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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归国投资的贡献、 阻碍及未来展望

　 ———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

　 杨默如 　 胡力丹∗

摘 　 要：

环渤海经济圈自然资源独具禀赋、 工业基础实力雄厚、 人力

资源优势显著， 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 辐 射、 服

务和带动作用。 本文测算了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投资总额的

变化情况， 以及华商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税收的贡献

大小， 其结 果 显 示 华 商 对 环 渤 海 经 济 圈 的 直 接 投 资 逐 年 扩

大， 投资主要集中于辽宁、 北京、 天津、 山 东 四 个 省 市； 华

商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以及税收的贡献日益显现， 主要

集中于北京、 天津地区。 与此同时， 环渤海经济圈存 在 着 招

商机制不完善、 引资项目趋同、 缺乏责任落实制度、 生 态 环

境破坏严重等问题。 政府须立足于华商投资企业的立场， 不

断优化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与政策环境， 给华商提供一个公

平健康的投资平台， 这也是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未来发展的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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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环渤海经济圈作为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域， 是我国沟通南北、 联动

东西的枢纽， 也是我国北方地区进入太平洋走向世界的出口。 环渤海经济圈有

其独特的发展潜力和优势， 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我国跨省区域的合作发展， 环渤海

经济圈将成为我国新世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近年来， 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

不断改善、 对外影响力逐步提高、 招商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有力地推动了区

域经济加快发展。 其中， 华商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与发展更是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本文重点研究华商归国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的贡献、 投资

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未来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展望等问题。

二　环渤海经济圈概况

（一）环渤海经济圈的界定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在全国建立

７ 个跨省市区经济区域： ①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 ②环渤海地区； ③东南沿

海地区； ④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 ⑤东北地区； ⑥中部五省地区； ⑦西北地

区。 其中， 对于环渤海地区的地理位置界定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王爽指出， “环渤海城市圈狭义上指以中国辽东半岛、 山东半岛、 京津冀

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 同时可延伸辐射到山西、 辽宁、 山东及内蒙古中东

部盟市。 环渤海经济带有 ５８ ６ 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 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６ １％ ； 分布着全国 ３２ 座 １００ 万人以上大城市中的 １１ 座， 即北京、 天津、 沈

阳、 大连、 太原、 济南、 青岛、 鞍山、 淄博、 石家庄、 唐山， 几乎包括了中国

北方所有的重要城市”①。 张波， 刘江涛等认为， “广义的环渤海地区包括北

９２２

① 王爽： 《环渤海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前景与问题》 ， 《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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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天津、 河北、 辽宁和山东五个省级行政单元”①。 杨霞、 罗琛琛认为， “依

靠渤海的省级行政单位有天津、 河北、 辽宁和山东， 其中北京作为首都也包括

在内， 并以这五个省级行政单位为讨论对象”②。

山西和内蒙古处于内陆地区， 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并拥有许

多重要的资源， 因此， 综合考虑， 本文适用景世民对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定

义③， 认为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山西和内蒙古的

中部地区， 并将这 “五省二市”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以便数据的统计。

（二）环渤海经济圈华商投资的整体布局

由于华商投资数据的统计难度大、 华商占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比重测算难的特点， 笔者将利用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

阳④研究得出的华商对华直接投资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ＢＤＩ） 占 ＦＤＩ 权重数据估算环渤海经济圈 “五省二市” 的 ＣＢＤＩ 整体布局。

沈丹阳按照华商企业的来源地， 将中国华商企业分为五大类， 即港澳企

业、 台资企业、 东盟地区华商企业、 来自维尔京等自由港华商企业以及其他国

家 （地区） 华商企业， 并分别按 ９９％ 、 １００％ 、 ９０％ 、 ９５％ 、 １９％ 的权重计算

ＣＢＤＩ 占 ＦＤＩ 的份额。

因此， 本文借鉴上述方法， 计算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 来源于港澳企业的 ＦＤＩ ＝ Ａ， 其 ＣＢＤＩ ＝ Ａ × ９９％ ； 同理可得其余

地区的 ＣＢＤＩ， 其中， 东盟地区指东盟十国， 即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来自维尔京等自由

港指维尔京群岛、 毛里求斯、 巴巴多斯及开曼群岛地区。 估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０３２

①

②

③

④

张波、 刘江涛、 周波、 张丹： 《环渤海与长三角空间成长模式比较研究》 ， 《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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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ＦＤＩ 与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统计 （按实际投资总额测算）

单位： 万美元

国别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港澳企业 ２８３４０４２ ２８０５７０２ ４１６１８０１ ４１２０１８３ ４６８９０１８ ４６４２１２８ ６１２２２０１ ６０６０９７９ ７１１８０５９ ７０４６８７８

台资企业 １７７４３７ １７７４３７ １８９８６８ １８９８６８ １８８０５５ １８８０５５ ２４７５７４ ２４７５７４ ２１８３４３ ２１８３４３

东盟地区 ４３１１６０ ３８８０４４ ５４６０９９ ４９１４８９ ４６７８２０ ４２１０３８ ６３２３６８ ５６９１３１ ７００４７８ ６３０４３０

自由港区 ２１１６５３０ ２０１０７０４ ２１８４７７２ ２０７５５３３ １５５４１７９ １４７６４７０ １４２３０８２ １３５１９２８ １３４１６１７ １２７４５３６

其他国家

（地区）
１９１７６２０ ３６４３４８ ２１５７００４ ４０９８３１ ２１０４１９５ ３９９７９７ ２１４８０１０ ４０８１２２ ２２２２４８８ ４２２２７３

总投资额 ７４７６７８９ ５７４６２３４ ９２３９５４４ ７２８６９０４ ９００３２６７ ７１２７４８８ １０５７３２３５ ８６３７７３４ １１６００９８５ ９５９２４６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图 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ＦＤＩ 与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变化

表 １、 图 １ 测算了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我国 ＦＤＩ 和 ＣＢＤＩ 的投资总额情况。 在这

５ 年间， 港澳地区是我国吸收 ＦＤＩ 和 ＣＢＤＩ 的第一大来源地， 其次为维尔京等

自由港地区、 其他国家 （地区）、 东盟地区以及台湾地区。

根据表 １、 图 １ 的数据， 本文进一步测算环渤海经济圈中 “五省二市” 的

ＣＢＤＩ 情况， 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假设环渤海经济圈中辽宁、 河北、 山东、 山西、 内蒙古五大省份及北京、

天津两大市的 ＦＤＩ 分别为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全国 ＦＤＩ 总投资额为 ｘ；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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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知， 表 １ 估算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ＣＢＤＩ 的 投 资 总 额 分 别 为 ５７４６２３４、

７２８６９０４、 ７１２７４８８、 ８６３７７３４、 ９５９２４６０ 万美元；

因此， 辽宁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ＣＢＤＩ ＝ ａ ÷ ｘ × ５７４６２３４、 ａ ÷ ｘ × ７２８６９０４、 ａ ÷ ｘ ×

７１２７４８８、 ａ ÷ ｘ × ８６３７７３４、 ａ ÷ ｘ × ９５９２４６０； 同理我们可以计算出环渤海经济

圈中其他省市区每年的 ＣＢＤＩ。 测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情况 （按合同投资总额测算）

单位： 万美元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北京市 ８７６２１４３ ２３８７５８ ９８２９４７１ ３０８１８６ １０６６０７９３ ３０３９４３

天津市 ８２８８７９３ ２２５８６０ ９３８１３６４ ２９４１３６ ９７７１９９８ ２７８６０３

辽宁省 １０８７６６６７ ２９６３７６ １２４７５５８３ ３９１１５０ １３１７８２９６ ３７５７１８

河北省 １７１４８４６ ４６７２８ ３３８４１４４ １０６１０４ ３７０３９９３ １０５６０２

山东省 ９６３１０５５ ２６２４３５ １０１１６２５２ ３１７１７７ １１１９８８９９ ３１９２８４

山西省 １７７８６７１ ４８４６７ １７９９９９９ ５６４３６ ２０４９６５７ ５８４３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７１４８４６ ４６７２８ ２２１５５２７ ６９４６４ ２３９９４０１ ６８４０８

全国 ２１０８８００００ ５７４６２３４ ２３２４１３０４７ ７２８６９０４ ２４９９９６５３１ ７１２７４８８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ＦＤＩ ＣＢＤＩ ＦＤＩ ＣＢＤＩ

北京市 １１９２０５８２ ３８０５２７ １３４３６４２７ ４３０６１５

天津市 １０９６２３５９ ３４９９３９ １１４８０６３７ ３６７９３５

辽宁省 １４７６１５２２ ４７１２１５ １６５９６９１４ ５３１９０３

河北省 ４０３４７９３ １２８７９８ ４５６９９７８ １４６４６０

山东省 １２４５２３２５ ３９７５０１ １４３３７４４７ ４５９４９１

山西省 ２２９２８８８ ７３１９３ ３１８９８６７ １０２２３０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３２４２６６ ７４１９５ ２５５１９０６ ８１７８４

全国 ２７０５９００００ ８６３７７３４ ２９９３１２４００ ９５９２４６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观察表 ２、 图 ２、 图 ３ 中的数据， 基于横向视角的比较， 华商在环渤海

经济圈中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辽宁、 北京、 天津、 山东这 ４ 个省市， 相对而

言其他 ３ 个省份吸收的 ＣＢＤＩ 数量较小； 基 于 纵 向 视 角 的 比 较， ２００７ ～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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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横向比较

图 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 ＣＢＤＩ 投资总额纵向比较

２００８ 年环渤海经济圈吸收华商投资实现 ５ 年来的最大增长， 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其增长幅度有所回落， 主要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

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从各省市来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华商对其的直接投资保

持同步的增减趋势， 可见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各省市区间的发展息息相

关。 　

通过以上数据的整合， 本文将最终数据反映在中国地图上， 以便宏观把握

环渤海经济圈 ＣＢＤＩ 的整体布局 （见图 ４）。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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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 ＣＢＤＩ 的整体布局

（三）环渤海经济圈的区域特征

１ 相关学者研究综述

（１） 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区域特征优势方面。

邵文慧认为， “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地缘、 资源、 工业基础、 科技人才、 城

市群等战略优势”①； 刘文认为， “环渤海经济圈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明

显， 商务与金融环境优势显著， 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高度聚焦”②； 张晗认为，

“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国家经济重心转移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 工业基础

雄厚优势以及城市联合发展优势”③； 徐田柏、 付红提出， “环渤海地区在吸引

４３２

①

②

③

邵文慧：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 《中国水运》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刘文： 《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 机遇、 优势与战略选择》 ， 《区域经济》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张晗：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发展》 ， 《社会科学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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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 中兼具地缘、 资源与人源的优势， 拥有海陆空便利的交通枢纽网路， 独具

外资聚焦优势， 以及具有经济实力雄厚、 金融对外开放程度高等优势”①。

（２） 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区域特征劣势方面。

就环渤海经济圈产业结构的劣势问题， 王华认为， “环渤海经济圈产业同

构化严重、 关联度小、 自主创新能力弱、 引领能力不强、 布局分散以及经济集

聚不明显”②； 就环渤海经济圈吸引 ＦＤＩ 的区域劣势， 徐田柏、 付红认为， “环

渤海经济圈的区位劣势在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市场资源配置能力较弱、

经济外向性较低”； 就环渤海经济圈招商引资的劣势方面， 赵春颖、 陈曦提

出， “环渤海经济圈存在招商引资缺乏统一规划指导， 招商竞争多、 合作少，

招商项目趋同， 中心城市招商带动力较弱等问题”③。

由于 ＣＢＤＩ 属于 ＦＤＩ 中的一部分， 因此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投资的区域优

劣势与 ＦＤＩ 的区域优劣势具有一致性。 笔者将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 分析

环渤海经济圈吸引 ＣＢＤＩ 的区域优劣势。

２ 环渤海经济圈吸引 ＣＢＤＩ 的区域特征优势

（１） 自然资源独具禀赋。

环渤海地区资源不仅丰富且相对集中， 便于开发利用。 该区域的油气资源

储量占全国首位， 目前已建有山东胜利油田、 河北华北油田、 大港油田、 中原油

田等几大油田基地， 毗邻的渤海湾蕴藏着丰富油气资源且易于开采， 可成为工业

发展的有力支撑， 能满足华商生产发展的需要。 本区域海洋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渤海素有 “天然鱼池” 的美称， 海盐的年产量也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华

商可以因地制宜发展与海洋资源有关的产业， 海水为未来的海水淡化提供了可能

性。 区域大部分位于华北平原地区， 土地面积辽阔， 多耕地， 能为华商生产提供

充足的土地。 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能够吸引华商投资第三产业。

（２） 工业基础实力雄厚。

环渤海经济圈作为中国能源工业、 重化工业、 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 已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 电子、 汽车、 机械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５３２

①

②

③

徐田柏、 付红： 《环渤海区域 ＦＤＩ 区位分析及对策研究》 ，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王华： 《环渤海经济圈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２０１０， 第 ３ 页。
赵春颖、 陈曦： 《环渤海区域招商引资的潜力分析》 ，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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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之后的我国第三个大规模区域制造中心， 能为华

商的投资提供有力的工业保障。

（３） 人力资源优势显著。

本区域作为中国重要的科研开发基地， 拥有高等院校 ３７６ 所， 集中了中国

一流水平的科研与教学机构， 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图书资料和科技信息中心， 为

发展科技产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同时， 这里还是全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

地区， 为华商的生产经营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４） 多功能的城市群体。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城市密集的三大地区之一， 共有城市 １５１ 个， 占全国总

数的 １ ／ ４； 共有 １３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占全国总数的 ４０％ ， 这些城市

构成中国北方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形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城市群体， 在全

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 辐射、 服务和带动作用。

３ 环渤海经济圈吸引 ＣＢＤＩ 的区域特征劣势

（１）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２０１２ 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 渤海作为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

海， 有辽河、 海河、 黄河等主要河流入海， 河口湿地面积广阔， 在我国海洋生

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的功能。 但由于封闭性强， 水交换周期长， 渤海

环境承载能力较弱。 环渤海地区及渤海广阔流域的发展也对海洋环境产生了巨

大的污染及生境破坏压力。 ２００６ 年以来， 渤海河口、 海湾等重点海域生态系

统均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① 张顺峰， 于洪军等学者经调查研究指出，

“随着环渤海区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排入渤海近海的污染物总量不断增

加， 诱发水质恶化、 赤潮、 湿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

题。 渤海的辽东湾、 渤海湾、 莱州湾已经成为我国严重污染海域， 入海的污染

物主要来源为陆源污染物， 占总污染物的 ８０％ 以上， 沿海城市的生活污水和

工业废水成为陆源污染物的重要来源”②。

６３２

①

②

刘赐贵： 《２０１２ 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 ， 国家海洋局， ２０１３。 据中国海洋信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ｉ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ｎｒｈｕａｎｊｉｎｇ ／ ｎｒ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０４ ／ ｔ２０１３０４０１＿ ２６４０９ ｈｔｍｌ。
张顺峰、 于洪军、 徐兴永、 曹建荣、 刘文全、 苏乔： 《环渤海区域近海污染特征分析及防治措

施》 ，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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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招商引资机制不完善。

环渤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在市场化投资体制改革过程中， 具有政府主导的特

点， 主要由政府进行 “拉关系”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招商活动， 对于部分

利用国外贷款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建设实施中的整体协调工作不到位，

对于外商的投融资体制、 管理体制、 风险投资机制没有做相应的完善和变通，

更不能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政府主导意识较强， 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弱，

对外资的依法引导和监督工作有待加强。

（３） 经济开放程度同长三角地区相比存在差距。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的五省二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 ６６１６ ３２ 亿美元①，

仅占全国利用外资 ２９９３１ ２４ 亿美元②的 ２２ １１％ 。 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年实际利

用外资金额为 １１８５０ ０７ 亿美元③， 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３９ ６０％ 。 环渤海地

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差距。 环渤海地区经济外向度与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偏低， 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的差距更大。④

三　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及政策环境的评价

（一）华商对对华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评价现状

到目前为止， 华商对对华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权威评价甚少， 仅有台

湾地区 电 机 电 子 工 业 工 会 （ Ｔａｉｗ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ＥＭＡ） 每年公布的 《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 对大陆的

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此研究报告至 ２０１２ 年已经持续了 １３ 个年度， 一度作为海

外企业尤其是台商投资大陆的重要参考依据， 被誉为台商投资的 “风向标”。

２０１２ 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工会对 ２６５２ 个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进行问卷调

７３２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两省一市， 即浙江省、 江苏省、 上

海市。
徐田柏、 付红： 《环渤海区域 ＦＤＩ 区位分析及对策研究》 ，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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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以城市竞争力、 投资环境力、 投资风险度、 台商推荐度为评估标准， 最终

评定各项排名，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

险调查报告》 （简称 《２０１２ 年 ＴＥＥＭＡ 调查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ＴＥＥＭＡ 调查报告》 基于城市竞争力、 投资环境力、 投资风险度、

台商推荐度四大指标对大陆城市进行综合实力排名， 位于前 １０ 名的城市见表 ３。

表 ３　 大陆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最佳前 １０ 排名

排名 城市综合实力 城市竞争力 投资环境力 投资风险度 台商推荐度

１ 苏州昆山 上海市 苏州昆山 苏州昆山 南京江宁

２ 南京江宁 北京市 南京江宁 南京江宁 天津滨海

３ 天津滨海 天津市 成都 天津滨海 杭州萧山

４ 苏州工业区 苏州 厦门岛外 杭州萧山 苏州工业区

５ 杭州萧山 广州 苏州工业区 厦门岛外 成都

６ 成都 成都 天津滨海 青岛 苏州昆山

７ 厦门岛外 深圳 淮安 苏州新区 无锡江阴

８ 青岛 杭州 无锡江阴 苏州工业区 苏州市区

９ 苏州新区 武汉 宁波市区 苏州市区 大理

１０ 苏州市区 重庆市 杭州萧山 宁波市区 苏州新区

　 　

由表 ３ 可知， 大陆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最佳前 １０ 名为苏州昆山、 南京江宁、

天津滨海、 苏州工业区、 杭州萧山、 成都、 厦门岛外、 青岛、 苏州新区、 苏州

市区， 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唯有天津滨海； 在城市竞争力排名中位于环渤

海经济圈中的北京、 天津分别排名第 ２、 第 ３ 名； 同时， 天津滨海在投资环境

力、 投资风险度、 台商推荐度中分别排名第 ６、 第 ３、 第 ２ 名。

显然， 作为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投资组成部分的台商对天津滨海的投资环

境评价最高， 期待度也高， 其次则为北京地区， 其余省市区并未出现在大陆城

市综合实力的前 １０ 位。

（二）华商对在环渤海经济圈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评价

鉴于华商对对华投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权威评价甚少以及难以获得， 本文

采取 ＳＷＯＴ 分析法， 分析华商对在环渤海经济圈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ＳＷＯＴ 分析法， 又称态势分析法， 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管理学教授在 ８０

年代初提出。 ＳＷＯＴ 分析法也是产业发展战略分析常用的一种方法。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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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因素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是指所具有的相对优越的方面， 如充足的资源、 先

进管理制度等。

劣势因素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是指做得不够好的或者没法做到的事情， 已经带

来了损失的内容。

机会因素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是指难以控制的内容， 若控制得好， 则有可能

朝有利的一方发展， 若控制得不好， 则可能给带来损失。

威胁因素 （Ｔｈｒｅａｔｓ） 是指对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因素已经认识到， 但是，

在实际中还没有发生的因素。

其中， 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侧重于区域内部因素分析， 而机会因素和威胁

因素则从区域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１ 北京市

表 ４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北京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市场潜力巨大

地缘、人才和科技优势

国际一体化水平较高

私有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

经营成本高

政府办事效率低

城市环境舒适度较低

经济发展稳定、高速

具有较高科技含量、较高

附加值的产业结构

有发展经济的广阔空间

有着独特的市场优势

中国科技教育最发达、人
才最密集的地区

产业链无法有效衔接

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

综合劳动成本逐年上升

金融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空气污染严重

　 　

２ 天津市

表 ５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天津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处于环渤海地区核心

地带

中国第二大港，具有港

口优势

基础设施环境优越

民营化程度高

自然资源匮乏

城市环境舒适度较低

政府行政审批效率不

高

政策法规服务不到位

滨海新区开发纳入国家总

体发展战略布局

注重投资软环境建设，形

成三大服务体系∗

天津台湾名品博览会的开

幕，台商看好天津∗∗

空气污染严重

同北京地区竞争大

　 　 ∗ 三大服务体系指投资咨询与促进体系、 投资许可服务体系、 投诉协调体系。
∗∗ 胡成利： 《天时地利人和， 台商看好天津卫》 ， 《每日新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据天津北方网讯，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ｅｎｏｒｔｈ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０７ ／ ００９５９５４１２ ｓｈｔｍｌ。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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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辽宁省

表 ６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辽宁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
具备雄厚的工业基础

东北亚地区的中心，明显

的地缘优势

自然资源丰富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捷

的交通网络

产业结构低度化

产品竞争力不强

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沈阳经济区成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机遇

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周
边环境不稳定

区域竞争激烈

　 　 ∗王倩：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辽宁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 《法制与社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４ 河北省

表 ７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河北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交通枢纽地带

中国东北地区与国内其他

省份联系的通道和西北诸

省份的北方出海通道

资源丰富

毗邻京津地区，可多渠道

吸引投资

政府对外开放意识不强

对外商投资存在乱收费、
乱罚款的现象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高级专业人才匮乏

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

程度不高

外商投资来源地不断增

多

国际资本与产业调整机

遇

生产经营成本提高

投资多以政府为主导

　 　

５ 山东省

表 ８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山东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我国最接近日韩两国的

地区，得天独厚的对外开

放条件

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能
源储量大

快捷的综合交通体系

市场化程度高

水资源不足

电力供应不稳

新老城区经济差异较大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的关键阶段

鼓励日韩企业加强与山

东的经济合作

油气产业对外依存度

上升

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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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山西省

表 ９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山西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

区的经济交汇点

处于黄河中游经济区

位于陇海、兰新线经济协

作带

地处内陆地区，综合交通

体系不发达

水资源紧张

环境污染严重

思想观念保守

产业结构不合理

科技力量不足

中国经济建设重点逐步

由东部向西部转移，国
家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

斜

与环渤海经济圈中其

他城市相比，对外资吸

引力不大，利用外资规

模较小

　 　

７ 内蒙古自治区

表 １０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法的华商对在内蒙古投资的经济与政策环境的评价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内蒙古中部地区是东北、
华北、西北交汇地带，对
外贯通欧亚地区，对内连

接东西部

矿产资源富集，煤炭资源

丰富

城市现代化水平低

思想较为陈旧，利用外商

规模不大

处于内陆地区，综合交通

体系不完善

政府为招商引资，创造

了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区域竞争激烈

与环渤海经济圈中其

他城市相比，开放层次

较低

　 　

四　华商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贡献

（一）相关学者研究综述

１ 在外商投资贡献的定量研究方面

陈玉平借鉴菲德模型， 利用生产方程， 在划分江苏经济部门为外资部门和

内资部门的基础上推导江苏省外资投资贡献的计量分析模型， 最终通过数据回

归得出结论： 江苏省对外商投资应继续使用积极倾斜政策①； 巴山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２

① 陈玉平： 《江苏经济增长中外资投资贡献的计量分析》 ，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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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商投资联合年检数据库为基础， 利用统计学相关模型， 运用直观分析

法、 极差分析法以及方差分析法， 基于 “投资区域” “投资企业类别” “投资

行业” 三个考察因子以及 “年纳税额” “税收就业人数” 两个方面衡量不同外

商投资结构对北京本地的贡献优劣， 得出三个考察指标对不同投资结构的贡献

是有区分的结论①； 沈悦、 谢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测算外商投资企业对陕西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 其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 ＧＤＰ 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②

２ 在外商投资贡献的定性研究方面

桑百川认为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独特的贡

献， 尤其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

增加就业四个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③； 张本明、 张振山运用数据比较分析法，

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度进行比较研究， 认为

外商投资在税收、 促进就业、 提高当地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均有贡献④； 张锁晨

基于数据搜集法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进行阐述， 指出外

商投资企业在本地区的 ＧＤＰ 增长、 税收收入、 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升级、 进

出口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⑤

然而通过对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整理， 笔者发现由于华商对华投资数据统

计的难度高， 因此， 对于华商投资贡献方面的研究鲜有人涉及。 本文将借鉴上

述学者的研究方法， 从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比重” “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占 ＧＤＰ 比

重” 两方面入手估算华商对环渤海圈发展的贡献度。

（二）ＣＢＤＩ 对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的贡献分析

在表 ２ 中笔者已经分别估测出环渤海地区五省二市的 ＣＢＤＩ， 表 １１ 整理出

２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巴山： 《基于统计模型的外商投资贡献度评估方法研究》 ， 《中国科技论坛》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沈悦、 谢勇： 《外商投资企业对陕西 ＧＤＰ 增长贡献方面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研究》， 《陕西省体制改

革研究会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优秀论文集》， ２００７。
桑百川： 《３０ 年外商投资的贡献、 经验与前景》 ， 《国际贸易》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张本明、 张振山： 《外商投资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度调查》 ， 《内蒙古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２ 期。
张锁晨： 《外商投资企业对鄂尔多斯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 《内蒙古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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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地区五省二市的 ＧＤＰ， 并计算 ＣＢＤＩ 占其 ＧＤＰ 的比

重， 一方面可反映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对华商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可大致

观测出 ＣＢＤＩ 在环渤海经济圈中对五省二市的贡献度。

由于在表 ２ 中统计 ＣＢＤＩ 的计量单位为美元， 统计 ＧＤＰ 使用的计量单位为

人民币， 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本文利用美元对人民币期末汇率的中间价统一

ＣＢＤＩ 和 ＧＤＰ 的计量单位， 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美元 ＝７ ３０４０ 元人民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美元 ＝

６ ８３６４ 元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美元 ＝ ６ ８２８２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美元 ＝ ６ ６２２７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美元 ＝ ６ ３００９ 元

人民币。

具体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地区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比重变化

单位： 亿元， ％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ＧＤＰ ＣＢＤＩ 占比 ＧＤＰ ＣＢＤＩ 占比 ＧＤＰ ＣＢＤＩ 占比

北京市 ９８４７ １７４ １ ７７ １１１１５ ２１１ １ ９０ １２１５３ ２０８ １ ７１

天津市 ５２５３ １６５ ３ １４ ６７１９ ２０１ ２ ９９ ７５２２ １９０ ２ ５３

辽宁省 １１１６４ ２１６ １ ９４ １３６６９ ２６７ １ ９６ １５２１２ ２５７ １ ６９

河北省 １３６０７ ３４ ０ ２５ １６０１２ ７３ ０ ４５ １７２３５ ７２ ０ ４２

山东省 ２５７７７ １９２ ０ ７４ ３０９３３ ２１７ ０ ７０ ３３８９７ ２１８ ０ ６４

山西省 ６０２４ ３５ ０ ５９ ７３１５ ３９ ０ ５３ ７３５８ ４０ ０ ５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４２３ ３４ ０ ５３ ８４９６ ４７ ０ ５６ ９７４０ ４７ ０ ４８

合计 ７８０９６ ４１９７ ５ ３７ ９４２５９ ４９８０ ５ ２８ １０３１１８ ４８６７ ４ ７２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ＧＤＰ ＣＢＤＩ 占比 ＧＤＰ ＣＢＤＩ 占比

北京市 １４１１４ ２５２ １ ７９ １６２５２ ２７１ １ ６７

天津市 ９２２４ ２３２ ２ ５１ １１３０７ ２３２ ２ ０５

辽宁省 １８４５７ ３１２ １ ６９ ２２２２７ ３３５ １ ５１

河北省 ２０３９４ ８５ ０ ４２ ２４５１６ ９２ ０ ３８

山东省 ３９１７０ ２６３ ０ ６７ ４５３６２ ２９０ ０ ６４

山西省 ９２０１ ４８ ０ ５３ １１２３８ ６４ ０ ５７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１６７２ ４９ ０ ４２ １４３６０ ５２ ０ ３６
合计 １２２２３２ ５７２１ ４ ６８ １４５２６１ ６０４４ ４ １６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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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地区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变化

从纵向比较来看，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整个环渤海地区 ＧＤＰ 和 ＣＢＤＩ ５ 年间均保

持增长趋势， 其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平均保持在 ５％ 左右； 北京、 河北、 山

东、 山西、 内 蒙 古 在 ５ 年 间 的 比 重 分 别 保 持 在 １ ７％ 、 ０ ４％ 、 ０ ７％ 、

０ ５５％ 、 ０ ４％ 的平均水平且保持增长趋势， 天津、 辽宁的占比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出现下降趋势， 但降幅不大， 基本趋于平衡； 因此可大致观测出华商在环渤海

经济圈的投资对该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贡献度逐年提高。

从横向比较来看， 天津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５ 年间其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比重均

领先于其他省市区， 说明华商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中对天津经济的发展贡

献度最大， 在促进天津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北

京、 辽宁的 ＣＢＤＩ 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５ 年间保持在前三位， 华商对其的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较大。 其他省市相对于天津、 北京、 辽宁而言其占比较少， 但 ５

年间的占比保持增长趋势， 亦可看出 ＣＢＤＩ 对环渤海经济圈的贡献度逐年提

高。

（三）ＣＢＤＩ 的税收对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的贡献分析

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

济发展的综合性效益， 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 起着调节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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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税收来源于经济发展， 来源于 ＧＤＰ 总量的增长。① 本小节将整合出环

渤海经济圈的五省二市中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以及其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以估测

出 ＣＢＤＩ 税收对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的贡献度。

在中国税收统计口径中并未单独列示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收入， 而是以外

商投资企业税收收入的统计形式反映。 鉴于统计数据的有限性， 本文无法精确测

算出环渤海地区华商投资的税收收入， 因此本文将利用商务部副院长沈丹阳在统

计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 每三个美元中， 就有两

个美元是由华商带来的， 即 ＣＢＤＩ 占 ＦＤＩ 的 ６６ ６７％ 。② 利用该结论， 本文将粗

略测算 ＣＢＤＩ 的税收对于环渤海经济圈 ＧＤＰ 的贡献度。 其具体估测方法如下：

首先， 本文根据税收统计年鉴统计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地区五省

二市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收入， 由于税收统计年鉴中将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

投资企业分开统计， 本文亦分别统计环渤海地区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的税收收入 （见表 １２）。

其次， 按 ９９ ５％ ③计算华商投资企业税收占港澳台投资企业税收的比率，

按 ６６ ６７％ 计算华商投资企业税收占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的比率， 两者之和即大

致为环渤海经济圈中华商投资企业税收 （见表 １３）。

最后， 将环渤海经济圈五省二市的 ＧＤＰ 和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列于表 １４

中， 测算其税收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比较分析华商在环渤海经济圈的税收对 ＧＤＰ

的贡献， 亦即反映出 ＣＢＤＩ 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从纵向视角比较，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地区税收收入和 ＧＤＰ 均逐年增长，

其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保持逐年提高的趋势； 北京、 辽宁、 山东、 内蒙古在 ５

年间的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逐年提高， 天津、 河北、 山西则有小幅变动， 基

本趋于稳定， 分别保持在 ６ １４％ 、 １ ０５％ 、 ０ ７３％ 的平均水平。 因此， 可以

看出环渤海经济地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收入对 ＧＤＰ 的贡献度

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

５４２

①

②

③

钱静： 《河南省税收与 ＧＤＰ 增长实证分析》 ，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沈丹阳： 《华商企业对华投资基本情况、 新趋势及引发的思考》 ， 《中国外资》 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
沈丹阳观点： 港澳台企业的 ＣＢＤＩ 占 ＦＤＩ 的 ９９％ ， 台湾企业的 ＣＢＤＩ 占 ＦＤＩ 的 １００％ ， 此处本

文取其中间值， 即 ９９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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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外商投资企业税收

单位： 亿元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北京市 １６５ ６８４ ２１９ ８２６ ３２４ ９１７

天津市 １７６ ２８６ ２２８ ３５４ １５１ ３３５

辽宁省 ５６ １５０ ６５ １７３ ８５ ２２２

河北省 ６８ １２５ ８４ １５２ ９２ １５２

山东省 ８９ ２９８ １２５ ３４８ １３２ ３７７

山西省 １２ ４３ １８ ６１ １７ ６７

内蒙古自治区 ６ ３３ ９ ５０ １１ ５９

合计 ５７２ １６１９ ７４９ １９６４ ８１３ ２１２８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北京市 ２５９ １１２９ ３８９ １３４６

天津市 ２５９ ３９８ ３９２ ４７２

辽宁省 １４８ ２７９ ２０２ ３２８

河北省 １００ １４８ １１７ １６２
山东省 １５９ ４５７ １８７ ４９７
山西省 １９ ７０ ２１ ６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３ ８１ １６ １０３
合计 ９５６ ２５６１ １３２４ ２９７９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税务年鉴》 。

表 １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经济圈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

单位： 亿元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

企业

北京市 １６５ ４５６ ２１８ ５５０ ３２３ ６１１
天津市 １７５ １９１ ２２７ ２３６ １５０ ２２３
辽宁省 ５６ １００ ６４ １１６ ８４ １４８
河北省 ６８ ８３ ８４ １０１ ９１ １０１

山东省 ８９ １９８ １２５ ２３２ １３２ ２５１
山西省 １２ ２９ １８ ４１ １７ ４５
内蒙古自治区 ６ ２２ ９ ３３ １１ ３９

合计 ５７１ １０７９ ７４５ １３０９ ８０８ １４１８

ＣＢＤＩ 总税收 １６５０ ２０５４ ２２２６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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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北京市 ２５８ ７５３ ３８７ ８９７

天津市 ２５８ ２６５ ３９０ ３１５

辽宁省 １４７ １８６ ２０１ ２１９

河北省 ９９ ９９ １１６ １０８

山东省 １５８ ３０５ １８６ ３３１

山西省 １９ ４６ ２１ ４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３ ５４ １６ ６９

合计 ９５２ １７０８ １３１７ １９８５

ＣＢＤＩ 总税收 ２６６０ ３３０２

　 　

表 １４　 环渤海经济圈华商投资企业的税收统计及其占 ＧＤＰ 比重

单位： 亿元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税收

收入
ＧＤＰ

比重

（％ ）
税收

收入
ＧＤＰ

比重

（％ ）
税收

收入
ＧＤＰ

比重

（％ ）

北京市 ６２１ ９８４７ ６ ３０ ７６８ １１１１５ ６ ９１ ９３４ １２１５３ ７ ６８

天津市 ３６６ ５２５３ ６ ９６ ４６３ ６７１９ ６ ８９ ３７３ ７５２２ ４ ９６

辽宁省 １５６ １１１６４ １ ４０ １８０ １３６６９ １ ３２ ２３２ １５２１２ １ ５３

河北省 １５１ １３６０７ １ １１ １８５ １６０１２ １ １６ １９２ １７２３５ １ １２

山东省 ２８７ ２５７７７ １ １１ ３５６ ３０９３３ １ １５ ３８３ ３３８９７ １ １３

山西省 ４１ ６０２４ ０ ６８ ５９ ７３１５ ０ ８１ ６２ ７３５８ ０ ８４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８ ６４２３ ０ ４４ ４３ ８４９６ ０ ５０ ５０ ９７４０ ０ ５１

合计 １６５０ ７８０９５ ２ １１ ２０５４ ９４２５９ ２ １８ ２２２７ １０３１１７ ２ １６

环渤海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税收收入 ＧＤＰ 比重（％ ） 税收收入 ＧＤＰ 比重（％ ）

北京市 １０１０ １４１１４ ７ １６ １２８５ １６２５２ ７ ９０

天津市 ５２３ ９２２４ ５ ６７ ７０５ １１３０７ ６ ２４

辽宁省 ３３４ １８４５７ １ ８１ ４２０ ２２２２７ １ ８９

河北省 １９８ ２０３９４ ０ ９７ ２２５ ２４５１６ ０ ９２

山东省 ４６３ ３９１７０ １ １８ ５１８ ４５３６２ １ １４

山西省 ６５ ９２０１ ０ ７１ ６７ １１２３８ ０ ５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７ １１６７２ ０ ５７ ８５ １４３６０ ０ ５９

合计 ２６６０ １２２２３２ ２ １８ ３３０５ １４５２６２ ２ ２７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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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环渤海地区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变化

从横向视角比较， 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的 ５ 年间北京 ＣＢＤＩ 的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最大， 基本保持在 ７ １９％ 的平均水平， 说明华商在北京的投资生

产实现的税收收入对 ＧＤＰ 的贡献度最大， 其次天津 ＣＢＤＩ 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的

比重趋于第 ２ 位， ５ 年来保持在 ６ １４％ 的平均水平。 相对于北京、 天津而言，

辽宁、 山东、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ＣＢＤＩ 的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偏小， ５ 年

间分别保持在 １ ５９％ 、 １ １４％ 、 １ ０５％ 、 ０ ７３％ 、 ０ ５２％ 的平均水平。 因此，

华商在环渤海经济圈的税收收入对 ＧＤＰ 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北京、 天津两地，

而在其余省份的贡献度呈逐年提高的趋势。

五　华商在对环渤海经济圈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相关学者研究综述

１ 在研究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制约因素方面

王碧峰就我国三大城市经济圈 （包括环渤海经济圈） 经济发展的问题进

行讨论， 指出三大经济圈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以自我为中心， 竞相打造中心城

市； 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 造成区域发展无序状态； 城市发展的集约化程度较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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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土地资源的利用浪费较大。① 刘婧就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制约因素和与长

三角、 珠三角的差异进行分析， 认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瓶颈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环渤海地区腹地虽然广阔， 但很多地区干旱缺水， 东西交通不便， 生态

环境脆弱， 现有的交通网络体系不够发达， 承载能力经受很大挑战； 第二， 环

渤海地区经济体制不完善， 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行政区域经济很难在短期内

消除； 第三， 环渤海经济圈在形成过程中， 政府起主导作用， 容易造成城市之

间的产业结构雷同、 彼此间经济交流和协作少、 地方割据与部门利益严重等后

果； 第四， 环渤海地区的绝大部分城市还处于中小城市资源、 人口和产业向大

城市或特大城市流动的极化阶段， 城市圈的各个城市功能并没有完全相联

系。②

２ 在研究外商（或华商）对华投资遇到的问题方面

郑达就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国投资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指出马来

西亚华商在华投资遇到的问题包括： 相关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不健全、 各

地政府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情况不同、 办事程序烦琐、 效率低下、 各种名

目的收费繁多、 相关税收优惠难以落实、 招商渠道较为狭窄等， 由于种种

问题的存在致使马来西亚华商在华投资纠纷投诉案例增加。③ 吴壁鸿指出泰

国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存在的问题有： 中泰两国由于法律、 社会制度不同，

纠纷协调成本大； 中国私企和泰国私企在经营理念、 管理模式、 运作机制

等方面存在差异； 泰国对中国大陆投资企业总体上高科技技术含量低。④ 佘

雪锋就环渤海经济圈 １６ 个城市利用外资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指出环渤海

经济圈城市吸收 ＦＤＩ 的问题为利用外资水平低、 城市间利用外资发展不平

衡。⑤

９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王碧峰： 《我国城市经济圈问题讨论综述》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刘婧： 《环渤海经济圈与国内外经济圈的差距及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鲁东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郑达： 《试析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的发展、 问题与对策》 ，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吴壁鸿： 《改革开放以来泰国华商对大陆的投资分析》 ，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２。
佘雪锋： 《中国 １６ 个环渤海经济圈城市利用外资比较研究》 ，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３ 年

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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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地区投资问题的研究鲜有人涉及， 本文将借鉴并

综合利用上述学者对于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制约因素及外商 （华商） 对华投资

遇到的问题研究的成果， 并结合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投资的案例， 分析华商对

环渤海经济圈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环渤海经济圈招商引资体制不健全，缺乏责任落实制度

１ 案例背景

中新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电： 据西班牙 《欧华报》 报道， 某西班牙华

商企业在辽宁抚顺投资时遭遇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的非法强占， 纠纷拖延 ３

年仍未解决。 该工厂西班牙投资人之一 Ｃａｒｌｏｓ 先生解释事情缘由： ２００５ 年，

辽宁省抚顺市的一个招商引资团访问西班牙， 并举办了招商引资会。 会后，

有一些西班牙企业在抚顺投资， 他和西班牙莱茵拉克公司合股在抚顺投资

了这家化工厂。 然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工厂的变电所被抚顺石化公司在没有

任何通知和协商的情况下非法强占， 导致工厂完全瘫痪。 事后， 抚顺市东

洲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下达民事调解书。 调解书判定

抚顺石化公司违法， 并要求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前给予赔偿。 但在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两年多的时间内， 该华商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而且该变电所到今

日依然被抚顺石化公司非法占有。 这给该华商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生产和设

备损失。

２ 案例分析

辽宁省抚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内， ２００５ 年抚顺地区的招商引资团前往西

班牙引资， 华商 Ｃａｒｌｏｓ 在该招商引资会后投资了中石油辽宁抚顺石化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发生了非法强占纠纷案， 但在法院判决后华商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并未

得到补偿。 透过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辽宁抚顺地区在招商引资中体制不完善，

相关责任落实制度缺乏， 在成功引资后并没有针对对华投资的华商建立相应的

后续服务政策。 该事件除了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外， 在西班牙地区也引起了西

班牙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带

来负面影响。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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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渤海经济圈招商引资项目趋同， 影响华商投资企业的竞

争力

１ 招商引资的相似度

表 １５　 环渤海经济圈核心城市的重点产业

中心城市 北京 天津 青岛 大连

重点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文化

创意产业、新材料、新
能源、光机电一体化、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

业、通信设备

石油化工、海洋化工、
海关物流、临空产业、
电子信息、汽车、现代

医药、通信设备

石油化工、电子家电、
交通运输装备、新材

料、海港物流、通信设

备

装备制造、石油化

工、船 舶 机 械、 电

子 信 息、 海 港 物

流、通信设备

　 　

２ 招商引资的相似度具体分析

从表 １５ 中可以看出北京、 天津、 青岛、 大连都将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电

子设备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进行重点招商， 这样会导致招商项目趋同， 从而进

一步加剧区域内的引资大战， 造成城市相互之间的资源争夺、 投资方面的重复

建设， 形成追求大而全的招商模式， 最终将导致环渤海经济圈的无序竞争。 这

种招商项目趋同导致的恶性竞争将会影响华商投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和核心竞争

力。

六　结语

（一）环渤海经济圈引进华商的未来展望与政策取向

１ 环渤海经济圈引进华商发展的未来展望

自环渤海经济圈建立以来， 基于其独具的区域优势，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不断得到国家各种政策的支持， 其中， 华商对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更是得到党

中央、 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海内外华商促进环渤海经济发展论坛” 在北京开幕，

１５２



华侨华人蓝皮书

活动围绕 “发挥华商优势， 服务区域经济” 的主题， 全面贯彻 “十一五” 规

划战略意图， 探讨新形势下环渤海区域的发展， 为海内外华商及高科技人才与

地方政府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在天津滨海区、 德州市相继召开

“海内外华商促进环渤海经济发展大会”。 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淑娘指出， “环渤

海经济圈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力度， 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发展环

境日益优化， 社会充满活力， 成为国内外客商理想的投资之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作为世界华商投资促进会和世界华商联合会的分支

机构之一的 “青岛华商投资发展促进会” 成立， 成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核心

城市和世界华商联系的桥梁与广阔平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胡锦涛在十八大提出要 “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

略， 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

列， 为全国改革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十二五规划” 中提出要 “优化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提出， 立

足各自比较优势、 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 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 立足合

作共赢理念， 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 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

点、 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 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 从

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新型首都经济圈。 这意味着京津

唐一体化发展进入实质性提速阶段， 也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

心剂。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中

提出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这一战略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足以显现出

国家对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高度期望与支持。

综上所述， 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对环渤海经济圈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

还是华商环渤海经济发展论坛、 华商促进环渤海经济发展大会以及环渤海地区

华商投资促进会等会议的召开， 均反映了国家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环渤海经

济圈的大力支持， 这势必成为环渤海经济圈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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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环渤海经济圈引进华商投资的政策取向

笔者分别对环渤海经济圈内华商投资布局、 华商投资优劣势、 华商投资对

环渤海经济圈的贡献、 华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强

调： 环渤海经济圈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招商引资机制不完善、 缺乏责任

落实制度、 经济开放程度同长三角地区相比存在差距、 招商引资项目趋同等问

题。 站在华商投资企业的立场， 华商对未来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及政策环境的期

待正是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能够着力解决华商在投资中遇到的问题， 不断优化环

渤海经济圈中的经济与政策环境， 给华商提供一个公平健康的投资平台。

据此， 对环渤海经济区域未来的发展应有如下政策取向： （１） 统筹研究

环渤海经济圈规划， 明确核心城市的投资定位， 发挥各自的人、 财、 力优势，

防止内部不合理的竞争， 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 寻找 “共赢点”。

在十八大、 ２０１３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报告中， 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是今

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区域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 因此在招商引资进程中应关

注不同规模城市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做到协调发展， 力求实现区域空间结构的

优势整合， 彼 此 促 进、 平 衡 发 展、 求 同 存 异， 实 现 “ 双 赢 ” 和 “ 多 赢 ”。

（２） 充分发挥政府调节作用， 缩小环渤海经济圈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差距。

环渤海经济圈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 辐射、 服务和带动作用， 政府

须充分认识环渤海经济圈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差距， 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

措施促进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３） 避免盲目地、 单一地、 低

质量地引进华商投资。 随着近年来环渤海经济圈内华商投资额逐年递增， 且华

商投资对环渤海经济圈内 ＧＤＰ、 税收贡献呈逐年提升的态势， 华商投资的引

资质量、 利用效率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盲目、 单一、 低质量的引资无疑会阻

碍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 因此必须在引资过程中提高华商投资的利用质量， 走

合理化、 多元化、 高质量的华商投资道路。

（二）社会各界及政府部门襄助华商发展的政策建议

１ 适度研究华商企业特色，重视其与其他外商的区别

近年来， 全国各地每年均有许多外资企业转而注册成为内资企业， 外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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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访谈中也屡屡表现出对希望保持外资企业各项优惠政策的渴望。 在相关课

题的访谈调查中可以发现， 华侨华人直接投资的企业比起非华侨华人旗下的外

资企业 （譬如纯粹的日资企业）， 更少有着套用优惠政策、 利用廉价资源、 实

施国际避税等不纯动机， 而更多的是出于衣锦还乡、 回报桑梓、 光宗耀祖以及

多元化发展等的良好意愿。

在各主要税种尤其是直接税 （税负无法转嫁的税种， 如所得税、 财产税）

方面， 建议财政税务部门制定单独给予华侨华人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具体的

甄别标准由侨务部门、 财税部门协同商定。 因为比起专程到内地来套取税收优

惠的 “真外资” 或 “假外资”， 华侨华人直接投资企业的避税动机较小， 而其

光耀门楣、 落叶归根等动机更强。 如果对他们的经营所得课以比国内居民纳税

人更重的税负， 那么对鼓励他们回乡兴业的热情以及发挥其在跨境经济文化交

流中的使节作用非常不利。

侨务政策必须研究这一区别， 把握对 “侨” 身份的认定， 保留相关优惠

待遇。

２ 择优加强项目扶持力度，拓宽完善基础设施平台

目前全国各地政府为积极引进高新科技产业、 现代服务业项目等入驻本地

投资经营， 制定了相关征地、 租房、 降低注册资本、 税收同比返还以及子女入

学优惠等招商引资政策。 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侨务部门可结合

各级政府对科技、 环保、 循环经济、 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优惠措施， 加快海外

华侨华人企业的引进， 推动他们与国内同人在上述方面的合作。

交通条件、 资源环境、 治安水平、 公平公正等基础设施软硬件平台， 是华

侨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非常关注的，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企业家投资选址的

“瓶颈” 问题。 在华商园区建设方面， 可仿效当前 “国家级高新技术区” “国

家级台商投资区” 等的区域审批、 政策倾斜、 资金补贴方式， 由侨办系统牵

头， 鼓励各地建立华商园区 （另可结合地区、 产业、 科技特色）。 同时， 改进

服务方式， 为推进园区的建设， 在创业基金、 技术入股、 人员出入境、 外汇清

算、 贷款利率、 行政审批等方面提供尽可能多的优惠和便利。

３ 适度维持华商税收优惠，基于贡献赋予财政补贴

在我国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中， 为消除利用 “假外资” 套用 “超国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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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的现象， 外资企业的优惠地位 ２００４ 年以来逐渐取消。 营业税、 房产税、

车船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这些关系纳税人生

存大计的税种， 原来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方面总是享受 “超国民” 的优惠政

策， 然而 “假外资、 真避税” 的盛行， 也使得财税主管部门就所有税费中针

对外资企业的特殊待遇， 连续几年大刀阔斧地削减。 不仅如此， ２００８ 年企业

所得税还 “矫枉过正”， 针对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 普遍征

取 １０％ 的预提所得税 （双边税收协定若有更低税率规定则 “从低”）， 相比之

下， 居民企业收到股息红利则有豁免双重课税的条款。 也因此， 现实中， 华商

企业明显感觉到近年税负上升， 以及由此带来的同行间比较优势的丧失。

从中央与地方的国民经济与财政税务统计中也可发现， 华侨华人投资的企

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是显著的， 全国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外资企业 （不含港澳

台资企业的口径） 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十年间平均为 １４ ５％ ； 而相

应的， 从财政支出来看， 如果既缺乏具有直接针对性的 “财政补贴”， 又缺乏

作为间接财政支出的 “税收优惠”， 那么华侨华人就会感受到相较于其他国家

与地区的 “高税负、 低福利”， 主观上的 “税收痛苦指数” 就会偏高。 改善这

种财政收支不对等的局面， 如基于华侨华人企业的利税贡献和产业需求进行财

政补贴， 将有利于吸引华侨华人在我国实现企业的转型发展。 建议财政补贴可

按企业贡献度， 在一定起点之上分额度按比例给予， 既可给予企业本身， 又可

给予引进企业的中介机构。

４ 健全归侨人才延揽机制，注重引进之后培育问效

在国内 “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的今天， 政府政策也更加注重对 “人才红

利” 的涵养和利用。 除了组织大型人才交流会、 专业人才招聘会、 各类人才

联谊会以做好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第一步工作之外， 还应辅助性地

搭建其他平台， 如侨务资源交流网络、 华商信息服务网络等， 同时要做好与高

等院校、 研究机构之间的产学研用合作， 使得知识经济与生产能力共生互长，

也使得人才流动更加频繁和优化。 而且，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 重要

的不只是技术人才， 还有现代企业的管理人才， 所以， 在突出引进归侨智力为

经济建设添砖加瓦时， 也要注意管理、 金融、 法律等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引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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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游历全球， 又对祖国有着无法割舍的特殊情感。 在国家组织、 人

事、 科技和教育部门的 “千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等多种人才培养资

助基金日益盛行的今天， 侨务系统亦可设立归侨及其子女在 “归国人才认定”

方面的单列政策， 以便将更多的资金优惠， 以评审认定和立项培养的方式提供

给报效祖国的归国专才。 “国家猎头” 在做好华侨华人 “招才引智” 之余， 还

应当跟踪、 培养和问效， 使其有着更强的归属感和长久的责任心。 这样也才会

有 “羊群效应”， 扩大其对在国外因亲缘、 地缘、 学缘等联结在一起的高端人

才的引进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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