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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
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深入发展，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各国经济融合是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
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
向海外，开展国际化经营。中国企业的海外形
象，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已汇入国际传播的主流力量。
同时，对象国错综复杂的政经局势，复杂多变
的舆论环境、中外文化差异等，都给“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对外传
播能力建设，在中宣部、国资委大力支持和指
导下，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以服务中国企
业“走出去”为己任，连续多年举办中国企业
海外形象高峰论坛，发布《中国企业海外形象

调查报告》，成立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联盟、
专家咨询委员会、企业外宣智慧传播工作室，
建设企业海外故事案例库……旨在发挥自身综
合外宣优势，集聚各方资源，为向世界讲好中
国企业海外故事搭建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
报道社围绕企业需求，着力开展国别和区域研
究，精心策划出版《中国企业国际传播指南》
（国别版）系列丛书，将“一国一策”体现在“一
国一册”中。丛书将全面系统的介绍“一带一路”
主要沿线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媒体发
展业态、民俗宗教文化等各领域资讯，希望为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塑造大国企业一流国际
品牌、跨文化交流提供实用性指南。

陈实
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
中国报道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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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泰国的基本国情
1.1.1 地理位置 1
泰国位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南半岛中部地
区，东北部与老挝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缅甸
交界，西南临安达曼海，东部毗邻柬埔寨和泰
国湾，南部与马来西亚相接。泰国国土面积为
51.3 万平方公里，与法国的面积大致相同，在
东南亚居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缅甸。
1.1.2 气候条件 2
泰国地处热带，夏、冬两季陆地和海洋的
气温和气压悬殊，是典型的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27℃。泰国阳光充足，潮湿闷热。全年分三个季
节：3 月到 5 月为热季，气候炎热干燥；6 月到
10 月是雨季，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全国普遍降
雨；11 月到次年 2 月为凉季，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这个季节泰国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降低，气候凉爽
宜人。泰国的凉季和热季很少下雨，因此也叫干
季或旱季。地处马来半岛北部的地区则属热带雨
林气候，终年炎热多雨，无明显旱季。
1.1.3 自然资源 3
自然资源丰富，主要有钾盐、锡、褐煤、
油页岩、天然气，还有锌、铅、钨、铁、锑、铬、
重晶石、宝石和石油等。80 年代以来，在泰
国湾和内陆先后发现了 15 个油气田。煤炭总
储量 15 多亿吨，主要是褐煤和烟煤，约 80%
分布在北部的清迈、南奔、达、帕和程逸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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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达、碧差汶、夜丰颂、清迈、南邦和
甲米府还有含油量达 5% 的油页岩。
1.1.4 人口分布 4
2018 年，泰国人口有 6918 万人，世界排
名 20，预计 2020 年达到 6980 万人。目前的
男性人口约占 49.1%，女性人口约占 50.9%。
人 口 密 度 为 135.9 人 / 平 方 公 里（2018 年 数
据）。2020 年 预 计 0 ～ 14 岁 人 口 将 占 总 人
口的 16.55%，15 ～ 64 岁人口占 70.49%，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2.96%。与世界上许多国家
的发展趋势一样，泰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
加快。1990 ～ 2020 年，泰国 60 岁以上的人
口预计增加 3 倍，将给泰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
2016 年，泰国人均寿命为 75.3 岁，预计 2020
年达到 75.6 岁。
1.2 泰国的政治经济现状
1.2.1 政治制度 5
【 君 主 立 宪 制】 国 王 是 泰 国 国 家
元 首， 是 泰 国 武 装 部 队 最 高 统 帅， 通 过
国 会 行 使 立 法 权、 通 过 政 府 行 使 行 政
权、 通 过 法 院 行 使 司 法 权。【 国 王 哇 集
拉 隆 功（MAHA VAJIRALONGKORN

BODINDRADEBAYAVARANGKUN）， 拉
玛十世王。2016 年 12 月接受迎请继承王位。】6
宪法规定，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加
以指责和控告；国王有权召集国会会议，解散
003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下议院，任命总理，并可根据总理建议让内阁
成员离职；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颁布具有与国
会法令相同效力的法令；有权与外国签订协定，
在国会同意后，有权决定宣战、赦免及任免法
院审判官、各部次长、厅长或与此相当职务的
军职和文职官员。
【宪法】 现行宪法于 2017 年 4 月 6 日经
哇集拉隆功国王御准生效，是泰国第 20 部宪
法。分为总章、国王、公民权利、自由与义务、
基本国策、议会、内阁、法院、宪法法院、独
立机构、检察机构、权力监督、地方行政、宪
法修订、国家改革等 16 章 279 款。
【议会】2019 年 5 月泰国成立新一届国
会，由上、下两院组成。上议院 250 人，下议
院 498 人。现任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川·立
派，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院议长蓬佩·威奇春猜。
【 政 府】2019 年 3 月 24 日 泰 国 举 行 新
一届大选。6 月 5 日新届国会上下两院投票选
举总理，巴育高票当选连任。7 月 10 日，泰
国王御准新一届内阁名单，7 月 16 日全体阁
员宣誓就职。现任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巴育·詹
欧 差 上 将（GEN.PRAYUT CHAN-O-

CHA），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威· 翁素万上
将（ GEN.PRAWIT WONGSUWAN），
副 总 理 颂 奇· 乍 都 西 披 塔（MR.SOMKID

JATUSRIPITAK）， 副 总 理 威 萨 努· 科
岩（MR.WISSANU KREA- NGAM），
副 总 理 兼 商 业 部 长 朱 林· 拉 萨 那 威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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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N LAKSANAWISIT）， 副 总 理
兼 卫 生 部 长 阿 努 廷· 参 威 拉 军（ANUTIN

CHARNVIRAKUL）等 5 位副总理以及外交、
财政、交通等各部部长、副部长共 36 人。7
【司法制度】属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作为
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司法系统由宪法法院、
司法法院、行政法院和军事法院构成。
1.2.2 主要政党 8
2019 年 3 月，参与泰国大选的政党有 81
个。泰国选举委员会 3 月 28 日公布大选非官
方计票结果：经对 100% 选票统计，人民国家
力量党得票数领先，获得 843 万张选票；为泰
党、新未来党分别获得 792 万票和 626 万票，
得票数居第二、三位。
（一）人民国家力量党（PALANG

PRACHARATH PARTY）：2018年 3月
2日成立，又被称为民政力量党。是由现任
泰国军政府中的部分平民阁员所创立的一个
亲军方和主张保守主义的一个政党。现任总
理巴育 · 占奥差虽然不是该党成员，但该党
在 2019年 2月向泰国选举委员会正式提名巴
育·占奥差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
（二）为泰党（PHEU

THAI

PARTY）：2008年 9月 20日成立，是由泰国
前首相他信成立的第三个政党。曾为泰国国会
的执政党。
（三）未来前进党（FUTURE
005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FORWARD PARTY）：2018年 3月 15日成
立，又称为新未来党。2018年 9月，选举委员
会正式承认未来前进党，允许该党开始注册会
员和筹款。
（四）民主党（DEMOCRAT

PARTY）：1946年 4月 6日成立，是泰国历
史最悠久的政党。亲泰国王室，亲商界（与反
对他信政权的商界集团关系良好），支持的阶
层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及富有农户，民主党
主张维持现有的君主立宪制。
1.2.3 与东盟关系

9

泰国是东盟最早的发起国之一，地处东盟
中心。
1961 年，泰国和当时的马来亚 ( 现马来西
亚 )、菲律宾成立了东南亚联盟。1967 年，泰国、
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发表《曼谷
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两次
会议地点都在泰国首都曼谷。
2012 年 至 2015 年 担 任 中 国 — 东 盟 关 系
协调国，积极推进东盟一体化和中国—东盟
自贸区建设，支持东盟与中日韩合作。重视经
济外交，推动贸易自由化。发起并推动亚洲合
作对话（ACD）机制，2016 年主办 ACD 第
二次领导人会议。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亚 欧 会 议（ASEM）、 世 界 贸
易组织（WTO）、东盟地区论坛（ARF）、
博鳌亚洲论坛 （BFA）、澜沧江—湄公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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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
2018 年 6 月主办“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
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ACMECS）
第八届峰会。积极发展与穆斯林国家关系。谋
求在国际维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及禁毒合作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
用。2016 年泰国担任 77 国集团主席国，2019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1.2.4“三产”概况及优势产业
1.2.4.1 泰国经济概况 10
泰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属外向型经济，
依赖美、日、中等外部市场。传统农业国，农
产品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世界天然
橡胶最大出口国。20 世纪 80 年代，电子工业
等制造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变化明显，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工人
最低工资和公务员薪金多次上调，居民教育、
卫生、社会福利状况不断改善。1996 年被列
为中等收入国家。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陷
入衰退。1999 年经济开始复苏。2003 年 7 月
提前两年还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提供的 172 亿美元贷款。1963 年起实施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2017 年开始第
十二个五年计划。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 4900
亿美元，增长率为 4.1%。11
1.2.4.2 三大产业及优势产业
（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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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泰国的传统经济产业和支柱产业，
农业人口约 1530 万人，农产品是外贸出口的
主要商品之一，全国可耕地面积约 1.4 亿莱（1
莱＝ 1600 平方米），占国土面积的 41%。主
要作物有稻米、玉米、木薯、橡胶、甘蔗、绿豆、
麻、烟草、咖啡豆、棉花、棕油、椰子等。
（二）工业
出口导向型工业。主要门类有：采矿、纺
织、电子、塑料、食品加工、玩具、汽车装配、
建材、石油化工、软件、轮胎、家具等。工业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三）服务业
旅游业保持稳定发展势头，是外汇收入
重要来源之一。旅游资源丰富，有 500 多个
景点，主要旅游点：曼谷、普吉、帕塔亚、清迈、
华欣、苏梅岛等。据泰国旅游局统计，2018
年中国赴泰游客数量约为 1050 万人次，同比
增长 7%。
1.2.5 中泰经贸关系 12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泰国是中国
在东盟国家中第三大贸易伙伴。2018 年，双
边贸易额 87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其
中中国出口 4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3%，
进口 44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2019 年 1-6
月，双边贸易额 429.4 亿美元，同比下降 0.1%，
其中中国出口 20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0.7%，
进口 219.9 亿美元，同比下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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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两国政府于 1978 年签订贸易协定，
1985 年签订《关于成立中泰经济联合合作委
员会协定》和《关于促进保护投资的协定》，
1986 年签订《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2003 年签订《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成立贸易、
投资和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定》。2012
年 4 月中国和泰国在北京签署了涉及经贸、农
产品、防洪抗旱、铁路发展、自然资源保护等
领域的 7 项双边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泰王国 11 日在曼谷发表《中泰关系发展远景
规划》。2014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总理李克
强访泰时，与泰总理巴育共同见证签署了《中
泰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
泰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近年有较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泰来华直接投资新增
2.37 亿 美 元， 同 比 减 少 10.6%。13 2018 年，
泰 国 新 增 对 华 投 资额 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3%。在华投资的公司主要有：正大集团、
盘谷银行等。
2019 年 1-5 月，中国对泰新增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额 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
截 至 2019 年 5 月 底， 中 国 对 泰 累 计 直 接 投
资额 62.8 亿美元，泰国对华累计直接投资额
43.2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 5 月底，中国企业
在泰国共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 289.6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228.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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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TikTok）

抖音

海尔

名称

手机 视频 软件

额同比增长 29%，其中空调产品增幅为 38%，在泰国所有家电品牌中增速最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经商参

facebook 和 instagram，一直排在手机软件下载榜单前 3 名。

凭借 5810 万次月平均下载稳居手机软件下载量第 3。2019 年第一季度，抖音凭借 1882 万次下载量力压

年下半年，抖音在全球市场上表现突飞猛进，跃居第 3 位，仅次于 whatsapp 和 Facebook；2018 年间又

2019 年 6 月 20 日在泰国举行的 2019 Techsauce 全球峰会上，抖音泰国的首席营销官素拉育表示，2017

尔能将更多的好产品带给泰国消费者。

处经济商务参赞张佩东表示，海尔作为世界知名的家电品牌，在泰国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希望未来海

的 20%，是东南亚第二大空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空调生产和出口国。2019 年年 1-4 月，海尔销售

2017 年，泰国媒体称海尔是“在泰国高端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数据显示，泰国占东南亚空调容量

海尔泰国公司今年 1-4 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29%，其中空调产品增幅为 38%，在泰国所有家电品牌中增速最高。

简介

电器

标志

（冰箱、空调）

领域

1.2.6 泰国人喜欢的中国企业、品牌和产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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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格力

美的

电器（空调）

（电饭锅、微波炉）

电器

位。泰国中泰双语访谈节目《TAP TALK》中称，“世界上 40% 的空调都由格力生产。”

税第一，累计纳税达到 963.53 亿元。2018 年，格力电器位列“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榜单第 294

器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0.2 亿元，净利润 224.02 亿元，纳税 149.39 亿元，连续 16 年位居中国家电行业纳

2005 年至今，格力家用空调产销量连续 13 年领跑全球，2006 年荣获“世界名牌”称号。2017 年格力电

年企业”的经营目标，凭借领先的技术研发、严格的质量管理、独特的营销模式、完善的售后服务享誉海内外。

空气能热水器、手机、冰箱等产品。公司自 1991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秉承“百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型工业集团，主营家用空调、中央空调、智能装备、生活电器、

500 强排名中位列 450 位，利润排名第 208 位。2017 年美的财报显示，营业总收入为 2419.19 亿元。

球有数亿的用户、及各领域的重要客户与战略合作伙伴，并拥有约 13 万名员工。美的在 2017《财富》世界

球家电行业以及国内民营企业中均处于领先地位。2016 年，美的营收 1598 亿元，净利润 159 亿元，在全

95%）。2015 年，美的成为首家获取标普、惠誉、穆迪三大国际信用评级的中国家电企业，评级结果在全

拥有约 200 家子公司、60 多个海外分支机构及 12 个战略业务单位，同时为德国库卡集团最主要股东（约

器人及工业自动化系统业务；以安得智联为集成解决方案服务平台的智能供应链业务。美的在世界范围内

家用空调、中央空调、供暖及通风系统的暖通空调业务；以库卡集团、安川机器人合资公司等为核心的机

的科技集团，提供多元化的产品种类，包括以厨房家电、冰箱、洗衣机、及各类小家电的消费电器业务；以

美的于 1968 年成立于中国广东，是一家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智能供应链（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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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智能电视）

手机

TCL

华为

国的销量排名第二，位于三星之后。

为的产品和服务遍及 170 多个国家，服务于全球 1/3 人口，国际市场已成为华为销售的主要来源。华为在泰

在 Interbrand 公布的 2014 全球品牌百强企业中，华为成为首个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截止 2014 年底，华

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2015 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位列第三，移动宽带终端连续数年全球出货量第一。

消费者业务是华为三大核心业务之一，产品全面覆盖手机、移动宽带及家庭终端。消费者业务始于 2003 年

是依靠低价产品销售。”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努力改善我们的服务。第二，是我们的产品。TCL 在得到高市场份额之前，主要

司有 500 多个员工，如何鼓励与激励团队非常重要。对于顾客来说，TCL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与主要客户

做得快，第二是我们做得正确。第一，做得快与团队有关，我们以雇主和客户的角度来看待团队。在我们公

TCL 泰国公司总经理杨宗林先生表示，TCL 在泰国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们

TCL 进入泰国开发市场已有 11 年，并在 2016 年泰国智能电视销售市场排名第三，仅次于韩国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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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手机

手机

VIVO

OPPO

小米

手销售伙伴 VSTECS（泰国）正式进入泰国市场。小米手机在泰国有着“价格便宜、品质好的低价位”的口碑。

719 万台，2013 年售出手机 1870 万台，2014 年售出手机 6112 万台。2017 年 8 月 24 日，小米宣布携

创新型科技企业。小米公司自创办以来，保持了令世界惊讶的增长速度，小米公司在 2012 年全年售出手机

小米公司正式成立于 2010 年 4 月，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互联网电视以及智能家居生态链建设的

正在使用 OPPO 拍照手机。

十年来，OPPO 一直专注手机拍照的技术创新，开创了“手机自拍美颜”时代；如今，全球超过 2 亿年轻人

高校校园等地大规模投放广告，其中，泰国主流社交平台 Line 的粉丝已超过 1000 多万。

泰国用户的沟通中，vivo 已经在泰国电视台、音乐电台、MajorCineplex 院线、大型高档商场、线下音乐会、

专业销售服务的网络，同时还建设了 15 个售后服务中心，以便为全泰国的消费者提供优秀的售后服务。在与

和 1000 多名优秀的销售人员，并在泰国全境建设了 20 多家专卖店，构成了可以为全泰国范围内的客户提供

7 月，vivo 在泰国举行了第二次新品发布会。截止 2015 年 7 月，vivo 在泰国已经拥有 2000 多家合作客户

vivo 在泰国曼谷塔拉世贸中心大酒店举行 vivo 的首场国际发布会，此举意味着 vivo 正式进军泰国。2015 年

有卓越外观、愉悦体验的智能产品，并将敢于追求极致、持续创造惊喜作为 vivo 的坚定追求。2014 年 8 月，

vivo 为一个专注于智能手机领域的手机品牌，vivo 和追求乐趣、充满活力、年轻时尚的城市群体一起打造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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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

中联

工程机械

建立统一的标准、管理模式和运营体系。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下，企业在全球布局才能够联动和协同起来。”

重科副总裁兼海外公司总经理熊焰明表示，“海外市场的本地化需要强大的输出能力，要求企业在全球能够

要合作伙伴。“未来几年，中联重科将把泰国子公司建设成为辐射东南亚区域业务管理和贸易中心。”中联

包括泰国国际机场扩建、轻轨交通、铁路复线等多项重大项目建设，中联重科已经成为泰国基础设施建设重

市场已有着长达 10 余年的时间，各类设备在泰国目前已经超过千台，市场占有率超过 30%。期间，参与了

紧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联重科正与沿线国家展开深度合作。相关资料显示，中联重科产品进入泰国

种。目前，公司积极推进战略转型，打造集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和金融服务多位一体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的创新发展，使中联重科逐步成长为一家全球化企业，主导产品覆盖 9 大类别、49 个产品系列，800 多个品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2 年，主要从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高新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2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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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泰国的宗教及民俗
1.3.1 宗教与民族 15
1.3.1.1 宗教
佛教为泰国的国教，在泰国占主导地位，
90% 以上的民众信仰佛教，马来族信奉伊斯兰
教，还有少数民众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印度
教和锡克教。
佛教对规范泰国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
用。与强调修身养性、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相
比，泰式小乘佛教更强调自我内省和个人修行，
要求控制情感乃至肢体运动。任何初到泰国的
人都会感受到泰国人的友善，这种友善大部分
来自佛教信仰。佛教徒相信，愤怒和激动会导
致灾祸，因此泰国人平时待人接物注重平和、
矜持。
虽然佛教在泰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宪法保
护信仰自由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泰国国王是
所有宗教的最高守护者。伊斯兰教是泰国第二
大宗教，主要分布在与马来西亚毗邻的北大年、
也拉、陶公和沙敦四府。
1.3.1.2 民族
泰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 30 多个民
族。主要民族有泰族、老挝族、华族、马来族、
高棉族。此外，还有苗、瑶、桂、汶、克伦、
掸等山地民族。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地地区。
在马来半岛山区的热带丛林中，还居住着塞芒
人和沙盖人等古老民族。
（一）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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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族为主要民族，占人口总数的 40%。
根据其分布地区和方言，可分为中部泰人、东
北部泰人、北部泰人和南部泰人。虽然中部泰
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有较大影响力，但
人口数量并不占优势。
（二）华族
在泰华人约有 1000 多万人，占全国人口
的 14%，是除泰人之外最大的族群。华人大批
移居泰国主要集中在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上，华人的主要职业是充当中
介，他们的足迹遍布泰国各个乡镇。现在，华
人的主要居住地是曼谷和半岛的中部地区。华
人的同化程度非常高，由于 20 世纪之前移居
泰国的华人和华泰混血大多已经完全融入当地
社会，因此并不被计算在华人人口之中。
（三）马来族
在泰马来人约有 200 万人，其中 100 万
人聚居在泰国最南端的四府：北大年、也拉、
陶公和沙敦（约占当地人口的 70%）。泰国的
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日常生活都遵循伊斯兰
教规和习惯行事。特别是在北大年、也拉、陶
公三府的马来人，大多不会讲泰语，保持着传
统的马来文化。
（四）高棉族
泰国境内的高棉人可分为两类：古老居民
和新近移民。主要分布在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
的泰国东北部和东南部几府。15 世纪时，高棉
王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臣属于阿瑜陀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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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地并入泰国版图后，许多高棉人依然居住
在那里。他们的同化程度也非常高，主要讲泰
语，或将泰语作为第一语言。宗教信仰几乎与
泰人相同。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柬埔寨爆发
旷日持久的内战，几十万高棉人越过泰柬边界
进入泰国。这些新移民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
文化。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时泰国境内的
高棉人约有 60 万～ 80 万人。
1.3.2 风俗与禁忌 16
1.3.2.1 风俗
泰国人民的礼仪都沿用佛教的礼仪，全国
有 26 万多和尚，一殷每个 20 岁左右的男子都
要当 3 个月的和尚，最短也要出家 3 天，才能
取得成年人的资格，王族亦不例外。泰国有寺
庙四万多，佛塔 10 万多，寺庙之多在东南亚
首曲一指。
泰国人喜爱红、黄色，禁忌褐色。人们
注意到广告、包装。商标、服饰都使用鲜明颜
色，并习惯用颜色表示不同日期：星期日为红
色，星期一为黄色，星期二为粉红色，星期三
为绿色，星期四为橙色，星期五为淡蓝色，星
期六为紫红色。群众常按不同日期，穿着不同
色彩的服装。过去白色用于丧事，现在改为黑
色。泰国的国旗由红、白、蓝三色构成。红色
代表民族和象征各族人民的力量与献身精神。
白色代表宗教，象征宗教的纯洁。泰国是君主
立宪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蓝色代表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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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居中象征王室在各族人民和纯洁的宗教之
中。
泰国是个王国，泰国人民对王室很尊敬，
身处泰国也应入乡随俗，对他们的国王、王后、
太子、公主等表示敬意，在电影院内播放国歌
或国王的肖像在银幕上出现时，也应起立。凡
遇盛大集会、宴会，乃至影剧院开始演出之前，
都要先演奏或播放赞颂国王的“颂圣歌”，这
里全场肃立，不得走动和说话，路上行人须就
地站立，军人、警察还要立正行军礼，否则就
会被认为对国王不敬。
1.3.2.2 禁忌
（一）不要随便抚摩他人头部。泰国人认
为一个人的头部是最神圣的部位，外人不能随
便抚摩他人的头部，小孩子的头部也不例外。
只有国王、高僧或父母才能抚摩他人的头部。
拿东西时忌讳从头上越过，如果必须越过别人
头部，要表示歉意，否则是失礼；
（二）不要用左手向他人递送物品，正式
场合需双手奉上。左手递东西被认为对人不礼
貌或者是鄙视他人。把东西抛向或扔向别人更
被认为是粗鲁和缺乏教养的行为。在接别人的
东西时同样也不能用左手接，接长辈给予的东
西还须用双手；
（三）入座时不能跷腿将鞋底对准他人。
在长辈和客人面前，应该双腿并拢端坐。妇女
则应双腿并拢，侧身而坐，并拢的双腿不得朝
向客人。用脚开门、踢门，或用脚指物都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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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缺乏教养和失礼的行为；
（四）同他人谈话时，不得戴墨镜，也不
能用手指着人说话。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应东
张西望。从坐着的人身旁走过时，不可昂首挺
胸，应微低头以表示歉意；
（五）到寺庙拜佛或游览时，衣着必须整
洁。进佛殿或在泰国人家中都要脱鞋，不要在
寺庙等宗教场所嬉戏、玩笑；
（六）见面问候不宜握手。人们见面尤其
是初次见面问候时，泰国人不喜好握手，男女
之间尤其如此。当然，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政府
官员和知识分子例外。俗人不能与僧人握手；
（七）访问政府办公厅宜着西装。衣着整
齐是对别人的尊敬，也是一种礼貌。如果衣着
随意或不整齐，就会让人觉得你对这个活动不
重视或不尊重别人。拜访大公司或政府办公厅
须先约会，准时赴约是一种礼貌。宜持用英文、
泰文、中文对照的名片，当地两天即可印妥；
（八）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需时刻
注意言行举止。在泰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
争执、咄咄逼人的表现会被泰国人认为是最可
耻的行为。
1.3.3 节日与文化
1.3.3.1 节日
泰国节日较多，主要包括国际性节日、与
宗教相关的节日及王室纪念日等法定假日。泰
国采用佛历纪年（以释迦牟尼涅磐之年为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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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加上 543 即为佛历年份）。泰国华人众多，
民间也庆祝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泰国有很多传统的节日。其中最大和最隆
重的节日有万佛节、风筝节、宋干节、春耕节、
守夏节、秋日节、大象节等。其中许多节日与
泰国国教佛教关系密切，一些节日如万佛节、
佛诞节、守夏节就是佛教的节日。与中国的农
历相似，泰国的一些节日与农业生产分不开，
如春耕节、水灯节等。除了民间的传统节日以
外，泰国还有一些国家纪念日，如宪法日和国
际劳动节等。除了上述年节以外，泰国同样要
庆祝元旦、春节等对一些东方国家而言非常重
要的节日。
（一）泰国的主要宗教节日
宋干节：泰国最重要的旧历节日之一。
宋干节的“宋干”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移
位”，指的是太阳离开双鱼星座运行到白羊星
座。泰国政府把原来按阴历计算的节日规定在
公历上，即每年公历的 4 月 14 ～ 15 日是宋干
节。据说，宋干节是印度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
随着婆罗门教传入中南半岛各国，教徒每年在
固定的宗教节日到河边洗浴，希望去掉一切邪
恶和污秽，有的地方又称之为泼水节。泼水嬉
戏、浴佛、滴水礼、洒水礼、放生和堆沙塔是
宋干节的主要内容。
万佛节：泰历三月十五日的万佛节是泰国
传统的佛教节日。在万佛节这一天，泰国要举
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国王也要亲自参加。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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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带着姹紫嫣红的鲜花、香烛和施舍物品前
往附近的寺庙拜佛、焚香。人们点燃 1250 支
蜡烛、撒 1250 朵茉莉花。在僧人的带领下，
人们绕殿堂 3 周，然后进入佛殿听僧侣诵讲佛
经。晚上人们通宵听经、巡烛等。
守夏节：泰历八月十六日的守夏节是泰国
最重要的佛教节日之一。泰国政府规定，守夏
节全国放假 1 天，以便人民参加守夏活动。守
夏节时，各个寺庙要举行佛事仪式，全寺僧人
集中到主佛殿，在佛像前发誓：“贫僧将在此
寺守夏安居 3 个月。”连说 3 遍。3 个月的节期，
佛教徒每日去佛寺施斋，以免和尚缺少食物，
所斋食物除新鲜饭菜外，还有传统糕点、蕉叶、
糍粑等。在守夏活动的高潮期间，一些善男信
女还会出家 3 个月，或每天去寺院聆听和尚念
经。那些想入寺修行的青少年也在守夏节举行
剃度仪式。
春耕节：也称春耕仪式，是泰国的传统节
日，也是泰国宫廷大典之一。仪式由国王亲自
主持，祭祀天神，保佑人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节日多定在泰国泰历六月的一天，具体的日子
由婆罗门法师用占星术推算，在元旦前公布。
节日分两天进行。第一天在玉佛寺举行佛教的
“吉谷仪式”，第二天在曼谷的王家田广场举
行婆罗门教的“春耕礼”。
水灯节：泰历十二月十五日。水灯节没有
正式的假期，却是泰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一个节
日。水灯节之夜，皓月当空，大小江河上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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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数五彩缤纷的水灯，映照出一幅人间天堂
的美丽景象。人们在河边放灯和观灯，喜庆丰
收、感谢河神。这一天也是男女青年互诉衷肠
和愿望的欢乐节日。人们把用芭蕉叶制作的一
个个漂亮的水灯放入奔流的河中，水灯随波逐
流，带走一个个美丽的愿望。如果河水把水灯
带向远方，预示着心愿一定能够实现。
大象节：在泰国东北部的素林府，人们要
庆祝传统节日大象节。大象节在每年泰历十一
月第三周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举行。泰国是
大象的王国，大象节是泰国极富民族特色的一
个节日。节日期间，人们穿着盛装，载歌载舞，
参加庆典仪式的数百头训练有素的大象将为人
们表演各种丰富多彩的节目。节日期间，素林
府的主要街道向大象开放，车辆禁行，兴致勃
勃的游人可以骑象观光。
（二）国家纪念日
泰国国家纪念日主要有哇集拉隆功国王诞
辰日（公历 7 月 28 日），普密蓬国王逝世纪
念日（公历 10 月 13 日），国庆日（普密蓬国
王诞辰日，公历 12 月 5 日）。
1.3.3.2 文化
（一）语言文字
泰国国语为泰语。泰语是泰国的官方语言，
全国有 85% 以上的人使用泰语。泰语吸收了
大量的梵语、巴利语和相当数量的孟语、高棉
语、汉语、马来语及英语词汇。
在泰国，英语被广泛使用，英语是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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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必修语言，特别是在曼谷，英语几乎成为
主要的商业性语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
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对汉语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汉语热不断升温。在泰中两国政府的
支持下，目前泰国汉语教学发展迅速，一跃成
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语。
（二）服饰
泰国人的服装比较简单，男子穿长裤和短
袖衫，女子多穿筒裙。泰国人的服装虽然保留
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同样也表现出了兼收并
蓄的特征。今天的泰国人比较喜欢穿西装，服
装的种类样式也千姿百态。但总的来说，女性
偏爱穿裙子、牛仔裤，男性特别是有地位和身
份的人则常穿正式的西装。
泰国的一些公司、银行、饭店规定，职工
必须穿着制服上班。大学、中学和小学也有专
门的制服，制服的颜色比较庄重，大多是白、黑、
蓝、黄等颜色。
（三）饮食
泰国菜以辛辣为主，但无论辣的程度如何，
菜本身的味道都不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泰国菜
诱人之处。
在泰国，洁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吃
饭的时候，但是衣着可以随意。盘子、碗、叉子、
汤匙随便地放在垫子上。上菜没有特定的顺序，
常常是一起上。米饭、鱼、肉、蔬菜和汤在就
餐过程中可以随意食用。很少有公共的大勺，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汤匙舀菜，每一匙菜都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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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调料碗中蘸一下。共同分享会带来很多快
乐。
泰国素有“水果王国”之称。长年水果有：
香蕉、柑、橘、柚、西瓜、葡萄、木瓜、椰子、
凤梨、番石榴、菠萝蜜等。季节性水果有：荔枝、
龙眼、枣、芒果、榴莲、山竹、红毛丹等。
泰国人喜食水产。由于渔业发达，在泰国
菜谱中，海产品和淡水产品的重要性仅次于大
米，泰国人吃的鱼比肉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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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国有哪些媒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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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泰国媒体机构概况
2.1.1 泰国媒体主管部门 17
政府民众联络厅（以下简称“民联厅”）
是隶属泰国总理办公室的政府新闻和信息的主
要发布机构，也是维系政府与国内民众、国际
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民联厅总部设在曼
谷，每天发布国内外重要新闻、政府政策和政
府活动信息，监督和管理大众媒体，反映公民
诉求和相关利益。民联厅在全国共有 8 个公关
中心，这些公关中心负责监管广播电视，满足
当地公众的需要。
联系方式：电话 (+ 66 - 2 ) 618 - 2323 1700/1715，邮箱 prforeign@prd.go.th
地址：Foreign Office, 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9 Rama VI Road, Bangkok 10400,

Thailand
2.1.2 泰国媒体机构概况 18
泰国消费者可以从报纸、杂志、广播、电
视、网站和社交平台等媒体上获取信息。媒体
以私营为主，按市场规则运作。泰文媒体是主
流媒体，英文、华文媒体居辅助地位。
2.2 泰国的主要媒体机构
2.2.1 通讯社
新闻通讯社以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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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作并发布新闻内容，同时还为其他报刊、
广播电视、大使馆、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服务订
阅者提供原始资料内容。

029

030
tnamcot.com

由总理办公室监管的泰国国家公共广播公司
（MCOT Public Company Limited）运营管
理，是收集、发布新闻和信息的中心。该新闻通
讯社收集的新闻和信息通过多个公司频道播放，
并通过短信向消费者发送新闻服务。TNA 拥有
四个地区性办事处：北方新闻中心设在清迈、东
北新闻中心设在孔敬、南方新闻中心设在合艾、
宋卡和安达曼新闻中心设在普吉。TNA 的本地
和国际新闻搭配合理，并开播了不同类型的节目。
TNA 与许多全球一流媒体开展合作。

泰国新闻通讯社
（Thai News
Agency，简称
TNA）

网址

thainews.prd.go.th

简介

简称 NNT，隶属于民联厅。1997 年泰国王室
正式宣布成立 NNT。作为“民众的新闻中心”，
该新闻通讯社为泰国国家广播电台（Radio
Thailand ）和泰国国家电视台（National
Broadcasting Services of Thailand，简称
NBT）制作新闻。

标志

泰国国家新闻局
（National News
Bureau of Thailand）

通讯社名称

2.2.1.1 隶属政府的通讯社 19

电话：66(0)-2-201-6000
传真：66(0)-2-245-1435
邮箱：contact@mcot.net

电话：66(0)-2-248-8600
传真：66(0)-2-369-2579
邮箱：nnt.thainews@gmail.co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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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nnews.co.th

isranews.org

infoquest.co.th

所有者为 Benchachinda，制作的新闻内容覆
盖面广，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社会、体育、
娱乐和国际新闻等。它通过 RuamDuayChuayKan 电台、DFM、www.innnews.co.th、
INN News 短信服务和 iPhone 应用软件以及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这类社交媒体
传播。

该通讯社于 2004 年成立，宗旨是为泰国记者提
供培训、支持专业新闻工作的研究和发展。

泰国一家重要的实时新闻和信息服务供应商。它
有自己的内部编辑和信息开发团队。InfoQuest
的报道涉及经济、股票和金融等新闻题材，也涉
及影响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政治和综合性题材。

Isranews Agency

InfoQuest

Independent
News Network
(INN)

网址

标志

简介

通讯社名称

2.2.1.2 私营通讯社 20

电话：66(0)-2253-5000-222
邮箱：marketing@infoquest.co.th

电话：66(0)-2-241-3160
传真：66(0)-2-241-3161
邮箱：isranews.agency@gamil.com

电话：66(0)-2-730-2424
邮件：inn_sms@hotmail.co.th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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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广播及电视 21
（一）广播
泰国的广播事业发展很快，广播电台数量
也很多，听众众多，全国的普及率达到 98%。
泰国有 230 多家广播电台，其中由民联厅管理
的有 59 家。除了泰国国家广播电台以外，泰
国还有亚洲自由之声广播电台及一些民办的电
台。
（二）电视台 22
泰国无线电视台共 6 家，都设在曼谷，大
部分电视节目通过卫星转播。地方有线电视公
司 86 家。不少电视台凭借热门电视剧和高品
质新闻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泰国大广告投放
基本选择拥有最广大收视群体的 3 台和 7 台。
然而泰国广告媒体行业认为，2019 年泰
国电视媒体广告销售业绩仍旧保持走低。对于
各大电视台来说，整个行业都沉浸在一个低迷
大环境中，每一家都在努力应对行业增长低迷
带来的业绩下滑压力。对于品牌商或是广告投
放商来说，电视不再是他们首选的行销渠道。
尤其是在网络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电视
广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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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h7.com

简介

该电视台建于 1967 年，是一家有泰国陆军背景之泰国民
营电视台。所有者为曼谷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泰
国曼谷。节目以反映军队情况为主，也播发政治新闻和娱
乐节目。近年的节目趋向年轻时尚品味的偶像风格。

泰国国家广播电台

主要电视台

第 7 电视台

www.hsk9.org

泰国最大的广播电台，建于 1930 年 2 月，属于国家中央
广播电台，由总理办公室民联厅管理。泰国国家广播电台
在全国各府设有 58 个分台，是全国发射功率最大、设备
最完善的电台。设有国外部，用泰、英、法、中、马来、越、
老、柬、缅、日等语言广播。

标志

网址

标志

简介

主要广播电台

2.2.2.1 泰语

电话：66(0)-2-495-7777
邮箱：program@ch7.com（项目部）
           news@ch7.com（新闻部）
           marketing@ch7.com（市场部）
           webmaster@ch7.com（网站信息）
           webdev@ch7.com

联系方式

电话：66(0)-2-277-1814
传真：66(0)-2-277-6139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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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3thailand.com

mono29.com

workpoint.co.th

该电视台建于 1970 年，所有者为 BEC-Tero 和 MCOT
公司。节目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摄制的爱情、武打及古
装戏为主。包括 3SD、3HD 等频道。节目大多采购自中国、
中国香港、日本及韩国，并配上泰语为主干，题材趋向于
爱情、武侠及古装剧情片。

该电视台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开始播出，在播放电视剧
和电影上主要播出海外作品，所有者为 Mono Group。

该电视台于 2011 年 9 月开始卫星播出，2014 年 4 月 1
日开始地面数字广播，总部设在巴吞他尼府。所有者为
Workpoint Entertainment Public Company Limited。
Workpoint TV 数字地面开播后也把那些在其他电视台的
节目转到 Workpoint 播出。

第 3 电视台

Mono 29

Workpoint TV

电话：66(0)-2-833-2000
传真：66(0)-2-833-2999
邮箱：wpdigital@workpoint.co.th

电话：66(0)-2-502-0700-7184
66(0)-2-502-0700-7236（广告部）
邮箱：info@mono29.com
salesmono29@mono.co.th（广告部）
newsmono@gmail.com（新闻公关部）

电话：66(0)-2-022-7426
66(0)-2-683-5059（广告部）
66(0)-2-022-7395（商业部）
邮箱：info@ch3Thailand.com
pornvipa_s@becworld.com（广告部）
commercial@becworld.com（商业部）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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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根据泰国广电通发布的 2019 年 3 月份全国数字电视收视统计报告。

www.nationchannel.com

amarintv.com

该电视台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开始通过卫星播出，2015
年 5 月 24 日开始数字地面播出，主要内容是生活类和新
闻类节目。

Amarin TV

该电视台建于 1988 年，是泰国的主流媒体，隶属于民联厅，
总部位于曼谷。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播出各类节目。

thaich8.com

该电视台建于 1976 年，是综合性的娱乐公司，最初主要
内容为音乐节目。总部在曼谷，2011 年 1 月 5 日开始通
过卫星播出，2014 年 4 月 25 日开始数字地面广播播出。
所有者为 RS public company limited。

第 8 电视台

Nation
电视台

one31.net

该电视台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开播。2013 年 5 月 1 日
通过卫星开始供免费接收的播出，同时增加了戏剧、娱乐
节目等新内容。2014 年 5 月 2 日开始实行 HD 播出。所
有者为 GMM Grammy 和 boytakonkiet。

One HD

电话：66(0)-2-338-3655, 66(0)-816490178（线上广告）
66(0)-2-338-3223, 66(0)-81-8144477
（电视广告）
邮箱：worarak_ing@nationgroup.com

电话：66(0)-2-422-9191
66(0)-81-658 -6293
邮箱：amarintvit@gmail.com
adminit@amarintv.com

电话：66(0)-2-511-0555 ext.2237

036

该电视台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在中泰两国的政府支持下正式开播，通过
泰星 5 号卫星全天 24 小时播出，其覆盖面涉及整个东南亚及周边地区，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秉承“立足泰国，
关注中国，辐射亚洲，放眼全球”的经营理念。

泰国中央中
文电视台
（TCCTV）

简介

该电视台于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播，是一家使用中泰双语 24 小时不
间断播出的卫星电视台，也是目前泰国唯一一家使用中文播出泰国时事
新闻的电视台以泰国文化风情为特色、以海内外华人交流为依托、以华
商贸易经济为主线，极力打造具有浓厚中泰文化特色的电视节目。

标志

泰华卫视，
（TCITV）

电视台名称

2.2.2.2 华文

http://thaicctv.
co.th/

http://www.
tcitv.co.th

网址

电话：66(0)-2-6893671-2，
邮箱：tcctv.bangkok@gmail.com，
新浪微博：@ 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

电话：66(0)-2-679-7036,
66(0)-96-665-6961，
微博：@ 泰华卫视

联系方式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2.2.3 新闻报刊及杂志 23
报纸是泰国历史最久的媒体形式之一。泰
国大约拥有 40 种报纸，而其中大多聚集在曼
谷。曼谷现有 21 份泰文报纸、6 份中文报纸
和 3 份英文报纸。报纸一般是独立的，从报纸
销售到广告代理都是自主经营。泰国英文日报
的读者在逐渐增多，而中文日报的读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减少。泰文报纸有《民
意报》、《泰叻报》、《经理报》、《每日新
闻》等。 主要华文报纸有《新中原报》、《中
华日报》、《星暹日报》、《亚洲日报》、《京
华中原》和《世界日报》等。主要英文报纸有《曼
谷邮报》、《民族报》等。
杂志是泰国另一种受欢迎的媒体形式。泰
国现有 30 多种杂志，时尚与美容类杂志最受
好评。泰国杂志中的广告版面销售额超过了杂
志的销售额，是杂志收入的主要来源。近来，
出版商在不断探索推广杂志的新渠道。除了出
版纸质杂志外，许多出版商还提供电子版，读
者可通过手机线上获得；一些杂志有自己的网
站，并通过社交媒体接触目标受众；同时，一
些杂志还组织推广活动来提高销售、加强与读
者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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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rath.co.th

matichon.co.th

该报创刊于 1962 年，是泰国发行量最大的
泰文对开日报，在曼谷出版，提供大量日常、
经济、社会、政治新闻，另外还有体育版和
娱乐版，日流通量达到一百万份。《泰叻日
报》和《每日新闻》占泰国报纸总发行量的
75%。

该报创刊于 1978 年，是泰国主要的泰文报
纸，每日发行，在 2005 年世界日报发行量
前 100 名排行榜中排第 97 名。该报主要刊
登政治新闻，消息较多，言论大胆，主张新
闻自由。

《泰叻报》
（《泰国日报》）

《民意报》
（Matichon）

网址

dailynews.co.th

简介

《每日新闻》

标志

该报在曼谷出版，向全泰国发行，被称为
“泰国人自己的报纸”，占泰国报业市场份
额的 35%。目前其发行量为 75 万份，大约
有 1800 万读者，主要为泰国民众提供通俗
易懂的国内外新闻信息。侧重报道影坛、文
艺界的活动，政治、经济报道较少。

报刊名称

2.2.3.1 泰语

电话：66(0)-2-589-0020

电话：66(0)-2-127-1222
传真：66(0)-2-272-1783
邮箱：cs@thairath.co.th

电话：66(0)-2-790-1111
传真：66(0)-2-561-1329
邮箱：advertising@dailynews.co.th

联系方式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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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mrath.co.th

banmuang.co.th

naewna.com

该报极具影响力，主要提供政治、经济、宗教、
体育、娱乐、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新闻。

该报主要提供政治、犯罪、经济、汽车、娱乐、
运动、卫生、妇女等新闻。

该报主要提供泰国皇室、政治、商业、犯罪、
曼谷当地、农业、国际社会、运动、女性、娱乐、
汽车等新闻。

《暹罗早报》
（Siam Rath）

《国家报》

《前线报》

电话：66(0)-2-973-5000
           66(0)-2-973-3000
           66(0)-2-973-4250
传真：66(0)-2-552-3800
           66(0)-2-521-3410
邮箱：av1@naewna.com
           editorial@naewna.com

电话：66(0)-2-930-1600-9
           66(0)-2-513-0230
邮箱：onlinebanmuang@gmail.com

电话：66(0)-2-622-1810-40
传真：66(0)-2-224-1984
邮箱：phaitoon@siamrath.co.th

040
singsianyerpao.com

该报于 1950 年创刊，是泰国历史最悠久的现存华文报。
除报道泰国的政治、经济、泰国华人社团的情况外，还
注重报道中国内地的情况，经常编发中国新闻社和中国
新华社的稿件，态度趋于友好，言论较为客观，在泰华
社会具有较高声誉。

该报于 1974 年创刊，历来对中国态度友好，对中国新
闻的报道也较为全面客观。现时《新中原报》篇幅较少，
经营惨淡。

《星暹
日报》

《新中
原报》

网址

udnbkk.com

简介

该报于 1955 年创刊，是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总部
位于曼谷。依托台北联合报系庞大的资源以及在泰台商
的支持，报纸内容及广告经营都略胜一筹，印刷精美、
色彩鲜艳，是泰国华文报纸中唯一一个繁体横排、自右
向左翻页的报纸。言论一般持中立态度，受到读者好评
和欢迎。

标志

《世界
日报》

报刊名称

2.2.3.2 华文

电话：66(0)-22-668-5014

电话：66(0)-2-225-0070
           66(0)-2-225-4650-3
邮箱：info@singsianyerpao.
com、marketing@singsianyerpao.com

微博：@ 泰国新闻

联系方式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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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hzynews.com

thaizhonghua.com

www.theasia.news

该报于 1984 年开始发行，由创刊于 1957 年 6 月的《京
华日报》和创刊于 1980 年的《中原日报》合并而成，
是泰国唯一由民联厅向国务院申请获准出版的华文日
报。立场趋于客观中立，权威性及稳健作风使得其对中
国大陆的报道更易获得泰国官方及读者的相信和认可。

该报前身为《新报》，于 1960 年改名，每日发行 2 万
多份。中华日报有限公司目前是泰国华文报界唯一一份
上市交易的华文报业企业，目前和新华社、中新社以及
主流泰文媒体等均有长期合作关系。中泰建交后，该报
介绍中国情况和促进中泰友好的报道增多，是泰国日报
中报道中国最多的报纸。

该报于 1993 年创刊，是目前全球最知名的境外中文媒
体之一，由爱国华侨集资创办，出版地为曼谷，以东南
亚为中心向全球发行。

《京华中原
联合报》

《中华
日报》

《亚洲
日报》

电话：66(0)-2-238-2745

电话：66(0)-2-237-3620
           66(0)-2-233-5652
           66(0)-2-236-9171
传真：66(0)-2-238-5286
邮箱：thaizhonghua@gmail.com

电话：66(0)-2-221-4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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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multimedia.com

该报于 1971 年创刊，是泰
国第二大英文报纸，总部位
于首都曼谷。主要提供政治、
经济、生活、旅游、体育、
科技等相关内容。该报读者
群定位在年轻的精英阶层，
在泰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日均发行量 7 万份。

《民族报》
（The Nation）

网址

bangkokpost.com

简介

《曼谷邮报》
（Bangkok
Post）

标志

该报是泰国主要的英语报
纸，在曼谷发行。自 1999
年起，每年都提供半年份的
泰国经济报告。该报报道及
时，经常反映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观点，由英国一家联合
企业控制。通过该报纸，每
日数以万计的各国读者获得
关于泰国的政治、财经、教
育、交通、旅游、就业信息。

报刊名称

2.2.3.3 英语

电话：66(0)-2-338-3000、
           66(0)-2-338-3333
邮箱：call-center-department@
nationgroup.com

电话：66(0)-2-616-4000
传真：66(0)-2-240-0741
邮箱：komsantj@bangkokpost.
co.th、
digitalsales@bangkokpost.co.th

联系方式

1858/127128, 31st Floor,
Bangna-Trad
Road, Bangna,
Bangkok 10260
Thailand.

136 Na Ranong
Rd, off Sunthorn
Kosa Rd, Klong
Toey, Bangkok
10110

地址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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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为双周刊电影杂志，是首份在泰国出版的外国电影杂志，其中有很多专栏报道正在影院上映的电影。
其亮点是来自专门销售演员和女演员照片的 Suwan Gallery 公司的漂亮海报；同时也有与电影相关的文章，
如国际影片和采访，也报道那些其作品正在被宣传的国内电影人。

《Starpics》

简介

该杂志为双周刊杂志，以时髦的职场女性为目标人群，力图全方位启发读者，报道的新闻信息量大且娱乐性强。
同时还有对有趣人士的采访和被认为对女性有用的信息。

标志

《Praew》

杂志名称

2.2.3.4 专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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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诞生于 1970 年，是 GrandPrix International（国际大奖赛）的首份杂志。该月刊报道国内外汽车业
的发展。新闻报道清晰、及时、易懂。

该杂志内容易读实用，外形小易于携带，适合大众消费者。SuanDusitRajabhat 大学 2008 年的调查发现
《COMTODAY》是最受欢迎的电脑杂志，在所有电脑杂志中它最出名。

《Grand Prix》

《COMTODAY》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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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BULLETIN》

《Tiew Rob Lok》

该杂志对时事进行有趣和最新的报道。它也有对知名度高的公众人物的详细采访，是曼谷人另一个新闻来源。

该杂志为泰国最受欢迎的世界级旅游杂志。该杂志深受订阅者、读者和旅游者的信赖超过 30 年。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2.2.4 网络及新媒体 24
（一）互联网
互联网是泰国非常流行的传播媒介。互联
网让出版商可以通过移动应用软件、网站和社
交媒体等多个渠道销售和推广它们的产品。
（二）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泰国查找信息的重要工具，分
免费和付费两种搜索引擎。谷歌 (Google) 在
泰国是最主要的搜索引擎，几乎占领了 100%
的市场。ThaiQuest 是一家设计并研发了自
己的搜索引擎的本地公司，可以用泰语和英语
进行精确和快速的搜索、无限量的数据存储和
可进行全文搜索，以及与 Microsoft Office
（微软办公软件）、PDF（可移植文档格式）
和 HTML（超文本标识语言）等许多文件格
式兼容，让该搜索引擎能不受文件格式的限制
找到想要的内容。
（三）社交平台
泰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受欢迎程度在逐
渐 提 高， 主 要 的 社 交 平 台 有 Facebook、

Line、Twitter、Instagram、Youtube、
LinkedI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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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sanook.com

www.thairath.co.th

www.kapook.com

www.khaosod.co.th

排名

1

2

3

4

khaosod

kapook

泰叻报

Sanook

网站名称

标志

主要内容

新闻网站，包括热点时事、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政治经济、娱乐新闻等。

提供讯息和娱乐方式，包括视频剪辑、歌曲、照片、电影、游戏、趣闻、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移动电话、餐厅、景点、家装、健康、烹饪、教育和智力小测验。

泰国《泰叻报》官网，提供经济、社会、政治新闻。

泰国最大的门户网站，集新闻、旅游、电影、女性、游戏、音乐、相册、视频等内容于一体。

Top 15 Website

2.2.4.1 泰国网站 TOP15

048

www.dek-d.com

mgronline.com

www.siamsport.co.th

www.matichon.co.th

www.bugaboo.tv

www.dailynews.co.th

5

6

7

8

9

10

《每日新闻》

bugaboo

《民意报》

Siamsport

MGR

Dek-D

该网站为泰国报纸《每日新闻》官网

娱乐网站。

泰国《民意报》官网，内容包括国内外时事热点、法律、政治、经济、运动、娱乐、社会
文化等新闻。

发布各类体育新闻，包括国内国际足球比赛、高尔夫、网球、拳击、篮球和赛车运动。

发布各类视频新闻、突发新闻、直播等。

专注于青少年和学生。内容包括青少年生活方式、教育、考试准备和海外学习。它还提供
特色服务，如网站论坛、博客和一个拥有许多新一代作家入驻的作家社区。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049

www.wongnai.com

www.ais.co.th

www.posttoday.com

www.ch3thailand.com

12

13

14

15

第 3 电视台

Posttoday

AIS

Wongnai

Tnews

* 数据排名来自泰国 truehits.net 网站 2019 年统计数据

www.tnews.co.th

11

电视网站。

新闻网站，包括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金融、营销、娱乐等新闻，隶属于曼谷邮报集团。

提供购买手机卡、办理手机移动网络、购置手机设备等业务。

美食、旅游、娱乐、休闲网站。

该网站为新闻网站。

050

该网站是泰国最大的华语论坛。主要内容是泰国华人分享他们在泰国生活、学习和工
作的经历，包括泰语学习、娱乐、音乐、求职招聘、旅游、留学、移民等信息。

泰国华人论坛（Thai
Chinese BBS）

MThai

一站房产（One
Stop Real Estate）

www.taihuabbs.com

www.mthai.com

www.real-estate-thailand.com

该网站是泰国著名的房产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房产服务，包括房产信息、
房屋租赁、房屋销售、资源发布、地理位置及地图信息、售后反馈、客户评价等。网
站语言有英语、泰语、德语、俄语四种。

该网站是泰国著名的门户网站，也是泰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该网站为用户提供包括
新闻、旅游、电影、女性、游戏、音乐、相册、视频、博客等内容在内的综合网络信
息服务。

该网站是泰国当地的黄页网站，为人们提供泰国企业的联系方式、泰国产品的生产商
或经销商、酒店、餐馆、学校等信息。该网站共有泰语和英语两个语言版本。

泰国黄页

简介

yellowpages.co.th

标志

网页名称

网页链接

其他重要的网站

2.2.4.2 其他重要网站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051

www.cctv.com

www.cri.cn

中央电视台驻曼谷记者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总站

www.chinanews.com

中国新闻社泰国分社

网址

www.xinhuathai.com

标志

新华社曼谷分社

名称

2.2.5 驻泰国际媒体机构

联系方式

电话：66(0)-8-186-9257-5

电话：66(0)-2-888-3507  66(0)-2-888-3508
传真：66(0)-8-170-0471-5
邮箱：krittiwit@gmail.com

电话：66(0)-2-102-427-1   66(0)-9-837-4260-0

电话：66(0)-8-181-2201-0

2.2.5.1 中国驻泰媒体机构

052

www.yntv.cn

www.gmw.cn

《光明日报》泰国记者站

www.people.com.cn

Facebook：ChinaReportASEAN-Thailand

云南卫视泰国记者站

《人民日报》社驻泰国记者站

中国报道社曼谷分社

电话：66(0)-2-693-1880
传真：66(0)-2-693-4860
邮箱：guangming99@hotmail.com

电话：66(0)-9-5496-2560

电话：66(0)-8-1312-1572

电话：66(0)-9-0951-0875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2.2.5.2 其他国家驻泰媒体机构
国
家

美
国

机构
名称

标志

网址

美联
社 The
Associated
Press

ap.org

合众社

upi.com

彭博社

bloomberg.
com

美国有
线电视
新闻网
Cable
News
Network

edition.cnn.
com

华尔街
日报

wsj.com

纽约时
报

nytimes.com

华盛顿
邮报

washingtonpost.com

时代周
刊

time.com

053

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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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篇

路透社
Reuters

泰晤
士报

英
国

西
班
牙

thetimes.co.uk

独立报

independent.
co.uk

英国卫
报

theguardian.
com

BBC

法
国

reuters.com

bbc.co.uk

法新社

afp.com

费加
罗报

lefigaro.fr

世界报

lemonde.fr

埃菲社

efe.es

朝日
新闻

asahi.com

日
本
日本放
送协会
NHK

054

nhk.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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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国有哪些国际组织及商会、协会？

057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3.1 国际组织及公益机构
3.1.1 在泰国际组织情况概述
泰国是东盟创始国之一，积极参与东盟地
区及国际事务，在地缘政治上位于东盟地区的
核心地带，是东盟的物流、贸易和金融中心，
在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泰国首都曼谷是该地
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都市。联合国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位于泰国曼谷，联合国系统
内的国际组织如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其
区域办事处也多设立在曼谷。

058

059

组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

国际组织名称

标志

（FA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亚太地区教育局

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洲及太平洋

机构名称 / 工作人员

www.fao.org/asiapacific

www.bic.moe.go.th

www.unescap.org

网址

联系方式

The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Rajadamnern Nok Avenue
Bangkok 10200 Thailand

地址

电话：66(0)-2-697-4000
传真：66(0)-2-697-4445
邮箱：fao-rap@fao.org

Maliwan Mansion Phra
Atit Road Bangkok 10200,
Thailand

电话：66(0)-2-391-0577-000 传真： Nok Avenue, Dusit  Bangkok
10300 Kingdom of Thailand
66(0)-2-391-0866

传真：66(0)-2-288-1000

电话：66(0)-2-288-1234

3.1.2 在泰政府间国际组织（名单）

060

作组织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

亚洲开发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难民署

泰国代表处

www.adb.org /thailand

en

www.searo.who.int/thailand/

www.unhcr.or.th

Piraporn KIJPAITOON (Ms)
Executive Director Bureau of America, Pacific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Trade Negotiations，Ministry of
Commerce）

Vilawan MANGKLATANAKUL (Mrs)
APEC Senior Official Acting Director-General（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ailand Resident Mission)

泰国代表团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untry Office for Thailand）

泰国办事处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Representation in Thailand）

电话：66(0)-2-547-5639
传真：66(0)-2-547-5616
邮箱：apecdeskdtn@gmail.com      
            pira2311@gmail.com

电话：66(0)-2-643-5255
传真：66(0)-2-643-5247
邮箱：apecdesk@mfa.go.th
thaimfa.apecdesk@gmail.com

传真：66(0)-2-263-5301- 02

Sri Ayudhya Road Bangkok
10400 Thailand

23rd Floor, The Offices
at Central World, 999/9
Rama 1 Road, Wangma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4th Fl.,Permanent Secretary
Bld 3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Nonthaburi

电话：66(0)-2-547-0100
传真：66(0)-2-591-8199
邮箱：setharegistry@who.int

电话：66(0)-2-263-5300

3rd Floor,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Rajdamnern Nok
Avenue, Bangkok 10200

电话：66(0)-2-288-2180
传真：66(0)-2-280-0555
邮箱：thaba@unhcr.org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061

（The Thai Red Cross Society）

国际联合会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Asia Regional Office）

亚洲区域办事处

（Greenpeace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Office)）

东南亚地区（泰国办事处）

泰国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

绿色和平组织

（Country Cluster Support Team）

委员会

机构名称

泰国办事处

标志

红十字国际

国际组织名称

www.iucn.org/regions/asia

seasia/th

www.greenpeace.org/

www.redcross.or.th

www.icrc.org/zh/wherewe-work/asia-pacific/
thailand

网址

1371 Capital Building,G
Floor, Phaholyothin Road,
Samsennai, Phayathai,
Bangkok 10400
63 Sukhumvit Road Soi 39
Klongton-Nua, Wattana,
Bangkok, Thailand 10110

电话：66(0)-2-662-4029
传真：66(0)-2-662-4387
邮箱 :  asia@iucn.org

Terd Prakiat Building 1871
Henry Dunant Road Bangkok
10330

电话：66(0)-2-256-4037
            66(0)-2-256-4048
传真：66(0)-2-255-3064
邮箱：intertrc@redcross.or.th
电话：66(0)-2-357-1921
传真：66(0)-2-357-1929
邮箱：info@th.greenpeace.org

191/6-8 CTI Tower, 30th
Floor Ratchadapisek Roa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地址

电话：66(0)-8-195-0127-0

联系方式

3.1.3 在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名单）

062

世界自然基金会

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

公益组织名称

标志

（WWF Thailand office）

泰国办事处

Country Office）

（UNICEF Thailand

泰国办事处

office）

www.wwf.or.th

thailand

www.unicef.org/

www.unicef.org/eap

（the East Asia & Pacific

地区办事处

网址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9 Phra Athit Road
Chanasongkram, Pranakorn
Bangkok 10200

92/2 Phaholyothin 5.
Phaholyothin Rd., Samsen
Nai, Phyathai, Bangkok 10400
Thailand

电话：66(0)-2-619-8534-37
传真：66(0)-2-619-8538-39
邮箱：MediaTh@wwfgreatermekong.org       
（媒体）

9A, Q House Convent Building
38 Convent R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

地址

电话：66(0)-2-263-5300
传真：66(0)-2-263-5301-02

传真：66(0)-2-280-3563

电话：66(0)-2-356-9499

3.1.4 公益组织机构（名单）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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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泰国商（协）会
3.2.1 泰国商（协）会情况概述 25
商（协）会是指有独立的经营单位、事业
单位或由自由商人、企业职员等自愿组成，保
护和增进全体成员既定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
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国外，凡华商聚集的地方，都有商（协）
会。随着市场经济越发展、越成熟，商人们越
会意识到成立商（协）会的重要性。

063

064

           66(0)-2-212-3916

Commerce

President Club

The Thai-Chinese

泰国华商联谊会

           66(0)-2-2253995

Board of Trade of Thailand

Gems Tower 1249/92 Floor 9A, Charoenkrung

Rd., Suriyawongse, Bangrak, Bangkok 10500

          66(0)-2-2674800

150 Rajbopit Rd., Bangkok 10200, Thailand

吴宏丰
Mr. Suthee Minchainun

Mr. Vichien Tejapaibul

郑伟昌

郑明如
Mr. Boonsong Srifuengfung

Road. Bangkok 10120, Thailand

主席

No. 889 Thai C.C. Tower, 9th Floor, Sathorn

地址

电话：66(0)-2-2674797-99

邮箱：Bot@bkk.a-net.net.th

           66(0)-2-233-2069

泰国贸易院

电话：66(0)-2-221-1827

           66(0)-2-212-3917

电话：(66)0-2-675-8574-84

联系方式

Thai-Chinese Chamber of

泰国中华总商会

名称

3.2.2 综合性商（协）会 26
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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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泰国工商总会

Thai-Taiwan Business
Industry Enterprises
Association

泰国台湾工商业协会

International Thai Business
Association

泰国国际贸易协会

The Thai-Chinese EXIM
Association

泰华进出口商会

Thai Chamb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66(0)-2-260-8280

           66(0)-2-254-3914-5

26 Rd., Bangkok 10110

17th Fl., Richmond Office BLDG., 76/63 Sukhumvit

Bangkok 10800

电话：66(0)-2-260-8200-2

88/117 Viphavadirangsit Rd., Bangkhen,

           66(0)-2-552-3244

Rd.,Bangrak, Bangkok 10500

No. 1249/143 Gems Tower 16Fl., Charoenkrung

464/11 Nakornchaisri Rd., Dusit, Bangkok 10300

电话：66(0)-2-552-3240

           66(0)-2-267-7671

           66(0)-2-267-7670

电话：66(0)-2-267-7662-4

电话：66(0)-2-279-2914-5
           66(0)-2-241-2150
           66(0)-2-243-0484
           66(0)-2-243-5173

郑继烈

Mr. Kraisorn Chansiri

陈汉士

Mr. Kiat Techaubol

066

           66(0)-2-234-0620、66(0)-2-236-6084

电话：66(0)-2-675-5718、66(0)-2-675-5718

Thai Sugar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泰国糖业贸易协会

电话：66(0)-2-234-4724、66(0)-2-236-6084

泰国木薯贸易协会

电话：66(0)-2-642-5248-50、66(0)-2-642-5251

电话：66(0)-2-434-2403、66(0)-2-434-2403

联系方式

Thai Tapioca Trade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Thai Sugar Manufacturing

泰国糖业生产协会

Thai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ssociation

泰国化肥和农产品销售协会

名称

3.2.3 行业性协会 27

Sathorn Yannawa, Bangkok 10120

889 Thai C.C. Tower 30th Fl., South-Sathorn Rd.,

Silom, Bangkok 10500

20th Fl., Sathon Thani 2 Building, 92/58 Sathorn Nua Rd.,

Bangkok 10400

539/2 Mahanakon Gypsum, 20A TH Sriayuthaya Rd.,

262-264 Boromrajchonnanee, Bangkok 10700

地址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067

泰国黄豆粉商和进口商协会

Thai Rice Exporters Association

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

Thai Feed Mill Association

泰国饲料加工厂协会

Thai Food Producers Association

泰国食品生产商协会

Thai Fish Meal Producers
Association

泰国鱼粉生产商协会

Thai Soya Been Meal Traders &
Importers Association

Bangkolleam, Yannawa, Bangkok 10120

9th Fl., Ocean Tower 1 BLDG., 170/22

           66(0)-2-291-4217、66(0)-2-291-4236

电话：66(0)-2-261-2684、66(0)-2-261-2995

电话：66(0)-2-287-2674、66(0)-2-287-7268
           66(0)-2-286-6633、66(0)-2-287-2678

电话：66(0)-2-675-6263-4、66(0)-2-675-6265

Yannawa, Bangkok 10120

37 Soi Ngamduplee, Rama 4 Rd., Tungmahamek,

Rd., Sathorn, Yannawa, Bangkok 10120

17th RM 170, Thai C.C. Tower BLDG., 889 Sathorn-Tai

Rajchadapisaktadmai R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38/10 Leab Mainam Chaophraya, Rama 3 Rd.,

电话：66(0)-2-277-3330、66(0)-2-289-1346

           66(0)-2-261-2996-7

30-34 Maheasak 3 Rd., Surawong, Bangkok 10500

电话：66(0)-2-235-4047

068

泰国冷冻食品协会

Thai Chemical Business Association

泰国化工行业协会

Thai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d
Trade Association

泰国石化业和贸易协会

Thai Trade Association of
Condominium

泰国公寓房贸易协会

Thai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泰国房地产协会

Thai Frozen Foods Association

电话：66(0)-2-561-3710-1、66(0)-2-561-2891
           66(0)-2-941-0500、66(0)-2-561-3711

电话：66(0)-2-678-5000、66(0)-2-678-5100
           66(0)-2-678-5200、66(0)-2-678-5050
           66(0)-2-678-5001-5

电话：66(0)-2-267-4797-99、66(0)-2-267-4800

电话：66(0)-2-229-3188-90、66(0)-2-229-3194

电话：66(0)-2-235-5622-4、66(0)-2-235-5625

Ladyaw, Bangkok 10900

60/19-20 Soi Amonphannivat 4, Viphavadirangsit Rd.,

26/56 New Chan Rd., Sathorn, Yannawa, Bangkok 10120

Rd., Klongsarn, Bangkok 10600

34 E, Fl., Sinsathorn Tower BLDG., 77/146 Krungthonburi

Center 60, Ratchadapisek Rd., Bangkok 10110

RM 201 Zone D 2nd Fl., 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Bangkok 10500

13th Fl., ITF BLDG., Silom Palace, 160/194/7 Silom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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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电力和机械承包商协会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Companies

泰国证券公司协会

Thai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

泰国国际航空货运商协会

Lighter Owners Association Thailand

泰国驳船主协会

Thai Air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

泰国运输协会

Thai Electrical & Mechanic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电话：66(0)-2-251-0063-4、66(0)-2-254-6467-9
           66(0)-2-679-7100

4th Fl., Worldwide Cargo Aservice BLDG., 10/1 Soi Farm

电话：66(0)-2-391-3437、66(0)-2-392-2691、
66(0)-2-391-2637

Bangkok 10330

29 Vanissa BLDG., RM 16 B, Chidlom, Ploenchit Rd.,

Watana, Rama 4 Rd., Phrakanong, Bangkok 10110

Bangkok 10120

1138/30-31 Sathupradit, Rama 3 Rd., Yannawa,

电话：66(0)-2-2941410-5、66(0)-2-2940340-3

           02-2943009

Bangkok 10110

32-34 Soi Nana-Nua, Sukhumvit Rd., Kongtoey,

Yannawa, Bangkok 10120

216/6 LPN Tower BLDG., 7th Fl., Nanglinchee Rd.,

           66(0)-2-6521937、66(0)-2-2524562

电话：66(0)-2-252-4753、66(0)-2-2524562

电话：66(0)-2-285-4287-8、66(0)-2-285-4546-7
           66(0)-2-285-4288
邮箱：Temca@loxinfo.c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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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人寿保险协会

Association

Thai Pharmaceutical Producers

泰国医药生产商协会

Thai Gem & Jewelry Traders
Association

泰国珠宝商协会

Thai Jute Association

泰国黄麻协会

Thai Gener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泰国一般保险协会

Thai Life Assurance Association

Samsannai,Phrayatai, Bangkok 10400

11th Fl., Boonpong BLDG., 1193 Phaholyothin Rd.,

Bangkok 10500

           66(0)-2-235-3040

电话：66(0)-2-617-2062-65、66(0)-2-617-2066

15th Fl., Chan Isra Tower BLDG., 942/152 Rama 4 Rd.,

电话：66(0)-2-235-3039-40、66(0)-2-267-5233-7

92/58 Sathorn Thani 2 BLDG., 20th Fl., Sathorn-Nua Rd.,

电话：66(0)-2-234-4724、66(0)-2-234-0620
Bangkok 10500

223 Soi Ruamruedee, Wireless Rd., Bangkok 10330

电话：66(0)-2-256-6039、66(0)-2-256-6032-8

           66(0)-2-236-6084

36/1 Soi Saphankhu, Rama 4 Rd., Bangkok 10120

电话：66(0)-2-287-4596-8、66(0)-2-6797825-6
           66(0)-2-679-7099、66(0)-2-67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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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烤箱组装出口协会

Thai Synthetic Fibr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泰国人造纤维制造协会

Thai Woven Bag Industry Association

泰国编织袋工业协会

Thai Bag Industry Export Association

泰国制包业出口协会

Thai Broil Processing Exporters
Association

电话：66(0)-2-263-0698-9、66(0)-2-263-0698

电话：66(0)-2-234-1438-9、66(0)-2-234-1430

电话：66(0)-2-559-3298-9、66(0)-2-251-7995
           66(0)-2-251-7653、66(0)-2-255-3990

电话：66(0)-2-231-0221-50、66(0)-2-231-0864
           66(0)-2-231-0864、66(0)-2-638-2536

Lumpini, Prathumwan, Bangkok 10330

19th Fl., Ploenchit Tower BLDG., 898 Ploenchit Rd.,

Bangkok 10500

10th Fl., RM 1004 Sivadol BLDG., 1 Convent Rd., Silom,

3rd Fl., Town in Town Office Condominium BLDG.,
280/19 Ladprao 94 Rd., Wangthonglang, Bangkapi
Bangkok 10310

10500

14th Fl.,C.P. Tower BLDG., 313 Silom Rd., Bang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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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泰国广告公司
4.1.1 泰国广告公司情况概述
广告是为了促进销售、服务和经销商效益
的各种市场营销活动。泰国广告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爆发时崛起，作品质量高、创意十足、
吸引眼球，也为客户带来了极大的收益。在此，
我们列举了 10 个泰国最知名的广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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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Burnett 于 1935 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是美国广
告大师李奥·贝纳创建的广告公司，美国排名第一。现
在是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设
leoburnett.
有将近 100 个办事处，拥有一万多名员工，集品牌策划、
co.th
创意、媒体为一体。主要客户有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
辉瑞制药，通用汽车，奥驰亚 , 三星，菲亚特，家乐氏，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等。

The Leo Burnett
Group Thailand
李奥贝纳广告

ogilvy.com

奥美 (Ogilvy) 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传播机构之一，是广
告、公关、互动、设计、视觉识别、零售市场营销、促
销和新媒体等传媒领域的专家。主要客户有美国运通、
西尔斯、福特、壳牌、芭比、旁氏、多芬、麦斯威尔、
IBM、摩托罗拉、联合利华和柯达等。

网址

Ogilvy Thailand
奥美广告

简介

GreyNJ United
Bangkok
葛瑞

标志

被 Grey 集团收购的 GreyNJ 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
的广告公司，在所有的营销领域都有专长。主要客户有
bose、佳能、赛门铁克、风倍清、沃尔沃、芬兰航空、
grey.com
沃尔格林、葛兰素史克、辉瑞制药、雀巢、家乐氏、
Applebee’s、品客、孩之宝、潘多拉、潘婷、P&G、
玛莎百货、Lidl 德国超市、万豪国际集团、汇丰银行等。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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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6845555

电话：66(0)-2-2056000
邮箱：punnee.chaiyakul@ogilvy.com

电话：66(0)-2-1190200
传真：66(0)-2-6798598

联系方式

地址

130-2 Sindhorn Tower
1, Lumphini, Bangkok

Centralworld, 999/9
Rama 1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1028/5 Phongamon
Building, 1st-2nd
Floor, Rama 4 Road,
Thungmahamek,
Sathorn, Bangkok
10120

bbdoasia.
com

jwt.com/en/
bangkok

dentsu.
co.th

BBDO 隶属于全球最大的传播集团 Omnicom。全球
323 间分公司遍布 77 个国家，雇员超过 17,000 人，
年营业额高达 149 亿美元。在广告业内外，其在品牌
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创意获奖一样闻名遐迩。主要
客户有 Mercedes-Benz、GE 电气、Tiffany 珠宝、
宝洁、联邦快递、肯德基、百事国际饮料、百事国际
食品、惠普、VISA、Wrigley 等。

《广告时代》把伟门评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数字代理公
司。莱斯特·伟门在 1958 年创立的伟门公司，在全
球 60 多个国家，拥有 175 个办公室，为客户提供品
牌体验、消费者互动、数据分析和洞察以及全球健康
市场营销解决方案。通过多元化分析和策略性洞察，
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保持有效沟通，让他们成为参与
者、评论人、创造者，甚至代言人，在持续的沟通中，
不断的推动客户的业务增长。

泰国电通是一家全方位的服务营销和广告代理公司，
为顾客提供广泛的专业知识。主要客户有味之素、
格力高、丰田、雷克萨斯、花王、优衣库、匡威、
windsor、sizzler、雅马哈、日本财产保险公司、
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三星、佳能、洋马、weber、
denso、永旺等。

BBDO
Bangkok
黄禾

Wunderman
Thompson,
Thailand
伟门汤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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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u One
电通

电话：66(0)-2-6324555、66(0)-2-2346022
传真：(66)0-26324333

电话：66(0)-2-2048000

电话：66(0)-2-6375999

27th-28th floor
U-Chu-Liang building, 968 Rama IV
rd. Silom,Bangrak,
Bangkok 10500

8/F, FYI Center,
2525 Rama 4 Road,
Klongtoei Bangkok
10110, Thailand

18/F U Chu Liang
Building, 968 Rama
IV Roa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

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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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307-8671
ext 201
传真：66(0)-2-307-8669
邮箱：info@cjworx.com、
jinn@cjworx.com

cjworx.com

jwt.com

CJ WORX 是泰国最有名的数字广告团队之一，获得了
来自本国和国际的 400 多个奖项。CJ WORX 集团是
泰国最大的独立机构，拥有 170 多名员工，在 2017 年
戛纳广告节中捧回全场大奖。

智威汤逊 (JWT) 一直以“不断自我创新，也不断创造
广告事业”著称于世，以品牌全行销规划 (Thompson
Total Branding)，结合广告、直效行销、促销、赞助及
公关活动，致力于协助客户达成短期业绩成长，并创造
长期的品牌价值。主要客户有雅芳、财富葡萄酒业、金
佰利、Edgewell、壳牌、劳力士、帝航表、雀巢、汇丰
银行、联合利华、纽威尔等。

Sour

CJ WORX

JWT
智威汤逊

* 排名根据 Campaign Brief Asia 近两年 Bestads Rankings 数据

8/F, FYI Center, 2525
Rama 4 Road, Klongtoei Bangkok 10110,
Thailand

Sathorn Building, 19th.
Flr, 9/9, South Sathorn
Road., Yannawa,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081-256-7777
邮箱：info@sourbangkok.com

sourbangkok.
com

一家成立于 2017 年的泰国本土广告创意公司，由两位
女性广告人 Pimmard 和 Damisa 联合创立，员工也以
女性为主。公司规模不大，但这样一家年轻的公司诞生
了许多“好莱坞”大片式的广告作品，她们有自己强烈
而独特的风格和独门吸睛秘笈。

电话：66(0)-2-2048000

8th floor, 141 major
tower, thonglor soi 10,
sukhumvit rd. wattana
bangkok 10110

电话：66(0)-2-3436000

98 Sathorn Square
Office Tower, 25th
- 26th Floor, North
Sathorn Roa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

麦肯世界集团是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广告服务网络系统
之一，其投资建立的独资或合资广告公司遍布全球 131
个国家（地区）的 191 个城市，业务涉及整合营销传播 mccan的各个领域，包括广告、直效行销 / 网络广告、活动行销、 nworldgroup.
公共关系、品牌管理、保健行销及媒介购买等。主要客
com
户有欧莱雅、通用汽车、万事达卡、ALDI 奥乐齐超市、
招商信诺、雀巢、可口可乐、微软、奈斯派索。

McCann
Worldgroup
麦肯世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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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际公关公司
4.2.1 国际公关公司情况概述
公关公司，即公共关系公司，是由职业公
共关系专家和各类公关专业人员组成，是专门
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关系咨询或受理委托为客
户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信息型、智力型、传播
型、组织型的服务性机构，涉及人际关系、公
共传播、传播管理、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等诸
多领域，覆盖企业公关管理、个人形象公关、
政府城市形象策划、危机公关管理等经营范围。
公关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帮
助树立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
企业在市场上的威信、影响，提高企业在消费
者心目中的地位、形象、知名度。另一方面，
可以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保证。随着生产社会
化程度不断提高，任何组织都处于复杂的关系
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
由于企业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具体利益，二者
在公共关系中必然会充满各种矛盾。如果对这
种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问题处理不当，就
产生公共关系纠纷，甚至导致严重的公共信任
危机。对企业、对公众、对社会都会带来极大
的危害。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机制、增加
企业与公众之间相互了解，企业能更好地减少
与公众的纠纷，并可通过公关手段将已经发生
的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组织信誉、形象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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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美国

美国

公司名称

Weber Shandwick
万博宣伟

FleishmanHillard
福莱国际传播咨
询公司

标志

网址

http://www.webershandwick.
cn（中国）

www.fleishmanhillard.co.th

简介

曼谷的万博宣伟团队是泰国一家领先的公
关公司，其专业业务领域涵盖企业、消费
者、技术、医疗和金融通信领域，与众多
跨国公司和本地客户合作，并在为利益相
关者参与提供专业战略咨询方面保持着良
好的声誉。该团队的经验还包括营销沟通、
危机管理、经验营销和口碑营销。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总部位于美国的圣路易
斯，有超过 55 年的历史，年收入约四亿
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传播服务集团奥姆尼
康集团 (Omnicom) 的子公司。其专业业
务覆盖消费者服务、数码技术、能源、金
融、食品、农产品、制造业、媒体等领域，
还包括公共事务处理、名誉管理、危机公
关处理、品牌营销、战略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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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207-2534

电话：66(0)-2343-6000
传真：66(0)-2343-6003

联系方式

Central World, Suite no.
2961, 29th Floor, 999/9
Rama1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98 Sathorn Square
Office Tower, 25th-26th
Floor, North Sathorn Rd,
Silom, Bangrak, Bangkok
10500, Thailand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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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国

Ketchum
凯旋公关

Burson-Marsteller
博雅公关

电话：66(0)-2718-1886
邮箱：nimitz@124comm.
com

电话：66(0)-2252-9871
传真：66(0)-2254-8353

凯旋公关公司由 George Ketchum 创立于
1923 年，全球第七大公关公司，是传播领
域的创新者，通过遍布在北美、欧洲、亚
太区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各地的 21 个办事处
和 33 个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无缝服务。
凯旋全球业务涉及六大领域：品牌推广、企
www.ketchum.
业传播、保健品、食品与营养、高科技和员
com
工关系管理与沟通，以其极具深度和广度的
市场营销和专业传播知识向客户提供一流服
务。凯旋公关公司是在国际公关界备受推崇，
被业内权威刊物《公关周刊》评为”2002
年度最佳公关公司”。凯旋隶属于奥姆尼康
(Omnicom) 集团。

博雅公共关系公司 (Burson-Marsteller) 是
全球领先的公共关系和传播咨询公司。其专 www.bur业业务覆盖企业、消费者、社交媒体、数码、 son-marsteller.
医疗、运动、技术等领域，还包括公共事务、 com
营销沟通、危机管理和战略管理等。

Alma Link Building; 16th
Floor; 25 Soi Chidlom;
Ploenchit Road; Bangkok
10330

Nimitz Modrakee, CEO,
124 Communications
Consulting Co., Ltd., 2nd
Floor, Kromadit Building,
2126 New Petchburi Road,
Bangkapi Bangkok 10310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081

法国

美国

美国

MSL
明思力

Hill+Knowlton
Strategies
伟达公关

Ogilvy
奥美公关

电话：66(0)-2205-6000
邮箱：punnee.
chaiyakul@ogilvy.
com

1980 年奥美公共关系国际集团成立于美国
纽约 ( 简称：奥美公关 )，它和奥美广告等
姊妹公司分享同一企业品牌。奥美公关从事
于建设和保护品牌形象的事业，并且协助客
www.ogilvy.com
户进行改革。业务涉及广告、媒体投资管理、
一对一传播、顾客关系管理、数码传播、公
共关系与公共事务、品牌形象与标识、医药
营销与专业传播等。

电话：66(0)-2684-5563
邮箱：Ninasreen.
Mattha@mslgroup.com

电话：66(0)-2627-3501

mslgroup.com

伟达公关 (Hill+Knowlton Strategies) 是全
球领先的国际公关咨询公司，为本土、跨国
和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公司总部位于纽约，
www.hkstrate在 46 个国家拥有 83 间公司和广泛的合作
gies.com
网络。伟达公关隶属于 WPP 集团，WPP
集团是世界最大的传播集团之一。伟达公关
的专业业务覆盖网络安全、信息泄露、合作
伙伴、员工通信、公共事务、危机公关处理等。

明思力是一家公共关系网络公司。2016 年
泰国领先的综合传播企业 Arc PR 加入明思
力集团 , 成为其泰国分公司。Arc PR 提供
全面的公关服务，尤以在消费者公关领域的
专业能力见长，凭借深刻的本地洞察及与其
他分支机构的密切合作，在传统的公关服务
之外，提供创新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帮助客
户实现传播目标。

Central world, 999/9 Rama
1 Road,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598 Q House Ploenchit
Building, 14th Floor Unit
14C, Ploenchit Road, 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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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Cohn&Wolfe
凯维公关

www.bluefocusgroup.com

www.cohnwolfe.com

凯维公关 cohn&wolfe 成立于 1970 年，
是一家以“创新”为企业文化的全球传
播咨询公司 , 在全球拥有 50 个分公司，
1000 多名员工。凯维公关隶属于全球最
大的传播集团之一的 WPP 集团。服务的
客户涵盖诸多行业，如技术、金融、能源、
消费品、汽车、酒店旅游、时装、家电、
零售、科技、医疗保健、运动、制造业等。

* 全球公关行业资讯机构 The Holmes Report 2018 全球公关公司 Top 10 排行榜

中国

BlueFocus
蓝色光标

蓝色光标总部位于北京，在中国各区域设
有分支机构，并在北美、欧洲以及亚太其
他国家和地区拥有国际业务网络。蓝色光
标及其旗下子公司的业务板块有营销服
务、数字广告和国际业务，服务内容涵盖
营销传播整个产业链，以及基于数据科技
的智慧经营服务，服务地域基本覆盖全球
主要市场。蓝标国际总部位于硅谷，为北
美、西欧等众多全球 500 强品牌以及“出
海”的中国品牌提供国际化传播服务。

邮箱：
matt.stafford@
cohnwolfe.com

11/F One Pacific Place
140 Sukhumvit Road,
Klong Toey, 10, 10110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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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泰国政府机构
泰国全国分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东
北部五个地区，现有 77 个府，府下设县、区、
村。曼谷是唯一的府级直辖市。各府府尹为公
务员，由内政部任命。曼谷市长由直选产生。
2002 年 10 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加强
对政府各部门的控制，泰国对国家行政机构进
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行政部门由原先的 14 个
增加到 20 个，包括总理办公室、国防部、财
政部、外交部、农业与合作部、交通部、商业部、
内政部、司法部、自然资源与环境部、能源部、
教育部、公共卫生部、信息技术与通信部、劳
动部、工业部、科学与技术部、文化部、社会
发展与人类安全部、旅游与体育部。每个部管
辖若干个厅。
5.1.1 中央政府相关机构
（一）总理办公室
负责审定国家预算，以及统计、制定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投资政策等事务。总
理办公室管辖总理秘书处、内阁秘书处、总理
办公室常务次长办公室等厅局部门。
联系电话（总理秘书处）：
66(0)-2-288-4000
网址： www.thaigov.go.th
（二）财政部
负责全国的税收和财政事务，主要是指导
全国金融业务、发行债券、偿还政府的内外债
086

务等。财政部下辖次长办公室、国库司、总审
计局、海关厅、税务厅、烟酒专卖厅、国王财
产办公室等部门。
联系电话：66(0)-2-126-5800
传真：66(0)-2-273-9408
网址：www.mof.go.th
（三）外交部
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如代表国家对外
交往、办理出国护照、维护泰国侨民的利益。
外交部辖次长办公室、政治事务厅、经济事务
厅、国际组织厅、新闻厅、礼宾处、条约与法
律厅、东盟办公室等多个部门。
联系电话：66(0)-2-126-5800
传真：66(0)-2-273-9408
网址：www.mfa.go.th
（四）农业与合作部
负责规划农业发展方向、推行土地改革、
保护自然资源、防止自然灾害。农业与合作部
辖次长办公室、农业促进厅、合作项目稽核厅、
农业土地改革办公室、皇家水利厅、渔业厅、
土地规划厅、畜牧厅等若干部门。
联系电话：66(0)-2-281-5955
邮箱：webmaster@moac.go.th
网址：www.moac.go.th
（五）交通部
负责全国的公路、铁路、民用航空、江河
和海洋运输等工作。交通部辖次长办公室、陆
路运输厅、航空厅、海运厅、高速公路厅等部门。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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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热线：1155 （交通安全中心）1356
求助热线：1111
邮箱：webmastermot@mot.go.th
网址： www.mot.go.th
（六）商业部
负责全国的内外贸易、审批商业注册、制
定管制进出口货物的措施、管理市场物价、全
国的保险业务等工作。商业部辖次长办公室、
对外贸易厅、国内贸易厅、保险厅、商业发展
厅等部门。
联系电话：
66(0)-2-507-7000, 66(0)-2-507-8000
国际贸易促进局（DITP）
66(0)-2-792-6900
商业发展局（DBD）呼叫中心 1570
传真： 66(0)-2-547-5209-10
热线：1203
邮箱：webmaster@moc.go.th
网址： www.moc.go.th
（七）内政部
负责管理地方行政、社会治安、市政建设
等方面的工作。内政部辖次长办公室、地区开
发局、国土局、防灾减灾局、地方行政管理局
等部门。
联系电话：66(0)-2-222-1141-55
邮箱：webmaster@moi.go.th
网址：www.moi.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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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学技术部
负责领导全国科技研究和成果的引进及应
用。辖次长办公室、科学服务厅、和平利用核
能办公室等部门。
联系电话：66(0)-2-333-3700 （呼叫中
心）1313
传真：66(0)-2-333-3833
邮箱：onestop@most.go.th
网址： www.most.go.th
（九）能源部
负责能源开发、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辖次
长办公室、矿物燃料厅、替代能源发展与效率
厅等机构。
网址： energy.go.th
（十）教育部
负责管理各级教育工作。教育部辖次长办
公室、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泰国教师委员会办
公室等部门。
联系电话：66(0)-2-281-9809
邮箱：website@moe.go.th
网址：www.en.moe.go.th
（十一）公共卫生部
负责全国的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防治
传染病，管制药品与食物，管理医学科学研究，
研制医疗器械。卫生部辖次长办公室、医疗服
务厅、传染病防治厅、医药科学厅、食品与药
品管理委员会等部门。
联系电话：66(0)-2-59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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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webmaster@health.moph.go.th
网址：www.moph.go.th
（十二）工业部
负责制订国家的工业计划，领导全国的工
业生产，管理和扶助现有工业，管理全国的产
品质量。工业部辖次长办公室、产业促进厅、
工业生产厅等部门。
联系电话 : 66(0)-2-202-3000
传真 : 66(0)-2-202-3140
网址：www.industry.go.th
（十三）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是直属泰国
总理办公室的政府机构，泰国总理为该委员会
主席。主要职责与义务是以税收和非税收激励
措施，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来泰投资。
联系电话：66(0)-2-537-8111-55
传真：66(0)-2-537-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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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Bangkok

Chiang Mai

Surat Thani

Phuket

Songkhla

中文名称

曼谷

清迈府

素叻他尼府（万仑）

普吉府

宋卡府

南部

北部

首都

区域

网址

5.1.2 部分地方政府机构

www.songkhla.go.th

www.phuket.go.th

www.suratthani.go.th

www.chiangmai.go.th

www. bangkok.go.th

Khon Kaen

Nakhon Ratcha Sima

Udon Thani

Ubon Ratchathani

Cha Choeng Sao

Rayong

Chon Buri

Samut Sakhon

Pathum Thani

孔敬府

那空拉差是码府（呵叻）

乌侬他尼府（乌隆）

乌汶拉差他尼府（乌汶）

差春骚府（北柳）

罗勇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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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武里府

沙目沙空府（龙仔厝）

巴吞他尼府

中部

东部

东北部

www.pathumthani.go.th

www.samutsakhon.go.th

www. chonburi.go.th

www.rayong.go.th

www.chachoengsao.go.th

www.ubonratchathani.go.th

www.udonthani.go.th

www.nakhonratchasima.go.th

www.khonkaen.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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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泰国法律机构
5.2.1 泰国法律体系概述
泰国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作
为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泰国法院代表国王独
立行使司法权并向国王负责。主要的成文法典
包括民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税法和土地法。泰国的最高法律是宪法，
宪法之外还有法律、皇家法令、紧急法令、部
级条例、部级通告、其他政府通告以及地方政
府规定。
法院是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唯一机构。一切
法院对任何案件的审理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
并对国王负责。国王可以根据被告的申诉，建
议最高法院重新考虑已经做出的最终判决。
泰国有两套独立的司法机构领导法院。一是
司法部，法院的建制属于司法部，但司法部只参
与领导法院的行政事务而不管法院的业务工作。
二是司法委员会，它是司法界的最高权力机构。
泰国法院分为宪法法院、司法法院、行政
法院和军事法院 4 种。宪法法院的主要职能是
对部分议员或总理质疑违宪但已经通过国会审
议的法案，以及政客涉嫌隐瞒资产案等进行终
审裁定。行政法院主要审理涉及国家机关、国
有企业及地方政府等的诉讼。军事法院主要审
理军事犯罪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司法法院
主要审理不属于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军事法
院审理的所有案件。
泰国的司法法院分为三级：初级法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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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初级法院审理各地发生的民
事、刑事案件和其他案件。初级法院享有判决权。
全国每一个府都有初级法院。初级法院一般由民
事法庭、刑事法庭以及青少年法庭组成。
全国只有一个上诉法院（设在曼谷），负
责审理除中央劳工法庭以外的所有下级法院、
法庭的案件。上诉法院的院长由司法部上诉法
院工作厅厅长担任，审理案件时必须有两个以
上的法官在场。
最高法院是审判的最高权力机构，受理经
上诉法院判决后仍然不服的上诉案件。最高法
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如仍然不服，可在接到
判决的 15 天以内，恳请改判。最高法院审理
案件时，至少要有 3 名以上的法官参加。如果
被告对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仍然不服，还可以
向国王直接上诉，恳请减免刑罚。
为了解决劳资问题，1980 年，泰国还在
曼谷建立了中央劳工法庭，专门审理劳动就业
方面的诉讼案件。
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审判长的任免都须经参
议院提名呈请国王签署任免令。法官的法定退
休年龄为 60 岁，可以延长到 65 岁。泰国宪法
规定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不能担任政务官员，
不得参加政党活动。
泰国最高检察厅隶属于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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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264-8000
传真：66(0)-2-657-2222

电话：66(0)-2-636-2000
传真：66(0)-2-636-2111

其 前 身 是 1993 年 在 泰 国 开 展 业 务 的
White & Case 律师事务所曼谷办公室，
目前是泰国大型独立律师事务所之一，
致力于为在泰客户寻找商机并提供合理
的方案建议。擅长领域为银行金融、资
本市场、企业并购、劳工、企业重组破产。

泰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是财富 500 强
和亚太 100 强公司在泰国开展业务的首
选事务所，曾代表主要电信公司在泰国
创立首个电信基础设施基金。

Weerawong,
Chinnavat & Partners Ltd.

Baker Mckenzie
（贝克·麦坚时）

联系方式

电话：66(0)-2-056-5555
传真：66(0)-2-056-5678

简介

Tilleke & Gibbins

标志

成立于 1890 年，是泰国最大的独立律
师事务所，在曼谷、河内、胡志明市、
雅 加 达、 金 边、 万 象 和 仰 光 拥 有 超 过
150 名律师和顾问。擅长领域为房地产、
调解纠纷、保险业、知识产权、信息技术、
劳工、航运、税务。

事务所名称

5.2.2 主要律师事务所

www.bakermckenzie.com

www.weerawongcp.com

www.tilleke.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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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656-1991
传真：66(0)-2-656-0833

电话：66(0)-2-676-6667-8
传真：66(0)-2-676-6188

邮箱：info@dlapiper.com

一家公认的提供全面服务的事务所，拥
有近 40 名律师。

提供一般的商业法律服务，包括公司、
证券、银行和金融、企业恢复服务、并购、
诉讼和纠纷解决、税务、劳务、外派服
务和房地产等。

欧华律师事务所曼谷办公室从 2003 年
6 月开始运营，拥有 40 多位律师，其中
包括 7 位合伙人。为在泰进行商务活动
的企业提供创新、高效的解决方案。

Rajah&Tann
Thailand

SCL Law Group(SIAM CITY)

DLA Piper（欧华）

电话：66(0)-2-266-6485
传真：66(0)-2-266-6483
邮箱：info@chandlermhm.
com

擅长领域为银行金融、企业并购、自然
资源、基础设施。

Chandler MHM

dlapiper.com/en/thailand

chavalitlaw.com

th.rajahtannasia.com

chandlermh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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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665-7800
传真：66(0)-2-665-7888

电话：66(0)-2-650-9850
传真：66(0)-2-650-9849

电话：66(0)-2-679-1844
传真：66(0)-2-679-1864

沃森法利和威廉姆斯律师事务所曼谷办
公室成立于 2001 年，该公司将争端解
决实践与企业和金融实践结合起来，提
供英语、国际和泰国法律的优质建议

一家定位独特、总部位于曼谷的中型独
立商业律师事务所，拥有良好的声誉和
广泛的国际网络。该公司因其在国际贸
易、知识产权、公司和商业交易、并购
和诉讼 / 商业仲裁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和
专长而受到认可。

该事务所于 1969 年在曼谷建立，是泰
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律师事务所之一，
拥有多元化的客户群，包括美国、欧洲、
中东、泰国和其他亚洲跨国公司，客户
范围从小型私营企业到财富 500 强。

Watson Farley &
Williams（沃森法利
和威廉姆斯）

Apisith&Alliance

Price Sanond

pricesanond.com

apisithalliance.com

wfw.com/countries/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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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泰国审计及财会机构
5.3.1 泰国审计及财会体系概述
5.3.1.1 泰国的审计制度
泰王国的审计制度有较长的历史。早在
1876 年拉玛王朝五世朱拉隆功时就设立了皇
家审计办公室，并颁布了有关审计的专项法律。
当时泰王国还是君主专制的国家，这项法律规
定审计办公室独立审计国家财政收支，直接对
君主负责。1915 年改在财政部下设审计局。
1933 年泰国的国家政体发生变化，改为君主
立宪制国家，国家审计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各个时期审计制度的变化都
是依据法律进行的。1933 年泰国颁布了《审
计委员会条例》，据该条例废止了设在财政部
门的审计局，成立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
审计政府财政收支，完全独立于其他政府机构。
1979 年又对《审计委员会条例》进行修订，
经国会立法议会的提议与同意，拉玛王朝九世
国王普密蓬· 阿杜德谕准颁发了《1979 年审
计条例》，是为泰王国现行的最高审计法，由
内阁总理负责执行。现行的泰王国审计制度就
是依据该条例建立的。《1979 年审计条例》
规定设立泰王国审计署，其最高长官是审计长。
审计署是直属于内阁总理领导的厅局级机构，
但审计长则相当于各部的常务次长，即副部级。
审计署实行全国集中，统一领导，署下设 10
个处。主要有秘书处、业务处、国家财产支用
审计处、国营企业与资本审计处、特别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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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审计处、民事审计处等。审计署还向全国
派出 12 个地区审计处，由署垂直领导。
根据《审计条例》，审计署的职责范围是：

(1) 对每一财政预算年度的收支报表和每一财
政预算年度的财务状况报表进行审计，并就其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提出意见。(2) 对年
度货币储备金账户进行审计，并就其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和事实提出意见。(3) 对被审计单位
和被审计单位所负责的单位的收入和支出，货
币的保管和支付，以及其他财产的使用进行审
计，并就其是否符合法律、规章制度、规定和
内阁决议等，提出意见。同时，可对其他货币
的支付和财产的使用进行审计，并就其是否符
合宗旨、节约原则、达到预期效果和经济合算
等提出意见。
(4) 对被审计单位征收的有关税收、
手续费和其他收入进行审计，并就其是否符合
法律、规章制度、规定和内阁决议等，提出意见。
审计署负责审计的范围是政府机构和国营
企业。泰国国营企业只有几十个，主要是公用
事业、国家银行、交通、电力和石油等大厂矿，
全部列为必审单位。
5.3.1.2 泰国主要税种和税率简介 30
泰国税收法律是 1938 年颁布的《税法典》，
财政部有权修改《税法典》条款，税务厅负责
依法实施征税和管理职能。外国公司和外国人
与泰国公司和泰国人同等纳税。故意漏税或伪
造虚假信息逃税的行为将被处以严厉惩罚。目
前泰国的直接税有 3 种，分别为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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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和石油天然气企业所得税，间接税
和其它税种有特别营业税、增值税、预扣所得
税、印花税、关税、社会保险税、消费税、房
地产税等，泰国尚未征收资本利得税、遗产税
和赠与税。
（一）企业所得税
在泰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都须依法纳
税，纳税比例为净利润的 30%，每半年缴纳
一次。基金、联合会和协会等则缴纳净收入的
2%-10%，国际运输公司和航空业的税收则为
净收入的 3%。未注册的外国公司或未在泰国
注册的公司只需按在泰国的收入纳税。正常的
业务开销和贬值补贴，按 5%-100% 不等的比
例从净利润中扣除。对外国贷款的利息支付不
用征收公司的所得税。企业间所得的红利免征
50% 的税。对于拥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和在泰国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所得红利全部免税，
但要求持股人在接受红利之前或之后至少持股
3 个月以上。企业研发成本可以作双倍扣除，
职业培训成本可以作 1.5 倍扣除。注册资本低
于 500 万铢的小公司，净利润低于 100 万铢的，
按 20% 计算缴纳所得税；净利润在 100-300
万铢的，按 25% 计算缴纳。在泰国证交所登
记的公司净利润低于 3 亿铢的，按 25% 计算
缴纳。设在曼谷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经营总
部按合法收入利润的 10% 计算缴纳。国外来
泰投资的公司如果注册为泰国公司，可以享受
多种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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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纳税年度为公历年度。泰国居
民或非居民在泰国取得的合法收入或在泰国的
资产，均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税基为所有应税
收入减去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按从 5% 到 37%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按照泰国有关税法，
部分个人所得可以在税前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扣
除，如租赁收入可根据财产出租的类别，扣除
10-30% 不等；专业收费中的医疗收入可扣除
60%，其他 30%，著作权收入、雇佣或服务收
入可扣除 40%，承包人收入可扣除 70%。
( 三 ) 增值税
泰国增值税率的普通税率为 7%。任何年
营业额超过 120 万泰铢的个人或单位，只要在
泰国销售应税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都应在泰
国缴纳增值税。进口商无论是否在泰国登记，
都应缴纳增值税，由海关厅在货物进口时代征。
免征增值税的情况包括年营业额不足 120 万泰
铢的小企业；销售或进口未加工的农产品、牲
畜以及农用原料，如化肥、种子及化学品等；
销售或进口报纸、杂志及教科书；审计、法律
服务、健康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文化及宗教
服务；实行零税率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包括出口
货物、泰国提供的但用于国外的劳务、国际运
输航空器或船舶、援外项目项下政府机构或国
企提供的货物或劳务、向联合国机构或外交机
构提供的货物或劳务、保税库或出口加工区之
间提供货物或劳务。当每个月的进项税大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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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时，纳税人可以申请退税，在下个月可返
还现金或抵税。对零税率货物来说，纳税人总
是享受退税待遇。与招待费有关的进项税不得
抵扣，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作为可扣除费
用。
（四）特别营业税
征收特别营业税的行业有银行业、金融业
及相关业务、寿险、典当业和经纪业、房地产
及其他皇家法案规定的业务。其中，银行业、
金融及相关业务为利息、折旧、服务费、外汇
利润收入的 3%，寿险为利息、服务费及其他
费用收入的 2.5%，典当业经纪业为利息、费
用及销售过期财物收入的 2.5%，房地产业为
收入总额的 3%，回购协议为售价和回购价差
额的 3%，代理业务为所收利息、折扣、服务
费收入的 3%。同时在征收特别营业税的基础
上还会加收 10% 的地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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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公
司之一，主要服务项目有会计和审计、
税务咨询和税务规划、信息技术咨询、
管理咨询以及兼并和收购咨询。

Deloitte（德
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Jaiyos Co., Ltd.

简介

PwC（普华永道）

标志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顶
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1998 年，
他的两个前身——普华会计师事务所
和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英国伦敦合并
成为了如今的普华永道。普华永道在
2008 财年获利约 280 亿美元，它的
雇员超过 146,000 人，遍布 150 个
国家或地区。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
普华永道位列全球企业的第三名，普
华永道也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

名称

电话：66(0)-2-034-0000
邮箱：info_th@deloitte.com

电话：66(0)-2-844-1000

联系方式

5.3.2 主要会计师事务所

www2.deloitte.
com

www.pwc.com

网址

AIA Sathorn Tower,
11/1 South Sathorn
Road
Yannawa,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15th Floor, Bangkok
City Tower
179/74-80 South
Sathorn Road
Bangkok, 10120
Thailand

地址

电话：66(0)-2-677-2141

电话：66(0)-2-205-8222
邮箱：marketing@th.gt.com

电话：66(0)-2-260-7290
传真：66(0)-2-260-7297
邮箱：bdo@bdo.co.th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
专业服务机构之一，提供三类主营服
务，分别是：审计、税务和咨询。毕
马威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Ltd
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由全球各地独立
提供审计、税务及咨询服务的成员所
组成，遍及全球超过 130 个国家的
逾 47000 名致同员工为客户、同行
及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 , 致力于助其
释放增长潜能。

德 豪 国 际（BDO International） 是
由各国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国际会计
公司 , 其最初由欧美数家历史悠久的
大会计师行于 1963 年联合组成。德
豪国际各成员所主要提供会计审计、
税务咨询以及包括司法会计、公司财
务、清算重组、管理咨询等在内的多
种专家咨询服务。

KPMG（毕马威
会计事务所）

Grant Thornton（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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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O Thailand

www.bdo.co.th

www.grantthornton.co.th

home.kpmg.com

14th Floor, CTI
Tower
191/70-73 New
Ratchadaphisek
Roa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18th Floor Capital
Tower
All Seasons Place
87/1 Wireless Road
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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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0)-2-670-9002-6
传真：66(0)-2-670-9027-8
邮箱：askus@rsmthailand.
com

电话：66(0)-2-679-5400
传真：66(0)-2-679-5401

电话：66(0)-2-264-9090
传真：66(0)-2-264-0789
邮箱：EY.Thailand@th.ey.
com

RSM 国际于 1964 年成立，发展至
今，现已成为世界第 6 大独立的会计
及咨询组织。RSM 国际有 800 所办
事处，遍布全球 120 个国家，拥有
超过 41,400 名专业人才，为当地以
及跨国客户提供广泛的专业服务及意
见。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天职国际）
是全球排名第八的国际会计及商业咨
询网络，成立于 1986 年，总部英国
伦敦，在全球 147 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 165 家成员机构，全球年度收入
合计金额为 38 亿美元，员工人数合
计超过 28000 人。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泰国第一家国际
会计事务所，拥有超过 2000 名员工。
事务所利用当地和全球的优势资源为
客户挖掘发展潜力，管控投资风险提
振投资信心。

RSM

Baker Tilly
Thailand

Ernst & Young
Thailand ( 安
永）

www.ey.com/th

www.bakertillythailand.com

www.rsmthailand.com

33rd floor,
Lake Rajada Office
Complex
193/136-137
Rajadapisek Road
Klongtoey, Bangkok
10110
Thailand

Level 21/1 Sathorn
City Tower 175
South Sathorn
Road, Sathorn
Bangkok, Thailand
10120

26th Floor, Sathorn
City Tower, 175
South Sathorn
Road, Thungmahamek,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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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向驻泰使领馆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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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2-247-2123

66(0)-2-248-8085

领保：66(0)-2-245-7035
侨务：66(0)-2-247-8193
证件：66(0)-2-247-2214

投资：66(0)-2-247-2746
工程承包：66(0)-2-247-4506
贸易、贸易纠纷、展会、援外：66(0)-2-245-7038

66(0)-2-245-0088-2208

66(0)-2-245-0088-2307/2309

领保：66(0)-2-245-7010
侨务：66(0)-2-245-0088-2219
证件：66(0)-2-245-0888

66(0)-2-245-0088-2204

66(0)-2-245-0088-3208

66(0)-2-245-0088-2202

经商处

武官处

文化处

领侨处

警务组

办公室

亚太处

66(0)-2-248-5898

66(0)-2-246-8247

66(0)-2-245-6329

66(0)-2-248-5897

66(0)-2-245-3628

66(0)-2-245-0088-3412-3

新公处

双边： 66(0)-2-245-7034
新闻： 66(0)-2-248-5895

传真

双边：66(0)-2-245-0088-3407
新闻：66(0)-2-245-0088-3403

电话

政治处

机构名称

中国企业
国际传播
泰国篇

6.1 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

6.1.1 机构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设有政治

处、经商处、办公室、亚太处等共 8 个处室，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6.1.2 联系方式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
地址：57 Ratchadaphisek Road ，

Bangkok 10400，Thailand
电话：66(0)-2-245-0088
传真：66(0)-2-246-8247
邮箱：chinaemb_th@mfa.gov.cn
官网： http://www.chinaembassy.

or.th/chn/
（二）使馆证件大厅
地址：2 nd Floor ， AA Building ，55

Ratchadaphisek Soi3，Bangkok 10400
电话：66(0)-2-245-0888
传真：66(0)-2-245-7037
电子邮件： CHNVISAATTHA@gmail.

com
（三）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地址：5th Floor, Thanapoom

Tower, 1550 New Petchaburi Road,
Makkasan, Bangkok 10400
电话：66(0)-2-207-5999/207-5888
传真：66(0)-2-207-5988/207-5977
电子邮件：bangkokcentre@

visaforchina.org
（四）领事保护
电话：66(0)-2-245-7010（工作日 9：
00-17：00）
传真：66(0)-2-245-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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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驻孔敬总领馆
6.2.1 领区概况
6.2.1.1 领区范围
驻孔敬总领事馆领区为泰国东北部 20 个
府，即：孔敬府、呵叻府、乌隆府、廊开府、
那空帕侬府、沙功那空府、乌汶府、四色菊府、
素林府、武里南府、穆达汉府、玛哈沙拉堪府、
猜也蓬府、黎府、加拉信府、汶甘府、益梭通府、
黎逸府、侬布兰普府和安那乍愣府。孔敬、呵叻、
乌隆、乌汶是泰东北部的主要城市。
6.2.1.2 领区简介
泰国东北部土地面积 168,854 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3，人口 2,200 万，约
占全国人口的 33％。泰国东北部毗邻老挝、
柬埔寨，国境线长达 1510 公里。泰国东北部
地处呵叻高原，平均海拔约 200 米，年降雨量
600-2000 毫米，全年分为凉季（11 月至 1 月）、
雨季（5 月至 10 月）和热季（2 月至 4 月）。
区域内主要河流为孟河和齐河，而湄公河则成
为泰老界河。
泰国东北部地区是泰国的传统农业区，经
济发展相对落后。2016 年，东北部生产总值
（GRP） 为 14,231.22 亿 泰 铢， 约 占 全 国 总
数的 8%。47% 的家庭劳力从事农业，其余主
要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主要经济作物有大米、
木薯、橡胶和甘蔗，茉莉香米和泰丝是当地名
特产品。主要矿产资源有钾盐、铜、铁、金、
钾和天然气。工业集中在孔敬、呵叻、乌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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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汶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农产品（食品）加工、
化妆品、电器电子和纺织等产业为主。近年来，
东北部与老挝、柬埔寨的边境贸易，以及与中
国、越南的过境贸易增长较快。矿产资源中，
乌隆府的钾矿蕴藏量最为丰富。
东北部地区是泰国几大古代文明的发源
地，多年来考古成果丰硕，乌隆的万昌史前文
化遗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遗
产。该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古迹众多、风景秀丽，
具有独特的泰国传统田园风光和浓郁的地域民
俗风情。该府的侬韩湖（红莲湖），以每年 12
月至 2 月盛开的红莲花闻名，被 CNN 评为世
界有名的自然景观。素林府是泰国东北部最著
名的旅游大府。每年 11 月份的素林大象节已
成为泰国享有国际声誉的特色旅游盛会。
泰国东北部交通运输较为便捷，国家 2 号
公路（友谊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整个东北
部，并有客运大巴至各边境口岸；有曼谷 - 廊
开、曼谷 - 乌汶 2 条铁路干线；区域内拥有 9
个民用机场其中乌隆和乌汶机场为国际机场。
东北部是泰国面向狭义上的中南半岛的门
户，也是广义上的中南半岛的中心，地处东盟
中南半岛“东西走廊”和建设中的中泰铁路合
作项目交汇之处，战略地位重要。随着大湄公
河次区域合作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深化，以及
中国—东盟自贸区打造升级版，东北部经济发
展的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潜力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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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联系方式
（一）签证对外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12:00（节假日除外）
如有变化，将事先另行通知，请随时关注网站
“领事服务”栏目中的“通知”。
注意：孔敬总领馆尚未开办护照 / 旅行证、
公证认证业务，如需办理，请前往中国驻泰国
大使馆，详情请登录使馆网站 http://www.

chinaembassy.or.th/chn/查阅。
（二）办公地址：孔敬府直辖县环湖路 2
组 142/44 号

( 142 / 44 Moo 2 , Rob-Bueng Rd.,
Nai-Muang, Muang, Khon Kaen,
Thailand 40000)
电话：66 ( 0 )- 43 - 22 - 6873 66 ( 0 )- 43 00 - 1763（签证咨询） , 人工接听时间为早上
9点至 12点，下午 2：30点至 5点。
传真：66(0)-43-22-7037、66(0)-4300-1764
领事咨询邮箱：visa.kk6@gmail.com
6.3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
6.3.1 领区概况
6.3.1.1 领区范围
宋卡本馆证件业务领区包含泰南十一府：
春 蓬 府 (Chumphon)、 拉 侬 府 (Ranong)、
素 叻 府 (Surat thani)、 洛 坤 府 (Nakhon Si

Thammarat)、 董 里 府 (Trang)、 博 他 伦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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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tthalung)、宋卡府 (Songkhla)、沙墩府
(Satun)、北大年府 (Pattani)、也拉府 (Yala)、
陶公府 (Narathiwat)。
普吉领事办公室证件业务领区包括普吉
府 (Phuket)、 攀 牙 府 (Phangnga)、 甲 米 府

(Krabi) 三府。
6.3.1.2 领区简介
泰南位于马来半岛北部，是太平洋和印度
洋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该地区南北长 600 多
公里，东西最宽 250 公里，最窄处克拉地峡仅
宽 64 公里；北接巴蜀府、缅甸，南邻马来西亚，
东濒泰国湾、太平洋，西临安达曼海、印度洋，
西北部与缅甸接壤；总面积 70,715.2 平方公
里，占泰国总面积的 13.78%。
泰南呈半岛形状，东西临海，山地面积占
总面积的 35%，东部为地势开阔的平原，适于
农业但经常发生水灾；西部主要是山地，平原
较少。主要山脉有：西岸的春蓬至攀牙的普吉
山脉和东岸的素叻他尼府至沙敦府和宋卡府的
洛坤是贪玛叻山脉，为南北走向山脉；泰马界
山――桑加拉其力山脉为东西走向山脉。
泰南依据地势可大致分为东海岸和西海岸
两部分，海岸线长达 1,643 公里 :
东岸濒临泰国湾，沿岸有春蓬、素叻他尼、
洛坤是贪玛叻、博他仑、宋卡、北大年、也拉
和陶公等府，地势较平，有南诗里叻、达比、
北汶浪和歌乐等短小河流，近海有大片浅水区，
主要岛屿有素叻他尼府内的苏梅岛和帕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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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岛也是泰南椰子的主要产地。
西海岸濒临安达曼海，有拉侬、攀牙、普吉、
甲米、董里、和沙敦等府。这一带近岸海域水
位较深，岛屿众多，主要有普吉、达鲁刀、里奔、
披披岛、兰达岛、长岛等、帕通和天艾等岛。
西海岸从攀牙湾到沙敦府沿岸成片的红树林以
及海滩已经成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泰南气候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分为热、
雨两季，东海岸主要受东北季风影响，每年十
月至次年四月雨量充沛，特别是十一、十二两
月雨量最大，五月至九月雨量较小（而三月至
四月雨量极小），海面风平浪静，苏梅岛等东
岸岛屿进入旅游旺季；西海岸主要受西南季风
影响，五至十月雨水较多（九月降水量最大），
十一月至次年四月降水量小，海面风浪较少，
西岸进入旅游旺季。泰南年平均降水量 2，
221.3 毫米，年平均温度 27.5 度。
政治上，泰南地区系泰国老党—民主党的
传统基地，董里府是前总理、民主党党魁川·立
派的家乡；宋卡府系前总理、政治元老、枢密
院主席炳·廷素拉暖的家乡。
经济上，泰南地区以农业为主，其次是
海洋渔业及其加工业，是泰国重要的橡胶、棕
榈、海产品产地。工业比重不大，主要是橡胶
和渔业产品加工业。旅游业比较发达，尤其是
普吉府和素叻府的苏美岛系世界闻名的旅游胜
地。半岛南部与马来西亚交界各府特别是宋卡
府的合艾市则是新、马游客周末度假和购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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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此外，泰南还是“泰南海岸经济发展计
划”（SSB）和泰、马、印尼经济“成长三角”
发展计划（IMT-GT）区域。
行政区划上，目前泰南共分为甲米、春蓬、
董里、洛坤是贪玛叻（洛坤）、那拉提瓦（陶公）、
北大年、攀牙、博他伦（高廊头）、普吉、也拉、
拉侬、宋卡、沙敦、素叻他尼（万仑）等十四
个府。其中面积最大的是素叻他尼府（12891.47
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是普吉府（543.03 平
方公里）。
6.3.2 联系方式
（一）办公地址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
9 Sadao Road, Songkhla, Thailand
90000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
96 / 69 Royal Place, By Pass Rd,

Kathu District, Phuket, Thailand
（二）办公时间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至 12:00，14:30
至 16:30
驻普吉领事办公室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至 12:00 受理办
证申请 , 15:00 至 16:00 仅取证
中国、泰国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公
（三）证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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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驻 宋 卡 总 领 事 馆 咨 询 电 话 :66(0)74-32-2034，传真 : 66(0)-74-32-3772
驻普吉领事办公室咨询电话 : 66(0)-7630-4180，传真 : 66(0)-76-30-4302
（四）领事保护（不提供护照、公证认证、
签证等日常业务咨询）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求助热线：66(0)81-7665560（ 如 从 中 国 国 内 拨 打， 号 码 为
0066-817665560）
驻普吉领事办公室求助热线 :66(0)-945956158（如从中国国内拨打，号码为 0066945956158）
6.4 中国驻清迈总领馆
6.4.1 领区概况
6.4.1.1 领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清迈总领事馆于 1991 年
4 月 10 日正式开馆。领区辖泰北十二个府：清
迈、清莱、夜丰颂、难、碧瑶、帕、南奔、南邦、
程逸、彭世洛、素可泰、达。领区面积约占全
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约为全国的八分之一。
6.4.1.2 领区简介
清迈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
心，也是泰国第二大城市。距曼谷 750 公里，
位于海拔 300 米的高原盆地，四周群山环抱，
气候温和，鸟语花香，古迹众多，商业繁荣，
是泰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城市。
清迈市人口约 20 万，农业、手工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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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是清迈的三大支柱产业。领区内社会治安
良好，民风淳朴，华人华侨人数众多。泰国为
东七时区，比北京时间慢 1 小时。
清迈日常生活方便。日常消费品充裕，总
体物价水平和国内差不多。市区有多个大型购
物中心及大型超市。酒店餐厅众多，设施齐全，
服务水平较高。各种便利店、餐馆、集贸市场
遍布全市。
清迈交通便利。有国际机场，每天均有来
往包括中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马
来西亚、韩国、缅甸、老挝等地的国际航班和
来往曼谷等地的国内航班。省际公路网比较完
善，有通往曼谷等各地的 20 多条长途汽车线
路。有通往曼谷的铁路。市内道路较窄，但通
行状况良好。市内出租车较少，多为红车与嘟
嘟车。
清迈教育业发达，有多所知名大学及国际
学校。当地知名的大学有：清迈大学、清迈皇
家师范大学、美宙大学、西北大学等；当地知
名的国际学校有：清迈国际学校、普林国际学
校、美国太平洋国际学校等；当地知名的中小
学有：蒙福学校、王子学校等。
清迈是一个国际化城市。清迈有众多的来
自欧美各国、日本、韩国等世界各地的常住人
口和旅游人士。驻清迈的外国领事机构：
总领事馆：中国、日本、美国、缅甸；领
事馆：印度；名誉领事：澳大利亚、奥地利、
孟加拉国、加拿大、捷克、芬兰、法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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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韩国、荷兰、秘鲁、瑞典、瑞士、英国。
6.4.2 联系方式
（一）办公地址
中国驻清迈总领馆：泰国清迈昌罗路 111
号
111 Changloh Road, Haiya District,

Chiang Mai, Thailand 50100
电话：66(0)-5328-0380,66(0)-53276125，66(0)-5327-6457（人工服务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 9:00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00，节假日除外）
传真：66(0)-5327-4614
（二）办公时间
对外办公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不包括节
假日）
上午：9.00-11.30（仅限受理申请）
下午：15：00-16：00 （仅限收费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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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国交通系统指南
1.1 机场交通指南
（一）素万那普国际机场：
（1）机场快轨至市内帕亚泰站（Phaya

Thai station）:45B;30 分钟；6:00 至午夜；
每 15 分钟一班
（2） 玛 卡 山 快 线 轻 轨（Makkasan

Express Line）：90B；18 分钟；6:00 至午
夜；到达 Makkasan 站
（3） 帕 亚 泰 快 线 轻 轨 (Phaya Thai

Express Line)：90B；17 分钟；到达帕亚泰
站（Phaya Thai station）
（4） 出 租 车 费 用： 计 价 出 租 车 费 用 为
200-300B，另收 50B 的机场附加费和通行费，
1 小时左右可达到市区
（二）廊曼机场：
（1） 机 场 大 巴：A1 可 至 BTS Mo

Chit；A2 可 至 BTS Mo Chit 和 BTS
Victory Monument，花费都是 30B；每小
时一班；9:00 至午夜
（2） 普 通 列 车： 可 至 Hualamphong
站；5-10B;1 小 时；4:00-11:30、14:0021:30；每小时一班
（3）出租车费用：300-400B，另多收 50B
（三）清迈国际机场：
机场出租车收费 120B
（四）普吉国际机场：
（1） 每 小 时 一 班 大 巴 可 至 普 吉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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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B；6:00-19:00
（2）小货车可至普吉市（150B）和海滩
（180B）
（3）计程出租车（550B）可至海滩和普
吉市
1.2 公共交通指南
（一）城市公共汽车和小型敞篷客车
曼谷有泰国最大的城市公交系统。乘坐公
交的礼仪是在公交站等车，在车来时手掌向下
摇动，示意汽车停下。上车坐下后就要买票，
有的时候也可以下车时再买。
在其他地方，公共交通多是由小型敞篷客
车提供的。它们通常像公交车一样走固定线路，
但是如果车上的乘客去向相同，他们也提供合租
出租服务。必须提前谈好价钱，通常可以在任何
地方拦到小型敞篷客车，并且在下车时再付费。
根据不同的区域，小型敞篷客车也运营一
条固定线路，从城镇中心到偏远地区。有时，
这些车也可能是 6 个轮子的大型车。
（二）城市轨道交通
曼 谷 是 泰 国 唯 一 拥 有 地 上 铁（ 轻 轨，

BTS）和地下铁（MRT）公共交通体系的城市，
轻轨和地铁都有助于缓解首都的交通拥堵。
（三）摩的
泰国许多城市都有 100cc 至 125cc 排量
的摩托车可供租用，司机可以带你进行短途旅
游。如果你空着手或者就拿一个小包，紧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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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时，这还真是不错的交通工具。
在大多数城市，你会发现摩的聚集于附近
街口，而不是在路上乱转寻找乘客。司机通常
穿着带有编号的运动衫。根据距离的远近，价
格从 10B 到 50B 不等，你要事先谈好价格。
曼谷例外，这里的摩的都是标准价，10B。
（四）出租车
曼谷有最正规的计价出租车系统。其他城
市中，出租车都是私家的，而且可以议价，也
有很多拼车方式，费用由若干乘客分摊。
1.3 铁路交通指南
泰国的火车系统连接起这个国家的东南
西北。它是北上清迈、南下素叻他尼进行长
途旅行时，替代长途汽车的最便捷的交通工
具。考虑到交通情况，在从曼谷出发到大城
和华富里的短途旅行中，火车也是理想工具。
4500 公 里 长 的 铁 路 网 络 由 泰 国 铁 路 局 经 营
的，主要有 4 条线路：北线、南线、东北线
和东线。所有的长途列车都从曼谷的华南蓬
火车站始发。
你 可 以 提 前 1-60 天 在 任 何 车 站 预 订 车
票。任何火车站都可以本人订票。旅行社也
可以买到火车票，但是通常会加收一定的手
续费。如果你计划从国外坐火车来泰国，应
该在出发前至少两周发送邮件到泰国铁路局
（passenger-ser@railway.co.th）。 之 后
你会收到预订确认邮件，然后在离开前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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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订的出发站凭邮件付款。
如果你要预订曼谷到素叻他尼的长途卧铺
票，尤其是在 4 月泼水节以及 12 月至次年 3
月的旅游旺季时，最好提前预订，因为常常一
票难求。
如果是短途出行，你只需要一个座位（不
是卧铺），则只需要提前一天预订即可。
如果退票，根据你距离出发时间的天数来
决定退票的费用。退票可在车站的车票预订处
办理。
2. 泰国语言简单教学指南
（1）你好 /Sa-wa-di-ka 萨瓦迪卡（女），

Sa-wa-di-krab 萨 瓦 迪 科 喇（ 男）/Hello/
Hi!
（2）我 /Can 蚕（女），Pong 碰（男）/I,

me, my，以下有第一人称的以女性第一人称
举例
（3）您叫什么名字？ /kun-ci-a-lai 坤
赐阿莱 /What is your name?
（4） 再 见！ /la-gong 拉 拱 / Good

Bye ！ /Bye-bye
（5）谢谢你！ /kuo-kun 扩坤 /Thank

you ！
（6）对不起！ /kuo-tuo 扩拓 /Sorry!/

Excuse me!
（7）我在找。/can-ha-you 蚕哈
友 / I'm look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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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 想 去 ---。/can-ya-bai 蚕 亚
掰 ---/ I want to go to ---.
（9） 兑 换 钱 /lie-en 列 恩 /Change

money
（10）12345678910/ 能、宋、三、喜、哈、
吼、捷、别、告、媳
（12）买东西 /shi-kong 匙孔 /Shopping
（13）行李 /ga-bao 嘎包 / Baggage
（14）泰铢 /ba 把 /Money thai
（15） 不 舒 服 /mai-sa-bai 卖 沙 掰 /

Feel bad
（16）跟我走 /dang-can-bai 当蚕掰 /

Follow me
（17）多 /ma- 骂 /Much
（18）少 /（n- òi 快连读）/Little
（19）几点钟？ /gei-meng 给蒙 /what

time is it?
（20） 迷 路 了。/mai-lu-za-tan 卖 路
杂摊 /Lose way.
3. 当地货币兑换指南
可以兑换泰铢的场所：
（一）在国内兑换泰铢
一般情况下是在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兑
换，据大多游客反映，工行的汇率比较高。兑
换前可以先打电话询问营业厅的银行柜台是否
需要预约，兑换时需带好身份证。
（二）在泰国 Exchange 柜台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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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有很多 Exchange 的换钱柜台，可
以使用人民币兑换泰铢，但大部分柜台的汇率
相对国内比较低。美金换泰铢的汇率不错，如
果有美元现金可以选择用美金兑换泰铢。兑换
时需要带上护照。
（三）在泰国 Super Rich 柜台泰铢

Super Rich 的汇率说是目前所有换钱机
构里最优的，但是据点不多，兑换时需要带上
护照。
（四）在 VASU 活素兑换（活素换汇地
点位于 E3 NANA 空铁站高架桥的正下方）

VASU 活素仅有一家，属于别无分号的
独立店面经营，店内换汇流程与空间设计极佳，
换汇速度快又流畅。事前准备现金与护照，可
携带护照正本前往，服务人员会帮忙免费复印。
在服务柜台前依序排队，向服务人员确认兑换
金额之后可领到一张号码牌。等待叫号，到柜
台领取泰铢现钞即可。
（五）用 ATM 取现兑换
所有泰国银行针对银联卡取现都会收取手
续费，每一笔 100 泰铢。ATM 直接取现，汇
率是目前所有兑换方法中最高的，手续费按照
开卡银行境外取现收取，比如农业银行境外取
现金额 1% + 12 元。
中国银行 ( 泰国 ) 机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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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呵叻分行

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外景

清迈分行

曼谷总部

网点

电话：66(0)-44-24-8909
传真：66(0)-44-24-8901
邮箱：nakhonratchasima.th@bankofchina.com

电话：66(0)-53-26-1880
传真：66(0)-53-26-1875
邮箱：chiangmai.th@bankofchina.com

电话：66(0)-2-286-1010
传真：66(0)-2-286-1020
邮箱：service.th@bankofchina.com

联系方式

中国银行（泰国）

中国银行 ( 泰国 ) 机构信息 36

泰国呵叻府呵叻市密他帕普 - 廊开路 440/9-11 号，
30000

泰国清迈府清迈市涳巴康区第 4 组 161-161/1 号，
50000

泰国曼谷沙吞南路曼谷城市大厦 179/4 号，10120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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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
泰国篇

129

泰 国 罗 勇 府 AMATA CITY 工 业 园 区 第 4 区 9/21 号
21140

泰国曼谷拉察达披色路 Pakin 大厦 9 号 1 层 107 号，
10400

泰国曼谷邦纳达拉德路 39 号 Mega Bangna 购物中心，
一层银行区 1632/8 号，10540

电话：66(0)-2-150-2456、66(0)-2-150-2457、
66-(0)-2-150-2458
泰国巴吞他尼府科隆宋区 Iyara 市场 55/28-29 号
传真：66(0)-2-150-2460
12120
邮箱：taladthai.th@bankofchina.com

电话：66(0)-38-02-5837
传真：66(0)-38-02-5830
邮箱：rayong.th@bankofchina.com

电话：66(0)-2-203-7333
传真：66(0)-2-203-7340
邮箱：ratchada.th@bankofchina.com

周一至周日（宋
电话：66(0)-2-150-2102
干节除外）
传真：66(0)-2-150-2101
11:00 至 18:00
邮箱：bangna.th@bankofchina.com

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30

达拉泰分行

邦纳分行

周一至周五
9:30 至 16:30

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罗勇分行

拉察达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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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6:00

孔敬分行

合艾分行

电话：66(0)-74-55-9579
传真：66(0)-74-55-9580
邮箱：hatyai.th@mail.notes.bank-of-china.
com

电话：(662)04-324-6710
传真：(662)04-324-6711
邮箱：khonkaen.th@bankofchina.com

泰国宋卡甘扎那哇尼路 Asean Plaza 合艾大厦，一
层 1468/7-8 号，90110

泰国孔敬市咔西功通桑路 555/1-2 号 Jompol 市场
A1-A2-A3 号，40000

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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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分行

Petchkasem Branch

8.30-15.30

8.30-15.30

8.30-15.30

Bang Khun Thian Branch

Vibhavadirangsit-Donmuang Branch

10.00-18.00

营业时间

Head Office Branch

泰国总部

网点

438/4-6 Bang Khun Thian - Chai Thale
Road.,Samae Dam, Bang Khun Thian,Bangkok
10150

电话：66(0)-2-013-7385-8
传真：66(0)-2-013-7384

电话：66(0)-2-812-4514-7
传真：66(0)-2-818-4507

79/15 - 18 Moo 2 Petchkasem Road,
Nongkhangphlu, Nongkhaem, Bangkok 10160

161/2-5 Vibhavadirangsit Road, Sikan, Donmuang, Bangkok 10210

L  Fl., Emporium Tower
622 Sukhumvit Road, Khlong Ton, Khlong Toei,
Bangkok 10110

电话：66(0)-2-663-9009
传真：66(0)-2-663-9771

电话：66(0)-2-996-9902-5
传真：66(0)-2-996-9906

Head Office L,11-13 Fl., Emporium Tower 622
Sukhumvit Road, Khlong Ton, Khlong Toei,
Bangkok 10110

地址

电话：66(0)-2-629-5588

联系方式

工商银行（泰国）

中国工商银行 ( 泰国 ) 机构信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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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卡分行

曼谷分行

Hat Yai Branch

8.30-15.30

8.30-15.30

Ratchadapisek Branch

8.30-15.30

Lat Phrao Branch

8.30-15.30

8.30-15.30

Yaowaraj Branch

Sathon Branch

8.30-15.30

Srinakharin Branch

990,992 Srinakharin  Road, Suanlung,Bangkok
10250
259 Yaowaraj  Road, Samphanthawong,Bangkok 10100
2308 Lat Phrao Road Phalbphla,Wangthonglang,Bangkok 10310
Bangkok Insurance Building,25 South Sathon
Road,Thung Maha Mek,Sathon,Bangkok 10120

99/21 - 25 Ratchadapisek Road, Dindaeng,
Dindaeng, Bangkok 10400

732, Petchakasem Road, Hat Yai, Songkhla
90110

电话：66(0)-2-752-6804-7
传真：66(0)-2-752-6808

电话：66(0)-2-623-2112  
传真：66(0)-2-623-2116

电话：66(0)-2-931-8420
传真：66(0)-2-931-8421

电话：66(0)-2-677-4415
传真：66(0)-2-677-4420

电话：66(0)-2-118-3560, 66(0)2-118-2730, 66(0)-2-118-6207,
66(0)-2-118-6209
传真：66(0)-2-118-2857

电话：66(0)-74-36-4567
传真：66(0)-74-36-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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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叻分行

Nakhon Ratchasima
Branch

Udon Thani Branch

8.30-15.30

8.30-15.30

8.30-15.30

Ubon Ratchathani Branch

乌汶分行

8.30-15.30

Phuket Branch

普吉岛分行

8.30-15.30

Khon Kaen Branch

孔敬分行

88 Chayangkul Road, Naimuang, Muang, Ubon
Ratchathani 34000

电话：66(0)-45-24-2299,
66(0)-45-24-0639,
66(0)-45-24-1699,
66(0)-45-24-1966
传真：66(0)-45-24-0988

电话：66(0)-44-26-9491-4
传真：66(0)-44-26-9495

329/1-3 Yommarat Road, Naimuang, Muang,
Nakhon Ratchasima 30000

104/5-6 Udondutsadi Road, Mak-Khaeng,
Muang, Udon Thani 41000

2, 4 Phang-Nga Road, Talad Yai, Muang, Phuket
83000

电话：66(0)-76-21-8333, 66(0)76-21-3381-3
传真：66(0)-76-21-3856

电话：66(0)-42-34-3860-3
传真：66(0)-42-34-3030

4/6 Klangmuang Road, Naimuang, Muang,
KhonKaen 40000

电话：66(0)-43-24-2400, 66(0)43-24-3507-9
传真：66(0)-43-2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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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t Thani Branch

Samut Sakorn Branch

龙仔厝分行

Amata City Rayong Branch

Rayong Branch

Chiang Mai Branch

Pattaya Branch

素叻分行

罗永分行

清迈分行

春武里分行

Si Racha Branch

8.30-15.30

8.30-15.30

9.00-16.30

8.30-15.30

8.30-15.30

10.00-17.00

8.30-15.30

60/1-3 Srivichai Road,Muang Surat Thani, Surat
Thani 84000
930/42 Eakkachai Road, Samut Sakhon 74000

电话：66(0)-77-26-4950
传真：66(0)-77-26-4957

传真：66(0)-34-81-1452-5
传真：66(0)-34-81-1456

9/31, Moo 4, Map Yang Phon, Pluak Daeng,
Rayong 21140

360/23-25 Sukhumvit Road, Noen-phra, Muang,
Rayong 21000

电话：66(0)-38-86-0456,
66(0)-38-86-0692,
66(0)-38-86-0819,
66(0)-38-86-0873
传真：66(0)-38-86-0971

电话：66(0)-33-01-7411,
传真：66(0)-33-01-7412

615/5 Charoenmuang Road, Nongpakrang,
Muang, Chiang Mai 50000

99/9 The Bay Shopping Center Pattaya, Moo 9,
Nong Prue, Banglamung, Chonburi 20150

138 Sukhumvit Road, Sriracha, Sriracha, ChonBuri 20110

电话：66(0)-53-30-4752 - 5
传真：66(0)-53-30-4756

电话：66(0)-33-12-2861-5
传真：66(0)-3-312-2860

电话：66(0)-33-15-7801-4
传真：66(0)-33-15-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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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紧急电话一览表
报警电话

191

火警

199

急救电话

1669，1691，1646，1554

高速公路
警察

1193，1543

车辆丢失
或失窃

1192

泰国移民局

1178

旅游警察

1155（泰、英、中文）

游客协助
中心总部

66(0)-2-356-0650（周一至周五，08:0016:30，中英泰文）
邮箱 touristcenter13@gmail.com

素万那普
机场游客
协助中心

66(0)-2-134-4077

廊曼机场游
客协助中心
泰国国家
旅游局
泰国旅行
社协会素万
那普机场
咨询柜台

66(0)-2-535-3431，66(0)-2-535-3433，
66(0)-83-131-2267
1672（泰，英，中文）

66(0)-2-134-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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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资在泰企业名录 38
承包类：
1. 中国建筑工程（泰国）有限公司
2. 中国港湾（泰）有限公司
3. 中水电泰国有限公司
4. 中国冶金建设（泰国）有限公司
5.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驻泰国办事处
6. 长城钻井公司（泰国）
7. 中美石油国际公司
8.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泰国公司
9. 中车泰国国际有限公司
10. 隆桂联合建筑有限公司
11.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12. 有色（泰国）有限公司
13. 泰国现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4. 福民东（泰国）有限公司
15. 川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16. 康达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17.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18. 中国中达（泰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服务贸易类：
19. 中国银行曼谷分行
20.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曼谷营业部
2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
22.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
23.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曼谷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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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泰航空公司
25. 远泰船务有限公司
26. 中海运船务（曼谷）有限公司
27. 北京同仁堂（泰国）有限公司
28. 华润长春置地有限公司
29. 万泰国际认证（泰国）有限公司
30. 春秋国际旅行社泰国分公司
31. 云泰国际旅游贸易有限公司
32. 天津国际科技咨询公司驻泰办事处
33. 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34. 泰西湖合资有限公司
35. 上海仲盛国旅有限公司
36. 五洲商检公司
实业类：
37. 中国华源集团泰国总代表处
38. 泰中有色金属国际有限公司
39. 中发利（1987）有限公司
40. 泰中香料工业有限公司
41. 丝特（集团）有限公司
42. 西南铝业有限公司
43. 华立集团（泰国）电气有限公司
44. 东运制板有限公司
45. 时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6. 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曼谷办事处
47. 中富（曼谷）有限公司
48. 飞天国际（泰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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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明达钾盐（泰国）有限公司
50. 中泰机械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服务业：
51. 华为技术（泰国）有限公司
52. 中兴通讯（泰国）有限公司
53. 富通集团（泰国）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4. 中国电信泰国代表处
55. 烽火国际（泰国）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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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pthailand.com

www.sritranggroup.com

正大集团由华裔实业家创建于 1921 年，在
中国以外称作 CP 集团。经过 80 多年的发
展，公司形成了以农牧、水产、种子、电信、
商业零售为核心，石化、机车、房地产、国
际贸易、金融等业务共局，是世界上最大的
农牧工商一体经营公司。

诗董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是
泰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商和出口商之一，
员工总数超过 9000 人。公司还涉及印尼、
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橡胶贸易、基础设施及
房产领域。

Sritang Agro Industry PCL（诗董橡胶股
份有限公司）

网址

Charoen Pokphand
Group( 正大集团 )

标识

简介

名称

6. 泰国品牌 TOP10

电话：66(0)-7-434-4663
传真：66(0)-7-434-4676,
66(0)-7-434-4677,
66(0)-7-423-7423

电话：66(0)-2-766-81279, 66(0)-2-766-7150-1
传真：66(0)-2-766-2741
邮箱：prcpgroup@cp.co.th

联系方式

www.itd.co.th

www.ch-karnchang.co.th

www.thaiair.com

泰 国 最 大 的 基 础 建 设 公 司 之 一， 成 立 于
1958 年，2009 年总资产为 18 亿美元。公
司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能源和
采矿、船舶租赁、水泥销售制造等。

成立于 1972 年，一直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工
程和一般土建工程。投资参与了曼谷地铁，
高速公路等项目。

泰 国 国 家 航 空 公 司， 成 立 于 1960 年，
1971 年起开始洲际航线飞行。泰航旗下有
11 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有通往近 40 个
国家的航线，其中中国通航城市包括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昆明、厦门、香港等。
泰航曾多次获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全
球最佳空中乘务”等奖项。

Italian-Thai Development PCL

CH.Karnchang P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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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 Airway
PCL（泰国国家航空）

电话：66(0)-2-3561111，
66(0)-2-545-3691，
66(0)-2-356-1111

电话：66(0)-2-2770460， 66(0)-2-275-0026
传真：66(0)-2-275-7029

电话：66(0)-2-716-1600700 Ext. 0
传真：66(0)-2-716-1494
邮箱：cccs@itd.c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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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h.co.th

http://www.apthai.com

www.amata.com

主要从事住宅开发，创立于 1983 年，公司
项目大多是独栋住宅，多集中在曼谷、清迈、
普吉岛等旅游城市，特征是“大规模定制”，
显著降低建筑成本。公司已通过合资模式进
入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市场。

拥有 12 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联排别墅，
独栋住宅及公寓等优质住宅项目。公司曾获
泰国证交所授予“最佳企业管理报告奖”，
并被财经杂志评为“泰国最佳中型公司”。

泰国领先的工业园区开发管理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公司在泰国东海岸经营两个工业
园区，其中位于春武里府的 Amata Nakorn
园区面积 3020 公顷，位于罗勇府的 Amata City 园区面积 1350 公顷，我企业在境外
设立的首个综合性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
即位于该园区内。使用 Amata 设施的国际
企业还包括德国宝马公司、百事集团、普林
斯通轮胎、丰田集团、三菱集团等。

Land & Houses
PCL(L & H)

Asian Property Development PCL（AP）

Amata PCL

电话：66(0)-2-792-0000

电话：66(0)-2-261-2518

电话：66(0)-2-34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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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ttplc.com

成立于 1978 年，前身为泰国石油管理局。
起初主要致力于在国内开采油气贮藏，如泰
国 湾 的 Erawan 气 田。 金 融 危 机 后，PTT
于 1999 年私有化并在 2001 年上市，第一
大股东是泰国财政部。

Thai Charoen Corporation Group(TCC
Group)

PTT Group

*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th.mofcom.gov.cn/

www.tcc.co.th

泰国主要的综合企业之一，创立于 1960 年。
公司成立初期从事酿酒业，现已扩大到四大
集团：饮料集团 ThaiBev，消费类产品集
团 BJC，房地产集团 TCC Land 和财务服
务集团 TCC Capital。拥有泰国最畅销的啤
酒品牌之一 Chang Beer，集团旗下有 3 万
多名员工。

Facebook：PTT News

电话：
66(0)-2-272-2051 (ThaiBev)，
66(0)-2-367-1111(BJC)，
66(0)-2-626-0000(TCC
Tech)，
66(0)--2-227-9444(TCC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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