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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记者：数据显示，

2006年以来，斯里兰卡的

经济发展都超过了6%以

上。您认为是什么因素推

动了斯里兰卡近年来的快

速发展？ 

部长：斯里兰卡是个

发展中国家。新总统上任

后，我们制定了“十年发展

规划”，目标是把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现

在的1300美元提高到3000

美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年增长率达到

8％，因此，我们需要增加

投资。但长期制约斯里兰

卡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

基础设施不完善。为了改

善这一状况，政府已制定

了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如港口开发、第二个国

际机场和三条连接首都和其他省之间的

高速公路的建设等。此外，还规划了一些

投资区，其中有一个开发区是专为中国的

投资者建立的。

 

记者：能否介绍下斯里兰卡目前主要

行业的动态吗? 

部长：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推动

斯里兰卡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多元化。

车子穿越科伦坡的喧闹的市区，停

在一幢绿树环绕的建筑物前。如果不是

门口警卫森严的大门和很不起眼的牌

子，我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是一个国家部

级领导的办公楼。经过仔细盘查，我随

同斯里兰卡官员进入这幢办公楼，随和

的Ya p a部长向我伸来一双大手，热情地

把我迎进了办公室。他身着浅灰色的衬

衫，胸口别了两枝钢笔，让我联想起了80

斯里兰卡
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Sri-Lanka WarmLy WeLcomeS chineSe inveStorS

文/ 本刊记者 沈  祎

——访斯里兰卡新闻以及信息部部长Anura P.Yapa

其中，服装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工业出口产

品。我们正在从中国进口纺织品，并生产

加工成成衣，出口到欧美。其他如制陶、轮

胎、皮革和食品等工业也发展迅速。农业

方面，我们正在从农耕向高附加值的农业

转变，如茶和其他产品等。此外，根据十年

发展战略我们也将大力发展电信、海运、

建筑、电子、发电、交通运输等行业。这项

战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欢迎私人和政府

对基础设施、商业和所有领域的投资。

 

记者：您认为斯里兰卡对于中国投资

者有哪些吸引力？哪些行业适合中国企业

投资？ 

部长：我们是南亚第一个建立自由市

场经济的国家，兰卡欢迎外国投资者，并

且努力为外商提供优越的商业环境。中国

投资者可以利用我们和欧盟签订的GS P+

普惠制协定。根据此协定，总共有7200种

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欧盟。还有，利用我

们和印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产品打入

印度市场。自从1990年斯里兰卡投资局成

立以来批准许多中国资助的项目，其中有

15个已经开始商业运作。目前，中国投资

者集中于深海渔业、食品加工、手工艺晶

和礼品、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制造和组装、

水电站、服装和纺织品。我们认为中国企

业大有作为的领域有很多，纺织服装、橡

胶、深海渔业、地产开发、旅游、发电、基

础设施建设、轻工业、信息技术、化学和

食品加工。投资局给外资企业提供很多激

励政策和优惠措施。

42 43

rchiVeA 记录 Business story
商战故事

2 0 0 9 . 0 7

WorLD MArKet_国际市场



orldwide watchW 看世界

44 45

2 0 0 9 . 0 7

WorLD MArKet_国际市场

中国地处南亚的战略友邦

斯里兰卡和中国的友谊最早可以追

溯到公元5世纪。早在东晋年间，有一位

名叫昙摩的斯里兰卡僧人长途跋涉，来

到南京，向当时的皇帝赠送了一尊玉佛

像；公元410年，中国高僧法显，途经印

度到达斯里兰卡。在游记中，法显和尚

提到，无畏山寺庙的供品有中国的“白绢

扇”，这证明了早在1600年前就已经有中

斯里兰卡：战后重建商机
等待中国企业

随着政府军对猛虎组织最后围剿的

胜利，斯里兰卡又开始进入国际视线。这

个饱受战乱、恐怖主义以及海啸之苦的

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援

助，参与斯里兰卡的重建。作为中国传统

的友邦，斯里兰卡政府非常欢迎来自中国

的投资者，并为中国商人开辟了专门针对

中国的出口加工区。5月上旬，“猛虎”还未

被彻底驯服之前，本刊记者走访了斯里兰

卡首都科伦坡。 

 

chineSe ac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ri-Lanka
文/ 本刊记者 沈  祎

国商品来到了斯里兰卡。

两国的传统友谊也延伸到了新时

期。1952年，冷战时期，斯里兰卡政府不

顾西方大国的压力，向中国提供作为战略

物资的橡胶，中国用大米做回报。中国也

一直在资助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和基础

设施，援建了包括象征两国友谊的班达

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防汛工程以及医

院等设施。2004年大海啸发生后，总理

温家宝第一时间访问灾区，建设友谊村，

帮助安置灾民。

目前，中国斥资10亿美

元援建汉班托塔港。这是中国在斯里兰卡

最大的项目。除了汉班托塔，中国在印度洋

上还援建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孟加拉

的吉大港和缅甸的实兑港。自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印度除了在国内全面向中国

商品设限外，对外已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

外交攻势，希望能够抢得兰卡战后重建的

大好机遇。

 

战后重建
使中国企业家大有可为

历届斯里兰卡政府都重视营造适合外

国投资者的商业环境。斯里兰卡也是南亚

第一个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鼓

励外国投资，兰卡建成了12个全面运作的

出口加工区和基础设施良好的工业园。

新闻以及信息部长Anura Priyadharshana 

Ya p a先生向记者介绍说，2006年以来，

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以每年7.5%左右的

速度发展。快速发展和外资的涌入不无

关系，2008年，这个面积和海南岛差不

多的国家共吸引了8.85亿美元的外资，其

中1.32亿美元来自81家中国企业。 

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斯里兰卡

拥有大量可塑性极强的年轻劳动力，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谋生。2008年斯里

兰卡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这和政府多

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教育和劳动培

训不无关系。

2007年，斯里兰卡还专为为中国出口

型加工企业设立了加工区，在斯里兰卡投

资局新闻官Dilip Samarasinghe先生的带领

下，记者走访了这座紧邻科伦坡机场，离

科伦坡市中心仅2小时的工业

园区。

接待记者的是

一家名为C r e a t i v e 

C y c l e的自行车出

口企业 。生 产

部经理祝和均先生介绍说，公司成立于

2005年，老板是浙江温州人，工人将从慈

溪运来的零部件组装，并全部远销欧洲

市场。生产和质检都是由国内派去的专业

人员，公司聘用当地管理人员，负责和当

地官员、工会以及工人之间的沟通。

公司投资兰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

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当地工人

的每月工资在8000至12000卢比之间，1元

人民币约合17卢布）；二是利用欧盟与兰卡

签订的普惠协议以及兰卡与印度签订的自

由贸易协定，在普惠制下，总共有7200种产

品能“零关税”进入欧洲。

斯里兰卡也有大量受过专业培训的高

端技术人才。2000年，深圳华为将公司就

将东南亚分公司的一个分支设在科伦坡。 

2005年随着斯里兰卡投资局的成立，按照

当地法规，公司正式成为投资局注册的外

资企业。总部搬进了位于金融区的世界贸

易中心大楼。

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华为的科伦坡业

务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和当地9大电信运营

商都建立了业务往来。公司70%的员工已

经实现了本地化。根据相关优惠措施，信

息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高可以享受长

达12年的免税期。

当问到本地员工的最大特点时，CEO

黄勇先生说，是当地员工的敬业精神以及

专业素养给他印象深刻。他举例说，由于

电信服务的特点，公司本地籍员工经常要

加班加点，但他们毫无怨言，努力做好自己

帮助安置灾民。

目前，中国斥资10亿美

元援建汉班托塔港。这是中国在斯里兰卡

最大的项目。除了汉班托塔，中国在印度洋

科伦坡市中心仅2小时的工业

园区。

接待记者的是

一家名为C r e a t i v e 

C y c l e的自行车出

口企业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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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伦坡就能看到海滩，但如果工作之余，你想看看兰卡农村地区的大海，那么可以去离科伦坡2小时车程的Koggala 

海滩。一路上，公路两边高大的椰树林，老式火车穿梭于其中。途中，汽车会经过一座白塔佛教寺庙，兰卡面具而闻名遐迩的

小镇集市和荷兰殖民者留下来的城堡。

5月份并不是来兰卡看海的最佳季节，因为这时候海浪特别大，但看多了东南亚温顺的大海，汹涌的大浪很特别。2004年

12月，正是这片海，瞬间吞噬了兰卡东部和南部上万条生命。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能看到斯里兰卡一大特色，渔民端坐在细长

的竹竿上钓鱼，脚下是猛烈拍打礁石的大海。 

当地的旅馆一般沿着公路而建，外表不起眼，里面却极尽奢华。最著名的当数堡垒酒店(Fortress Hotel)，酒店融合了荷

兰和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每一间客房都设计独特。酒店一大特色就是游泳池，特别的设计，让人仿佛感觉泳池与

大海蓝天相接，没有尽头，因而浮想联翩。沙滩上，有标识非常礼貌地提醒游客，如果看到海龟上岸产卵，请不要打扰。

如果想感受一下兰卡的热带雨林民居，那么可以尝试下蒂赛雅别墅酒店(Tisara Villas)。别墅群离交通主干道大约600米，

共有10栋独立传统民居。游客到达酒店的时候，会有身披洁白沙丽，光着脚丫子的服务员为你递上一杯果汁饮料热情迎接。

院落内，终年郁郁葱葱绿色植被，蔚蓝色的泳池在阳光下折射着绚丽的光芒。所有的客房都没有电视或者电话，仅有空调

以防酷暑，连洗浴用品都是当地植物制成的，目的是让游客忘记现代都市生活的纷扰，回归自然。当地厨师现场为你烹制菜

肴，新鲜的材料配上当地特有的香料，无可挑剔。而且，据说酒店有着整个兰卡最好的ayurvedic按摩师，但是，当看到那位一

脸大胡子，皮肤黝黑憨笑的大叔，我只想说——别想碰我！

Where to Stay……

的本职工作。现在华为除了积极拓展业务

以外，已经开始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本土

电信服务公司，转让技术。公司还定期在

大学举行讲座，培训当地员工。 

 

旅游业正在对外招商引资

斯里兰卡人民纯朴善良，热情好客。

整个国家人口和上海市人口相当。宗教让

整个国家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异域风情。

尽管泰米尔猛虎组织让兰卡人民终日不得

安宁，但当地人却并不憎恨泰米尔族人，

反而多次听到当地人称他们是“诚实善良

的人”，一切纷乱，都是由于泰米尔人和其

他种族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而已，这

样的宽容和豁达让人唏嘘不已。

由于政府积极宣传中国给予的大力援

助，中国是传统友邦的思想在当地深入人

心；外加上近期西方对斯里兰卡围剿猛虎

行动横加指责，中国人就成为了绝对最受

欢迎的外国游客，走在街上，不时地有斯

里兰卡人民热情地向记者招手。 

斯里兰卡也准备好进一步推动两国

民间的友谊。国家旅游局计划2005

年到2010年

之间，一共要吸引25万的中国游客，使中国

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旅游入境国。现在，

英国游客数量最多。 

目前，斯航每周有三班航班往返与

北京和科伦坡，取道曼谷。“上海的旅客

数量也在急剧上升”斯航全球销售经理

Mohamed Fazeel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4月

份起，斯航加大了对中国的宣传力度，联

合国内旅行社，开展AYUBOWAN（僧伽罗语

的问候）旅游活动，计划在夏季吸引12000

名中国游客。看似雄心勃勃，实际该计划

定的也不高。2003年，斯里兰卡就已经成

为中国旅客旅行目的

地，此后，中国

的游客数

量 逐

年增

加，

2008年

超4万。

斯里 兰卡

低廉的物价让我这

样的游客感觉“如释

重负”。当地“标房”

每晚折合人民币只需

20—30元。如果一家三

口来旅游，完全可以选择住希尔顿(Hi l t o n 

Residence)这样规格的高档酒店。每晚只需

700元人民币左右，就能俯瞰整座绿色的

城市的雾霭中醒来，尽情品尝口味纯正的

兰卡早餐，晚上还能享用大厨精心为你准

备的烛光美食，性价比一流。

当然，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斯里

兰卡发展旅游业也面临众多限制。整个科

伦坡还是重兵把守，城内五步一岗，十步一

哨，紧张的政治气氛会时刻提醒人们战争

刚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大部分建筑物年老失修，晚上也没

有什么娱乐活动游客几乎无事可做。

“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一切都会慢慢

改观”Ya p a部长说，“我们的旅游行业现

在正在积极地招商引资，包括酒店以及景

点设施，这能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我们欢

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能抢占先机。”

 

宝石和茶叶
斯里兰卡的特产

马可·波罗将斯里兰卡称为“最优雅

的土地”，这是和斯里兰卡盛产红茶有

关。斯航空姐身披墨绿色的沙丽，问她

们为什么选择这种颜色，她们回答“因为

这是锡兰茶的颜色”。被誉为世界四大红

茶之一的斯里兰卡红茶通常被称为“锡兰

茶”，意思为“充满惊喜的地方”，兰卡的

农业气候被分成38个区域，每个茶园都生

产与众不同的茶叶，行家会像品红酒一样

品尝锡兰红茶。

如今，茶叶出口已经成为兰卡最重要

的外汇收入来源，这个小国家已经是仅次

于印度和中国的第三大茶叶生产国。斯里

兰卡茶业局的Priyantha先生介绍，兰卡每

年生产3.18亿公斤的锡兰红茶，3亿公斤茶

出口到海外市场，其中俄罗斯和中东是最

大出口国。每年，茶叶出口给国家带来10亿

美元的外汇收入。

斯里兰卡茶商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市

场，但一来是中国本身也是茶叶大国，二

来，为了方便饮用，出口的红茶一般都是袋

泡茶为主，而中国人偏好原生茶叶，因此，

目前，仅有几家茶叶厂商在中国有了代理。

“饮用锡兰红茶不仅能够提神醒脑，

让人一天经历充沛，而还能预防糖尿病和

癌症，因此我们相信锡兰红茶能够打开销

路。”Priya n t h a先生充满信心地说。但具

有讽刺意义的是，糖尿病在兰卡发病率很

高，这是因为由于当地人喜欢在红茶里加

糖和牛奶，小小一小杯至少要放两汤匙的

糖，而且一天要喝上至少5杯这样的茶。

除了茶叶，斯里兰卡还因盛产宝石而

被称为“宝石之国”。该国的地质基底经过

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岩石风化，山涧河川的

冲刷，形成了含宝石的地表层。位于科伦

坡以南的“宝石城”是斯里兰卡宝石工业

的中心。宝石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和俄罗

斯等50多个国家。预计2011年，兰卡的宝

石出口能够创汇10亿元。

民间的友谊。国家旅游局计划2005

年到2010年

为中国旅客旅行目的

地，此后，中国

的游客数

量 逐

年增

加，

2008年

超4万。

斯里 兰卡

兰卡发展旅游业也面临众多限制。整个科

伦坡还是重兵把守，城内五步一岗，十步一

哨，紧张的政治气氛会时刻提醒人们战争

刚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大部分建筑物年老失修，晚上也没

有什么娱乐活动游客几乎无事可做。

改观”Ya p a部长说，“我们的旅游行业现

在正在积极地招商引资，包括酒店以及景

点设施，这能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我们欢

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能抢占先机。”

的土地”，这是和斯里兰卡盛产红茶有

关。斯航空姐身披墨绿色的沙丽，问她

们为什么选择这种颜色，她们回答“因为

低廉的物价让我这

样的游客感觉“如释

重负”。当地“标房”

每晚折合人民币只需

20—30元。如果一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