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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越南基础建设可持续性发展

您不可错过的原因

作为东盟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越南拥有无尽的基础建设完成清
单。目前，越南仅有20％的道路完成铺设，处于积极改革发展和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越南政府近期批准一项在2030年前建设长
达1372公里的南北高速公路，耗资约140亿美元。由于越南有将近
50%的人口都居住在河内以及胡志明市，该国也决定耗资超过220
亿美元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以减少私人汽车拥有量以及改善空气
质量。

为了更加便捷各城市之间的链接，越南现有多个正在进行以及计划
当中的高速公路项目。同样地，该国也宣布全面提升城市公用建筑
建设，现阶段也有多达44 项总投资额高达1200亿美元的PPP（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道路和电力项目项目正待执行中。

根据全球基础建设展望（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有关越
南基础设施项目调研报告的资料显示，如果越南继续保持这积极投
资的步伐，该国将在2040年达至其目标的83％。然而，为了实现
该目标，越南所需的总投资额为6050亿美元。

越南政府将通过开放各项行业和通过PPP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越南政府一直在努力引入私营部门参与其公路和铁路发展项目，
并积极吸引外来投资以发展其基础设施需求。

2019越南基础建设大会的举办旨在为潜在投资方及能源业界翘楚
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以了解第一手的越南基础建设市场的新趋向
，投资政策以及深入了解越南的市场潜力。

市场了解
获取第一手有关越南基础建设市场及其未来规划的消息

所提供的最新信息可即刻反映您在投资于越南最关心的问
题，含括了政策，政府激励模式及条例

全面内容

知名领域专家，业界领导者及地方当局将莅临现场分享各
自见解

出色演讲嘉宾

深入介绍越南总体基础建设计划，将实行的项目及项目合
作模式

项目简报

获取能够与逾25个国家的行业精英交流联系的难得机会

优越商业网络

获取与逾300家本地及国际业界相关人士探讨发掘合作及
投资的机会

商业机遇

支持单位 :

The Associa�on 
of Consul�ng 
Engineers 
Malaysia

The Federa�on Of 
Malaysia Hardware, 
Machinery & 
Building Materials 
Dealers' Associa�on 

Hong Kong 
Logis�cs 
Associa�on

Road 
Engineering 
Associa�on of 
Malaysia

Malaysia Cable 
Manufacturers 
Associa�on

Interna�onal 
Society of City 
& Regional 
Planners 

Malaysia 
Associa�on 
of Hotels

Malaysian 
Structural 
Steel 
Associa�on

Malaysian 
Rubber Products 
Manufacturers' 
Associa�on

Interna�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on

媒体伙伴 :

1



越南基础建设市场信息
越南整体基础建设排名：79/144国家

投资越南基础建设概略一览

东盟国家对于公路，铁路，海上及机场的基建开支

东盟国的基础建设支出和其GDP增长率

(Source: Global Compe��veness Report 2016-2017 )

(source: World Bank Data)

(source: PwC)

• 从2012至2016年，越南基础设施的开支增长是东盟国里最
快的，增长率为每年11.5%，比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翻
了近乎一番。

• 由于该国目前只能满足其基础设施成本的三分之一，因此当
地政府正加速推行更多计划以吸引更多的私营机构投资。

• 众东盟国家中，越南的运输交通基础设施的开支排名第二，
预计在2020年和2025年分别升至110亿美元及17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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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7年G20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到2040年为止，越
南还需60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该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
其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占了44%，其次为运输交通（28%）
，电信（16%）和水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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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发展为区域制造中心，越南视公路作为其主要货物运输
管道。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间，公路服务占了整体货物运
输的77%，及乘客运输的94%。

• 越南是东盟地区里拥有最多管道公路和桥梁项目的国家。

• 从2018至2020年，该国计划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
式下，完成654公里的南北高速公路建设（总长为1300公里
）。

2016-2040年的越南运输交通基建投资所需金额分解预测

公路

东盟国家公路桥梁项目

铁路

(Source: G20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2017)

Calculated investment
demand, US$ b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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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6至2020年越南社会经济发展计划（SEDP），其中
确定的投资包括（1）2015年至2020年间480亿美元的运输
交通基建项目和（2）横跨河内和胡志明市，总长为1,800公
里的130亿美元10车道公路建设。

• 越南正在加紧改善其已有136年历史的铁路基础设施。 该国
的铁路网络以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1,726公里单轨干线为中心
。

• 越南现有29个铁路项目正在建设中，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二
，领先泰国并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 铁路项目包括国家铁路网的现代化和扩建以及河内和胡志明
市地铁（MRT）线的建设。

• 政府正策划建设连接越南主要城市和经济区的南北高速铁路
线。

• 交通运输部和韩国国际合作署（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目前正在合力研究建立39项总
长为500km，连接老挝的铁路的可行性。

越南基础建设市场信息

3



2020-2030年越南国家铁路网 

胡志明市地铁
• 由10条路线组成，第一条路线正在建设中
• 亚行为地铁2号线提供5.4亿美元贷款

河内地铁
• 由9条路线组成，总长为372.5公里
• 预估总投资资本为3180万美元

越南基础建设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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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坐落在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拥有3200公里长的海岸线，
而其中涵括114个海港。

• 综合统计办公室（GSO）指出，海运和内陆水路货运量从
2010年至2015年间，从2.058亿吨增加到2.620亿吨。

港口

越南海港总体规划

越南陆港总体规划

• 政府已批准了一开发海港系统的总体规划，至2020年为止，
需投入200亿美元建设新海港并升级现有海港。

• Group 1: In thw North from Quang Ninh to Ninh Binh 
provinces;

• Group 2: In the North Central Coast from Thanh Hoa 
to Ha Tinh provinces;

• Group 3: In the Central Coast from Quang Binh  to 
Quang Ngai provinces;

• Group 4: In the South Central Coast from Binh Dinh to 
Binh Thuan provinces;

• Group 5: In the sountheast of Ho Chi Minh City;

• Group 6: In the Mekong Delta River (including Phu 
Quoc Island and Islands in the southeast);

 Total cargo throughput in 2017 -> 441.94 million tons 
(include 14.63 million TEUs)

越南基础建设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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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展览机会

赞助选项图表

赞助／展览机会

本活动受众为C级高管，旨为探讨投资,合伙，新企业和业
务发展战略。成为我们旗舰活动的一份子可:

•     提升您品牌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
•     演示您的商业思想理念
•     展现您的新型服务与产品
•     获得发掘全新潜在客户并建立关系的机会

• 建筑，土木和结构工程师
• 工程，采购和施工
• 设备/材料供应商
• 设备管理
• 信息系统提供商
• 检查和认证
• 投资和贸易机构
• 投资银行和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
• 法律，风险和咨询公司
• 总体规划师和建筑师
• 港口，机场开发商和运营商
• 项目开发商和咨询公司
• 数量测量员
•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 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

谁该赞助/参展？

尽情联系我们以商讨满足贵司需求的客制化赞助方案。
电话: +603 2771 1668 
邮箱: conference@confexhub.com

www.confex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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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This Program is subjected to change and for updated program,
please logon on to www.infratructurevietnam.com

Program @ 8 March 2019

7:30AM

8:30AM

8:30AM

8:45AM

越南基础建设大会2019 议会者登记开始
地点：越南胡志明市，西贡丽士酒店

议会者及嘉宾就位
地点：越南胡志明市，西贡丽士酒店

贵宾入席

荣誉贵宾莅临

9:00AM

9:05AM

9:10AM

9:15AM

9:45AM

越南传统迎宾舞

主办单位致欢迎辞
Datuk Dr. Abdul Aziz S.A. Kadir，孔翡恒集团主席

致欢迎词
Trần Ngọc Chính先生, 主席，越南都市发展规划协会 (VUPDA)

越南基础建设大会2019会议和展览开幕仪式及主旨发言

茶歇与交流

10:30AM

11:00AM

1:30AM

12:00PM

12:30PM

主旨演讲1: 投资越南的基础设施：关键因素和当地政府计划

主旨演讲2: 为何投资于越南: 重点经济发展优先事项及外商投资政策

 
主旨演讲3: 业务结构及筹资: 越南如何与周边邻国比较

主旨演讲4: 予国际相关业界人士的劳工法与规章、税收结构和税收合规介绍

嘉宾交流午宴

首日：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开幕典礼

主旨演讲

1:30PM

1:55PM

2:20PM

2:45PM

3:10PM

演讲1：走向2030年的越南城市发展计划概括

演讲2：2018至2025年越南智慧城市发展计划概括

演讲3：越南对于多式联运的支持政策

演讲4：推动越南成为区域物流和工业中心的政府优惠政策

论坛对话环节：评论与问答

议程一： 投资越南基建的决定因素

3:20PM

3:45PM

4:10PM

4:35PM

4:45PM

5:30PM

演讲5：越南基建项目的公私合伙制框架

演讲6: 越南基建项目的融资选项及风险缓解架构

演讲7：予外国投资者及国际相关业界人士的法律保护措施及优惠政策

论坛对话环节：评论与问答

商业配对环节

首日议程圆满落幕

议程二：越南基建市场的政策，规范及融资框架

外商投资局

投资及贸易部

法律和税务咨询

融资

-  首日：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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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9:00AM – 10:00AM
· 越南在道路和铁路基础建设方面的总体规划

· 越南铁路主要项目

· 项目简报

10:15PM – 11:45PM
· 越南住房和公共建设：需求和发展计划

· 越南北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主要项目

· 越南中部的城市发展：方向，机遇和主要项目

· 越南南部的发展计划和主要项目

· 项目简报

11:45AM – 12:30PM
· 越南的城市交通基建需求：现状，方向和机遇简报

· 项目简报

1:30PM – 2:30PM 
· 越南工业园区与经济特区：方向和发展计划

· 项目简报

2:45PM – 3:45PM 
· 投资越南航空基础建设和机场扩建计划

· 越南的海港和陆港：发展计划和机遇

· 项目简报

次日：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基础建设投资简报

*This Program is subjected to change and for updated program,
please logon on to www.infratructurevietnam.com

Program @ 8 March 2019

-  次日：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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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届大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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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PARTICIPATION TERMS AND CONDITIONS
Delegates may be substituted at any time, in writing, at NO extra charge.

Cancellations received in writing before 1 July 2019 will be refunded, less a 100 USD administrative fee. Cancellations received thereafter 
are not refundable. 

Confexhub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schedule or cancel the conference, exhibition, cocktail reception,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and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to the conference program or speakers without prior notice. 

Should the event and all its related activities be cancelled, curtailed or adversely affected by any cause not within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Confexhub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fire, national emergency, labor dispute, strike, lock-out, civil disturbance, Act of God, or 
non-availability of premises for any reason, Confexhub shall be under no obligation to refund all or part of the sums paid by the delegate 
in respect of his/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shop. Confexhub shall be under no liability to the delegate or any other person in respect of 
any actions, proceedings, claims, demands, losses (including consequential losses), costs or expenses whatsoever which may be brought 
against or suffered or incurred by the delegate as the result thereof.

Full payment is required with your Registration Form before the Conference day. Tax-Receipt will only be issued upon receipt of full 
payment.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fee includes lunch and refreshments. The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fee, however, does not include travel, 
accommodation and incidental costs.

All payments should be made in USD ($) by credit card, telegraphic transfer or cash only.

All registrations by fax or post MUST reach us before 1 July 2019, after which late registrations will be considered as "WALK-INs" and 
subjected to "WALK-IN" fee.

报名表格

1-2名代表报名表格

1,400* 美元 

1,600* 美元 

2,000* 美元 

3名代表或以上

1,200* 美元 

1,400* 美元 

PLEASE COMPLETE AND FAX BACK TO +603 2771 1669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at +603 2771 1668 or  email: conference@confexhub.com

优惠价
(于2019年6月1日前报名并缴付全额款项)

普通价格
(于2019年7月1日前报名并缴付全额款项)

大会直入通行费
(于2019年7月1日后报名并缴付全额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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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Vietnam 2019 Secretariat
c/o Confexhub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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