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尔代夫

如果您在寻找人间天堂，那么马尔代夫绝对是值得体验的去处。

从中国内地和香港都有直飞马尔代夫航线，使这个独特岛国成为新

婚人士度蜜月和富豪出游的热点。

在印度洋中部，马尔代夫由一长串共840公里的1,192个岛屿组

成，散布于24个环礁之间。在这里，您可以亲身体验“一座岛屿，

一个度假胜地”的独特概念，为游客所提供的豪华体验和绝伦美景

只能以“天堂”来形容。

作为度假目的地，马尔代夫拥有全球最美丽的白沙滩、浅绿色

和翠蓝色的海域、海底植物园，以及无与伦比的豪华�务和美食。

除了休闲优势，马尔代夫还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商机。�府

不仅有意吸引更多访客莅临这些美丽的岛屿，而且也致力吸引外国

投资者参与开发可盈利的基建项目和高端度假胜地。

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在接受《卓见商业国际》独家专访时解释说，

他领导的新�府“终于为马尔代夫带来了�治稳定局面，这提升了

投资者的信心。”�府的工作重点将是改善人民福祉，赋予青年和妇

女权利，以及着重发展总体经济。亚明总统解释说：“尽管旅游业仍

是推动增长的动力，但我们最大的宏愿是在更高经济平台上实现经

济多元化，这也是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正通过国际研讨会，

推介各种投资项目，鼓励和吸引投资者。”

在最近一次正式访华期间，亚明总统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马

尔代夫�府的“大型战略项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大力支持。8
月16日，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中国�府致力将两国关系推上更高水

平的承诺。在这一背景下，马尔代夫代表团介绍了若干大型项目：

iHavan、青年城、国际机场扩建、马累港搬迁、马累-瑚�尔大桥

项目，以及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可能性。亚明总统向《卓见商

业国际》介绍说：“除了旅游业和渔业外，我们希望看到本国经济依

赖性实现转变并登上新平台。”

习近平指出，如今中国是马尔代夫旅游业最重要的市场，中国

�府将鼓励中国投资者在马尔代夫兴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胜

地，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2013年，马尔代夫共接待了

1,124,471名游客，其中中国游客为331,719人，占29.5%。

经济

在金融领域，自2004年海啸过后，马尔代夫艰难地度过了10年

高支出时期，其后又遭遇�局不稳和全球经济危机。财�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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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储油设施

STO筹划扩建和开发油品储存和配送设施。该设施计划建于

马尔代夫航运繁忙的最北部环礁地带。这个项目将与马尔代

夫�府规划的lhavandhippolhu综合开发项目形成协同效应。

拟定的服务与设施
   • 干坞设施

   • 大宗液体油品的储存

大宗液体油品的储存
• 将大型油轮运输的原油分为小船运输，从而能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

较浅的水域通行。

• 用于交易的油品储存。

• 混合和强化原油，使之满足精炼要求和市场需要。

• 战略性贮存。

投资者的益处
马尔代夫处在途径一度半海峡和八度海峡的主要货运航线上，地理位置

优越。而目前该国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将为投资合作伙伴带来大量益处。

STO Head Office Building, Boduthakurufaanu Magu, Male’
20345, Republic of Maldives   电话：(960) 3344 304
传真：(960) 3344 129   电子邮�：bd@stomaldives.net
www.sto.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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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马尔代夫的基建合作伙伴

马尔代夫运输及承包公司（MALDIVES TRANSPORT AND CONTRACTING COMPANY,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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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总统亚明 财�部长

Abdulla Jihad
STO董事总经理

Adam Azim

Abdulla Jihad说：“支出仍居高不下，但自2013年底本届�府执�

以来已得到控制。我们还在制定一套现代金融�务法律体系，以期

吸引外国金融和银行机构。

本报告由卓见商业国际制作

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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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马尔代夫的基建合作伙伴

本地物流�务 建�工程咨询 海上及土建施工 基础设施管理

马尔代夫运输及承包公司（MALDIVES TRANSPORT AND CONTRACTING COMPANY, PLC）
00 960 332 6822 | info@mtcc.com.mv | www.mtcc.com.mv

对投资者来说，有两种投资马尔代夫的方式：直接投资于旅游

业或�府基建项目。马尔代夫99.6%的面积是海洋，0.4%为陆地，

因此基建需求相当独特。其中主要城市马累位居全球人口密度最高

的城市之列，估计有15万人在5.8平方公里内生活和工作。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府规划了若干经济可行的项目，力争将

人均收入从约5,000美元的中等水平提高到12,000美元，这是亚明

总统为其任内制定的目标。

大型项目

第一个最重要的项目是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INIA）扩建，填海

复垦工程已经开始。竣工后，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将增加一倍多。

第�个关键开发项目是连接马累（马累市所在岛屿）和瑚�尔

（Hulhulé，机场所在岛屿）这两个主要岛屿的马累-瑚�尔大桥。该

项目旨在改善大马累地区人口的对外联系和流动便利性，同时吸引

来自其它岛屿的人口。经济发展部长Mohamed Saeed在接受《卓

见商业国际》采访时说：“中国企业对大桥项目已表示出浓厚兴趣。”

这座大桥将进一步促进Hulhulé（与机场岛相连的一座岛屿）的规

划发展，在此地将建设占地240公顷的新青年城，包括信息技术园、

现代化住房、购物和娱乐设施、游船码头和其它便利设施。填海复

垦区域已经划定，欢迎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参与开发项目。Saeed部

长介绍说，已有两家中国企业表达了参与青年城开发的意向。

第三个项目是马累港，这座港口的运营能力已达极限，需要迁

至附近的Thilafushi岛进行扩建，才能满足现有和未来需求。由于

空间和重量方面的制约，港口并无固定起重机，而要依靠配备起重

机的货轮才能卸下集装箱。目前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亟需解决

方案，因此我们鼓励国际投资者参与开发。

最大、最具雄心的�府项目 —— iHavan综合开发项目旨在开发

最北部地区的Ihavandhoo岛，使其成为基建设施齐备的转运中心，

包括船舶加油和燃料、石油和原油存储�务、豪华住所、度假村、

国际机场、邮轮码头、游艇码头、购物中心等。据亚明总统介绍，

转运中心的主要优势是拥有天然深水港、靠近印度和中东、以及位

于水上“丝绸之路”要道。

iHavan环礁�平均深度45米，最大水深达64米。这里的珊瑚

礁群是马尔代夫最大的一个，而且有许多平均水深仅一米的浅水礁

滩，适合填海造地。当iHavan完全开发后，将拥有超过5,700公顷

陆地面积用于综合开发。

项目总投资预计将达到20-30亿美元，国外投资者将受惠于特

别经济激励措施，在《特别经济区法》所提供的更自由的监管环境

中，让业务畅顺发展，而土地租赁期亦可获得长达99年的长期保

障。与所有�府基建项目一样，iHavan项目由经济发展部管理。

与国有企业共同参与投资

直接参与iHavan开发项目的是�府所有的国家贸易组织（STO）。

新任董事总经理Adam Azim解释说：“公司的最大业务是石油进口

和销售。关于iHavan项目，我们的计划是兴建干坞、大宗液体油品

储存等设施。”STO的设想是将大型油轮运输的原油分为小船运输，

从而能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较浅的水域通行。另外还规划了用于

交易以及混合和强化原油的油品储存。

STO的其它业务领域包括主要食品、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药

房、超市、工程和家用材料以及一家保险公司。Azim指出：“公司

的核心业务是提供食品、药品和燃料等民生基本物品。公司承担双

重角色：一方面确保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基本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在

外围岛屿），另一方面从更具经济能力的岛屿获取利润。”

他补充道：“然而要获取高收益，就应当投资旅游业，这个行业

将持续增长。内部收益率（IRR）达20%至25%，其它行业根本无法

产生同样高的回报。”STO正在实施的一个项目是Radisson酒店建

设，这座建在Hulhumalé岛上、造价6,000
万美元的酒店将于2015年6月竣工。此外，

STO正在为一个大型超市项目物色合适的合

资伙伴，项目包括一个大型超市、购物和住

宿设施。Azim指出：“在马累有2万平方英尺

的土地供项目开发，投资回报快。我们还在

为其它一些项目寻找拥有资金实力、房产及

酒店管理专业能力的合作伙伴。如果中国投

MTCC首席执行官

Ibrahim Abdul
Razzaq Haleem



资者有意在马尔代夫拓展业务，欢迎与我们联络。”

投资者应当清�，大多数基建项目是由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例

如国家贸易组织、马尔代夫运输及承包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马尔

代夫机场有限公司，以及马尔代夫港等。

马尔代夫运输及承包公司（MTCC）最初是一家商业运输供应商，

如今是一家涉足建�工程、贸易和机械的多元化企业。（就其细分

市场而言），MTCC是马尔代夫最大的基建开发承包商，目前在全

国承建31个项目。

新任命的首席执行官Ibrahim Abdul Razzaq Haleem表明，他

希望发展公司的各项业务，包括工程和海工产品及机械的供应。近

期，他与Tractor Singapore Limited（TSL）签署了协议，进口卡特

彼勒（Caterpillar）重载机械并在马尔代夫销售。除了扩大海工领域

产品线，应用于港口扩建项目之外，Razzaq Haleem还看到了携

手中国投资者，涉足旅游业发展的潜力。

与许多其它公营企业一样，MTCC有权参与各岛屿开发。

Haleem解释说，他们希望找到的是能够合作投资的伙伴来共同开

发规划中的度假村，或者愿意租用物业的运营商。这个规划中的开

发项目包括一个拥有150至200个床位的度假村，预计造价5,000万

美元，租期50年。

MACL —— 着眼未来的投资

由马尔代夫机场有限公司（MACL）负责的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

扩建工程堪称马尔代夫最紧迫的开发项目。MACL由财�部所有，

并获特许运营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董

事总经理Ibrahim Saleem解释说，机场面对

的主要挑战是，仅有的一条飞机跑道限制了

机场运载能力。

Saleem说：“我们的总体规划是实施扩建，

斥资6亿美元建成一个设施精良、�务上乘的B
类机场。首先，我们要铺设一条新跑道，将现

有跑道用作滑行道；然后再建造带9个登机桥的新航站楼，扩建货运航

站，增加商店和餐厅数量，并对现有建�进行现代化改造。�府大体

上已批准在现有跑道东侧铺设第�条跑道，填海复垦工程已经开始。”

机场扩建项目定案后（预计2017年），预计到2020年新机场的

旅客吞吐量将从现在的300万人增加至700万人。新加坡樟宜机场

集团负责新机场的工程设计和施工。然而，MACL鼓励外国企业参

与该项目不同阶段的工作。Saleem表示：“与其他机场不同，我们

还需要管理机场所属港口，而这些港口也已满负荷运营。因此，为

了应对未来客运量增加，我们需要开发专门的码头和港口。另外，

如同马尔代夫的其他岛屿一样，我们也需要管理发电和海水淡化这

两项基础设施。总而言之，我们将要扩建和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机场

基础设施不但规模宏大，而且与众不同。”

新机场将为餐饮、零售、免税店和其它�务提供更多的营业空

间。一家中国企业已签约承包扩建停机坪。

Saleem说：“然而，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INIA）饱和之后，

我们将不得不把其他一些国内机场 —— 如阿杜环礁的甘岛机场（南部）

在此完成您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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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L董事总经理

Ibrahim Sal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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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难忘之旅；而作为投资者的您则可收获可观回报。

度假村的全年平均入住率远超80%，马尔代夫的旅游市场似乎

不再有所谓的淡旺季之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大量中

国游客纷纷来此度蜜月或者度假。中国游客数量出现飙升，而随着

马尔代夫美佳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四川航空与香港

航空等航空公司开通越来越多的直飞航班，预计未来几年将继续

保持这种迅猛增长的势头。2014年1至6月期间，中国游客数量达

171,249人，同比增长20.2%，而7月份中国游客数量更是占到了游

客总数的30.6%。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旅游业有几个细分市场可以考虑。首先

是五星级度假村，这适合大型酒店集团或高净值投资者，投资额在

8,000万至2.2亿美元之间，具体数额取决于酒店客房数量。很多五

星级度假村的每晚房价从1,000至30,000美元不等。

在专注于五星级度假村细分市场的国际投资者中，Minor 
Group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William Heinecke是极具代表性的一

位。他已拥有6座岛屿度假村，目前仍在不断寻求其他可以开发的

岛屿。第六感度假村创始人Sonu Shivdasani也是一位有代表性的

私人投资者，他提出了苏尼瓦度假村的理念：打造豪华、自然和环

保的度假村。Shivdasani甚至开始向回头客出售私人住宅，而事实

证明，这颇受有兴趣获取资本收益和增量收入的投资者青睐。由于

具有开发潜力的岛屿总计不超过500个，而市场将永远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因此包括这两位在内的很多投资者正不断将眼光投向更

远处，寻找可供开发的岛屿。

投资者也可以选择三到四星级的中端度假村。在Bandos度假村

拥有人Waheed Deen看来，这一档的度假村需求旺盛。Bandos度

假村到国际机场搭乘快艇仅需10分钟。Deen的度假村在以往的淡季

期间入住率达到98%。他补充说：“一个航班大部分都是经济舱，这

绝对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目标客户群体。”中端度假村不但需求量大，而

且投资额相对较小，根据客房数量从2,500万到8,000万美元不等。

他进一步解释说，投资者可以选择独资或合资。他建议投资者

和南蒂拉杜马蒂的�霓玛阿都机场（北部）升级为国际机场。”

马尔代夫民航局（CAA）局长Ibrahim Faizal持有相同观点，“各

个环礁需要修建和管理机场，这催生了投资机遇。作为开发机场的

回报，投资者会获得一个岛屿用于开发度假村。我们强烈建议投资

者修建6,000至8,000英尺的机场，这样私人专机、国内客机以及

包机均可降落。”MACL董事总经理对上述分析表示认同，并补充

道：“随着不断涌现的新度假村越来越分散，国内机场成为决定马尔

代夫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由于马尔代夫特有的地形格局，发展全球最大规模的水上飞机

运营业务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游客抵达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

（INIA）之后会希望通过以下三种交通方式之一前往度假村：国内客

机、水上飞机或快艇。乘坐水上飞机可将马尔代夫美不胜收的自然

风光尽收眼底，这固然令人神往，但是它有两个运营劣势：距离不

能太远并且仅限于白天飞行。因此，随着新开发的度假村距离易卜

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INIA）越来越远，旅游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建设

新的国内及国际机场。

一切为旅游业�务 

马尔代夫的旅游业只有短短42年历史，易卜拉欣纳西尔总统执�期

间才始建了两家酒店。那个年代，轮船或客机在马尔代夫极其罕见。

不过，几位意大利人对这个与世隔绝的热带天堂无比向往，他们的

好奇心最终促成了Kumaru和Bandos这两个度假村的诞生。如今，

马尔代夫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豪华旅游胜地，吸引了诸多知

名酒店品牌进驻：香格里拉（Shangri La）、四季（Four Seasons）、

希尔顿（Hilton）、安娜岛（Anantara，隶属Minor Group）、第六感

（Six Senses）、�静岛（W Retreat & Spa）、泰姬珍品（Taj）、勒

克斯（Lux）、喜来登（Sheraton）、悦榕庄（Banyan Tree）、苏尼瓦

（Soneva）、康斯坦斯（Constance），不胜枚举。

马尔代夫旅游部长Ahmed Adeeb Abdul 
Gafoor解释道：“马尔代夫旅游业的秘诀在于

我们无比成功的产品：每个岛屿只建造一个度

假村的理念。不过，我说的产品并不仅限于大

家看到的岛屿，还包括环礁�、清澈碧蓝的海

水、沙滩以及属于度假村所有的200米海域。

公交船只因此永远不会靠近。这些度假村各自

独立，互不干扰，充分保护�私与安全，许多

名人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喜欢携带家眷来此度假。”

马尔代夫拥有超过105个度假村，其中大部分都属五星级豪华水

平，提供23,000个床位，价值总计超过55亿美元。这里每晚房价平

均高达720美元，无怪乎人们将马尔代夫视作富豪与名流的专利。然

而，如此令人咂舌的高价是有原因的：岛屿度假村为了实现百分之

百的自给自足，需要斥巨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修建海

水淡化工厂、安装发电机和太阳能设施、卫生设施、循环利用资源；

所有这些与酒店客房和别墅加起来面积不超过岛屿总面积的20%。

根据度假村的面积大小，仅基础设施一项便需要3,000万美元左右的

投资。一座五星级度假村的总投资甚至可高达2.2亿美元。游客来此

马尔代夫旅游部长

Ahmed Adeeb
Abdul Gaf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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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os岛度假村及水疗中心�邻机场，礁石风光引人入胜。

www.bandosmaldives.com



投资马尔代夫旅游业
马尔代夫旅游业蕴含极富吸引力的投资商机。在一座岛屿上将建造3个综合度假村。

所有公共基础设施将由马尔代夫�府提供。

投资商机

海滩度假村（1公顷以上）
· 占地一公顷，拥有大面积私人海滩和私人环礁�

· 100个房间

· 50年租期

· 项目内部收益率15-17%

为何投资马尔代夫
· 可保留100%外国所有权

· 投资保障获得法律支持

· 争议在海外仲裁

· 可将利润和资金收益汇回本国

· 可聘用外国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非熟练工人

· 无外汇限制

如需了解详情或表达投资意向，请联系

MOHAMED ASEEL
投资促进及资产管理总监

Maldives Marketing & PR Corporation Limited
Velaanaage 4th Floor, Ameer Ahmed Magu, Male’, Rep. of Maldives
电话：+960 332 3228 | 传真：+960 332 3229
电子邮�：aseel@investtourism.gov.mv

www.investtourism.gov.mv

综合度假村开发项目



应注意岛屿的所有权，选择一家资质良好的建�公司，打造拥有水

上别墅并且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度假村。与当地有口皆碑的公司合

作可带来许多优势，比如专业知识、运营经验和人脉关系。第一步

是根据合资外方期望的参与程度拟定合同。Deen表示，他的公司

取得了几个岛屿的开发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开发，欢迎投资

者从这三种投资方式中任选一种与其合作。

投资三或四星级度假村的平均内部收益率预计可达到20-25%。

根据现有度假村的经验，投资回收期大约为6至8年。

另外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投资选择，即首个�府牵头的综合度假

村开发项目“Thumburi”。该项目由马尔代夫旅游部开发，专门针对中

端细分市场。这个投资项目是中小型投资者的理想之选，其理念是让本

地人有能力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待开发的两个岛屿位于拉姆环礁，根据

设计规划，电力、排污和水上及码头�务等公用基础设施由�府开发，

各个投资者可以参与进来，建设自己的开发项目。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将于今年启动，对此项目感兴趣的个人投资者或公司可选择投资其中的

宾馆、度假村、餐馆、活动中心、水疗中心和商店。

对于那些资金有限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从马尔代夫旅游业中获

益的一个千载难逢机遇，内部收益率预计在10-20%之间，投资额

从25万到1,500万美元不等。大家对这些项目寄予厚望，�府也将

规划更多类似的项目。至于那些对马尔代夫旅游业尚未有十足信心

的外国投资者，则可通过这个综合度假村开发项目与本地投资者合

作，降低风险。外国投资者通过提供私募股权解决方案，获得在马

尔代夫旅游业一试身手的宝贵经验。

旅游部为马尔代夫旅游业投资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因此所有与

旅游业相关的开发都必须经旅游部批准。岛屿度假村的租期最近已延

长至50年，其中包括3年的建设期，目前正在探讨将其延长至99年。

在当地和外来投资者眼中，马尔代夫旅游业正如火如荼，未来

仍将供不应求。

能源供应挑战重重

马尔代夫的岛屿四面环海，淡水供应与能源生产面临巨大挑战，度假

天堂的背后是高昂的投资。马尔代夫国家电力有限公司（STELCO）是

一家国有企业，专门负责为首都马累以及马尔代夫的一些外岛发电、

马尔代夫国家电力有限公司
自1949年起一直为全国供电

为马尔代夫逾半人口

提供超过19年给水

及排水�务！

电话：(+960) 3323209
传真：(+960)3324906

电子邮件：mail@mwsc.com.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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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和售电。STELCO的首席执行官Abdul Shakoor解释说：马尔

代夫的总计装机容量为84兆瓦，其中马累地区为64兆瓦。目前我们

的电力供应并未出现短缺，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容，以应对需求增

长。我们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3年中另外建设一个大约50-60兆瓦的

发电厂。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在斯拉夫式岛（Thilafushi）建造一

个柴油发电厂。此举旨在将发电厂搬离用地紧张的人口稠密地区，用

海底电缆将附近的岛屿相互连接起来。我们打算利用发电机的余热顺

带生产一种副产品 —— 饮用水。” 

在几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上已建造了太阳能发电厂，目前装机容

量为740千瓦，不过仍有巨大潜力有待发掘。很多私人度假村为了

降低发电机的燃料成本，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STELCO的马累电

网可以提供13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并愿意寻找潜在合作伙伴致

力提高其可再生能源比例。

给水、排水和废物管理

给水和排水基础设施建设也颇具挑战，对于度假村开发商和海岛城

市来说尤为如此。马尔代夫的污水管理措施尚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马尔代夫给水和排水公司（MWSC）正积极寻求创新技术解决方案，

以更好地处理回收材料、废物管理、可再生能源和成本节省等事

务。MWSC的董事总经理Ahmed Umar踌躇满志，力图将这家专

门提供饮用水和排水�务的公用事业公司改造为一个设计污水处理

系统和公用事业网络以及处理废物管理的工程企业。

Umar解释说，“马尔代夫尤其是大马累地区土地稀缺，人口密

度高，想要扩充我们的给水和排水�务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因此，

我们现在计划将我们的处理工厂迁至附近的Gulhi Falhu岛，借助一

条海底管线与其他主要岛屿连接起来。”

此外，公司还参与建设8个新的给水和排水系统开发项目，以及

1个即将竣工的聚氯乙烯生产工厂 —— 这个工厂将满足国内对聚氯

乙烯管道的需求。如同很多其他企业一样，MWSC积极谋求进入度

假村市场，不只是参与开发，还提供必要的给水、排水、回收利用

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者在规划岛屿景观和基础设施时应慎重考虑

所需的专门技术。Umar表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我们随时准备

为外国投资者开发度假村提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