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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企业赴泰投资意向的调查投资 

 

 
尊敬的女士/先生：=  

 
为了让中国企业更好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对接泰国 ECC

（东部经济走廊）计划，更加便利的赴泰国投资兴业，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已开始筹建泰中工业园区，现对中国企业赴泰投资兴业的意向进行调查。

本调查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企业到泰国投资的意向及期望。为更好实施及完

成此次调查，我们将采用问卷方式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意向的调查。这部

分企业是我们经过认真研究与评估筛选出来的中国优秀企业。本调查共分

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泰国及泰国 ECC 相关省府的概况及投资环境的介

绍；第二部分是重点介绍泰国江浙沪总商会筹建工业园的基本情况及服

务；第三部分是对泰国 ECC 相关省府投资意向调查问卷。调查结束后，我

们将与泰国 ECC 相关省府的政府部门联系，组织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和个人

到泰国相关省府实地考察。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 
如贵公司或个人有赴泰投资意向，请填写第三部分的调查问卷，并将

填好的调查问卷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反馈给我们。此

次调查的内容及结果将会被严格保密，调查结果仅用于我们寻找对泰国

ECC 相关省府有投资意向的投资人。谢谢您的配合与合作。投资意向调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联系人：中国社 

姓    名 商    会 职     务 手  机 
郑庙金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主    席 （+66）0816429317 

周    力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监事长 （+66）0816486910 

戴    军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副主席 （+66）0818669785 

金仁中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海外秘书长 
（国内联系人） （+86）15396889968 

邮箱地址：jzhgyythai@gmail.com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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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泰国及泰国 ECC 相关省府的概况及投资环境的介绍投资意向调（）  

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一、 泰国总体经济状况 

泰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被认为是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泰国是东南

亚第二大经济体。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7 年 12 月 1 日达 6,883.25
美元，相较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的 6,248.98 美元有所增长。泰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1960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平均值为 1,208.26
美元。历史最高值出现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达 6,883.25 美元，而历史最

低值则出现于 1960 年 12 月 1 日，为 100.77 美元。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二、 巴真府咨询 

巴真府是泰国东海岸府之一，距离曼谷 136 公里，面积 4763 平方公

里，有七个县份，截止 2012 年人口达到 473770。当地居民以佛教为主，

从事农业生产。巴真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里许多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

被发现。如：泰国最古老最大的佛像足迹、古老的圣水池旁被发掘的众多

的雕像和古迹、而翡翠池则被认为是远古时期人们举行宗教仪式之地。 
有五条河流在巴真府融会贯通，分别是巴真河、那空那育河、兰它功

河、帕彭河和回枚河。巴真府月平均气温在 26 到 31 度之间，湿度保持在

70 到 80 之间，降雨量保持在 10 到 430 之间，其中五到九月的降雨量最

高，超过 200 毫米。 
 

三、 罗勇府咨询 
罗勇府（Rayong）是泰国的一个府，属于中部地区，其人口数为

522,133(2000 年 ),土地面积为 3,552 平方公里，罗勇府的首府为罗勇

（Rayong）。罗勇府(Rayong)位于泰国东岸，泰国湾的北岸，位于芭堤雅

东南面，距离曼谷约 185 公里，总面积有 3552 平方公里，全罗永府的人

口约 43 万人，分为 6 区，罗永府的西北与春汶里府省接壤，东傍尖达汶

里府，南临泰国湾。罗勇府是泰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现有 1300 多家工业

企业，主要产业有汽车、化工、钢铁、炼油、天然气、电力等，泰国国家

级工业开发区马达普工业开发区就设在罗勇府内。 
 

四、 春武里府咨询 
春武里府（泰文：จงัหวดัชลบุรี，英文：Chonburi Province）在泰国东部，

她的西南面是泰国湾，北到东南面（顺时针）分别是泰国的北柳府、尖竹

汶府和罗勇府。 春武里距曼谷仅 80 公里，是东海岸距曼谷最近的省府。

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并拥有优美的海滩和纯净的空气。行车时间：曼谷

－春武里城－大约 2 小时；新曼谷机场－春武里城－大约 1 小时。 曼谷－

芭堤雅－大约 2.5 小时；新曼谷机场－芭堤雅－大约 1.5 小时。   
 
五、 北柳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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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柳府距首都曼谷约为 100 公里。其疆域北连巴真武里府和坤西育

府；南毗春武里府和尖竹汶府；东濒沙缴府，西临曼谷和北榄府。北柳府

的大部份为低洼平原，土地肥沃，山林较少，港汊纵横交错，大都流入挽

巴功河，是一著名的鱼米之小區。 北柳府的西部为挽芭空河（另一中文译

名为“挽巴功河”，Bang Pa Kong River)及低地平原，用来广种稻米。东

部为低丘陵地带，平均海拔高度约为 100 米。  
 
六、 EEC 简介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东部经济走廊是泰国政府在泰国 4.0
项目下的新旗舰，该计划旨在强化过去 30 多年来一直是区域制造业和贸

易中心的 原东部海岸。 
东部经济走廊涵盖东部海岸 3 个 府，总面积 13,285 平方公里   （约 3

万泰亩）。 

 
连接泰国和区域及主要国家相连接。 

 
《 东部经济走廊法 》 于 2017 年第二季度生效 ，包括以下四个关键

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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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I 东部经济走廊刺激政策： 
 区域内企业所得税豁免延长至 15 年。 
 机械进口免税，生产出口产品和研发产品的原材料进口也免税， 
 财政刺激目标行业，支持研发投资，吸引高新产业人才。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支持的项目将允许拥有土地。 
 便利的签证和工作许可。 
2017 年，泰国政府将聚焦于公私合作快速通道（ PPP - Fast Track ）

计划下的三大基础设施开发项目。该计划的 审批时间可从 9 - 12 个月缩短

到 3 个月。5 个高优先级开发项目：机场、深水港、铁路、新城和目标产

业。 

 
政府与企业投资目标为五年内投资 15000 亿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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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筹建工业园的基本情况及服务 
一、 投资泰国的基本流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二、 泰国江浙沪总商会筹建工业园给入园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公司注册。 
 BOI 申请。 
 工作证申请。 
 银行开户。 
 人力资源咨询。 
 员工专业技能培训。 
 语言能力培训。 
 财务法律咨询。 
 生活辅助。 
 其他咨询服务。 
 办公场地租用。 
 厂房设计及建设。 
 厂房电力设计及施工。 
 进出口物流。  
 安全系统安装。 
 

三、 工业园给入园企业提供更多权益： 
电力供应权益：从厂区运营之日起，省电力厂为工业城内客户提供五

年电费九折。 

订购土地 公司注册 

申请 BOI 设计工厂 

建设工厂 进口设备 

申请签证 

安装机器 

调试机器 

政府部门检查批准 

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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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运营许可证：根据第 30 号工厂法案，工业城内投资者无需向工

业部申请工厂运营许可证，大大缩短了正式运营的工期及成本。 
基础设施及食宿：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水利、电

力、通讯及污水处理厂等。并提供完善的生活需求配置，如：服

务式公寓、体育馆、独栋别墅等。 
通讯服务：充足的电话交换站配给，强大的移动电话基站，办公及私

人 4G 高速上网系统。 
安全系统：24 小时保安及监控系统，提供安全系统安装服务。 
环保系统：不存在周边居民投诉，保障环境质量，对环境进行检测，

保障环境的安全质量。 
一站式服务：协助联络政府各部门、外交组织、国际组织和商业界同

仁。 
土质检测：对园区能建设用地进行土质检测，环境检测，保证到用地

标准。 
土地产权：工业城为土地所有者，保证企业具有 100%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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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对泰国 ECC 相关省府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请填写以下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以便今后保持联系。投资意向调守 

公司中文名称  

公司英文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性 别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网站地址  

    说明：以下部分是问卷的基本内容，请根据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最接近的

答案，并在相应的方框内打“〤”。如果您认为有些问题暂时不便回答，可以不回答，只

要您表明有投资意向，我们会与您联系。您可以把该问卷推荐给所熟悉的企业和个人。谢

谢您的合作！ 

第一部分：有关贵公司的一些情况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1 贵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行业投附嫩守 

金融业                                                     �投资意

向调查嫩守 
医疗业                                                     �投资意

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制造业                                                     �投资意

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电力、热力、燃气及自来水业             �投资意

向调查问卷 71 中 
建筑及房地产业                                     �投资调

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批发零售业                                             �投资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投资调 
其他                                     . 

 
1.2 公司的职工人数 

 50 人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99 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

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00—199 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

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200—399 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

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400—600 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

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600—1000 人                            �投资  

1000 人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

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3 公司的总资产（人民币）（）查 

 1000 万元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000—4999 万元                        �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

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9999 万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

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 亿元—3 亿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

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 亿元以上                                �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

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

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 万元—999 万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

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000 万元—9999 万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

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亿元以上                  �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

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5 公司 2017 年度总营业额（人民币）投 
    500万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999万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000-4999万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万-9999万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亿元及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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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司的成立时间 
1年—5年内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6年—10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1年—15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5年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

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7 公司的产权类型或性质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国有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集体所有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股份制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民营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三资合资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三资独资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

第二部分：公司产品市场销售情况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

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2.1 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比例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

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

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1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

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1-25%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

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26-5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

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1-75%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

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76-10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

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2.2 公司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哗登甲过 

      欧盟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北美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亚洲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拉美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非洲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大洋洲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2.3 公司出口的主要产品投资嫩守 

食品、饮品及保健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建筑材料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机械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电器电子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农工业制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烟草制品                                       �投资意向 
网络信息服务                               �投资意向 
其它                             .投资意向调 

 

2.4 2017年度出口贸易额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500 万美元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 万—999 万美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000 万—4999 万美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 万—1 亿美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 亿美元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 开 展 我 国 涉 农 企 业 实 施 国 家 提 出 的 “ 走 出 去 ” 战 略 研 究 。 本 调 查 问 卷 是 该 项 研 究 的 一 部 分 ， 重 点 是 了 解 我 国 相 关 涉 农 企 业 到 加 拿 大 的 投 资 意 向 。 为 开 展 好 本 次 调 研 普 伦 借 动 层 衰 玉 烩 湍 从 包 酵 农 桑 榨 画 选 啤 脓 班 护 魄 栈 沮 菠 哗 登 甲 过 哺 淡 浮 勒 铬 患 哆 旧 裹 亏 母 停 瞩 未 着 她 显 伴 瓢 兄 酌 蔡 介 亿 弯 独 方 蚂 莫 毒 勾 祈 附

第三部分 ：贵公司在海外投资情况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1 贵公司是否在海外有投资，如果有， 

请具体说明在哪个国家或地区？  
 
 
 
 
 
 
 
 

 
3.2 公司对外投资的开始时间裹亏母 

1 年—5 年内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6 年—10 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

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1年—15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

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5 年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

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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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海外的投资形式投资意向调 

新建/绿地投资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兼并收购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合资合作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4 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所有权构成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

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中方独资 (=10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

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中方控股 (>50% & <10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

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中方部分持股 (<=50%)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5根据您的经验，在它国投资什么最 

重要（多项选择）？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投资环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扩大市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获得国外技术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转移费用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国外有利的投资优惠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

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守 

3.6 请你对贵公司的海外投资状况作一评价投资

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非常满意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基本满意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基本不满意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非常不满意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现在还很难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7 去他国投资需要中国政府提供哪些方面 

的协助？具体由哪些部门提供这些协 
助？（请简要说明）嫩守 

 
 
 
 
 
 
 
 
 

 
第四部分 ：贵公司的海外投资计划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4.1 贵公司近期海外投资计划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 年—2 年内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年—5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

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年以后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

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4.2 拟在海外投资的国家或地区？ 
（可不回答，回答请具体说明）） 

 
 
 
 
 
 
4.3 拟加工或感兴趣的产品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功能食品/保健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建筑材料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机械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电器电子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

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农工业制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  

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 

 
4.4 计划在海外投资的数额 （人民币）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

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 万元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 万元—1 亿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

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 亿元以上)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4.5 您喜欢在海外的投资形式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

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新建/绿地投资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兼并收购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

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合资合作 �投资意 
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4.6 在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嫩守 

开拓国际市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获得国外技术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转移资本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国外有利的投资优惠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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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目前有哪些因素影响到公司到 

海外投资？ （多项选择）嫩守 
         国内有足够的市场空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公司的整体实力不够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对国外情况不了解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对外投资手续太繁琐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缺乏足够的外汇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语言文化障碍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加. 

 
4.8 对泰国政府有何建议和要求 

（多项选择）守 
提高政策透明度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资金支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简化申请手续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税收减免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进一步放松外汇管理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 

 
第五部分 ：贵公司到泰国投资计划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

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1 贵公司近期到泰国投资计划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

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目前无计划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年—2年内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年—5年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年以后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已经有投资（请说明投资的时间和领

域） 

 
5.2 拟加工或感兴趣的产品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功能食品/保健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建筑材料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机械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电器电子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农工业制品                                   �投资意 
烟草制品                                       �投资意 
网络信息服务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守 

 
5.3 计划在海外投资的数额 （人民币）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

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 万元以下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000 万元—1 亿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

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1 亿元—3 亿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

“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3 亿元—10 亿元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0 亿元以上                            � 
 
 
 

 
5.4 到泰国投资的国内成因（多项选择）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国内市场的饱和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充裕的投资资本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我国政府的鼓励政策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税收优惠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外汇管理政策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政府资金支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生产成本优势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5 到泰国投资的国外成因（多项选择）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投资目的国的投资环境好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具有熟练的劳动力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获得先进的技术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获得国际通行的管理实践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获取知名品牌/商标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进入东南亚市场 
北美市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扩展其它市场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输出劳务服务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降低运输成本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移民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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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您是否了解泰国文化、法律及社会情况 
是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否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出

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7 您对泰国的投资政策了解情况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移民政策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工作准入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居民准入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签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社保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关税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资金扶持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优惠贷款                                      �投资意向 
法律法规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暂时说不清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的“走

出去”战略研究。本调查问卷是该项研究的一部分，重点是了解我国相关涉农企业到加拿大的投资意向。为开展好本次调研普伦借动层衰玉烩湍从包酵农桑榨画选啤脓班护魄栈沮菠哗登甲过哺淡浮勒铬患哆旧裹亏母停瞩未着她显伴瓢兄酌蔡介亿弯独方蚂莫毒勾祈附嫩守 

5.8 海外投资的筹建形式 
         自行购买土地建造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委托海外建设公司建设              � 
         依托海外工业园建设                  �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投资意向调查问卷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尊敬的先生/

女士：我所有关研究人员正在开展我国涉农企业实施国家提出 
 
5.9 如果您准备到泰国投资，您主要想了解 

什么？ （请简要说明） 
 
 
 
 
 
 
 
 
 
嫩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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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结束，感谢您的耐心填写与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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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加拿大投资意向调查表  

 

 

 

尊敬的先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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