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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新冠

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

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身处这场大变局，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疫

情。新形势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各方共识，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面对不断变化的行业发展形势，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的大力支持

下，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唯一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商会（以下简称：商会）联合中国唯一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在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开展了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研究工作，并第五次发布《“一

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旨在为各方深度参与“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提供参考，助力各国企业共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新局面。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2021》延续之前研究框

架，以 71 个重点国家（包括 63 个“一带一路”国家和 8 个葡语国家）为

研究对象，从发展环境、发展需求、发展热度和发展成本四个维度深入分

析基础设施行业发展情况，并对基础设施行业短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展

望。考虑新冠疫情对基建行业造成的影响，本年度我们在保持指标体系不

变的基础上，优化了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模型和报告结构，呈现以下新特点：

（1）区分三种不同情景。新冠疫情的发展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们

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方法，分别定义了基准情景、乐观情景和悲

观情景，并进行了指数测算。基准情景下，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市场经

济体在 2021 年夏季（第二季度）得到广泛的新冠疫苗供应，大多数国家 /

地区到 2022 年下半年将获得广泛的新冠疫苗供应。乐观情景下，新冠疫

苗的有效性和普及率进一步提高，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快于预期，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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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头强劲。悲观情景下，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普及率不佳，疫情反复、

全球感染人数快速增加，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基础设施发展面临更严峻挑

战。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重点分析基准情景得分情况。（2）突出澳门

特区元素。作为在澳门特区发布的重要研究成果，为突出澳门特区特色，

本报告对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做了专项研究，同时系统回顾了澳门

特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并就澳门特区如何把握国家

“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机遇建言献策。（3）优化模型指标。

我们利用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对全球风险事件的跟踪和检测，在指标

体系中纳入了新冠疫情确诊人数、疫苗接种人数、战乱与冲突风险事件、

主权信用风险事件、基础设施行业政策变化等高频数据，最大化吸收数据

信息，更加客观准确描述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变化情况。

据此，本报告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一带一路”国家

基础设施发展形势和特征；第二部分从四个维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发展指数；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情况；第四部

分选取了三个重点国家，对其基础设施行业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五部分探

讨了“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相关

建议。

本报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经济论坛（WEF）、中国

商务部（MOFCOM）、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CHINCA）、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SINOSURE）、Fitch Solutions 等公开信息源，文中观点是

对基础设施发展前景的独立分析与预测，并不代表政府部门在相关问题上

的态度和立场，仅用作分析交流之目的。同时，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形

势和相关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报告所反映的信息与实际状况可

能存在差异，判断所依据的基础信息也可能存在局限。加之编撰者能力所

限和主观影响，报告难免存在不足与缺陷，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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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本报告沿用联合国及 OECD 的相关定义，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公共工程系统。基础

设施投资是指公共和私营部门对能够在长期内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固定的、不可移动的资产投资。

从经济性质上看，基础设施强调其公共产品属性；从具体行业上说，本报告所指的基础设施包括：

能源（电力）、交通（铁路、公路、机场、港口）、通信、水务（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共卫生等。

基础设施建设

简称基建，是指服务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多种方式的资金投入和项目运营方式，推动一国基

础设施发展水平提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本密集度高、投资周期长等特征。政府和其他公共

机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参与主体，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通过 DBO（设计 - 建造 -

运营）、BOT（建设 - 经营 - 转让）、PPP（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等带有投资性质的业

务模式参与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多样性不断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国家

本报告研究对象包括 71 个重点国家，其中有 63 个“一带一路”国家和 8 个葡语国家。其中，

6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体包括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南、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亚美尼亚、蒙古、

阿富汗、巴基斯坦、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约旦、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

保加利亚、波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

北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塞浦路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和匈牙利。

东南亚地区

根据联合国区域划分标准，东南亚地区包括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文莱、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独联体和蒙古地区

独联体和蒙古地区包括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亚美尼

亚以及蒙古。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乌克兰已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正式退出独联体，但为与前两年度

区域划分保持一致，仍将其纳入独联体的研究范畴。

南亚地区

根据联合国区域划分标准，南亚地区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不丹、马尔代夫、孟加拉、尼泊尔、

斯里兰卡和印度。

葡语国家

葡语国家共有 8 个，包括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东帝汶。

术语表 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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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地区

根据联合国区域划分标准，西亚北非地区包括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

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和约旦。

中亚地区

根据联合国区域划分标准，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东欧地区

根据联合国区域划分标准，中东欧地区包括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纳、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北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

塞浦路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和匈牙利。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是一个反映“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行业的发展环境、

发展需求、发展热度和发展成本的综合性指数。发展指数得分越高，一国的基础设施行业前景越好，

对企业赴该国进行基础设施行业投资、生产经营的吸引力越大。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权偿付能力、营商环境、

冲击因素和行业环境多个维度，充分反映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的环境

状况。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反映了一国基础设施行业相对需求和绝对需求的总和，

指数越高表示一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市场潜力越大。其中相对需求是指在当期人均收入水平条件

下，为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绝对需求是指使一国为达到最优社

会服务水平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指数基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签合同额、基建项目的

私人投资额、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等指标进行测算，用以反映一国短期内基础设施行业的

投资热度。发展热度指数越高表示一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活跃度越高，市场吸引力越大。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包含经营成本和融资成本两个要素。其中，经营成本

主要衡量企业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原材料、劳动力、汇率波动、许可证获得等生产经

营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经营成本是逆向指标，指数越高，代表经营成本越小。融资成本衡量企业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项目资金借贷成本，同属于逆向指标，融资成本指数越高，代表成本越小。

总指数和区域指数

总指数反应了“一带一路”71 国的总体情况，将各国指数以 GDP 为权重加权平均而来；区域

指数反应的是各个区域的得分情况，测算方法与总指数相同。

基准情景、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

基准情景下，大多数国家 / 地区到 2022 年下半年将获得广泛的新冠疫苗供应。乐观情景下，

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普及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复苏快于预期。悲观情景下，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普

及率不佳，疫情反复、全球感染人数快速增加。如无特殊说明，均指基准情景。



VII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第一章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

设施发展总体特征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止跌回升，各国相继出

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经济复苏预期的不断增强，为处于近十年来低谷中

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带来希望。但新冠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

根本遏制，持续蔓延、反复暴发的风险依然存在，疫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仍存变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家

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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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The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第一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分析

一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止跌回升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总指数止跌回升，从 2020 年的 110 上

升至 1131。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新冠疫苗全球接种进程加

快，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复苏迹象显著，基建行业实现恢复性发展的趋势日

益明显。当然，受疫情持续、通胀压力、成本上扬等不利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国

家基础设施发展仍远未恢复到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考虑到新冠疫情走向的不确定性，本报告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方

法，在基准情景之外，还区分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分别进行了测算 2。在疫苗接种加速

推进的乐观情景下，“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总指数得分进一步回升至 116；

在疫苗接种滞后、疫情难以遏制的悲观情景下，“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总指

数得分将降至 111。

1　此得分为基准情景。

2　 基准情景是指——假设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 2021 年夏季（第二季度）得到广泛的

新冠疫苗供应，大多数国家 /地区到2022年下半年将获得广泛的新冠疫苗供应。乐观情景是指——

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产能取得更好进展，增强了人们对疫情大流行得到更快遏制的预期，从而提

振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带来更为强劲的投资、消费和就业复苏，全球经济增长强于基准情景。

悲观情景是指——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产量供应或接种进度不佳，较基准情景更差，新冠肺炎的

感染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疫情难以遏制削弱了企业和家庭的信心，企业破产数量增加，投资低迷，

消费疲软，全球经济增长弱于基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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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图 2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10-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注：蓝线表示基准情景下指数得分，绿线表示乐观情境下指数得分，橙线表示悲

观情景下指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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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分指数变化情况

分指数 2019 2020 2021

总指数 119 110 113 

发展环境指数 115 102 107 

发展需求指数 130 121 125 

发展热度指数 119 110 112 

发展成本指数 107 106 105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东南亚指数保持领先，南亚指数有所下降

2021 年，除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下降之外，其他区域发展指数得分均

有所上升。其中，东南亚、独联体和蒙古发展指数得分列前两位，排名与 2020 年一致；

葡语国家在巴西、葡萄牙两个重点市场带动下，指数得分排名涨至第 3 位；南亚地区

部分国家疫情出现反复，排名由 2020 年的第 3 位降至第 6 位；中东欧地区发展需求和

市场热度不及其他区域，指数排名仍列最后一位。

东南亚地区指数得分居于首位。得益于旺盛的建设需求、友好的发展环境、较强

的投资吸引力和成本优势，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继续领跑七个区域，指数得

分为 12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指数排名均较为靠前。

在东南亚 10 国中，有 8 个国家的发展指数得分位列本年度排行榜前 20 位，区域基础

设施发展整体优势显著。

中东欧地区指数得分继续垫底。中东欧地区国家数量多，各国基础设施发展环境

和基建成本差异较大。2021 年中东欧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在七个区域中得分最低，

仅为 107。分国家来看，立陶宛、希腊、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黑山等国

发展指数不高，拉低了该地区的指数得分；但北马其顿、保加利亚等国在企业经营成

本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行业仍具有潜力。

南亚成为本年度唯一指数得分下降的地区。本年度，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指

数得分为 110，排名由 2020 年的第 3 位大幅下降至第 6 位。新冠疫情在印度大规模

暴发，对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造成较大冲击，是导致南亚地区指数得分下降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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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区域发展指数变化情况 345

区域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东南亚 125 1 119 1

独联体和蒙古 115 2 114 2

葡语国家 112 3 108 5

西亚北非  1103 4 107 6

中亚  1104 5 110 4

南亚  1105 6 111 3

中东欧 107 7 103 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三 经济复苏带动各国指数普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表现各异

2021 年，69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较上年有所增长。从

指数上升幅度来看，中高收入 6 国家经济恢复较快，指数得分上升幅度较大，平均涨幅

为 4.0%；低收入国家指数得分上升幅度较小，基建行业发展面临一定的压力。

从国别指数得分和排名上涨情况来看，泰国指数得分涨幅最大，由 2020 年的 109

升至今年的 120，同比上涨 9.4%7；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改善、交通等领域投资需求回暖、

发展热度升温、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是泰国指数得分显著回升的主要因素。葡萄牙为

指数排名上升最多的国家，由 2020 年的第 44 位升至 28 位；交通、通信、公共卫生

等领域投资活跃，货币市场利率下调使基建项目融资成本下降，成为葡萄牙指数得分

排名上升的关键。

从国别指数得分和排名下降情况来看，哈萨克斯坦和印度是本年度仅有的两个指

数得分下降的国家，同时印度也是指数排名降幅最大的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发展

环境较 2020 年虽有好转，但市场热度略有下降，加之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成本压力加

3　西亚北非实际指数得分为 110.4。

4　 中亚地区 2020年基准情景指数得分为109.5，2021年指数得分为110.1，2021年指数得分较2020

年略有上升。

5　南亚实际指数得分为 110.0。

6　根据世界银行收入划分标准。

7　指数实际数值非整数（文中取整表述），所以变化率可能与按文字表述数值计算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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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略有下降。印度疫情形势严峻、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高，

对基础设施发展热度、企业经营和融资成本影响突出；疫情对该国基础设施上下游产

业造成严重冲击，叠加区域经济萎靡、投资情绪减退等不利因素，印度基础设施发展

指数排名由 2020 年的第 11 位跌至 3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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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新特征

一 疫情背景下基础设施发展呈现较强韧性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国基础设施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降至近十年最低点。进入 2021 年，随着疫情逐步缓解，各

国发展环境、发展需求和发展热度得分有所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普遍止跌回升，“一

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恢复性发展预期不断增强。

为拉动经济回暖、吸引国际投资、促进就业消费，不少“一带一路”国家自 2020

年起陆续推出以基建投资为重点的经济刺激计划。例如，印度尼西亚加大基建财政预算、

孟加拉国增加铁路项目的财政拨款、埃及加快以新首都建设为代表的城市化建设步伐

等。2021 年，围绕上述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地实施，交通、电力、房建、医疗卫生等事

关国计民生的项目成为各国政府支持重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行业表现出较

强的发展韧性。

二 碳中和引领基础设施建设新方向

2020 年以来，以碳中和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目标在全球范围得到积极响应。截

至 2021 年 4 月，全球已有 130 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碳中和的目标。其中，中国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欧盟、日本等也提出各自的减

排计划。 

受此影响，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正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加快淘汰煤电等化石

能源，加大对风光电热等新能源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关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制定融

资标准和原则，更加强调绿色发展、环境友好等可持续发展要求，目前已有多家金融

机构公开声明停止对包括煤电在内的化石能源项目的融资支持，并承诺加大对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投资。在项目层面，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项目正成为各方开展电

力合作的重点。据 Fitch Solutions 项目数据库显示，2020 年全球光伏、水电项目数量

同比增速均超过100%，远超其他类型发电项目。碳中和已成为一场系统性变革，将对“一

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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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各异，基础设施的发展条件

和需求不同，多数国家仍处于碳排放上升阶段，要统筹推进碳减排与保障经济增长，

还需要包括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

图 3 近三年全球新增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数量

数据来源：Fitch Solutions，研究团队整理。

表 3 代表性金融机构限制煤电措施

金融机构 类型 限制政策

法国国家投资银行 出口信贷机构
仅支持使用超超临界技术且碳排放量低于 750g/ 千万

时的燃煤电站。

韩国进出口银行 出口信贷机构
仅支持使用超超临界技术且碳排放量低于 750g/ 千万

时的燃煤电站。

拉丁美洲出口银行 出口信贷机构
仅支持使用超超临界技术且碳排放量低于 750g/ 千万

时的燃煤电站。

ACHMEA 保险 / 再保险 大幅停止煤炭保险并剥离煤炭资产。

安联保险 保险 / 再保险
大幅停止煤炭保险并剥离煤炭资产。从 2030 年不再为

25% 以上的煤炭企业提供财产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瑞士再保险公司 保险 / 再保险 2040 前从再保险条约中完全淘汰燃煤。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银行 到 2030 年实现零燃煤敞口。

南非联合银行 银行
除非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否则不会为新的燃煤发电

提供资金。

星展银行 银行 停止向燃煤电站和煤矿开采业提供贷款。

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与经济分析研究所，研究团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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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性贸易协定助推基础设施合作升级

当前，国际经贸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区域性贸易协定作为多边

合作体系的补充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签署，2021 年非洲大陆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与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相比，

区域性贸易协定在产业覆盖面、投资准入等方面的规则更加具体，从而也为“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具体来看，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陆续生效，对于高质量构建“一带一路”国家基

础设施合作产业网络，提升各国基础设施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更加

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下，国际承包商正加快在规划、设计、咨询、运营等多个

领域拓展与东道国企业的合作，深度参与相关各国基础设施开发的各个阶段。国际承

包商在提升本地化水平的同时，还有效带动了各方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另一方面，区域性投资协定为整合区域经济、促进各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相关国家

城市化建设、工业升级、交通物流等的发展将提振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以房建、工业

建设、产业园区、电力能源、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为代表的多个领域将涌现越来越

多的项目机会。

表 4 主要的全球及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定对比分析 8

WTO 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RCEP

中欧投资协定 8

CAI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CPTPP

覆盖范围
全 球 范 围 内 有

162 个成员国

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共 15 个国家

中国及欧盟 27 国
包括日本、澳大利亚、

加拿大、新西兰等 11 国

涵盖领域

涉及约 100 个部

门，主要集中于

实体行业

在 WTO 基础上，新增

研 发、 管 理 咨 询 等 22

个部门，提高金融、海

运等 37 个部门的承诺

水平

中国在企业补贴、

透明度、技术转让、

标准制定、行政执

法、金融监管等多

个方面做出更高的

开放市场承诺

相比 RCEP，在服务业、

知识产权、环境标准、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贸

易标准

市场准入

采用有灵活性的

市场准入原则，

由各国政府根据

本国的国情确定

市场准入的规模、

程度和时间

正面引导和负面清单相

结合，在制造业、农业、

林业、渔业、采矿业 5

个非服务业领域采用负

面清单方式

使用准入前国民待

遇 加 负 面 清 单 的

模式

全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

要求各 成员国除了限制

或禁止开放的领域，应

当以一般自由化措施予

以全方面开放

8　2021年 5月 20日，欧洲议会通过相关决议，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目前该协议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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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RCEP

中欧投资协定

CAI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CPTPP

贸易规则

适用性

以非歧视性、公

平贸易和透明度

为主要原则。对

发展中国家有一

定的特殊和差别

待遇

设立过渡性保障措施制

度，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特殊与差别待遇，通过

经济 和技术合作条款支

持欠发达国家

—

在劳动和环境规则、竞

争政策、国有企业、知

识产权监管、互联网规

则和数字经济等方面设

定了更高的标准

关税水平

成员国间关税结

构差别较大，但

需要承诺不能随

意把关重新提高

到超过约束上限

的水平

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占

比超 90%，部分产品存

在十年的生效期，各国

将保留一定的农产品配

额

—

关税削减程度最高且生

效较快，对某一成员的

关税减让承诺的关税优

惠将自动赋予其他所有

成员

数据来源：研究团队整理。

四 ESG 成为国际基建合作新要求

为控制投融资风险、应对气候变化、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将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作为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立项和实施的重要评估指标，企

业的 ESG 评级以及项目的 ESG 管理水平也成为国际金融机构或投资者提供融资支持

的关键要素之一。针对这一变化，各国政府逐步推出与 ESG 相关的管理规定，对基础

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提出了更高的社会、环境可持续要求。要符合国际通行

的 ESG 管理要求，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包商和运营商不仅要确保基础设施项目满足业主

方的功能需求，而且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充分保护员工、社区民众等利益相关方的

合法权益，努力构建与各方和谐融洽的关系，尽可能减少项目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等等。目前，国际社会在 ESG 管理方面仍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机构对 ESG

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围绕基础设施领域 ESG 管理的国际对话及机制建设有待

进一步完善。但是，应该看到，加强 ESG 管理，关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与建设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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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承包商业务发展分析

国际承包商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节利用上市国际承包商

的公开数据，梳理了 2010 年以来 ENR 上榜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关键指标变化，分析了

新冠疫情对国际承包商业务发展的影响，并结合部分国际承包商的应对措施，分析了

后疫情时代国际承包商的发展前景和机遇挑战。

一 2010 年以来国际承包商业务发展情况

据 2020 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

承包商”榜单统计，上榜企业的海外业务已覆盖超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全部

上榜企业的海外营业额高达 4730 亿美元。其中，排名前 20 的国际承包商 2019 年海

外营业额超过 2610 亿美元，占全部 250 家承包商的 55%。考虑数据可得性，本节以

2020 年 ENR 国际承包商榜单中的 72 家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 9，从海外业务、营收水平、

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员工数量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企业海外业务的情况。

中国企业资产规模大，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低。来自中国、欧盟、日本及韩国的

企业较多，分别为 21、19、11 和 6 家，其资产规模分别达到 1.15 万亿、3690 亿、

1080 亿和 790 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企业的资产规模超过全部样本资产规

模的 60%，但因其国内业务规模较大，海外业务仅占总收入的 13% 至 15%。近 10 年来，

中国企业总体国际市场份额由 2010 年的 13.8% 稳步提升至 2019 年的 25.4%，中国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显著增强。

9　 样本企业共包括 72 家上市公司，其中中国企业 21 家。2020 年，样本企业的总营收规模占 ENR 上

榜企业的 7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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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 年各国上市国际承包商资产规模

数据来源：Osiris，2020 年度 ENR250 榜单，研究团队整理，国家为企业注册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国际承包商吸引力较强。2019 年，ENR 上榜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的分公司数量已达到 979 家，超过上榜企业在全球所设分公司

总数的一半。分区域来看，72 家样本企业在东南亚地区开设的分公司数量最多，南亚

和中东北非地区排二、三位，在中东欧国家开设分公司数量最少。分国家来看，印度、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分公司数量较多，沙特阿拉伯、波兰、巴西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

对国际承包商有较强的吸引力。

图 5 国际承包商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参与情况

数据来源：2020 年度 ENR250 榜单，研究团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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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承包商分公司数量（TOP 20）

国家 企业数量 排名 国家 企业数量 排名

印度 46 1 缅甸 28 10

印度尼西亚 45 2 孟加拉 27 12

马来西亚 43 3 卡塔尔 25 13

沙特阿拉伯 42 4 阿曼 23 14

泰国 40 5 波兰 23 14

越南 37 6 伊拉克 23 14

新加坡 34 7 埃及 22 17

菲律宾 33 8 土耳其 22 17

科威特 33 8 巴西 21 19

俄罗斯 28 10 乌兹别克斯坦 21 19

数据来源：2020 年度 ENR250 榜单，研究团队整理。

国际承包商的本地业务占比有所回升。观察所有非中国样本企业 10 过去 10 年的业

务表现，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长期维持在 55% 以上，跨国开展的基础设施合作，是保

障欧盟、日韩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 2019 年，上述非中国

样本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突然回落至 46%，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承包商的

业务发展趋势。

10　 为更准确国际承包商经营情况的变化，本节将本地业务占比较高的中国承包商从样本中剔除，主

要以 51 个非中国国际承包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上市公司公开数据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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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际承包商海外业务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2020 年度 ENR250 榜单，研究团队整理，已剔除中国企业。

国际承包商资产和业务规模普遍上涨。2010 年以来，非中国样本企业逐步走出全

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资产及业务规模均呈波动上涨趋势。相关企业的资产规模 11 由 2010

年的 55 亿美元上涨至 2020 年的 128 亿美元；年度营业收入收由 46 亿美元上涨至 84

亿美元，大部分企业资产规模与业务规模明显增长。研究还发现，国际承包商员工数量，

呈现以 5 年为周期的波动上涨态势；但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样本企业的员工规模

同比下滑近 30%。

11　为避免极值影响，数据为样本中位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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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际主要承包商企业基本情况变化（2010-2020）

数据来源：Osiris，研究团队整理。

注：数据为中位数，已剔除中国企业。

国际承包商盈利能力有所减弱。2010 年以来，非中国样本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稳定

维持在在 3%-5% 的区间内，但企业资产规模的增速快于利润增速，净资产收益率呈

下降趋势，国际承包商对资金的利用效率仍有待提升。2019 年以来，受国际贸易摩擦

加剧和新冠疫情暴发等因素影响，国际承包商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回报率均有所下滑，

两者分别由 2018 年的 4.4% 和 13.7% 下降至 2020 年的 3.6% 和 10.0%。其中，市值

排前 5 名的头部企业净利率在 2020 年平均下降了 5.0 个百分点，跌幅高于样本整体水

平。作为市值最高的上市承包商企业，VINCI 的净利率由 10.3% 降至 4.1%，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国际业务规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承包商在 2020 年受到的

冲击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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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际主要承包商盈利能力变化

数据来源：Osiris，研究团队整理。

注：数据为中位数，已剔除中国企业。

表 6 2020 年主要国际承包商企业的发展情况

国际承包商企业 国家 市值（亿美元） 总营收（亿美元） 员工数（万人）

VINCI 法国 613 544 21.8 

BOUYGUES 法国 157 449 12.9 

ACS 西班牙 104 433 18.2 

EIFFAGE 法国 95 206 7.3 

SKANSKA 瑞典 103 196 3.2 

STRABAG 奥地利 38 183 7.4 

AECOM 美国 67 132 5.4 

WORLEY 

LIMITED
澳大利亚 31 90 5.2 

ACCIONA 西班牙 79 89 2.3

CIMIC GROUP 澳大利亚 58 88 3.2 

数据来源：Osiris，研究团队整理，数据为 2020 年末情况，营收包括国内和海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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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国际承包商业务表现的对比分析

考虑到各区域承包商经营范围、企业文化的差异，本段以注册上市地为标准，将

51 家非中国样本企业区分为：欧盟、日韩、美国、澳大利亚四个组别，分析不同组别

企业的关键财务指标。

日韩企业综合表现较好，业务发展较为稳定。首先，从反映企业整体盈利能力的

净利率指标来看，日韩企业近年来利润率有所上升，整体盈利能力好于其他三个区域，

且利润率波动较小；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企业的利润指标在 10 年间均出现过较大波

动。其次，从反映承包商供应链稳定程度及合同资产规模的应收账款指标看，美国和

澳大利亚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比降幅较大，反映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

欧洲和日本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比则基本维持稳定。最后，从资产减值情况看，受全球

贸易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影响，所有区域的资产减值规模均有所上升，其中欧盟和美

国企业资产减值规模相对较高，日韩企业出现资产减值的情况相对较少，整体业务表

现更加稳定。

图 9 国际承包商关键指标及其变化（2010-2020）

数据来源：Osiris，研究团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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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国际承包商的影响程度不一。2020 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承包

工程行业竞争加剧，盈利能力受挫。从资产负债表关键指标 12 的变化来看，欧盟和日韩

承包商的利润分别较 2018 年下降 2.0 和 4.2 个百分点，但下降原因存有差异。对欧盟

承包商而言，其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来自资产减值情况的增多；对日韩承包商而言，

则是由于管理费用的上升。对美国和澳大利亚承包商而言，相关企业在 2019 年就已出

现亏损情况，相对较低的基数使美国和加拿大承包商在 2020 年转亏为盈，新冠疫情的

影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三 国际承包商业务发展新特征

展望未来，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受财政紧张、汇率波动、物价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

基础设施开发面临较大挑战。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新冠疫苗的逐步接种和全球经济

的缓慢复苏，国际基建市场环境有望持续好转，国际承包商在“一带一路”国家基础

设施领域的参与度将继续提升。总体来看，国际承包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发

展模式呈现以下新特征：

国际承包商更加重视业务多元化。近年来，国际承包商积极通过投资并购、跨界

经营等方式拓展经营范围，主动培育竞争新优势和业务增长点。2020 年，WEBUILD

完成对 ASTALDI 的股权收购，主导或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显著增强。2021

年，VINCI 出资 57 亿美元收购 ACS 的能源业务，补足自身在能源承包领域的短板；

STRABAG 则在其 2021 年度战略中强调拓宽市场布局，着力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国际承包商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加强 ESG 管理、建设符合东道国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将成为国际承包商的主流做法。VINCI 在 2021 年推出“环

境转型计划”，将以减少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环境影响为目标，对业务进行改革；

SKANSKA 提出了 2045 年公司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营业

务的 ACCIONA 则通过对所有项目进行 ESG 评价的方式，改进其社会和环境可持续

绩效。

12　 净利率（Net Profit Margin）反应企业盈利能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CAPEX to Revenue 

Ratio）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营收的比例，指标反映了企业维持或扩大投资规模的意愿；资

产减值规模（Depreciation & Amortization to Sales）为企业资产减值相对营收的比例，指标反

映了资产减值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应收账款占比（Accounts Receivable to Total Asset）反映了

企业供应链的稳定程度及承包商企业的合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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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承包商借助新技术实现模式转型。在基础设施项目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趋势凸显背景下，国际承包商对新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2021 年，BOYGUES 提出“智

能城市”理念，致力于协助设计建造更安全、更智能、更节能的建筑；AECOM 则基

于云计算和数据管理技术提出了“智能构建”的方案，将多个数据源和外界变量整合

到信息云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建筑的运营成本。



第二章 
“一带一路”国家

基础设施发展子指数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包括发展环境、发展需求、发展热

度和发展成本四个子指数。本章将分别从上述四个维度，对“一带一路”国

家基础设施发展进行全面分析。总体来看，在全球经济复苏、各国基建热情

回升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发展需求指数和

发展热度指数虽未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得分均出现回升，发展成本

指数得分受原材料价格及汇率影响承压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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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

发展环境指数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权偿付能力、营商环境、冲击因素和

行业环境等六个维度，充分反映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面对的环

境状况。

图 10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热力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一 发展环境指数总体变化情况

2021 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为 107，较上一年有明显改善，

与其他三个子指数相比，发展环境指数得分提升幅度最大，是拉动总指数增长的重要

因素。但与疫情暴发前相比，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仍处于近十年低位，“一带一路”国

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修复。乐观情景下，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将回升至

110，悲观情景下指数得分为 106，较基准情景略有下降。

随着疫情蔓延得到有效遏制，自 2020 年第三季度起，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经

济出现“V 型”反弹，各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出现好转迹象，国民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

这为本年度发展环境指数回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当前各国经济和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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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恢复不平衡特点突出，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恢复较快，经济环境及主权偿

付能力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改善较大；发展中国家受社会安全局

势、疫苗短缺及债务负担等因素影响恢复较慢，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改善幅度有限。

图 11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指数（2010-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发展环境指数区域及国别得分情况

2021 年除南亚地区外，其他区域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均呈上升态势。分国别来看，

94% 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上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指数得分增

长幅度超过 10%，仅有四个国家 13 指数得分不变或有所下降。具体来看：

东南亚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以微弱优势蝉联榜首，新加坡得分连续十年排首位。东

南亚地区 2021 年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为 114，虽仍在七大区域中排名首位，但领先优势

有所弱化。值得注意的是，受印度大规模暴发新一轮疫情影响，与之邻近的东南亚各

国疫情防控形势较为严峻，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疫情出现反弹，基础设施发展环境

面临新的挑战。从国别情况来看，新加坡政局稳定、营商环境优渥，虽然疫情管制措

施不利于项目推动，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优势，指数排名继续保持首位。

中东欧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快速回升，波黑发展环境显著改善。中东欧地区 2021 年

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为 114，较 2020 年的 106 显著提升，区域排名回升至第 2 位。中

13　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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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地区国家政局长期稳定，国家治理能力普遍较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及行业

环境改善方面表现突出，本年度该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发展环境指数增幅超过 9%。

从国别来看，波黑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增幅最大，由 2020 年的 89 升至 2021 年 101。

今年一季度，波黑失业率已降至疫情前水平，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大增 25.5%，经济复

苏前景较好；同时波黑政府还十分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一批交通路网、智慧城市、电

信网络项目计划，为该国基础设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南亚地区发展环境较上一年有所恶化，印度得分降幅最大。南亚地区 2021 年发展

环境指数得分为 102，连续三年下降，也是 7 个区域中唯一指数得分下降的地区，新

冠疫情迅速恶化是导致指数得分下滑的主要原因。因防控措施不力、医疗基础设施薄弱、

公众防疫意识松懈等原因，印度新冠疫情快速蔓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全球最高记录，

目前印度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医疗设备及疫苗短缺问题凸显，经济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

此外，包括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在内的南亚国家疫情也已出现反弹，南亚地区基础

设施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图 12 印度新冠疫情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24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

The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ex Report

表 7 各区域发展环境指数变化情况 1415

区域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东南亚    11414 1 108 1

中东欧    11415 2 106 2

葡语国家 108 3 101 4

中亚 107 4 97 6

独联体和蒙古 105 5 98 5

南亚 102 6 103 3

西亚北非 101 7 96 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表 8 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及排名（TOP15）16171819

国家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新加坡 144 1 147 1

捷克 123 2 113 4

阿联酋    12016 3 121 2

葡萄牙    12017 4 115 3

匈牙利 119 5 108 8

马来西亚 116 6 107 9

阿曼    11518 7 107 11

波兰 115 8 110 5

斯洛伐克 115 9 105 15

斯洛文尼亚 115 10 110 6

印度尼西亚    11419 11 107 10

越南 114 12 109 7

克罗地亚 113 13 102 18

14　东南亚地区实际得分 114.4。

15　中东欧地区实际得分 114.1。

16　阿联酋实际得分 120.4。

17　葡萄牙实际得分 120.1。

18　阿曼实际得分 115.4，波兰 115.3，斯洛伐克 115.2，斯洛文尼亚 115.1。

19　印度尼西亚实际得分 114.4，越南实际得分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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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保加利亚    11220 14 103 17

土库曼斯坦 112 15 96 42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20

三 发展环境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但地缘风险事件对部分国家影响较大

2021 年，多数“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环境得分相对稳定，但全球新的地缘政治

风险事件频发，基础设施发展面临的政治环境更趋复杂。美俄制裁不断升级，导致大

国关系全面承压；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政权，国内紧张局势持续，暴力冲突事件频发；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局势更趋动荡复杂。新冠疫情放大了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差异，叠加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影响，“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升高。

（二）经济环境显著好转但不确定性风险升高

随着各国政府防疫经验的积累，特别是新冠疫苗的陆续接种，多数“一带一路”

国家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社会与经济发展秩序逐步回复，全球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

日益改善。受此影响，“一带一路”国家实际 GDP 增速普遍大幅回升，平均升幅达 7.9

个百分点，葡萄牙等 18 个国家 2021 年经济增速上调超过 10 个百分点。但也应看到，

当前全球通胀压力增大，各国经济恢复不平衡性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财政压力较大，加之新冠疫情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环境还存

有较大不确定性。

（三）主权偿付压力进一步上升

2020 年，各国为抗击新冠疫情累计支出财政资金超 14 万亿美元，“一带一路”

国家普遍存在债务规模大幅上升、财政压力升高等问题。截至目前，在 G20 缓债倡议

执行及多边机构资金的支持下，“一带一路”国家虽未发生大规模债务违约事件，但

相关国家债务偿付能力已接近上限，根据中国信保内部评估结果显示，26.8% 的“一

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有所上调。后疫情时代相关措施的退出，或将导致有关国

家陷入新的危机。

20　保加利亚实际得分 112.3，土库曼斯坦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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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国政府重视营商环境改善以吸引外资

近年来，“一带一路”各国均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以期吸引外资参与本国经济建

设。新冠疫情暴发后，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出台了新的支持政策，着力降低疫情管

制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负担。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缅甸推出公司网上注册平台，

施工许可证办理效率提升；菲律宾取消了对国内企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公司注册门

槛降低；越南通过对国家税务系统信息化改造，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化的纳税服务；

老挝部署自动化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企业获得电力便利度提高。相关国家营商环境

的改善将进一步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预计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吸引外资流量将

大幅增加，同比增幅将达到 22.8%。

（五）行业环境有所好转，但市场信心仍有待加强

随着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政策连续性、开放度、

战略清晰度有所提升，带动各国行业环境持续改善。但指数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仍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受疫情影响 2021 年市场开拓较为困难，仅有 33% 的受访者认为

2021 年新签合同额可能超过 2020 年。由此可见，疫情对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存在

较长一段时间，当前行业发展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市场信心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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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

发展需求指数反映了一国基础设施行业相对需求和绝对需求的总和，指数越高表

示一国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市场潜力越大。其中相对需求是指在当期人均收入水平条

件下，为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绝对需求是指为使

一国达到最优社会服务水平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图 13 发展需求指数热力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一 发展需求指数总体变化情况

2021 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25，受新冠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全球经济复苏趋势向好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需求正逐步恢复，发展需

求指数较上年小幅回升，但仍低于 2019 年的得分（130）。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国家

发展需求指数得分有所上升，各国发展需求指数得分排序稳定，名次变动在 5 名以内

的国家占比达 91.5%。乐观情景下，发展需求指数得分将回升至 127，悲观情景下指

数得分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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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2010-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发展需求指数区域及国别得分情况

2021 年，除中亚地区以外，其他地区指数得分均有回升。其中，独联体和蒙古居

区域排名首位，中东欧地区继续垫底，东南亚和葡语国家排名分别升至第 2、3 位。南

亚地区受新冠疫情反复的不利影响，排名从上年的第 4 名跌至第 5 名。此外，西亚北

非地区排名与上年保持一致（第 6 位），但指数得分增幅达 5.5%。从细分行业来看，

交通（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142）和能源（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138）行业发展需求保持高位，

通信、水务和公共卫生行业较上年有不同程度提高。具体来看：

独联体和蒙古地区蝉联首位，俄罗斯和蒙古发展需求回升。2021 年该地区发展需

求指数得分为 143，较上年涨幅达 4.4%，领先于其他六大区域。具体来看，交通和能

源行业需求指数得分分别为187和164，成为拉动区域需求走高的重要因素。同时，通信、

水务和公共卫生行业指数也较上年有所提高，得分分别为 145、126 和 130。俄罗斯（发

展需求指数得分 147）和蒙古（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138）等区域大国在能源和交通行业

的庞大需求对拉动本区域基建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别来看，俄罗斯政府出台“发

展运输体系”国家规划纲要（2018-2024 年）和“能源发展”国家规划纲要（2013-

2024 年），促进能源和交通需求释放，2021 年该国上述两个行业的需求指数得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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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83 和 170。

东南亚地区排名继续上升，印度尼西亚得分高居榜首。2021 年，东南亚国家发展

需求指数得分为 134，排名连续三年提升。近年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

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等指标相对较低，营商环境不断改善，较好的外部环境成为拉

动该区域基建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国别来看，印尼 2021 年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67，该国制定的《2020-2024 年中期发展规划（草案）》中，明确了包括对新首都

和多个主要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有效刺激了交通、能源、通信等各细分行业

的需求释放。

南亚地区排名跌至第五位，印度发展需求受到抑制。2021 年该地区发展需求指数

得分为 126，较上年涨幅较小，排名从第 4 跌至第 5 位。印度发展需求指数得分受疫

情影响较大，排名较上年下滑 5 位，是地区发展需求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从细分行

业来看，能源和交通行业仍是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重点，需求指数得分分别为

156 和 142。值得注意的是，疫情背景下南亚地区公共卫生行业需求得到释放，指数得

分为 143，较上年提高 3.6%。

表 9 各区域发展需求指数变化情况

区域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独联体和蒙古 143 1 137 1

东南亚 134 2 127 3

葡语国家 129 3 124 5

中亚 128 4 130 2

南亚 126 5 125 4

西亚北非 115 6 109 6

中东欧 109 7 104 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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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发展需求指数得分及排名（TOP15）

国家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印度尼西亚 167 1 160 1

俄罗斯 147 2 141 2

埃及 145 3 136 4

巴基斯坦 141 4 133 7

安哥拉 140 5 134 6

缅甸 139 6 140 3

蒙古 138 7 132 8

哈萨克斯坦 136 8 135 5

柬埔寨 133 9 126 9

巴西 132 10 126 10

伊拉克 131 11 125 12

尼泊尔    13021 12 124 13

老挝 130 13 123 14

白俄罗斯 127 14 121 18

阿富汗 126 15 120 19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21

三 发展需求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一）区域间细分行业发展需求呈现差异化特征

从细分行业来看，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差异化特征显著。交通行业，独联体和蒙

古地区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87，远超“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分 131），

其中蒙古的铁路建设需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铁路电气化改造需求强劲，带动区域

交通发展需求走高。能源行业，东南亚地区发展重点在于提高电力供给水平；南亚地

区除供给缺口较大外，还有提高电网运输效率的需求；葡语国家，如葡萄牙和巴西则

有较强的清洁能源发展需求。通信行业，西亚北非地区移动电话、固话以及互联网的

普及率普遍较低，通信建设需求缺口较大；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通信建设有待完善，

相关各国农村地区对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较大。水务方面，以阿联酋和沙特为代

表的西亚北非国家，面临提高饮用水供给量的问题；中东欧地区的爱沙尼亚等国污水

21　尼泊尔实际得分 130.4，老挝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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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方面，各区域普遍对公共卫生发展有着较高需求，

其中葡语国家（得分 144）和南亚地区（得分 143）发展需求明显高于“一带一路”国

家平均水平（得分 128），在医院、医疗设施以及专业医护人员等方面发展水平较低，

亟待提高。

（二）互联互通建设和清洁能源成为新的需求增长点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备受关注的“拉穆港 -

南苏丹 - 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中老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蒙巴萨 - 内罗比 - 坎帕拉 - 基加利标轨铁路、尼穆莱（乌干达 / 南苏丹）一站式边境站、

基塔莱 - 讷达帕尔 - 朱巴公路（肯尼亚 / 南苏丹）等项目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未来，

随着 RCEP 和非盟《2063 年议程》逐步落实，相关国家交通领域的互联互通发展需求

或将迎来新一轮释放。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作出碳中和承诺的背景下，以清洁能源为重点的绿色项目同样

备受各方关注。根据 Fitch Solutions 测算，2020 年全球非水力可再生能源部门实现净

增发电装机容量超 135GW，预计 2021 年将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74GW，发展速度较

快。今年以来，欧盟成立了规模达 7500 亿欧元的 Next Generation EU 复苏资金，风

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将成为该基金投资的重点领域。葡萄牙、俄罗斯等国家也加

快了清洁能源建设步伐。在俄罗斯政府出台的《203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计划

于 2030 年前将非传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 38%，涉及投资约 60 万亿卢布。

（三）公共卫生基建需求保持高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卫生行业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国家公共

卫生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其中孟加拉国、阿富汗、也门等国表现尤为明显。本年度，“一

带一路”国家公共卫生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28，较上年进一步升高，葡语国家和南

亚地区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从长期来看，“一带一路”

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公共医疗设施改造、医疗服务信息化、智慧医

院建设，以及与公共卫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生物实验室建设、药品与医疗器械厂房建设等，

都将成为“一带一路”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发展的潜在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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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 展热度指数

发展热度指数基于“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项目新签合同额、基建项目的私人投资额、

国际承包商企业投资及效益数据 22 等指标进行测算，用以反映一国短期内基础设施行业

投资建设热度。发展热度指数越高表示一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活跃度越高，市场吸引

力越大。

图 15 发展热度指数热力地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一 发展热度指数总体变化情况

2021 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指数得分为 112，相比 2020 年的 110 小

幅回升。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停工的情况得到缓解，各国

基础设施建设节奏逐步恢复，各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热情逐

渐升温。但还应看到，与疫情暴发前相比，“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热度还处于低位，

参与各方的投资和建设诉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协作，以项目建设推动“一

22　 数据来源：“一带一路”国家基建项目合同额数据来自 BMI 和中国商务部，基建项目的私人投资

额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 PPI 数据库，企业数据来自 Osiris 数据库。



第二章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子指数分析  

33

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热度回升，应是各方共同的努力方向。乐观情景下，发展热度

指数得分将回升至 115，悲观情景下指数得分 111。

图 16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指数（2010-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发展热度指数区域及国别得分情况

2021 年，大部分地区的发展热度指数得分有所回升，发展热度得分上升的国家超

过 80%。在区域排名方面，南亚地区发展热度排名降幅较大，葡语国家和中亚地区的

排名有所上升，其它地区排名均与上年持平。在得分变化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发展热

度指数得分涨幅较大，南亚地区发展热度指数出现下降。具体来看：

东南亚地区持续保持基础设施发展热度优势，菲律宾得分涨幅较大。2021 年，

东南亚地区发展热度指数得分为 127，较上年大幅上升，超过了该地区 2019 年的水

平，在 7 个区域中排首位。区域内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进展受疫情

影响相对较小是推动发展热度上涨的主要原因。从国别来看，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

亚 2020 年基建项目新签业务量相对较好，基础设施发展热度得分在本区域内相对较

高。在受国内生活生产用电需求快速提升等因素影响，菲律宾政府制定《2017-2040

国家能源发展长期规划》，通过对国家电力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措施努力提高发电量。2020 年，菲政府新签署了 LIMAY 1100MW LNG 联合循环电站

（8.7 亿美元）、桑切斯米拉风电场（2.0 亿美元）等多个大型电力项目；以私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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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主导的电力项目则主要包括 Siguil Hydro Power Project（0.9 亿美元）、Sta. Rosa 

Solar Plant（0.3 亿美元）等。

西亚北非地区的发展热度有所上升，土耳其投资热度继续上行。2021 年，西亚北

非地区发展热度指数得分为 119，较上年小幅上升，区域排名第 2。尽管受到国际油价

波动的不利影响，西亚北非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仍维持了较高水平，土耳其、埃

及等国成为该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热度上行的主要拉动者。从国别来看，土耳其在 2020

年同中国方面的新签合同额大幅上升，科尼亚轻轨（15.9 亿美元）、埃利迪尔抽水蓄

能电站（15 亿美元）、胡努特鲁燃煤电厂（8.1 亿美元）等多个承包工程项目相继落地。

此外，据 Fitch Solution 统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运河项目的投资额或将达到 129.5 亿

美元，成为该国近年来推出的规模最大的 BOT 项目之一。

独联体国家和蒙古地区发展热度有所下降，俄罗斯项目投资额波动较高。独联体

和蒙古 2021 年发展热度得分为 102，较上年显著下降，区域排名也从第 3 位下降到第

5 位。新冠疫情影响、局部冲突多发、国际油价下跌及相关国家政府财政收入下滑等，

是导致该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热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国别来看，2020 年俄罗斯第三伏

尔加河大桥（0.9 亿美元）及圣彼得堡 Devyatkino 交通枢纽（0.7 亿美元）等项目稳步

推进，但项目投资规模波动较大。目前，俄罗斯出台了《远东开发战略》、《干线基

础设施现代化改造与改扩建综合规划》和《国家经济复苏计划》等多项发展规划，但

各个规划间缺少整体性和连贯性，未来规划执行情况仍有待观察。

表 11 各区域发展热度指数变化情况 23

区域
2021 年 2020 年基准情景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东南亚 127 1 116 1

西亚北非 119 2 116 2

葡语国家 109 3 107 4

中亚 106 4 106 5

南亚   10223 5 114 3

独联体和蒙古 102 6 104 6

中东欧 97 7 93 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23　南亚地区实际得分 102.3，独联体和蒙古实际得分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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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发展热度指数得分及排名（TOP15）242526

国家
2021 年 2020 年基准情景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越南 150 1 126 7 

巴基斯坦 147 2 136 1 

菲律宾 140 3 120 9 

沙特阿拉伯    13924 4 131 3 

孟加拉国 139 5 130 4 

马来西亚 135 6 129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34 7 132 2 

印度尼西亚 130 8 119 10 

埃及 129 9 126 6 

伊朗 125 10 122 8 

斯里兰卡 115 11 112 12 

缅甸    11125 12 106 15 

巴西 111 13 109 13 

新加坡    11026 14 106 16 

柬埔寨 110 15 104 19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三 发展热度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一）新冠疫情影响持续存在，项目落地实施存在不确定风险

2021 年，新冠疫情虽然得到一定控制，但其负面影响远未消除，加之各国经济复

苏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胀预期的升高，基础设施项目推进仍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东道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普遍向抗击疫情、刺激消费转移，基建资金

投入减少，部分项目商务谈判和工程建设进程受阻，新项目推进困难，部分基建项目

被迫搁置或取消。如科威特推迟了穆巴拉克港的建设工程，总投资额超过千亿美元的“丝

绸城”项目也被迫搁置。另一方面，跨境基建投资项目普遍存在投资金额大、持续时间长、

退出渠道单一等特点，部分东道国财政紧张、货币贬值等问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

解决，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拖欠工程款问题频发，对承包商构成了较大的资金成本和

24　沙特阿拉伯实际得分 139.4，孟加拉国实际得分 139.2。

25　缅甸实际得分 111.3，巴西实际得分 111.2。

26　新加坡实际得分 110.2，柬埔寨实际得分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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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压力。综合来看，基础设施项目落地的难度依然较大，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影

响各国发展热度的主要因素。

（二）私人资本投资额大幅缩减，投资偏好出现新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私人投资项目

共 142 个，投资总额达 259.7 亿美元，占全球基础设施私人投资总额的 56.8%。但新

冠疫情对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造成较大打击，2020 年“一带一路”国

家私人投资同比大幅下滑 74.1%。分行业来看，交通行业是私人资本参与最多的基础

设施行业，受私营资本撤出的影响最大，2020 年其私人投资额仅为 52.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89.1%。与此同时，私营资本的投资偏好也出现转变：一方面受新能源产业发

展潮流带动，能源行业投资规模占私人投资总额的 69.9%，成为投资规模排名第一的

细分行业；另一方面，水务行业以投资规模小、风险相对可控、回报周期短的优势取

得较大发展，成为 2020 年唯一出现私人投资上涨的行业。

图 17 基础设施各细分行业的私人投资情况（2010-202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

（三）碳中和进程对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全球向碳中和目标稳步推进，国际碳排放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一带一路”

国家普遍对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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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同比增长 7%，风电、光伏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总新增的 91%。根据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私人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投资规模占全部发

电项目的 67%，较上年提升 5 个百分点。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除孟加拉国、巴基

斯坦和泰国外，大多数私人能源投资都集中于可再生能源项目领域；越南更是积极引

进了光伏及风电项目，并针对可再生能源设定了更低的入网税率。可以预见，随着可

再生能源投资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重视程度的提升，“一带一路”

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热度将继续升温。

图 18 2020 年能源部门的私人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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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

发展成本指数 27 包含经营成本和融资成本两个要素。其中经营成本主要衡量企业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原材料、劳动力、汇率波动、许可证获得等生产经营

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经营成本是逆向指标，指数越高，代表经营成本越小。融资成

本则衡量企业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项目资金借贷成本 , 同属于逆向指标，融资成

本指数越高，代表成本越小。

图 19 发展成本指数热力地图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一 发展成本指数总体变化情况

2021 年，“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5，成本压力较上年

略有上升。今年以来，钢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直接推升基建企业的原材料成本；

美国持续宽松的刺激政策，引发全球汇率波动并带来新一轮通胀压力。原材料成本上

涨和汇率贬值带动基建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是导致基础设施发展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

乐观情景下，发展成本指数得分将回升至 107，悲观情景下指数得分进一步降至 101。

27　与其他三个指数不同，发展成本指数为逆向指数，指数越高，表示成本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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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2010-202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发展成本指数区域及国别变化情况

2021 年，东南亚、独联体和蒙古、葡语国家的发展成本指数与上年保持一致，其

他区域发展成本指数均有所下降。从国别情况来看，有近 80% 的“一带一路”国家发

展成本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表明多数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有所增加。

东南亚地区最具成本优势，泰国发展成本较低。2021 年东南亚地区发展成本指数

得分为 121，是七大区域中发展成本最低的地区，原材料成本涨幅较小、货币市场利

率水平较低以及金融市场相对稳定，有效降低了企业在该地区开展基建项目的成本负

担。其中，泰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51，对投资者保护较为充分、企业

经营成本相对较低以及货币市场利率稳定等因素，使之成为区域内成本优势最突出的

国家。

独联体和蒙古地区发展成本相对稳定，俄罗斯成本有所下降。2021 年独联体和蒙

古地区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1，与上年持平，但排名上升 2 位。俄罗斯是该区域最

重要的基建市场，在汇率波动较小、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以及本国货币市场利率下降等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发展成本有所下降，2021 年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3，排

名提升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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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发展成本上浮，印度涨幅最大。2021 年南亚地区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0，成本较上年有所上升，在七大区域中的排名由第三位降至第五位。印度是该地区

基础设施发展成本增幅最大的国家，2021 年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2，同比下降 4.8%。

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 5%、劳动力成本增加约 10%，直接推升了该国基建企业的经营

成本，是导致基础设施发展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

表 13 各区域发展成本指数变化情况

区域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东南亚 121 1 121 1

中东欧 108 2 110 2

西亚北非 103 3 106 4

独联体和蒙古 101 4 101 6

南亚 100 5 106 3

中亚 97 6 101 5

葡语国家 94 7 94 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表 14 发展成本指数得分及排名（TOP15）28

国家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卡塔尔 152 1 154 1 

泰国 151 2 145 2 

菲律宾 141 3 143 3 

马来西亚 134 4 133 4 

克罗地亚 131 5 132 6 

北马其顿 128 6 131 7 

约旦 127 7 133 5 

格鲁吉亚 126 8 129 8 

阿尔巴尼亚 123 9 121 11 

立陶宛    12128 10 124 10 

亚美尼亚 121 11 126 9 

28　立陶宛实际得分 121.3，亚美尼亚实际得分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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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波黑 120 12 121 12 

阿联酋 118 13 117 15 

保加利亚 117 14 118 13 

越南 115 15 117 14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三 发展成本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一）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汇率贬值导致经营成本上升

原材料价格与汇率波动是影响基础设施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2021 年以来，钢铁、

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达到 40% 左右，导致多基础设施原材料成本升高，巴西、

乌克兰、土耳其等国原材料价格涨幅均超过10%；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兑美元汇率贬值，

国际基础设施结算成本同步上浮，企业经营成本上涨的国别数量占比增至 40%。此外，

一些国家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持续限制人员流动，导致企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用工费用升高，劳动力成本增幅大于 5% 的国家占比超过 30%。

图 21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经营成本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注：箱型图中的圆点表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经营成本指数数据点，箱型

图从下至上依次为最小值、25 分位点（箱型下缘）、中位数、75 分位点（箱型上缘）

和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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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变化直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

得益于多数国家依旧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支持政策，企业融资成本变动较小，这

也是本年度“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成本虽有所上涨但涨幅不大的主要原因。后疫情时

代，美国经济复苏后，或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旦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将

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不仅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还将面临

资本外流的不利形势，相关各国货币及财政政策将会有所调整。受此影响，“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融资成本存在上涨的可能，各国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恐将更

加审慎。

图 22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融资成本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注：箱型图中的圆点表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融资成本指数数据点，箱型

图从下至上依次为最小值、25 分位点（箱型下缘）、中位数、75 分位点（箱型上缘）

和最大值。



第三章 
葡语国家基础

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葡语国家分布于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地区，覆盖地域广袤，相关 8 个葡

语国家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一，但均是“一带一路”国际基建合作的重要

参与方。2021 年，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较上年明显回升，基础设

施投资与建设呈现恢复性发展的良好势头。近年来，澳门特区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

澳门特区还发挥自身区位优势，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等机遇，打造“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方略进一步明确，在促进中

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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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受疫情形势好转及经济回暖等因素拉动，葡语国家 2021 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发展指数得分明显回升，其中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上涨幅度最大，发展需求指数和发展

热度指数得分较上年也略有提升，发展成本与上年基本持平。未来，随着葡语国家疫

苗接种率的提高，各国经济复苏将进一步带动基建市场回暖，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

前景向好。

一 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总体情况

葡语国家指数得分及排名显著回升。2021 年葡语国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

指数得分为 112，较 2020 年得分 108 有所回升，增幅高于平均水平，区域排名由第 5

位上升至第 3 位。疫情防控措施不断完善、经济发展形势改善等因素，成为推动指数

得分及排名回升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葡语国家普遍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各国

既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虽受疫情影响有所放缓，但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后疫情时代

葡语国家有望迎来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浪潮。当然也应看到，葡语国家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能否进一步有效遏制疫情传播仍存变数；同时，葡语国家普遍面临原材

料成本增加以及本币贬值压力上升等挑战，上述问题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国基础

设施的发展。

图 23 葡语国家发展总指数得分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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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葡语国家指数得分均有提升，巴西居各葡语国家首位。与 2020 年相比，本年度

8 个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葡萄牙、佛得角、莫桑比克

三国得分涨幅均在 5% 以上。巴西蝉联葡语国家指数得分首位，得分由 109 分回升至

111 分，在“一带一路”71 国中排第 15 位，较上一年上升 3 位。基础设施投资维持稳定、

新签项目增多等因素使得发展热度处于高位，成为助推巴西指数得分上升的重要原因。

葡萄牙指数得分排名大幅提升，由 2020 年的第 44 位大幅上升至第 28 位，疫苗接种

覆盖率快速提升、国内经济环境稳定复苏等因素促进发展环境改善，是葡萄牙指数得

分排名出现较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表 15 葡语国家发展指数得分及排名情况 29

国家

2021 年 2020 年基准情景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巴西 112 15 109 18

葡萄牙    10929 28 103 44

安哥拉 109 33 104 37

佛得角 105 53 100 55

莫桑比克 104 54 99 61

东帝汶 102 63 98 6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98 69 95 68

几内亚比绍 97 70 94 70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表 16 葡语国家发展指数分指数得分情况

国家 发展环境 发展需求 发展热度 发展成本 总指数

巴西 106 132 111 92 112

葡萄牙 120 112 97 109 109

安哥拉 99 140 101 84 109

佛得角 104 107 103 104 105

莫桑比克 98 118 101 95 104

东帝汶 99 111 99 96 10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99 101 95 96 98

几内亚比绍 88 112 95 88 9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29　葡萄牙实际得分 109.3，安哥拉实际得分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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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子指数得分情况

表 17 葡语国家分指数变化情况

指数
2021 年 2020 年

得分 变动 得分 变动

总指数 112 ↑ 4 108 ↓ 11

发展环境 108 ↑ 7 101 ↓ 16

发展需求 129 ↑ 6 124 ↓ 24

发展热度 109 ↑ 2 107 ↑ 2

发展成本 94 持平 94 ↓ 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发展环境逐步改善，葡萄牙、巴西、佛得角等国表现突出。2021 年葡语国家基础

设施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为 108，在各区域中排名升至第 3 位。后疫情时代葡语国家经

济复苏的良好表现，各国稳定的政治、行业和营商环境，以及逐步改善的主权偿付能

力是拉动发展环境指数得分回升的关键。从国别情况来看，巴西、佛得角等 2020 年受

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经济加快复苏，本年度实际 GDP 涨幅均超过 10 个百分点，为后

疫情时代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以 120 位列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环

境指数得分首位的葡萄牙，政局稳定、经济基础扎实，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经济

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前景向好。

图 24 葡语国家发展环境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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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葡语国家实际 GDP 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注：本图显示了 2021 年各葡语国家实际 GDP 增速较上一年变化情况。以葡萄牙

为例，2021 年葡萄牙实际 GDP 增速较上一年增加了 12.3 个百分点。

发展需求回暖，交通、能源、公共卫生行业需求旺盛。2021 年，葡语国家基础设

施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29，在各区域中的排名由第 5 升至第 3 位。从细分行业来看，

葡语国家交通行业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 184，遥遥领先于其他各行业。包括公路、铁路、

机场、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成为促进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心。除葡萄牙、巴西外的 6 个葡语国家供电缺口较大，部分国家用电覆盖率普遍不足

50%，能源建设需求在相关葡语国家同样维持在较高水平。从国别情况来看，安哥拉

政府积极推动“全国有水”计划，有效刺激和拉动了该国水务行业发展，受此影响安

哥拉位列本年度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得分首位，一系列水务建设及与之配

套的电力、房建等项目有望加快推进。值得一提的是，根据 WHO 公布数据，除葡萄

牙以外的葡语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基础薄弱，多数国家每万人拥有的医生不足 10 位，

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重水平不足 7%，相关各国对公共卫生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

需求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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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葡语国家发展需求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图 27 葡语国家发展需求细分行业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发展热度连续三年升温，葡语国家基建发展受到各方关注。2021 年，葡语国家基

础设施发展热度指数得分为 109，较上年的 107 分小幅回升，巴西以 111 的得分成为

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最高的葡语国家。2019 年至今，葡语国家基建市场热度持续上升，

在交通和电力领域的投资活跃度较高，即便在新冠疫情暴发的 2020 年也保持了上涨态

势。2020 年，葡语国家同中国方面的新签合同额由上一年度的 47.3 亿美元升至 7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7%。另据 Fitch Solutions 项目数据库统计，2020 年葡语国家开

工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规模超过 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4.3%。从国别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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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项目投资金额高，助推该国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持续升温。

巴伊亚州云轨（11.8 亿美元）、北大河州彩绘山光伏发电（3.8 亿美元）、库纳巴河水

电（3.2 亿美元）及圣保罗地铁 2 号线（2.4 亿美元）等多个项目相继落地，为巴西基

础设施建设注入新的动力。在其他葡语国家，包括安哥拉 Sonangol Cabinda 炼厂项目

（9.2 亿美元）、莫桑比克莫安巴水利枢纽（8.3 亿美元）等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也已

在 2021 年先后开工，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热度整体呈现向好趋势。

图 28 葡语国家发展热度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图 29 葡语国家发展热度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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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本保持稳定，葡萄牙基建发展最具成本优势。2021 年，葡语国家基础设施

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94，同上年持平，各国基础设施发展成本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具体来看，本年度葡萄牙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为 109，较为优越的融资环境使

该国成为葡语国家中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最低的国家。佛得角、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

成本指数得分为 104 和 95，两国货币市场利率的下调有效摊薄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从

而保证基础设施发展成本维持在合理范围。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余 63 个“一带一路”

国家相比，多数葡语国家经济体量较小，抵御国际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能

力有限，相关各国应尽快优化政策，为基础设施发展成本下降营造更加有利的氛围。

图 30 葡语国家发展成本指数得分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图 31 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成本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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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成果

多年来，澳门特区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推动“五通”建设为重点，拓

展与沿线各国在贸易、投资、旅游、会展、特色金融、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澳门特色的高质量合作之路。进入“十四五”时期，澳门特区把

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机遇，落实《关

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打造好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

建设高峰论坛等重点平台，发挥澳门特区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 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框架进一步完善

（一）澳门特区准确把握角色定位，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澳门特区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结合特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特点，集中力量

打造各类专业化平台，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方略日渐清晰，“服务

国家大局、凸显澳门元素”的政策框架日趋完备。在“十三五”开局伊始，澳门特区

就明确提出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强调了澳门特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

中的地位和功能这一发展目标。此后，澳门特区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合作机构建设，

设立了专门工作委员会，为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和机制

保障，提出建设“一中心、一平台”，聚焦“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

域，进一步细化了澳门特区的功能定位，为建设“一带一路”指明了着力点。近年来，

澳门特区致力于强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发挥特区文化特色优

势，完善平台服务功能。在“一中心、一平台”的基础上，增加“一基地”建设目标，

进一步充实了特区平台的功能内涵。2021 年，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

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凸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路径更加清晰。澳门特区激

发侨界资源、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精细化合作的能力有望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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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16-2021 年度澳门特区关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施政重点

年度 内容

2016

特区政府将把握国家“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以及内地自贸试验区建

设的契机，提升特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进一步创造更多有利

的条件，增加澳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17

特区政府已设立由行政长官办公室牵头的专门工作委员会，统筹澳门参加“一带一路”

工作。将着力用好中央支持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围绕

金融服务、拓宽合作领域；发挥专业优势，输出高端服务；发挥区位优势，推动经贸交流；

聚焦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区域合作，发挥协同效应等。

2018

努力把澳门“一中心、一平台”的发展定位于“一带一路”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紧密结合，抓住重点、形成合力。设立专责部门统筹区域合作，提升合作的素质和水平。

明确以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发力重点，切实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鼓

励企业“以大带小”，共同参与区域合作。

2019

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

与功能，继续以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着力点，统筹政策措施，凝聚各方

资源，优势互补，共谋发展。

2020

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大局，根据“国家所需、澳门所长”，落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

地”的定位，发展能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发展战略、有利于融

入国家产业链的新产业、新业态。将充分利用澳门单独关税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结合横琴的空间和资源优势，搭建内地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通道，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2021

主动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好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等

重点平台。发挥澳门侨界的桥梁作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建立友好城市

合作关系。争取与更多葡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办好“一带一路”

澳门税务学院。

资料来源：根据澳门特区公开发布的各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整理。

（二）澳门特区推动机制创新，加快相关政策落地

澳门特区在不断完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框架的同时，注重推动机制的建

立和创新，有效保障并加快了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一大批合作成果落地。2016 年至

今，澳门特区先后成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中国 - 葡语

国家企业家联合会、“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内

地—澳门“一带一路”工商专业委员会等机构，成为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抓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澳门政府设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

会，委员会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2018 年，又与国家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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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签署《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完善了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框架体系。相关机构的建设运行使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组织架

构不断完善，不仅有效推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水平快速提升，也为澳

门特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21 年，

澳门特区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代替“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

台发展委员会”和“‘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对“一带一路”政策的

参与深度和统筹力度进一步加强。

表 19 2016-2021 年度澳门特区推动机制建设的主要成果

年度 内容

2016 年 02 月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成立。

2016 年 03 月 葡语国家食品展示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2016 年 10 月 中国 - 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成立。

2017 年 03 月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成立。

2017 年 06 月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设立澳门总部。

2017 年 10 月 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揭牌成立。

2018 年 12 月 签署《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

2019 年 05 月 内地—澳门“一带一路”工商专业委员会成立。

2021 年 05 月

《澳门特区公报》公布，澳门特区决定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统筹

澳门特区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总体设计及工作

部署。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特区带来新机遇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同时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使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粤港澳三地自身特点显著，强强联合，形成独特的区位、

制度和环境优势，为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拓展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进一批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有效推动了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促进中葡合作、发挥澳门平台作用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支持。根据

澳门特区政府《二零二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截至 2020 年 9 月底，约有 4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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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在 10 万及以上澳门元的公共基建项目顺利动工，涉及工程造价总计约 142 亿澳门

元。打造了氹仔线轻轨系统、澳门国际机场客运大楼扩建、妈阁交通枢纽、氹仔 - 澳

门半岛跨海大桥等一批优质基建项目，进一步夯实了澳门扩大对外开放规模，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发展的硬件基础。

澳门特区作为联结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纽带，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中

葡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基建行业而言，中国与葡语国家产业优势互补，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依托中葡经贸合作论坛、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

高峰论坛、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等平台，澳门特区各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包括

金融、法律、信息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成为助推中葡基础设施合作的主力。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将为助力澳门特区突破经济结构单一、发展资源有

限的束缚，促进科技创新、特色金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质量人才培育带

来新的机遇，为落实特区政府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目标，推动澳门特区“一中心、一

平台、一基地”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一）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密切，对葡语国家贸易量增长迅速

澳门特区同“一带一路”国家 30 贸易关系密切，贸易量增长迅速。“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澳门特区与沿线各国贸易规模稳步增长，在澳门特区外贸关系中的重

要性愈发突出。2019 年全年澳门特区进出口总额 1033.7 亿澳门元（约合 128.1 亿美

元 31）。其中，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 163.2 亿澳门元（约合 20.2 亿美

元），较 2017 年增长近 2.4 倍。从澳门特区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占特区对外

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2019 年占比为 15.9%，较 2017 增加 10.4 个百分点。2020 年

受新冠疫情影响，澳门特区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 2021 年一季

度迅速回升，进出口总额达 58.6 亿澳门元（约合 7.3 亿美元），较上一年同期涨幅

达 67.0%。

30　  这里的“一带一路”国家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统计口径保持一致，包含国家多

于本报告特指的“一带一路”71 国。

31　 根据 IMF 公布的 2019 年美元兑澳门元年平均汇率计算而得，本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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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17-2020 年澳门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情况 32

2017

（亿澳门元）

2018

（亿澳门元）

2018

增速（%）

2019

（亿澳门元）

2019

增速（%）

2020

（亿澳门元）

2020 年

增速（%）

   进口32 46.1 71.8 55.8 159.7 122.2 150.1 -6.0 

   出口 1.8 2.7 50.2 3.5 33.3 3.0 -14.5 

进出口

总额
47.9 74.5 55.5 163.2 119.1 153.2 -6.2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贸易关系稳步发展。作为我国与葡语国家贸易合作的重要窗

口，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间贸易规模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9 年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

进出口总额达 8.5 亿澳门元（约合 1.1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30.7%。对于澳门特

区而言，葡语国家是关系密切且稳定的贸易伙伴，从特区同葡语国家间贸易额占澳门

特区对外总贸易额的占比来看，2017 至 2019 年间基本稳定在 7% 左右的水平。而对

于葡语国家而言，澳门特区不仅是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窗口，其自身也是快速成长的

出口市场。2019 年澳门特区自葡语国家进口额为 8.4 亿澳门元（约合 0.1 亿美元），

较 2017 年增长约 30.3%。2020 年，受疫情影响，澳门特区同葡语国家贸易量有所回落，

但特区对葡语国家的进口额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金额约 7.0 亿澳门元（约合 0.9 亿美

元）。2021 年一季度，澳门特区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方面表现良好，较上一年同期显著

回升，涨幅达 112.6%。

表 21 2017-2020 年澳门对葡语国家的贸易情况

类别
2017

（亿澳门元）

2018

（亿澳门元）

2018 年

增速（%）

2019

（亿澳门元）

2019 年

增速（%）

2020

（亿澳门元）

2020 年

增速（%）

进口 6.5 7.9 21.9 8.4 6.9 7.0 -17.3 

出口 0.008 0.2 2900 0.01 -94.8 0.1 867.4 

进出口

总额
6.5 8.1 25.5 8.5 3.9 7.1 -16.0

数据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

注：增速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进出口数据计算得到。

32　 这里的进口指将“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或服务引进到澳门特区市场销售；出口指将澳门特区的

商品或服务输出到“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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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服务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应用成效突出

澳门特区和各界机构积极发展包括财富管理、中葡人民币清算等在内的特色金融

业务，发挥金融产业优势，聚焦“一带一路”沿线、葡语国家等重点市场，相继推出

包括“一带一路”主题债券、“莲花债”等在内的金融服务产品，推动设立“中国银

行公司金融特色融资平台”，并与中国工商银行合作推出跨境企业通、跨境电商平台、

湾区账户通等丰富多样性的跨境金融服务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投融资金融支持，“中

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的功能快速完善，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成立于 2013 年 6 月，总规模 10 亿美元，是中国

第一支专注对葡语国家投资的股权基金，作为“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的亮

点，在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对葡语国家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发展，中

葡合作发展基金的业务范围已涉及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业等多个领域；截

至 2020 年底，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已累计决策 6 个项目，带动中国企业对葡语国家投资

约 40 亿美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持续加大对葡语国家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医疗卫生等领域关注力度，现有储备项目 20 余个，几乎覆盖所有葡语国家。

截至目前，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支持的重点项目有巴西新能源光伏电站、圣西芒水电站、

巴拉那瓜集装箱港口等。其中，巴西新能源光伏电站每年可提供超过390GWh清洁能源，

满足 20 万巴西家庭的用电需求，避免 CO2 排放 23 万吨，为巴西非水类清洁能源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未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将继续跟踪特区政府支持澳门企业赴葡语

国家投资政策，综合考量战略意义、政策导向、项目风险、企业需求等因素，有针对

性的优化投资策略，创新投资产品，进一步加大对葡语国家和地区的贡献力度，助力

澳门特区“一中心、一平台”以及现代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

表 22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发展成果

内容

成立背景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是中国 -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

的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六项举措之一，是中国第一支专注对葡语国家投资的股权

基金。2013 年 6 月，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正式成立，总规模 10 亿美元。

业务范围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累计投资涉及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业等多个领域，几乎

覆盖所有葡语国家。

主要成果

截至 2020 年底，累计决策 6 个项目，覆盖巴西、莫桑比克、安哥拉、澳门等 4 个葡

语国家和地区，累积带动中国赴葡语国家投资超 40 亿美元。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与澳门国际银行合作设立了“澳门中葡平台建设融资专项贷款”，

支持食品、酒类饮料等多个行业的澳门企业赴葡语国家开展业务。截至 2020 年底，

已累计向十余家与葡语国家有业务往来的中小企业提供约 3.4 亿澳门币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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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重点项目

巴西新能源光伏电站项目，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建设 191 兆瓦太阳能发电厂及其附

属设施，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清洁可靠的能源。电站每年可提供超过 390GWh 清洁能源，

满足 20 万巴西家庭的用电需求，避免了 23 万吨 CO2 排放，为巴西 2030 年非水电类

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23% 的规划做出贡献。

圣西芒水电站项目，是由国电投参与建设的巴西第九大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

1710MW，可满足 600 万人的用电需求。项目公司还参与水资源规划、水费标准制定

等社会活动及各类环保项目，积极履行社会影响力。

巴拉那瓜集装箱港口项目，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与招商局港口合作的巴西巴拉那瓜集装

箱港口，是中国企业在拉美集装箱港口行业最大规模投资。2019 年完成扩建后，年

吞吐能力达 250 万标准箱，是南美洲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有效助推巴西基础设施发展

和中巴经贸合作。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三）“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异彩纷呈，多元融合促进民心相通

丰富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是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为

此，澳门特区积极发挥文化特色优势，推动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设立“建设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委员会”，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

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娱汇演、艺术节、会展、学术论坛等活动，

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感情，也为筑牢“一

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合作民意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门特区深化旅游会展业、文创产业的跨界融合以及经济适度

多元化政策的引领下，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期间发布的“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和指数报告，已成为全球业界了解“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

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不仅被媒体誉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晴雨表”，

也成为了澳门特区“一带一路”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成果之一，标志着澳门特区在“一

带一路”国际基建合作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

三 “一带一路”建设与澳门特区发展循环促进

（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澳门特区成为“十四五”时期“双循环”

重要交汇点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正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澳门特区作为“双循环”顺利衔接的重要交汇点，不仅将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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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快车道”，也将在新时期开放发展的浪潮中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制度优势和人文优势，

澳门特区在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加

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作用将更加显著。在促进澳门特区发展方面，随

着珠港澳大桥顺利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速，背靠中国内地庞大市场的澳门特区，

将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十四五”时期澳门特区经济发展质量

必将迈上新的台阶。

（二）金融与经贸合作平台作用凸显，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潜力更加旺盛

发挥金融产业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葡语国家贸易合作，历来是

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这与澳门特区提出的“促进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发展现代金融业，加快建设债券市场”、“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和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目标相辅相成。在强化澳门特区金融与经贸合作平台

方面，澳门特区凭借其特殊地理、制度和人文优势，在便利人员、货品、资金等要素

的流通，以及沟通中国内地和国际两个大市场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在促进澳门特区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澳门特区有望以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

平台、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中葡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为依托，吸引国

内外优质资源加速聚集，促进现代金融业、大型国际性会展、跨境电商以及文化和体

育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多元文化汇聚融合，为澳门特区打造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注入鲜活元素

澳门特区是亚洲文化的汇聚地，也是亚洲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共融之地，多元文化

汇聚融合的独特性与澳门特区建设“一基地”的发展目标之间相互呼应、相互促进。

澳门特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使其拥有众多的、同海外联系密切的智库、商贸社团、

氏宗亲会、同乡会、侨联会等社团，以及丰富的归侨侨眷资源，这不仅是打造“以中

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简称“一基地”）的优势和基础，

也为“一基地”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元素。同时，推动“一基地”高质量建设，

也将进一步促进各国各地区多元文化深入汇聚交流，丰富澳门特区的文化内涵、提高

澳门特区在中外多元文化融合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为促进澳门特区成为“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的崭新窗口发挥更加积极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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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与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合作展望

一 聚焦葡语国家需求特点，因地制宜深化全产业合作

基础设施一直是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合作的重点领域。近年来葡语国家经济总体

处于低速增长，但社会局势保持和平稳定，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致力于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以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开放精神和互利原则，

符合葡语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展需要，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合作开辟了重要

渠道。

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各异，不同国家基建需求差异显著。深化中国与葡

语国家“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统筹考虑各国

经济环境、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开发建设规划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从项

目所在国实际需求出发，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依托，将单一项目的合作拓展延伸至

经济社会建设各个领域，努力打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精品。

分国家来看，目前巴西在住房、污水处理、城市交通等方面需求较大，同时政

府加大力度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计划对电力系统进行改

造升级以过渡到清洁能源的使用，改造公路和卫生系统以改善民生；莫桑比克计划完

善并扩大公路、桥梁和铁路网络，促进港口、渔业、通信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几内

亚比绍通过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农、渔、旅游和矿业等行业。东帝汶政

府已开始实施疫情后期经济复苏计划，建筑、新能源、通信是重点发展领域，同时通

过海底光缆建设，实现东帝汶与其他国家的连接。安哥拉石油资源丰富，中安产能互

补性强，安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经贸伙伴，基建合作仍有潜力可挖。葡萄牙计划重点

发展能源、通信、交通运输等领域，并均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相关企业各方应把

握葡语国家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尝试以基础设施合

作为契机，逐步深化在开发规划、设计咨询、项目运营、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

作，积极拓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相关产业的全方位合作，开发中葡“一带一路”合作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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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挥澳门特区现代金融业优势，拓宽中葡合作资金渠道

澳门特区经济外向度高、金融体系稳定，是贸易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资金可以

自由进出，法律体系、商业运作模式与葡语国家接轨，在与葡语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

具备显著的制度优势。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澳门现代金融业优势将更加突出，应

充分发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服务，

拓宽中葡合作资金渠道，支持企业在传统基建、新基建、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开展更广

泛合作。

结合现阶段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运营效果，参考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对完善澳门金融服务平台的期待，下一步澳门特区可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高质量运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创新融资担保机制，优先推动“投建营一体化”

项目落地。在进一步完善基金运行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速度，全面提升资

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更加侧重优化基金的投资策略，加快衍生产品创新，探索扩大基

金的支持范围和覆盖面，发挥基金撬动作用，引导各方企业参与“投建营一体化”的

全产业合作。二是，发挥澳门金融产业优势，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港，优先支

持企业进行债券融资。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机制，优化债券发行审批程序，依托自有

金融市场优势以及境外资本对澳门金融市场的信心，加强与中国内地和境外金融机构

的合作，满足企业相关融资需求。三是，对标国际通行标准，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积

极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业界引入国家和国际认可的相关绿色金融标准，开

展绿色金融业务和建立绿色金融标准和统计制度，以支持长期项目融资的绿色债券作

为绿色金融发展切入点，完善相关债券发行基建。同时，可扩大税务优惠范围，将印

花税和所得补充税等豁免范围扩展至澳门政府、澳门公共事业机构、内地及海外具资

质发行人在澳门发行的债券等，如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或企业等。

三 拓展文化交流互动，建设多元融合的中葡合作框架

澳门特区与葡语国家有着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人文交流领域具有先天优势，

在促进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深入推进，澳门特区将在促进中葡文化交流、助力中葡基础设施合作中扮演更加重

要的角色。

未来，随着各方共建“一带一路”水平的提升，包括中葡文化合作在内的“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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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也将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建议各方合力推动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拓

宽文化交流深度广度，为中葡基础设施合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广泛组织包括专业会

展、艺术交流、学术研讨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引导各方通过澳门平台开展文化交流，

为澳门特区在中葡合作及“一带一路”合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决策奠定牢固的民意基础。

二是，发挥澳门特区特色优势，建好中葡文化合作“出海口”。以“一基地”建设为重点，

打造澳门特区中葡文化合作的特有“名片”，积极推动与中葡基础设施合作相关的课

题研究、学术交流、经验分享，不断充实中葡基础设施合作的文化内涵，巩固中葡基

础设施合作根基。三是，以基础设施指数等“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为依托，通过论坛、

研讨会、培训等多种形式与葡语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对接，实现基础设施

项目合作与文化交流的相互促进，使一个个“一带一路”合作精品工程，成为推动中

葡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第四章 
“一带一路”重点国别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分析

为帮助企业进一步把握“一带一路”重点国别基础设施变化情况，本文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测算结果并结合市场热度、企业调

研反馈，挑选三个代表性重点国别（孟加拉国、莫桑比克、沙特阿拉伯），

详细分析了其发展指数得分情况、基础设施行业发展特征，并对该国基础设

施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还将在 11 月，发布本年度 30 份《“一带一路”

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国别篇）》，详细分析 30 个重点国别基础设施

发展情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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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2021 年国家基本信息

政局情况

主要政党 孟加拉人民联盟、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孟加拉民族党

国家元首及任期 阿卜杜勒·哈米德（2018/02 ～ 2023/02）

政府首脑及任期 谢赫·哈西娜（2019/01 ～ 2024/01）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有限，天然气公布储量 3113.9 亿立方米，煤储量 7.5 亿吨。

宏观经济 2021

人均 GDP（美元） 2214.2 实际 GDP 增速（%） 6.2

通货膨胀率（%） 5.7 公共债务 /GDP（%） 32.7

财政余额 /GDP（%） -6.7 经常账户余额 /GDP（%） -1.1

外债总额（亿美元） 711 失业率（%） 5.2

FDI流量（亿美元,2019） 15.9 FDI 存量（亿美元 ,2019） 163.8

社会发展 2021

人口 16304.6 万 用电覆盖率（%） 85.2

医疗投入占比（%） 2.3 教育投入占比（%） 1.3

人类发展指数 0.6 基尼系数（%） 32.4

发电量（TWh,2020） 80.4 互联网比例（%,2019） 12.9

铁路（km） 2460 公路（km） 369105

商用机场（个） 8 港口（个） 2

中国信保风险评估

国家风险水平 中等 国家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 中等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基础设施行业基本信息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2020 得分 2020 排名 2021 得分 2021 排名

发展总指数 111 10 117 9

发展环境指数 98 32 109 22

发展需求指数 116 23 124 19

发展成本指数 95 62 91 64

发展热度指数 130 3 13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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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

●　 根据“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1 年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得分为 117，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9 位，较上年上升 1 名。

●　 为抵抗新冠疫情，孟加拉国已从印度购买 3000 万剂新冠疫苗，并批准进口

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2021 年 5 月 12 日，中国援助疫苗抵达孟加

拉国。但当前孟加拉国防疫压力较大，合理推动疫苗接种，将对遏制疫情传

播，缓解经济压力，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产生重要影响。

●　 孟加拉国属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较弱，在新冠疫情冲击

下，孟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偿债能力被削弱。孟银行坏账率较高，资本充足

率较低，金融业面临较大挑战，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　 孟加拉国政府注重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努力减少对

天然气发电的依赖，但总体仍将以化石能源发电为主，相关领域未来发展机

遇较大。

●　孟积极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以带动经济复苏，在疫情导致财政收入收缩的

背景下，依然有明确的铁路项目拨款支持，未来具有较大市场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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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孟加拉国）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根据世界银行

标准划分，孟加拉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根据中国信保内部国家风险水平和主权信用

风险水平的评估，孟加拉国国家风险水平为中等，未来风险展望为稳定；主权信用风

险水平为中等，未来风险展望为稳定。

一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表现

2021 年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为 117，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9 位，

较上年上升 1 位。从分项指数上来看，发展环境指数、发展需求指数、发展热度指数

得分均有所上升，其中发展环境指数升幅最大，发展成本指数略有下降。

表 23 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及变化情况

孟加拉国
2020 年 2021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总指数 111 10 117 9

发展环境指数 98 32 109 22

发展需求指数 116 23 124 19

发展热度指数 130 3 139 5

发展成本指数 95 62 91 64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经济环境和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带动发展环境指数提升。从分项指标上看，2021 年

孟加拉国经济环境和营商环境较 2020 年明显改善，且经济环境得分显著好于多数南亚

国家、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为应对新冠疫情，孟加拉国政府和央行采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包括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向特定产业拨

款等财政政策，以及购买国债、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

新冠疫情期间孟加拉国经济仍保持正增长，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为吸引更多外资参与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孟政府重视营商环境改善，积极从

各个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尽管较其他国家仍有差距，但优于其 2020 年水平，为外资创

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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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分项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融资成本的上涨使发展成本指数下降。尽管外资企业融资与当地企业融资享有同

等待遇，但孟加拉国贷款利息较高，且贷款手续较为繁琐，外商获得信贷便利度较低，

孟加拉国具有较高的融资成本。在新冠疫情期间，央行下调利率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

但政府向银行大量举债，极大压缩了私人部门贷款资金规模，同时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对金融部门造成连锁反应，金融市场稳定性有所下降。

二 基础设施行业特征分析

近年来，孟加拉国的电力和交通行业获得较快发展。孟加拉国严重依赖天然气作

为发电燃料，为摆脱原料依赖同时降低成本，孟政府着力发展煤电、太阳能发电，一

大批煤电项目得以顺利落地；交通方面，公路发展迅速，一系列公路、铁路和桥梁建

设工程陆续实施。未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煤电为代表的传统发电和以太阳能

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将迎来发展机遇，交通行业也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表 24 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及变化情况

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2020 年 2021 年

能源行业 135 135 

交通行业 123 137 

通信行业 115 116 

水务行业 100 102 

公共卫生行业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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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力需求较大，燃煤发电前景较好

孟加拉国电力需求较大。根据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局的估计，孟加拉国电力存在较

大供应缺口，未来随着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的发展，2030 年和 2041 年用电需求将分别

增加到 2.7 万 MW 和 5.1 万 MW。孟政府正积极出台政策，通过 PPP、RPP、IPP 等

方式推动电力行业发展，以实现到 2021 年装机总容量达 2.4 万 MW、2030 年装机总

容量达 4 万 MW 以及到 2041 年装机总容量达 6 万 MW 的目标 。

私人投资增长较快，多边金融机构支持力度较大。根据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统

计，2019 至 2020 年孟加拉国新增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领域和电力行业，

其中电力行业共实现了 7 个项目的落地，总投资金额达 21.2 亿美元，计划实现发

电量 1840MW，发电类型主要涉及天然气、太阳能和柴油发电等。部分新增电力项

目获得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其中，Reliance 

Meghnaghat Combined Cycle Power Plant 项目投资金额最大，为 11.83 亿美元，计

划发电 718MW。

表 25 2019-2020 年孟加拉国电力行业新增私人投资

年份 项目 金额（百万美元）

2019 Teknaf Solar PV Plant 35.71

2020 Nilphamari solar plant 78

2020 Feni Oil-Fired Power Plant 64

2020 Spectra Solar Power Project 55

2020 Summit Meghnaghat II CCGT Power Plant 500

2020 Summit Gazipur II power plant 207

2020 Reliance Meghnaghat Combined Cycle Power Plant 118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

政府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但仍以化石能源为主。目前，孟加拉国主要依赖天然

气发电，占比约 53.9%，发电使用的其他化石能源包括高炉燃油、柴油、燃煤等，占

比分别为 27.2%、6.3% 和 5.6%，水利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小，分别为 1.1%

和 0.2%。由于天然气供应不足，导致部分天然气发电厂无法正常发电，孟加拉国政府

计划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减少进口天然气的占比，增加燃煤、国内天然气、核能、

柴油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预期未来天然气发电占比将下降，燃煤等其他能源发电占

比将上升，但总体仍以化石能源为主。燃煤发电方面，已有 Maheshkhali TNB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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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1300WM）、Matarbari Coal-Fired Power Project（1200WM） 和 Maitree 

Super Thermal Power Project（660WM*2）等项目落地。核能发电方面，孟加拉国政

府计划到 2041 年实现核能发电 7000MW，Rooppur Nuclear Power Plant Project 项

目包括两个核反应堆，发电量共计 2400MW，预期两个核反应堆将分别在 2024 年和

2025 年投入使用。

（二）政府重视交通建设，公路和铁路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政府极其重视交通基础的建设发展。孟加拉国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客运和货运以

公路为主，铁路仅承担约 4% 的交通运输量，市内尚无轨道交通，主要道路拥挤，

铁路和轨道交通有待进一步发展。孟加拉国政府近年来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

度，一系列公路、铁路和桥梁建设工程陆续实施。在铁路建设方面，受疫情影响，孟

政府财政收入紧缩，但在其公布的 2020 至 2021 年财政预算中，对铁路拨款仍高达

1249.1 亿塔卡。在《第 8 个 5 年规划（2020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中，孟政府计

划在此期间新建 798 公里铁路和 150 公里公路，并对现有交通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

2020 年孟政府批准《孟加拉国 2021 至 2041 年愿景规划》，拟将全国国道升级为四

车道，2022 至 2023 财年，交通部预算拨款将增加至 7736.5 亿塔卡，平均每年增长

14.7%，并将推动铁路成为现代大众运输系统。同时，孟政府设有铁路发展总体规划

（2016-2045 年），该规划分 6 个阶段完成，共涉及 230 个铁路项目，成本估计为 5.54

万亿塔卡。

私人投资涉及多个领域，资金来源广泛。根据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统计，2019 至

2020 年，私人投资参与的交通类项目共 3 个，涉及金额合计 17.7 亿美元，其中，港

口项目 1 个，为 6.47 亿美元的 Payra Sea Port Dredging Concession 项目，高速公路

项目 2 个，包括 2.62 亿美元的 Dhaka Bypass Expansion（48 公里）和 8.61 亿美元的

Dhaka Elevated Expressway 项目（46.73 公里）。新增交通项目的投资方包括亚洲开

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多个交通设施项目正处于计划或初始阶段，

包括 Dhaka Northwest International Trade Corridor 第二阶段（亚洲开发银行提供 12

亿美元贷款）、首都达卡城市轨道 1 至 5 号线项目（总费用约为 53 亿美元，亚洲开发

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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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18-2019 年孟加拉国交通行业新增私人投资

年份 项目 金额（百万美元）

2019 Payra Sea Port Dredging Concession 647.3

2019 Dhaka Bypass Expansion 262.0

2020 Dhaka Elevated Expressway 861.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

三 基础设施发展前景展望

疫情背景下政府依然重视推进基建项目，投资环境改善有助于吸引外资。受新冠

疫情影响，部分项目财政支持资金暂停发放，但根据孟加拉国财政规划，以铁路为代

表的交通基础设施依然获得了较大支持。同时孟政府对外资的限制较少 , 并计划从各个

方面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外资流入，包括简化监管程序、加强合同执行力、提高法律

效率、改善外汇制度和税收体系等。孟加拉政府也计划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能源等

领域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展望未来，如果孟加拉国政府能够有效控制新冠疫情，随着

政策的稳步推动及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孟加拉国基建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金融风险和社会不安全因素对基础设施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数据，近年来孟加拉国不良贷款占比逐年上升，国有银行资产稳定性存在隐患。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孟加拉国的银行业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

影响孟加拉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也可能威胁到外资企业的资金安全和基建项目的顺利

实施。孟加拉国犯罪率较高，且存在 7 个主要恐怖主义组织。受新冠疫情影响，失业

率问题加剧，恐怖袭击者呈低龄化趋势，国内不断爆发游行示威和暴力事件，增大了

基础设施项目管控难度。

企业应密切关注孟加拉国疫情发展情况。当前印度疫情的扩散效应使南亚地区的

防疫压力进一步上升，并对孟加拉国经济、社会秩序形成较大外部压力，同时缅甸复

杂的局势导致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数量不断增加，可能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恶化国

内安全局势。当前孟加拉国并未参加债务暂缓偿还倡议（DSSI），但如果孟加拉国疫

情形势恶化，经济下行压力与社会安全形势相互影响，外债偿付能力受到削弱，整体

风险水平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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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Mozambique

2021 年国家基本信息

政局情况

主要政党 解放阵线党、全国抵抗运动、民主运动

国家元首及任期 菲利佩·雅辛托·纽西（2019/10 ～ /2024/10）

政府首脑及任期 菲利佩·雅辛托·纽西（2019/10 ～ /2024/10）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天然气探明储量逾 100 万立方英尺，钽储量约 750 万吨，钛储量逾 600 万吨，煤

炭储量逾 320 亿吨，石墨、重砂、铝矾石、大理石、石灰石、金矿等储量丰富，大部分资源处于未

开发状态。

宏观经济 2021

人均 GDP（美元） 455.3 实际 GDP 增速（%） 2.4

通货膨胀率（%） 5.6 公共债务 /GDP（%） 99.0

财政余额 /GDP（%） -11.5 经常账户余额 /GDP（%） -27.9

外债总额（亿美元） 211.3 失业率（%） —

FDI流量（亿美元,2019） 22.1 FDI 存量（亿美元 ,2019） 428.9

社会发展 2021

人口 3036.6 万 用电覆盖率（%） 31.1

医疗投入占比（%） 8.2 教育投入占比（%） 5.5

人类发展指数 0.5 基尼系数（%） —

发电量（TWh,2019） 15.3 互联网比例（%,2019） —

铁路（km） 4787 公路（km） 31083

商用机场（个） 3 个 港口（个） 11 个

中国信保风险评估

国家风险水平 中等 国家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 中等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基础设施行业基本信息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2020 得分 2020 排名 2021 得分 2021 排名

发展总指数 99 61 104 54

发展环境指数 85 63 98 58

发展需求指数 111 33 118 28

发展成本指数 95 61 95 57

发展热度指数 101 25 1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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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

●  根据“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1 年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得分为 104，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54 位，较上年上升 7 名。

●  为抵抗新冠疫情，莫桑比克政府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启动疫苗接种工作，其

中中国国药集团援助的新冠疫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随着疫苗接种

工作效率的提高，新冠疫情发展形势有望得到一定缓解。

●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莫桑比克经济增速出现一定下滑，财政赤字有所增加，

公共债务规模攀升，政府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但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好转，

莫偿债压力有望得到缓解，基建项目融资环境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  莫桑比克电力以出口为主，国内电网覆盖率较低，电力供应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当前多边机构积极支持莫桑比克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莫桑比克

相关规划的稳步推进及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天然气发电占比预计将进一步提

升，市场潜力较大。

●  莫桑比克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潜力较大，交通运输能力有较大提升空间，相关

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需求仍将持续释放。目前，莫桑比克政府还计划增强农

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考虑使用新标准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部分地

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有望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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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共和国（以下简称莫桑比克）位于非洲东南部，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

莫桑比克属于低收入国家。根据中国信保内部国家风险水平和主权信用风险水平的评

估，莫桑比克国家风险水平为中等，未来风险展望为稳定；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为中等，

未来风险展望为稳定。

一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表现

2021 年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为 104，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54 位，

较上年上升 7 位。从分项指数上来看，发展环境指数和发展需求指数得分均有所上升，

其中发展环境指数升幅最大，发展成本指数和发展热度指数得分保持不变。

表 27 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及变化情况

莫桑比克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总指数 104 54 99 61

发展环境指数 98 58 85 63

发展需求指数 118 28 111 33

发展热度指数 101 28 101 25

发展成本指数 95 57 95 6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发展环境显著好转，但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从分项指标看，莫桑比克各指标均

低于葡语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但均较其 2020 年有所改善，尤其是营商

环境和经济环境。2020 年新冠疫情对莫发展环境造成较大负向冲击，但莫政府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应对，2021 年管制逐步放松，并启动疫苗接种工作。同时，莫政府采取减

免税收、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宽松财政政策，央行采取下调准备金率和利率、为相关机

构提供外币信贷额度等宽松货币政策，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央行于 2021 年 1 月将利

率提高 3 个百分点至 13.25%。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和全球经济复苏，莫桑比克经济

也将进一步回暖。但需注意的是，莫桑比克发展环境较其他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存在

较大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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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分项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发展需求显著提高，能源行业发展需求保持高位。内外部环境的改善使莫桑比克

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有所恢复，指数得分从 111 上升至 118。由于新冠疫情控制情况较好，

莫桑比克交通行业、通信行业、水务行业和公共卫生行业的发展需求显著提高。莫桑

比克政府重视能源行业的发展，强调改善国内供电状况，水能和天然气发电具有较大

的发展潜力，能源行业的发展需求得以保持高位。

图 34 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二 基础设施行业特征分析

近年来，莫桑比克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电力和交通领域表现较为突出。莫桑

比克电力供应以水电站为主，煤炭、天然气等发电设施不足，国内电力供应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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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随着政府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天然气发电潜力巨大。交通方面，国内除几条国

道和主要城市市政道路外，全国大部分公路路况有待提升，未来随着交通项目的实施，

运输能力有望得到提升。

表 28 莫桑比克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及变化情况

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2020 年 2021 年

能源行业 143 143

交通行业 118 126

通信行业 102 106

水务行业 106 112

公共卫生行业 92 94

（一）国内电力供应不足，天然气发电是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国内电力供应不足。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统计，2020 年，莫桑比克总装机容量

为 2748MW，其中可再生能源占 81.4%，且主要为水电，占总装机容量的 80.2%，

其余电力供应依靠小型煤电和天然气发电。位于中部地区的卡奥拉·巴萨水电站是莫

桑比克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2075MW，其 70% 以上的发电量用于出口。莫桑

比克当前国内电网覆盖率较低，据 IEA 统计，2019 年莫桑比克城镇和农村用电覆盖

率分别为 57% 和 22%，整体覆盖率仅 35%。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估计，2042 年莫

桑比克国内电力需求量将达到 4849MW 至 7353MW，国内电力供应能力有待进一步

加强。

多边机构积极支持莫桑比克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莫桑比克财政压力较大，国内

融资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对国际机构提供的贷款和援助依赖度较高。2019 年

8 月，在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基金、南部非洲开发银行、挪威政

府等机构的支持下，莫桑比克修建 563 公里长的输电线路，工程计划 2023 年竣工。

2020 年 10 月，在法国开发署和欧盟的支持下，莫桑比克开启一项可再生能源项目招标，

该项目包含 3 个太阳能发电厂和 1 个风力发电厂，装机容量均为 40MW。德国 KfW

开发银行在莫桑比克设有 GET FiT 项目，将聚焦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项目，目前正处

于评估及启动阶段。在除此之外，私人投资在该领域也较为活跃，法国可再生能源公

司 Neoen 和莫桑比克电力公司（EDM）合作 Central Solar Metoro 和 Metoro solar 

power plant 两个太阳能发电项目，装机容量均为 41MW；美国能源公司 EleQtra 投资

Namaacha wind farm 风力发电项目，装机容量为 120MW。



第四章 “一带一路”重点国别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分析  

75

表 29 2019-2020 年莫桑比克电力行业新增私人投资

年份 项目 金额（百万美元）

2019 Central Solar Metoro 56

2020 Metoro solar power plant 40

2020 Namaacha wind farm 28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PPI 数据库。

政府优化能源结构，天然气发电潜力较大。2018 年，莫桑比克政府批准《2018-

2043 年综合电力总体规划》，计划 25 年共投资 394.2 亿美元，以发展其电力行业，

确保在南部非洲供电中心地位。为配合国家战略，莫桑比克国家电力公司（EDM）制

定 2018 至 2028 年发展战略，未来在增加装机容量的同时，将多样化能源结构，水电、

煤电、太阳能、风电和天然气装机容量将分别增加 4300MW、1350MW、530MW、

150MW 和 8500MW。近年来，莫天然气发电发展较快，天然气储量丰富，预计未来

天然气发电占比将大幅增加，发展潜力较大。

（二）交通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政府考虑使用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 需求较大。莫桑比克国内除几条国道和主要城市市政道路外，

其余大部分规格较低，主要城市目前没有地铁或城铁等轨道交通，已建成的铁路也多

为标准窄轨铁路，较为陈旧的交通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该国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数量

及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莫桑比克政府大力发展液化天然气出口贸易，以及联合国预测

2035 年莫桑比克城市人口将增长 57.7% 的实际情况，扩建和升级现有公路、铁路、

港口等交通设施，将成为该国未来一段时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流方向。

疫情期间依然有大型交通项目稳步推进。2020 年 4 月，非洲开发银行与莫桑比克

政府达成协议，将支持铺设 35 公里的 Nambungali-Roma 公路，项目成本约为 3400

万美元。该项目是 Mueda-Negomano 公路项目第二阶段的一部分，用以促进莫桑比

克和坦桑尼亚之间的交通。2020 年 10 月，欧盟为莫桑比克签署一份规模为 2920 万美

元的融资协议，支持 Nampula-Cuamba 高速公路最后阶段的建设，包括铺设 111 公

里长的道路和修建一座桥梁。

政府注重农村交通建设和预防极端天气破坏。在莫桑比克政府制定的最新五年发

展规划（2020 至 2024 年）中，农村发展是其重点。莫桑比克计划增强农村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对全国 4000 公里乡村道路进行修复，降低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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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国农贸交易。同时，受地理位置和环境影响，莫桑比克频发飓风、洪水和干旱等

极端天气，对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造成较大破坏，为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莫政府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考虑使用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建设

标准。

三 基础设施发展前景展望

资源贸易将进一步带动基础设施建设。莫桑比克自然资源丰富，煤矿和天然气储

量较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外国矿产和油气公司开发投资，自然资源勘探、

生产和出口将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尤其是港口、输送管道、铁路等交通基础

设施发展需求较大。同时，随着莫桑比克天然气资源开发不断成熟，政府政策的大力

推动，天然气发电项目预计将会成为莫桑比克重要发展方向，市场发展潜力较大。

潜在安全风险影响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莫桑比克北部安全局势引人关注，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3 月，位于莫北部德尔加杜角省帕尔马镇的阿丰吉（Afungi）天然气

项目附近两度发生安全风险事件，负责该项目的法国道达尔公司（Total）不得不因“不

可抗力”因素暂停工作。相关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不但对特定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严

重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该国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当然，随着莫桑比克政府整

饬肃清力度的持续加强，以及国际力量的支持和参与，相关重点地区的安全局势已得

到有效改善，基建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将会进一步降低。

企业应重视考察业主偿付能力。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莫桑比克经济出现一定

下滑，政府偿债压力有所增加。在 IMF 等国际组织偿债减免政策的推动下，莫桑比克

在债务偿付方面的压力在短期内有所缓解。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莫经济有望好转，

但在与莫方合作时，仍需密切关注其财务指标和主权偿债能力，采取相关措施防范可

能的经济和商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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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2021 年国家基本信息

政局情况

主要政党 无任何党派

国家元首及任期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2015/01 ～）

政府首脑及任期 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2015/01 ～）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剩余可采储量 2670 亿桶，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 9 万亿立方米，还拥有金、铜、

铁、锡、铝、锌等矿藏。

宏观经济 2021

人均 GDP（美元） 21440.3 实际 GDP 增速（%） 2.9

通货膨胀率（%） 2.4 公共债务 /GDP（%） 38.6

财政余额 /GDP（%） -3.2 经常账户余额 /GDP（%） 2.8

外债总额（亿美元） 2610.3 失业率（%） 12.3

FDI流量（亿美元,2019） 45.6 FDI 存量（亿美元 ,2019） 2361.7

社会发展 2021

人口 3426.9 万 用电覆盖率（%） 100.0

医疗投入占比（%） 6.4 教育投入占比（%） —

人类发展指数 0.9 基尼系数（%） —

发电量（TWh,2019） 361.5 互联网比例（%,2019） 95.7

铁路（km） 5410 公路（km） 221372

商用机场（个） 25 港口（个） 18

中国信保风险评估

国家风险水平 中等 国家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 中等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展望 稳定

基础设施行业基本信息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2020 得分 2020 排名 2021 得分 2021 排名

发展总指数 110 13 117 11

发展环境指数 98 34 105 38

发展需求指数 110 36 115 36

发展成本指数 107 34 107 32

发展热度指数 126 5 13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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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聚焦

●  根据“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1 年沙特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

为 117，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11 位，较上年上升 2 名。

●  沙特于 2020 年 12 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已批准多款疫苗，计划 2021

年 6 月完成全民接种。沙特政府宣布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起已接种入境人

员不再需要接受隔离。

●  沙特石油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对原油出口较为依赖，但政府努力推行经济结

构转型。2021 年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沙特政府财政压

力有所缓解，经济稳步复苏，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不断好转。

●  根据沙特政府《2030 愿景》、《国家转型计划》等规划，沙特计划通过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和物流业，以降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

●  沙特政府积极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前景广阔，尤其是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沙特试图打造全球物流平台，低碳化和智能化是未来交

通行业发展重点方向。预计未来沙特基建需求将加速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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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简称沙特）位于阿拉伯半岛，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划分，孟

加拉国属于高收入国家。根据中国信保内部国家风险水平和主权信用风险水平的评估，

沙特国家风险水平为中等，未来风险展望为稳定；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为中等，未来风

险展望为稳定。

一 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分析

2021 年沙特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得分为 117，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排名第 11 位，

较上年上升 2 位。从分项指数上来看，发展环境指数、发展需求指数、发展热度指数

得分均有所上升，其中发展热度指数升幅最大，发展成本指数得分保持不变。

表 30 沙特阿拉伯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及变化情况

沙特阿拉伯
2021 年 2020 年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总指数 117 11 110 13

发展环境指数 105 38 98 34

发展需求指数 115 36 110 36

发展热度指数 139 4 126 5

发展成本指数 107 32 107 34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发展环境处于较高水平，但经济和行业环境存在一定改善空间。从分项指标上来

看，沙特政治环境、主权偿付环境和营商环境得分均高于西亚北非区域和“一带一路”

国家平均水平，经济环境得分高于区域平均水平，但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

行业环境得分低于区域和“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作为高收入国家，沙特整体发

展环境较好，2021 年国际石油市场向好，沙特经济环境较 2020 年有所改善，但经济

高度依赖石油行业使其易受到外部环境扰动。沙特基础设施行业开放程度不高，企业

进入沙特市场仍面临一定困难，同时基建政策清晰度及连续性也有待提升，行业环境

仍有一定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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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沙特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分项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信保国家风险数据库。

基建市场热度持续保持高位。根据 Fitch Solutions 的统计，2020 至 2021 年，沙

特约有 37 个基础设施项目处于建设或启动阶段，涉及金额超过 88 亿美元，主要包括

能源和交通项目，Jubail Phase 3 IWPP、Egypt - Saudi Arabia Interconnection Link

等电力项目的落地推动沙特基建市场热度保持较高水平。另有多个项目处于调研或招

标阶段，涉及金额超过 106 亿美元，如 South Medinah Combined Cycle Plant 电力项

目计划投资 30 亿美元、Jeddah South Power Plant Expansion 电力项目计划投资 10

亿美元，若这些项目能够顺利进行，沙特基建市场的热度将继续保持。

二 基础设施行业特征分析

沙特基础设施发展基础较好，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多国企业

积极参与建设，行业保持较高市场热度。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沙特对电力

的需求依然旺盛，加上能源结构转型规划稳步推进，未来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具有较大

发展潜力。交通方面，沙特试图打造全球物流平台，涉及公路、铁路、桥梁、港口、

机场等多个细分领域，未来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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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沙特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指数及变化情况

发展需求指数得分 2020 年 2021 年

能源行业 137 137 

交通行业 108 123 

通信行业 108 110 

水务行业 98 104 

公共卫生行业 107 111

（一）电力需求较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前景较好

未来电力需求旺盛。根据沙特央行公布的数据，2019 年沙特电力总装机容量为

5.3 万 MW，高峰期发电装机容量约为 6.2 万 MW，共消费电量 279.7GWh，2009 至

2019 年消费量年均增长 4.1%。沙特电力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可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

活需求，电力容量超过峰值需求，但随着城市化和人口增长，预计未来沙特电量需求

将持续增长，沙特政府估计到 2032 年将有 6 万 MW 的供给缺口。因此，沙特政府计

划到 2040 年总装机容量实现 16 万 MW，并更新老旧电网，预期每年投资 50 亿美元

用于发电，40 亿美元用于建立电网。

电力项目多为政府投资或 PPP 模式。根据 Fitch Solutions 的统计，2020 至 2021

年沙特约有 5 个电力项目落地，总投资金额超过 60 亿美元，计划实现发电量超

3300MW，发电类型主要涉及天然气、太阳能和生物质等，并铺设电网 500kv。沙特

的电力项目多为政府投资或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且合作社会资本多为

沙特本国私营机构，国外私营机构较少。沙特政府计划在 2025 年完成电力部门的私有

化改革，或将吸引更多私营机构参与。

政府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可再生能源前景广阔。在沙特发电能源结构中，燃油

发电占比达 90% 以上。为降低对燃油发电的依赖，并履行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沙特政

府计划在未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根据沙特政府制定的《2030 愿景》，沙特计

划在未来 9 年内开发 30 个太阳能和风能项目。沙特能源部制定了国家可再生能源计

划，并成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办公室，支持《2030 愿景》和国家转型计划。近年来，沙

特太阳能以及风力发电取得进展，已有 Sakaka Solar Plant（300MW）等项目已经完

工，Jeddah Solar Power Plant（300MW）等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另有 Ar Raas Solar 

Project（700MW）等多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处于招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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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行业升级改造需求较大，智能化是主要发展方向

交通基建较为完善，但未来需求依然较大。沙特位于亚欧非三洲交汇处，自古以

来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公路交通是沙特主要的运输方式，道路总

长 22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 5000 公里，但双车道公路仅 1.2 万公里。沙特现有

4130 公里运营铁路，主要铁路线包括达曼 - 利雅得铁路（449 公里）、麦加 - 麦地那

高铁（453 公里）、南北铁路（2750 公里）。沙特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运输效率

和质量处于世界中上等水平，但随着未来城市化发展和人口增长，沙特将保持较高的

交通基础设施需求，持续升级和扩建，才能维持较高水平的运输效率和质量。

交 通 项 目 多 为 政 府 投 资 或 PPP 模 式。 根 据 Fitch Solutions 的 统 计，2020 至

2021 年沙特约有 5 个交通项目处于建设阶段，3 个项目处于计划阶段，包括 3 个机

场项目、3 个铁路项目、1 个公路项目和 1 个港口项目。沙特交通项目多为政府投资

或 PPP 模式，国外资本参与较少。包括美国高铁公司 Virgin Hyperloop One 投资高铁

项目 King Abdullah Economic City Hyperloop Test Track（35 公里）。中国香港港务

公司 Hutchison Ports 计划投资的港口项目 Jazan City for Primary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JCPDI） Multipurpose Port 和新加坡港务公司 PSA International 计划投

资的 King Abdulaziz Port Container Terminal Project 港口项目正在计划当中。

着力打造全球物流平台，注重低碳化和智能化。为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在《2030

愿景》、《2030 国家交通物流战略》等多个计划中，沙特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将沙特打造成为全球物流平台，新建和升级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

促进地方、区域和国际互联互通，建立一个高效的物流网络。同时，沙特强调建立严

格的规章制度 , 建立环境友好型体系 , 倡导可持续发展，并使用智能型设施和技术支持，

提高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效率和客户体验。

三 基础设施发展前景展望

政府推进国家转型计划，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作为《2030 愿景》的一部分，沙特

政府积极推进国家转型计划，以优化经济结构，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随着计划的

稳步推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不断释放。在以往的基建项目中，多以

政府为主导，为促进基建的效率和质量，沙特政府积极进行私有化改革或鼓励私营部

门参与投资，为全球资本提供参与机会。

疫情控制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恐怖主义威胁影响基建项目。新冠疫情对沙特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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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正常推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以 Red Sea Project 为例，该项目旨在将红海打造

为全球豪华旅行中心，原计划 2022 年竣工，但疫情导致项目延期，且项目规模可能会

有所缩小。虽然沙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展顺利，但全球疫情发展情况将带来显著外

溢效应，未来发展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沙特国内存在一定的教派冲突问题，

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对沙特政府的抵触和积怨日益加深。当前沙特恐怖主义和暴力

犯罪活动均处于较高水平，也将威胁基础设施项目的正常推进。

企业应深入研究地区局势，关注相关政局变动。中东地区局势复杂多变，长期处

于紧张状态，伊拉克和也门持续的暴力冲突、卡塔尔和伊朗紧张的关系、巴勒斯坦和

以色列之间长期矛盾，均对地区局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沙特作为域内大国，保持和

提升地区影响力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近年来其外交风格有所变化。在沙投资企业应

统筹考虑整体地区风险变动情况，时刻关注政局变动，提前制定应急措施，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



第五章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

设施发展趋势

2021 年，各国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特征显著，疫情反复引发的各类

衍生风险不容小觑，“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但考

虑到各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相继落地、相关经济刺激政策的拉动以及国际基

建合作创新发展的趋势，“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恢复性发展的机遇令人

期待。后疫情时代，各方应为国际基础设施行业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

保障体系，企业应把握行业趋势，加快业务转型升级，以新业态、新模式、

新技术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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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机遇

一 区域性经贸合作安排将为基础设施发展注入活力

2020 年，中日韩、东盟、澳新等 15 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不仅体现了各国政府坚持多边主义与推动自由贸易的决心，也为后疫情时代区域内基

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以及中日

韩自贸区等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的推进，国际基础设施合作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近期，

在 G7 集团峰会上，美国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各方期待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尽快出台详细的项目计划、融资安排、环保标准等，共同推动国

际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2020 年以来，为刺激经济复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乌

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重点市场国家先后出台了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升

级改造为重点的经济刺激计划。随着相关计划在未来 1-2 年内落地，上述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有望迎来较快发展。

二 新能源发展将带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在碳中和和碳达峰成为各国共识背景下，全球能源电力结构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2020 年，新冠疫情导致各国电力总体需求萎缩，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

源需求逆势上涨，发电量较 2019 年增加 7%。根据可再生能源署数据显示，为实现全

球控温目标，新能源装机占比要从 2017 年的 25% 提高到 2050 年 86%，2050 年新

能源装机容量将超过 160 亿千瓦，其中光伏装机容量要达到 85 亿千瓦。随着新能源需

求的增加和发电组件成本的下降，“一带一路”新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相关

金融机构和企业应抓住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市场机会，加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促进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电力基础设施实现高质量转型。

三 新技术助力新型基础设施深入发展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推进，“一

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发展将迎来全方位的变革。从短期来看，以充电桩、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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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蓝海市场与智能电网、物联网、5G 通信等高新技术有望快速融合，开启新技

术与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从长期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建设需求的不

断释放，更多的新技术有望在各国基建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

绿色建筑等诸多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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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面临的总体风险

一 新冠疫情仍是基建行业发展首要风险

2021 年以来，虽然多数国家已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受产能、运输、国际关

系等多重因素限制，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接种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疫苗分

配的不平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迟缓，直接影响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另

一方面，病毒变异导致的疫情反复可能使各国经济复苏受阻，对基础设施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整体来看，新冠病毒的未来演变、疫苗接种进度以及全球疫情的发展态势仍

将成为未来 1-2 年内基础设施行业面临的首要风险。

二 地缘政治等风险直接威胁基建行业发展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大国政治博弈更趋复杂。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中政治角力、教派纷争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出现战乱（纳卡冲突）、

政变（缅甸）、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频发（印度）等风险事件，政治稳定性不容乐观。

短期来看，除疫情导致的社会矛盾持续发酵以外，俄罗斯议会选举、拉美新一轮选举

周期、非洲人道主义危机等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大规模骚乱的导

火索，进而对有关国家基建项目的实施造成负面影响。

三 财政压力和债务问题导致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受限

根据 IMF 报告，为抗击新冠疫情，2020 年全球财政支出规模达到 14 万亿美元

左右。大规模财政支出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权信用风险

升高，直接影响政府的融资能力和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同时，面对通胀压力和债务

难题，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决定减少新增公共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恐将受到

拖累。

四 极端天气频发影响基础设施项目开发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不仅严重威胁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更导致巨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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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如 2021 年，尼泊尔洪水导致 Melamchi 饮用水工程发生溃坝，损失高达数十亿

卢比；美国南部暴风雪重创了德州电网系统，部分风电和天然气发电机组因冻结等因

素停运，最终导致超过 400 万户居民停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极端天气导致的

洪水、滑坡、泥石流、雪崩等风险事件都可能对基建项目的安全运营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交通受阻和原材料短缺也可能拖延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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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基础设施重点区域及热点行业风险提示

一 亚洲地区局势复杂，基础设施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亚洲地区整体局势复杂，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等因素错综

交织。在西亚和中亚地区，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难以解决，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

国内政局动荡，区域经济发展受到新冠疫情和地区局势双重冲击，基础设施发展面临

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南亚地区，印度国内疫情和民族矛盾交织，抗议风潮愈演愈烈，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面临更多挑战。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一带一路”

基建合作的热点地区，随着 RCEP 落地，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有利于促进东南亚各国

基建项目推进，但当前疫情发展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缅甸政局问题能否和平解决

也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二 非洲地区整体风险较高，债务问题拖累基建市场

非洲地区整体风险水平较高，受新冠疫情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区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其中，阿尔及利亚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纳米比亚偿债率大幅

上升，突尼斯经济增长失速且财政压力大增，三个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明显上升，乍

得和马拉维甚至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落地更加困难，项目还款压力

增大。非洲债务问题当前较为突出，尽管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

的大规模资金一定程度缓解了偿债压力，但也增加了非洲国家举债限制条件，如何平

衡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需要与债务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是非洲国家和多边机构需要共

同面临的问题。同时，未来随着外部支持措施逐步退出，项目还款和新项目开展都将

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三 欧洲整体风险水平较低，但基建市场开放度有所下降

欧洲地区整体风险水平较低，但政治碎片化趋势难以逆转，受大国博弈影响，中

东欧和外高加索地区部分国家局势不稳。欧盟国家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相对稳健，与

其他区域相比基础设施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但由于欧盟基建公司具有一定本土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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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外国企业在欧盟国别市场难以体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加之政策管制趋紧，外国基

建企业在欧盟国家获得项目难度有所增加。2020 年 10 月欧盟开始全面运作外国直接

投资审查机制，当一项外国投资对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时，或

者当一项外国投资损害了某个项目或计划时，欧盟委员会有权发表意见。这一机制的

实施将显著增加欧盟基础设施尤其是通信领域政策不确定性。随着后疫情时代大国博

弈日趋复杂，中欧投资协定暂被冻结、禁止部分企业参与 5G 建设都凸显了当前欧盟政

策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加重，外资企业开展基础设施项目难度

进一步提升。

四 行业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升高，企业转型面临挑战

随着全球主要国家逐步颁布净零排放的碳中和承诺，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全

球碳中和治理体系取得显著发展成效，但当前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行业面临的政

策不确定性显著升高。随着部分国家推出限制煤电的相关政策，新项目的推动面临较

大阻碍。同时，当前各国以“弃煤”政策为主，对原有煤电项目的退出及补贴机制并

不完善，煤电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2021 年初，德国最大电力生产商莱茵集团向

荷兰政府发起诉讼，要求荷兰政府赔偿其因“2030 年淘汰煤电”政策可能遭受的损失，

赔偿金额约 14 亿欧元。随着各国气候目标的逐步完善，如何实现由传统化石能源向可

再生能源的转型是能源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大国博弈外溢效应对基础设施行业发展

的影响越来越大。部分国家政策壁垒显著增加，行业政策连续性及行业开放度都有所

下降，对基础设施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2021 年 3 月，印度政府通过了

电信许可规范修正案，要求从 6 月 15 日起各电信商采购设备只能从指定机构批准的“可

信任”供应商处采购。5 月，印度正式公布允许参与本国 5G 测试的全球供应商名单，

但这份名单并未包含来自中国的华为及中兴。当前在新冠疫情及经济全球化逆流的背

景下，采取适合的合作模式提升基建企业境外 BOT、PPP、特许经营等项目的经营水平、

探索推动金融机构组建联合体，谋求基础设施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基建行业

相关主体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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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政策建议

一 加强政府间合作，为国际承包商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各方应进一步在对话协调机制、双边投资以及舆情管理等领域加强沟通合作，推

动重构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合作体系，为国际承包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具体而言，进

一步完善国家间对话协调机制，加强在法律法规、会计准则、贸易规则等方面的协调，

在标准及设备材料认证、人员流动签证、税收优惠、执业资格等方面进一步提供便利

化安排，积极协调解决合作中的有关问题和障碍。同时，各国政府应共同推动双边投

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等协议的签署以及更新，切实推动已签署协议的落地实施，

建立多双边投资安全保障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疫情发展形势依然存在

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应继续推动各国政府间联防联控机制的构建，推动疫苗在世界范

围内的公平分配，有效保障当地民众和海外业务人员的人身健康安全。

二 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优势互补，更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为解决当前基建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性开发机构等

在内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合作，建立金融机构间合作平台，发挥相关机构各自

职能优势，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由于不同国家金融机构在融资模式、

融资报价、融资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建议加强相关融资标准和规则的互认，同时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问题。具体而言，

欧美、中东等金融机构市场化水平更高，业务模式更广，包括纯项目融资、短期信贷

循环融资、建设期账单证券化融资等产品，但资金体量往往较小且风险厌恶度较高。

如果通过以银团方式或其他方式合作，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

而且多方参与能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更有效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发展。

三 加强风险评估，审慎调整海外业务布局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疫情防控不容乐观，国际基建行业的发展环境依然充满

挑战。在此背景下，建议企业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实现海外风险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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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大海外风险研究力度，密切关注相关国家的疫情走势、政局变动、主权偿付

能力以及社会安全等风险，建立海外风险预警机制，重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做

好风险预案。第二，对海外市场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审慎调整业务布局，适当提高在

风险水平较低国家地区的业务比重，合理控制风险管理成本。第三，加强在目的地国

家民生、医疗、农业、水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满足相应国家在疫情

刺激下的巨大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融入当地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为长期基建合作夯实基础。第四，在企业内部建立符合国际标准规范的 ESG 管理制度

体系，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员工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同时尽可能照顾到当地原住

民的合理诉求，构建同当地社区和谐融洽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负

面影响。

四 把握绿色基建发展机遇，以业务模式创新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深入推进，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终端

能源消费电气化是当前行业发展主流趋势，基础设施的绿色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

遇。建议企业关注所在国政策调整，提前布局，尤其是在水电站、光伏发电和风电等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机会应重点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企业的碳减排要求会有一定差异，相关企业应注意履行符合自

身技术水平和发展实际的碳减排义务，适当控制碳排放成本的增加。同时，加大投建

营一体化、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模式的推广与应用，以新型业务模式推动基建行业的转

型升级。为加大投建营一体化模式的推广，企业可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提

高投融资能力和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能力，提高产业链参与度，从而提升在国际合

作中的地位。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拓展企业间合作至工程承包设计咨询、造价咨询、

投融资工程建设标准化、建设施工和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在合作中激发各方潜能，

实现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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