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是否能成为医疗设备制造中心？ 

在过去十年中，泰国外商投资额的增长难以跟上东盟其他国家的步

伐。从 2011 年的洪灾到几年后的政局动荡，再到 2020 年及 2021

年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经济减速，导致泰国难以维持其外商直

接投资额的持续增长。 

但泰国投资委员会（“BOI”）的定向支持很有可能有助于特定行业

在疫情后的商业大环境下的茁壮成长。其中，医疗设备制造业是 BOI

特别看好的行业之一，而全球健康大环境保障了这些产品未来的强大

市场。 

目 前 ， BOI 已 经 批 准 了 12 家 独 立 的 医 用 口 罩 生 产 企 业

（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Thailand-

drums-up-post-COVID-19-investment-in-medical-

supplies），泰国工业联合会也增加了医用健康设备的生产以满足持

续的需求。另外，可重复使用的个人防护设备也成为卫生工作者群体

中的热门产品。泰国期待在今年年底重新开放，其作为旅游胜地及医

疗中心的地位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中，泰国将以健康产业为导向，继续

推动经济增长。 

简言之，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是抓住泰国外商直接投资趋势来获

利的良好时机。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最大化投资收益，了解政府目前

对特定行业的优惠政策，克服与生产和竞争有关的障碍，以及掌握影

响特定区域医疗设施市场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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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 给予的支持以及如何获得 

近几年来，主要受到上述因素影响，泰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与 

GDP 相对下降，但泰国在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程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排行榜中仍名列第 21 位, BOI 也在持续提供大

量支持以帮助弥合现状与泰国商业潜力之间的差距。 

 

为了鼓励更高附加值的投资， BOI 正在为增加本地医疗设备研究

的企业提供税收激励。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及其他个人防护用品

的工厂均有资格获得这类支持。此外，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

一些监管规定得以被免除适用，一些针对进口材料及聘用外籍员工

的限制得以被免除。 

 

当然，申请上述激励政策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过程，对于不习惯与

BOI 打交道的投资者来说，这个申请过程可能非常繁琐。尽管政府

会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 BOI 申请过程中出现的一步错误可能导

致整个程序的拖延及烦恼，打乱原本的经营计划。 

 

BOI 年度外国投资者信心调查数据已表明泰国商业环境及政府支持

力度极佳。调查报告中写明 “尽管 COVID-19 导致了经济困难，但

高达 96%在泰国经营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国家的潜力充满信

心，并计划扩大或至少维持其投资额，主要原因为泰国具有吸引力

的投资激励、强大的行业供应链及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 

 

该报告另提出 “外商直接投资申请占 BOI 项目总数的 60%及承诺

投资总价值的 53%”。泰国经济预计将在 2021 年底加速恢复，并

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到泰国寻找商业机会。 

 

▼泰国与其邻国的比较 

 
作为拥有制造业基础设施的新兴经济体，泰国在成本及能力方面实

现了极好的平衡，但仍存在一些企业需面对的限制。 

 

其中包括泰国劳动力，技能和薪酬的性价比同比一些邻国偏低。此

外，随着泰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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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政府已经开始投资改善其教育体系，旨在为年轻一代的人口

在完全现代化的经济中做好职业生涯的准备，但这些努力的成果在

一段时间内无法出现，意味着企业可能需要付出额外费用以引进高

技能人才。 

 

但 BOI 正好为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在泰国能够彻

底改善其劳动力水平之前，企业可以先针对特定岗位雇用外籍员

工。税收减免可减轻这些支出的成本，保持在泰国经营业务的附加

值。 

▼泰国作为医疗设备制造中心 

泰国的现代医疗基础设施、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的声誉、强大的制造

能力以及良好的国内及国际交通网络吸引了许多将泰国视为医疗设备

制造中心国家的投资者。 

 

简言之，泰国在健康方面强有力的基础设施及生产设施已经为投资做

好准备。下一步则需要获得专家对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实践问题的指

导。 

 

泰国鲲鹏律师事务所（Kudun and Partners）可以为客户提供有关 

BOI 监管、外商所有权规则、投资架构、经营许可、税务问题、尽职

调查等问题的专业建议。我们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并

协助客户对接潜在的投资者、合资伙伴及其他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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