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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投资

伴随世界经济逐渐的复苏，

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或者地区，

海外投资的行业规模得到发展。

其中，中国市场中酒店行业在世

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海外投资

的发展趋势猛增。原因由两方面：

一、有赖于外部环境变化，随全球

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国酒店行业

海外投资规模得到发展；二、源自

于中国内部环境因素影响，随着

改革开放持续不断的深化，中国

经济结构得到根本性的变化，不

断的升级和转型。在目前世界经

济的发展里程中，中国各行业海

外投资的发展趋势猛增，对包括

中国以内的其他各国具有深远的

影响力，其中就包括中国酒店行

业。研究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现状、问题与对策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一、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

资现状

（一）投资呈现稳健增长

据图 1 所示：中国酒店行业

海外投资企业自 2012 年至 2018

年，普遍趋势为飞速扩张，2012年

至 2018 年海外投资企业总数分

别为 11家、17家、25家、32家、48

家、53 家、59 家。从 2012 年发展

至 2018年，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

资企业数量整体翻了近 6 倍，从

2015年到 2016年期间，中国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发展的增

长趋势是最大的，从 2016 年至

2018年，三年时间中中国酒店行

业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增长的趋势

逐步开始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带来的冲

击，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升

级带来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海外

投资的企业数量增长的幅度放

缓。

分析发现中国酒店行业从

2012年至 2018年，无论是海外投

资企业数量的增长或者是投资资

金量的增幅（如图 1），中国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产业经过近十年的

发展，整体投资的资金量呈现出

逐年递增的趋势。由 2012 年

110.25 亿 元 发 展 至 2018 年

312.08亿元，增长量接近于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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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年 -2018年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企业数量与投资资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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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15年至 2016 年由 206.11

亿元增长至264.39亿元，增长的

幅度与增长的量最多，中国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得到迅猛

的增长，带来一大批的民间与市

场资本，涌入对海外酒店行业投

资的领域。从 2016年至 2018年，

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的企业数

量增长与投资资金量的增幅都开

始呈现逐步放缓，数量的增幅变

化保持稳中求进。

（二）产业结构：东亚与东南

亚市场为主，国内沿海城市酒店

投资企业居多

其一，以东亚与东南亚市场

为主。据图 2 所示：在 2018 年中

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市场当中，

东亚市场以 31.04%的比例，在中

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市场占有率

最高；东南亚市场占比 20.18%，

位居第二。其次位居第三的是大

洋洲，市场占有率为 18.1%，然而

在北美洲、西欧以及东欧中国酒

店 行 业 投 资 的 市 场 占 比 为

5.04%、8.33%、5.68%，占的市场比

重依然非常较小。侧面反映出中

国酒店行业在海外投资的市场，

目前阶段依然是以周边国家为

主，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酒店服

务市场，且已经初步的构建起完

备的产业结构，应该持续不断地

提升发展的质量，创新发展的模

式。中国酒店行业在北美洲、西欧

以及东欧市场竞争力较低，距离

发达国家酒店服务行业的标准有

一定的差距。此外在拉丁美洲，中

国酒店行业的市场占比仅仅为

3.42%，充分地反应中国酒店行业

在开发拉丁美洲酒店服务市场依

然是不够充分的。在北美洲、西欧

以及东欧市场，酒店行业在投资

过程中应该加大对市场的拓展，

提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酒店服务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据严格的

酒店服务标准，发展自己的酒店

服务行业。在拉丁美洲持续不断

地加大资金的投入，扩大中国酒

店在拉丁美洲市场中的影响力。

其二，沿海城市酒店投资企

业居多。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目前投资力度较大的城市分别是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宁

波、杭州。除重庆以外，其余城市

均为沿海地区发达城市，2018 年

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上海、北

京、深圳、广州、重庆、宁波、杭州

投资资金量分别为 24.65 亿元、

19.28亿元、18.21亿元、21.36亿

元、16.05 亿元、15.2 亿元、13.5

亿元，各城市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与 2017年对比增长率为 17.46%、

16.37% 、17.58% 、16.3% 、18.2% 、

19.36%、2.33%。其中，杭州市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的增长幅度最低为

2.33%，宁波市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的增长幅度最高为 9.36%。

在 2018 年各城市酒店行业

海外投资的资金总量当中，上海

市酒店行业海外投资量 24.6 亿

元，位列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市场第一；广州市酒店行业海外

投资量 21.36 亿元，位列中国第

二。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已经重视

海外酒店服务行业投资的比重，

通过海外投资方式拉动地区经济

的增长与发展，整体的增长趋势

呈现出迅猛发展，其中以长江三

角洲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翼

地区为主要海外酒店行业投资城

市集群，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地区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另一方面，

由于沿海城市的产业结构趋于完

备，产业发展具备系统化。

（三）投资主体结构：民营企

业为主角

依据企业性质可以将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各类企业具体划

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

资企业。2016年中国酒店行业海

外投资总量中国有企业投资占比

重 45.28%，民营企业投资比重占

36.97%，中外合资企业投资比重

占 17.75%；发展至 2017年年底，

国有企业在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

资总量中的占比开始下降，仅仅

占据比例 39.14%，民营企业在中

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总量中的比

例，开始上升达到 43.6%，中外合

资企业比重为 17.26%；截止到

2018年年底，国有企业投资比重

在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总量中

占比持续下降，刷新最低点

32.1%，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持续增

图 2 2018年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市场占比图

数据来源：中国海外投资 2018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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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到 49.37%，中外合资企业投

资比为 18.53%。民营企业对海外

酒店服务行业的投资逐年上升，

在 2018 年达到最高，占据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近一半的投资占

比。中外合资企业一方面受国内

市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

际经济发展的影响，增幅较小，期

间有波动性的增长。当前民营企

业作为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主

要的生力军，一方面充分的展现

出市场和民间资本的活跃性；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酒店服务行

业，在世界市场的语话权持续增

强。

二、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

资存在的问题

（一）酒店海外投资市场较为

集中，选择空间狭窄

研究发现，中国酒店行业海

外投资市场狭窄，目前集中在亚

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在东亚

和东南亚的市场投资占比占据中

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总比重的

50%左右，投资区域的狭窄，充分

反应出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的

市场开拓不够充分，可以投资的

对象国家较少，选择空间狭窄，可

以投资的市场和国家数量有限。

酒店服务行业在发达国家具有完

善的产业体系，严格的产业标准。

中国酒店行业目前对北美洲、西

欧以及东欧投资占比均在 10%以

下，一方面是对中国酒店行业在

海外发达的市场中，竞争力明显

不足的反应；另一方面，不利于中

国酒店行业多元化的发展，对推

动酒店行业向高标准、高质量的

发展，并没有充分的展现出动力。

酒店服务行业同时也是展示文化

软实力的一大领域，中国酒店行

业海外投资集中在亚洲，以东亚

和东南亚为主。以至于中国酒店

行业在国内与国外市场当中，没有

明显的特色，中国和东亚、东南亚

地区文化相似度较高，对中国酒

店行业发展不利，互补性较差。同

时高度相似的文化以及酒店服务

行业的特色，必然会削弱中国酒

店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二）民营资本占比高，海外

投资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

根据 2016 年到 2018 年中国

酒店行业各企业海外投资相关数

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酒店行

业海外投资的各类企业中，民营

企业自 2016 年的投资率 36.97%

提升到 2018年的投资率 49.37%，

接近于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总

比重的近一半。但是民间资本和

市场资本具有趋利性，适当的发

展民营企业对海外酒店服务行业

的投资，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中国

市场当中的民间资本的活跃，积

累社会财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

不断地发展。但是，也要警惕民间

资本和市场的逐利性，对进一步

地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推进中

国酒店行业高质量、高标准的发

展，促使酒店行业转型与升级方

面具有不稳定隐患。此外，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中，投资城市主

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除重庆之

外，显示出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

资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种差异性

并非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地理因

素、文化因素、传统习俗因素所导

致的。而是纯粹的由经济差距导

致的产业差异，不利于中国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的发展。

（三）缺乏投资管理体制，扶

持政策仍需完善

从 2012 年开始发展到 2018

年，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企业

的数量从 11 家企业发展到 59

家，企业整体的规模呈现出疯狂

式的增长，从 2012年中国酒店行

业海外投资的资金量 110.25 亿

元增长到 2018 年 312.08 亿元。

从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资金量

增长的数据分析，明显反映出中

国酒店行业当前阶段，无论是企

业规模的扩张或者是海外投资规

模的扩张，都缺乏科学的管理机

制对投资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划

和指导。其中主要起主导作用的

依旧是市场中资本的趋利性，由

市场自由的根据资本趋利性做出

选择，但是从战略投资的宏观层

面，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缺乏

科学的、合理的战略规划，政府部

门并没有构建起完善的海外投资

管理和指导的体系，缺乏对中国

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信息准确的掌

握，对于促进中国酒店行业高质

量、高标准的发展，依然存在较大

的差距。其次，政府部门应该积极

地研究和出台相关优惠性政策，并

且对已经颁布的政策，根据实际情

况的发展，及时地做出调整，持续

不断地进行完善。从 2012 年至

2018年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出台的

扶持性政策依然较少，主要的扶持

性政策集中在 2017年至 2018年，

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企业对于

新出台的扶持性政策，仍然需要一

段时间来适应和学习。

三、优化中国酒店行业海

外投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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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目标培育中国本土

酒店行业跨国企业，增强全球竞

争力

推进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规模得到持续性的扩张，增强中

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企业的竞争

力。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海外投

资企业，都需要明确目标以培育

中国本土酒店行业跨国企业为核

心目标。当前，中国酒店行业海外

投资要以民营企业为主，所以在

完善海外投资措施方面，政策的

制定须要考虑到商业因素，也要

兼顾战略因素。要以持续不断的

增强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的竞

争力为目标，积极的借鉴国际化

的产业布局，为中国酒店行业海

外投资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形成

完善的产业链，发挥出产业规模

效应。其次需要“优进”与“优出”

相结合，既要推动中国酒店行业

向高质量、高标准的方向发展，学

习海外市场中先进的管理技术、

设计理念以及雄厚管理经验，创

新中国酒店行业整体的管理模

式。同时也要将中国酒店行业优

秀的传统文化以及优秀的成果向

世界宣传，提升中国酒店行业在

世界市场中的知名度。既要服务

于国内，同时也要贡献于国际。

（二）完善金融、税务等方面

的政策优惠

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过

程，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

大力支持，尤其是在目前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的各类企业中主

要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迫

切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持续

不断地融资和贷款。另一方面，需

要政府部门积极地出台和颁布税

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

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双管齐下，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

题，减轻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民营企业的资本负担，同时监管

部门要对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的行为要持续不

断地规范，强化监督的力度，发挥

资本的有效价值。另外金融机构

和政府部门应对中国酒店行业海

外投资民营企业贷款问题时，适

当降低贷款的门槛，积极地为民

营企业放款，支持民营企业扩大

规模。最后，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

部门，在与东道国相关的公职部

门信息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具备天

然优势。因此，中国政府部门需要

为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企业的

发展，及时地提供东道国目前现

行法律、税务政策、监管及其监管

机制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三）政府部门提供风险警

示、协助风险应对

完善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

的环境，增强政府部门对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首

先，政府部门要及时的提供风险

警示，政府部门与海外投资企业

共同应对风险，政府部门积极地

帮助中国酒店行业海外投资的民

营企业应对风险。在《中国企业国

际化报告》文件中明确指出：从

2012年至 2018年，在海外投资失

败的案例当中，其中 32%的失败案

例均是因为政治动荡所导致；其

中 12%的失败案例是由于东道国

政治力量的影响，在投资审批的

环节没有通过审核；其中 17%的投

资失败案例，是对东道国审批和

审批程序的信息掌握不准确而引

发的。从文件披露的数据分析可

以发现，目前中国酒店行业海外

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信息。因此

中国海外投资管理部门应积极与

外交部、商务部交流，为中国酒店

行业海外投资应对风险方面，提

供风险警示，协助海外投资企业

应对风险，加强对相关风险信息

的收集工作，提升对风险信息的

评估能力。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和

海外投资企业共同构建和拓展风

险警示的渠道，积极的根据东道

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

素，构建切实有效的应急处置方

案，政府部门协助海外投资企业

制定安全防范的措施，为中国酒

店行业海外投资发展与合作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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