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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sector/our-insights/understanding-asean-
seven-things-you-need-to-know

        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简称“东盟”)仍是中国投资者寻求增长

机会重要的地区。东盟超过6亿人的消费者市场

以及其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1，自然而然让东盟成

为中资企业向外扩张的起点。 

        在本期报告中，我们将介绍东盟成员国(文

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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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公司的重要

性。鉴于新加坡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也是

中国长期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还将重点分

享中资企业通过新加坡在东盟这个庞大的潜在市

场获益的关键策略。 

引言

        根据TMF Group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专

家的观点和相关调研，我们得出了以下五条结论：

•  相邻的地理位置、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日益 

•  改善的基础建设以及持续加强的区域性经贸

•  关系将促使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在未来十年激

•  增。

•  新加坡将在中国公司进军东盟市场中扮演关

•  键角色，特别是在高附加值行业，如先进制造

•  业、高科技行业和制药业/生物科技。

•  新加坡以其亲商政策、成熟完善的监管制度、

•  高技能人才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而闻名，

•  在投资者中享有良好的声誉。

•  由于东盟成员国的监管机制多样且复杂，各

•  国的发展和基础建设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

•  因此，制定区域性的战略是企业获取长期成

•  功的关键因素。

•  要应对敏感的文化差异和变化迅速的营商环

•  境，专家的建议至关重要。寻求一个跨区域

•  的，并且对各地营商环境均有深入了解的专业

•  合作伙伴的协助将帮助投资者事半功倍。

https://www.tmf-group.com/
https://www.edb.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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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下调了2019年

和2020年的全球增长预测，并预计全球70%的经

济体会面临经济放缓的现象2。中美两国的贸易争

端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活力，外界预测中国今年的

经济增长将下滑至6.2%3；与此同时，中国的境外投

资趋势也在逐渐走向收缩。2018年，中国的海外投

资和建筑项目金额已从2017年的2798亿美元降至

1791亿美元4 。

       然而，东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的经济预

计会以每年平均5.2%的速度增长5。有研究报告预

计，东盟将在2030年2 成为全球第四大单一市场，

总GDP合计将高达10万亿美元6，超越印度。仅仅

是该区域内的消费者开销就将在2020年达至2万

亿美元7。

        到2025年，东盟消费家庭数量预计将翻一

番：东盟是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点，地理位置优

越，这些路线每年促成价值5.3万亿美元的贸易8 。

为了降低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中资企业会将东盟视为“出海”的主要目的地。到

2035年，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额有可能会实现

三倍以上的增长，达到5000亿美元。

2 https://mediacenter.imf.org/news/all/imf--delicate-moment--for-global-economy/s/27360f2c-9cb1-43f8-bd6c-3fb8737dd738
3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world-bank-cuts-global-growth-forecast-amid-us-china-trade-conflict
4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83032/chinese-outbound-projects-plunge-investors-pull-back-us
5 https://www.oecd.org/dev/SAEO2018_Preliminary_version.pdf, pp.14/236
6 ASEAN-US Business Council, Extracted from “Speech by Mr Lim Hng Kiang,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at the ASEAN Conference 2015 –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an 
integrated ASEAN”, 20 May 2015
7 https://ie.enterprisesg.gov.sg/Venture-Overseas/Browse-By-Market/Asia-Pacific/Vietnam/News/mc/News/2017/12/Powering-up-governance-in-ASEAN-with-digitalisation 
8 https://www.enterprisesg.gov.sg/overseas-markets/asia-pacific/asean/overview

到2025年，东盟消费家庭数量预计将翻一番:

1 东盟；不包括文莱。
2 各国同一商品的价差已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反映出各国

购买力的差异。
3 预测：由于四舍五入的关系，数据相加后未必等于100。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Cityscope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

究院分析报告。

东盟1家庭在各个收入阶层的比例 年度家庭收入阶层

100%  = 1.37亿 1.87亿

2 4

2005年购买力平价2（美元）

全球(>70,000)

中产阶级
(20,000-70,000)

新兴消费者
(7,500 - 20,000)

基本需求消费者
(0 - 7,500)

2010 20253

6700万

收入超过7500美元
的消费家庭

1.25亿

东盟 —— 动荡中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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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通往东盟的门户

       过去三年，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选择新加坡作

为其海外业务的区域或全球总部。自2010年起，中

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加约10%9。截

止2017年末，新加坡是全球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国10，其中，中国在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金

额高达363亿新元(约合268.4亿美元)11，增长势头

预计还将持续。

       相比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低成本

的基础结构，尽管新加坡不是东盟内成本最低的

国家，但在中国投资者的眼中，该国的综合优势完

全可以弥补其成本高这个短板。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的亲商政策及其在东

南亚的连通性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世界银行的

报告指出，在新加坡成立一家新公司只需六天

的时间。作为亚洲的金融枢纽之一，投资者在

新加坡不仅可以很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享受

较低的创业成本和优惠的税率12 。上述特征使

新加坡成为了该区域，甚至全世界营商环境最

优的国家之一。TMF Group去年针对全球主要

司法管辖区进行了财务(会计与税务)复杂度调

研，并发布了《2018年财务复杂度指数》报告。

该报告显示，新加坡在94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

第85，是全球财务复杂度最低的十个司法管辖

区之一13。

8 https://www.enterprisesg.gov.sg/overseas-markets/asia-pacific/asean/overview
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parliament-chinese-direct-investments-in-singapore-rose-10-per-cent-per-year-on-average
10 https://en.portal.santandertrade.com/establish-overseas/singapore/foreign-investment
11 https://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parliament-chinese-direct-investments-in-singapore-rose-10-per-cent-per-year-on-average
12 http://www.mas.gov.sg/Singapore-Financial-Centre/Value-Propositions/Conducive-Pro-Business-Environment.aspx
13 TMF Group Financial Complexity Index 2018

https://www.tmf-group.com/en/news-insights/publications/2018/financial-complexit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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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报告

新加坡营商简易度评分:

       新加坡有全球顶级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包括工程

和计算机科学在内的多元化的高技能人才。 新加坡

贸工部推出的“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鼓励到海外扩

展业务的本地企业安排本地学生或员工到海外实习

或工作。这一举措有助于新加坡建立一个东盟人才

库。如此一来，中国公司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时就能直

接聘请有跨区域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14。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近期被全球权威媒体

《世界商标评论》评选为“世界最创新知识产权局”

的第二名，进一步肯定了新加坡执行的是世界一流的

并且在不断改进的知识产权标准。高标准有助于新加

坡栽培知识经济型企业，并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能让

公司发展壮大的平台15。除此之外，投资者也青睐该

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和高水准

的企业治理。

14 https://www.straitstimes.com/politics/chan-details-bid-to-build-global-ready-local-talent
15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singapore-2nd-in-ranking-of-worlds-most-
innovative-intellectual-property-offices

开办企业 办理施工
许可证

获得电力 获得贷款 纳税产权注册 保护少数
投资者

跨境贸易 合约执行 处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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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还制定了额外的奖励计划，并投入了更多的基

础建设，进一步增加了该国对中国投资者，尤其是对中国领

先行业吸引力。这些行业正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先进制造业: 新加坡为先进制造业开发了600公顷的裕

廊创新区，借此打造“最佳制造业”的声誉16。该创新区将作

为一站式基地，为研究院、行业推动者和先进制造工厂提供

场所。

        新加坡在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未来生产准备度报告》中排名第二。该国

是世界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并在彭博

社2018年创新指数中排在全球第五位，该指

数重点关注制造业的附加值。

       创新区将成为科技解决方案服务商和生

产商的试验台。“工业4.0”或“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制造业模式利用机械潜能和数据分析，

精简并改善生产过程，有助于新加坡在该领

域成为全球领导者。 

       新加坡是世界多个最大半导体代工厂、芯

片组装和测试公司的基地17。该国也将迎来深

圳瑞声科技在当地建设总值2亿美元的研发

中心，专注于高端光学组件研发18。

       自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来，制造业一直是新加坡的经济引擎。目

前，该行业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约20%的比重。 

       这些年来，新加坡建立了多元化的行业基础，并在航天航空、半导

体、化工和生物制药科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如今，新加坡世界级的制

造业生态系统使其成为全球制造商设计和执行全球制造战略的最佳地

点。

       在2018年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未来生产准

备度报告》中排名第二¹。

       在彭博社针对

制造业附加价值评

估的2018年创新指

数中，新加坡排名全

球第五³。

       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

品出口国²。

在高价值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能源与化学品

       裕廊岛是世界第五大炼油产地，化学

品出口量跻身全球前十。

生物制药科学

       世界60%的生物芯片和全

球三分之一的热循环仪及质谱

仪均由新加坡制造。以营业额而

言，全球十大药物中，就有四种

产自新加坡。

航空航天

        新加坡占全球维护、维修

和检修产量的10%左右。

16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technology/singapore-wooing-european-
firms-with-disneyland-of-advanced-manufacturing
17 https://www.edb.gov.sg/en/our-industries/electronics.html
18 https://www.aactechnologies.com/en/index.
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4&id=261

nd

4th

2

5 th

5 th

60%

10%  
资料来源：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制造业报告的全球合作伙伴
¹ 世界经济论坛《未来生产准备度报告》 
²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高科技出口
³ 2018年彭博社创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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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电商经济的市场规模（成交总额，美元）

       科技：新加坡迅速巩固了其作为该区域领先科

技创新枢纽和东南亚网络经济引擎的地位。谷歌和

淡马锡的报告显示，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行业的市

场规模正在迈向“2025年超越2400亿美元”的轨

道19。 

        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报告将新加坡评选为世界最创新国经济体

第五位，是欧洲以外最创新的国家。2019年3月，新

加坡政府承诺投资5亿新元(约合3.67亿美元)在数

码科技，如人工智能(AI)、超级计算机和机器人。这

无疑吸引了诸如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内的多家

中国科技巨头。

       阿里巴巴贴切地证实了新加坡为科技公司

带来的价值。通过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电子商务平

台——Lazada，阿里巴巴得以在东南亚迅速扩展，

并在短短三年内将业务扩大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该公司在新加坡的投资并不局限于业务营

运。2017年，阿里巴巴宣布在新加坡成立“达摩

院”(DAMO)，进行集团在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

创新的研究。新加坡“达摩院”是阿里巴巴全球首

批七个实验室之一。去年，阿里巴巴还携手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NTU)设立首个海外联合研究院——

阿里巴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研究院。该研

究院将解决阿里巴巴本身的内部业务挑战，同时

开发保健、智能家居和城市交通的人工智能应用

程序。该研究院也提供博士培训课程，以培养研

发人才。 

滴滴出行参股的共享乘车平台巨头Grab近期扩

大了其在新加坡的总部20，并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联合研究院21。今年初，

人工智能研究先锋——上海依图科技(YITU)在新加

坡成立首个海外办事处22，将其获奖的面部识别解

决方案推介给东南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23。

 

        另外，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美国巨头也都选

择在新加坡作为他们在亚太区的总部和创新中

心。

50亿

190亿

40亿
30亿

230亿

1020亿

780亿

310亿

290亿

300亿

110亿
80亿 网约车

线上媒体

线上旅游

电子商务

GMV: 成交总额
CAGR: 年均复合增长率

320亿

2015 2018

720亿

2400亿

2025

资料来源：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018年东南亚电商经济报告



12中国跨境投资:
取道新加坡，开拓东盟市场发展机遇

       新加坡支持金融科技创新。2016年，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MAS)成立了“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与金融机

构、初创公司和技术供应商合作设计解决方案。该局每

年举办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也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

金融科技业者、中央银行家和投资者出席。 

       制药和生物科技: 新加坡公众、私人和学术领域的

紧密合作促成了新加坡在数码方面的强大实力和充满

活力的研究生态系统，使该国在生物医学领先于其他

国家，成为该区域的中心。全世界有超过30家大型生

物医学和制药公司选择在新加坡成立区域临床试验中

心24 。2017年，新加坡制药业的制造产出总值为160亿

新元(约合118.2亿美元)，是2000年的三倍25。 

       容易获批的贷款、行业孵化中心的支持以及积极

主动的监管审批方式，均有助于公司测试创新产品并

将开创性产品推向市场26。这在解决全球人口老龄化和

促进亚洲保健需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大陆公司可以与关键机构、新兴

生物科技公司、临床研究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从而迅速推进筹备中的资产计划。迄

今，公共领域共有40亿新元（约合29.6亿美

元）的研究资金投入在保健和生物制药科

学领域27。

 

        来自中国江苏无锡的药明生物就是近

期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公司去年宣布投资

约6000万美元兴建一座全新的生物制药

厂。药明生物这家首个中国以外的亚洲厂房

将聘请150名员工28。 

       投资未来: 新加坡决策者已推出

“RIE2020”，这是一项促进研究、创新和

创业的计划29。该措施提高了分配给数码科

技、细胞疗法生产和永续城市食品生产的

研发资金。“RIE2020”激励了更多私人领

域的研发投资和公共领域的消费。这让外

国公司可以在新加坡提升实力，提高全球

竞争力。中国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

件进军其他市场。

3X
制药业如今的制造产出已是2000年
的三倍。2016年，该行业在全球市场

生产超过160亿新元的产品。

>6,000 8
在高技能人才中 ，有超过6000人在

生物制药行业工作，是21世纪初
的双倍以上。

十大顶级制药公司中，有八家在
新加坡设厂，生产四种全球

营业额前十名的药物。

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economy/south-east-asia-internet-
economy-to-top-us240b-by-2025-google-temasek-study
20 https://www.todayonline.com/world/asia/grab-doubling-size-its-singapore-
headquarters
21 https://www.grab.com/sg/press/tech-product/grab-and-nus-open-ai-lab-to-
transform-cities-and-transportation-in-southeast-asia/
22 https://www.yitutech.com/en/about-us
23 https://yitutech.sg/yitu-technology-opens-first-international-office-in-singapore/
24 https://www.robertwalters.com.sg/career-advice/the-future-of-pharmaceuticals-
in-singapore.html

25 Overview of the Singapore PharmaBio sector, Singapore PharmBio Guide 
2019/2020
26 https://www.edb.gov.sg/en/news-and-resources/insights/innovation/
better-healthcare-thrives-on-better-innovation-in-medtech-r-and-d.html
27 https://www.edb.gov.sg/en/our-industries/pharmaceuticals-and-
biotechnology.html
28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wuxi-biologics-to-
invest-s80-million-to-establish-a-biologics-manufacturing-facility-in-
singapore-300652580.html
29 https://www.nrf.gov.sg/rie2020

资料来源：The EDB, https://www.edb.gov.sg/en/our-industries/pharmaceuticals-and-biotechn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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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区域性战略

       新加坡对高附加值工业的关注和该国的成本

结构，是许多中国公司战略性选择新加坡作为探索

其他东盟市场的基地之原因。随着东盟经济共同

体(AEC)的建立，区域性连接的加强，以及大规模

基础设备项目的推出，东盟已逐步迈向一体化。 

       举例而言，新加坡正与中国合作推出“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这将加速中国西部省份和东南亚

之间的货物运输30。另外，中泰铁路31竣工后也能

提供类似的好处。马来西亚新政府上任后重新评

估东海岸铁路的可行性，如今一切已回到正轨32。

上述项目均将提升中国公司的商机。

       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高增长国家，其

庞大、年轻和日益富裕的人口，使这些国家崛起成

为前景大好的消费者市场和制造业投资目的地。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预测，受中产阶级壮大和城市

化的推动，2030年，基础建设和房地产的投资需

求将高达7万亿美元33。前沿市场(Frontier Market)，

如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也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提

升投资价值链的潜力34。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预测，东南亚国

家的持续增长，每年将带来5200亿至9300亿美

元的经济效益35。这将创造出与“智能城市”相

关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如城市流动性、食品和农

业科技。

       东南亚约有60%的基础建设投资通过新加

坡进行融资。对中资企业而言，新加坡是协助他

们受惠于该区域基础建设需求不断增长的最佳

地点。新加坡也拥有完善的法律服务，如解决纠

纷的法律服务。

       然而，中国投资者也需要留意诸如在新加坡

营商的成本以及熟悉当地条规的重要性在类的

潜在问题，这包括聘请外国人才的政策和雇主

的责任，例如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

       中国华为科技和中兴通讯在欧洲和亚洲所

面临的问题，也不断提醒投资者在拓展海外业

务时必须将政治和文化敏感因素、组织内部掌

控等纳入考量。

30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economy/spores-role-as-launch-pad-into-region-not-automatic-chee
31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1/22/c_137765246.htm
3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145-bln-deal-signed-with-china-on-malaysias-east-coast-rail-link-mahathirs-office
33 Data from EDB interview  
34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11/22/c_136771389.htm
35  Data from EDB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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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应对本地挑战

       中国投资者必须清楚地知道，东盟一体化在许多重大业务范围内始终相对表面。东盟各国的税务

系统、文化、政治和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有些国家甚至是全球最复杂的投资司法管辖区之

一。

       越南对本地语言和留存利润都有相对严格的

要求。在印度尼西亚，如果本地董事对法律没有充

分关注，有可能会面临罚款和名誉受损的风险36  37。

中国在马来西亚200亿美元的铁路投资项目也引发

了不少争议，这个案例显示出积极管理当地关系，

密切关注政策变化或监管更替，以及谨慎构建潜

在投资的重要性38。 

       中国投资者应考虑在该区域设立区域总部，并

寻求专业可信赖的本地伙伴协助，以应对东盟各国

复杂且多变的监管合规环境。

 

       总而言之，对中国投资者来说，东盟是世界增

长最引人瞩目的区域之一，且该势头还将继续保

持。数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

的桥梁。如今，新加坡将持续发挥其试验台和区域

总部的作用，为中国在东盟的雄心壮志提供支持。

这也能为东盟一体化、经济发展和长期创新能力

做出贡献。

亚太区会计与税务合规最复杂的10个司法管辖区

印度尼西亚中国

越南

印度

菲律宾

泰国

澳大利亚

柬埔寨

马来西亚

台湾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36 https://www.tmf-group.com/en/news-insights/articles/2017/december/directorship-
in-asia/
37 https://www.tmf-group.com/en/news-insights/articles/2019/january/managing-
financial-complexity-to-capture-growth-potential/
3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malaysia/malaysia-says-still-negotiating-
with-china-on-20-billion-rail-project-idUSKCN1PO0KJ

资料来源：TMF Group《2018年财务复杂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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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F Group帮助客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并 

“融入”业务所在之地。为此，我们要确保客户在任

何国家都能得到妥善安置，并遵照当地和国际规定进

行经营。

       我们坚信，真正达到“全球化”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本

土化放在第一位，而这正是我们的7,000名当地专家每

天为各类规模的企业所做的工作。

关于TMF Group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是隶属于贸易与工业部的法定

政府机构，负责规划与执行新加坡的发展策略，旨在

加强新加坡作为全球商业、创新和人才中心的地位。

我们负责推动投资和产业发展，并且和国内外的企业

紧密合作，为其提供信息，搭建伙伴关系，并且为企

业在新加坡的投资提供政府优惠政策渠道。我们的使

命是为新加坡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繁荣的商业环

境以及良好的工作岗位。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edb.gov.sg

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http://www.edb.gov.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