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综述2019年 第12期/第68卷 1427

东南亚模具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鲍琳琳，李美婷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辽宁沈阳 110022）

摘要：模具是支撑各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汽车、基建等下游需求快速增

加，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转移，模具需求量将会大幅增加。但东南亚地

区的模具行业尚未形成覆盖全部品种、各层次水平的完整的本土生产能力，这为我国模具企

业向该地区出口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从我国模具出口东南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通过

介绍东南亚模具行业现状，结合下游市场重要需求数据，为国内模具企业提供市场参考信

息，并通过分析东南亚部分主要推广平台的市场份额和有效性，从线上线下两方面提出切实

可行的市场开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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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模具制造大国，其中压铸模具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劳动

力成本仍相对偏低，而且压铸模具开发周期缩短，装备、设计、制造水平的显著提

升，国产压铸模具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超高性价比。近年来，东南亚汽车工业的高速

发展以及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必然拉动该地区对压铸模具的生产和进口需求。在

国内市场空间相对饱和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已开始放眼海外市场，尤其是与我国地

缘相近、准入较低且有“一带一路”政策加持的东南亚国家。

1  中国模具行业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模具产量曾占亚洲总量的近60% [1]，全球总量的

43%[2]。随着日本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约1993年开始），日本模具业因国内产业集

群的坍塌而逐渐萎缩，模具产量从1997年开始下滑。到2006年，模具产量跌至4 100
亿日元[2]，相比1998年降幅高达78%。凭借价格优势，中国和韩国模具对日出口量开

始增加。为了避免价格竞争，日本企业不得不将焦点转向高端模具。

1986到2016这30年间，中国模具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总产值达2 200亿元[3]，

增长了37倍，已经成为世界模具制造大国。中国模具的制造能力不但基本满足国内

制造业对模具数量、品种和质量的要求，而且具备所有模具品种的批量出口能力[4]，

更成为以制造技术先进和产品高端精密著称的全球最重要模具供应商德国的第三大

模具进口国[2]。2010年我国模具进出口首次出现贸易顺差，2018年实现出口总额近6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18亿元），同比增长10.84%[5]。其中，42.4%出口到美国、德

国、中国香港、日本和墨西哥。

21世纪初，我国模具行业已基本从产品竞争过渡到以品牌竞争为主的阶段[6]。中

低档模具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而高技术含量的大型、精密、复杂、长寿命模具自

给率（约60%）还较低，其余部分仍依靠进口[7]。到2020年，中高档模具在国内模具

总量中的比例将达到60%[6]，约1 500亿元。鉴于以上几点，部分有实力的模具制造商

已着手拓展中高端模具市场。

我国以中低档模具生产为主的中小型企业也在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竞争

力，并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实现产能转移。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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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之母”的模具行业将在该地区迎来大幅增

长。根据海关数据统计，自2009年起，越南已跻身成

为中国模具出口目的地前10位。2010年泰国也成为中

国模具出口的10大目的地之一，此后始终保持在第7位

左右。

2  东南亚模具行业下游需求
（1）汽车行业蓬勃发展，销售市场潜力巨大。

近10年，东盟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主要汽车生产国的

汽车产量快速增加。根据东盟汽车联盟公布的统计数

据，2018年东南亚主要汽车生产国共生产汽车436.9万

辆，同比增长8%[8]。东南亚汽车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已吸引众多全球知名汽车品牌纷纷来此择地建厂，并

引起配件、售后等配套产业聚集。凭借6亿人口红利以

及GDP的稳步增长，东南亚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

汽车销售市场潜力巨大。国际研究机构Frost & Sullivan 
看好东南亚国家汽车产业爆发力，预估2022年该区域

汽车产量将达496万辆，其中泰国维持最大汽车生产国

地位，产量234.7万辆，印度尼西亚147万辆，马来西亚

74.6万辆；汽车销量达到465万辆，成为全球第八大汽

车销售市场[9]。

（2）电子电器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电子

电器是东南亚许多国家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之一。泰国是世界第二大空调生产基地和第二大硬盘

制造国、出口国，电子电器也成为泰国模具应用的第

二大领域。马来西亚电子电器行业十分发达，是该国

出口和吸引投资的主要品类之一。预计2019年，马来

西亚电子电器领域批准投资额将达到130亿马币[10]，实

现16%同比增长。作为新加坡传统产业，电子工业2017
年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89%。其中，新加坡电子

元器件在进出口商品中位列第一，出口额占28.3%[12]。

（3）基础建设投资加大，政府发力全速推进。近

年来，为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外资吸引

力，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各国政府频频出手，大幅增

加对地铁、高铁等轨道交通以及飞机制造和航空MRO
（维护、维修、检修）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在轨道交通方面，2015至2022年间，预计泰国交

通基础设施共投资近800亿美元 [13]。泰政府近期还表

示，有信心在未来10年内在曼谷打造一个集合14条线

路、赶超日本东京的捷运网络。而由中国参与建设的

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和中泰铁路项目正有条不紊地推

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未来将有更

多中资企业参与到东盟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中。

在航空制造方面，2015至2024年间，泰国预计向

商用飞机MRO行业累计投入106亿美元。其中，机轮

和制动、APU、IFE组件、机油和控制装置、起落架等

五种组件预计支出将达17亿美元[14]。2018年马来西亚

航空航天器及配件出口总额达到21.1亿美元，同比增长

7%[15]。预计2030年马来航空制造业和MRO事业将分别

实现创收212亿马币、204亿马币[16]。

3  泰国和越南模具行业概况及鼓励
政策

东南亚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电子电器的重要地

位以及各国对基建项目建设的强力推进，都依赖于模

具行业提供坚实的支撑。

（ 1 ） 泰 国 模 具 行 业 。 据 泰 国 模 具 工 业 协 会

（TDIA）调查显示，2013年泰国约有1 061家模具厂[11]，

其中，90%生产塑料及金属模具，10%生产塑胶、玻

璃、陶瓷模具。冲压、连铸、锻造用模具是当地金属

模具中最常见的类型。据泰国投资促进局资料显示，

泰国汽车车身模具已基本实现本地化制造。本地模具

制造商也能够满足下游行业的需求，但泰国投资促进

局表示，高端模具仍依赖于进口，压铸模具、注塑模

具、传递冲压模、冲压模/冲裁模配件、注塑模配件、

压铸模配件仍供不应求[10]。

在泰国，压铸模具主要用于生产汽车发动机缸

体、曲轴、前壳体、油盘、齿轮箱、汽车安全配件

等。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预测，伴随汽车工业的发

展，压铸模具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将尤其明显[10]。与此

同时，泰国政府更加注重节能环保，将于2019年12月

10日起全面禁止二手私家车进口，对汽车轻量化的要

求越来越高，进一步为压铸件的应用营造更大的发展

空间。

为促进泰国国内模具行业的发展，进而为下游制

造业提供有力支撑，泰政府先后推行《2005—2009模

具产业发展五年计划》、《2009—2014加强模具产业

竞争力五年计划》以及《2016—2020模具产业可持续

发展计划》，旨在有效降低本国模具行业对进口的依

赖、实现出口额增长，形成产业集群。

在众多模具类型中，冲压模具、压铸模具及其他

模具（包括橡胶模具、锻造模具、玻璃模具、挤出模

具等）[10]都是泰投资促进局大力推动的模具类型。为

了鼓励外资，泰国投资促进局推行机械及原材料进口

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最高八年减免等税务措施，以

及允许引进外派雇员、持有土地和降低外汇管制等非

税务措施。此外，泰政府对投资者不设出口、当地成

分、外资股权等要求[17]。

（2）越南模具行业。越南汽车市场虽然潜力巨

大，但工业基础较差，模具产量低、生产成本较高。

根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2019年4月中越铸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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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研讨会及会后走访调查显示，越南多数企业对

模具的要求并不高，且对中国中低端模具很感兴趣。

据海关数据统计，从2016年开始，越南模具进口量逐

年降低，但除注模（Injection）和压模（Compression）

以外的金属或硬质合金用其他型模进口量却一路飙

升，进口货值增加300%。

4  东南亚模具市场开拓建议
中美贸易冲突已持续一年有余，美国增加关税

导致部分国内企业出口受阻，成本压力加大，调整贸

易流向迫在眉睫。而东南亚模具行业起步较晚，尚未

能够赶上汽车等下游行业的发展步伐，供需缺口依然

存在。无论是以中低端产品为主、需要产能转移的厂

家，还是主攻高端模具的企业，东南亚所蕴含的潜在

商机不容忽视。

海外市场开拓渠道可分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

根据东南亚当地市场份额情况，线上平台主要包括

Google搜索引擎、Facebook及LinkedIn社交媒体。

（1）Google搜索引擎。2018年Google搜索引擎

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

律宾等东南亚搜索引擎市场的份额分别高达98.71%、

93.73%、97.96%、97.44%、97.07%、95.99%[18]，是

企业开拓东南亚所必须考虑的宣传和客户开发途径之

一。通过Google开发海外客户的通用方法如下：一是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国家”，比如Mould & Die 
Thailand，筛选并整理目标客户联系方式，逐个联系；

二是采用SEO网站优化+Google Adwords推广相结合的

方式，方便国外客户在Google搜索关键词时，搜索引

擎优先抓取企业网站信息，将其置顶，提高网站点击

率，进而获取订单转化率。

（2）Facebook/LinkedIn社交平台。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客户开始使用社交平台

获取信息。从2018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社交平台市场份

额的情况来看，Facebook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表

1[18]）。LinkedIn主要用户群为职场人士，海外客户挖

掘的精准度更高、效果更好。

无论利用Facebook还是LinkedIn进行推广，都需注

意：建立公司主页后应保持状态更新，吸引关注；发

布帖子时灵活使用Tag话题标签，增加跳出率；在有一

定推广资金支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付费广告实现引

流，达到短时间内推广主页/状态吸引关注的目的。

除了通用方法之外，还要充分利用两大平台各自

的独特功能：通过关键词搜索进入合适的Facebook群

组，或创建与行业或产品相关的群组，增加帖子曝光

率，并与潜在客户保持联系。充分利用LinkedIn搜索框

筛选功能，实现目标客户的精准搜索，进而获取有效

联系方式，不断积累人脉和潜在客户数据库。

（3）优质专业展会。线上平台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和时间进行维护，账户充值花销不匪，见效也比

较慢。相对来讲，选择一个优质的线下专业平台，针

对性更强，效果更加直接、省时、省力。除了平台本

身提供的宣传推广、匹配对接、展览展示等全方位服

务，国家亦鼓励海外参展及出口，给予政策支持。比

如2016年11月开始对压铸模具等产品出口退税率上调4

个百分点[19]、中小企业根据当地政策可申请一定比例

的境外参展补贴等，这些都为国内模具企业走出国门

带来利好。

亚 洲 及 泛 太 平 洋 地 区 金 属 工 业 展 览 会 （ 简 称

METAL AP亚太金属展）是东南亚地区首个以压铸、铸

造为主题的专业展会，展品涵盖压铸及铸造模具。平台

立足泰国，锁定东南亚市场，除了看到该地区的下游需

求之外，还综合考虑了地缘近、出口成本低等因素。

5  结束语
我国模具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号

召，减轻中小企业压力，第二届亚太金属展专门打造

两款低成本、低风险的海外尝试活动，一是中国压铸

模具展团，二是免费匹配东南亚买家及当地代理商的

增值对接服务。借此，平台希望以中国模具为出口名

片，将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带进东南亚，助其找到新

的利润增长点。

表1 2018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社交平台市场份额前三名
Table 1 TOP 3 social media in ma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2018）

国家

泰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社交平台及市场份额

Twitter（10.26%）

YouTube（21.19%）

YouTube（12.91%）

Twitter（6.01%）

YouTube（8.98%）

YouTube（12.09%）

Facebook（80.55%）

Facebook（62.94%）

Facebook（71.42%）

Facebook（80.66%）

Facebook（79.01%）

Facebook（75.22%）

YouTube（3.46%）

Pinterest（5.27%）

Twitter（5.83%）

YouTube（5.17%）

Instagram（3.91%）

Twitter（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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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outheast Asian Mould & Die Industry

BAO Lin-lin, LI Mei-ting
(Foundry Institution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Shenyang 11002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Mould and die play a key role in develop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ifting to Southeast Asia and rapid increase of demands from downstream markets 
such as automobile and infrastructure. Local mould and die industry, however, has yet to be able to produce 
all types of products at all required levels, which is favorable for enterprises to cover the gap. Begin with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outheast Asia, the article introduces local industry, 
demonstrates downstream demands with important market data, and finally offers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on online & offline market exploration after analyzing market share and effectiveness of some popular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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