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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不

断发展，多边贸易体系遭到破坏，

全球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对

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

国内消费需求短时间内难以再提

升，“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消费皆

受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既

有的增速，只能依赖于投资。然而，

在防范房地产泡沫及严控地方债

务的政策限制下，当前国内的投资

政策及机制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此，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

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就成为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价值链重

构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

中国吸引 FDI的挑战与机遇

（一）挑战：生产成本变化及发

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不利于中国

吸引 FDI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

是依照各国或各地区的资源禀赋、

生产成本布局的，每个国家或地区

处于其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跨国

公司为了最大化地获取利润，通常

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

及较为宽松的环境、资源管制政策

将密集型的生产及资源消耗环节

布局在这些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

及丰富的资源，不仅劳动力成本较

低，而且对资源、环境的管制也不

太严格，改革开放 40多年来，跨国

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的生产企

业以及与其有关的代工类企业，一

跃成为“世界工厂”。外资的进入带

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帮助

中国迅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同时

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

及环境污染。如今，随着中国人口

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城镇化建设的

放慢，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

升。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

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平均工资

只有美国的 33%，到 2019年中国人

均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71.21%，工资的上涨直接带动了外

资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加上近些

年中国政府对于环保、资源的管制

力度在加强，大量高能耗、高污染

的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失去了生

存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因美日

欧主导的区域或多边贸易体系，将

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地

区纳入其中，使得东南亚各国的成

本优势极为明显，跨国公司将设在

中国的生产线或企业整体迁移到

东南亚各国，同时享有贸易及成本

优势。此外，在全球经济普遍下行

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发

达国家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

及更好地促进社会就业，大力实施

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本

土。美国自从特朗普上台后，更是

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手段来争取美

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主导权，并

通过税收、教育、移民等手段来吸

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北美。高端制造

业一直是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核心

领域，世界各国均重视高端制造业

的发展，并在该领域大力吸引外

资。就中国高端制造业引资情况

看，虽然引资额一直在持续增长，

但从 2009年以来，引资的速度开

始放缓，特别是 2018年中美贸易

摩擦之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与美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来自于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外资逐步减

少。虽然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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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吸引外资额达到了 234.1 亿美

元，但高端制造业引资比例比 2018

年下降了 12.7%，来自于欧美日发

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资本比 2018

年下降了 24.9%。可见，在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战略下，其高端制造业向

中国转移的比例在下降，不仅直接

影响中国引资质量，也不利于中国

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二）机遇：人力资本积累及消

费市场的升级有助于吸引 FDI

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

构在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也在不

断提升。人力成本提升，一方面是

老龄化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

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结果。教育部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学龄儿

童的入学率达到了 99.98%，高等教

育、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每万人中

拥有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 31.08%，

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

了大量高素质一线劳动力。中国已

拥有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体系以及最大规模的研究生

培养体系，北京、上海、武汉、南京

等地聚集着大量的高水平人才。中

国人力资本经过长期积累，人力资

源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我

国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生产

性服务业的发展及技术创新能力

直接对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带动制造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核心

竞争力的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及要素生产率得到

提升后，可以更好地引进外资，也

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另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使得民众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消费者对市场需求开

始多元化和差异化，不再只是满足

消费标准化的工业品，转而追求更

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智能产品。由

此，中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得到了

快速发展，降低了个性化产品的生

产成本并缩短了人们交易的流程

与时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中国

服务业日渐个性化和高端化，智能

定制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大市场。在制造业、服务

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消费市场

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到中国投资高

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资具有较

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是中国引资的

重大机遇。

二、当前中国吸引 FDI存在

的问题

（一）引资结构不合理

中国引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引资不

合理。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

业，第一和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比

重不高。自从加入 WTO之后，我国

加大了引资力度，但从 2001-2018

年间，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比例始

终没有突破引资总额的 2%，在个别

年份如 2018、2006 年的比重还不

到 1%；第二产业始终是外商投资的

主要领域，占到了中国吸引外资比

重的 50%以上，在个别年份如 2018

年，达到了 74.1%；第三产业近些年

来引资速度极快，引资比重也日渐

提升，实际利用外资额在 2011年

就超过了制造业，然而第三产业引

进的大部分外资至少超过 50%流向

了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助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

因素。总体看，虽然第二产业引资

比重最高，但有很大一部分外资流

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高技术行

业的引资比重始终不高，特别是计

算机、通信技术、高端设备制造、航

空航天等行业引资比重始终难以

提升，而且从 2018-2019年间还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之所以呈现这样

的局面，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市场

准入机制及欧美国家实现再工业

化等战略有关。第二，区域结构引

资不合理。从区域分布上看，东部

地区对外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中

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内陆地区

对外资吸引力不足，引资比重不

高。从 2001-2018年，东部地位吸

引外资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60-75%

之间，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 90%；西

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内陆地区吸引

外资比重最低，基本上保持在 10%

的水平，部分年份甚至还不到 5%；

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但基本

上也是维持在 15-30%之间，个别年

份低于 15%。虽然国家也出台了多

项优惠政策及激励措施，吸引外资

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但中西部地区

本身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存在

不足，对外资吸引力有限，中国引

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未能改

观。

（二）引资政策不合理

引资政策不合理主要体现在

对外资优惠政策过多，外资享有超

国民待遇，引发了市场竞争的不公

平。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建设

资金的不足，我国出台了很多优惠

措施来吸引外资，给予外资较多的

超国民待遇，在减少所得税的基础

上再实施“两免三补”，将民营企业

置于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虽

然从 2011年开始，对外商的优惠

政策开始减少，但外资享有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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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还是要高于民营企业。正是因

为长期的不公平市场竞争，导致外

资在我国部分产业领域中形成了

不同程度的垄断，导致这些领域的

民营经济难以发展壮大。据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

经济发展报告》中显示，外资通过

控股、并购等手段，对于市场准入

较低的行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

垄断。一方面，在引资比重最高的

制造业领域，外资企业通过并购、

交叉控股等方式已经对相关产业

形成了垄断性的控制力。最典型的

就是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市场基本

上被外资汽车巨头所垄断，大众、

丰田、通用控制了中国轿车、商务

车产量的 75.8%。即便是在汽车零

部件领域，本土企业所占的比重也

不会超过 15%，且主要集中于低端

汽车配件生产。另一方面，在外商

投资比重始终较低的农业领域，垄

断势头也比较明显。《2019年中国

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四大粮商通

过投资、并购、控股等手段已经控

制了中国 50%的农业产业链，在大

豆、玉米等作物的生产、加工等领

域的控制力超过了 60%，而在育种

领域也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

势，化肥、农药等农资领域也有垄

断苗头。外资在农业领域的垄断，

对中国粮食安全及农业生态安全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在

第三产业领域，外资在零售业领域

也开始体现其垄断控制力，不仅用

渠道优势来压缩国内供应商的利

润，而且还通过垄断控制来损害消

费者利益。外资在中国产业某些领

域形成的垄断优势，与长期以来引

资政策的不合理有直接关系。

（三）引资代价较高

外资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

以及提升中国产业的技术发展力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同样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对中国的环境、资

源及技术创新力等造成了难以估

量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环

境代价。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的

劳动力及较为宽松的环保政策，将

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

生产环节设在中国，对各地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纺织、造

纸、电镀、印刷等行业，对土壤、水

资源的污染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造

成了较大的破坏。第二，资源代价。

外资利用中国资源低价及管制较

松的特征，投资了大量的资源消耗

型产业，导致油气、煤炭等资源在

过去 40年有 20%被外资企业所消

耗。除此之外，对劳动力资源的消

耗也比较突出，体现在对劳动力剩

余价值的压榨，在知识密集型行业

比较明显。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

入中国后，对员工实施超过正常水

平的劳动力压榨，给劳动者带来了

巨大的心理及生理痛苦。第三，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力受到限制。跨国

公司构建的产业链，使得中国产生

了大批的代工类企业，这些中小企

业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海外订单，

对跨国公司订单、品牌及营销网络

有较大的依赖，对自身的技术创新

及研发没有足够动力，进而限制了

这些企业内生力的发展。在海外订

单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技术

创新力不足就比较突出，近些年台

资、港资以及内地民营资本的很多

中小型代工企业在跨国公司订单

减少以及报价降低的情况下大量

破产。仅广东东莞和深圳，从

2017-2019年，港资和台资代工类

企业破产或倒闭的就占到了中国

代工类企业的 35.9%，内资代工类

企业破产或倒闭的比例更高。

三、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

中国吸引 FDI的策略

（一）引导外商投资结构合理

化

具体而言：第一，推进外商投

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内外资平

等竞争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财政

等政策引导外商投资高端制造业、

高端服务业等行业，逐步淘汰高污

染、耗能耗的外资生产企业。同时，

鼓励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

业在中国建立技术研发部门，推进

其与中国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企业

研发部门之间的交流。此外，在引

资过程中还应该构建好资本防火

墙体系，避免国外游资、投机资本

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确保引

资质量与安全的双提升。第二，引

导外商投资区域的合理化。虽然中

国东部地区具有技术、资本、人力

等生产要素优势，也具备良好的基

础设施环境，但部分行业东部地区

产能比较饱和，因此应该鼓励外商

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

区各级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优惠

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充分发挥自

身制造业的优势，国家在这个过程

中应该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

持，包括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更多的

自贸区和经济特区，提升中西部地

区引资活力。通过政策引导，确保

中西部、东部地区引资结构合理

化，东部地区利用其生产要素优势

扩大高端服务业、高效农业及高端

制造业领域的引资，不断提升东部

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西

部地区要利用其工业、资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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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优势来吸引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的外国资本，进而不断

优化自身的产业链结构。

（二）加强外资企业垄断防范

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我国反

垄断监管体系。在《反垄断法》的基

础上，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在华并购

行为的安全审查，特别是要防范恶

意收购。通常看，并购的动机无非

是技术或市场，外资在华并购更多

看重的是市场。基于此，要站在全

球价值链的角度，对关乎国计民生

的某些行业严格外商投资规模及

比例，确保产业安全。对于外资的

垄断行为，要加强监管力度，加大

对垄断行业的市场监控。特别是在

农业领域的垄断，我国要及时修改

《反垄断法》第 56条，收回农业投

资的垄断豁免权；对于汽车等行

业，在反垄断的同时，要放宽民营

企业市场准入，分享跨国企业的技

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大对中小民

营企业的支持。民营企业是对抗垄

断的重要主体，且其具有“船小好

调头”的特质，生产、经营、组织等

比较灵活。因此要发挥民营企业优

势，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给予

民营企业以政策支持，确保内外资

竞争的公平。这方面可以学习印度

的经验，凡是在外资垄断的领域，

印度一律取消民营企业的进入限

制，以市场竞争的优势来瓦解垄断

并强化外资技术的溢出宽度。

（三）引导外商投资价值链重

构

具体而言：第一，在制造业领

域，各地要基于自身的工业基础、

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按照国务院

2017年修订的国务院第五版《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要求，引导

外商投资方向与“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的结合。鼓励外资在数控机

床、新一代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

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

设备、新能源汽车、新型电力设备、

新材料、生物制药及新型医疗器

械、高新农业装备等领域的投资规

模。各地政府应该从上述行业中多

方拓展外资来源渠道，结合当地的

其他产业优势，强化这些产业与当

地其他产业的深度结合，打造完整

的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第二，在

农业领域，引导外商在投资过程中

尽量延伸产业链。在外商投资种植

业、养殖业等领域，要鼓励其延长

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大政策优惠力

度，引导外商投资领域向种植业、

渔业、养殖业的价值链两端延伸，

特别要鼓励外商将投资价值链延

伸到农产品贸易领域，通过培育名

优品牌，提升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和

附加值，进而带动我国农业产业

化、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第三，在服

务业领域，要利用中国服务业的技

术创新优势及工业基础来引导外

商投资高技术服务业。如今我国人

口红利开始萎缩，服务业低成本引

资优势不再。因此围绕“中国制造

2025计划”，加大信息技术服务、研

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等领域引资比重，充分利用高新技

术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和速度的

增长能够加快科技开发、技术创新

及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中国产业整

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规范引资的社会规制体

系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

引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社

会福利及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由此

在提升引资质量的同时要加强社

会规制，避免出现环保、资源及技

术创新受限等代价。具体而言：第

一，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环境监管力

度。在引资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

保法》的要求，按照“谁污染谁付

费”的原则，提高外资破坏生态环

境的成本，引导外资进入低碳环

保、环境友好型产业。特别是在西

部生态脆弱的地区，要加大对引资

项目的环保审核力度，赋予社会民

众更多的环保监督权，严格杜绝对

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二，完善

外商投资过程中的劳动者权益保

护。在现有的《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基础上，制定《外资企业劳动者

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规

范外资企业劳动者合法权益，由此

推动劳动密集型外资规模的减少，

扩大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引资

规模，提升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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