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推出「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 Initiative，简称 MIII)，旨在转型为全球制造中心。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内地

的制造成本不断攀升，厂商对迁厂或分散生产业务越来越感兴趣。有鉴于此，我们前往印度实地考察，访问了多个邦份的首府，

以评估其营商环境，最终选定 5 个邦份（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德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及卡纳塔克邦）以作比较。

      基于印度市场的复杂性，亚新与印度顶级律师事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结成战略合作伙伴，为中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提供

完善的商务、法律、税务咨询，如果阁下有印度公司注册、印度商务考察、印度投资咨询、印度税务咨询、印度投资备案等

方面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负责印度市场的团队取得联系，电话：400-829-8283

印度
制造



劳工

      目前，印度的劳工成本不仅较中国为低，

亦低于差不多所有东南亚国家，只有缅甸除

外。

     按照人口及国土面积计算，印度是南亚

一个庞大国家，人口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

中国，而国土面积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不

过，印度的人均收入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中长期来说，其制造业可有充裕的低成本劳

工。在报告选取以作比较的主要制造业邦

份，劳工供应均相当充裕。一些印度邦份的

人口甚至可以与缅甸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比

肩。印度经济蓬勃发展，劳工需求旺盛，

一二线城市的工作机会不断增加，促使人口

持续从农村迁往城市，并在各邦之间迁徙。

法律法规

      在印度，许多制造活动并无正规作业场

所，通常属于农舍工业、家庭工业及村庄工

业，涉及手摇纺织、手工艺及农耕等领域。

这些非正规生产单位一般雇用少于 10 名工

人，因此不受《工厂法》(Factories Act) 和

《商店及机构法》(Shops and Establishment 

Act) 规管，亦毋须遵守《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 的相关规定。

      相较之下，雇用 10 人以上并按工厂布局

从事制造活动的机构则属有组织雇用领域，

须受最低工资法例规管。印度的最低工资标      

准相当复杂。所有有组织雇用机构均须遵守

每日 150 卢比 ( 约 2.2 美元 ) 的全国最低工资规定。就本文讨论的所有主要制造业邦份而言，邦内各类制造业职位的最低工

资均高于全国水平。

部分亚洲国家每月最低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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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邦最低工资制度复杂

      印度各邦均有本身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按行业类别制订复杂程度不一的各式规则。一些邦份设有每日最低工资，其

他邦份则按月计算。大部分邦份根据劳动技术水平及所在地区为某一行业制订复杂的最低工资水平制度。

      在印度，最低工资水平不时修订，其中安德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较为频密，每 3 个月修订一次，古吉拉特邦每 6 个

月修订一次，泰米尔纳德邦则一般每年修订一次。不过，不定期修订最低工资的邦份亦不在少数。

       下表载列 5 个邦份在一般工厂、电子业及制衣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最低工资一般较高。

比较印度各地最低工资时，须同时考虑行业因素。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高，但其制衣业的最低工

资水平却低于其他邦份。

部分印度邦份的每月最低工资(美元)

《工厂法》规定的工厂雇用工人的最低工资

*按照每日最低工资乘以每月25个工作天计算得出

*按照每日最低工资乘以每月25个工作天计算得出

马哈拉施特拉邦

 第1区工资水平

古吉拉特邦

#

 第1区工资水平

*按照每日最低工资乘以每月25个工作天计算得出

 第1区工资水平

#

#

#

#

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

安德拉邦

非熟练 半熟练 熟练

马哈拉施特拉邦

古吉拉特邦

#
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

安德拉邦

非熟练 半熟练 熟练

110* 114* 117*

114 121 129

84 100 120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

马哈拉施特拉邦

古吉拉特邦

#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

安德拉邦

#

#

#

电子业最低工资

109* 112* 115*

114 121 129

117 124-127 130-140

78* 78* 78*

96 100 102

*电子业并无指定最低工资，工厂最低工资则根据《工厂法》制定

制衣业最低工资

*纺织(丝绸)业

资料来源：印度各邦政府(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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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价格

       这 5 个邦份均已开发工业园区，供私人投资者设厂。邦政府或私营企业负责提供基础设施及便利设施，例如接驳公路、

电力、供水、污水处理设施及通讯网络。

     邦政府成立的工业开发公司是负责开发及管理工业园区的主要机构。在印度，土地一般以租约方式批出，租期为 95

至 99 年，不过亦可通过协商享有永久业权。邦政府提供不同大小的用地，以满足生产规模各异的制造商需求。邦政府

亦经常将整个工业园区指定供特定类型或类别的制造商使用，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苏巴帕勒工业区 (Supa Parner 

Industrial Area) 指定供日本制造商使用。

     尽管大部分工业园区用地由工业开发公司单独开发，部分园区亦会与私营开发商合作。Embassy 工业园和马欣德拉

世界城 (Mahindra World City) 是私营企业负责建设和管理的工业园区典范。

     工业园区的土地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位置。厂商考虑迁厂或分散生产业务时，须注意同一邦份内的土地价格亦

会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土地条件大有不同，主要考虑要素包括是否邻近邦份首府、城区、主要运输设施及便利设施等。低

价地段绝大部分为未开发地皮，附近少有城区开发项目。简而言之，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德拉邦及泰米尔纳德邦的土地价

格相对较高，原因是这些邦份属于较为发达的工业邦，外商投资程度较高。上表载列部分印度邦份内主要工业区的土地价

格 ( 最后一排列出越南地价以作比较，因为越南是相当受欢迎的东南亚国家，近期在迁厂和分散生产业务方面吸引很多厂

商注意 )。



 

电力供应

      电力供应不足是印度工业的一大难题，但许多印度邦份的情

况渐有改善。西部及南部邦份 ( 例如古吉拉特邦、安德拉邦及泰米尔纳德邦 ) 已有电力盈余，即

使于高峰时段亦会偶尔出现电力不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许多工业园区积极宣传其电力供应可靠度高达 99%。

      印度电费自 2013 年大涨以来，增势趋缓。不过，由于电力需求急速增加，加上发电基础设施 ( 其中许多项目由私营能

源公司承接 ) 的庞大投资需要收回成本，预计加价压力将持续不减。下表为印度电力批发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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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印度政府经济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the Economic Adviser）



                                        

      印度各邦采用交叉补贴制度，以工业电

费补贴农业及家居电费。各邦均有数家电力供应商，根据用电量划定不同电费区间。制

造商的用电量通常属于中等至较高的类别。

      古吉拉特邦固定电费较高，但每度电费在这 5 个选定制造业邦份内却最具竞争力。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数量最多，

但电费却相对较高。古吉拉特邦和卡纳塔克邦的电费对制造商而言较为优惠。下表显示这 5 个邦份的工业电费，最后一

排列出越南电费以资比较。

马哈拉施特拉邦

古吉拉特邦

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

安德拉邦

越南

部分印度邦份工业电费

每度电费
（美元/千瓦/小时）

固定电费
（美元/千伏安/每月）

所有电费均为约数

资料来源：印度概况(India Briefing)印度各邦电力监管委员会(Electric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Practic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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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水平

      印度的通胀逐渐降低，所有选定邦份均呈现这一趋势。下图左侧刻度为这 5 个邦份城区的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趋势，右

侧刻度则是有关邦份 2015 至 16 财政年度的通胀率，其中安德拉邦的通胀率最高，约为 7%，而全国平均水平则为 4%。

南部和东部邦份 ( 包括安德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 ) 的物价水平整体较高，换言之，制造商须承担较高的营运成本。

马哈拉施特拉邦虽然是印度最富裕的邦份，但物价水平与其他邦份相比却较低。

运输物流

      海运是制造商的重要考量因素。下表概述这 5 个邦份主要海港的位置，各海港均有其自身竞争优势和腹地。古

吉拉特邦的蒙德拉 (Mundra) 港是在港口基础上兴建的经济特区，为出口导向型行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马哈拉施特

拉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港 (Jawaharlal Nehru Port，简称 JNPT) 是印度最大的港口，腹地横跨中央邦 (Madhya 

Pradesh)、古吉拉特邦、卡纳塔克邦和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维萨卡帕特南港主要服务印度东北部、恰蒂斯加尔邦

(Chhattisgarh) 和奥里萨邦 (Orissa)。清奈 (Chennai) 港是南印度最大的物流中心，为泰米尔纳德邦蓬勃发展的制造活

动提供支持。卡纳塔克邦的门格洛尔 (Mangalore) 港服务的腹地相对较小，主要为喀拉拉邦 (Kerala) 和卡纳塔克邦。

印度部分邦份的整体消费物价指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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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列出由这 5 个邦份主要港口运货至

香港、上海和鹿特丹所需的平均天数。货

物若运往香港和中国内地，按货运时间计

算，JNPT、维萨卡帕特南和门格洛尔是最

佳地点。蒙德拉和清奈更适合运往欧洲的

货品。因此，选择理想的工厂地点时，亦

须考虑目标销售市场。

     台 湾 跨 国 电 子 公 司 富 士 康

(Foxconn) 已宣布与马哈拉施特拉

邦签订谅解备忘录 (MOU)，于该邦

投资数十亿美元兴建新厂房。该公

司指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优势包

括拥有一个金融中心以及优秀人才

和软硬件一体设施供应充足。

      就空运而言，各邦首府均设有一个或多

个国际机场，为跨境货运提供支持。在空运

货物方面，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

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国际机场 (Chhatrapati 

Shivaj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曾居印度全

国首位，但这一殊荣于 2015 年被新德里国

际机场摘去。不过，该机场仍是印度重要

的空运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德里孟买工业走

廊 (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项

目的规划，一条专用货运走廊 (Dedicated 

Freight Corridor) 将于 2019 年建成，大大

改善陆路货运 ( 铁路运输 ) 的速度和成本，

而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物流业

势将大为受惠。德里、艾哈迈达巴德 ( 古吉

拉特邦首府 ) 和孟买 ( 马哈拉施特拉邦首

府 ) 是 该 条 走 廊 的 主 要 交 通 节

点。马哈拉施特拉邦新开发的投

资 区 蒂 基 港 投 资 区 (Dighi Port 

Investment Area) 是专用货运走廊

的终点。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

拉邦的物流运输能力预计将于未来

数年得到极大提升。

JNPT(马哈拉施特拉邦)

蒙德拉(古吉拉特邦)

门格洛尔(卡纳塔克邦)

清奈(泰米尔纳德邦)

维隆卡帕特南(安德拉邦)

香港 上海 荷兰鹿特丹

运往世界部分港口的平均货运天数

27 27 25

19 21 28

18 22 30

23 26 22

21 20 28

资料来源：马士基航运公司(Macrsk Line)



营商环境

     印度营商环境充满繁文缛节，监管条例冗

杂，众所周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领导的政府正积极应对这一问题，于

国内开展一系列便利营商的改革措施。2015

年 9 月，世界银行连同印度政府评估了印度

各邦实施便利营商改革措施的进度，并对各

邦的表现进行排名。下表载列 5 个选定邦份

的排名。

总结

     本文全面阐述 5 个印度邦份的生产要素成本。在选择最佳设厂地点时，亦须考虑名义成本、某一地点的相对优势，

以及所涉足的行业。

      古吉拉特邦和安德拉邦在便利营商改革

方面的成绩最为突出，已采纳多项便利营商

的措施吸引当地及海外投资，另外 3 个邦份

则须加速进行改革。古吉拉特邦和安德拉邦

的工厂数量即将赶上传统制造业大邦泰米尔

纳德邦，个中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这 5 个邦份均大刀阔斧进行税务改

革，通过网上服务精简增值税及中央营业税

(Central Sales Tax) 的登记和纳税手续。该等

改革大大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营商便利度。就全国而言，联邦政府力争通过商品及服务税 (Goods and Services Tax) 法案，

令印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避免重复征税。【1】

【1】资料来源：香港贸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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