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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Myanmar
• 緬甸人口: 5500 萬人口 (仰光省人口: 700 多

萬人口)

• 緬甸面積: 67.65 萬平方公里，仰光面積: 
598.75 平方公里

• 全緬華人華僑: 275 萬至 385 萬人口 (約佔
全緬甸人口 5-7%)

• 平均工資: USD 100 - USD 110

• 平均工作年齡: 22 - 24 歲

• 2017 年緬甸全年旅客人數 344 萬
2018 年緬甸全年旅客人數約 355 萬



仰光旅遊政策利好因素

• 日韓港澳人士到緬甸免簽證，中國
人士到緬甸可落地簽

• 巨星古天樂、張家輝在仰光拍攝
《使徒行者2：諜影行動》

• 賭博法出台，可在緬甸合法經營

• 將開通到仰光多條航線, 包括有: 北
京、上海、浙江、四川、西安、廣
西、昆明、廣州、深圳、香港等地

• 2019.1.30 緬甸央行將正式把人民幣、
日元納入緬甸官方結算貨幣



仰光工業政策利好因素
• 國家推行 “一帶一路” 政策

• 中緬人字型經濟走廊 , 泛亞高速鐡路

• 外國投資者可佔有緬資公司35%股份，外國投資
者可佔有外資公司100%股份

• 仰光省政府重點發展開發區、仰光新城市 (國際
金融區, 比如上海浦東)

• 24小時國際機場，國際貨運碼頭

• 緬甸2020至2040年仰光市環城軌道

• 已加入東盟自由貿易協議香港貿易協議出口免稅
7年優惠

• 外資註冊公司免稅7年優惠



緬甸深水港碼頭（自由港口）



緬泰邊界《亞太水溝谷經濟特區》
中緬經濟走廊

民族文化區 科技產業區

休閒旅遊區生態農業區商貿物流區



仰光房地產利好因素

• 預計2040年仰光人口暴升至1千萬

• 外資可合法持有公寓,可用緬資公司持
有土地

• 土地交易稅由原來 20% 至 38% 將
會減至 5% 至 8% (等待公佈)

• 金融改革，電子支付及電子貨幣將取代
現金交易

• 本地公司或個人可向銀行借貸 70% 買
樓宇/住宅可分10至15年期，借貸利率
由 13% 降至 8.5% 或以下



翡翠灣 - 仰光最具發展潛力房地產項目



緬甸互聯網物流平台

產品介紹 市場狀態分析

商業模式 盈利模式



黃德來博士 Dr. Tim Wong 背景簡介

曾從事接近10年澳門公務員
澳門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學 DBA博士學位
法國凱立信大學榮譽博士(緬甸房地產投資發展)

澳門緬甸商會 會長
澳門投資者學會 會長
澳門緬甸人力資源中介聯合會 會長
澳門緬甸友好協會 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中緬集團主席、萬紅集團(緬甸) 董事總經理、
中緬投資企業顧業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緬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中緬實業(廣州)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緬中科技發展(深圳)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安心人力資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公司介紹

中緬集團
China Myanmar Group

 中緬集團 (香港) 有限公司

 中緬集團 (澳門) 有限公司

 中緬投資企業顧業顧問有限公司

 中緬建築發展有限公司

 中緬實業 (廣州) 有限公司

 緬中科技發展 (深圳) 有限公司

 安心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集團旗下公司：

服務提供：
• 提供一站式緬甸(仰光) 實地考察
• 與緬甸商業企業配對及商業顧問
• 在緬甸註冊外資公司、本地公司
• 提供項目投資 (酒店、餐廳、設

廠、貿易等等)
• 開拓房地產，翡翠開礦，人力資

源培訓等



2018－2019年榮獲多個獎項

2018年榮獲 法國凱立信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及
《世界成功商業領袖殊榮－緬甸房地產》獎項

2018年榮獲 澳門鳳凰天空頒發《最具影響力
澳門緬甸企業家大獎》

2019年榮獲 香港面包台頒發《中緬外交促進白金獎》



仰光開發區 Dagon Seikkan (Bago River) 

• 距離舊市中心 35 分鐘
(Sule Shangri-La Hotel)

• 距離新市中心 35分鐘
(Myanmar Plaza)

• 距離仰光國際機場 45  分鐘

• 距離仰光大金塔 40 分鐘

• 距離 STARCITY  20 分鐘

• 距離日本工業區 30 分鐘
(Thilawa Special Econ. Zone)

Dagon Seikkan : 是2020至2040年仰光市政府計劃仰光市環城軌道、近泛亞高速鐵路 (曼
德勒 – 仰光)、在兩個仰光碼頭 (24國際碼頭及日本工業區THILAWA碼頭) 之間。



仰光住宅及地皮價格比較表

區域 位置 2019年3月
平均呎價 (RMB $)

預測2024年 (假設升1倍)
平均呎價 (RMB $)

舊市中心 China Town(唐人街) RMB 8,600 RMB 17,200

Sule Square RMB 2,650 RMB 5,300
Central tower RMB 1,750 RMB 3,500

新市中心
Myanmar Plaza RMB 2,630 RMB 5,260

68 Residence RMB 2,370 RMB 4,740
Central RMB 1,750 RMB 3,500

Thanlyin Star City
(高爾夫球渡假村)

RMB 1,310 RMB 2,620

Dagon Seikkan
新開發區

翡翠灣
(碧桂園品牌)

RMB 1,300 RMB 2,600

AYAT (經濟房屋) RMB 660 RMB 1,320

Dagon Seikkan地皮 RMB 125 RMB 1,250



中緬集團 (香港) 發展項目

• 仰光開發區 Dagon Seikkan
• 統一規劃及發展

• 每塊地皮 2400平方呎售價 RMB 30萬
• 重點開發新旅遊區

• 佈署4至5年內在香港港交所上市



Dagon Seikkan 規劃發展 (2018至2020年)
2018/9/11  <中緬集團> 與 <萬紅集團> 簽
署合作“仰光政府重點開發新旅遊區”

2019年-2020年 : 
全面規劃整個 Dagon Seikkan 區 600中國

畝土地 (已收售了一半土地300 中國畝) 



Dagon Seikkan 永久私家地 (2400平方呎)

• 2018/5/29  仰光政府與金山集團將開發Dagon Seikkan 超級房地產項目耗資2500 
億緬幣(經濟房、購物中心、商業混合體、社屋、醫院、公共設施)

• 2018/10 碧桂園已與緬甸本地公司在DAGON SEIKKAN 發展 “EMERGALD BAY” 房地

產發展項目，2019年 3月中旬開盤呎價 HK1500 起

2019年3月1日RMB 300,000 兩年間共總升了 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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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on Seikkan 規劃發展 (2020至2029年)
• 打造特色新仰光旅遊景點 (翡翠園) 
• 創意特式 <翡翠渡假村> 及 <仰光觀光塔>
• 五星級酒店 (有博彩娛樂元素, 合法賭博牌照)
• 包括有翡翠一條街、別墅、商場、國際學校、
高級住宅、酒店等綜合性商業生態園。



預測2019年至2024年五年呎價走勢
(假設整體仰光地價升 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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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2024年DAGON SEIKKAN 地價預測走勢圖

未來五年土地升值空間有10倍 , 土地呎價(目標價) RMB$ 1,250



投資仰光Dagon Seikkan 區地皮計劃

根據緬甸投資法，中緬集團會安排指定緬資公
司/法人持公司牌，由緬資本地公司持有土地，
有澳、緬兩地律師 (澳門麥興業大律師樓及緬甸
宇瞻律師事務所)，審核土地文件，得到兩地投資
保障 (已向緬甸政府申請免稅 60年土地稅)

買賣/轉名投資地皮交易流程

1.買入時, 到澳門麥興業大律師樓/中緬集團簽
署投資協議 (一站式)

2.賣出時, 到澳門麥興業大律師樓/中緬集團簽
署投資協議, 只付2%成交佣金



退場機制 (54321 機制)

• 第0至第1年，取回值: 土地總價 X 50 %
• 第1至第2 年，取回值: 土地總價 X 60 %
• 第2至第3 年，取回值: 土地總價 X 70 %
• 第3至第4 年，取回值: 土地總價 X 80 %
• 第4至第5 年，取回值: 土地總價 X 90 %
• 第5年後，全數取回土地總價 100%，沒有罰款



2019 緬甸（仰光）商務房地產考察團

• 2019年3月29日至31日（3日2晚）

• 從香港機場出發到緬甸(仰光)

• 行程會安排考察：仰光新舊市中心、唐人
街、商業區、新開發區、翡翠灣等內容

• 3月5日前報名費優惠價 RMB 3000
3月15日前報名價錢為 RMB 4500
3月25日前報名價錢為RMB 6000

（上述價錢只包含機票、仰光接待及膳食、
住 2 晚5星級酒店，不包含船票和簽證費用）

（港澳人士可免簽、國內人士落地簽 USD 50）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411-417 號皇朝廣場 6 I-2
電話：(853) 66113602  傳真：(853) 28966706  

電郵：mmhraf2014@gmail.com 網頁: china-myanmar.group

一起捕捉緬甸仰光黃金爆發十年！！

中緬集團
China Myanmar Group

mailto:mmhraf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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