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內地設廠的港商飽受人民幣升值、內地勞動成本連
年急增及民工不足等問題困擾，迫使愈來愈多港商有意在東
南亞設廠，而近期獲歐美解決貿易制裁的緬甸最受矚目。

土地使用期限70年
剛由緬甸回港的鍾國斌向本報記者表示，由於構思中的

「香港工業園區」投資額巨大，以一家工廠將聘請1000人，
該工業園區將帶來高達50萬個職位，這對促進當地經濟將發
揮很大作用，故緬甸商務高層及地方政府非常重視和支持，
對方亦口頭答應在離仰光20多公里的一個地方，及另一個在
離仰光80公里的勃固，各預留約2000英畝作工業園區，土地
使用期限達70年。雖然前者的地租未定，但當局答應以極優
惠價格租予港商。目前兩個地方均已有約100萬畝土地正在
進行三通一平，料最快半年內可完工，估計連廠房建設，港
商可望最快在一年內在園區內投產。他說，原本只要求2000
英畝（約8.093平方公里）地，但眼見機不可失，便一次過
拿下兩幅土地，對方亦口頭答應預留土地給港商，而最終落
實投資的廠家，估計將在3月份到緬甸再商討細節後簽約。

連廠房投資200萬美元
鍾國斌初步估計，每家工廠可獲約15萬呎土地，連廠房

建設的總費用約200萬美元。他相信，在廣東省的製衣、紡
織廠會有興趣投資，除了是土地價格低廉外，最重要是當地
勞工充裕及成本吸引。他說，近年珠三角港商飽受缺工及工
資連年飛升的困擾，在緬甸絕對不會出現相關問題，因該國
人口近6000萬，勞動人口佔2500萬，且數以百萬計年齡介乎
18至24歲的年輕人正在尋找工作，人手供應十分充裕，成為
勞工密集行業的黃金地。同時，現時緬甸的工資可謂平絕東
盟國家，緬甸工人月薪約100美元左右，亦僅為珠三角的四
分之一，料緬甸可成為珠三角以外，港商另一個設廠的樂土。

貿發局三月率團考察
雖然緬甸甚為吸引，但鍾國斌坦言，緬甸有如剛改革開

放的中國，城市基建尚未完善，例如電力不足、通訊設備嚴
重缺乏，信用卡不通行等，這些都是港商需要考慮的因素。
另外，由於緬甸發展潛力巨大，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將在
3月初率領120多名港商到當地考察，這是該局有史以來最大
型的考察團，屆時將拜會相關部門和參觀當地的工廠，以助
港商開拓商機。

10年內成亞洲重要經濟體

合計16平方公里 百企有意進駐

緬撥地供港商建工業園
近日立法會紡織及

製衣界議員鍾國斌聯同
製衣業界訪問緬甸，獲

緬甸政府口頭承諾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離仰光
20多公里，另一個是離仰光80公里的勃固（
BAGO），各預留約2000英畝（約8平方公里）
，兩地合共16.18平方公里供港商作 「香港工業
園區」 ，其中勃固地租約每年每平方米2.75美元
；而離仰光20多公里的土地亦會以優惠價租予
港商，讓緬甸成為港商另一樂土。他說，目前已
有百家港企有意進駐園區，以每家投資逾200萬
美元計，初期金額逾15億元，料最終有500廠家
參與，屆時總投資將達77.8億元。

本報記者 李永青 林靜文 汪澄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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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都嚮往在緬甸這個新興市場分一杯羹的
時候，佑瑪戰略控股主席潘繼澤接受採訪時提醒投資
者不要盲目投資， 「緬甸 『突然』的自由化讓人對民
主有所誤解，認為民主就像 『魔法棒』，只要一揮手
，夢想就能實現。」他認為，進入緬甸市場，首先應
考慮能為這個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通過使緬甸獲益
，從而使自己的投資受益。他預計，緬甸在未來10年
，將成為亞洲、尤其是東南亞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

有 「緬甸大亨」之稱的潘繼澤是緬甸華僑，1962

年的社會主義政變迫使潘繼澤離開了在仰光舒適的中
產生活，在1973年輾轉來到香港。初到香港的他，身
上只有5元，但如今，潘繼澤經營恆澤集團，旗下
擁有32家公司，業務領域包括銀行、房地產開發、農
業綜合經營等。他還經營緬甸唯一一家國際上市公
司，在新加坡上市的佑瑪戰略控股有限公司。

外商投資蓄勢待發
緬甸在經歷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後，下一浪將是經

濟改革，外商投資蓄勢待發，潘繼澤認為，緬甸面臨
最大的挑戰是，人們對這個剛開放的國家有過多的期
待。在過去兩年，緬甸被放在了 「鎂光燈」下，全世
界都對她感到好奇，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國家，發達
國家還是像越南、柬埔寨一樣的新興市場。他強調，
或許在個別地方，一些手段可以合理或不合理的達到
某些目的，但這並不是民主。

緬甸的改革方式非常特別，在亞洲乃至全球都是
罕見的。他說，其他國家的改革多從經濟改革手，
隨後才是政治改革。緬甸卻恰恰相反，這個國家長時
間都在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才剛剛起步。潘繼澤
坦言，因為長時間的政治改革，使得緬甸的經濟改革
較其他國家慢。但實際上，這也是緬甸的優勢所在。
在未來15年，緬甸無需面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將面
臨的政治結構問題。

有很多人都想要抓住緬甸民主化的機會，大量外
資不斷湧入當地，潘繼澤認為，不能僅想如何在緬
甸賺大錢，在緬甸民主化尚處於 「年輕」狀態的情況
下，你首先應該考慮的是進入這個市場後，能為這個
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通過使緬甸獲益，你的公司和
投資也會隨之獲益。

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其家族企業於70年代便在
緬甸設廠，他算是親身經歷過緬甸的變化，比如最初
在當地只能與緬甸國企做生意，現在逐步形成自由貿
易。不過他也指出，與大多數新興市場一樣，環境和
政策的穩定是緬甸實施改革開放的保障，他希望當地
政府能夠維護市場的穩定，同時也告誡投資者保持耐
心。

發展形勢未見明晰
緬甸的發展形勢未見足夠明晰，也成為大多數外

資不敢貿然進入的主要原因。恒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施榮懷則表示，有本港企業試圖往緬甸發展
，但不確定因素畢竟太多，根本看不清具體情況，去
到那裡便會承擔更大的風險。因此他坦言，去緬甸開
拓市場不會是他的選擇。

此外，有已在緬甸發展的外資企業也反映，當地
的腐敗問題仍然嚴重，投資得不到保障，與當地人做
生意相當困難。

外商在緬甸直接投資額
年份

2011

2010

2009

2008

金額（億美元）

10.0

9.0

10.8

8.6

在緬甸逐漸向外商開放投資的時候，佑瑪戰略控股主
席潘繼澤認為，所有行業都非常值得投資，其中旅遊和物
流行業是最容易進入，門檻低，易於投資。他介紹，去年
緬甸只有30萬名旅客到訪，鄰近的柬埔寨同期有300萬名
。他認為，今年當地的旅客量將達到100萬人次，而該國
政府則預計在2014年旅客量能增至200萬。

儘管增長的幅度是龐大的，但潘繼澤擔心，當地基礎
設施的缺乏依舊阻礙緬甸的發展，以仰光為例，現時整個
城市的酒店房間不超過3000間。但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容易
解決的，只要你有足夠的資金，並把這些資金用在對的地
方，他相信，機場、電訊、電力和道路等基建問題將在3
年內解決。

除了基建問題，潘繼澤還指出，緬甸必須要引入人才
，或是吸引緬甸在國外的人才能夠有機會回國發展，這將
在緬甸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過程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此外，

還可以通過加強培訓和教育，培養人才。
隨緬甸逐漸對外開放，當地的酒店也從無人問津到

一房難求，緬甸旅遊資源有限公司發言人瑪旖表示，由於
酒店的價格上漲，2011年每位遊客在緬甸一天的花銷只需
200美元（約1560港元），去年已升至近400美元（約3120
港元）。Sedona酒店相關人士表示： 「去年的房價平均還
只是每天50至60美元，但到今年漲至190到200美元。即使
如此，還是無法供不應求。」

過去相當一段時間，本港至仰光的直航中斷，旅客均
要從本港到曼谷或其他地方轉機去仰光，但是，由於市場
需求大，直航航線已於本月9日由港龍航空重開，每周四
班，港龍航空發言人表示，仰光無論在商務或悠閒旅遊方
面均擁有龐大的發展潛力。目前，仰光航線開始約3周，
表現仍有待觀察，但該公司對此持樂觀態度。

旅遊物流門檻低易投資

雖然緬甸正手政治經濟改革，但程度和進度都未如
理想，不過緬甸當局也在不斷進行相應的嘗試。緬甸駐香
港及澳門總領事Wai Lwin Than表示，緬甸歡迎港商進駐
緬甸，尤其紡織、服務、金融等香港優勢產業。他又指，
緬甸當局並會透過優惠政策，設立股票市場等方式，為外
商在當地的發展創造條件。

近年緬甸外資逐漸增加，Wai Lwin Than認為，制度
開放後，市場空間將會更大。他續稱，緬甸當局不久前通
過了一系列針對外商的鼓勵及保障措施，如開放土地資源
，延長租期，降低稅率，並允許外國人在當地置業。此外
，在交通等硬件上也加速建設，縮短緬甸與周邊各國，如
中國、印度、孟加拉之間的往來時間，滿足外商在貨物運
輸方面的需求。

他認為，外商在緬甸投資農業、酒店、旅遊都有很多
機會。對於本港商界，他指出，紡織、成衣等製造業都是
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他歡迎這些企業進駐緬甸；此外，
本港的服務業，配合旅遊的酒店業等，對於緬甸的全面發

展也會有所助益。
他又說，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銀行業發展得相

對成熟，目前，已有外資銀行在緬甸開拓商機，並幫助緬
甸提升了金融體系，至於未來，隨當地產業不斷發展，
日益多元化，他認為外資銀行的發展空間會更大。

談及吸引港商的另一誘因，他指出，香港廠商過去多
選擇在中國內地設廠，因中國內地的勞動力和地價都相對
便宜，可節省不少成本，但隨中國各項經營成本提高，
競爭加大，越來越多本港廠商有意在緬甸設廠，以利用較
中國更為便宜的勞工市場。他表示，當局會在這方面陸續
出台更多針對性的優惠措施。

此外，Wai Lwin Than早前出席一個論壇時透露，繼
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開設股票市場後，緬甸也計劃
於2015年，在緬甸中央銀行的推動下成立股票交易所，並
有可能開放股票市場給外資進行股票買賣。他稱，日本東
京證交所去年中曾宣布，已連同日本大和證券與緬甸中央
銀行達成協議，協助緬甸在2015年之前成立股票交易市場。

兩年後設股市吸外資

當全世界都一面倒看好緬甸之際，其實緬甸亦暗藏不少
風險，主要是緬甸國內政治正發生劇烈變化，令緬甸投資環
境增添負面因素。同時，由於大量外商湧入，令緬甸地價和
租金價格暴漲，不僅增加了企業投資的成本，而且嚴重減低
外國企業的投資意欲。

亞洲開發銀行助理首席經濟學家帕克曾表示，緬甸經濟
發展面臨的諸多風險中，首當其衝的是經濟改革和經濟自由
化帶來的不確定性。目前緬甸正在致力於市場化改革，但若
對於改革的節奏和力度把控不好，在控制通脹、保持匯率和
資本流入穩定及信貸合理增長方面出現失誤，將導致經濟出
現動盪。

同時，緬甸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相關法律仍十分欠缺，令
不少投資者認為在緬甸投資仍然面臨許多不可控的風險。此
外，總統吳登盛領導的新政府能否完全控制緬甸政局、引導
緬甸深化改革也受到不少質疑。

除了政治因素外，大量外商湧入，亦令仰光主要酒店的
標準房價從兩年前的每晚70美元飆升到目前的250美元甚至
更高。同時，緬甸地價高昂亦已成為外國投資者到當地開展
業務的絆腳石，對製造業尤為不利。雖然緬甸的土地供應充
足，但地價卻被炒高，可能拖慢當地經濟發展。

有投資緬甸的外商表示，當初緬甸憑藉豐富的原材料、
人力資源及土地，對製造業而言甚有吸引力。不過，近年地
價高企加上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令緬甸與鄰國相比，尤其是
與柬埔寨及越南相比時，更加相形見絀。

投資負面因素：

政治不穩 地價暴漲

▲ 緬 甸 駐 港 澳 領 事 Wai Lwin
Than

▶緬甸工人月
薪約100美元
左右，僅為珠
三角的四分之
一，料緬甸可
成為珠三角以
外，港商另一
個設廠的樂土

▲緬甸逐漸向外商開放投資，其中旅遊業是最容易進入
，門檻低，易於投資

▲緬甸在經歷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後，下一浪將是
經濟改革

▲佐瑪戰略控股主席潘繼澤

緬甸主要外資來源及金額
（累計至2011年底）

市場

中國內地

泰國

中國香港

韓國

英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金額
（億美元）

139

95

63

29

26

18

9

佔外資總額比重

38.6%

26.3%

17.5%

8.1%

7.2%

5.0%

2.5%

▲立法會議員鍾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