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
管西方各大经济体依然处于艰难维持或停滞不前的状态，

但东方各国却在展示着自己的活力、稳定和发展态势。中

国在刺激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的经济

增长率为9.3%，紧随其后的是印度，经

济增长率达8.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然而，在振兴全球经济方面，斯里兰

卡等小型亚洲新兴市场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些市场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投资于各

行各业的广泛机会。

许多人都知道斯里兰卡近年来发生的冲突以及造成的困境。然

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在旅游和投资机会方面，目前和平稳定的斯

里兰卡能够带来什么。 

近来，政府一直在努力对外宣传这个面积仅65,600平方公里、

位于印度南面的印度洋小岛国。长期以来，斯里兰卡一直以优质的

出口产品享誉世界，包括锡兰红茶、优质肉桂和香料、服装、橡胶

和珠宝。 

政府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盟友

就是中国，中国一直非常支持斯里兰

卡。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开始于

1957年2月7日。 

自此之后，双方一直在努力提

高彼此之间宝贵的关系，实现互惠互

利。斯里兰卡有着“印度洋上的明珠”

的美称，吸引大量的贷款和投资，而

作为斯里兰卡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

已进入斯里兰卡周边的许多市场。 

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曾多次访

华，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及其

他一些国家领导人会晤。拉贾帕克萨

曾担任律师，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政坛。 他从2004年4月6日起担任

总理，到2005年成功当选总统，后于2010年1月27日获选连任总统。 

在经过与LTTE长达三十年的冲突之后，2010年斯里兰卡第一

次实现了全年和平。2010年GDP增长超

过8.0%，2011年全年有望实现8.5%的

增长。斯里兰卡吸引着大量的外商直接投

资，当前正在大力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建

设，例如道路、发电厂、机场、港口和供

水设施的建设。到2016年，人均收入有望

从现在的2,2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以上。 

拉贾帕克萨总统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时间内，我们

为本国带来了和平、稳定、繁荣和发展，我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

是，确保当前的持续进步能够维持下去，达到人人幸福。”

优先发展基础设施 
总理D·M·贾亚拉特纳指出：“我们与中国合作的最大的几个基础

设施项目包括汉班托特港、马特拉机

场、发电厂项目、以及北方公路和科

伦坡－卡图纳亚克高速公路的重建。” 

2010年中国是向斯里兰卡提供贷

款最多的国家，达8.214亿美元，未来

三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向斯里兰

卡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15亿美元贷款。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地理位

置极具战略性，毗邻印度、巴基斯

坦、孟加拉、中东和东南亚。一项名

为‘Mahinda Chintana’愿景的长期计

划旨在把斯里兰卡这个岛国开发为航

海、航空、商业、能源和知识中心。 

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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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明珠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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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 
时间内，我们为本国带来了 
和平、稳定、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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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帕克萨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会面。



汉班托特港将成为进入印度和其他周

边市场的又一通道，这将对斯里兰卡经济

产生重大影响。该港口项目的第一阶段已

近完成，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第二大国际机场的开发也配合港口发

展同时进行。马特拉机场将发挥重要作用，

以满足斯里兰卡游客不断增长带来的更大

需求；从机场可以快速抵达港口区域，这

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航空枢纽。 

国内经济增长带动了能源需求的增长，

因此政府在发电和供电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目前有几个发电项目

是通过中国和印度的贷款支持开发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2012年实现100%的全国覆盖率，全部实现

连续供电。这将鼓励农村居民在当地发展经营，从而避免大规模的

城市化。我们也希望增加替代绿色能源的使用；这些都带来了大量

的投资空间，”拉贾帕克萨部长指出。

斯里兰卡的经营环境营造出独特的投资氛围。酒店、金融服务、

纺织、农业、渔业、建筑、IT和教育等领域的机会正在不断增加。 

“过去两年，投资者对斯里兰卡的信心大增。斯里兰卡具有战

略位置、安全详和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市场化的经济政策、透明的

投资法律，以及教育水平高、易于培训的劳动力，这一切都促使我

们国家成为投资者最为青睐的目标，”斯里兰卡工商部长里沙德·巴

蒂于延说。

旅游业正蓬勃发展
根据斯里兰卡经济发展部和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旅游业是最有吸引

力的私有部门投资领域之一。大量事实表明，前往斯里兰卡旅游的

人数在持续上升。旅游数据显示，2011年8月前往斯里兰卡的游客

为72,462人次，而去年同月的数字为55,898人次，上升了29.6%，

而且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上升趋势。 

政府制定的2016旅游业年收入目标为25-30亿美元，游客数量

达到250万人次。斯里兰卡预计，到2016年其战后旅游业的直接投

资将达到30亿美元。到2020年，政府预测游客数量将达到500万人

次。在2011年前8个月，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激增了35.2%，达到

537,787人次。 

政府正在进一步地准备，希望同时在东、西部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以满足未来对于豪华海滩度假村的需求。Kuchchavelli和

Passikudah是东部的两大度假村项目；Kalpitiya是西部的度假村项

目，由17个较小的岛屿组成。政府非常希望吸引开发商来建造豪华

的酒店和度假村。 

“今年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促成了12亿美元的旅游业投资。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需要把目前大约15,500家酒店的床

位提高到45,000个，”斯里兰卡旅游开发局主席Nalaka Godahewa博

士表示。 

“我们预计房地产开发投资会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翻倍而增长。另外，

除了酒店，也有许多投资机会进军娱乐业

和房地产开发，以及集中于具有附加价值

的产业发展。” 

吸引外资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挑战，因

为国际社会对于斯里兰卡的进步和机遇仍

然缺乏认识。

政府向国际投资者提供若干激励优惠，

包括免税期、资本货物和原材料免税进口

和一些外汇管制豁免措施。投资局是作为投资者的集中咨询点而设

置的，但是在高效率处理业务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全球竞争指数显

示2010到2011年有10个地方的表现提升，这表明持续的改进正在

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

“我们喜欢将自己看作是投资者的朋友，而且我们在努力提高效

率以取得“营商环境”的好名次。我们的宗旨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合

作伙伴关系，实现双赢，”投资局副主席A.M.C. Kulasekera先生表示。  

2011年上半年，投资局处理了4.13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领域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到年底的目标为

10亿美元。酒店业内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就是中航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另外，香港的香格里拉集团已在黄金地段收购了数英亩的土

地，并开始了有关工程。

“由于斯里兰卡在过去30年一直陷于停滞，这绝对是向任何领

域投资的绝佳时机。最有活力的部门是旅游业、房地产开发、能源

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局主席M.M.C Ferdinando先生表示。 

斯里兰卡2011年上半年的出口比2010年增长了40.9%，达到

51亿美元。 主要出口市场仍然是美国和欧洲，但是，“其他”市场

也有增长，如新加坡（74%）、阿联酋（37%）、日本（37%）、印度

（22%）和俄罗斯（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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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D·M·贾亚拉特纳

旅游开发局主席Nalaka 

Godahewa博士

“由于斯里兰卡在过去30年 
一直陷于停滞，这绝对是向任何领域 

投资的绝佳时机。”

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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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发展局主席Janaka Ratnayake表示，斯里兰卡的出口业已

经准备好利用全球复苏的时机加快发展，并降低对欧盟和美国市场

的依赖。“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开拓新市场”，他说道。

为促进贸易活动，工商部和出口发展局于3月28日－30日举行

了2012出口展览会，以鼓励别国与斯里兰卡进行国际贸易。 

持续和稳定的金融业
在国内冲突时期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斯里兰卡的银行和金融服务

都表现出巨大的应变能力和进步。斯里兰卡最近获得了中等收入新

兴市场的地位，外汇储备达74亿美元，并在今年7月成功发行了10

亿美元的债券，认购比例达到7.5倍。

“这表明人们开始认识到斯里兰卡是一个经济稳健的国家，吸

引越来越多人来这里工作和投资，”中央银行行长Ajith N. Cabraal先

生表示。

斯里兰卡另一个蒸蒸日上的行业是保险业，全球经济危机几乎

没有对其造成任何影响。斯里兰卡保险公司是一家国有保险公司，

也是全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如今，斯里兰卡保险公司已经在保险业树立了最受推崇和最大

保险公司的稳固地位，在全岛拥有120多家分部，同时还拥有无人

能及的889多亿卢比资产、526多亿卢比的

人寿保险基金，以及60多万份有效保单。

斯里兰卡保险公司是大马评估机构给予

AAA评级的唯一斯里兰卡保险公司，并率

先获得惠誉国际评级（伦敦）的全球评级AA

（ika）。

“自2009年5月以来，斯里兰卡的农业

和保险业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人

寿保险覆盖水平还未达到人口的10%，一

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仍习惯于依靠自己提供

保障。在这个社会中，年轻人照顾父母，

政府福利系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如为老人提供的免

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交通。福利意识的缺乏和公众对于保险业

的负面感觉都是我们要克服的挑战之一，”斯里兰卡保险公司董事长

Gamini Senarat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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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出口发展局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下，“保持我

们在现有市场的出口增长势头，同时打入

更多新市场”这一战略方针变得尤为重要。 

在2010年，全球贸易增长12%，其中世

界商品出口从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

美元，上涨22%，而世界商业服务出口

则从3.4万亿美元增至3.7万亿美元，上涨

8%。然而，经济复苏开始展现出不平衡

的态势，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幅达到 

9.3%，欧洲的增幅是1.8%，美国的增幅

是2.8%。 

在2009年5月结束长达三十年的内乱

以来，即使是在全球经济衰退后期，斯里

兰卡也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2010 

年，斯里兰卡的工业行业录得有史以来

的最高增长，增幅达8.3%，而2011年上

半年的出口也比2010年增长42%。根据

过去两年我们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的发

展速度，斯里兰卡无疑是合适的投资对

象，而现在也正是投资斯里兰卡的合适时

机，出口发展局主席兼行政长官Janaka 

Ratnayake如是说道。  

出口发展局（EDB）是政府出口

发展的先锋，在实现国家发展

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

用。出口发展局通过国际贸

易博览会、展销会、外商

及本国企业B2B会议等一

系列宣传活动，向国际买

家展示斯里兰卡的产品，确

保出口市场在出口发展局的帮

助下继续增长。我们的责任还包

括促进本地私营部门的发展，增加他们的

出口，从而于2015 年实现150亿美元的既

定出口目标。

为了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并获得更高的

回报，我们需要努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例

如我国约40%的茶叶仍以散装出口。此

外，我们需要瞄准利基市场，向中国、印

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具有强劲购买力

的新兴市场提供优质的商品。

斯里兰卡拥有许多优质的产品，出口

发展局已根据行业规模和增长潜力确定了

7类主要产品；

1. 服装 2. 茶叶 3. 橡胶及橡胶制品

4. 钻石、宝石及珠宝 5. ICT/BPO/KPO

6. 食物及其他饮料 7. 香料及相关制品

这些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80%。在

2010 年，该等主要产品的出口额达到

64.45亿美元，预计于2011年将增加至

71.31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达

到110亿美元。 

另一个关键的出口战略是注重出口产

品的多样化。在这个方面，隶属于工商

部的斯里兰卡出口发展局将于2012年3月

28日至30日组织“2012年斯里兰卡博览

会”。这是一个旨在吸引国际买家的大型

展览会。

斯里兰卡出口发展局一直热衷于为希

望与斯里兰卡进行贸易的国际买家、消费

者以及合作伙伴提供服务。斯里兰卡不仅

拥有优质的产品，而且还是投资出口导向

型企业的理想之选。

总体而言，斯里兰卡将中国

视为一个老朋友，中国在我国

的基础设施开发和贸易领

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我

们诚挚地欢迎中国企业参

加2012年斯里兰卡博览

会，我们将在博览会上展

示对中国市场最具吸引力

的产品，包括肉桂、茶叶、

宝石、首饰和服装等。Janaka 

Ratnayake表示，展望未来，毫无疑问，

两国的关系将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两

国带来更大的利益。 

出口发展局主席兼行政长官Janaka Ratnayake

“斯里兰卡是合适的投资
对象，而现在也正是投资

斯里兰卡的合适时机”
Janaka Ratnayake先生

主席兼行政长官（出口发展局）

出口发展局（EDB）是政府出口

发展的先锋，在实现国家发展

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

用。出口发展局通过国际贸

家展示斯里兰卡的产品，确

保出口市场在出口发展局的帮

助下继续增长。我们的责任还包

括促进本地私营部门的发展，增加他们的

总体而言，斯里兰卡将中国

视为一个老朋友，中国在我国

的基础设施开发和贸易领

示对中国市场最具吸引力

的产品，包括肉桂、茶叶、

宝石、首饰和服装等。Janaka 

Ratnayake表示，展望未来，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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