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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全球经济概况



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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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

2021年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冠疫情后强劲复苏
（5.8%）得益于疫苗接种的推进和经济贸易的恢复
，2022年全球经济将再次受到影响。俄罗斯和乌克
兰导致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也增
高。此外，中国实施抗疫封锁措施以及其他地缘政治
和经济冲突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将2022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预测下调至3.2%（据世界银行）。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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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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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国投资资金额
2017年至2021年全球外资呈下降趋势。自2017年以
来 ， 全 球 外 资 流 入 量 不 断 变 化 ， 从 未 有 一 年 超 过
2017年的数字。2021年，全球外资流入量较2020年
增长30%，原因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基本疾病的控制
情况。
然而，进入 2022 年，由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供应
链中断的风险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全球政治和经济
冲突的高风险以及其他风险，预计与 2021 年相比，
全球外资投资将相当低迷。 与 2021 年相比，预计今
年全球外资投资将持平或下降。

2017-2021年全球外资资金额（亿美元）

3. 按地区划分全球物流市场规模

据统计，2020年全球物流市场将达到亚太市场规模
最大，市值近4万亿美元。 由于许多制造工厂、人口
和高消费需求的集中，亚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物流
行 业 极 其 令 人 兴 奋 的 市 场 。 其 次 是 北 美 和 欧 洲 。 
2021年，全球物流市场将开始从Covid-19疫情中复
苏，市值约为95.3亿美元（增长17%）。 但随着宏
观经济形势和通胀形势的复杂发展，2022年原燃料
价格将继续高位运行，该市场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2022年按地区划分全球物流市场规模（十亿美元）

2022年外资投资总金额（亿美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亚太地区          北美              欧洲         非洲          南美洲        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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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越南经济概况



来源：统计总局07

1. 经济主要指数

2021年后，经济因Covid-19疫情严重下滑，到
2022年，经济将再次增长。 第三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13.67%。第三季度
的增幅是十年来第三季度的最高增幅。

其 中 ， 对 于 运 输 和 仓 储 服 务 ， 到 2 0 2 1 年 随 着
covid疫情和多个国家的边境关闭订单，仓库运
输服务将出现负增长。到2022年，从年初开始
，增长运输和仓储服务费率一直保持正数，并持
续增长。 这对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尤其
是运输和仓储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疫情严重冲
击后正在逐步复苏。

年度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按季度仓储运输服务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Q1/2021 Q2/2021 Q3/2021 Q4/2021 Q1/2022 Q2/2022 Q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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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计总局08

2. 工业生产

2022年是越南长期抗击疫情后恢复正常生活的一年
。 大多数行业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运行，特别是工业
生产。 工厂正在加紧生产活动。 与 2021 年同期相
比，2022 年 9 个月的 工业生产指数总体工业生产达
到 9.6%，特别是加工和制造业达到 10.4%。

3. 进出口情况

2022年前9个月，越南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
。 2022年前9个月出口预计比2021年同期增长
17.3%，进口增长13%。2022年前9个月货物贸易
差额预计贸易顺差65.2亿美元。其中，对内经济部门
贸 易 逆 差 2 2 8 . 9 亿 美 元 ， 对 外 经 济 部 门 贸 易 顺 差
294.1亿美元。 对外经济部门仍然是占越南出口市场
大部分的领域。

工业生产指数

年度出口价值

2018 2019 2020 2021 9T/2022

工业行业                                 加工、制造业

2018 2019 2020 2021 9T/2022

全国总值/价值（百万美元）
国内经济区/价值（百万美元）
外国经济区/价值（百万美元）
全国总值/同比增长率
国内经济/同比增长率
外资经济/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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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16,4% 96,11             13,6%

179,89             12,7%209,3             17,6%

来源：统计总局

来源：统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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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仓储业-运输业增长速度

年度运输仓储增长速度

从2010年至今，仓储运输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收集到的
数据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这表明物流业正在取得长足发展，对国内经济的贡
献巨大。2010-2021年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达到23.64%（远高于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展现了越南市场物流业的美好景象。2022年前9个月，
越南运输仓储业增速较2021年同期增长14.2%，显示2022年该行业企业将面
临订单减少、成本下降等诸多困难。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爆发和全球各国
宏观经济的稳定努力，物流业将在2022年及以后几年继续实现良好增长。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

亿美元17,3%

FDI

DDI

出口 进口

贸易顺差

6.522820  亿美元2760  

美国 中国

韩国

FDI

DDI

出口市场: 进口市场：

13%

863 25,4% 12,7%

19,8%中国 40

亿美元

亿美元

91,6 

48,5 3,2%

2022年前9个月进出口市场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年均复合增长=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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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越南物流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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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设施

来源：越南公路总局
来源：越南铁路总公司

2030 年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目标

·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序号 道路分类  2030年的目标

1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达5000公路

2 国路  规划总里程约3.2万公里，国道174条
升级改造约4,700公里国道
连接胡志明路 
继续投资建设沿海公路

3 环城路  -

-

-

-

-

 河内市的4环线和5环线
- 胡志明市的3环线和4环线

2030年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目标

地区  高速公路长度（公里） 国路长度（公里）

北部山区和中游地区  392  7256  

红河三角洲  468  2133  

中北部和中部沿海  193  8366  

西原  19 3059  

东南部  51 855

九龙三角洲  40 2652  

地铁线路数量
 

长度（公里）
 16

 
5505

 

轨道类型：

 

1米轨：85%

 
1米4轨：6% 
混合轨: 9%

突出项目: 南北高速铁路，速度225km/h

· 铁路运输基础设施

地铁线路数量 长度（公里）
 

 7
 

3143 地铁站数量 277

  

部分重点道路交通工程

庆和省-邦美蜀市高速公路 6月23日 5,632 
边和-头顿高速公路 6月23日 17,837 

朱笃市-芹苴市-朔庄省高速公路（第一阶段） 4月23日 11,120 

河内市的4环路项目 6月23日 85,813 

胡志明市的3环路项目 9月22日 75,378 

预计施工时间 投资资金（十亿越南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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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交通运输部12

来源：越南航海局

2030年海运交通基础设施的目标

· 海运交通基础设施

港口数量 码头数量 通用码头、
集装箱数量

专业码头 长度（公里）

国际

功率
百万客户/年 目前 至2030年

国内
预计建设，
规划至2030年 到 2050 年的预计规划

 

第一组 68 127 72 55  19.7  

第二组 20 58 27 31  11 

第三组 25 55 30 25  10 

第四组 29 61 30 31  10 

第五组 107 218 91 127  37 

第六组 37 69 37 32  8 

总共 286 588 287 301  95.7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特殊组 

数量 15 6 13 2

· 航空交通基础设施

老街 - 沙坝

莱州省

奠边省

娜山-山萝省

首都区域第二机场

荣市-义安省 省

广治省 省

波来古市-嘉莱省 

邦美蜀市-多乐省 

邦美蜀市-林同省 

新山一-胡志明市

富国-坚江省

迪石市-坚江省

金瓯省

昆岛县-巴地头顿省

芹苴市

隆城-同奈省

潘切市-平顺省

金兰市-庆和省

绥和市-富安省

符吉县-平定省

茱莱-广南省

岘港

富百-顺化

洞海市-广平省

寿春-清化省

葛比-海防市

云顿 – 广宁

高平省

河内 – 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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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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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流运输服务

目前，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2022 年第三季度
近 72% 的货运量通过公路运输）。 此外，由于江
河运河众多，尤其是南方的地理优势，水路运输
在所有运输方式中也占了很大比重（22.7%）。 
其次是海运、铁路和空运。

虽然是占比最大的交通方式，但公路交通运力的
开发潜力还没有达到最高水平。由于道路工程质
量仍不稳定，主要交通项目存在进度落后的风险
，这对越南市场的业务部门来说可能带来风险。

按运输方式分类的货物运输(2022年第三季度）

2010-2021年均复合增长=7%

公路货物运输量（万吨）

水路货物运输量（亿吨） 海运货物运输量（亿吨）

公路运输
内陆水道
海运
铁路
航运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202020212022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2020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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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计总局

14

3. 货运增长率

国 内 外 市 场 货 运 量 增 速 在 两 个 疫 情 年 （
2020-2021年）均有所下降，但到2022年相比
去年同期均有明显增长。 增长最明显的是海外
市场（2021年同期增长29%）。

仓储运输服务收入除疫情期间连续两年下滑外，
历年收入稳步增长。 到2022年，预计这一收入
水平可以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但由于世界经
济形势的风险可能导致生产下降，未来收入增长
不会太高。企业的生产，从而减少仓储和运输的
需要。

年度前9个月各市场货运量增长率

仓储和运输收入（百万美元）

仓储和其他运输收入（百万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20202021
2022

国内 国外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2020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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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物流服务供应商发展现状及影
响因素

2022年前9个月，越南物流服务供应商业绩显着改
善，新设和重组企业比例大幅上升。 尽管企业停
工率仍出现一定时间，但解散企业率已明显下降，
为越南物流企业的运营展现出一片光明的景象。

2018-2022年9个月运输仓储企业情况

· 运输仓储行业企业情况

2018年9个月     2019年9个月     2020年9个月     2021年9个月     2022年9个月     

新注册企业  业务恢复运营 暂停运营的企业  解散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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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物流业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汽
油价格和B2C电子商务的增长。 汽油价
格方面，可以看到，2022年前9个月，
各类石油进口指数比2021年同期上涨
47%，这是近5年来最大涨幅，对物流行
业的运营系统影响很大，尤其是最近出
现了汽油短缺，单位要联系很多汽油公
司，但也很难像以前那样容易买到油，
价格也上涨。

另一方面，过去一段时间越南“商家对顾
客”电子商务方式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经
历疫情期后客户的购物行为从直接购物
转变为网上购物，促进了越南物流业的
发展。 预计 2022 年将是电子商务行业
快速增长的一年，与 2021 年相比预计
增长率为 20%。

石油进口价格指数 越南“商家对顾客”电子商务收入（亿美元）
· 影响因素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预测 2022

“商家对顾客”电子商务收入     

上涨  下降 

增长率

2018年9个月     2019年9个月     2020年9个月     2021年9个月     2022年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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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越南从事运输和仓储业务的外国企业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海上运输服务及码头的货物运输服
务（内陆运输除外）

成立经营悬挂越南国旗的船队公司或出资、
购买越南企业的股份。

CPC 7211, 7212

CPC 7222

49%

集装箱装卸服务（配套海运）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CPC 7411 50%

集装箱装卸服务属于支持所有运输方
式的服务，但机场提供的服务除外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50%

海运清关服务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无比例限制

提单核对服务、货运代理服务、货物
检验、取样和称重服务； 收取服务
； 运输文件准备服务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无比例限制

货运服务（内陆水道）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49%

· 在越南从事运输和仓储业的经营条件

行业 行业编码 投资形式 外国投资者最高出资比例

投资报告-越南物流行业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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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服务（铁路）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CPC 7112 49%

货运服务（公路） 与越南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或出资、入股越
南独资企业

CPC 7123

CPC 742

CPC 748

CPC 7512

51%

仓储服务 建立100%外商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出资、
购买越南独资企业的股份.

100%

货运代理服务 设立100%外资或合资企业;出资、购买越南
独资企业的股份

100%

送货服务 设立100%外资或合资企业;出资、购买越南
独资企业的股份

100%

来源：VietanLaw

• 越南在世贸组织服务业具体承诺时间表
• 2022年投资法
• 2005年商法
• 2021 年 3 月 26 日第 31/2021/ NĐ-CP号法令
• 2017年12月30日第163/2017/NĐ-CP号法令

根据：

行业 行业编码 投资形式 外国投资者最高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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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物流业投资项目情况
本节我们总结分析了2013年至2022年10月末交通运输仓储业新增外资投资项目和
投资建设仓库和大型物流中心的国内投资项目（投资额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工
业园区内外的投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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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资资本投资物流业概况

多年来，物流行业的投资趋于稳定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集中
在仓储和运输配套活动方面的投资。 这是一个罕见的投资行业，增长
相当稳定，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这个行业已经实现了非常
高的注册投资资本。 2022年，虽然其他大部分行业的项目数量和注册
投资资本均有明显下降，但交通运输和仓储行业仍然实现了相对稳定
的吸引，表明该行业在越南仍然是吸引投资潜力巨大的行业之一。

就越南吸引投资的物流项目数量而言，我们看到2013年至2019年
稳定且明显的增长趋势（2013年至201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37.3
％）共有658个项目。2020年和2021年是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
发的时期，因此这两年吸引的项目明显减少。到2022年10月，交
通运输和仓储行业新注册项目数量较2021年增长近90%。但世界
经济形势并未出现任何复苏迹象，订单减少，供应链中断的局面正
在显现。仍在进行中，通货膨胀率很高。我们认为，2022年四季
度及全年，物流业招商引资在注册投资项目数上将实现良好增长，
但增幅不会太大。

就总投资资本而言，越南物流投资市场从2013年至今的外国直接
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39亿美元。 尤其是2020-2021这两年行业招
商引资额度高。 这是 Covid-19 疫情的两个高峰年，尽管由于各国
实施封锁措施而存在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劣势，但消费者购买习惯的
改变此外，促进货物运输，特别是医疗用品，促进了项目资金规模
的扩大。

2013年至今物流业引资状况

年度注册资本增长 年度项目数量增长

来源：HOUSELINK

外资 联营企业 项目数量

2014 2016 2018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2014 2016 2018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2014 2016 2018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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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项目主要集中在南方，大
型资本项目较多。 其次是北方
，该行业也吸引了大量外国直
接投资。 通过分析图不难看出
，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投资规
模，物流投资市场仍趋向于向
南方省份集中。 中部省份在该
领域还没有吸引到很多投资项
目。 中部地区投资项目分布分
散，主要集中在岘港市。

物流项目分布图（按注册投资资金）

各地区物流引资情况（按项目数量）

来源：HOUSELINK

北部 南部 中部

2014 2016 2018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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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10个月，北方省份和南方省份
吸引的物流业投资资金几乎相等（相当
于投资资金的50%和46%），但北方的
项目规模可见一斑。好一些。 中部省份
仅占工业投资的4%。 其中，北方投资项
目仍主要集中在红河三角洲经济区省份
，南方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南经济区
。 这也是各类型加工制造业特别发展的
两个地区。 一些省份在吸引投资方面表
现突出，例如：平阳、隆安、北宁、胡
志明市、海防、北江等。
 

引资最多的各省市（按项目类型）

2022年10月物流项目投资分配（按项目数量）

北部    中部      南部 北部    中部      南部 

2022年10月物流项目投资分配（按注册资本）

邮政服务 其他服务 仓储服务 货运服务

平阳省

·龙安省

·北宁省

·胡志明市

·海防市

·北江省

·永福省

·巴地头顿省

·兴安省

·海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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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南开始吸引来自不同国家投资
资本的物流项目。

在2013年至今投资物流业的历程中，我
们记录了一些对越南物流业投资较多的
顶级国家如：新加坡、荷兰、韩国、中
国香港、日本、中国等。

其中，韩国在投资项目数量上居首位。 
不过，近期来自韩国的投资趋势呈下滑
趋势。 来自新加坡的记录资本项目正在
增加。 在注册投资资本方面，我们也认
识到来自新加坡的注册资本来源占比较
大，近期呈上升趋势。 然而，当我们更
深入、更仔细地研究投资资金的来源时
，我们发现只有 40% 的项目来自新加坡
。 其余项目由母公司来自许多国家，尤
其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
的公司投资。

前5个投资最多的国家的投资趋势（按注册投资资本） 前5个投资最多的国家的投资趋势（按项目数量）

按项目数量的前5个国家及地区 按注册投资资本的前5个国家及地区

”

“ 荷兰 韩国 中国香港 韩国 中国香港新加坡 中国 新加坡 中国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日本

中国

荷兰

中国台湾

美国

德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荷兰

中国

韩国

中国香港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英国

日本

港口 港口 邮政服务 邮政服务 其他服务 仓储服务 货运服务 其他服务 仓储服务 货运服务

2014 2016 2018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2014 2016 2018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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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投资最多的省份主要位于南部。

在本内容中，我们将投资资金分为以下5种类型：

由此可见，越南市场的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200万美元的小资本项目
（占投资项目的76%）。 其次是资金10-5000万美元的项目（占比
12%）。 其余为其他资本类项目。 这一事实可以这样理解：从项目
数量来看，投资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大部分在货运代理服务领域
，不需要太多资金。 大多数大型资本项目属于建筑和仓库租赁领域。

大型项目主要集中在南方省市，尤其是平阳、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
隆安市、巴地头顿市。 此外，10-5000万美元的项目也选择海防、兴
安等省份作为投资地点。
资金<200万美元的项目占比较大，在Covid-19疫情前呈上升趋势。 
疫情的2年乃至2022年，这些小本钱的项目都有减少的趋势。 但我们
仍然认为，由于行业的复苏速度以及越南的进出口情况仍具有良好的
增长趋势，未来这种趋势仍将趋于增加。 投资资本 < 200万 美元的项
目的一些主要国家及地区可以提到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
中国等）。

1. < 200万美元
2. 2-5百万美元
3. 5-1000万美元

4. 10-5000万美元
5. > 5000万美元

按资本分类的项目数
· 注册投资资金规模

”
“

< 2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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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万美元的项目占比较小，但
从2013年至今，我们仍看到该类资金
呈上升趋势。特别注意到 Covid-19 
流行的两年（2020 年和 2021 年）的
增长。这笔资金主要来自于运输和仓
储投资项目。可见，这仍将是未来大
盘物流投资的主要趋势。一些国家及
地区在这类资本的项目上投入较多，
如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
荷兰等。其中新加坡是一个记录了很
多大型资本项目的国家，但是正如我
们上面分析的，只有大约40%的项目
来自新加坡，其余项目的母公司都来
自新加坡。来自其他国家。这表明行
业内的大公司一直在推动对越南市场
的投资，虽然速度不是太快，但我们
完全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投资者
。行业内的主要投资选择越南作为投
资地目的地。其他资金来源项目也呈
增长趋势。

按国家及地区分类资金

投资资本分类（按项目数量）

< 2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 2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日本

中国

荷兰

中国台湾

美国

德国

马来西亚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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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招商引资资金来源分类图

< 2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货运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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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南物流投资供应链

物流是一项相当特殊的业务。外
国直接投资 (FDI) 只能 100% 投
资于该行业的少数几个领域。因
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资资本
在仓储服务和货运代理服务方面
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他服务很少
。其中，货运代理服务注册投资
项目最多，仓储服务是吸引投资
资金最多的领域。仓储领域的投
资资金量一直占物流业领域的很
大 比 重 （ 通 常 占 总 投 资 资 金 的
90%左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中，冷库
投资项目不断涌现，投资规模也
呈增长趋势，冷库是未来极具发
展潜力的仓储市场之一。

物流业供应链服务投资情况（按项目数量）

按行业分年度新增注册资本

物流业供应链服务投资情况（按项目数量）

来源：HOUSELINK

邮政 海港 内陆集装箱堆场 清关服务 卸货服务
货物仓储 冷库 物流中心

送货服务货物鉴定服务

货运服务 仓储服务 邮政服务 其他服务 港口 货运服务仓储服务 邮政服务其他服务 港口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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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领域投资（按投资资本）

邮政
海港
内陆集装箱堆场
内海港口
货运代理服务
货物鉴定服务
送货服务
清关服务
卸货服务
货物仓储
冷库
物流中心

来源：HOUS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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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园基础设施特色吸引物流项目

在本节中，我们将工业园区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分为以下三组：

吸引物流项目的工业园区的共同特点是这些工业园区的地理位置非常便利，靠近高速公路、海港和机场（属于第一组）。 由此可见，如果越
南能够在加快完成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同时，规范、高质量地完成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将有助于吸引和推动产业投资，物流业在未来大
有可为。

- 第 1 组：< 30 公里
- 第 2 组：30-70 公里
- 第 3 组：> 70 公里

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

来源：HOUSELINK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到最近海港的距离 到最近机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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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直接投资（DDI）项目情况

本节重点分析物流领域200万美元以上（约合500亿越
南盾）建设工厂和仓库的DDI项目的投资情况。

国内投资投资于物流行业的资本项目数量逐年呈下降趋
势。 项目从 2016 年到 2019 年迅速减少。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2020 年和 2021 年），投资
项目的数量再次增加，这种趋势类似于外资投资项目的
投资趋势。 。 项目数量在2016年达到最高水平，但投
资金额并不高，因为建设仓库和物流中心的项目大多是
小型项目。 2021年是招商引资的高峰期，招商引资规
模达到近5亿美元。 这一时期的项目规模也相当大（一
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在5000万美元左右）。
但到了2022年，虽然已经过去10个多月，但物流行业
的投资项目数据并不算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
认为2022年该行业的投资额很难达到2021年的水平，
海港空港系统的重大项目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该
项目的实施也将需要多个阶段。 同时，东渡资本租赁
物流中心和厂库的项目，我们认为不会很高，因为需求
不是很大，因为工厂正在经历大订单的减少，迫使他们
不得不寻找较小的订单来维持生产。  

国内直接投资资本物流业项目投资情况

物流业供应链服务投资情况（按项目数量）

来源：HOUSELINK

国内直接投资   项目数量

仓储服务 港口

2016 2018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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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投资资本投资的项目，资金规模大多在2-500万美元和10-5000万美元之间。 其中，近两
年资金规模在2-500万美元的项目仍在增加。 但总的来说，2022年资本集团的发展趋势在持续
下滑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任何积极迹象。

按资本分类的项目数 按资本分类的投资趋势

来源： HOUSELINK

本报告中国内资本投资项目数据为200万美元
以上的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根据我们
收集的数据，仓储服务和码头是国内资本投
资建设最多的两类物流设施。
比较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两种资金来源在仓
储服务方面的投资，我们发现国内投资企业
虽然投资的项目较少，但项目规模与其他投
资项目相当。更好的。 投资主要由越南的一
些大投资者进行

越南仓储服务投资类型比较

外资与联营            国内直接投资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    >50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2016 2018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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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国内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
。 中部地区的项目投资比较零星，该地区的投资
项目数量是三个地区中最少的。 但在投资资金方
面，由于2021年投资的大资金项目，中部地区占
资金的近30%。北方是三个地区中吸引投资资金最
多的地区（占投资资本46%以上）。 从图表上看
，2022年项目数量明显下降，我们认为这种惨淡
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到 2023 年底才能逐渐复苏。国
内需求低迷，这是订单下滑的主要原因。

国内投资按项目数量分布

北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南部中部

国内投资资本按地区分布

2016 20182017 2019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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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D钢结构股份公司https://atad.vn/

ATAD钢结构股份公司https://atad.vn/

投资类型

投资类型

项目规模

地点

项目规模
地点

承包商

联系

投资类型

项目规模

地点

承包商

联系

项目规模

地点

承包商

联系

投资类型

项目规模

地点

承包商

联系

(+84) 908 883 531
marketing@pebsteel.com.vn

(+84) 908 883 531
marketing@pebsteel.com.vn

承包商

联系

PEB STEEL BUILDINGS 有限公司https://pebsteel.com/en/

PEB STEEL BUILDINGS 有限公司https://pebsteel.com/en/

+84 28 3926 0666    sales@atad.vn

+84 28 3926 0666    sales@atad.vn

后勤

10,500 平方米

27,664 平方米

越南胡志明市

后勤

越南平阳

36,000 平方米 | 900吨

越南平阳

FDI
工厂项目-配送中心

58,990 平方米 

越南，平阳省VSIP I 工业园区

FDI
工厂项目-仓储

40,000 平方米

越南胡志明市高科技园区
承包商

联系

项目规模 110,000平方米

地点 越南隆安省

+84 28 3868 1689    sales@daidung.vn

DAI DUNG金属制造建设贸易股份公司https://daidung.com.vn/

+84 28 3868 1689    sales@daidung.vn

DAI DUNG金属制造建设贸易股份公司https://daidung.com.vn/

越南平阳省以安市社新东协坊新东协B工业区

LOGITEM 越南公司

NEWCC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84) 028 38641262    newcc@newcc.com.vn
http://www.newcc.com.vn/

9000平方米

地点

投资商

设计，施工

联系

越南广义省山静县静风乡越南-新加坡工业区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

NEWCC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84) 028 38641262    newcc@newcc.com.vn

地点

投资商

设计，施工

联系

http://www.newcc.com.vn/

项目规模

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

https://atad.vn/vi/https://atad.vn/vi/

MAPLETREE物流工厂项目

TECS物流工厂项目西班牙-越南平阳ECP 2物流中心

https://daidung.com.vn/

https://daidung.com.vn/

https://pebsteel.com/vi/

https://pebsteel.com/vi/

http://www.newcc.com.vn/

http://www.newcc.com.vn/

https://atad.vn/vi/https://atad.vn/vi/https://daidung.com.vn/

UNILEVER物流中心

三星家用电子综合园区

39

5.  经典项目

菜鸟富安盛工业区仓储物流中心LOGITEM新东协新厂房项目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容橘

投资报告-越南物流行业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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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未来物流项目即将形成
基于HOUSELINK平台电子领域外商投资（FDI）和国内投资（DDI）形式的投资资本

为200万美元或以上（相当于460亿越南盾）的工业项目数据； 我们对在建和准备过程
中的项目（项目准备、设计、承包商选择）进行综合、分析数据和报告。 所有项目均

已通过 HOUSELINK 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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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状况的总体分析

根据HOUSELINK的数据，即将上线的
项目更多集中在北方（约占即将部署项
目数量的48%）。 南部即将实施的项
目数量也不少（41%），而中部地区即
将实施的项目仅占11%左右。 北部和
南部仍然是未来物流项目的两个令人兴
奋的地区。 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处于
准备和设计阶段的项目。

未来在建项目以国内资本投入最多（占
比28%）。 此外，许多外国直接投资
项目即将实施，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
投资（19%）和美国投资（12%）。 
其中，美国资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和新加坡项
目的投资规模也相当大，仅次于美国投
资项目。 国内投资项目占项目总数的
比例很高，但规模只是相对的，因为建
设中等规模的工厂和仓库的项目很多，
特别是有一些建设物流中心的项目，规
模很大。

即将实施的物流项目 投资类型（按投资资本）

来源：HOUSELINK

北部                                                  中部                                                 南部

投资资本（百万美元）                               土地面积（公顷）                      项目数量

DDI FDI - Singapore FDI - USA
FDI - China FDI - Korea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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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类型来看，从下面的分析图
可以看出，即将布局的项目主要是
现有投资者（数量较多）的扩建项
目。 不过，我们也认为，新投资
方的新开工项目并不太多（仅占待
部署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平
均投资规模是其他项目的一倍半。 
突出的项目来自美国、越南、韩国
和日本的投资者。
隆安将成为相关单位针对即将部署
的潜在项目的一个突出位置。 此
外，北宁、平阳和海防也是近期即
将形成的物流项目的三个重点市场
。 这些地区也是未来将为仓储市
场提供更多供应的地区。

建设项目类型 各省市有即将建设项目

来源：HOUSELINK

扩建项目  新建项目

投资资本（百万美元）                               土地面积（公顷）                      项目数量

龙安省

北宁省

平阳省

海防市

同奈省

兴安省

海阳省

河南省 ...

...

...
...

...

...

...

...
巴地
头顿省

义
安省

岘港市
河内市

胡志明市

北江省

广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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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将部署的突出项目

• EMP BELSTAR COLD CHAIN LOGISTICS CENTER

• BW BAU BANG LOGISTICS CENTER -BB06

• YEN LENH LOGISTICS PORT ( HA NAM INTERNATIONAL PORT  & LOGISTICS CENTER - WESTERN PACIFIC)

• BW BAU BANG LOGISTIC CENTER -BB05

• MAPLETREE LONG AN LOGISTICS CENTER ( 2 PHASE)

投资报告-越南物流行业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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