铢
1英镑=69.07泰铢
100日元=29.33泰铢

2007年前10位出口产品 

产品 比重（%）
出口额

(亿美元)

1.自动信息处理机及其配件
2.汽车及其零配件
3.集成电路板
4.橡胶
5.宝石珠宝
6.聚乙烯, 丙烯等
7.钢铁产品
8.机器及其零部件
9.精炼燃料
10.化学产品

11.35
7.90
5.28
3.70
3.53
3.42
3.01
2.86
2.69
2.57

17.31
12.04
8.05
5.64
5.38
5.21
4.60
4.37
4.10
3.92

2007投资委净申请统计 （百万泰铢）

资料来源：泰国商业部

最新各国申请统计

 
 

2006 2007

项目
投资额
(百万铢)

项目
投资额
(百万铢)

外资总额 832 307,668 845 502,432

100%外资 421 129,238 461 243,030

日本 355 110,476 330 149,071

美国 61 37,059 38 85,752

韩国 33 5,230 52 11,568

香港 16 3,931 24 5,861

新加坡 86 28,921 80 34,126

欧盟 126 30,532 139 74,145

东盟 123 41,169 127 44,704

资料来源：泰国央行

国际储备/短期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