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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

INVESTMENT 投资

近年来，我国企业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的步伐越
来越快，绿地投资占比大幅提升。
据亚洲开发银行（ADB）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在除中国
外的 44 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绿地
投资高达 549亿美元，比 2017年增
长 198%。

“虽然亚开行公布的这项数据
看起来似乎增长非常迅猛，其实是
因为 2017 年中国在亚洲发展中国
家 绿 地 投 资 大 幅 度 下 降 ，降 到
175.29 亿美元，这个规模甚至低于
2014 年的水平。”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副教授罗立
彬援引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
报告 2018》的数据分析，中国在亚
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规模
在 2015年就已经达到了 407.5亿美
元，2016年则为435.44亿美元。

“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段来看，
2018 年同比的快速增长其实主要
不是因为 2018年的投资规模大，而

是因为 2017 年的投资规模太低
了。若以 2016 年作为基础年份比
较，那么 2016 年到 2018 年两年间，
年平均增长率为 12.29%，并没有显
示出特别超乎寻常的增长速度。”罗
立彬表示。

另外，据亚开行数据，中国在
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
占对外绿地投资总额的 60%，而
2011 年至 2017 年，这一数字的平
均水平为 40%。

“这也很可能只是某一年中的
一个短期现象，并不能说明这一比
重会持续上升。”罗立彬谈道，其实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当中，
亚洲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 70%左
右，2017 年是 69.5%. 相比较来说，
中国投向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
地投资比重如果是总量的 60%，那
还低于对亚洲整体的投资比重，这
说明中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中，并
购投资仍然占比较大。

但从近几年总体上可以看出，

我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绿地投资是
增加的。相比较众多企业热衷的跨
境并购，绿地投资是企业海外投资
方式之一，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
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新建企业
进行独资或合资经营，其优点是会
直接拉动东道国的生产能力、产出
和就业的增长。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亚
洲国家绿地投资有所上升，绿地投
资增加有利于树立中国良好形象，
同时也能够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
的增长点，因此受到东道主国的普
遍欢迎。

罗立彬表示，绿地投资和并购
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方式，绿地
投资比较适合市场饱和度仍然不太
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是发展中国
家，此时进行绿地投资具备先发优
势，可以比较早的占据市场先机。

“虽然我不认为中国在亚洲地
区的绿地投资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增

长，但感觉中国对外投资中的绿地
投资有望回暖。”罗立彬分析，2004
年到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
并购所占金额的比重已经从 54.5%
下降到 21.1%。这说明中国的绿地
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在提高。另
外，这可能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增
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一些发
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所
有权优势”，希望可以通过绿地投资
的方式将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宋清辉认为，绿地投资的稳步增
长有利于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经贸
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但我国企业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对新投资项目进
行通盘布局，并制定出战略框架，减
少盲目投资带来的风险。同时，我国
企业要采取稳扎稳打的推进策略，除
了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应该
给当地员工提供技能培训，提高工人
素质，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对冲
绿地投资相关风险。

我国海外绿地投资或继续增长
■ 本报记者 王曼

如今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改善营
商环境、更好地招商引资当做工作
重点，各种简化办事流程的新举措
不断推出，有的地方明确地将改善
营商环境作为 2019 年的第一要
务。总体来看，这些举措涵盖面很
广，的确优化了营商环境，但多少有
些平铺直叙的成分，发挥“巧力”、彰
显“艺术和文化”的成分还有待加
强。看多了这些，倒是让笔者想起
了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知名度很高，主角是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当年新加坡
发展的基础比较弱，但是李光耀志气
很大，试图让新加坡的旅游观光业的
发展上一个大台阶。这可难住了新
加坡旅游部门，他们向李光耀诉苦

说，新加坡除了有一年四季直射的阳
光，再无其他亮点，想发展好旅游业
十分困难。对此，李光耀的回复是，

“只要一年四季有直射的阳光，就足
够了。”后来，新加坡基于阳光大作文
章，新加坡旅游业的兴盛印证了李光
耀的话。可见在判断一座城市、一个
地区有哪些营商环境优势时，还是需
要一点超脱当下现实的艺术性和前
瞻性的。一座城市的发展不怕在硬
件上十分匮乏，就怕城市管理者没有
艺术性的想象力。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中国的直辖
市——重庆，其实就是在说中欧班
列（渝新欧）的诞生。国际贸易运输
以往是以海运为主，不靠近港口的
地区很吃亏，地处内陆地区的重庆

也曾在这方面存在劣势。当时为了
稳住、留住惠普等大型电子产品企
业，中欧班列（渝新欧）于2011年开
通。这就是最初的中欧班列。有了
中欧班列（渝新欧），惠普等大型企
业的电子产品可以快速方便地运输
到欧洲，仅此一项就明显改善了重
庆的营商环境，大大提升了该城市
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这说明
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真的要多一
点从无到有的创新能力，打破人们
内心根深蒂固的没有港口就注定被
动的惯性思维，即使没有条件建造
海港，在科技和物流这么发达的年
代，完全可以把海港的部分功能通
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前置到内地。

第三个案例发生的地点十分不

起眼，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只是我国
中部地区湖北的一个小县城——云
梦。云梦县本来外贸短板很明显，
想都想不到会有一个出口创汇、国
家级的皮草外贸基地。当地政府在
招商引资中大打“亲情牌”“家乡
牌”，说动一批在外发展皮草外贸生
意的企业家返乡投资，于是，从
2012年以来，这里短时间内借助这
些“空降企业”建起了省级乃至国家
级的外贸基地——皮草产业园，让一
个县城多了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多了一个在全省乃至全国表现亮
眼的外贸产业基地。这说明在招商
引资中，不一定要完全拼“硬邦邦”的
实力，有时候也需要走感性路线，打
出感情牌，如亲情牌、家乡牌等“巧

力”。换句话说，招商引资时也未必
要逢人就谈钱，也可以多谈谈感情、
多谈谈文学艺术，充分营造一片适宜
投资的沃土，没准有时候打动企业的
反而是金钱之外的东西。

不厌其烦地举了这么多大地
方、小地方的案例，其实是想说，改
善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不仅是一门
技术，更是一门艺术，有时候也需要
灵感和创造性，不宜完全一板一眼、
平平实实。营商环境的改善，可努
力的角度很多，有些常被忽略的地
方恰恰能发挥“无中生有”的“巧
力”。这些“艺术”和“巧力”其实和

“最多跑一次”等平实的改善营商环
境举措并不矛盾，如果能好好结合
一下，或许能见到更多奇效和惊喜！

招商引资不妨多点“艺术”和“巧力”
■ 刘国民

本报讯 日前，马来西亚嘉必
达私人有限公司与香港和记港口
集团在马来西亚布城签署意向合
作协议，将共同投资 1.8亿美元在
柔佛州丹绒柏乐巴斯港口水域建
造世界最大的船对船船运中心，以
使油轮不必靠港就能船对船接驳
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从而提高
船运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根据双方签订的意向合作协
议，嘉必达私人有限公司将拥有该
项目70%的股权，香港和记港口集
团将持有30%股份，建造工程将分
阶段推进，预计在未来一年内动
工。拟建设的船对船船运中心面

积达 1200 公顷，建成后将能容纳
30多艘油轮装卸作业。

嘉必达私人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这个船运中心的构想于两
年前就已经萌芽，作为满足更多停
泊空间需求的解决方案，该船运中
心将采用“桩柱系泊”方案建设。

嘉必达私人有限公司是在
2008 年创立的当地公司，主要从
事船对船业务，分别在马来西亚
雪州巴生港口、马六甲丹绒布鲁
斯及柔佛州丹绒柏乐巴斯港提供
离岸储存、轻柴油及船用重油供
应服务。

（蔡本田）

“四十年前，来鲁尔地区工业化
程度最高的地区旅游，可能会让人
呼吸困难。”“煤炭”曾经是德国鲁尔
区的关键词。坐落于鲁尔区核心地
带的杜伊斯堡大学资深教授托马
斯·海贝勒这样描述该地区的往昔：

“来自数以百计的煤矿、炼钢厂和化
工厂的污染物沿着莱茵河顺流而
下，在地面上沉积下来。”

经历转型阵痛，鲁尔区重新焕
发了生机。2018 年 12 月 21 日，位
于鲁尔区的德国境内最后一座石煤
矿正式关闭。

空气清新，河水洁净。记者在
杜伊斯堡看到，人们印象中那个灰
蒙蒙的鲁尔区早已成为历史。

如今，杜伊斯堡正迎来一轮新
的转型，这一次的关键词是“一带
一路”。

“林克市长明确表示，杜伊斯堡
要打造德国的‘中国城’。”在德国联
邦议院中德议员友好小组前主席、

杜伊斯堡市政府中国事务专员约翰
内斯·普弗鲁克看来，“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和中欧班列的兴起，对于
杜伊斯堡及鲁尔区的意义不亚于当
年这一地区煤炭工业的崛起。

普弗鲁克用“三部曲”来形容杜
伊斯堡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之
路。这段情缘的序幕始于 1982
年。那一年，杜伊斯堡与武汉结为
中德建交后首对友好城市。

第二个重要阶段始于 2014年，
这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德期
间参观了杜伊斯堡港，并见证了重
庆至杜伊斯堡港的“渝新欧”铁路列
车到达。

“习主席访问杜伊斯堡和‘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带来了全新
的发展契机。我们同中国的经贸
往来和人文交流均呈现了飞速增
长。”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局长
莫雨勒 (Ralf J. Meurer)表示，落户
当地的中国企业数量自 2014 年以

来翻了三番。
“一带一路”合作和中欧班列给

杜伊斯堡带来的改变，最直接反映
为杜伊斯堡港的业务增长。该港口
2 月最新公布的年报显示，2018 年
集装箱吞吐量达 410 万标准箱，再
创历史新高。其中与中国相关业务
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目前每周有约
35 到 40 趟班列往返于杜伊斯堡港
和中国的十余个城市之间。

“自 2014 年 3月习近平主席访
问杜伊斯堡港以来，杜伊斯堡港作
为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在亚洲声名鹊
起。”杜伊斯堡港总裁斯塔克日前撰
文指出，“我们在杜伊斯堡感受到，

‘一带一路’这一宏伟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对欧洲而言是一个巨大机遇。”

“物流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不
仅提供了数千就业机会，也催生了
企业间交流对华合作经验和信息
的平台。”在普弗鲁克等人倡议下，
杜伊斯堡市从事对华业务的企业

和机构自发成立了“中国商务协
会”，定期举办各种论坛、讲座、培
训等，增进企业对中国的了解，促
进对华交流。

那么，杜伊斯堡会否担心“经济
过度依赖中国？”在当地从事审计及
咨询的 PKF 法葛执行合伙人穆雷
克看来，中国不仅没有采取某些国
家PE基金“掠夺式”的并购方式，更
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帮助当地融
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这种
合作是健康和有益的”。

中欧班列线路越驶越宽广，杜
伊斯堡同中国的交流也进入了普弗
鲁克口中的“第三阶段”：从经济延
伸至人文交流。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
院联合鲁尔都市孔子学院等机构举
办的“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国际论
坛已走过四届，从首届仅20人左右
参会，到如今全球超过 100 名各界
人士与会，吸引了林毅夫、白重恩、

张军和法布里齐奥·齐立波蒂、谢淑
丽等中外著名学者和吉尔吉斯斯坦
前总理、哈萨克斯坦驻德大使等沿
线国家政治人物出席。

“不仅中德两国，还有很多欧
洲及沿线国家代表前来参加，可以
说‘一带一路’三方合作也体现在
了我们智库领域。”论坛主席、杜伊
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李远表示。

展望未来，杜伊斯堡正沿“一带
一路”持续迈向新的合作舞台。中国
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表示，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杜伊斯堡港正在积
极参与中白工业园建设，并与中国企
业探讨在欧洲加大物流合作。

“三方合作是开放包容、务实有
效的国际合作模式，它充分体现了
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黄金
法则，有助于参与各方通过优势互
补激发新动能，实现‘1+1+1大于3’
的共赢效果。”冯海阳说。

莱茵河畔兴起“中国城”：一带一路与杜伊斯堡转型之路
■ 彭大伟

本报讯 近日，宁夏印发《自治
区推进“一带一路”和内陆开放型经
济试验区建设 2019年工作计划》，
重点在先行先试、通道建设、经贸平
台、开放载体和开放环境等方面，融
入服务“一带一路”，推动内陆开放
型试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积极开展先行先试，聚焦
能突破、可操作的领域，在综合保
税区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开展首
创性、差异化改革探索。

二是加快对外通道建设，建设
银川国际航空港，申请设立银川铁
路口岸，实施网上丝绸之路宁夏枢
纽工程。

三是建设经贸合作平台，务实
办好 2019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建设银川公铁物流园，加大境
外园区招商推介力度，推动国际技

术转移中心建设。
四是创新开展载体建设，出台

《银川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推进
银川经开区与北京经开区共建“一
带一路”国际产业园，增强石嘴山
经开区“造血”功能和内生动力。

五是优化开放环境，制定宁夏
外商投资促进政策，持续优化涉税
事项办理，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
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打造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绿色
通道”。

下一步，宁夏将进一步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把推进“一带一路”和
试验区建设工作纳入自治区效能
目标管理考核，适时开展评估，确
保推进“一带一路”和内陆开放型
经济试验区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有
序进行。 （毛雯）

本报讯 针对有媒体称“一带
一路”倡议下中国在巴基斯坦基础
设施建设加剧其经济风险，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 4月 8日表示，中
巴经济走廊项目不但没有加重巴
方负担，反而有助于更强健巴方的
经济筋骨。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日前，有媒体评论文章称，当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巴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完成率不到一半，巴
从中方获取了大量资金，但未将其
转化为经济动能，而是加剧了经济
风险。但巴方认为，目前的债务危
机与中国贷款无关。中方的援助
对改善巴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
要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新
时代中巴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也是

“一带一路”建设先行先试的一个
重要项目。走廊建设5年多以来，
早期收获项目多达 22 个，给当地
社会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满足
了 860 万户人家的用电需求。这
些极大改善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
施，有力促进了巴基斯坦的民生福
祉，理所当然会受到巴基斯坦政府
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说，采取国际融资方式实施
重大项目建设，是全球通行做法，也
是发展中国家突破资金瓶颈、助力
增长的有效途径。“就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而言，目前项目中，只有不到
20％的资金是中方贷款，而超过
80％来自中方直接投资和无偿援
助。所以这个项目的建设本身不但
没有加重巴方负担，反而有助于强
健巴方的经济筋骨。” （马卓言）

4月8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斯里兰卡南部铁路延长线一期正式通车。该项目一期全长26.75公里，连接斯南部
城市马特勒和贝利亚塔。当地舆论认为，该线路对斯里兰卡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随着南部铁路今后逐渐
延伸到坐拥港口和机场的汉班托塔地区，斯里兰卡南部将形成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运输格局。

新华社记者 郭磊 摄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有助于强健巴方经济筋骨

宁夏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

中国香港企业参建世界最大船对船船运中心

近日，上交所市场推出首单
以“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债券为参
考债务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
工具。本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由中证金融和中信证券对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当日发行
的公司债券联合创设，募集资金
将主要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及运营。中证金融和中信证券向
该期债券认购机构共出售信用保
护合约名义本金 5000 万元。其
中，中证金融提供 2500万元名义
本金信用保护，中信证券提供
2500万元名义本金信用保护。

首单一带一路民企融资
工具在上交所落地

韩联社近日报道，韩金融监
督院发布的《2018年外资银行国
内分行营业成绩》报告显示，去年
在韩外资银行国内分行的净利润
为8673亿韩元，同比增加1866亿
韩元，同比增长 27.4%。从收益
类别上看，利息收益达 10735 亿
韩元，同比增长1.1%，增长116亿
元。国内利息收益 1.94 万亿韩
元，增长21.8％，但国内分支机构
与外国总部之间的交易损失为
861.1亿韩元。由于利率下降，证
券部门实现净利润 4165亿韩元，
销 售 额（885 亿 韩 元）和 估 值
（3730 亿韩元）均实现盈利。外
汇和衍生品利润（7882 亿韩元）
比上年减少8.7％（746亿韩元）。

据尼日利亚《抨击报》近日报
道，尼日利亚拉各斯州州长安布
罗德表示，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
莱基自由贸易区为该州人民创造
了就业机会，并促进了经济发
展。按照总体规划，莱基自由贸
易区将成为拉各斯都市圈内的现
代化新城，集工商业、房地产开
发、仓储物流、旅游娱乐于一体。
安布罗德在一家中国公司价值
5000万美元的工厂投产前的讲话
中说，该工厂是尼政府在吸引投
资方面所作努力的又一成功案
例，同时也证实了该自由贸易区
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新
设施将创造大约 1000 个就业机
会，并提高该国的外汇收入，目前
有25家公司在该地区建设了制造
厂，改善了拉各斯州的经济状况。

乌克兰通讯社日前援引乌克
兰央行消息，2018 年，乌克兰吸
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 5 亿美
元为返程投资，即境内投资者将
其资金转移到境外后，再直接投
资于乌克兰。乌央行指出，返程
投资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为
20.6%，主要是来自于塞浦路斯、
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等国家的乌
克兰人投资的企业。据此前报
道，乌经贸部数据显示，2018年，
乌克兰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为25亿美元，同比增长8％。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乌克兰去年吸引的外资中
20%为返程投资

在韩外资银行去年净利润
达8673亿韩元

莱基自由贸易区
改善当地经济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