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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制造业的情况整体如何？
文 |MFC 专栏作者

越南是本次中美国贸易战的

最大受益方之一，大量的制造业产

能和订单流向越南，导致该国向美

国的出口剧增。冲压钣金企业也在

关心越南的情况，想知道越南的人

工、租金、税收、房地产、配套和

工业园等相关情况。MFC整理了华

泰证券和天风证券2017～2019年

处考察越南制造业的情况供业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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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轻外向开放，产业资本流

入新热土

越南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

力大。截止 2016 年底，越南共有人口

9270 万，劳动力素质较高，勤劳能干，

人口结构年轻，15 岁以上劳动人口达

5440 万人，占比达 58.7%。而整个东

盟地区人口6.01亿。越南地区气候湿热，

家电保有率较低，2014 年越南冰箱每

百户保有量为 61 台，空调每百户保有

量 17 台，热水器每百户保有量为 26 台。

越南面积 33 万平方公里，国土狭

长，北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西与老挝、

柬埔寨交界，拥有长达 3260 公里的海

岸线，为出口其他东盟国家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条件，与众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议，是典型的出口型国家。企业若

把越南作为东南亚市场的生产基地，出

口东南亚非常便利。

制造业已成为越南支柱产业，税收

优惠政策、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区位优势

等均为越南制造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

了有利条件，未来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同时，随着利用外资系列利好政策不断

出台，外资持续涌入，资本市场流动性

有望改善，地产供需逻辑清晰，城镇化

进程打开未来消费需求，越南股市和楼

市均存一定投资价值。

制造业：劳动力和税收优势明显，

电子轻工纺服等产业正加速转移

至越南

制造业是越南支柱产业，越南凭借

其成本和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制造

业企业投资。目前三星 / 苹果产业链，

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 / 轻工制造等产业

正加速转移至越南。

据调研了解，越南电子及轻工制造

业企业的成本较中国低 10% ～ 15%，

主要是关税（保税区免免税、无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20%（盈利年度起两免两

减半甚至更优惠）、个人所得税（90%

左右个人在免征起点内）和劳动力成本

（2018 年平均月工资 2900 ～ 3000 元，

制造业企业工人月工资 2400 ～ 2500 

元）优势较大，土地（工业用地价格约

60 ～ 80 美元 / 平方米）及原材料采购

成本（物流成本较中国更高）优势不明

显。在越企业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毛利

率，通过让利给客户，进一步扩大出口

规模，发展外向型经济。

此外，越南人民整体对于追求幸福

生活的渴望程度，高于大部分东南亚地

区，也显著高于印度。且在社会文化中，

多劳多得的思想观念较为普遍，越南工

厂工人的加班意愿接近于中国工人，也

愿意提升工作效率以获得更高的薪酬。

劳动力成本具比较优势

越南人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据调

研了解，越南平均月工资 2900 ～ 3000 

元，每年有 6% ～ 7% 的涨幅，制造

业工人月工资 2400 ～ 2500 元，低于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制造业

企业月人均 5356 元的工资水平，与菲

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相

比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要素禀赋将为

越南承接产业转移和制造业发展提供正

向支撑，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

业。

劳动力素质与中国持平，劳动保障

水平较高。越南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优于

中印越人口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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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务教育覆盖到高中，基本扫除

文盲，劳动力整体素质与中国水平相

近。越南劳动保护工作做得较好，实行

一年 13 薪的薪酬制度，孕妇工作 7 小

时按照 8 小时给付工资且享受 6 个月

的产 假；保险金额较高，其中个人缴付 

10.5%，公司支付 21.5%。

员工流动率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

越南实行每周 6 天的工作制，越南工人

乐于加班，主要是因为加班工资为白班

工资的 1.3 倍，但每周加班时间一般不

得超过 1.5 小时。制造业企业月度员工

流失率约 4% ～ 5%，主要系加班时间

少以及春节后流失率较高。同时，越南 

招工较中国容易，新员工在 48 小时的

理论培训和 1 天的专业培训后即可上岗。

越南法律不允许临时工的存在。

企业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商来自中

国，土地价格与中国持平。包装材料成

本较中国低，一是因为中国环保督查趋

严而越南没有环保限制，二是因为中国

很多印刷厂搬迁至越南。

劳动力综合素质方面，越南目前可

以说是远超过印度，但仍有一些因素需

要在建厂时考虑。例如，在印度建立工

厂只需考虑印度内销市场是否能支撑产

能，但越南市场则必须综合考虑内销与

出口需求之后再考虑建厂投产。并且由

于目前越南的制造业纵深不足，产业配

套能力仍有受限。越南政府规定，在越

自制比例需要达到 40% 以上才可以颁

发产地证明。就家电行业而言，五金件、

钣金、注塑件和包装件等在越南当地已

能完成自制，电机、电控类产品还很缺

乏，还需要上游配套企业的搬迁，因此

诸如家电控制件类的产品还需要在中国

越南人均ＧＤＰ较其他东南亚国家处较低水平，具备成本优势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中越印近年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单位：元）

城市 上海 越南 印度

2013 1620 684 932

2014 1820 786 996

2015 2020 903 1060

2016 2190 1019 1124

2017 2300 1092 1538

2018 2420 1159 1612

注：越南最低工资选取的是第一地区包括：河内市、海防市、胡志明市、边和市里的部分县；
印度选取的是德里；越南、印度工资标准以最新汇率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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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此外，由于越南本身不是资源产出

国，因此大部分原材料需要从中国统一

采购（更有利于降低综合成本），例如

家电上游配套的铜管厂在越南这边有

厂，但还需要从中国进口铜，等越南实

现拉管工艺之后再做配套。

总结：综合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与质

量，从中期角度来看，越南是比印度更

为合适的转嫁制造产能目的地，且生产

效率也更高。短期受制于产业配套能力，

制造产能搬迁仍有限制。

越南的官方语言是越南语，中文即

将成为第一外语。目前英语为必修第一

外语，俄罗斯语和中文等 4 个外国语被

列为第二外语。越南教育部 2016 年提

出外国语教学提案，2020 年拟将俄罗

斯语和中文纳入 12 年国民基本教育课

程，成为第一外语。从这一点上，中国

企业搬迁至越南，从语言沟通与文化管

理上也将更有优势。中国企业在招工时

会更偏好招收中文学校毕业的越南当地

人，方便交流和管理。

此外，越南文化本身也与华人文化

更为接近，文化相近有助于在管理输出

与企业文化营造方面复制中国工厂的生

产效率。

另一个佐证有效劳动力的数据角度

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印度显著低于中

越两国。印度妇女，即使是受过高等教

育，大学毕业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也

通常会选择在婚后生育子女之后当全职

妈妈，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约定的社

会风俗如此。在调研过程中，在最能感

受到劳动力人口的餐饮与零售等服务型

行业，较少看到印度妇女，而越南的女

性的比例与中国街头极为类似。

受益于保税区税收优惠，越南制

造业关税及所得税政策优势明显

关税优惠政策有助于越南产品“走

出去”。从越南出口至印度、韩国均不

收关税，而从中国出口关税水平分别为 

15%、6%。调研企业预测，中美贸易

战加税 10% 后，约 50% 的客户倾向于

从越南采购，部分企业对大客户可让利 

3% ～ 5%，对小客户可让利 2% ～ 5%，

有利于公司的“走出去”战略，扩展新

客户规模。若贸易战加税至 25%，企业

大概率会选择“走出去”。此外，越南

的众多港口码头提供了天然的对外贸易

条件。

个人 / 公司所得税减税方案重点增

强中小企业竞争力，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越南财政部于 2016 年 10 月拟向国会

提交减税计划草案，提出降低中小型企

业和初创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017 

～ 2020 年适用税率由此前的 20% 下

调至 17%。根据越南政府预计，该减税

政策有助于为企业减负并鼓励企业数量

的增多，在此税收优惠条件下，年营业

额不超过 1000 亿（1 人民币约合 3400

越南盾）越南盾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优

惠，预计国家财政收入将每年减少 1.5 

万亿越南盾。 同时，减税政策获批将推

动新增注册企业的增长。

越南经济园区体系是重要增长极，

园区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利好和税收

优惠的重要抓手。 1986 年以来，越南

历届党代会的决议形成了发展经济园区

体系的一贯主张，以经济特区及工业园

区将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点，以点

带面，通过打造局部增长极带动全国的

经济增长。越南政府也在发展过程中，

不断推进经济园区机制的管理、运作

机制，前后经历了 4 个阶段。2016 年

初，越南政府批转建立了三个经济特区

（SEZ）的计划，并披露将 在经济特区

中先行试点重点经济和行政政策。越南

积极搭建增长平台，经济园区和工业园 

区等享受多重福利，园区内企业在进出

口税收、企业所得税等方面享受减免，

在土地租金、 信贷配给方面享受优惠，

这些政策利好和税收优惠为制造业企业

的发展奠定基础。

外资优惠制度改革助推越南外向型

经济释放活力。越南的改革与开放之路

中，对外资开放更是促进越南经济增长

的重要制度基础。2006 年 7 月，越南

出台新的《投资法》，宣布对中国与外

商投资实施统一管理，取消此前《外国

投资法》的诸多限制，包括要求优先购

买，使用中国商品的服务，或必须购买

中国某一生产厂家的产品和服务等，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2007 年加入 

WTO。2015 年 7 月，为适应 TPP 等

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越 南对投资

法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修改，出台了新的

《投资法》，2015 年版的新《投资法》

对 外商投资者界定、外资企业设立程序

等问题予以进一步解释，同时大力简化

行政审查手续， 给予外商投资更大的优

惠幅度。

地产：城市化率提升空间较大，

海外尤其是中国投资越南住宅比

例攀升

供给和需求共同促进越南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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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2017 年越南城镇化率仅

35%，正在以每年约 2% 的速度在提

升。虽然胡志明和河内的高端住宅价格

较高，但租金回报率高达 8% ～ 10%。

越南房地产日益受海外资金追捧，2018

年通过世邦魏理仕在越配置住宅客户

中，海外投资者占比为 77%，其中中国

国籍投资者占比高达 45%。

土地所有权国有，但使用权可以转

让，土地使用权的相对“私有化”促进

市场发展。根据现行土地法规定，越南

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可

以对国有的土地享有使用权。由国家对

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土地使用期限一般

分为长期稳 定使用和有限使用两种情

况，长期稳定使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

“永久使用权”，有限使用土地的期限

也分为 5 年、20 年、50 年、70 年和 

90 年不等，一般到期可续期。拥有土地

使用权的个人和集体，可以获得土地上

的劳动成果和投资收益，也可以进行土

地出让、转让、出租、再出租、继承、

赠送、抵押、担保、投资等等，国家回

收时也会获得补贴。土地使用权的相对

“私有化”为越南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

供给侧的支持。对于外资企业，越南《土

地法》也出台配套政策予以支持，根据

2013 年《土地法》规定，外国投资者

不能在越南购买土地，但可以租赁土地

并获得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一般为 50 

年，特殊情况下可以申请延期，但最长

不超过 70 年。

越南家电行业概况

近年来，伴随着越南经济高速增长，

家电产品市场需求亦在不断增长。越南

居民消费意识强，除日常用品外，普通

居民花费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摩托

车、家电及消费类电子产品上。

销量方面，根据德系调查公司 GFK

亚洲近期发布的 2018Q3 家电，电子

产品销售动态报告显示，2018Q3 家电

及电子产品销售总额为 506360 亿越南

盾（约合 149.7 亿人民币），其中，

大家电销售额为 87010 亿越南盾（约

合 25.7 亿人民币），小家电销售额为

18460 亿越南盾（约合 5.5 亿人民币），

消费电子产品销售额为 95450 亿越南

盾（约合 28.2 亿人民币），手机等

通信类产品 237,730 亿越南盾（约合

70.3 亿人民币）。家电、消费电子产品、

手机等通信类产品销售额与 2018 年同

期相比增速分别为 5%、6%、0%。

产量方面，2003 ～ 2017 年越南

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主要家

用电器的产量均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其中，洗衣机、电风扇、空调以及电视

机产量的增长较为突出。2017 年洗衣

机、电风扇、空调以及电视机的产量分

别为 285 万台、683 万台、45 万台和

1043 万台。

保有量方面，越南的家电普及率相

对中国处于较低水平，增长趋势与中国

农村类似。2016 年，越南冰箱每百户

保有量为 70 台，相当于中国城镇 1996 

年的水平；空调每百户保有量 25.3 台，

相当于中国城镇 1999 年水平。

天风证券观点：最终总结，从宏观

数据到微观细节，相信印越两国的对比

已十分清晰，在中期维度来看，无论是

印度还是越南，都无法替代掉中国。印

度的大国崛起是必然，但其进程应该是

无法复制中国速度。而越南更适合发展

成为下一个韩国，成为中国部分制造业

的 B 角，作为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补充。

中越印房价最新情况（单位：元 / 平方米）

上海 胡志明 孟买

平均房价 98005 15376 46824

房价范围 79970 ～ 119955 10188 ～ 23287 25565 ～ 81809

税后平均工资 8195 2437 3932

20 年房贷平均货款利率 5.07% 9.07% 9.22%

注：调查对象有限，仅做参考，胡志明市、孟买房价就及工资以最新汇率换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