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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

我很高兴英中贸易协会准备了这份有
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报告。

古代丝绸之路曾惠及中国、中亚、中
东、非洲和欧洲地区；我们希望通
过“一带一路”建设，重振古丝路贸
易与合作精神。英中对自由贸易与经
济开放的承诺是维系两国关系的基础
之一。同时，我们都希望看到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与连通。英国是首个加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欧洲大国。
对此，我们深感荣幸。考虑到“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
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符合各方利
益。

“一带一路”为英国带来了众多潜在
商机。英中两国企业间的合作能够
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并促进两国利用互补优势在第
三国开展合作项目。新的市场即将开
辟；而新的供应链将改变全球货物的
流动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
的愿景在未来的几
年里逐渐成为现
实，英国企业将在
实现全球经济增长
与连通中发挥不可
或缺的作用”

增进民间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愿景之一。在这一领域，英中两国同
样发展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互联
互通不仅限于经济、金融和法律的一
体化，还包含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以
及团结不同的社会群体。

英中关系现已进入黄金时期。正如本
报告所述，随着“一带一路”的愿景
的践行，英国企业将在全球经济增长
与连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报告的撰写初衷在于帮助企业了解
上述内容。本报告并非面面俱到，但
旨在为企业提供寻找中国国内和海外
机会的线索。报告发布后，我们将在
中英两国的多个重要城市举行一系列
研讨会，让企业更详尽地了解如何在
未来获取商业机会。待各项计划更加
清晰之后，我们还将开展更加具体的
工作与分析。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引
起英国企业的注意，并思考“一带
一路”对其自身有何意义。“一带
一路”为企业提供了良机，使其能够
在中国的下一发展阶段中发挥重要
的支持作用；同时，英中贸易协会将
携手英国政府为英国企业提供支持与
帮助。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联系我
们；具体联系方式请见附录3。

傅仲森（Stephen Phillips）
— 英中贸易协会首席执行官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首次由
习近平主席提出；此后，该倡议引起
了政商两界的巨大关注。然而，无论
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人们对“一
带一路”的具体商业内涵知之甚少。
本报告旨在帮助英国企业发现其中的
机会所在。

英中贸易协会深信，“一带一路”
有能力塑造并切实改变全球贸易与
投资，带来光明的前景。此谓志存
高远。与之相对的是错综复杂的局
面。地缘政治也具有潜在的挑战。然
而，“一带一路”对此已有预见。

重要的是，英国企业界应迅速了解  
“一带一路”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
意义。更重要的是，做好自身定位并
行动起来，从而在未来几年，乃至几
十年里赢得商机。

重要的是，英国企
业做好自身定位并
行动起来，从而在
未来的几年，乃
至几十年里赢得商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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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

加强并发展陆上路线：

•  搭建一座“亚欧大陆桥”——即一
条始于中国东部沿海，延伸至西欧鹿
特丹的物流链；

•  规划构建多条连接中国与蒙古、俄
罗斯、中亚、东南亚等的经济走廊

中国境内与境外的新机遇

英国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中
国各省及邻国的发展与互联互通，为
中国经济的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做出
贡献，同时获得新的商机。

“一带一路”将在中国国内及沿线国
家创造更多振奋人心的新商机。包括
短期、中期与长期；随着中国着手践
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内将出
现更多近在眼前的机遇。

我们深信，中英两国企业有能力建立
强大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我们可以采用一系列的商业模
式，包括：商业合伙；技术转让；投
资融资；工程总承包；公私合营和供
应链调整。有关上述模式的详述请
见“有效的商业模式”的第3节。

在行业方面，我们认为机会将首先出
现在以下几个主要领域：基础设施、
金融与专业服务、先进制造、交通运
输与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将在连接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挥重
要作用；而绝大多数沿线中国省份正
在制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
我们还能在其它许多行业（如农业、
能源与环境、电子商务、医疗保健和
生命科学）发现更多相关机会。本报
告的“行业机会”部分将对上述主要
行业进行详细论述。

1. 执行概要

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一条海上航线（而非路上丝绸之
路），始于中国东部沿海，向西经南
海和印度洋延伸至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包括：
（1）带动中国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
部省份的发展；

（2）创造中国与沿线各国（其中多为
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机遇；

（3）通过货物、服务、信息和人员
的流动，以及文化交流增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增强沿线地区的连通
与沟通，促进经济繁荣发展

中英两国企业有能
力建立强大的合作
关系 ”

某些中国省份如新疆和福建，凭借自
身的地理位置优势，获得了“一带一
路”倡议“核心地区”的定位。新疆
计划发展为中国西部的金融中心；而
福建则将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物流、
航运和海洋产业。

西部许多地区，如重庆、陕西、四
川、新疆和云南将主要关注基础设施
和城市化项目的建设，同时拓展国际
贸易商机。一些拥有优质自然和农
业资源的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如甘
肃、宁夏和新疆，亟需进行技术升
级，并提高产能和效率。

东部沿海省份，如福建、广东、江苏
和浙江，则有望在更为高端的领域创
造新机会，这些领域包括：金融与专
业服务、航运与物流、先进制造、电
子商务、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

本报告聚焦中国国内“一带一路”沿
线13个重要省份，并重点介绍每一个
省份的一些独特机会。

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同样面临各种
风险与挑战。因此，各企业应进行全
面彻底的风险评估。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项经济倡议，
也是一项重要的地缘政治倡议。“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
状况各不相同，势必存在各种内在风
险，包括法律、金融挑战、政治或社
会稳定问题，以及区域争端。

有鉴于此，我们强烈建议相关方事先
进行细致规划并开展尽职调查。英中
贸易协会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对市场
有深入的了解，在寻求合适的中方合
作伙伴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将为英
国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
供支持。

概述

“一带一路”（OBOR）系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一项倡议，它致力于为中国及横贯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沿线
60多个国家加强联系，建立新的贸易路线，并创造商机。“一带一路”包含两条主要路线：

“一带一路”倡议
的目标包括带动中
国欠发达地区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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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
年提出的一项国家倡议。2015年开始
正式实施。随着其在各个行业和各个
省份的发展演进（预计这一过程将持
续数十年），“一带一路”在中国国
内以及沿线国家为外国公司所带来的
机会正在凸显。

“一带一路”包含两大路线：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条陆上路线，在
于连接中国与中亚、东欧和西欧。通
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将实现与地
中海、波斯湾、中东、南亚和东南亚
的互联互通。

建设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包括两
个方面：

•  搭建一座“亚欧大陆桥”——即一
条始于中国东部沿海，一路延伸至西
欧的物流链； 

•  开发多条连接中国与蒙古、俄罗
斯、中亚、东南亚的经济走廊

2. “一带一路”倡议概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条海
上路线（而非陆路），它始于中国东
部沿海，向西经南海和印度洋延伸至
欧洲；同时向东延伸至南太平洋。

这条海上路线旨在为各国主要港口建
立高效的交通路线，包括修建一条跨
越印度洋，更好地连接中国与南亚、
中东、非洲和地中海的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管理工作由
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张高丽副总理
担任该小组组长。负责执行“一带一
路”倡议的中国政府部门包括：国家
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其中发改
委主要负责协调工作。

“一带一路”官方蓝图在于打造一条
环形线路，“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
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
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1   
“一带一路”被看作是继设立经济特
区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第三
轮开放举措。2

习近平主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
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
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
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
唱。3  　

明确目标：

•  实现中国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
地区的繁荣；

•  通过货物、服务、信息和人员的流
动，以及文化交流，加强与沿线国家
的互联互通，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  实现中国与其邻国间更高程度上的
融通

深层考量：

• 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对外投资
提供出口：

o  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驱动和建
设热潮，中国如今在多个行业都存
在产能过剩问题；“一带一路”被
视为缓解其产能过剩的可行出口；

o  中国同时还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与资金；“一带一路”为其进行对
外投资和实现外汇储备多样化提供
了多条渠道

•  为中国的产品与服务寻找新市场：

o  寻求出口市场的多样化，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市场；此举将能延长产
品的生命周期，并在中国国内为传
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
展奠定基础

•  通过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实现能源安
全

图中蓝色路线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红色路线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欧洲

俄罗斯

中亚

南太平洋

南海

东南亚南亚

印度洋

中东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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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经济走廊连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这些经济走廊有效地构成了中国境外
的“一带一路”框架。据报道，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为上述走廊的开发工作
准备了高达约5710亿英镑的资金。

英国企业应当采取积极行动，沿经济
走廊开拓合作商机。意向企业除了与
英中贸易协会，或沿线国家的英国
大使馆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办事处取
得联系；还可以考虑与中国大使馆
接触，了解“一带一路”下的潜在商
机。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其驻外大使馆
为“一带一路”倡议做推广。

贸易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新亚欧大陆桥
沿途的物流路线，如，将货物运送至
沿线国家；而能源及基础设施领域的
公司则有可能在中国-中亚-西亚走廊
发现商业机会。

在招投标、项目管理以及专业服务领
域有经验的英国公司可以在经济走廊
沿线（尤其是中东地区）找到来自中
国投资者的业务需求。

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建立中国与中亚、东欧和西欧的联系”

中国—中南半岛走廊

中国—巴基斯坦走廊

孟加拉国—中国—
印度—缅甸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走廊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中国—蒙古—俄罗斯走廊

六大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地区涵盖60多个国家，涉及世界人口的60%，GDP总量约占全球
33%。4

“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中国与邻国间的互通与合作，并提升现有的多边机制（
请见附录2）.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六条经济走廊作为中国境外发展框架：

1.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2.  中国—蒙古—俄罗斯走廊
3.  中国—中亚—西亚走廊
4.  中国—中南半岛走廊
5.  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孟中印缅）
6.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六大经济走廊的地理位置如图所示。



10 11

新亚欧大陆桥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
或新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东部沿海
港口连云港（江苏省），一直向西延
伸至西欧的鹿特丹。

新亚欧大陆桥有望成为中国至欧洲的
一条主要物流通道。这条通道的货运
速度快于海运，价格低于空运，它横
跨中国境内七个省份，途径三条铁路
最后到达终点站。

本路线包含高速铁路和公路，它们分
属于两条线路：

•  京津冀至俄罗斯（经内蒙古呼和浩
特）

•  大连至俄罗斯赤塔（经沈阳、长
春、哈尔滨和内蒙古满洲里）

这一路线已经开通了国际货运列车，
将包括广州、沈阳、苏州和天津在内
的中国各大城市与国际目的地连接了
起来。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 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

此外，中国还与由俄罗斯领导的欧亚
经济联盟5 保持合作。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白俄罗
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总价
值为约160亿英镑的一系列基础设施
建设协议，涉及高速铁路、能源基础
设施与航空航天，以及提供人民币结
算等金融服务的产业园区建设。

新亚欧大陆桥的货
运速度快于海运，
价格低于空运 ”

2015年2月，连云港—新疆—哈萨克
斯坦的国际货运列车正式开通，对已
有路线起到补充作用。其它国际货运
列车则从中国不同城市发车，如重庆
和西安，汇入这条路线。

中国政府正在与哈萨克斯坦、波兰和
俄罗斯等国的海关展开合作，以降低
沿线国家的通关成本。

一条经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的
北方通道即将修建，完工后将实现渤
海湾经济圈（包括北京、大连和天津
在内的主要城市）与西欧的连通。

中蒙俄经济走廊不仅彰显了“一带
一路”倡议，同时与俄罗斯的跨大
陆铁路网计划（该计划也包含修建莫
斯科—北京的公路和铁路项目）、蒙
古国的草原道路计划（又名“草原之
路”，由五个项目组成，涉及公路和
铁路建设、天然气和石油管道铺设） 
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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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将实现珠江
三角洲经济圈（广州、香港和深圳一
带）与东南亚国家（柬埔寨、老挝、
缅甸、泰国和越南）的连接。新的高
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将以中国南方的珠
江三角洲为起点，经广西省南宁市和
越南河内到达新加坡。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与大湄公河次
区域的目标相符合。大湄公河次区域
系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建立的一个经济
区，它为湄公河流域的产业合作，以
及交通网络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平台。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将成为石油
和天然气运输的重要门户，它西起阿
拉伯半岛，经土耳其和伊朗到达中国
新疆境内。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为世界最长的天
然气管道。该管道西起土库曼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地带，向东经乌兹
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到达终点
站——霍尔果斯（新疆）。这条管道
将在霍尔果斯与在建的中国西气东输
二线天然气管道相贯通。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国-中亚-西亚经
济走廊将成为石油
和天然气运输的重
要门户”

中国还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签订了与贸易便利化、
物流等相关的合作协议。

中国政府已向中东国家提出了一份全
面合作战略（又名“1+2+3”战略）
，其核心为能源合作（核能和可再生
能源），同时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航空航天技术和贸易投资领域的合
作。上述举措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实现
双边贸易额的三倍增长，并推进中国-
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协定。

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
将为中国实现与南亚地区的互联。中
国将印度视为实现与西亚及更广泛地
区一体化的重要合作伙伴。

孟中印缅已经建立相关合作机制，有
望推进铁路建设、产业合作和专业培
训服务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
国。在此期间，中印双方签署了总价
值超过约141亿英镑的多项协议，涉
及包括电信、钢铁、太阳能和电影等
在内的多个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
绝大多数合作内容涉及中国向印度投
资，而非此条经济走廊的建设发展。

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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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与改革
未来数十年内，若“一带一路”愿景
实现将极大地带动一大批基础设施、
工程和能源项目的建设。“一带一
路”的成功不仅需要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包括英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的加入。

“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加
快中国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
区的发展。中国势必将加大对上述区
域的投资力度，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创造各种条
件。同时，较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
也是“一带一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带一路”的影响范围不
只包括倡议中涉及的64个国家，还将
覆盖其他的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与中国蓬勃的对外投资
活动紧密相连。随着“一带一路”的
落实和深入，经济改革包括金融一体
化、贸易自由化以及市场开放，已成
为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必修课。

为更好地支持“一带一路”，中国政
府正在出台一系列规划和措施。其
中，中国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商务部以及交通运输部
均已发布相应的实施计划。海关总署
发布了相关减少非关税壁垒及通关一
体化的措施，商务部计划加强与周边
国家的能源与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而
交通运输部则计划新开与沿线国家间
的国际货运专线与航线。

预计2015年年末，中国的重要省市
都将出台各自的规划。“一带一路”
主要关注中国一些重点省份，但毫无
疑问的是，每个省份都将从中获益。
也正是如此，不少省份都在为迎接  
“一带一路”的机遇做着积极准备。

虽然地方政府的发展计划尚未公布，
但从我们获得的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来
看，这次的市场开放和经济改革必将
是长期的，预计将达数十年之久。

英中贸易协会和英国政府将持续密切
关注中国经济形势，定期为英国企业
提供相关信息。

减少非关税壁垒及通关一体化 ”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
什，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的深海港口
瓜达尔，为中国提供了一条经迪拜和
阿曼前往中东和非洲的捷径，从而绕
开马六甲海峡。需要注意的是，中巴
经济走廊途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政
府对此已提出反对意见。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

在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4月访问巴基
斯坦期间，据报道中巴两国达成了总
价值约为290亿英镑的系列协议，内
容涵盖能源、信息通信技术、交通基
础设施等领域。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发
展落后，中巴经济走廊有望获得优先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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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基金

2014年12月，中国政府出资255亿英镑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旨在为具体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丝路基金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丝路基金是致力于成为投资机
遇、融资以及投资服务的中长期专项发展基金。

发展诸如铁路、公路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是丝路基金的首要目标。丝路基金的
首个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Karot）水电站，是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
设的一部分。包括贷款和股权投资在内，该项目投资总额约为10.5亿英镑 。6 
丝路基金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为该项目提供了贷款。

丝路基金不仅面向亚洲，更面向世界。预计今后还将成立地区和行业子基金，以
成就更多的国际合作。

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比较

名称 
规模（单
位：10亿

英镑)
受益者 重点 资金来源

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

65 所有成员国 基础设施 成员国

丝路基金 25.5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基础设施、资源
开发、产业合作

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国

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组织。成员国的投票权基本等同于其认缴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
数，而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亚投行的业务范围有望延伸至传统的贷款和信用担保 
，7 预计还将采用债券融资，以及通过PPP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亚投行的主要
目标就是为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丝路基金将主要利用国内资本，尤其是外汇储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
全球提供投资资本。此外，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该基金的关注重点还包括资源开
发和产业合作这类的高回报项目。

新的资金流

为弥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中国政府于2014年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据世界银行估计，
到2020年，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约为4650亿英镑，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向亚洲提供的资金仅有
190亿英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一
家由中国牵头的多边发展银行，总部
设在北京，英国是创始成员国之一。
亚投行成员国预计会有57个，其中
50个成员国已在2015年6月签署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亚
投行启动资金约合650亿英镑，其
中，中国提供200亿英镑，剩余资金
则由其他成员国提供。按照计划，亚
投行将在2015年年底正式运营。亚
投行明确表明：亚投行将本着商业原
则运行，而非推行中国政策的工具。

亚投行关注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包
括亚洲西部的海湾地区和东部的太平
洋地区。

作为率先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大国，
英国有责任积极参与亚投行的规则制
定，确保亚投行的经营责任、透明程
度以及科学管理，为项目风险评估和
建立金融机制提供帮助。英国与亚洲
各国将建立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
系，这将为多方共赢提供前所未有的
机遇。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George Osborne）认为：“英
国正式签署亚投行成立协议，标志着
英国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和企业
间的联系更进一步。亚投行将有助于
亚洲乃至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融
资。我相信，英国的率先加入将为
英国企业和英国人民带来众多的机
遇。”

部分英国企业获得了由亚洲开发银行
和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英国企业在
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们将做好充分的准备，参与亚投行
的一系列项目竞标。

丝路基金不仅面向
亚洲，更面向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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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及境外其它地区的新机遇

英国企业应尽早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中” 

机遇在中国

本节重点介绍我们所预见的广大机
遇。

英国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积极支
持中国各省及邻国的发展与互联互
通，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可持续
的增长做出贡献，同时也获得新的商
机。

为赢得短期、中期、长期的商业利
益，我们建议英国企业把握住中国对
外投资的良好契机，尽早参与到“一
带一路”的建设之中，进入更加广阔
的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市场。

本报告按不同行业和省份为您梳理了
一系列未来中国市场上振奋人心的新
机遇。

“一带一路”旨在为中国各省份和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支持。各
省份为提高自身商业竞争力都将把”
一带一路”的成功作为改革战略的核
心。

本报告选取了13个“一带一路”建设
重点涉及的省份（包括自治区和直辖
市）予以关注：

西北地区: 甘肃、宁夏、青海、陕西、
新疆

西南地区: 重庆、四川、云南

华南-东南地区: 福建、广东、海南、
江苏、浙江

新疆和福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
心区域。

•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是连接中
亚、俄罗斯及欧洲的天然枢纽，被视
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
域”。

•  福建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启始地。

“一带一路”13个重要省份

上表中较小图标所示机遇现阶段尚不十分明确 

各行业、省份机遇一览

行业

省/自治区/
直辖市

首要机遇 次要机遇

基础设施产业
金融和

专业服务业
农业和

环保产业
高端制造业和

运输业
能源和

资源产业
电子商务和

物流业

医疗保健
与生命科
学产业

旅游业
创意及
文化产

业

新疆

福建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四川

重庆

云南

江苏

浙江

广东

海南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

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市场

面向南亚和东南亚市场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

主要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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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有效商业模式

通过运用一系列商业模式，“一带一
路”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国际企业
带来了众多发展机遇。这些商业模式
包括：

•  商业合伙：通常情况下，中国承包
商更倾向于与国际知名大公司合作，
因为后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中小
企业可以参与到供应链中。 英国企业
可利用自己在第三国的伙伴关系争取
到中国境内的项目，反之也可以利用
自己与中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争取到第
三国境内的项目；

•  技术转让：英国企业可将自己先进
的技术和服务转让并授权给中国合作
伙伴；

•  投资融资：英国企业可利用中国的
投资扩大自己已有的项目，或完成资
产转移；

•  工程总承包：部分中国工程总承包
公司已经加快了自己的海外发展，包
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机遇在全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样充满机
遇。本报告第二部分按行业分析了其
中一部分潜在机遇。重点沿线国家的
简介请参见附录1。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相信，“一带一
路”建设将为英国企业提供一系列与
中国企业在第三国开展合作的机会，
有利于两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
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局面。英中两
国在众多领域具有优势互补，比如：

•  英中两国企业在国际基础设施项目
上有着互补的技术优势；

•  中方有着雄厚的工程、建设力量
和资金支持，而英方在PPP、项目
管理、项目融资、项目设计、项目规
划、项目生命周期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有着世界一流的先进水平；

•  英国企业与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以
及众多英联邦国家的企业建立了稳固
的合作关系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将变得更加自由化
与多样化。此外，贸易壁垒将大幅减
少，投资环境将得到改善，这将显著
提升投资机遇，促进商品和服务的出
口。

在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发达
经济体” 的只有7个。8 其余新兴国
家的发展潜力巨大。据估计，今后15
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将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到2030
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占世界总量
的73% 。9

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
施建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10 建设需
求巨大。据普华永道预测，从现在到
2020年，沿线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共需要约3.2万亿英镑的投
资，这个数字是当前中国国内市场投
资总额的2.5倍。

沿线国家在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共
需要约3.2万亿英
镑的投资”

英国企业成功的关
键在于选择合适的
中方合作伙伴”

•  公私合营：越来越多的海外项目开
始运用BT模式、BOT模式、PPP模
式，而非传统的EPC模式。这些新的
模式在项目管理、风险评估、当地技
术标准的落实、法律咨询以及环境保
护方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些正是
拥有丰富项目经验的英国企业的优势
所在；

•  供应链调整：英国企业可利用新开
的货运线路更快更好地将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销售到第三国市场。例如，重
庆—杜伊斯堡货运专线全程运行仅需
12-13天，11 而中欧集装箱货运的平
均时间则长达5周。12 另一条铁路货
运专线哈尔滨—汉堡线于2015年6月
开通，途经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
走廊，全程运行时间15天

我们认为，英国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
选择合适的中方合作伙伴，充分发挥
双方各自的优势——例如项目风险/质
量管理、项目综合方案、项目咨询、
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等——共同
开拓新的市场。英中贸易协会将与英
国企业密切合作，帮助英国企业寻找
到合适的中方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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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与挑战

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项经济倡议，
也是一项重要的地缘政治倡议。“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形势
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意味着各种
内在风险，包括在进入新的国外市
场时会面临的根本性的法律和金融挑
战，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区
域争端等问题。

企业应当时刻警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存在的领土争端，包括中国南海
尚未解决的领土主权问题。

另外，部分沿线国家政局不稳，可能
导致法律和金融政策的变动，从而破
坏商业活动的开展。

强烈建议相关方事先进行细致规划并开展尽职调查”

解决方案

对于希望参与并从“一带一路”发展
中获利的英国公司来说，关键是要
选对国家、领域、项目和中方合作伙
伴，充分做好项目规划。

强烈建议相关方事先进行细致规划并
开展尽职调查。英中贸易协会和英
国贸易投资总署对市场有着深入的了
解，在寻求合适的中方合作伙伴方面
也有丰富的经验，将为英国公司提供
商业支持。我们鼓励企业在做投资决
策前，参考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最新
建议以及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的海外贸
易风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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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重要国家概况

印度尼西亚
•  人口约2.52亿。主要产业：采矿、纺织品、农业和旅游业。
•  国内生产总值约5660亿英镑（全球排名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51英镑（全球排名116）
•  中国作为印尼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已成为印尼主要贸易伙伴国。
•  2014年，中国印尼双边贸易总额为410亿英镑。

越南
•  人口约9100万。主要产业：食品加工、纺织品、机械、采矿、钢铁；水泥、化学肥料、玻璃和轮胎。
•  国内生产总值为1190亿英镑（全球排名5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07英镑（全球排名132）。
•  中国是越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  2014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为533亿英镑。

泰国
•  人口约6700万。主要产业：汽车、金融服务、电器设备及零部件、旅游、水泥、家具、塑料、纺织品、烟
草和食品加工。
•  国内生产总值约2380亿英镑（全球排名3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69英镑（全球排名94）
•  中国是泰第二大出口市场。2014年，中泰双边贸易总额为463亿英镑。

老挝
•  人口约700万。主要产业：金属、木材、食品加工、纺织品和水泥。
•  国内生产总值约74亿英镑（全球排名13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78英镑（全球排名138）。
•  中国是老挝三大主要贸易伙伴国之一。2014年，中老双边贸易总额为23亿英镑。

菲律宾
•  人口约1.01亿。主要产业：电子产品、纺织品、造船、药业、化学品、渔业、食品加工和炼油。
•  国内生产总值约2150亿英镑（全球排名3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122英镑（全球排名127）。
•  中国是菲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菲双边贸易总额为283亿英镑。

新加坡
•  人口约550万。主要产业：电子产品、化学品、金融服务、炼油、橡胶加工、食品加工、航运和生命科
学。
•  国内生产总值约1960亿英镑（全球排名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5893英镑（全球排名9）。
•  新加坡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其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624亿英镑。

哈萨克斯坦
•  人口约1700万。主要产业：石油、采矿、煤炭和畜牧业。
•  国内生产总值约1440亿英镑（全球排名5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253英镑。
•  中国是哈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总额约140亿英镑。

吉尔吉斯斯坦
•  人口约600万。主要产业：石油、煤、金属（铁矿石、锰、铬铁矿、铅、锌、铜、钛、铝土矿、金和银）
•  国内生产总值约47亿英镑（全球排名14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27英镑。
•  中国是吉第一大进口国和五大出口国之一。
•  中吉双边贸易总额约为8.9亿英镑。

蒙古
•  人口约300万。主要产业：建筑材料、采矿、石油、农业、食品加工、羊毛和天然纤维。
•  国内生产总值约76亿英镑（全球排名1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610英镑（全球排名107）。
•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已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众多中国企业在蒙古境内经营发展。
•  2014年，中蒙双边贸易总额为46.6亿英镑。

巴基斯坦
•  人口约2亿。主要产业：纺织品、白糖、造纸和烟草。
•  国内生产总值1600亿英镑（全球排名4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55英镑（全球排名153）
•  中国是巴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  2014年，中巴双边贸易总额为160亿英镑。

马来西亚
•  人口约3100万。主要产业：电子产品、橡胶、棕榈油、木材、药业、医疗科技和炼油。
•  国内生产总值约2080亿英镑（全球排名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84英镑（全球排名63）
•  中国是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马双边贸易总额为410亿英镑。

俄罗斯
•  人口约1.44亿。主要产业：石油和天然气。
•  国内生产总值约1.2万亿英镑（全球排名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238英镑。
•  中俄双边贸易总额约610亿英镑。

白俄罗斯
•  人口约1000万。主要产业：冶金、机械工程。
•  国内生产总值约485亿英镑（全球排名6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125英镑。
•  中国是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一。双边贸易总额达12亿英镑。

印度
•  人口约12亿。主要产业：纺织品、食品加工、化工产品、钢铁、水泥、信息技术、软件、业务外包。
•  国内生产总值为1.3万亿英镑（全球排名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36英镑（全球排名141）
•  印度是中国第15大贸易伙伴国，中印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
•  2014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450亿英镑。

沙特阿拉伯
•  人口约3100万。主要产业：石油提炼、石油化工产品、工业气体、化肥、塑料、建筑、商船和飞机修理。
•  国内生产总值约4790亿英镑（全球排名1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585英镑（全球排名33）。
•  中国是沙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沙双边贸易总额为440亿英镑。

土耳其
•  人口约7800万。主要产业：纺织品、食品加工、汽车、电子产品、旅游、采矿、钢铁、石油和建筑材料。
•  国内生产总值约5140亿英镑（全球排名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680英镑（全球排名66）。
•  中国是土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土双边贸易总额达180亿英镑。

波兰
•  人口约3800万。主要产业：煤炭、纺织品、化工品、机械和钢铁。
•  国内生产总值约3180亿英镑（全球排名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378英镑。
•  中国是波兰第三大进口国。2014年，中波双边贸易总额达100亿英镑。

斯里兰卡
•  人口约2000万。主要产业：旅游、茶叶出口、纺织品和农业。
•  国内生产总值约520亿英镑（全球排名6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76英镑。
•  中国是斯第二大进口国。2014年，中斯双边贸易总额为23亿英镑。

缅甸
•  人口约5100万。主要产业：麻醉剂、农业、纺织品和木材制品。
•  国内生产总值约420亿英镑（全球排名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23英镑。
•  中国是缅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缅双边贸易总额为16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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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多边合作机制

亚洲合作对话 亚洲合作对话是唯一面向全亚洲的政府间对话与合作机制，旨在促进亚洲各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现有
成员国33个。13

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于1967年8月在曼谷成立的政治性国际组织，包含10个成员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亚欧会议
亚欧会议是亚洲和欧洲间重要的跨区域政府间论坛，旨在通过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推动建
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会议成员包括28个欧盟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大洋洲2国，亚洲21国和东盟
秘书处。 14

亚信会议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是一个有关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旨在通过制定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对话与合
作，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目前共有成员国26个。15

中国-东盟 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非正式组织，旨在促进中国和东盟10国间合作。东盟10国包括文莱达鲁萨兰
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发起，成员国包括大湄公河流域内的5个国家（柬
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中国云南省。16

大图们倡议 大图们倡议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和支持的政府间区域合作机制。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蒙古、韩国和
俄罗斯联邦。17

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成立的政府
间国际组织。安全、经济、人文是上合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

  附录3—联系方式

英中贸易协会向不同规模、来自不同领域的英国企业提供商务咨询，行业专题活动和实际的市场落地运作支持等。协会在
中国13个城市，英国10个城市设有办事处，提供的企业服务包括市场调研和咨询、商务洽谈与会议，企业孵化以及各类会
议、研讨会、社交活动、在线讲座、培训和翻译服务。英中贸易协会目前拥有近千家会员单位，请联系我们获取更多详情。

关于行业具体建议和信息，请咨询英中贸易协会的行业专家：

创意与文化   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
      
教育与技能   金融与专业服务
 
零售    信息通讯技术
       
食品与饮料   能源、基础设施与环境 

工程、制造与运输

 
英国    中国 
波特兰大楼3层   英国商务中心
布雷森登          中国人寿大厦1001室  
伦敦    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6号
邮编：SW1E 5BH  邮编：100020
enquiries@cbbc.org  beijing@cbbc.org.cn
+44 (0) 20 7802 2000 +86 (0) 10 8525 1111

英中贸易协会英国办事处：伦敦、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英格兰东部、中东部、西北部、西南部、中西部、约克郡和
亨伯赛德郡。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办事处：北京、长沙、成都、重庆、广州、杭州、南京、青岛、上海、沈阳、深圳、武汉、西安。

英国大使馆、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和其他英国政府机构联系方式
英国驻北京大使馆：https://www.gov.uk/government/world/china
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foreign-commonwealth-office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uk-trade-investment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对外贸易统计：https://www.uktradeinfo.com

中国网站和政府联系方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www.ndrc.gov.cn/(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english.mofcom.gov.cn/(E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english.customs.gov.cn/(E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www.miit.gov.cn(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http://www.mot.gov.cn/(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http://english.agri.gov.cn/(CN)
•  中国国家能源局：http://www.nea.gov.cn/(CN)

本报告作者包括英中贸易协会Ingrid Ge，Andrew Christie和Jeff Astle。此外特别感谢英中贸易协会Tianjie He、中
国各地区办事处，以及英国驻华使馆Nathan Blunt, Richard Homer和中国繁荣战略项目团队、区域合作办公室的鼎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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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
2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www.scio.gov.cn/index.htm
3 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4 《中国新丝绸之路》，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dege Rolland。
5 包括六个前苏联国家，即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6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5-04/21/c_134167533.htm
7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研究员Liu Yue。
8 发达经济体包括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以色列、拉脱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和斯诺文尼亚。
9 http://www.rolandberger.com/gallery/trend-compendium/tc2030/content/assets/
trendcompendium2030.pdf
10 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指数是2.7，而全球平均指数为2.9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411/20141100802220.shtml
12 《新丝绸之路》，欧洲中国研究咨询网络Alessandro Arduino。
13  http://www.acddialogue.com/about/ 
14  http://www.aseminfoboard.org/about 
1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ference_on_Interaction_and_Confidence-Building_Measures_in_Asia 
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er_Mekong_Subregion 
17  http://www.tumenprogram.org/?list-1524.html 
18 目的地国下客权或卸货权；目的地国上客权或装货权；经挺第三国的（上下旅客与货物）权。
19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8005 
20  《福建省海外渔业发展规划（2014-2020)》
21  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包括福州、平潭、广州、厦门和漳州，其目的在于增强与台湾沿海地区的合同发展。
22  建立“国家级新区”的目的在于实施国家级策略。这类新区享受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优惠政策。其它著名的国家级新区
包括浦东新区（上海）和滨海新区（天津）。
23  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409/03/t20140903_3473002.shtml 
24  http://www.qhfgw.gov.cn/sswzt/qqktyj/201411/t20141124_597955.htm 
25  http://www.qhcin.gov.cn/info/1241/2941.htm 
26  目的国下客权或卸货权；目的国乘客上车权或装货权；经过第三国的（乘客与货物）交通权。
27  目前，这将重庆与德国城市杜伊斯堡相连，而目前正计划对其进行改善。
28  五个功能区包括城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29  《2015中国商旅手册》，109页。
30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湄公河周边的一个自然经济区，包括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
31  http://yn.wenweipo.com/newszt/ShowArticle.asp?ArticleID=79799 
32  http://yn.yunnan.cn/html/2015-03/18/content_3649826.htm 
33  适合公司进出口材料的特殊保税区域，特别是钻石和珠宝加工、电子产品制造、新材料、生物资源加工和光电子产品。
34  http://yn.wenweipo.com/fazhanyn/ShowArticle.asp?ArticleID=55446 
35  http://yn.winshang.com/news-488359.html 
36  http://www.zgsyb.com/html/economy/2015/06/89925927229657.html 
37  http://tourism.hainan.gov.cn/Goverment/lvyoudao/jianshegu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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