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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饶志明∗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世界华商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问题, 论述了海外华

商在中国大陆利用外资、 出口贸易、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表现, 并提出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在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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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新的转变的背景下, 总结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 并提出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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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海外华商是一个复杂的群体, 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

外华商的范畴及其划分。 大部分东南亚华商和台湾厂商对大陆投资是通过香港进

行的, 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华商来源复杂, 其中也包括中国大陆的中资机构、

上市公司及其他民营企业, 在统计上难以区分彼此, 因此, 研究海外华商对中国

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需要将港澳台地区的华商包含在内。 此外, 港澳台之外狭义

的海外华商本身的来源也相当复杂, 既有早期移居海外获得商业成功的老一代华

商 (老华商), 也有改革开放之后移民和出国经商并在国外立足或取得商业成功

的新华商, 更有通过继承并发扬光大或从华裔手中或非大陆地区移民或再移民中

诞生的新生代华商。 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港澳台和海外老华商、 新华商和

新生代华商, 统称海外华商, 这些海外华商与大陆本土新兴的民营企业家或富豪

(大陆华商) 被统称为世界华商。

由于本文的研究视角侧重于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对其作

用的研究经常牵涉海外重点侨区 (华侨华人聚集或人口较多或华商较为活跃的

国家或地区) 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关系, 因此,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从中国对

外经贸统计数据中估算或测算出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

时, 关于海外华商及其作用的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 (见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

特别是一些研究不是建立在对海外华商企业、 财富、 业务分布等基本情况的基础

工作之上, 导致一些研究结论和提出的对策或建议缺乏事实和统计基础, 为了避

免这些问题, 本文主要从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企业或富豪排名表中对相关企业进行

甄别, 并以这些排名表为基础尽可能进一步搜寻相关案例 (富豪、 企业) 的详

细信息或数据, 对相关华商的财富、 企业和业务等信息进行统计处理, 形成相关

的统计表格, 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

本文第一部分从世界华商财富的地域和行业分布的角度, 分析世界华商的发

展态势和面临的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从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和重点侨区

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发, 论述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利用外资、 出口贸

易、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表现, 对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总体贡献进行估算和分析; 第三部分从相

关研究和政策存在的误区出发, 提出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的作用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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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华商发展态势

(一) 华商财富地域分布的变化

世界华商财富地域分布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虽然华商财富仍主要集中在

亚洲的东南亚和港台地区, 但中国大陆富豪的崛起和发达国家华人高科技企业的

兴起正在改变全球华商财富的地域分布格局。

1． 中国大陆富豪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华商财富分布格局

根据福布斯 (Forbes) 2010 年度各国或各地区前 40 名富豪名单统计, 中国

大陆、 香港和台湾地区及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等东南

亚五国共计 241 名华人富豪入选, 合计总财富达 4854． 4 亿美元, 平均财富 20． 14

亿美元, 其中, 东南亚华人占总财富的 31． 3% , 中国香港、 台湾、 大陆地区分

别占总财富的 26% 、 14． 5% 和 28． 2% 。 124 名入选的东南亚华人富豪合计财富

1520． 2 亿美元, 平均财富 12． 3 亿美元; 香港前 37 名华人富豪合计财富 1265 亿

美元, 平均财富 34． 2 亿美元; 台湾前 40 名富豪合计财富 702． 6 亿美元, 平均财

富 17． 6 亿美元; 大陆前 40 名富豪财富合计 1366． 6 亿美元, 平均财富已接近香

港富豪的平均财富 (34． 2 亿美元) (见表 1)。

表 1　 中国大陆、 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富豪统计 (2010)
单位: 人, 亿美元

国家或地区 人数
家族或个人财富

合计 平均 最小 最大

新 加 坡 37 418． 9 11． 3 2． 0 78． 0
马来西亚 25 382． 6 15． 3 1． 1 120． 0

印度尼西亚 19 272． 2 14． 3 2． 5 70． 0
泰　 　 国 20 273． 5 13． 7 2． 0 70． 0
菲 律 宾 23 173． 0 7． 5 0． 5 120． 0

东南亚五国合计 124 1520． 2 12． 3 0． 5 50． 0
中国香港 37 1265． 0 34． 2 8． 5 213． 0
中国台湾 40 702． 6 17． 6 6． 8 59． 0
中国大陆 40 1366． 6 34． 2 19． 0 80． 0

　 　 注: 东南亚五国华人富豪根据福布斯公布的各国前 40 名富豪甄别统计, 由于没有说明种族来源,
这里甄别出的华人富豪多数是知名的, 是最低限; 香港前 40 名富豪中有 3 人属于非华裔。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统计 (英文网站: www． forbes． com; 中文网站: www．
forbesch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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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富豪主要来自东部地区特别是闽粤浙三个传统侨乡省份。 根据

2010 年度中国大陆福布斯富豪榜前 400 名富豪统计, 闽粤浙三省富豪占入选人

数的 37． 8%和总财富的 40． 1% , 而京、 津、 沪、 闽、 粤、 浙、 苏、 鲁、 冀、 辽

东部 10 个发达省市占入选人数近 80%和总财富的 81． 1% (见表 2)。

表 2　 中国大陆富豪区域分布 (2010)

入选

(人数)
财富(亿美元) 比重(% )

合计 平均 占人数 占财富

京沪地区 79 871． 6 11． 0 19． 8 20． 6

闽粤浙地区 151 1694． 9 11． 2 37． 8 40． 1

东部其他 5 省市 88 860． 9 9． 0 22． 0 20． 4

其他 21 省市区 62 560． 6 9． 0 15． 5 13． 3

海外华人 20 241． 4 12． 1 5． 0 5． 7

总　 　 计 400 4229． 4 10． 6 100． 0 100． 0

　 　 注: 中国大陆入选 400 人, 入选财富区间在 4． 3 亿 ~ 80 亿美元; 东部其他 5 省市指辽宁、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海外华人富豪指列入中国大陆富豪榜中 (在大陆发展) 的香港 (19 人) 和新加坡

(1 人) 华人富豪。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统计。

2． 东南亚华商经过近两次金融危机的洗礼仍然是全球华商财富的最主要

来源

根据 1996 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1 年) 和 2010 年度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

后 2 年) 入选福布斯富豪榜的同样 45 个华人家族财富的统计, 其间财富增长的

华人富豪家族有 19 个, 财富缩水的华人富豪家族有 26 个, 马来西亚 10 个华人

富豪家族合计财富增长最明显, 增长了 32． 92% , 新加坡 7 个华人富豪家族财富

只增长了 3． 67% , 而其他三国华人富豪家族财富合计都显示了负增长 (见表 3)。

新加坡华人控制的市值最大的 10 家上市公司 2009 年与 1996 年相比, 总资产增

长 1． 14 倍, 营业额增长 2． 25 倍, 纯利增长 72% ; 马来西亚华人控制的市值最大

的 10 家上市公司 2009 年与 1996 年相比, 总资产增长 2． 44 倍, 营业额增长 2． 13

倍, 纯利增长 1． 54 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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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南亚华人富豪财富变化

所在国
家族

(个数)
财富增减个数 财富(亿美元)

增加 减少 1996 年 2010 年

2010 年比 1996 年

变化(% )

新 加 坡 7 4 3 214 221． 85 3． 67

马来西亚 10 5 5 264 350． 9 32． 92

印度尼西亚 9 3 6 247 184． 85 - 25． 16

泰 国 8 2 6 252 177． 3 - 29． 64

菲 律 宾 11 5 6 239 146． 1 - 38． 87

合 计 45 19 26 1216 1081 - 11． 10

　 　 资料来源: 根据福布斯东南亚各国富豪榜统计。 2010 年数据来自: www． forbes． com, www．
forbeschina． com, 1996 年数据来自香港 《Forbes 资本家》 杂志 1996 年 8 月刊。 只选取 1996 年和 2010 年

均入选的华人富豪。

从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将近 15 年期间, 东南亚华人财富能够保持稳定增长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善于利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1998 ~ 2009 年, 中国累计实际利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 435． 18 亿美元, 占中国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6． 04% , 中国对东盟国家累计出口 5978． 65 亿美元, 占中

国出口总额的 7． 63% , 中国从东盟国家累计进口 7111． 07 亿美元, 占中国进口总

额的 10． 79% , 中国对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达 501． 12 亿美元, 占总

额的 13． 92% ①。 到 2009 年底, 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净额达 95． 71 亿美

元,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净额的 3． 89% ②。

总的来说, 东南亚华人仍然是亚洲和全球华商财富的最重要力量。 东南亚五

国入选各国前 40 名富豪的华人家族达 124 个 (保守的统计), 总财富 1520． 2 亿

美元, 超过中国大陆、 香港和台湾富豪各自的财富合计数 (见表 1)。 而且, 华

人财富仍占东南亚各国财富的主要部分, 东南亚五国入选华人富豪占这些国家富

豪总数的 62． 00%和总财富的 76． 66% (见表 4)。

3． 发达国家侨区华人富豪实力开始显现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海外华人聚居国虽然入选的华人富豪仍属少数, 但

随着华人高科技企业的兴起, 发达国家及亚洲以外地区入选全球华人富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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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经网 (www． cei． gov． cn)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统计。
根据中国商务部 《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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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华人富豪及其财富占东南亚各国比重 (2010)

国　 家
前 40 名富豪财富

合计(亿美元)

其中:华人富豪

人数(人) 人数比重(% ) 财富(亿美元) 财富比重(% )

新 加 坡 456． 84 37 92． 50 418． 9 91． 69

马来西亚 512． 67 25 62． 50 382． 6 74． 63

印度尼西亚 420． 75 19 47． 50 272． 2 64． 69

泰　 　 国 364． 65 20 50． 00 273． 5 74． 99

菲 律 宾 228． 15 23 57． 50 173． 0 75． 84

合　 　 计 1983． 06 124 62． 00 1520． 2 76． 66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统计 (英文网站: www． forbes． com; 中文网站: www．
forbeschina． com)。

态势也不可小视。 在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中, 日本的孙正义 (Masayoshi Son)

和澳大利亚的任九皋 (Denis Jen) 分别以 56 亿美元 (第 4 位, 互联网) 和 6． 5

亿美元 (第 35 位, 商业地产) 进入两国前 40 名富豪行列, 成为这两个国家唯一

进入前 40 名富豪榜的华人, 来自港台的冯国经 (Victor Fung)、 孙大卫 (David

Sun) 及杜纪川 (John Tu)、 高民 (Min Kao) 分别以 35 亿美元 (第 87 名, 分

销)、 26 亿美元 (第 136 名, IT 产业)、 15 亿美元 (第 269 名, 导航设备) 进入

2010 年度福布斯美国前 400 名富豪榜单①。

在澳大利亚 《商业评论周刊》 (BRW) 2009 年度 “澳洲富豪榜” 200 强

中②, 有6 个华人 (家族) 入选, 他们分别是: 并力电器行李光裕家族 (长子

Lionel Lee 接掌) (4． 89 亿澳元资产); 早年移居香港再去澳洲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入籍、 业务基地主要在中国大陆的侨鑫集团董事长周泽荣 (9． 2 亿澳元资

产); 商业地产和酒店富商陈秉达 (已故) 的儿子陈氏四兄弟 (2． 58 亿澳元资

产); 1992 年从台湾移民澳洲并发家于房地产、 股票经纪和快餐业投资的商场

大王 (家族拥有的裕峰公司在昆省拥有 18 个零售商场) 傅显达 (7． 28 亿澳元

资产); 生于中国、 留学澳洲, 并于 2001 年回流中国发展太阳能业务的施正荣

(7． 04 亿澳元资产); 1986 年自马来西亚移居澳洲, 并创办 TPG 电讯公司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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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源: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reviewnews． com) 报道, 201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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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富豪张戴维 (David Teoh) (6． 15 亿澳元资产)。 此外, 还有两位华人几乎

可以入选澳洲富豪榜, 他们是澳洲宝泽 (AIMS) 金融集团王人庆 (资产 1． 16

亿澳元) 和非标准 ( Liberty) 借贷公司创办人 Sherman Na (资产 1． 04 亿澳

元)。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评选的 “全球华商富豪 500 强”, 除了东南亚、 港

台和大陆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2006 年入选华人富豪共 20 名, 总财富达 865 亿

元人民币 (约相当于 109 亿美元), 平均财富 5． 43 亿美元; 2009 年虽然因金融

危机的影响, 这些地区入选华人富豪大幅降到 8 名, 但总财富仍达 912 亿元人

民币 (约相当于 134 亿美元), 平均财富增长到 16． 7 亿美元, 其中最主要原因

是 4 个美国高科技华商进入榜单, 他们分别是生物技术的陈颂雄 (排名第 5

位, 财富 376 亿元人民币)、 IT 产业的孙大卫及杜纪川 (联合排名第 26 位, 财

富 171 亿元人民币)、 存储和通信技术的戴伟丽 (排名第 251 位, 财富 31 亿元

人民币) (见表 5)。

表 5　 新兴海外华人富豪

单位: 亿元人民币

姓　 名
2006 年 2009 年

排名 财富 排名 财富
公　 司 国　 　 家 主要行业

杨致远 36 150 79 75 雅虎 美 国 互联网

孙　 雄 62 84 N N 药品伙伴 美 国 医药

高　 明 71 71 N N 高明公司 美 国 GPS

王嘉廉 135 37 N N Computer 合伙 美 国 软件

黄建生 274 16 N N NVIDIA 美 国 集成电路

朱　 敏 479 8 N N 网迅 美 国 互联网

陈颂雄 N N 5 376 Abraxis 美 国 生物技术

杜纪川、孙大卫 N N 26 171 金士顿科技 美 国 IT 产业

戴伟丽 N N 251 31 神奇科技 美 国 存储、通信

麦克·李秦 N N 32 175 咸美顿利基 加 拿 大 投资

李泽钜 84 57 N N Trinity 时代 加 拿 大 投资、地产

陈少雄、陈悦明 92 54 N N Burrard 国际 加 拿 大 休闲、地产

傅显达(GordonFu) 144 35 397 21 裕峰集团 澳大利亚 地产、零售

任九皋(Denis Jen) 152 32 209 38 Intro 国际 澳大利亚 地产、食品

172



华侨华人蓝皮书

续表

姓　 名
2006 年 2009 年

排名 财富 排名 财富
公　 司 国　 　 家 主要行业

陈嘉伟 257 18 N N Harborside 澳大利亚 地产、种植

李光裕 355 11 314 25 并力电器 澳大利亚 零售

吴百福 257 18 N N 日清食品 日 本 食品

陈克威 280 16 N N 陈氏兄弟 法 国 零售、地产

叶焕荣 383 10 N N 荣业行 英 国 连锁超市

张胜凯 79 65 N N 巴西方大 巴 西 医药

林训明 162 28 N N 巴西石化 巴 西 多元化

李华文 88 55 N N Ley 超市 墨 西 哥 超市、地产

叶重民 104 50 N N 百佳食品 牙 买 加 食品

王亚南 104 50 N N 秘鲁铁路投资 秘 鲁 铁路

合　 计 20 865 8 912 — — —

　 　 注: N 表示没有进入当年排名。
资料来源: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www． wecba． org) “全球华商富豪 500 强” (2006 年和 2009 年)。

(二) 华商财富来源结构的变化

1． 东南亚华商财富仍主要来自传统行业, 但高科技含量在增加

房地产、 多元化投资控股、 农业综合经营、 银行与金融、 食品与饮料是东南

亚华人富豪的主要财富来源, 以这些传统业务为核心的东南亚富豪分别占 2010

年度 124 个入选福布斯富豪总数的 18． 55% 、 12． 9% 、 11． 29% 、 9． 68% 和

8． 06% , 合计占总数的 60． 48% , 而且, 以这五类业务作为多元化业务的富豪比

重达到 51． 61% ; 以另外两个传统业务 (商业零售与批发、 酒店与休闲) 为核心

的富豪合计占总数的 11． 3% , 以这两类业务为多元化业务的富豪占总数的

12． 91% ; 其他主要业务包括矿产开采与冶炼加工、 传统工业品制造、 运输与物

流、 电力与能源、 机电制造业、 教育与传媒等。 但与过去不同的是, IT、 电子、

环保、 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已开始成为东南亚华人富豪的重要财富来源, 以这

些业务为核心业务和从事多元化业务的富豪占总数的近 10% (见表 6)。

2． 香港华商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多元化业务

2010 年度入选福布斯富豪榜的 37 个香港华商有 17 个以房地产为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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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南亚华人富豪财富来源分布

业务分类
核心业务 多元化业务

人数 比重(% ) 个数 比重(% )

房地产、建筑、基建 23 18． 55 24 19． 35

多元化控股与投资 16 12． 90 12 9． 68

农林牧渔业 14 11． 29 3 2． 42

银行、金融、保险 12 9． 68 11 8． 87

食品与饮料 10 8． 06 14 11． 29

高科技产业(IT、电子、环保、生物制药) 8 6． 45 4 3． 23

商业零售与批发 7 5． 65 9 7． 26

酒店、休闲、旅游 7 5． 65 7 5． 65

矿产开采与冶炼加工 6 4． 84 2 1． 61

传统工业品制造(建材、金属、化工、造纸等) 5 4． 03 9 7． 26

运输与物流 5 4． 03 4 3． 23

能源与电力 4 3． 23 3 2． 42

教育、传媒 3 2． 42 4 3． 23

机电制造业(汽车、电气、机械) 3 2． 42 0 0． 00

消费品制造(纺织、鞋服、玩具及其他) 1 0． 81 2 1． 61

合　 　 计 124 100． 00 108 87． 10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富豪榜 (www． forbes． com) 并参考其他资料统计。

占总数的 46% , 以商业零售与批发 (5 个)、 酒店与休闲 (2 个)、 运输与物流

(2 个)、 银行与金融 (2 个) 为核心业务的富豪合计占近 30% , 以传统制造业为

核心 (4 个) 的富豪占 10． 8% , 以电子和信息技术 (IT) 为核心 (3 个) 的富豪

占 8． 1% 。 另外, 有 48． 7% (18 个) 的香港华人富豪从事多元化业务, 范围包

括运输与物流、 酒店、 能源与电力、 传媒、 高科技产业、 银行与金融等①。

3． 台湾华商财富主要来自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在 2010 年度入选福布斯台湾地区前 40 名的富豪中, 其核心业务分布 (富豪

人数及占总数比重) 是: 传统工业制品制造业 (建材、 石化、 塑料、 轮胎、 玻

璃、 造纸) 9 个 (占 22． 5% ), 电子及信息技术 ( IT) 产业 8 个 (20% ), 金融

业 8 个 (17． 5% ), 商业服务业 (零售与批发、 运输与物流) 5 个 (12． 5% ),

房地产及基建 3 个 (7． 5% ), 消费品制造业 (纺织、 食品、 饮料及其他)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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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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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汽车及其零部件等机电制造业 4 个 (10% ); 制造业与电子信息产业合

计 25 个, 占总数的 62． 5% ; 此外, 有 21 个 (占 52． 5% ) 台湾富豪进入房地产、

电子及 IT 产业、 金融业、 商业服务和消费品制造等多元化领域①。

4．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华商创造财富的最重要行业

近些年来迅速崛起的华人新兴富豪有很大一部分是凭借在电子与信息产业的

技术研发和公司上市而晋身财富排行榜的,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2008 年度全

球华商高科技 500 强排行榜统计, 港台、 美国和东南亚入选的 200 家华商高科技

企业中, 包括电子、 电器、 通信、 网络、 半导体等在内的电子信息产业有 187

家, 占总数的 93． 5% , 只有少数几家分布在生物医药 (5 家)、 新材料 (3 家)、

先进制造技术 (3 家)、 环保 (1 家) 和新能源 (1 家) 等高新技术领域。 在这

187 家信息电子产业企业中, 台湾华商占据了 173 家, 占 92． 5% , 其他分别是香

港 8 家、 美国和东南亚各 3 家②。

北美特别是美国硅谷是中国移民创办高科技企业的重镇。 根据美国学者的调

查③, 美国移民在加州创立的工程科技公司中, 13% 由中国台湾移民创立, 10%

由中国大陆移民创立。 1980 ~ 1988 年创立的硅谷高科技公司中, 中国大陆和台

湾移民创立的公司占 17% 。 在德克萨斯州, 中国移民创立的工程与技术公司占

总数的 14% 。 1998 ~ 2006 年在美国非公民中, 中国大陆和台湾移民拥有的发明

专利约 13500 件, 居于所有移民群体之首。 1995 ~ 2005 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移民

在美国创立的公司分别约 503 家和 422 家, 分别占移民创立的高科技公司的

6． 9%和 5． 8% 。 中国大陆移民创立的工程技术公司集中在创新及制造业相关服

务业 (42% )、 计算机与通信 (25% )、 软件 (19% ), 中国台湾移民创立的工程

技术公司同样集中在创新及制造业相关服务 (46% )、 计算机与通信 (27% ) 和

软件 (17% )。

由于新移民中有相当比例属于留学和技术移民, 这些移民通过创办高科技企

业改变了海外华商的行业结构, 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乃至居住国的一股新生力量。

表 7 列出了部分美国和加拿大华人创办的知名高科技企业。 在这 13 家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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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台湾富豪榜统计。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2008 年度全球华商高科技 500 强” 排名表统计。
〔美〕 萨克瑟尼安: 《美国新移民企业家调查报告》, 《中国企业家》 200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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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 家属于信息技术产业公司。 其中, 创办于 1993 年的 NVIDIA 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显卡芯片厂; 创办于 1996 年的网迅, 4 年后在纳斯达克上市, 2007 年 3 月思

科公司以 32 亿美元收购; 创办于 1988 年的金士顿科技公司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

的内存模块制造企业; ATI 技术是全球知名的生产计算机图像晶片的供应商,

2006 年 7 月 AMD 与 ATI 在美国纽约合并; 富达科技的创办人陈邓慧中 (来自香

港) 2006 年被评选为加拿大卑诗省新移民新兴科技类杰出企业家; 大陆移民单

婕及其创办的 CV 技术公司获 2005 年度加拿大最佳上市企业, 她本人也获得生

命科学类优胜奖, 跻身加拿大女企业家百强行列。

表 7　 北美华人创办的知名高科技企业

创办人 公　 司 总　 部 行　 业

杨致远 雅虎 美 国 互联网

孙　 雄 美国药品伙伴公司 美 国 医药

高　 民 高民公司 美 国 导航设备(GPS)生产

王嘉廉 计算机合伙公司 美 国 软件

黄建生 NVIDIA 公司 美 国 集成电路(显卡芯片)

朱　 敏 网迅 美 国 互联网

陈颂雄 Abraxis 生物技术公司 美 国 生物技术

杜纪川、孙大卫 金士顿科技公司 美 国 IT(内存模块)

戴伟丽 神奇科技 美 国 存储、通信

何国源 ATI 技术 加拿大 IT(计算机图像晶片)

陈邓慧中 富达科技 加拿大 IT 产业

单　 婕 CV 科技 加拿大 生物制药

林成贤 达茂能源 加拿大 新能源与环保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www． wecba． org) “全球华商富豪 500 强” (2006 年和 2009
年)、 福布斯 2010 年度富豪榜和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相关资料编制。

近几年来, 日本华人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也值得关注。 2009 年日本华人控股

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有软银 (Softbank, 孙正义, 互联网)、 软脑 (Softbrain, 宋文

洲, 软件)、 EPS (生物制药)、 SJ 控股 ( SJ Holdings, 软件)、 趋势 ( Stream,

电子商务) 五家公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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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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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华商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发展格局

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贸发展催生了一批商业或投资新移民到世界各

地从事贸易相关的批发、 加工、 零售, 也使餐饮、 旅游、 金融、 地产等传统行业

重获生机, 并改变了海外华商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发展态势。 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

馆、 贸易批发、 商业零售已不限于服务华人社区, 而是扩大到华人社区以外并以

非华人社区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移民和国内游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游、 租赁和

金融服务业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1) 餐饮业。 海外中餐馆已走出唐人街, 经营地域不断扩大, 资本来源多

元化, 出现了一批现代化经营的连锁企业。 2009 年美国约有 4． 5 万家中餐馆,

年销售额 200 亿美元, 美国最大的中餐企业 “熊猫快餐” 2006 年在 36 个州开设

约 1000 家中式快餐连锁店, 销售额超过 9 亿美元, 中餐连锁店 “华馆” 凭借美

式中餐, 在 1998 年成为美国唯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餐连锁集团, 2009 年在全

美 39 个州开有 94 家分店和 164 家外卖分店, 2009 年 10 月, 在墨西哥开设了第

一家海外分店, 计划未来 10 年内在墨西哥开 30 家餐厅, 在中东地区开 34 家分

店。 加拿大仅多伦多和温哥华 2007 年就有约 2000 家中餐馆, 规模较大的文华连

锁餐厅, 载至 2006 年底已在安大略省拥有 17 家餐厅, 年营业额超过 6000 万加

元。 欧洲仅英、 法、 德、 西、 荷、 奥 6 国 2007 年就有中餐馆 3 万多家①。

(2) 酒店业。 在美国, 据估计仅南加州 2007 年华资拥有的旅馆已逾 400 家,

2009 年专门从事大陆游客服务的旅游机构超过 1000 家, 华裔地产商张山亮过去

10 年内已经在纽约建了近 30 家酒店, 在 2008 年全市将要兴建的 1． 3 万酒店房间

中占了将近一半。 1997 年开始涉足酒店业的美国华商林建中的林氏集团到 2006

年底已拥有三家酒店, 在建酒店 8 家。 随着中国国内海外旅游热的不断升温, 旅

馆和酒店业的海外华商不仅加快在居住国的投资部署, 而且将投资和业务伸展到

中国国内, 如林氏集团计划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发展 100 家连锁品

牌酒店。 2007 年澳大利亚昆士兰省布里斯本阳光海岸预留 100 多公顷土地, 用

来发展华人主题旅游及教育中心, 一个华资集团购买 40 公顷土地以建造全球

“最新的高科技中国城”, 澳大利亚上市华商 SABINA 共斥资 1000 万澳元建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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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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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国国内企业和游客的 “中华世界” 项目①。

(3) 贸易、 批发与零售业。 在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小企业出国经商的热浪中,

海外华商的贸易、 批发与零售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成为联系中外贸易不可缺

少的重要中介和推销中国商品的至关重要的营销网络。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国

商人特别是温州商人, 已成为推销中国小商品的重要力量。

在美国, 200 家温州籍批发商集聚于纽约曼哈顿小商品批发市场, 在此工作

的温州人逾千人。 福建移民邓龙创办的中国城超市集团和温州移民张利惠创办的

大中华超市集团, 短短几年间连锁分店不断增加。 来自港台的北美新华商也通过

与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和利用新移民带来的机会获得成长和转型。 例如, 台湾

移民陈河源创立的大华超市 2007 年成为全美最大的华资连锁超市, 台湾移民苏

思齐 1993 年创办 Fremont 海产公司, 2001 年向中国出口的鱿鱼已占加州鱿鱼出

口的一半, 成为著名的 “鱿鱼大王”, 2006 年出口额高达 800 万美元, 苏思齐也

因此获得洛杉矶中小企业局颁予 “杰出中小企业出口商”② 称号。

在拉美, 2009 年巴西温州人有 5000 多人, 巴西圣保罗的 25 街购物中心是南

美最大的小商品贸易集散中心, 已开有 700 余家华人商店, 主要经销中国商品。

阿根廷华人超市 2006 年市场占有率已达 7% , 其中, 华人超市在食品和饮料方

面总销售额已经占到阿根廷全国的 30%左右。 到 2008 年底, 阿根廷华人超市数

量从 2007 年的 4000 余家发展到 7890 家, 销售额从 100 亿比索增加到 150 亿比索

(约合 42． 86 亿美元)。 在中东门户阿联酋迪拜, 温州、 义乌、 福建等地销售五

金皮具等小商品的贸易商 2000 年开始涌入, 随后相继出现了中国建材城、 鞋城、

眼镜城和上千个摊位的迪拜龙城, 注册的公司有 2000 多家, 中国义乌市场每年

发往迪拜等地的商品货值超过 2 亿美元③。

在欧洲, 2007 年俄罗斯约 100 多万外国商人中有 90% 以上是华人, 绝大多

数华商在俄罗斯各地由集装箱组成的露天大市场里, 从事批发或零售各种中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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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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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巴黎华人服装批发街区 2008 年集中了 500 多家华人服装批发公司, 巴黎北

郊欧拜赫维利耶市华人批发市场近几年华人批发公司从 300 多家迅速扩展到 900

家, 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意大利米兰华人聚集的商业区 2007 年

华商批发商户近 600 家, 2008 年在意大利注册的华人企业发展到 30000 余家, 其

中 50%以上从事商品批发, 主要是中国企业自己生产的商品。 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的四虎市场、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东北郊的欧罗巴、 尼罗市场是东欧最

大的中国服装、 鞋帽和百货集散地。 欧洲一些华商贸易、 批发和零售企业也通过

现代化经营做大做强。 例如, 英国的 “荣业行” 由原来的一间杂货铺发展成为

集团企业, 资产逾亿英镑, 英国华商薛晓平在英国以经营中国制造的礼品、 饰品

店成功后, 在伯明翰建了一个以义乌小商品为主的 “英国中国商品批发中心”,

法国陈克威、 陈克光兄弟开设的陈氏兄弟百货公司是法国最大规模的亚洲食品及

用品商场, 年营业额达 10 亿法郎, 进入了法国企业 500 强①。

(4) 房地产与金融业。 新移民为北美华人房地产与金融业的发展增加新的

活力。 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增加, 房地产业成为加拿大华侨华人经营增长最快的行

业, 也是投资额最大的行业, 香港富豪李嘉诚、 李兆基、 郑裕彤、 郭炳湘兄弟等

大量投资房地产, 台湾的统一加拿大基金公司也在温哥华等地兴建大量房屋,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加拿大华人房地产公司发展到 500 家。 美国华商创立的银

行和金融机构、 证券公司等将近 2000 家 (不包括大陆、 台湾和港资银行), 其

中, 华资银行有 80 多家, 最大的三家华资银行 (洛杉矶华美银行、 国泰万通金

控和旧金山联合银行控股) 2005 年以来先后收购了 11 家商业银行, 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已拥有 191 家分行 (其中在香港各设 1 家分行) 和 6 个代表处 (上海、

台北和深圳等), 其总资产已达 322． 8 亿美元②。

(三) 海外华商面临的挑战和调整

金融危机凸显了海外华商传统行业 (房地产、 金融、 商业为主) 和传统经

营模式 (家族经营) 的脆弱性。 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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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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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东南亚华商实力大受影响, 财富大幅缩水, 许多华商财富到现在都未能恢复

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企业竞争力大受影响; 第二, 2008 年开始的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 华商的欧洲贸易、 批发与零售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苛检查和由于需

求减少、 竞争激烈和汇率损失而被迫关闭或倒闭; 第三, 新移民主要从事批发、 零

售、 贸易及相关的生产加工业务, 倾向 “灰色经营”, 而且大多聚居于移入国的某

一城市, 往往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而也容易与当地居民和执法机构发生冲突。

近期欧洲各国对华商频繁进行大规模、 高强度的检查, 加上金融危机严重冲

击了欧洲华商餐馆业、 服装加工、 贸易批发和零售等传统行业, 新华商传统的灰

色经营、 同质竞争和扎堆经营的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①。 例如, 意大利热

那亚大部分华商以经营进出口和批发业务为主, 受金融危机影响, 从 2008 年下

半年开始, 很多商家已无利可图, 根据对 200 多家华人企业的调查, 有 30% 入

不敷出, 60%尚可维持, 赢利的企业还不到 10% 。 中国对俄出口企业, 尤其是

服装、 纺织等行业, 多数是通过在俄华商代销方式出口到俄罗斯, 俄罗斯政府于

2006 年 11 月出台 “禁外商令”, 影响最大的是在露天集装箱市场的华商。 华商

最为集中的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 聚集约 6 万商户, 2008 年 9 月份,

俄方以涉嫌走私为由, 查封了该市场仓库的 6000 多个集装箱, 价值 20 亿美元。

2009 年6 月底, 俄方又突然下令关闭市场, 封存摊位和私人物品, 导致在此经营的

大批华商损失惨重, 许多中国国内出口关联企业受到影响, 整个事件涉及金额 50

亿美元, 集装箱 2 万个。 在匈牙利, 华商最为集中的四虎市场及邻近地区也经常受

到匈牙利警察、 海关、 劳务、 财政和税务等部门的检查。 在罗马尼亚, 中东欧国家

最大的中国小商品批发中心尼罗市场从 2008 年 11 月 24 日开始遭到罗马尼亚税务、

海关等多个部门的查封, 共有 300 多家华商店铺受到查封, 华人生意大受影响②。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 科技和金融环境下, 海外华商凭借其灵活机动

和善于应变的经营特质, 正在加速经营和投资调整。 例如, 东南亚和北美传统华

商聚集区开始利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有利商机, 加大布局投资中国的力度; 非

洲正在成为吸引华商的新的聚集地, 非洲华商加快向多元化和本土化发展, 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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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海外华商生存状况调查》, 载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参考消息》。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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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工程承包、 商贸、 餐馆业等业务发展为在当地投资办厂①。 早在几年前, 一些

积累相当资金的东欧华商就开始走出四虎、 尼罗市场, 告别了服装、 鞋帽、 小百

货, 开始涉足家电产品, 并在当地注册商标, 通过在国内贴标生产的模式走品牌道

路, 有的华商还因地制宜, 改从国内进口为向国内出口, 还有的华商自筹资金或联

手当地大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大型商厦, 以改善中国商品的经销环境②。

海外华人企业也通过与 “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战略合作获得新的发展。 例

如, 2009 年 6 月苏宁电器集团和在日华人企业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联合收购

日本上市企业 Laox 株式会社, 分别成为第一、 第二股东, 在苏宁电器的全面协

助下, Laox 未来三年将围绕 “中国出口店”、 “日本国内开新店”、 “贸易中介”

三大支柱业务展开经营再建, Laox 将作为苏宁电器的店中店品牌进驻苏宁电器

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大城市的商场, 3 年内计划在中国开设 110 家左右门店,

而日本新装开业 Laox 总店也将以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为目标顾客③。

二　 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 在中国利用国外资金、 技

术、 管理经验方面起到了先导、 示范、 联动和扩散的作用, 对中国商品出口和国

际销售网络的形成起到了带动和网络联结的作用, 对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经

济技术合作起到了引导和中介的作用。 这些作用通过产业的区域聚集与扩散及技

术、 管理、 观念的溢出效应, 在中国大陆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民营

企业, 推进国内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 在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作用

海外华商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对中国利用外资起

到了先导、 示范、 联动和扩散效应。 而且, 最近一个时期, 海外华商对华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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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海外华商生存状况调查》, 载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参考消息》。
资料来源: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2007、 2008、 2009),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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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chinanew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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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不减反增, 华商投资来源地向新的华侨华人聚居区扩散。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人投入的资金、 小型生产设备对福建侨乡股份制乡镇企业

的起步和发展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后三资企业的引进和产

业聚群的形成起到先导作用①。 据估计,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 华侨华人、 港澳同

胞投资企业占当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约 80%和外商投资总额约 70%, 泰国华

商谢国民的正大集团是最早到中国 (深圳, 1979 年, 第001 号合资企业) 投资创办企

业的海外华商, 到 2007 年为止, 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总投资额近 50 亿美元, 在大陆 29

个省市区设立 180 多家企业, 员工超过 8 万, 年销售额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②。

由于海外华商主要通过在中国香港、 新加坡及其他离岸注册中心设立的企业

开展对华投资, 投资中国的东南亚华商绝大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就在香港

这一华商聚集地设立对华投资机构, 有的甚至将公司总部转移到香港, 更何况许

多华商已发展成为跨国公司。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的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海外

华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情况, 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事实上有很大部分是其他地区的

华商资金。 据估计, 在 90 年代初期, 新加坡对华投资的 50%以香港为中介, 马

来西亚经香港对华投资是其直接对华投资的 3 倍③。 参加国务院侨办 2000 ~ 2002

年度和 2003 ~ 2005 年度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评选的 893 家侨资企业约

60%来自香港地区, 约 20% 来自欧美、 澳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直接来自东南

亚国家的只占 15%左右④。 最近十年来, 通过离岸注册公司对华投资的现象有增

无减, 如 1998 ~2009 年在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中有 19． 4% (1400

亿美元) 来自世界 12 大离岸注册中心 (避税港、 自由港), 包括拉美的维尔京群

岛、 开曼群岛、 巴巴多斯、 巴哈马、 巴拿马、 伯利兹, 北美的百慕大群岛, 大洋洲

的萨摩亚、 马绍尔群岛、 库克群岛, 中东的阿联酋和非洲的毛里求斯⑤。 此外, 随着

华人跨国公司的成长, 通过母国以外的基地和子公司对华投资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明星侨资企业的来源地分布是海外华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一个缩影。 根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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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日〕 山岸猛: 《对外开放后福建侨乡的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作用———以晋江市为

例》, 《南洋资料译丛》 2007 年第 1 期, 第 68 ~ 81 页。
吴洪芹: 《从侨资企业看 FDI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外资》 2007 年第 8 期。
〔日〕 岩崎育夫: 《国际经济与华人资本 (上、 下)》, 《南洋资料译丛》 1999 年第 3 期, 第 72 ~
77 页; 1999 年第 4 期, 第 53 ~ 61 页。
吴洪芹: 《从侨资企业看 FDI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外资》 2007 年第 8 期。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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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来源地的重新统计, 在 2000 ~ 2008 年 (共评选三届)

入选 (包括重复入选) 国务院侨办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的 206 家企业中,

来自香港的占 62． 62% , 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共占 24． 27% , 来自美加澳英等发达

国家占 7． 28% , 来自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占 5． 83% ; 最近一届 (2006 ~ 2008

年度) 百家明星侨资企业来源地分布分别是香港占 58% , 东南亚五国共占 29% ,

美加澳英等发达国家占 7% , 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占 6% (见表 8)。 考虑到许

多东南亚华商通过香港和离岸注册中心对华投资, 可以认为, 东南亚华商仍是港

台以外的海外华商群体中对华投资的主力军。

表 8　 明星侨资企业来源地分布

来 源 地
2000 ~ 2008 年(三届合计)
家数 比重(% )

2006 ~ 2008 年度

(家数)
香　 　 港 129 62． 62 58
新 加 坡 23 11． 17 14

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12 5． 83 6
美国、加拿大 11 5． 34 4
马来西亚 8 3． 88 2
泰　 　 国 8 3． 88 5
菲 律 宾 6 2． 91 4

印度尼西亚 5 2． 43 4
澳大利亚 2 0． 97 2
英　 　 国 2 0． 97 1
合　 　 计 206 100． 00 100

　 　 注: 三届入选 (包括重复入选) 共 212 家, 经重新查寻相关数据和甄别, 剔除 2000 ~ 2002 年度 2
家和 2003 ~ 2005 年度 4 家数据缺乏的企业, 有效数据共 206 家。

资料来源: 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2000 ~ 2002 年度, 2003 ~ 2005 年

度, 2006 ~ 2008 年度) 名单重新统计编制。

根据相关统计和估算, 截至 2007 年, 华侨华人、 港澳同胞投资企业在全国

外商投资企业中仍在 70%以上, 投资金额约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60%①; 在中

国大陆注册运营的侨资企业 (包括港澳华商) 约 14 万家, 占同期外商投资企业

的 50% , 海外华商累计投资额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 60%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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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吴洪芹: 《从侨资企业看 FDI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外资》 2007 年第 8 期。
龙登高、 赵亮、 丁骞: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第 10 ~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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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大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来看, 港澳台和海外重点侨

区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最重要来源地, 这间接反映了港澳台和海外华商在

中国引进外资中的重要地位。 来自港澳台及海外重点侨区 (由于许多华商通过

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注册离岸公司对华投资, 因此, 这里也将其列为重点侨

区) 的外商直接投资 1998 ~ 2003 年累计 2476． 3 亿美元, 占全部的 88． 56%,

2004 ~2009 年累计 3718． 3 亿美元, 占全部的 84． 28% (见表 9)。 值得注意的是,

2003 ~2009 年与 1998 ~ 2003 年相比, 除了一些传统侨区的对华直接投资继续保

持较大幅度增长外, 一些新兴侨区的对华直接投资保持在一倍以上的增长幅度,

其中, 来自越南、 文莱、 缅甸、 柬埔寨四个新的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增长最

快, 增长 8． 66 倍, 其他增长较大的有阿联酋 (4． 31 倍)、 南非 (3． 94 倍)、 维尔

京群岛与开曼群岛 (1． 67 倍)、 新西兰 (1． 45 倍)、 俄罗斯 (1． 36 倍)、 拉美四

国 (巴西、 墨西哥、 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合计增长 1． 39 倍)、 东欧三国 (匈牙利、

表 9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及重点侨区经贸关系 (比重)
单位: %

国家或地区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累计)
出口贸易

(累计)
对外直接投资

(年末存量)

1998 ~2003 年 2004 ~2009 年 1998 ~2003 年 2004 ~2009 年 2003 年 2009 年

香　 　 港 36． 71 38． 97 18． 18 14． 93 74． 14 66． 94

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 11． 41 19． 29 0． 01 0． 01 12． 71 11． 65

新 加 坡 5． 28 4． 01 2． 16 2． 34 0． 50 1． 98

美　 　 国 9． 50 4． 08 21． 03 19． 39 1． 51 1． 36

日　 　 本 8． 18 6． 32 15． 47 9． 15 0． 27 0． 28

港 澳 台 44． 01 42． 78 20． 50 17． 09 75． 49 67． 68

东盟国家 6． 98 5． 44 6． 85 7． 84 1． 77 3． 89

亚太五个发达国家 19． 42 11． 92 39． 33 31． 77 3． 31 4． 74

欧洲四国 6． 47 4． 33 10． 13 11． 24 0． 88 1． 11

其他十个发展中国家 0． 26 0． 51 4． 73 7． 41 1． 04 2． 54

合　 　 计 88． 56 84． 28 81． 54 75． 36 95． 20 91． 63

全部总计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注: 亚太五个发达国家指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五国指英国、 德国、 法

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其他十个发展中国家指俄罗斯、 匈牙利、 罗马尼亚、 波兰、 巴西、 墨西哥、 阿

根廷、 委内瑞拉、 南非、 阿联酋。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www． cei． gov． cn)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和商务部、 国家统计

局、 外汇管理局 《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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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和波兰合计增长 1． 1 倍) (见表 10)。 这些国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商业移民的重要聚居区, 其对华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反映了海外新华商的带

动、 扩散和联动效应。

表 10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及重点侨区经贸关系统计 (增长倍数)

国家或地区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出口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003 ~ 2009 年累计比

1998 ~ 2003 年累计

2003 ~ 2009 年累计比

1998 ~ 2003 年累计

2009 年末比

2003 年末

香　 　 港 0． 68 2． 06 5． 68

澳　 　 门 0． 66 1． 50 3． 11

台　 　 湾 - 0． 28 2． 61 N

新 加 坡 0． 20 3． 03 28． 47

马来西亚 0． 33 3． 51 3． 77

泰　 　 国 - 0． 38 3． 57 1． 97

印度尼西亚 - 0． 09 3． 09 13． 73

菲 律 宾 - 0． 03 2． 59 15． 30

东盟其他五国 8． 66 3． 87 25． 42

港 澳 台 0． 53 2． 11 5． 63

东盟国家 0． 23 3． 26 15． 31

美　 　 国 - 0． 32 2． 43 5． 65

加 拿 大 0． 33 3． 48 35． 17

日　 　 本 0． 22 1． 20 6． 76

澳大利亚 0． 29 3． 12 13． 08

新 西 兰 1． 45 2． 77 1． 12

欧洲五国 0． 06 3． 13 8． 32

俄 罗 斯 1． 36 5． 57 35． 02

东欧三国 1． 10 4． 01 7． 21

拉美四国 1． 39 5． 26 4． 75

南　 　 非 3． 94 4． 04 50． 53

阿 联 酋 4． 31 4． 50 13． 13

维尔京群岛与开曼群岛 1． 67 3． 13 5． 78

合　 　 计 0． 50 2． 44 6． 12

全部总计 0． 58 2． 72 6． 40

　 　 注: 东盟其他五国指文莱、 越南、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欧洲五国指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东欧三国指匈牙利、 罗马尼亚、 波兰; 拉美四国指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和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外汇管理局

《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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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作用

海外华商对华直接投资和大陆新华商建立的全球营销网络是中国商品出口的

两股重要推动力量。 投资中国的老华商主要凭借其业已建立的海外销售渠道推销

中国制造的产品, 而新华商则从小本经营的贸易批发和零售做起, 逐渐建立起中

国劳动密集型小商品的全球销售网络。

如果从 1992 ~2009 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累计总额 (45976． 2 亿美元) 占同

期全国出口累计总额 (86124． 4 亿美元) 的比例 53． 4% ①与海外华商 (港澳台) 占

中国大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 60%推算, 则 1992 ~ 2009 年海外华商直接

投资企业带动了中国出口总额约 27585． 7 亿美元, 占同期中国出口总额的 32%。

改革开放以来, 出国经商的大陆新华商特别是沿海侨乡的新华商, 是中国商

品出口的海外推销大军。 据估算,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从中国大陆移出的新移

民约 600 万, 约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 13% , 主要移入地包括北美、 日本、 澳

洲、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俄罗斯等; 主要移出地是福建 (110

余万)、 浙江 (145 余万)、 广东 (100 余万)、 上海 (50 余万) 和北京 (30 万)

等②。 新移民不仅改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区域分布, 更重要的是为海外华商的经

营发展带来新的商机, 催生了众多为新移民提供服务的企业和行业, 并形成了专

门从事中国小商品出口贸易、 批发、 零售业务及专门提供移民、 旅游服务的新华

商群体, 在新华商群体中也崛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企业和企业集团。 新

华商尽管集中于海外华商的传统产业, 企业和投资规模小, 经营管理传统, 流动

性大, 但由于他们与中国大陆企业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贸易联

系, 成为推销中国产品和促进中国与新华商居住国之间经贸关系发展的有生力

量, 为中国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 资金网络、 技术网络、 合作关系网络, 这些

贡献是难以通过数据加以衡量的。

最典型的事例是浙江温州 (包括青田) 籍和福建籍的新华商。 温州商人在

北美、 拉美、 中东、 欧洲等全球各地建立了一大批贸易批发中心和加工、 零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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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的相关数据统计。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 2007、 2008、 2009 ), 中国新闻网 ( www.
chinanews． com)。



华侨华人蓝皮书

业, 已形成遍布全球的中国小商品销售网络。 例如, 浙江青田县新一代华商通过

利用服装设计、 生产和贸易批发的国际分工优势, 在巴黎成立纺织品进出口公

司, 1990 ~ 2004 年在法国发展了上千家纺织品批发企业, 打破犹太人的垄断,

将中国制造的纺织品销往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 周松波的周氏王朝集团

1995 年以后在欧洲和中国各地创办了 10 家公司, 业务涉及贸易、 金融、 技术引

进、 物流等领域, 仅 2001 年集团就占了奥地利与中国贸易额的 17%左右和中德

贸易额的 6% 。 据估计, 2000 ~ 2009 年, 青田海外华商每年所带动的中国出口贸

易达 100 多亿美元, 支撑近万家国内企业的外贸订单, 为国内创造近百万就业岗

位。 在国外积累资金和经验后, 青田新华商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还回国投资

创业, 在中国国内 20 多个省市区累计投资超过 500 亿元, 遍布制造业、 商业贸

易、 房地产、 酒店、 信息、 生态农业、 水电等行业①。 在福建商人主要聚居地东

南亚,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商也显示了迅猛的发展势头。 根据对菲律宾华人新移

民的抽样调查, 马尼拉中国城新兴的购物中心约 90%以上的商铺为中国人所有,

全菲约 70%的 (中国) 货物来自那里的批发商, 这些商品有 65． 5%来自中国②。

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区和新华商居住国是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 这可以

从中国对港澳台和重点侨区的出口比重和增长情况得到间接反映。 中国对老华

商聚居区 (东盟国家) 及新华商活跃区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拉美四国、 欧洲

五国、 俄罗斯、 东欧三国、 南非、 阿联酋) 的出口增长明显高于总体增长, 海

外重点侨区在中国对世界出口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 2004 ~ 2009 年

与 1998 ~ 2003 年 (累计出口) 相比, 在美日和香港等传统出口市场增速低于

总体出口增速和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

重从 6． 85%提高到 7． 84% , 对俄罗斯、 东欧、 拉美、 南非和阿联酋等十个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比重从 4． 73%提高到 7． 41% (见表 9); 2004 ~ 2009 年与 1998 ~

2003 年累计出口相比, 中国出口总额增长 2． 72 倍, 对港澳台与海外重点侨区

出口增长 2． 44 倍, 这主要是对美日和香港出口增速减慢所致, 但对俄罗斯出

口增长 5． 57 倍, 对拉美四国出口增长 5． 26 倍, 对阿联酋出口增长 4．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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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文永: 《浙江青田海外新华商群体探析》, 《八桂侨刊》 2009 年第 3 期, 第 44 ~ 48 页。
代帆: 《菲律宾中国新移民———马尼拉中国城田野调查》, 《太平洋学报》 2009 年第 10 期, 第

14 ~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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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非出口增长 4． 04 倍, 对东欧三国出口增长 4． 01 倍, 对加拿大出口增长

3． 48 倍, 对东盟国家出口增长达 3． 26 倍, 对欧洲五国出口增长 3． 13 倍, 对

澳大利亚出口增长 3． 12 倍 (见表10)。

(三)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中的作用

随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 2006 年起

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006 ~ 2009 年直接投资流量年平均增长近 70% , 到 2009

年末为止,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 2457． 5 亿美元, 中国境内投资者已

在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 12072 家,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有限责任公司 6968 家

(占 57． 1% ), 国有企业 1624 家 (占 13． 4% ), 私营企业 904 家 (占 7． 5% ), 股

份有限公司 867 家 (占 7． 2% ), 股份合作企业 585 家 (占 4． 9% ), 外商投资企

业 368 家 (占 3． 1%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16 家 (占 1． 8% ), 集体企业 142 家

(占 1． 2% )。 从境外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来看 (占 2009 年末境外企业总数比重),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 (30． 2% )、 批发与零售 (21． 9% ) 和商务服务业 (13． 1% ),

从投资存量来看 (占 2009 年末投资存量比重), 主要投向是商务 (29． 7% )、 金

融 (18． 7% )、 采矿 (16． 5% )、 批发与零售 (14． 5% )、 运储 (6． 8% )、 制造

(5． 5% ), 从 2009 年投资流量 (565． 3 亿美元) 来看, 主要投向商务 (36． 2% )、

采矿 (23． 6% )、 金融 (15． 4% )、 批发与零售 (10． 9% )、 制造 (4% )、 运储

(3． 7% )。 从投资存量的投向地来看 (占 2009 年末投资存量比重), 主要投向的

国家和地区是港澳地区 (67． 7% )、 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 (11． 7% )、 澳大利

亚 (2． 4% )、 新加坡 (2% )、 美国 (1． 4% )、 卢森堡 (1% )、 南非 (0． 94% )、

俄罗斯 (0． 9% )、 加拿大 (6． 8% ) 等①。

东盟国家、 亚太五个发达国家、 拉美四国、 东欧三国、 俄罗斯、 南非、 阿联

酋等重点侨区是除港澳台地区和离岸注册中心以外国内企业最主要的对外直接

投资目的地, 合计占除港澳台、 维尔京群岛、 开曼群岛以外 2009 年末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 (526． 2 亿美元) 的 52． 3% ; 到 2009 年末为止, 中国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约 80%投向港澳地区和除了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以外的重点侨区

(见表 9)。 国内企业对东盟国家 (特别是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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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商务部 《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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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 柬埔寨、 老挝)、 俄罗斯、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阿联酋、 东欧三国和西欧

五国等重点侨区的直接投资增长幅度远超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幅度 (见

表 10)。

东盟国家作为海外华商最重要的聚居区, 已成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

要目的地。 到 2009 年末, 中国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企业近 2000 家, 当地雇员 6

万人, 直接投资存量达 95． 714 亿美元, 主要投向新加坡、 缅甸、 印尼、 越南、

柬埔寨等国;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电气水生产供应、 批发与零

售、 制造业、 商务服务、 采矿、 建筑、 运储、 金融和农业等行业, 这些行业合计

约占 2009 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 97%和 2009 年投资流量的 98% (见

表 11)。

表 11　 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与主要目的国 (2009)

行　 业
流量

(万美元)
比重

(% )
年末存量

(万美元)
比重

(% )
主要目的国

电气水生产供应 34932 12． 95 185849 19． 42 新、缅、印尼、柬
批发和零售业 90995 33． 73 163406 17． 07 新、越、马、泰
制造业 27511 10． 20 148651 15． 53 越、马、泰、柬、老、印尼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207 5． 64 105117 10． 98 新、越、老
采矿业 46554 17． 25 91531 9． 56 缅、老、印尼、越
建筑业 18195 6． 74 67552 7． 06 柬、新、菲、缅
运输、仓储和邮政 6133 2． 27 66916 6． 99 新

金融业 14202 5． 26 66635 6． 96 新、马、印尼

农林牧渔业 11061 4． 10 34054 3． 56 老、越、泰、柬、缅、印尼、菲
其他行业 5020 1． 86 27431 2． 87

合　 　 计 269810 100． 00 957142 100． 00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外汇管理局 《200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计算

编制。

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来看, 到 2009 年底, 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私营

企业 (浙江和福建的私营企业占对外投资私营企业总数的 70%以上) 设立的境

外企业占中国非国有企业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 12% 左右; 从对外直接投

资来源分布来看, 东部沿海六省市合计占 2009 年为止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的 58% , 其中, 广东 24． 09% , 上海 9． 06% , 浙江 7． 47% , 江苏 6． 62% ,

山东 6． 31% , 福建 4． 01% , 闽粤浙三个侨乡省份合计占 36% , 但从 2004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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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倍数来看, 浙江 (14． 12 倍)、 江苏 (8． 13 倍)、

福建 (7． 27 倍) 是其中增长较快而且高于同期各地平均增加倍数 (5． 1 倍) 的

三个省份①。

此外, 2004 ~ 2009 年与 1998 ~ 2003 年相比, 国内企业累计对外经济合作完

成营业额 (包括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 增长 2． 71 倍, 对一些重

要侨区的经济合作完成额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其中增长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是

阿联酋 (18． 42 倍)、 印尼 (16． 33 倍)、 澳大利亚 (11． 41 倍)、 拉美四国

(9． 84 倍)、 加拿大 (5． 41 倍)、 南非 (4． 82 倍)、 俄罗斯 (4． 18 倍)、 菲律宾

(3． 69 倍)、 东欧三国 (3． 28 倍)、 马来西亚 (2． 96 倍)②。

上述关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投向和来源分布说明, 海外重

点侨区是吸引包括境内港澳台和华商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私营企业在内的企业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主要区域, 港澳台商和海外华商最早进入的中国东部沿海

地区特别是重点侨乡开始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 海

外华商、 港澳台商和国内企业之间真正进入双向的甚至多向的互利互惠经贸关系

发展新时代。

(四)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发展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的格局, 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

与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台商和海外华商直接投资首选沿海地区侨乡直接相关, 同

时, 沿海地区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不同于内陆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尽管港澳台

商和海外华商的投资区域已明显地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但到目前为止, 东部

地区在外商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金额中仍然占绝对优势, 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仍然很大。

国务院侨办 2000 ~ 2002 年度和 2003 ~ 2005 年度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893 家参评侨资企业 70%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尤其是广东和福建等侨乡

地区, 中西部地区占总数的 30% ③。 根据对 2000 ~ 2008 年度三届入选国务院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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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商务部 《2009 年度中国对外实际投资统计公报》 统计。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统计。
吴洪芹: 《从侨资企业看 FDI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外资》 2007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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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共 206 家侨资企业的重新统计, 福建和广东两个

主要侨乡占三届入选企业总数的 42． 72%和最近一届 (2006 ~ 2008 年度) 100 家

入选企业总数近 50% , 东部地区合计占三届入选企业总数的 86． 41%和最近一届

入选企业总数的 88% (见表 12)。

表 12　 侨资明星企业国内区域分布

省份或地区
2000 ~ 2008 年(三届合计)

家　 数 比重(% ) (家数)
2006 ~ 2008 年度

(家数)

东部 12 个省市区 178 86． 41 88

福　 　 建 36 17． 48 22

广　 　 东 52 25． 24 27

江　 　 苏 26 12． 62 16

浙　 　 江 14 6． 8 4

上　 　 海 14 6． 8 9

其他省市区 28 13． 59 12

总　 　 计 206 100． 00 100

　 　 注: 东部 12 个省市区包括表中列出的 5 个省市, 加上北京、 山东、 广西、 辽宁、 河北、 天津、 海

南 7 个省市区。
资料来源: 同上表 8。

侨资企业的这种区域分布与全国外商投资额和投资企业区域分布基本一致,

如东部地区占 1998 ~ 2004 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仍高达 87． 2% , 2009 年底外资企

业登记户数东部地区占 80． 4% (见表 13)。 但是, 从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资企业的

比重来看, 外资向中西部推进的步伐明显加快, 如东部地区占地区合计实际利用

外资金额的比例从 1987 ~ 1991 年的 92． 5% 下降到 1992 ~ 1997 年的 87． 5% 和

1998 ~ 2004 年的 87． 2% ; 其中, 作为外商早期重点投向地区的闽粤浙三省, 占

地区合计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从 51． 8% 降到 41． 7% 和 35． 6% , 三省占东部地区

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也从 56%降到 47． 6%和 40． 8% , 中西部地区合计占地区合

计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从 7． 5%提高到 12． 5%和 12． 7% (见表 1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外商投资、 外贸出口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通过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进行加权平均

获得各省市区的加权人均收入, 然后再对全国 31 个省市区重新排序和归类, 将

中国 31 个省市区分为高、 中、 低收入三类区域, 结果完全解释了人均 GDP、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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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区域分布

项目 年 地区合计 东部比重
闽粤浙

比重

闽粤浙

占东部比重

中西部

比重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

外企年末投资总额

(亿美元,% )

年底登记外企户数

(户,% )

1987 ~ 1991

1992 ~ 1997

1998 ~ 2004

2005

2009

2005

2009

144． 2

1956

3378． 5

14638

24031

260000

434009

92． 50

87． 50

87． 20

85． 80

84． 50

86． 60

80． 40

51． 80

41． 70

35． 60

31． 80

28． 10

36． 80

32． 70

56． 00

47． 60

40． 80

37． 10

33． 30

42． 50

40． 70

7． 50

12． 50

12． 70

14． 20

15． 50

13． 40

19． 60

　 　 注: 东部地区包括福建、 广东、 浙江、 上海、 江苏、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海南、 广

西 12 个省市区。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统计。

和服务业增加值与外商投资、 非国有投资比例、 出口贸易等指标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 (见表 14)。 这充分说明了外商投资、 出口贸易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东部地区

表 14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比较 (2008 年)

指　 标 高收入地区 中等收入地区 低收入地区

总人口比重(% ) 33． 97 30． 24 35． 80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 52． 99 24． 80 22． 21

区域人均 GDP(元) 39020 20514 15519

区域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人均 GDP(% ) 171． 9 90． 4 68． 4

工业增加值比重(% ) 54． 90 24． 19 20． 91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57． 18 23． 00 19． 82

非国有投资比例(占区内固定资产投资)(% ) 78． 10 69． 90 67． 70

外商投资企业比重(% ) 77． 14 12． 34 10． 53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注册资本比重(% ) 82． 51 10． 43 7． 06

出口总额比重(% ) 87． 79 6． 81 5． 41

　 　 注: 综合考虑 (加权平均)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将

全国 31 个省市区分为: 高收入地区 (从高到低排列, 下同): 上海、 北京、 浙江、 天津、 广东、 江苏、
福建、 山东、 辽宁 9 个省市; 中等收入地区: 内蒙古、 吉林、 重庆、 黑龙江、 湖北、 河北、 湖南、 海

南、 江西、 山西 10 个省市区; 低收入地区: 宁夏、 河南、 安徽、 广西、 四川、 陕西、 新疆、 青海、 云

南、 甘肃、 西藏、 贵州12 个省区。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权重 (A)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 人均 GDP, 城

镇人均收入权重 (B) = (1 - A) × 城镇人口比率, 农村人均收入权重 (C) = (1 - B)。 外商投资包

括港澳台资。 除特别注明外, 表中比重指占全国 31 个省市区合计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www． stats． gov． cn) 《中国统计年鉴》 (2009) 相关数据计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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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原因主要是外商投资不仅仅带来资金和技术, 解决了就

业问题, 更重要的是带来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聚集和扩散效应, 这也是作为外商投

资主力的港澳台和海外华商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的看不见的贡献, 也预

示着港澳台和海外华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将是平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差

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五) 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港澳台和海外华商的投资不仅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 而

且也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升级效应和溢出效应, 从而使中国制造业和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高,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群, 并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2006

年的最高比重 47． 9% , 2009 年降为 46． 8% , 其中,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也从 2006 年最高的 41． 2% 降到 2009 年的 40． 1% , 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则从 1990 年的 31． 6% 提高到 2006 年的 41． 2% , 并在 2009 年达到

42． 6% , 首次超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

率从 1990 年的 58． 3%提高到 1994 年的 93． 4%和 2009 年的 95． 3% ; 与此同时,

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5． 6%降到 2009 年的 5． 25% , 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75． 4%进一步提高到 2009 年的 94． 75% , 机械与运输设备、 杂项制品、 轻纺和

橡胶及矿冶制品已成为中国三大类出口产品, 分别占 2009 年出口总额的

49． 12% 、 24． 95%和 15． 38% , 其中, 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从 1990 年的 9%迅速提高到 1995 年的 21． 1% 、 2005 年的 46． 2% 和 2009 年的

49． 12% ①。

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上述变化与外商特别是港澳台和海外华商企业积

极参与中国工业、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 2000 ~

2008 年三届入选国务院侨办 “全国百家明星侨资企业” 的 206 家侨资企业中,

传统工业制造 (包装、 印刷、 造纸、 玻璃、 轮胎、 建材、 金属、 化工、 化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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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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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占 24． 27% , 消费品制造 (纺织、 家电、 鞋服、 食品、 饮料、 化妆品) 占

21． 84% , 房地产与建筑占 16． 99% , 高新技术产业 (生物制药、 电子与信息、

新能源、 新材料) 与机电制造 (汽车、 机电、 机械、 设备、 电气) 合计占

20． 87% ; 而最近一届入选的 100 家明星侨资企业 30% 分布在传统工业制造,

15%分布在消费品制造, 22%分布在房地产与建筑, 20%分布在高新技术产业与

机电制造 (见表 15)。 根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 (2007) 到上海投资创业的新侨总

数达 6 万余人, 在上海创办企业 3250 家, 总投资超过 4． 5 亿美元, 在中国已建

立的 60 多个创业园区内, 华侨华人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5000 多家, 年产值

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①。

表 15　 侨资明星企业行业分布

业务分类
2006 ~ 2008 年度 2000 ~ 2008 年(三届合计)

家数 家数 比重(% )

传统工业制造(包装、印刷、造纸、玻璃、轮胎、建
材、金属、化工、化纤)

30 50 24． 27

消费品制造(纺织、家电、鞋服、食品、饮料、化妆品) 15 45 21． 84

房地产与建筑 22 35 16． 99

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制药、电子与信息、新能源、新
材料)

11 34 16． 50

电力与燃气 6 10 4． 85

机电制造(汽车、机电、机械、设备、电气) 9 9 4． 37

商业批发与零售 1 8 3． 88

其他(酒店、运输物流、农林、综合) 6 15 7． 28

合　 　 计 100 206 100． 00

　 　 资料来源及表注: 同上表 8。

表 16 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表 15 和表 16 的

相关数据尽管没有完全的可变性, 但细加对照可以发现, 明星侨资企业的行业结

构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业结构存在的主要不同是, 侨资房地产企业所占比重

较高, 制造业企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且有所提高, 高新技术企业比重相对较小,

而 2009 年与 2004 年相比, 全部外商投资高新技术 (如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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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 企业及投资总额所占比重有明显的提高, 制造业企业所占比重有明显

的下降。

表 16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

单位: %

行　 　 业
占年末投资总额比重 占年底登记企业户数比重

2004 年 2009 年 2004 年 2009 年

制造业 60． 35 55． 54 70． 44 44． 14

房地产业 12． 66 12． 36 5． 20 4． 09

电气水生产供应 5． 09 5． 22 0． 65 0． 8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 16 4． 68 2． 67 7． 4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 69 4． 10 1． 84 14． 7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 22 3． 37 1． 68 2． 44

批发和零售业 1． 78 3． 35 4． 22 12． 99

其他行业 11． 77 11． 38 13． 30 13． 25

总　 　 计 99． 72 100． 00 100． 00 100． 0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统计。

随着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

长, 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几年来面临的经济衰退, 北美、 西欧等海外重要侨区

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和投资方兴未艾, 海外华人和华商在中国产业结构再次升级

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除了直接参与中国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创业、 投资和

创新活动以外, 海外华人和华商在引进国外高新技术和风险资金中的中介和示范

作用也不可小视。

(六) 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海外华商通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 还

引发了中国大陆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起, 这是海外华商

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溢出效应。

中国大陆富豪 (见表 2)、 侨资明星企业 (见表 12)、 外商投资企业 (见表

13) 的国内地域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省市特别是闽粤浙沿海侨乡省份, 以

及外资、 外贸和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与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所呈现的正

相关关系 (见表 14) 等事实, 说明外商投资对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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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溢出效应, 而港澳台和海外华商在这些方面的作用远超过非华商。 这主要

是因为这些华商与大陆侨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中国合作伙伴或雇员之间

语言相通、 文化背景相似、 沟通方便。 尽管海外华商企业投资规模不大, 但由于

初期聚集在某一地区投资发展, 随着产业的区域聚集, 配套设施和企业不断完

善, 产业聚群逐渐成形, 区域内的投资创业成本、 生产经营资源和社会资本优势

不断积累并逐渐显现, 对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的示范和溢出效应更大, 效果更

好。 正因为如此, 沿海侨乡 (如福建省主要侨乡晋江和石狮民营经济的兴起与

发展模式) 民众从最初创办个体、 私营和股份合作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做起,

逐渐积累资本和经验, 进而将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 推动企业在国内外上市集

资, 致力于品牌建设、 技术升级和创新, 将企业经营做大做强, 从而产生了一大

批大陆本土的民营企业家和富豪。 一些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投资海外并通过海外

机构再投资国内, 成为海外新华商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起, 海内外华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意识

不断加强, 合作共赢的局面初步形成, 中国大陆和海外已成为海内外华商合作的

共同舞台。 在入选 2010 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的 400 名富豪中, 有 20 名富

豪身份属于海外华人 (其中香港 19 人, 新加坡 1 人), 他们合计财富 241． 4 亿美

元, 平均财富 12． 1 亿美元, 超过其他大陆富豪的平均财富 (10． 5 亿美元) (见

表 2)。 在海外华人富豪中, 也不时出现大陆背景或以中国大陆为投资发展基地

的富豪身影, 如侨鑫集团的周泽荣和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的施正荣 2009 年进入

澳大利亚 200 富豪榜 (见本文第一部分相关阐述)。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带动下, 中国大陆崛起了一大批新的富豪。 中国大陆富豪

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省市特别是闽粤浙侨乡 (见表 2)。 从入选 2010 年度福布斯

中国大陆富豪榜的 400 名富豪的主要财富来源来看, 高新技术产业与机电制造两

者合计占富豪总数的 34． 75% , 房地产与建筑占 20% (见表 17), 因此, 高新技

术产业和房地产是中国大陆富豪的两个主要财富来源。

中国大陆本土民营高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领域和东部发

达省市, 从入选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2008 年度 “全球华商高科技企业 500 强” 的

300 家大陆企业 (都是民营企业或上市公司) 的分布来看, 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

分别占入选企业总数的 51． 7%和 15． 3% , 近 70% 分布在东部七省市, 其中, 闽

粤浙三个侨乡省份占总数的 32% , 占东部七省市的 46% (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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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中国大陆富豪财富来源分布

业务分类

核心业务 多元化业务

前 100 名 前 400 名 前 400 名 前 400 名 前 400 名

个数 个数 % 个数 %

高新技术产业(电子、IT 与网络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及环保技术,医药与生

物工程)
25 103 25． 75 5 1． 25

房地产、建筑、基建 17 80 20． 00 18 4． 50

消费品制造业(家电、纺织、鞋服、玩
具、食品、饮料及其他)

12 60 15． 00 1 0． 25

机电制造业(汽车、机电、电气、机械、
装备)

9 36 9． 00 3 0． 75

传统工业品制造业 (化工、造纸、金
属、建材、塑料等)

11 33 8． 25 7 1． 75

批发与零售 9 30 7． 50 3 0． 75

矿产开采与冶炼 5 20 5． 00 1 0． 25

农林牧渔业 4 12 3． 00 0 0． 00

多元化投资控股 4 12 3． 00 30 7． 50

其他 4 14 3． 50 4 1． 00

合　 　 计 100 400 100． 00 72 18． 00

　 　 资料来源: 根据 2010 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并参考相关企业资料统计。

表 18　 中国大陆高科技民营企业 300 强地区和行业分布 (2008)
单位: 家数

地　 区 总计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先进

制造业
环保化工 新能源

航空航天

及其他

广　 东 51 33 6 7 3 1 1 0
北　 京 39 31 2 0 2 1 0 3
江　 苏 38 15 7 7 6 1 2 0
浙　 江 28 15 3 4 4 1 1 0
上　 海 20 16 1 1 1 0 0 1
福　 建 16 10 0 1 2 3 0 0
山　 东 15 5 7 2 1 0 0 0
小　 计 207 125 26 22 19 7 4 4

其他省市区 93 30 20 15 17 3 3 5
合　 计 300 155 46 37 36 10 7 9

　 　 注: 电子与信息产业包括电子、 电器、 通信、 网络、 半导体。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www． wecba． org) “2008 年全球华商高科技企业 500 强” 排名

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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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贡献可以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进行估算。 表

19 是根据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实际利用额, 按

照历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占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的实

际比重, 并根据海外华商(包括港澳台商) 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 60% 的估计比

重加以估算, 结果显示, 尽管由于国内资本的快速增加导致海外华商直接投资

占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 1992 ~ 1997 年的 7． 11% 降低到 1998 ~ 2003 年的

5． 78% , 并在 2004 ~ 2009 年进一步降低到 3． 05% , 但海外华商直接投资 (按

美元计算) 1998 ~ 2003 年比 1992 ~ 1997 年增长 42． 09% , 2004 ~ 2009 年比

1998 ~ 2003 年增长 57． 77% , 由于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

从 1992 ~ 1997 年的 20． 46% 提高到 1998 ~ 2003 年的 30． 13% , 并在 2004 ~ 2009

年进一步提高到 34． 1% , 使海外华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合计占中国名义 GDP (历

年现价) 的比重从 1992 ~ 1997 年的 6． 49%提高到 1998 ~ 2003 年的 8． 6% , 并在

2004 ~ 2009 年进一步提高到 11． 94% (见表 19)。

表 19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估算

　
1992 ~ 1997 年

累计

1998 ~ 2003 年

累计

2004 ~ 2009 年

累计

实际利用海外华商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1180． 76 1677． 74 　 2647． 03

实际利用海外华商直接投资额(亿元人民币)
(按历年加权平均汇率换算)

9274． 21 13887． 87 19941． 73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亿元人民币) 12392． 92 41364． 11 158642． 54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总额合计(亿元人民币) 21667． 13 55251． 98 178584． 27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占总额合计 GDP 比重(% ) 6． 49 8． 60 11． 94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 ) 20． 46 30． 13 34． 10

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 7． 11 5． 78 3． 05

　 　 注: 估算依据是海外华商 (包括港澳台商) 占全部外商投资的 60%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相关数据估算。

但如果仅从这些数据来看海外华商的作用将无法反映大量的深层次事实。 海

外华商通过直接投资及其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增长、 区域经济聚集和扩散、 产业结

构升级、 民营经济兴起, 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正在或即将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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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

献无法通过数据衡量, 典型的有: 第一, 海外华商及新华商对中国小商品走向世

界、 占领国际市场和全球华人营销网络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 港台厂商、 大

陆厂商与其他海外华商之间的合作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艺技术改进、 国

际销售网络及品牌建立所作出的贡献; 第三, 北美留学归国人才在引进硅谷风险

投资和企业运作模式及引进海外创新团队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四, 台湾电子厂商

及其他华商在东莞和昆山形成的产业集群对中国 IT 及其相关产业研发、 制造和

服务一体化产业链形成所作出的贡献①; 第五, 华人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 台

湾、 香港、 东南亚、 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区域性或全球性研发、 制造与营销资

源配置中所起的独特作用②。

总之, 以香港—新加坡—上海—深圳—纽约等金融中心为节点的全球华商筹

资网络、 遍布全球的华商加工制造与营销网络及以硅谷—台湾—北京—上海—苏

州—东莞为节点的全球华商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网络, 已经并将继续推进中国的区

域和产业经济发展, 提升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　 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作用新思路

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需要走出海外华商研究和政策

导向上存在的若干误区, 并将海外华商的作用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

景下来思考, 重视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后续效应和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华

商的反馈效应, 从海外华商与国内经济和居住地经济之间、 海内外华商之间、 华

商与非华商之间协同发展角度思考海外华商的发展动向和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外华

商的作用等问题。

(一) 关于海外华商作用的研究误区

关于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892

①

②

康荣平: 《全球华人资源与中国产业发展》, 《经济研究参考》 2004 年第 45 期, 第 2 ~ 13 页。
康荣平、 柯银斌: 《华人跨国公司的成长模式》, 《管理世界》 2002 年第 2 期, 第 103 ~ 109 页。
对华人跨国公司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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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视海外华商对中国的投资研究而忽视海外华商对中国投资所引起的深

层次的后续效应和中国经济发展对海外华商发展的反馈效应。 结果是只停留在对

海外华商在中国引进外资中的作用研究, 未能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次的连锁影响。

(2) 重视种族内网络作用的研究而忽视种族间网络作用的研究。 结果是对华

商内部网络过分强调, 忽视或轻视华商与非华商之间、 华人企业与非华人企业之间

合作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 进而可能导致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中狭义的民族主义。

(3) 在研究华商网络问题上重视种族、 文化、 历史因素的联结作用而忽视

经济利益的联结作用, 更多地强调种族和文化认同而忽视华商在全球产业分工协

作中的利益考量。 结果可能在 “中国威胁论” 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授人以柄, 最

终不仅不利于利用、 发挥华商的作用, 甚至可能损害华商和中国与华商居住国之

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海外一些学者已注意到某些研究误区及其影响。 例如, 日本学者岩崎育夫认

为, 东南亚华人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以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动机, 而非一般所认为的

资本膨胀说、 资本逃避说和故乡 (感情) 投资说①。 黄丽嫣和雅各布森②通过对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印尼华裔中小企业的实地调查发现, 华人企业家是否利用华

人关系网做生意, 主要出于经济利益考虑, 而不是种族身份; 华人企业家之间既

有合作但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华人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带给他们可供利用的

机会和居住国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对华人的态度), 来调整他们关于华人特

性的认同或排斥, 华人关系网络只是一种权宜性的结构; 随着中国投资和市场机

会的不断扩大, 东南亚非华人企业家对于利用华商关系网络反而更感兴趣。 戈梅

斯等人③对投资中国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案例研究表明, 华人企业之间相

互竞争甚于相互合作, 华人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跨种族的企业关系更加普遍; 文

化与种族身份充其量只是企业家、 社区组织和政府为了合理追求其自身利益而加

以运用的社会概念; 华人只是为了抓住 (中国的) 经济机会而利用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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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中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种族身份只有在移民阶段才成为帮助

其适应新环境和寻找经济机会的重要因素。

此外, 对相关国家对华商态度和政策的动态研究是华商和国际问题研究中需

要加强的一个薄弱环节。 华商居住国政府对华商的态度和政策直接影响到海外华

商的经营、 投资和发展, 进而也影响到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例如, 近些年来,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等东盟国家政府对华商及其对华投资的态度和政策从负

面或中性转向正面, 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

间的经贸关系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而俄罗斯和西欧、 东欧一些国家对新华商的

态度和政策却因各种原因从正面或中性转向负面, 新华商传统的经营模式、 过度

的区域聚集和 “灰色经营”, 加上经济不景气下当地企业和商人所感受到的竞争

压力混杂在一起, 影响到一些国家对新华商的态度和政策导向, 进而阻碍了中国

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这些动向及其可能引起的相关影响都是值得深

入研究的问题。

(二) 关于海外华商作用的政策误区

关于中国如何利用和发挥海外华商经济作用的政策或政策建议的误区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

(1) 重视老华商和大华商的作用而忽视大华商和老华商与中小华商、 新华

商、 新生代华商之间的协同作用, 特别是对新华商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建立销售网

络、 树立中国商品品牌方面的作用重视不够。

(2) 重视海外华商在 “引进来” 中的作用而忽视海外华商在 “走出去” 中

的作用, 强调海外华商在国有企业 “走出去” 战略中的作用而低估海外华商在

民营企业 “走出去” 战略中的作用。

(3) 强调海外华商在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中的直接作用, 低估海外华

商投资和贸易活动对中国产业、 区域和民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部连锁效应

(包括正面和负面的), 结果是提出的对策可能缺乏远见。

(4) 重视华商网络的资本运作 (筹资、 投资和并购) 功能而忽视华商网络

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结果是导致在招商引资政策导向上只求数量和规模, 对招

商引资项目在技术创新与扩散、 渠道配置与信息搜集、 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的

无形和长远影响缺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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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作用的政策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主要体现在: 第一,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和创造大国转变; 第二, 从货物贸易大国向货物贸易强国和服务贸易大国转

变; 第三, 从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大国向 FDI 强国和 ODI (对外直接投资) 大

国转变。 因此, 对外开放和对外经贸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海外重点侨区既是华侨华人和华商聚集区, 也是中国对外经贸的主要地区。

在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中, 海外华商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了更有效地发

挥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在政策导向上需要改进或调整的

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 在利用海外华商直接投资方面: 进一步为港澳台、 海外华商与非华商、

中国大陆民营企业之间搭建相互沟通和合作的平台, 以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为中

心进行联合推介和引进, 聚集相关各方的优势资源, 以带动海内外大中小企业之

间的联动和合作, 提高投资项目和地区的后续配套投资和后续效应。

(2) 在利用海外华商开拓出口市场方面: 在国内推动设立专门服务于大陆

新华商海外投资经营的行业或专业协会, 指导海外贸易批发和零售网点的区域合

理布局, 为新华商在海外的投资发展提供信息与法律咨询、 政策和技术支持, 以

利于大批中小规模的海外新华商尽快实现经营转型和通过股份合作走上规模经营

和联合经营, 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品牌竞争力, 避免相互杀价竞争, 培育一批在

海外推销中国新兴产业产品和从事技术、 服务贸易的新华商。

(3) 在利用海外华商开展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方面: 随着国内劳动力、 原

材料和能源成本的提高, 相当一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企业需要转移到东南亚、

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通过与海外华商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降低由于对海外市场、

劳动就业环境、 政策法规的不了解或因对投资环境、 合作伙伴、 购并资产的信息

不对称所带来的对外投资与经营风险, 提高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质量和成功

率,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少走弯路。

(4) 在利用海外华商加快产业升级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正处

于关键时期, 如何引导海外华商投向中国高新技术领域是国内招商引资政策面临

的新课题。 技术和产品创新、 人才、 风险资金、 风险投资管理、 风险企业的后续

运营发展等, 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需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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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的技术、 人才、 风险投资、 信息、 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合作。 寻求将港澳和东

盟华商的资金优势、 北美等发达国家华商的技术和人才优势、 台湾华商的技术应

用和制造工艺优势与中国大陆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本土优势结合在一起, 将有助

于更快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5) 在利用海外华商发展区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方面: 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

表明, 由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港澳台和海外华商直接投资所引发的对区域经济和

民营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是改变经济发展格局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 尽

管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已开始加快向中西部转移, 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利用

外资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培育一批民

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引导海外华商直接投资参与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开发有助于

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 也是平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

要途径。

结　 束　 语

本文从全球华商财富的地域和行业分布两个角度综合阐述了全球华商的发展

态势和特征, 其主要结论是: 全球华商的财富分布格局虽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改变, 但随着中国大陆富豪的崛起, 北美和澳洲等发达国家华人高科技企业的兴

起,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大陆新华商和其他新华商不断扩大传统产业的地盘并审时

度势地走向现代化, 全球华商财富的地域和行业分布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在

这一变化过程中,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和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与港澳台和广大新老海外

华商的参与、 促进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他们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和贸易对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民营经济兴起、 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扩大等, 起到了

先导、 示范、 溢出、 联动和中介等作用, 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并正在或即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产生影响。

为了进一步发挥海外华商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需要走出关于

海外华商作用研究和政策导向上的若干误区。 形成这些误区的主要原因是未能从

协同发展的角度和多向度的视野来考虑海外华人和华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问

题。 因此, 厘清不同背景和来源的华商 (包括大陆本土新兴华商在内) 和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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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或角色, 发挥海外华商在协调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 发展中国新兴产业和提高民营经济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的作用, 是中

国经济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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