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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积

极利用外资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全球性

城市国家”新加坡形成了很强的

经济互补作用。虽然新加坡国土

面积非常狭小，但根据世界银行

统计数据，2018 年新加坡人均

GDP高达 61230美元，位列全球第

8，属发达国家之列。新加坡之所

以能取得如此瞩目的经济成就，

与其以对外投资为主导的外向型

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一、新加坡对华投资动因

剖析

近年来，我国吸引外资的竞

争力在不断提升。《世界投资报告

2018》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17

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

目的地，当年的外商投资流量达

1363.2亿美元，占世界外商投资

总流量的 9.5%。然而，由于贸易保

护主义的抬头，以美国为首的一

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中

奉行单边主义，很大程度上威胁、

限制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

资。同时，我国正面临人口红利逐

渐消失、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均

衡、投资回报的边际效益递减、产

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因此，我国

十分有必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

贸投资与合作，从而满足我国国

内经济的发展需求。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最

早对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情况进

行研究的 Ding和 Zhu（1995）分析

了 1990-1993 年的数据，得到新

加坡的中小型企业最热衷于在中

国进行投资的结论。他们还提出，

这些企业在房地产开发、工业园

区建设、跨国公司业务以及技术

转让方面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在

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

方面，学者们较为关注我国中西

部地区。例如，刘世庆等人（2013）

认为新加坡在我国中西部的投资

明显不足，提出了我国中西部的

投资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建

议。由此，众多学者认为新加坡对

华直接投资能通过多种路径在我

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支持中

西部和协调东部的作用，是中国

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例如，刘宏等

人（2016）通过新加坡国内华商组

织跨界机制及其发展的研究，认

为新加坡对华投资对我国经济发

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基金项目]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YY17-015）。

[作者简介]袁晓晖（1997—），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于永恒（1996—），男，经济学学士；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通讯作者：过晓颖（1977—），女，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FDI、服务贸易。

如
何
吸
引
并
有
效
利
用
新
加
坡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

袁
晓
晖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于
永
恒

过
晓
颖

天
津
商
业
大
学

摘 要院新加坡一直推行积极开放的对外投资政策，目前已成为对华
投资额最高的国家之一。分析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导模

式和投资行业等发展现状，指出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提出加快我国中西部

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的进程、促进新加坡民间企业对我国中小企

业进行直接投资、放宽新加坡外商在相关行业的市场准入及份额限制的

中国方案，以期进一步吸引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并更具效率地利用新加

坡的外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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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扩大对外开

放、促进外商投资方面做出了一系

列重要决策部署。其中，积极吸引

外资就是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一环，

也是关键一环。一些学者也越发

意识到政府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例如，厉伟和赵儒南（2017）总

结了自中新建交后的中新间政府

合作项目，认为中新两国政府在

促进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发

挥着主导作用。

可以发现，虽然以往的研究对

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特

点、区域选择和产生的作用这几

个方面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但

已有的研究并未突出新加坡对华

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也未给

出翔实的改进方案。此外，还有一

些协调我国区域发展、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扩大我国相关行业对外开

放的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在我国当

下积极的政策引导下，新加坡对华

直接投资产生了什么变化？我国

应如何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制定

何种法律法规、创造何种便利的

投资渠道，来进一步扩大吸引新加

坡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本文将

直面这些问题，对新加坡对华直

接投资状况进行系统的分析，给

出针砭时弊的政策建议。

二、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

的现状

1985年，中新两国投资保护

协定的签署促使新加坡对我国进

行规模化的投资。此后，由于1990

年中新建交，两国关系进一步拉

近，新加坡掀起了大规模对华直

接投资的浪潮。虽然此后在 1997

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的美国

次贷危机期间，新加坡对华投资

有所减少，但新加坡近30年来对

华投资额总体处于不断增加的状

态。尤其是自 2008年中新自由贸

易协定签署以来，新加坡外商对华

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政府间投

资合作不断加深，新加坡对华直接

投资数额逐年增长，目前已成为我

国的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

截至 2017年，作为东盟中对

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新加坡

在华建立企业数为 23871家，占外

商在华设立企业总数的 2.7%；对

华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 900.3亿

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比例为

4.5%。同时，近年新加坡对华直接

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例如，2017

年新加坡在华建立外商企业 706

家，较 2016 年增长 3.6%，占同期

外商在中国建立企业总数的

2.0%。此外，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8 年新加坡对华投资发展迅

猛，新加坡对华投资项目高达 998

个，同比增长 41.4%，当年对华实

际投资金额高达 52.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9.4%。

在我国众多外资来源地中，新

加坡已然位列第四（前三依次为

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日

本）。新加坡虽然经济实力不如美

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德国及

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但在对华直

接投资份额中占有很大比例。并

且，不同于美国与英国等欧美国家

对华直接投资年度波动大、数额愈

发趋于下降的总体趋势，新加坡近

十年来对中国投资动力保持强劲，

投资设立企业数目较多，对我国经

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

存在的问题

（一）新加坡对华投资区位分

布不均

从我国开始具有规模的吸收

来自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开始，新

加坡对华投资区域便集中于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且这种状态在近年

来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商务部最

新数据（表 1）显示，2015年，新加

坡在我国东部地区投资建立企业

多达 670家，占同期新加坡在我国

境内设立企业总数的 87.9%；直接

投资金额为 499783万美元，占同

期新加坡对华总投资比重的 72%，

新加坡在我国东部地区进行直接

投资的规模远远大于中西部地

区。

而中国不同区域所吸引新加

坡直接投资规模具有巨大差异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表 1 新加坡 2015年在华投资区域分布 金额单位：万美元

投资地区 设立企业个数 比重(％ ) 投资金额 比重(％ )

东部地区 670 87.9 499783 72.4

中部地区 35 4.6 31330 4.5

西部地区 57 7.5 159264 23.1

总计 762 100 690377 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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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省份具有地理优势，能够

率先发展经济，积累吸引外资的经

验，在招商引资、合理利用外资方

面较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

势。第二，东部沿海省份具有人文

优势。由于新加坡常住人口中，

75%为在新加坡经济社会中保持较

高地位的华人群体，而这些资金雄

厚、具有海外投资能力的华商大多

来自福建、广东和海南等东部沿海

省份，出于对于自己华人身份的认

同感和造福家乡的使命感，他们创

设了“中华总商会”这个规模较

大、影响广泛的华商组织，集中对

我国东部沿海省份进行投资。因

此，相比之下，我国中部地区与西

部地区利用新加坡直接投资数额

较少，新加坡所设立企业数目也

较少，地理与人文这两大因素导

致了新加坡对华投资区位分布不

均。

（二）投资项目大多由双方政

府主导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因

此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运行的过

程中能够发挥干预的作用。而新

加坡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新

加坡对外投资大多由新加坡政府

进行决定或者引导。在中新两国

政府洽谈成功的项目中，1994 年

由国务院核准设立的中新苏州产

业园、2007 年由中新两国政府建

立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和 2015年中

新两国政府开启的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累计吸引了数百

亿美元的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

其累计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数万

亿美元。

不难发现，尽管由中新政府引

导的投资合作项目规模较大，利

用新加坡外商直接投资较多，但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加坡对华

直接投资容易受中新两国之间政

治关系影响。例如，新加坡曾与中

国有过政治上的摩擦，导致中新投

资合作停滞，中新政府间主导的大

型投资合作项目的进程也受到影

响。政府过分主导中新之间的投

资合作会限制我国民间吸引新加

坡华商投资的积极性，阻碍我国

进一步利用新加坡外商直接投资。

（三）行业集中于制造业与房

地产业

从历年新加坡对我国不同行

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设立的

企业数目来看，新加坡对华直接

投资主要流向我国的制造业与房

地产业。以 2017年商务部公布的

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前 5位的行

业为例：2017 年新加坡在华设立

了 19家房地产业企业，这一数据

占当年新加坡在华设立企业总数

的 2.7%。当年新加坡在中国房地

产业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达 103484

万美元，占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

总额的 21.7%；设立了 111家制造

业企业，这一数据占当年新加坡

在华设立企业总数的 15.7%，实际

投入外资金额 122627 万美元，占

当年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

25.7%。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

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等行业吸收来自新加坡的外

商直接投资和利用新加坡投资所

设立企业的规模和数量相对较

少。

从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的产

业结构来看，新加坡以往很长一

段时间在中国投资的产业主要集

中于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这是

源于新加坡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投

资高回报的驱使和转移新加坡国

内相对落后制造业以进行产业调

整的需要。从我国政策法规等方

面来看，一直以来，我国对禁止外

资进入国内的相关行业、限制外资

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以现代服

务业中的银行业为例，目前我国

银行业总资产中仅有 2%来自外

商，外资银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因此，新加坡并无充足动力向我

国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和高

科技创新产业等一些其他行业进

行投资。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承

接东部地区外商投资的进程

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逐步落实，以及我国东部省份劳

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

断加剧的现状，我国中西部省份吸

引外资的优势逐渐凸显。我国中

西部省份应紧抓这一历史机遇，

做好以下两点，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积极发挥节点作用，转移来自

我国东部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

第一，政、企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中西部省份政府与招商引资

企业应大力宣传本地区低廉的劳

动力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多举

办外商交流会和本地企业展览会，

积极吸引新加坡外商对我国中西

部地区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及高

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

第二，优化本地区的投资环

境。中西部省份应保障外商企业

在本地拥有和华资企业相同的经

营权利，加快本地区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物

流、金融等相关服务业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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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吸取我国东部地区吸引新

加坡外商直接投资的宝贵经验，

为新加坡华商提供一个公开、便

利的投资环境。

（二）促进新加坡民间企业对

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投资

一直以来，新加坡对华直接投

资的相关项目主要由两国政府主

导，中新间中小企业间的合作相

对较少，民间企业投资活跃度不

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要大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而企业

融资是民营企业不断壮大重要途

径。考虑到新加坡国内华商与我

国难以割舍的人文关系，我国可采

用以下两点措施扩大我国中小企

业利用外资进行融资的比例。

第一，减轻外资企业税费负

担，精简中小企业利用外资的流

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成

本的要求下对利用外资的企业进

行减税降负，精简和民间投资管

理有关的行政审批事宜，规范行

政工作中间环节的行为，减少民

间小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

第二，利用特殊历史人文关

系，扩大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民间

企业交流。新加坡华人本就与中

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人文关系，

通过中新民间举办企业间投资促

进交流会和给予新加坡华商一定

的特殊待遇，使新加坡外商与我

国民营企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

起，促使新加坡华商更加积极地对

我国民间中小企业进行投资。

（三）放宽新加坡外商在相关

行业的市场准入及份额限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

出建立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原则加负面清单制度，同时党的

十八届三种全会确定了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

求我国要进一步放宽包括新加坡

外商在内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

准入限制，给予对华进行直接投资

的外商与中国企业同等的权益。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进博会”开幕式上也提出将持续

开放市场准入。放宽新加坡外商

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准入限制，我

国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

矿业开放水平。中国在世界上有

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目前在我

国制造业中，外资中的比重不足

30%。相比之下，采矿业与服务业

的外资比例更低，这是一直以来

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及外资占比控制限制造成的。进

一步吸引新加坡外商在我国这些

行业的投资，需要我国进一步放

宽在这些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

扩大甚至取消外资占比限制。在

制造业方面，应在汽车、船舶、航

空设备、采矿等领域全面实现对

外资开放。“中国制造 2025”规划

给外商企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同

时我国企业也能吸引外资企业的

先进技术以提高产品制造的质

量，促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还应大幅提升服务业对外

开放水平，在我国证监会、银监会

保监会的切实有力监督下，进一

步实现服务业中关于外资比例的

取消，引入服务水平较高、业务更

具效率的银行、保险等服务业机

构，促进我国服务业向更具效率

方面发展。

第二，全面深入落实负面清单

制度加准入前国民待遇。2018年

新版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

别强调不得针对外商投资设置专

门的准入限制。这就要求我国在

精简负面清单制度的基础上，落

实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给

予新加坡外商同等待遇。我国应

具体落实到以下几个方面：加大

监管执法力度，创造对外资公平

有序的市场投资环境和企业运营

环境；创造更加便利的外商投资

行政流程，使新加坡外商投资更

加高效简便；加强我国国内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在知识产权立法、

监管、处罚、赔偿方面给予外商同

等权利，切实保护外商在华科技知

识成果，以此来鼓励新加坡外商对

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进而促使我国

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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