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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长洪

海上丝绸之路亮点：中国柬埔寨
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分析

裴长洪 *

内 容 提 要  作为东盟国家中与我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柬埔寨将是我国实施“一

带一路”建设最具有商业前景的国家。本文在对中柬经贸的历史及发展现状

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柬经贸关系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未来柬埔寨具

有投资潜力的十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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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中方统计，2018 年中柬双边贸易额达到 73.9 亿美元，增长 27.6%，

其中，中方出口 60.1 亿美元，增长 25.7%；进口 13.8 亿美元，增长 36.7%。

双向投资方面，截至 2017 年底，中国企业对柬直接投资存量为 54.5 亿美元。

工程承包方面，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企业在柬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 204.2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28.8 亿美元。2018 年，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28.8 亿美元，

下降 12.7%，完成营业额 18 亿美元，增长 2.1%。（商务部亚洲司，2019）

2019 年 1 月 22 日，柬埔寨首相洪森访问中国时指出，2018 年中国对柬埔

寨投资总额达 36 亿美元，占外国对柬埔寨投资总额 68 亿美元的 53%，比 2017

年增长 54%。洪森当天出席主持 2019 年柬埔寨—中国商务与投资论坛开幕式

时表示，两国领导人已决定促成两国 2023 年完成 100 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目标。

一、中国柬埔寨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 1993 年以来，随着柬埔寨国内和平与重建进程不断推进，中柬双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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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合作发展迎来新机遇。1994 年，中柬双边贸易金额仅为 0.4236 亿美元，其

中，中国对柬埔寨出口 0.3880 亿美元，自柬埔寨进口 0.0356 亿美元，柬埔寨

逆差为 0.3524 亿美元。1994—1997 年，双边贸易步入高速增长阶段，年增长

率均在两位数以上。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 年，双边贸易增

势有所放缓，1999 年，双边贸易首次出现下滑，下降幅度为 1.08%。在两国

政府积极推动下，双边贸易合作克服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2000—2008 年，

双边贸易合作连续九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2009 年，因世界经济危

机影响，双边贸易再次出现下滑，下降幅度为 16.68%。2010 年，双边贸易发

展走出危机阴霾，快速实现复苏，增长率为 52.65%。2011 年，双边贸易增长

率高达 73.42%。2012 年，双边贸易发展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29.2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97%，其中，中国对柬埔寨出口 27.08 亿美元，增长 16.98%，自

柬埔寨进口 2.15 亿美元，增长 16.85%。

1994—2012 年，中柬双边贸易在柬埔寨外贸中所占比重总体呈不断

上升趋势。1994 年，双边贸易仅占柬埔寨全国外贸总额的 3.43%，其中，

柬埔寨自中国进口占其全国进口贸易总额的 5.21%，对中国出口占其全国

出口贸易总额的 0.73%。2012 年，中柬双边贸易占柬埔寨全国外贸总额

的 21.45%，居于首位，其中，柬埔寨自中国进口占其全国进口贸易总额的

33.27%，中国已跃升为柬埔寨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柬埔寨对中国出口占其

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 3.92%。柬埔寨在双边贸易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逆差地

位，且贸易逆差逐年扩大。根据中方统计，2017 年双边贸易额为 57.9 亿美元，

增长 21.7%，超额完成两国政府设定的 50 亿美元的目标。2012—2017 年，

在短短 5 年时间内，中国柬埔寨双边贸易从不足 30 亿美元增长到 58 亿美元，

增长一倍以上。

1994 年 8 月 4 日，柬埔寨政府颁布新的《柬埔寨王国投资法》，该法曾

被誉为“亚洲最优惠的一部外资法”，并设立柬埔寨投资委员会（CIB）专门

负责吸引外资工作，不断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对外资实施“一站式”审批制度，

简化投资程序，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资。

据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统计，1994 年，中国对柬埔寨投资项目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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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家服装类企业——柬埔寨蓝鸟国际服装有限公司，投资金额为 700 万美

元，占当年柬埔寨全国吸引外资的 12.93%。1994—2004 年，中国对柬埔寨投

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2005 年以后，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

2005—2012 年，累计投资金额占外国对柬埔寨投资总额的 84.99%，其中，

2012 年，中国对柬埔寨投资为 2.63 亿美元，仅次于韩国（2.87 亿美元），占

柬埔寨当年吸引外资总额的 19.06%。总体来看，1994—2012 年，中国对柬埔

寨投资呈递增趋势，投资金额累计达 28.385 亿美元，在柬埔寨吸引外资中居

于首位，所占比重达 36.68%。中国对柬埔寨投资的主要领域包括：制衣业、

纺织业、酒店与旅游景区、工业园区、石油和水泥等。

长期以来，中国对柬埔寨投资合作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力军，主要包括

中海油、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和中国大唐集团等。中国国

有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有水电站、开采矿石、路桥建设、石油开采等；民营企

业江苏红豆集团在柬埔寨投资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国商务部首批

境外合作区之一，项目一期规划面积为 5.28 平方公里，投资金额为 3.2 亿美元，

以纺织服装、五金机械和轻工业家电制造为主。私营企业主要投资领域有制

衣加工业、光纤铺设、电子信息业、农林渔业、进出口贸易、运输、旅游和

餐饮服务业等。

中国对柬埔寨援助也逐步增加。据柬埔寨重建与发展委员会（CRDB）

统计，1994 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金额为 708.9 万美元，仅占柬埔寨当年获

得援助总额的 1.98%。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对柬埔寨援助水平不断提升，年

援助金额均保持在 1 亿美元以上。2011 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金额达 2.107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柬埔寨当年获得援助总额的 17.06%。1994—2012 年，

柬埔寨累计获得来自中国的援助金额为 10.210 亿美元，占柬埔寨获得援助总

额的 8.04%，排名第六位，仅次于欧盟、日本、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

和联合国。近年来，中国对柬埔寨援助重心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型

项目，援助领域为水电站、基础设施、油气资源开发、农业和教育等。中国

援助对促进柬埔寨社会复苏、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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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 年，柬埔寨全国

投资总额达到 46.4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其中，中国以 8.65 亿美元对柬

投资额高居其外资来源国首位，占投资总额的 18.62%，比其他所有国家对柬

投资额总和还多 6.5%。2015 年，中国对柬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3.9 亿美元，累

计直接投资约 36.1 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14.2 亿美元，增长 0.5%，完

成营业额 12.1 亿美元，累计合同额 121.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76.6 亿美元。

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存量达 54.49 亿美元。2017 年中国企

业在柬埔寨新签合同额 33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7.6 亿美元。据柬埔寨发展理

事会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中国累计对柬埔寨协议投资占柬埔寨吸引外资总

额 36.4%。两国在电力、农业、旅游开发、经济特区、信息通信等领域的投资

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为柬埔寨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017 年 10 月，中

国承诺向柬埔寨提供近 2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援助。援建的项目有路桥、

机场、水力发电站等。据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DC）发布的《2017 年柬埔寨

投资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六年成为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国。根据柬埔寨政

府的报告，2018 年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额达到 36 亿美元，中国投资了柬埔寨

的关键部门，如建筑和房地产、能源、交通、旅游等。迄今为止，由中国政府

提供的优惠贷款援助，在柬埔寨建设了８座大型桥梁，其中包括正在兴建的斯

登特朗－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

中国对柬投资产业主要分布在水电站、电网、通信、服务业、纺织业、农业、

医药、能源等领域。中国华电集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大唐、江苏红豆、

中国免税集团、巴戎航空等公司已在柬开展投资活动。其中，江苏红豆集团在

柬埔寨投资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目前已经有 153 家企业入驻。

中国是柬埔寨大米的最大进口国。2015 年，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柬埔寨

尚余大米 290 万吨可供出口。由此，中国开始订购柬大米，2016 年 9 月份柬大

米出口量达 4.14 万吨，同比增长 53.6%，扭转了连续 6 个月的下滑态势，使得

1 月至 9 月份大米出口量达到 36.15 万吨，接近上年 36.91 万吨的水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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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大进口国，共进口 6.68 万吨，占比达 18.5%。在 2016 年柬大米出口

遇挫、农民生活水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增加柬埔寨大米进口，缓解

了其农业领域的燃眉之急。不仅如此，中国也是柬埔寨最大的客源国，最近两

年，到柬旅游的国际游客中，中国游客排名第一。柬埔寨旅游部发布报告称，

2017 年共有约 120 万中国游客赴柬旅游，占外国游客总数的 21%，同比大幅增

长 46%，首次超过越南，成为柬埔寨第一大游客来源国。越南、老挝、泰国依

次排名第二位到第四位。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增长不仅填补了越南游客大幅减少

留下的缺口，还带动了外国赴柬游客总量同比增长 11.8%，增速远超 2016 年的

6.1% 和 2015 年的 7%。其他国家如老挝和泰国赴柬游客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36%

和下降 1%，欧美游客占比基本与 2016 年持平，分别为 15.3% 和 7%。2018 年

中国赴柬旅游人数达 160 多万，较 2015 年增长 1 倍多（顾佳赟，2019）。

长期以来，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涉及成套项目、物资

项目，以及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的经济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套项目包括政府办公楼、参议院会议厅和办公楼、国

会办公楼、柬埔寨国家 7 号公路、8 号公路、76 号公路、57 号公路、62 号公路，

干丹省波雷哥丹洞里萨河大桥、波雷达马湄公河大桥、茶胶寺修复、吴哥周萨

神殿、金边制药厂、金边市毛泽东大道、100 口饮用水井等项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从 2015 年开始，

柬埔寨旅游业增速放缓，但是中国游客增加显著。2016 年 1—7 月，中国访柬

游客达 44.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目前，每天有 35 个航班往返于中柬之间，

十几个中国城市与柬实现直航。此外，两国互派留学生和人员培训规模不断扩

大。中国帮助柬埔寨培训了大批经济建设急需人才。截至 2014 年，中国为柬

埔寨培训各类人才约 1450 名，培训范围涉及外交、金融、教育、农业、商务、

工业、交通、卫生等多个领域，生源来自首相府、外交部、财经部、商业部、

工矿能源部、农林渔业部、公共工程运输部、卫生部、国土规划与建设部、国

家银行等多个部门。

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5 年全球排名为第 143 位，13.5% 的柬埔寨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 2017 年 6 月，世界银行宣布，从 2016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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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柬埔寨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援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发展中柬经贸关系的有利条件

（一）两国政治与外交关系密切，柬埔寨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柬埔寨是东盟十国中，也是世界上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从历史上看，

48 年前毛泽东主席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处于流亡和危难之际，慷慨伸出援

助之手，拉住了柬埔寨的国家和人民，具有穿透百年历史的远见卓识。最近

几年，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2016 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柬，将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推上新的历史高度。2017 年洪森首相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正式访华，双方就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深化产能

与投资合作达成重要共识。2018 年 1 月，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柬，为中柬关系

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柬埔寨对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给予坚定支持，为

两国发展良好经济贸易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世界银行所发布

的报告称，柬埔寨 20 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达 7.7%，经济增速排名世界第六，

且自 2011 年以来连续 5 年 GDP 同比增长达到 7% 左右。

（二）人口红利与城镇化浪潮

柬埔寨的人口红利是众所周知的，2015 年，柬埔寨人口约为 1565 万人，

人口平均年龄为 27 岁，其中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 70%。同时，柬

埔寨近几年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每年有 16.2% 的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寻

找工作。大量来金边寻找机会的农村年轻人和归国的留学生等需要在此定居，

这些人口构成了房地产置业的刚需群体，促使柬埔寨经济呈高投资和高增长的

局面。再者，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大批制造业向柬埔寨转移，更进一

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每年约有 500 万游客到访金边和吴哥窟，增加了就

业，带动了地产和服务业的持续繁荣。柬埔寨房市自从 2012 年起快速攀升，

几乎每年都有 10% ～ 20％的增长，尤其是首都金边的房地产发展很快，房价

一路飙升。根据柬埔寨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显示，2014 年在金边市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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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大城市居住的人口共有 450 万，约占全国人口的 27.1%，2030 年柬埔寨城

市人口将增至 792 万，约占全国人口的 44%。该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30 年

的 15 年里，柬埔寨城市至少需要 80 万个住宅，即每年住宅的需求量超过 5 万

个，城镇化发展直接带动了房地产业需求的增长。

（三）土地等资产价格上升空间大

柬埔寨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价格相当于中国 90 年代水平，周边越南、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同类资产已有较大泡沫，投资风险已经加大。目前柬埔寨

农业用地价格远远低于周边国家。首都金边和著名旅游城市西哈努克的地产价

格仍处于新兴市场阶段，随着外来投资的加大，可预见未来 5—10 年，柬埔寨

的资产价格将持续上涨。

（四）区位优势

从区位图上来看，柬埔寨位于东南亚十国的正中心，从柬埔寨飞往任何

一个国家的首都，都在 2.5 个小时内，所以现在很多把市场定位为东南亚市场

的海外公司，都将他们的东南亚办事处迁往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五）投资政策优惠

柬埔寨政府对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保障包括：（1）对外资与内资基本给予

同等待遇，所有的投资者，不分国籍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柬埔

寨政府不实行损害投资者财产的国有化政策；（3）已获批准的投资项目，柬埔

寨政府不对其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进行管制；（4）不实行外汇管制，允许投

资者从银行系统购买外汇转往国外，用以清算其与投资活动有关的财政债务。

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的合格投资项目可取得的投资优惠包括：

（1）免征投资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建筑材料、零配件和原材料等的进口关

税；（2）企业投资后可享受 3—8 年的免税期（经济特区最长可达 9 年），免

税期后按税法交纳税率为 9% 的利润税；（3）利润用于再投资，免征利润税，

分配红利不征税；（4）产品出口，免征出口税。王国政府在国民议会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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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上采取一系列前沿措施，以帮助提高竞争力和改进商业环境。这其中包

括从 2019 年开始降低电力成本，海关总署调整公共服务，修改经济特区法律，

以及其他措施。

四、柬埔寨的重大价值与具有投资潜力的十大行业

（一）充分认识中柬关系在我“经略周边”国家战略中的重大价值

从地缘政治视角观察，对我“经略周边”国家战略具有重大价值的国家

只有巴基斯坦和柬埔寨两个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几个中亚国家过去是苏联

的加盟共和国，现在也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可以保持良好经贸关系，谈不

上“经略”。巴基斯坦素来与我国友好，但与印度关系紧张，甚至剑拔弩张，“经

略”的外交与政治成本很高。整个东盟地区各国，远离美俄两个大国，与我

国邻近，是最有利的“经略”地区。在整个东盟中，与我国关系最铁的就是

柬埔寨和老挝，特别是洪森政府对华关系“一边倒”的政策，不仅有助于中

国维护南海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助于中国维持与东盟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国家经济利益考虑，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增

加，全球供应链将发生改变。而柬埔寨是我国产业转移的最佳地点。柬埔寨

本身就处于东盟几亿人口的大市场中，同时又邻近印度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

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具有商业前景的国家。将来，随着中老铁

路向柬埔寨延伸，西哈努克港的建设与完善，这些交通设施都将成为重要的、

具有商业价值的贸易运输通道。

柬埔寨政府对外资持欢迎和鼓励态度。为鼓励外商投资，柬埔寨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柬

埔寨“四角战略”以及《2015—2025 年工业发展计划》高度契合，柬埔寨政

府及社会各界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高度共识，热情高涨。

（二）具有投资潜力的十大行业

1. 投资金边、西港房产行业

优势有：（1）公寓供需关系不平衡，供远小于需；（2）金边房租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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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趋势；（3）金边土地价格持续上涨；（4）交通、医疗、教育、商业等丰

富资源配套；（5）治安良好；（6）当地民众需求；（7）国际机构进入许多

国际房产企业；（8）全球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劳动力成本低；（9）西

港是唯一通向海外的外贸经济渠道，房地产投资价值高，购房投资成本低。

2. 投资柬埔寨的基建行业

柬埔寨的近期规划是 2015—2019 年建设更多道路，投资前景可观。除公

路、铁路外，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互联网、电信、饮用水、污水处理、

电力、电视等领域均有众多投资机会。柬埔寨基建行业投资的优势和机会有：

（1）国际投资的增长，尤其是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为柬埔寨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发展动力；（2）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在东南亚范围内较低，项目

的投资回报率较高；（3）柬埔寨旅游行业较发达，拉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求；（4）现有基础设施的欠缺，表明柬埔寨基础设施市场发展空间很大。大

湄公河开发计划为柬埔寨带来了许多新项目；（5）地理位置优越，是交通运

输要道，未来的交通连接将为柬基建带来更多机会。此外，为了实现柬埔寨

在 2020 年接待国际游客 800 万人次的目标，柬旅游部致力于发展旅游行业相

关项目建设，也将为交通行业基础设施带来机会。

3. 投资柬埔寨金融业

随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柬埔寨金融业发展势头迅猛。收购与注资入

股，成为外国投资者进入柬埔寨银行业的捷径。柬埔寨金融业投资的优势有：

（1）柬埔寨的银行存放款利差较高；（2）柬埔寨属于“金融自由港”，

实行外汇自由兑换政策；（3）对外资银行限制少。投资金融项目有收购专

业银行，其贷款业务的盈利来源为柬埔寨存贷款利差较高，除去各项费用，

银行贷款业务净收益约在 20% 左右；中间业务的盈利来源包括手续费、汇

款费、开户费、查询费、保管箱租赁费、同行拆借、承兑汇票贴现利息收入、

托管业务、黄金、期货、代理业务等。

中资金融机构应成为经济经略的信息和资源配置枢纽。金融机构本来就

是资金流动信息、客户信息和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汇聚点，掌握经济金融信息

是实施经济经略战略的重要工具。特别是柬埔寨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援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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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政府间协议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项目以及军事援助，

这些信息都分散在各个执行系统之中，缺乏必要的集中和信息处理，难以提供

准确的决策参考。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会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银行在柬埔寨成立中资金融机构联络办，负责收集和处理柬埔寨经济金融信息，

代表中国金融当局与柬埔寨中央银行联系协调有关经济金融合作事宜。由于柬

埔寨实行土地私有化，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了依靠土地拆迁补偿的暴发户

现象，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上柬埔寨当局严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为

发生“颜色革命”提供了土壤。鉴于中柬经济贸易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中国在

柬已经有很大的国家利益，双方已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洪森政府的

亲华国策能否延续，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资源配置上既要考虑发展和利

益，也要考虑公平和环境，尽量缓和社会矛盾。中资金融机构作为资源配置的

枢纽应当把这种战略考虑包含在内，这比政府出面也许更有利。

应尽快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在柬埔寨的分行提升为子行，增加注

册资本，更积极介入柬埔寨的金融市场。首先，应在西哈怒克港、吴哥窟旅游

地以及其他主要经济贸易区域设立网点和分支，开展各类有成功经验的业务。

其次，在中柬双边贸易中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大人民币在柬埔寨的流通。

目前柬埔寨国家允许美元在市面上流通，导致美元流通畅行，本币流通面很窄。

我国应利用中柬经济贸易关系的优势来扩大人民币流通。官方援助项目以及中

资金融机构的融资项目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最后，中资商业银行应积

极介入柬埔寨的房地产市场，除了商业利益考虑之外，应当有意识地支持廉租

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让当地民众分享发展的红利，也让当地民众

认识中国企业不仅是来淘金的，也是来办好事的。

4. 投资柬埔寨矿产业

柬埔寨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铁、锰、煤、盐、磷、宝石、金、银、铜、

铅、铝、锡、钨、大理石、石英砂等。柬埔寨矿产资源的主管部门是矿产能源

部。柬埔寨《矿业法》规定，在柬埔寨进行矿业活动必须得到政府发放的许可

证，包括手工采矿许可证、矿坑和采石场采矿许可证、宝石开采许可证、勘查

许可证和工业开采许可证。柬埔寨目前共有 91 家企业享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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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权，其中包括 139 项探矿许可和 13 项采矿许可。无论是柬埔寨的国有企

业还是外资企业均可参与柬埔寨的矿产开发。柬埔寨矿产业投资前景广阔，矿

产资源丰富，且处于未普遍勘查的状态，采矿基础设施才刚开始搭建，钻石、

宝石、黄金、玉器等珠宝饰品在柬埔寨很有市场。据调查，柬埔寨存有高纯度

的金矿，分布于各个省份，柬埔寨出产的红宝石在全球享有盛誉。目前我们也

看到柬埔寨具有钻石、玉石矿产资源，正在进一步跟进。

5. 投资柬埔寨旅游业

旅游业是柬埔寨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其占 GDP 的比例超过 10%，由旅游

业带动的相关产业的 GDP 贡献率接近 40%，是亚洲地区旅游业占 GDP 百分

比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柬埔寨旅游部估计，如果该国每年吸引 600 万游客的目

标能够完成，则配套酒店容量则需要从目前的 25000 个房间增长至 2020 年的

70000 个房间。柬埔寨国内旅游资源丰富，目前已开发包括自然景观、历史文

化景点、休闲度假胜地在内的旅游景点 2000 余处，著名旅游景区有吴哥古迹、

荔枝山、西哈努克港、洞里萨湖、塔山、万谷湖、金边王宫，以及湄公河生态

旅游区和柬东北生态旅游区等。柬埔寨旅游业政策优惠有：（1）柬政府实行

开放政策，没有外汇管制，鼓励外资公司在柬投资旅游产业；（2）对世界绝

大多数国家实行免签或落地签政策，简化机场入境手续；（3）“开放天空”，

其中，直飞金边的有 11 家航空公司，从国外直飞暹粒的有 5 家公司。柬埔寨

旅游配套设施具有较大投资前景，柬埔寨交通、酒店、餐饮等基础设施并不完

善，配套服务不够齐全；柬埔寨政府在金边、暹粒省、西哈努克省等地招商引

资，建设开发旅游区，发展旅游配套设施，逐步提高交通、餐饮等旅游配套设

施，市场巨大。其中，酒店客房发展潜力巨大，首都金边、沿海的西哈努克港

酒店客房总量都严重不足，传统旅游城市暹粒虽有大批酒店，但游客增量很大，

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6. 投资柬埔寨农业

农业是柬埔寨国民经济第一支柱，重视农业发展是柬埔寨政府的国策。

柬埔寨人均耕地面积 6 亩多（世界人均耕地面积 4 亩，我国人均耕地面积 1.2

亩），可利用耕地约 670 万公顷，耕种率不足 40%，尚有 400 万公顷有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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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农业投资优势有：（1）投资环境良好；（2）人力资源丰富，用工成本低；

（3）土地资源价值高。柬埔寨优势农产品有胡椒、水果、大米、蔬菜、海鲜、

橡胶和木薯等工业种植原料、畜禽养殖和农地投资。

7. 投资柬埔寨商业零售业

随着金边市民对商场超市购物需求的日益增加，柬埔寨新增商场超市项

目不断增加。虽然越来越多的商场超市已开始运营，但尚不能满足国内和国

外旅客消费者的需求。柬埔寨商品零售业的投资前景广阔，原因有：（1）消

费方式转变；（2）大型超市需求大；（3）娱乐消费综合体潜力大；（4）商

场面积增长空间大。由于柬埔寨本地人有很强的家电更新需求和日用品消费

需求，将中国质美价廉的家用电器和日常生活用品引入柬埔寨，建立以销售

中高端中国商品的品牌商超，如大张、丹尼斯、胖东来，引入中国商超管理

理念和经营模式，以低廉优惠的价格和良好的服务，提供价廉高端享受的购

物体验。将中国超市与日本超市进行竞争，必然能快速占领市场，获取难以

想象的巨额利润。

8. 投资柬埔寨医疗服务业

目前，柬埔寨医疗卫生状况在亚洲处于较低水平，医疗保健还不能适应

医疗发展需要，医疗基础设施比较滞后。目前柬埔寨人民就医情况：（1）柬

埔寨普通老百姓大多自掏腰包到泰国与越南等邻国寻找更好的与可以信赖的

医疗服务；（2）假如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民众一般在路边的药店买非处方

药，许多柬埔寨民众不信任国产药，经济稍微宽裕一些的人都会用进口药，因

此柬埔寨社会非常依赖外国进口药物，这些进口药物大部分是从印度、中国等

邻国进口；（3）柬埔寨医疗保险的缺乏，致使国人将大量的收入消费在医疗

方面。柬埔寨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发展伙伴致力于改善卫生系统，所有医院

和 1000 多个医疗中心在柬埔寨急需求高质量的药物、医药用品和设备，建立

国际和民营医院与诊所导致了对高质量的药品和医疗产品的需求。柬埔寨是未

来的新兴医药市场，医药市场中，55% 的份额是进口。另外，当地偏爱外国

药物也具有重要意义，柬埔寨的医疗市场正在积极关注国外引进以增加医疗的

市场机会。投资柬埔寨医疗的总体收入为：门诊收入 + 住院收入 + 急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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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 专科服务 + 药品收入扣取所有医护人员工资（医护人员薪资情况为 200

美元 / 月～ 500 美元 / 月）、福利、医疗设备与运营成本。

9. 投资柬埔寨珠宝行业

柬埔寨拥有高纯度的金矿、钻石、玉石资源等，钻石、宝石、黄金、玉

器等珠宝饰品在柬埔寨很有市场，其红宝石更是享誉全球。柬埔寨红宝石价格

在 20 年间涨幅近 40 倍，升值潜力巨大。柬埔寨有世间极罕见的“柬埔寨夕阳

红宝石”，它比钻石稀有 50 倍，指甲盖大小的无暇红宝石价值高达 25 万美元。

其他还有绿宝石、黄宝石、蓝宝石等。

10. 投资柬埔寨媒体和通信行业

中国企业不仅应扩大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影响力，而且也应逐步向其他领

域渗透，特别是应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向传媒和移动通信网络领域拓展。目

前柬埔寨在新闻传播领域实行开放政策，多数电视台都是私人的，移动通信网

络主要被美国的脸书（Faceboook）控制，但手机市场则主要是华为和其他中

国品牌。这种状况利弊都有，既有利于西方“颜色革命”势力制造和操纵社会

舆论，也有利于我们积极进取。我国有关部门应考虑在柬埔寨的新闻传媒以及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投资，中资机构应积极配合和服务国家战略，拓展这方

面开发投资和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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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ambodi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PEI Chang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ASS, 10083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friendliest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ambodia will be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commercial prospec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Cambodia economy 
and tra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China-
Cambodi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top ten industries with potential 
investment in Cambodi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hina-Cambodia 
Relations
JEL: F10, F18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LU Ming, HAN Lib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0003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t present, there are 
conceptual barriers, planning obstacles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aces. In the future, we must break throu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