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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

内容ꎮ 一方面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合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合作的迫切

需要ꎬ 且阿拉伯国家在资源禀赋、 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承接中国部分优

势产能的潜在比较优势ꎻ 另一方面ꎬ 由于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普遍不佳、
与中国文化及心理距离较远、 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制造业投资缺乏热

情ꎬ 中阿产能合作总体处于较低水平ꎮ 基于此ꎬ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

引领下ꎬ 为有效推动中阿产能合作ꎬ 中方应在甄别阿拉伯国家潜在比较

优势的基础上ꎬ 大力发展境外工业园区投资模式ꎬ 以期消除制约中资企业

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的外部约束ꎬ 吸引更多的国内制造业企业对阿拉伯国家

投资ꎬ 在当地建成境外产业集聚地和产业集群地ꎬ 以此推进阿拉伯国家的

工业化进程及其竞争优势的提升ꎬ 实现中阿产能合作的突破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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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合作是中阿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出台的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明确提出要 “对接中国产能优势和阿拉伯国家

需求ꎬ 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先进、 适用、 有效、 有利于就业、 绿色环保的产能

合作ꎬ 支持阿拉伯国家工业化进程ꎮ”① 而且ꎬ 为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主体地位ꎬ
吸引更多的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建厂ꎬ 在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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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时ꎬ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境外工业园的独特作用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经国

务院授权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行动» 明确提出: “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ꎬ 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

国际经济合作走廊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中国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

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ꎬ 提出 “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 经贸合作区、
工业园区、 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时ꎬ 也将产能合作和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作为推

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抓手ꎮ③ 基于国家出台的上述政策ꎬ 学界在学理

上分析依托境外工业园推进中阿产能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ꎬ 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ꎮ 虽然境外工业园在推动中阿产能合作中的作用已得到国内学术界的

重视ꎬ 如马霞、 宋彩岑以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为例具体分析了利

用工业园区推进中埃产能合作的情况ꎮ④ 魏敏在论述中国与中东产油国开展广

义上的产能合作时ꎬ 也提出要重视发挥 “工业园” 作用ꎮ⑤ 但总体来看ꎬ 从

学理上专门分析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工业制造业部门开展产能合作的研究仍

十分有限ꎮ 本文则是综合运用基于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产业转移理论以及聚

焦于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相关成果ꎬ 尝试对这一问题进

行分析与论述ꎮ

集群式产业发展与国际合作的理论依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处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ꎬ 产业转移具有从工业化水

平较高国家移向工业化水平较低国家的显著特征ꎮ 传统上ꎬ 学术界对此类产

业转移的研究主要借助基于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产业转移理论ꎬ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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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  弗农 (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ｅｒｎｏｎ ) 提出 的 产 品 生 命 周 期 论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①、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 (Ｋａｎａｍｅ Ａｋａｍａｓｔ) 提出的雁行模式 (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ｅｓ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②ꎬ 以及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 (Ｋｉｙｏｓｈｉ Ｋｏｊｉｍａ) 提出的边际产

业扩张论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③ꎮ 上述几个专于研究产业转移的理论切

入点虽有不同ꎬ 但核心观点都肯定了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是驱动

特定产业从工业发达国家转移到工业落后国家的主要力量ꎮ 基于上述理论的

主要观点ꎬ 中阿产能合作的分析也应高度重视阿拉伯国家是否具备承接中国

向外移出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ꎮ
在理论发展方面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活跃以及发

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出现的巨大分化表明ꎬ 比较优势并非是支持一国工业发

展的唯一要素ꎮ 为突破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缺陷ꎬ 经济学界开始通过新的路

径探寻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奥秘ꎬ 其中ꎬ 主要聚焦于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现象

的竞争优势理论逐渐流行起来ꎮ 与关注宏观经济变量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ꎬ
竞争优势理论更为关注经营环境、 空间、 组织、 技术、 知识等影响企业生产

效率的中观经济变量ꎮ 竞争优势理论的思想最初缘起于马歇尔提出的 “产业

区” 理论④ꎬ 该理论能够逐渐流行起来ꎬ 主要是得益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

尔波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ｒｔｅｒ) 在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 «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ꎮ 在对 １０
个国家 １００ 多个行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ꎬ 波特指出竞争优势都是以产业集群

的面貌出现的ꎬ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ꎮ⑤ 不过ꎬ 波特竞争优势

理论所指产业集群是指一国范围之内ꎬ 而非在特定区域之内ꎮ⑥ 竞争优势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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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对产业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 «经济学原理» 第四篇 “生产要素———土地、 劳动、 资本

和组织” 的第 １０ 章 “工业组织 (续前)”ꎮ 马歇尔认为ꎬ 同一个产业的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聚集ꎬ
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高ꎬ 同一类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域即为 “产业区”ꎬ 参见 [英国]
阿弗里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ꎬ 廉运杰译ꎬ 华夏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２６ ~ ２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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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ꎬ 第 １３３、 １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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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表明ꎬ 产业集群的形成依然需要借助分布于各个地域、 专于特定行业的产

业集聚地ꎮ 由于高度重视政府能动性ꎬ 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修建基础设施、 改

善企业经营环境等主动行为来助推工业制造业的发展ꎬ 竞争优势理论成为很

多国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ꎮ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ꎬ 根植性和弹性专精是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的重要特

征ꎮ 其中ꎬ 根植性指企业在经济、 社会、 文化、 政治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本地

联系ꎬ 主要特征包括: 相互信任、 丰富的信息交换、 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安

排等ꎮ① 弹性专精是指单个企业生产集中于有限的产品或过程ꎬ 形成专业化的

特点ꎬ 而专业化企业的相互竞争和协作带来整个地区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

成本的下降、 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市场创造效应和生产的创新性ꎮ② 简单

来说ꎬ 根植性是指企业能够在相对熟悉的商业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ꎬ 而弹性

专精则是大量企业相互竞争和协作降低企业生产成本ꎮ 基于竞争优势理论ꎬ
中阿产能合作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要为国内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创造 “根植

性” 条件ꎬ 消除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建厂的顾虑ꎬ 然后借助国内企业投资帮助

东道国建成产业集聚地和产业集群地ꎬ 提高东道国的产业竞争力ꎮ
在此过程中ꎬ 倘若产业转移接收国整体发展条件不具备ꎬ 投资合作可选

择工业园区模式ꎮ 也就是说ꎬ 工业园运营方与投资东道国可利用工业园区在

局部范围内营商环境的改善ꎬ 包括在园区设立 “一站式” 服务中心简化办事

流程ꎬ 提供税收减免、 放松外汇管制等优惠政策ꎬ 吸引外国企业投资ꎬ 并在

外商投资的带动下ꎬ 加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ꎮ 正如新

结构经济学代表人物林毅夫与其在世界银行任职时的同事塞勒斯坦蒙卡

(Ｃéｌｅｓｔｉｎ Ｍｏｎｇａ) 结合中国发展经验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ꎮ 该理论是对产业转移理论和产业集群

理论的高度融合ꎬ 且依托于两大基础: 选择能够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ꎻ
消除制约比较优势发挥的外部约束ꎬ 培育产业集群ꎮ 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发

展和产业升级ꎬ 林毅夫认为需要经历 ６ 个必要的步骤: 其一ꎬ 选择正确的目

标ꎮ 政府应当在资源禀赋与自己相似、 人均收入大约高于本国 １００％ 、 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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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活力的国家中ꎬ 选择产出连续增长 ２０ 年的贸易产品作为本国优先发展

的产业ꎮ 其二ꎬ 消除约束ꎮ 如本国私人企业早已进入选定的优先发展产业ꎬ
甄别阻碍本国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产业规模扩大、 阻碍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

领域以形成产业集群的障碍ꎮ 其三ꎬ 引诱与吸引全球投资者ꎮ 如国内还没有

私人企业进入该行业ꎬ 政府应采取措施ꎬ 从被效仿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

是组织 “孵化” 新公司以发展优先产业ꎮ 其四ꎬ 壮大自我发现的规模ꎮ 如果

国内私人企业已经发现新产业的巨大商机ꎬ 那么即使这些产业在第一步中没

有被甄别出来ꎬ 政府也应找出并消除那些影响企业技术升级或阻碍其他企业

进入的壁垒ꎮ 其五ꎬ 发挥工业园的力量与其创造的奇迹ꎮ 对于基础设施不佳、
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ꎬ 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工业园区支持优先产业的发展、 通

过工业园区为优先产业形成集群创造条件ꎮ 其六ꎬ 向优先产业提供有限支持ꎮ
对那些进入优先行业的先行企业提供有限度的支持ꎬ 例如: 税收优惠、 放松

外汇管制、 提供资金支持等ꎮ①

从全球层面看ꎬ 上述理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成功的实践ꎮ 由于在全

国范围内改变商业运作模式存在困难ꎬ 不仅是中国ꎬ 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培育国家竞争优势时ꎬ 也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作用ꎮ 例如ꎬ 印度的制造业活

动主要由全国各地的工业园区来进行ꎬ 越南大部分生产服装、 鞋类、 家具的

大型外资企业也都集中在工业园区内ꎮ② 因此ꎬ 中国在落实中阿产能合作过程

中ꎬ 可高度重视工业园区投资模式的独特作用ꎬ 依托境外工业园来带动国内

优势产业向阿拉伯国家的转移ꎮ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虽然在理论研究上ꎬ 基于比较优势分析框架的产

业转移理论同聚焦于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现象的竞争优势理论鲜有交叉ꎬ 但在

实践层面ꎬ 如前文所述ꎬ 两者的交融十分紧密ꎬ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而言ꎬ 二者缺一不可ꎮ 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ꎬ 只有 “扬长避短”ꎬ 充

分发展本国的资源禀赋ꎬ 才能更容易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ꎮ 如果无法消除竞争

优势形成的阻碍ꎬ 比较优势也难以转换成竞争优势ꎮ 此外ꎬ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８１１

①

②

“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提出的 “六步法”ꎬ ｓｅｅ Ｊｕｓｔｉｎ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ꎬ “ＤＰＲ Ｄｅｂａ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５９ － ３８４ꎻ 林毅夫: «繁荣的求索: 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崛起»ꎬ 张

建华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７１ ~ ２０２ 页ꎮ
林毅夫: 前引书ꎬ 第 １９７ ~ ２０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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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借助工业园区提供的 “外部性” 消除产业发展约束ꎬ 可以推进工业制造业

发展ꎬ 这也是落实中阿产能合作应高度重视境外工业园区作用的原因之一ꎮ

依托境外工业园推进中阿产能合作的基础条件

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是推动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力量ꎬ 比较优势也

是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基础ꎮ 因此ꎬ 在国家间产能合作过程中ꎬ 既需要双方

赋存比较优势ꎬ 又需要双方在产业合作强烈愿望的推动下ꎬ 投资东道国政府

采取特殊产业扶植政策ꎬ 使具有先行先试的工业园投资模式具有可行性ꎬ 成

为推进双方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与示范经济区ꎮ
(一) 中阿具有开展产能合作的强烈愿望

第一ꎬ 从中国情况看ꎬ 近十年来ꎬ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制造业生

产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ꎬ 中国很多工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

题ꎮ 加之ꎬ 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ꎬ 很多制造业部门利润率都有大幅下滑ꎬ 这

一现象的出现使中国提出了向境外转移优势产能的现实要求ꎮ
其一ꎬ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ꎬ 在中国ꎬ 不仅仅是钢铁、 有色金属、

水泥、 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ꎬ 包括光伏、 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

兴高科技产业均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ꎮ① 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ꎬ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底ꎬ 中国水泥、 电解铝、 平板玻璃、 焦炭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不足

６５％ ~７５％ ꎬ 光伏产能利用率不足 ６０％ ꎬ 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足 ７０％ ꎬ 粗钢

产能利用率仅为 ６５ ８％ ꎬ 产能过剩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ꎮ②

其二ꎬ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迅速攀升ꎮ 据

欧睿国际 (Ｅｕｒ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估计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制造业人均

时薪由 １ ２ 美元上升至 ３ ６ 美元ꎬ 十年间涨至三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制造业人

均时薪低于泰国、 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ꎬ 是同期巴西工资水平的 ４１ ４％ 、 葡

萄牙的 １９ ０％ ꎬ 但到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制造业人均时薪已是柬埔寨的 ２ １ 倍、 泰

国的 １ ８ 倍、 巴西的 １ ３ 倍ꎬ 相较南欧的葡萄牙也仅低出 ２０％ 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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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晓华: «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ꎬ 载 «财经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 ~ ７ 页ꎮ
徐绍史: « “一带一路” 与国际产能合作: 行业布局研究»ꎬ 机械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年版ꎬ 第１５页ꎮ
«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超过拉美»ꎬ 载 ＦＴ 中文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１５３６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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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的双重压力下ꎬ 中国一些传统行业利

润率不断下滑ꎮ 根据刘瑞、 高峰的测算ꎬ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大多数传统制造业部

门的工业增加值率已下降至 １０％以下ꎮ 而即使是利润率稍高的钢铁、 有色等

行业ꎬ 工业增加值率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ꎬ 降幅也都超过了 ３０％ ꎮ

表 １　 传统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率　 　 　 　 　 (单位:％ )

钢铁 有色 石化 纺织 装备制造 轻工 汽车 船舶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３８ １６ ９４ １０ ５７ １０ ０１ １２ ７０ １２ １４ ３１ ０６ ４１ ６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５９ １２ ８５ ８ ９７ ９ ４５ １８ ４５ １３ ４２ ２５ ６７ ５６ ８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０５ １４ １８ ９ １８ ８ ３３ １５ ７９ １３ ８３ １０ ２４ １３ ９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９５ １５ ３７ ７ ４５ １３ ３６ １０ ３２ １１ ４２ ６ ５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３５ １０ ９８ ７ ２４ ９ １２ ８ ６５ ９ ４６ ８ ３９ —

　 　 资料来源: 刘瑞、 高峰: « “一带一路” 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ꎬ 载 «社

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６ 页ꎮ

此外ꎬ 中国在成为 “世界工厂” 的同时ꎬ 也成为全球遭受贸易摩擦最多

的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ꎬ 中国已经连

续 ２１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ꎬ 连续 １０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

贴调查最多的国家ꎮ① 而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产品也主要是一些国内存

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针对中国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ꎬ 有半数指

向钢铁行业ꎮ 除钢铁外ꎬ 石化、 光伏产业遭受的贸易摩擦也较多ꎮ②

面对工业制造业发展遭遇到的上述挑战ꎬ 中国政府也将鼓励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作为化解国内产能过剩、 促进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ꎬ 并在 «国务

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文件中做出规划ꎮ
第二ꎬ 从阿拉伯国家情况看ꎬ 在低油价和就业问题的压力下ꎬ 近些年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将工业制造业发展看作谋求经济多样化、 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的重要途径ꎬ③ 各国也都制定了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具体目标与规划ꎬ 新一轮

０２１

①

②

③

参见孙韶华: «商务部: 我国连续 ２１ 年成为反倾销最大目标国»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７０６ / ｃ１００４ － ２８５２７５８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０６ꎮ

冯君: «２０１６ 年中国遭受贸易救济案件数量达到历史高点»ꎬ 载 «中国招标»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杨光: «石油地租经济及西亚与中国的合作潜力»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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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浪潮已在阿拉伯国家流行起来ꎮ
由于中国在工业制造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对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寄予厚望ꎬ 希望借助中国优势产业的对外转移

带动本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ꎮ 而且ꎬ 在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本国工业

制造业发展方面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也已展开实际行动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ꎬ 埃及、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等国都与中国签署了国际产能合作框架协议ꎮ 埃及已与中国建成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ꎬ 阿曼、 沙特、 吉布提、 摩洛哥等国也已启动与中国共同建设的工业

园项目ꎮ
(二) 阿拉伯国家油气资源优势突出

中阿产能合作的最终目的是推进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ꎬ 使其实现工

业制造业可持续发展ꎮ 其中ꎬ 合作双方在选择能够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

中ꎬ 需要依托资源ꎬ 培育产业集群ꎮ 中阿产能合作具有从工业发达国家转移

到工业欠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ꎬ 而对于这一类型的国际产能合作ꎬ 亦契合国

务院出台的 «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可依托

企业直接投资活动推动的重点领域ꎬ 包括: 钢铁、 有色、 水泥ꎬ 平板玻璃等

新兴建筑材料ꎬ 风电、 光伏发电设备ꎬ 石化、 化肥、 农药、 轮胎、 煤化工等

重化工业ꎬ 棉纺、 化纤、 家电、 食品加工等轻纺行业等ꎮ①

阿拉伯地区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能源供给市场ꎬ 全球许多重要的石油、 天

然气出口国云集于此ꎮ 根据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ａｂ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ＯＡＰＥＣ) 的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阿拉伯国家

可探明常规石油资源储量为 ７ １２２ 亿桶ꎬ 占全球可探明常规石油资源储量的

５５ ５％ ꎬ 同年ꎬ 阿拉伯国家可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５４ ５ 万亿立方米ꎬ 占全球可

探明天然气储量的 ２７ ７％ ꎮ② 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赋予很多阿拉伯油气资源

国充足的能源保障ꎬ 使其在承接和发展能源消耗较大的重工业和化工业方面

具备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ꎮ
(三) 阿拉伯国家劳动力丰富ꎬ 成本低廉

从中阿产业转移行业构成指向来看ꎬ 既包括高耗能的重化工业ꎬ 也包括

１２１

①

②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７７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３ꎮ

ＯＡＰＥＣꎬ ２０１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Ｋｕｗａｉｔ: ＯＡＰＥＣ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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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制造业ꎬ 因此投资东道国劳动力资源情况是关乎双方产业合作成

效的重要因素ꎮ 除丰富的油气资源外ꎬ 阿拉伯国家劳动力资源也十分丰富ꎬ
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具有一定价格优势ꎮ 首先ꎬ 阿拉伯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十

分年轻ꎬ 劳动力储备十分丰富ꎮ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ꎬ 阿拉伯国家

１５ ~ ６５岁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６２ ４％ ꎬ 略低于全球 ６５ ６％ 的平均水平ꎬ 而

１４ 岁以下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 ３３ ２％ ꎬ 高于全球 ２６ １％的平均水平ꎮ①较为年

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方面拥有

十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保障ꎮ

表 ２　 阿拉伯主要石油进口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　

　 　 　 　 　 工资
类　 　

　 　 　 别
国家　 　 　

雇员年工资 (单位: 美元)

第 １７ 类 第 １８ 类 第 ２４ 类 第 ２７ 类 第 ３１ 类

埃及 (２０１２) ３ ９８０ ２ ２７５ ８ ２６５ ８ ２６３ ４ ０５５

约旦 (２０１３) ４ ４４５ ４ １５２ １５ ３８５ ８ ５５５ ９ ９１３

泰国 (２０１１) ２ ７０４ ３ ５９４ ４ ５７８ ４ ６３３ ４ ７３０

印度 (２０１４) ２ ２３７ ２ ０８４ ４ ８２４ ４ ６８８ ４ ５９３

巴西 (２０１３) ９ ３４１ ６ ４６３ ２１ ６５７ ２２ ０７０ １６ ８１８

　 　 　 说明: 表格中数据根据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 Ｒｅｖ ３) 进行统计ꎬ 具体指代如下: 第 １７

类: 纺织品的制造ꎻ 第 １８ 类: 服装制造、 毛皮修整与染色ꎻ 第 ２４ 类: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ꎻ 第

２７ 类基本金属的制造ꎻ 第 ３１ 类未另分类的电力机械和装置的制造ꎮ

资料来源: ＵＮＩＤＯ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ｉｅｆ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ｏ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ｒｉｅｆ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０５ －２０

其次ꎬ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具有一

定竞争优势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在服装加工业ꎬ 埃及的年工资水平为 ２ ２７５ 美元ꎬ
相对泰国要低 ３６ ７％ ꎬ 相对印度也仅高出 ９ ２％ ꎬ 而在未另分类的电力机械

和装置的制造ꎬ 埃及的年工资水平为 ４ ０５５ 美元ꎬ 相对泰国要低 １４ ３％ ꎬ 相

对印度也要低出 ９ ２％ ꎮ
因此ꎬ 综合劳动力储备和劳动力价格两方面因素ꎬ 阿拉伯国家存在巨大的

“人口红利”ꎬ 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在比较优势ꎮ

２２１

①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Ｄ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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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阿拉伯国家拥有优越的贸易与市场环境

一般来说ꎬ 工业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外向型特点突出ꎬ 因此园区所在地理

区位较为重要ꎮ 也就是说ꎬ 工业园区的产品需要面向国际市场ꎬ 需要良好的

贸易与市场环境ꎮ 事实上ꎬ 贸易环境与其他物质、 人力资源相似ꎬ 也是一种

资源禀赋ꎮ 与中国相比ꎬ 阿拉伯国家的贸易环境要优越很多ꎮ 阿拉伯国家之

间不但建立了一系列地区贸易安排ꎬ 如海湾合作委员会、 约旦 － 埃及 － 突尼

斯 －摩洛哥自由贸易协定ꎮ 同时ꎬ 该地区很多国家也与美国、 欧盟签订了特

殊贸易协定ꎬ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年底ꎬ 巴林、 约旦、 摩洛哥、 阿曼等国都已与美

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ꎮ① 而阿尔及利亚、 埃及、 约旦、 黎巴嫩、 摩洛哥、 巴

勒斯坦、 突尼斯等国均与欧盟签订了欧洲 －地中海联系协定ꎮ② 根据与欧美发

达国家签署的优惠贸易安排ꎬ 上述阿拉伯国家出口到欧美的工业制成品将享

受免关税的待遇ꎬ 遭受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壁垒的影响也较小ꎮ 因此ꎬ 从产

业发展的外部空间来看ꎬ 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欧美建立特殊贸易关系的

阿拉伯国家在承接和发展全球频繁遭受贸易摩擦的制造业部门上也具有一定

的潜在比较优势ꎮ
综上ꎬ 从中阿双方比较优势的对比来看ꎬ 一方面ꎬ 中国很多原本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正在丧失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ꎬ 有大规模转移富

余优质产能的现实需求ꎻ 另一方面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希望借助中国优势产业

部门的向外输出带动本国工业化进程意愿ꎬ 为依托境外工业园落实中阿产能

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基础ꎮ 此外ꎬ 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产能转移的投资东

道国资源与市场环境看ꎬ 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待激发ꎬ 包括丰富的油气资源、
劳动力储备ꎬ 以及极为优越的贸易环境等ꎮ 上述情况为依托境外工业园落实

中阿产能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ꎮ

中阿产能合作的现状与特点

尽管从比较优势角度衡量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具有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

３２１

①

②

Ｓｅ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ꎬ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ｔｒａｄｅ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ｆｒｅｅ － ｔｒａｄｅ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ｂａｈｒａｉｎ － ｆｔａ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３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ｎｄ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ｅｕｒｏ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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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ꎬ 但从现实情况看ꎬ 严峻的现实需要中阿双方面对现实ꎬ 采取有效

举措ꎬ 解决当下投资不利与约束因素ꎮ 中阿产能合作发展现状呈现以下特点:
(一) 中阿产能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

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ꎬ 其规模和结构能够很好地反

映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密切程度ꎮ 不过ꎬ 从中国对

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ꎬ 投资流向目前仍高度集中于油气出口国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ꎬ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总计

为 ２１ ７ 亿美元ꎬ 其中ꎬ ９８％流向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阿尔及利亚、 科威特

等 ４ 个重要的油气出口国ꎬ 并且ꎬ 流入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也聚焦于油气部

门和基础设施建设 (参见表 ３)ꎮ 而且ꎬ 中国对阿拉伯油气进口国直接投资不

但规模非常有限ꎬ 也不是以工业制造业为主ꎮ 在阿拉伯石油进口国中ꎬ 埃及

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ꎬ 但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中仅有

１２％ (约合 ８ ０００ 万美元) 流入制造业ꎮ① 因此ꎬ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阿拉伯国

家投资处于较低水平ꎬ 有进一步挖掘的巨大合作潜力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 万美元)

流量 存量 主要投资领域

阿联酋 １２６ ８２８ ４６０ ２８４ 能源、 钢铁、 建材、 建筑机械、 五
金、 化工等

阿尔及利亚 ２１ ０５７ ２５３ １５５ 油气、 矿业

沙特 ４０ ４７９ ２４３ ４３９ ———
苏丹 ３ １７１ １８０ ９３６ 能源、 基础设施

埃及 ８ ０８１ ６６ ３１５ 油气、 制造业、 港口航运、 建筑业、
通讯、 房地产

科威特 １４ ４４４ ５４ ３６２ 能源、 建筑、 电信

也门 － １０ ２１６ ４５ ３３０ 资源开发、 餐饮、 建筑工程、 渔业
捕捞

卡塔尔 １４ ０８５ ４４ ９９３ 建筑工程承包

伊拉克 １ ２３１ ３８ ８１２ 油田开发、 电力建设、 基础设施建
造、 通讯和建材

阿曼 １ ０９５ ２０ ０７７ 主要是工程承包企业分支机构注册资
本 (２０１４ 年)

４２１

① 参见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６ 年版)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ａｉｊｉ ｐｄｆꎬ 第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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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２ ６０３ １５ ６２９ 渔业、 塑料、 制版

毛里塔尼亚 ２１６ １０ ５８３ －
利比亚 － ４ １０６ １０ ５７７ －

吉布提 ２ ０３３ ６ ０４６ 基础设施建设、 物流运输、 投资、 能
源开发

约旦 １５８ ３ ２５５ －
突尼斯 ５６４ ２ ０８４ 制造业、 批发零售、 住宿、 餐饮

叙利亚 － ３５６ １ １００ －
科摩罗 － ４５３ －
巴林 － ３８７ 通讯

黎巴嫩 － ３７８ 通讯、 贸易

　 　 　 　 资料来源: 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４２ ~ ５３ 页ꎻ 中国驻各国商务参赞处网站ꎻ 商务部: «对外投资

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２０１６ 年各卷ꎮ

(二) 在阿拉伯国家的中企 “根植性” 较弱

对于跨国投资而言ꎬ 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 “根植性” 要求意味着企业赴

东道国投资需要一个相对熟悉的经营环境ꎬ 并且能够在东道国获得较强的地方

联系ꎬ 但实际情况是ꎬ 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获得 “根植性” 存在诸多困难ꎮ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指标

说明: 前沿距离显示当前每个经济体离 “前沿水平” 的差距ꎬ 它代表 «营商环境报

告» 覆盖的所有经济体 ２００５ 年以来每个指标上来曾达到的最佳表现ꎬ 前沿距离通过 ０ ~

１００ 的得分来体现ꎬ 其中 ０ 代表最差表现ꎬ １００ 代表前沿水平ꎮ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７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７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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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较差ꎬ 国内企业很难在东道

国按照国际通用规则开展经营活动ꎮ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世界营商

环境报告»ꎬ 在阿拉伯国家中仅有阿联酋排名位于 ５０ 名以内ꎬ 排名介于 ５０ ~
１００ 位之间的国家仅有巴林、 阿曼、 摩洛哥、 突尼斯、 卡塔尔、 沙特六国ꎬ 而

其他国家的排名都在 １００ 名之外ꎮ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ꎬ 由于东道国营商环境

较差ꎬ 中国企业须根据阿拉伯各国具体情况ꎬ 在经济、 社会、 文化、 政治等

领域建立较强的本地联系ꎬ 才能较好地开展经营活动ꎮ
与此同时ꎬ 从企业投资实践来看ꎬ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目的

地往往是更容易建立 “根植性” 的国家和地区ꎬ 主要包括营商环境排名靠前

的欧盟国家和美国ꎬ 以及与中国 “民心相通” 程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ꎮ 从中

东地区情况看ꎬ 中阿 “民心相通” 程度较低ꎬ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ꎬ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 “民心相通” 指标得分仅为 ９ ７７ 分ꎬ 位居 “一带一路”
沿线所有地区的最末ꎮ 因此ꎬ 仅从 “民心相通” 指标来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的文化和心理距离还十分遥远ꎬ 国内企业融入当地社会存在巨大困难ꎬ 国

内企业 “因地施策” 在阿拉伯国家建立本地联系并非易事ꎮ 营商环境的欠佳

以及低水平的 “民心相通” 阻滞了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制造业的投资热情ꎬ
使其难以在阿拉伯国家获得 “根植性”ꎮ

图 ２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度得分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 “一带一路” 大数据中心: « “一带一路” 大数据报告

(２０１６)»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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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拉伯国家 “弹性专精” 的生产条件尚待进一步挖掘

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薄弱ꎬ 难以满足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 “弹性专精”
条件也是中阿产能合作难以取得突破的制约因素ꎮ 笔者通过计算 «国家贸易

标准 (修订 ３)» １６７ 组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①看到ꎬ 绝大多数阿拉

伯国家都有 １００ 组以上工业制成品具有比较明显或是十分明显的比较劣势ꎮ
在阿拉伯国家中ꎬ 只有海合会国家生产的少数石化产品ꎬ 以及约旦、 摩洛哥、
突尼斯等国生产的少数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呈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这

也表明ꎬ 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普遍薄弱ꎬ 尚未显现出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

“弹性专精” 特征ꎮ

表 ４　 阿拉伯国家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ＴＣ≥
０ ８

０ ５≤ＴＣ
≤０ ８

０≤ＴＣ
≤０ ５

－ ０ ５≤ＴＣ
≤０

ＴＣ≤
－０ ５

ＴＣ≥０ ８
货物商品类别

阿尔及利亚 ２ １ ３ １ １５７ 无机化学品、 皮革

阿联酋 １ １０ ５２ ２２ ８２ 肥料

阿曼 ２ ６ ８ １６ １３５ 有机化学品、 肥料

埃及 ２ ６ １７ ２７ １１５ 皮革、 工艺品

巴林 ７ ７ ２７ ４４ ８２
有 机 化 学 品、 塑
料、 钢铁、 铝、 金
属制品

吉布提 ２ ０ ３ １１ １５１ 黄金、 皮革

卡塔尔 ４ ６ ５ １０ １４２ 肥 料、 有 机 化 学
品、 塑料

科摩罗 １ １ ２ ２ １５９ 香精油和香料

科威特 ６ ４ ５ １４ １３８ 化工产品、 钢铁

黎巴嫩 ２ ４ ６ ２４ １３１ 钢铁、 铅

利比亚 ２ ２ ６ ４ １５３ 黄金、 化工产品

毛里塔尼亚 １ １ ２ ２ １６０ 黄金

７２１

① 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ＴＣ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ｊ)ꎬ 式中ꎬ ＴＣ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产品

的竞争力指数ꎬ Ｘ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产品的出口额ꎬ Ｍｉｊ表示 ｉ 国 ｊ 产品的进口额ꎮ 该指数介于 － １ ~ １ 之间ꎬ
取值愈高ꎬ 表明商品的比较优势越强ꎮ 一般来说ꎬ 如指数介于 ０ ~ ０ ５ 之间ꎬ 表明商品具有比较优势ꎬ
但比较优势并不明显ꎬ 介于 ０ ５ ~ ０ ８ 之间ꎬ 表明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ꎬ 高于 ０ ８ 则表明具有非常

明显的比较优势ꎮ 反之ꎬ 如指数为负值ꎬ 则表明商品具有比较劣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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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９ ７ ８ １５ １２８ 有色金属、 成衣、
工艺品、 黄金

沙特 ８ ５ ８ ２１ １２３
有 机 化 学 品、 塑
料、 肥 料、 皮 革、
裘皮

苏丹 ５ １ １ ２ １５７
皮 革、 裘 皮、 黄
金、 铅、 塑料的废
料与碎屑

突尼斯 ８ ８ １８ ３６ ９７
塑料 的 废 料 或 碎
屑、 成衣、 表计和
计数器、 电视机

叙利亚 １ ７ ９ ２３ １２７ 工艺品

也门 ２ ２ １ ２ １６０ 铅、 银

伊拉克 ４ ０ １ ０ １６２
其他有机化学品、
皮革、 黄金、 塑料
的废料

约旦 ７ ５ １４ ２０ １２１
成 衣、 肥 料、 皮
革、 无机化学品、
有色金属

中国 ４０ ３７ ４５ ２３ ２１ －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６

投资东道国缺乏 “弹性专精” 条件对外国企业投资会产生两方面重要影

响: 一是外国企业很难在东道国获得更为低廉的生产成本ꎬ 以进一步提升企

业竞争优势ꎻ 二是东道国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ꎬ 与东道国企业合资也很难实

现盈利ꎮ 因此ꎬ 工业基础薄弱意味着缺乏竞争优势理论提出的 “弹性专精”
条件ꎬ 也是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缺乏热情的重要原因ꎮ

通观中阿产能合作现状ꎬ 我们需要总结已有投资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ꎬ
需要开拓中阿投资新路径ꎬ 以适应双方大规模提升产能合作的迫切需求ꎮ 地

区产业吸引力的形成需迎合 “企业竞争力优先” 的产业发展逻辑ꎬ 这对于中

阿产能合作也同样适用ꎮ 虽然从比较优势来看ꎬ 中阿产能合作具有较强的合

作基础ꎬ 但比较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ꎬ 还需依靠有利的制度保障ꎬ 确保境内

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竞争优势ꎮ 不过ꎬ 受东道国营商环境和工业基础制约ꎬ
国内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并不符合 “企业竞争力优先” 的原则ꎮ 因此ꎬ 为

有效推动中阿产能合作ꎬ 借助境外园区为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消除外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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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约束也就变得十分必要ꎮ
借助工业园区消除产业发展软性约束ꎬ 培育竞争优势是中国和很多发展

中国家工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ꎮ 对于中阿产能合作而言ꎬ 由于东道国

营商环境不能迎合国内企业 “竞争力优先” 的原则是导致中阿产能合作难以

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ꎬ 因此ꎬ 借助境外工业园区的 “外部性”ꎬ 在东道国局部

范围内为中国企业提供有利于提升国内企业竞争力的营商环境ꎬ 是拉动中国

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 落实中阿产能合作的有效途径ꎮ 实际上ꎬ 借助境外

工业园区落实中阿产能合作已经得到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ꎮ 由中

非泰达在埃及建设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ꎬ 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阿拉

伯国家投资依托的重要平台ꎬ 一些企业如巨石集团正是借助该平台在阿拉伯

国家投资而取得了巨大成功ꎬ 并将埃及带动成为仅次于中国、 美国的全球第

三大玻璃纤维出口国ꎮ 当然ꎬ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取得一定成绩的

同时ꎬ 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例如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园区仅雇用了 １ ８０６ 名埃方

就业人员ꎬ① 这反映出该园区在产业布局方面不甚合理ꎬ 换言之ꎬ 工业园区未

能完全激发投资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ꎮ 首先ꎬ 当前在阿拉伯国家建

成的境外工业园未能准确把握东道国比较优势ꎬ 产业布局过于分散ꎬ 例如ꎬ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设有石油装备、 纺织服装、 高低压电器、 新型建材、
机械制造类产业园区在内的五大产业布局ꎬ 但除以巨石集团为代表经营的新

兴建材产业外ꎬ 其他产业布局的发展并未形成集聚效应ꎬ 而园区布局过于分

散带来的影响便是造成园区大量无效投资ꎬ 无法为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

提供专业化服务ꎬ 建成境外产业集聚地ꎮ 此外ꎬ 从竞争优势角度来看ꎬ 已建

成的境外工业园区也未能有效消除东道国制约产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制度约束ꎬ
例如ꎬ 埃及当地政府工作效率低下 (公司注册、 建设等手续报批流程烦琐ꎬ
时间较长)ꎬ “吃回扣” 现象也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面临的重要问题ꎮ② 毋庸

置疑ꎬ 现有的中阿工业园合作模式存在一些问题ꎬ 未能有效带动中阿产能合

作ꎬ 需要我们思考完善与应对之策ꎬ 以推动国内企业借助境外工业园区投资

平台提供更好的 “外部性” 条件ꎮ

９２１

①
②

马霞、 宋彩岑: 前引文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同上文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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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境外工业园落实中阿产能合作的策略

依托境外工业园区拉动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是落实中阿产能合作

的重要途径ꎮ 虽然该模式已经得到国内企业和相关部门的重视ꎬ 但由于未能

准确把握东道国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约束条件的特殊性ꎬ 当前在阿拉伯国

家已建成的境外工业园区对中阿产能合作的拉动依然有限ꎮ 因此ꎬ 基于比较

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论观点ꎬ 依托境外工业园区落实中阿产能合作可采取以

下步骤依次推进:
(一) 基于比较优势甄选产能合作重点国家

竞争优势的形成虽然不完全取决于比较优势ꎬ 但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却往往更易于形成较强的产业竞争力ꎮ 落实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中对阿

拉伯国家的产能合作ꎬ 也应高度重视东道国比较优势状况ꎬ 基于东道国比较

优势甄选与东道国开展产能合作的具体行业ꎮ
１ 能源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甄选

钢铁、 有色金属冶炼、 石化等能源消耗较大ꎬ 资金密集度高的工业制造

业部门ꎬ 不但是中国频繁遭受贸易摩擦的制造业部门ꎬ 也是全球范围遭受贸

易摩擦最为严重的制造业部门ꎮ① 尽管充足的能源供给是支持能源密集型工业

制造业发展的必要保障ꎬ 但在能源供给得到保障的前提下ꎬ 贸易条件的差异

也会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施加重大影响ꎮ 例如ꎬ 沙特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在发展石化产业方面具有极强的潜在比较优势ꎬ 但沙特生产的石化产品以及

与石化工业密切相关的塑料及相关制品却频繁遭受反倾销制裁ꎮ② 极为不利的

贸易环境最终迫使沙特放弃大力发展石化产业的政策ꎬ 石化产业也未出现在

沙特最新公布的 «２０３０ 愿景» 之中ꎮ
反之ꎬ 优越的贸易条件却可以助推能源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ꎮ

０３１

①

②

根据张华、 李细满的研究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４ 年ꎬ 在全球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中ꎬ 占比最高

的分别是贱金属及其制品、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２１％ )ꎬ 塑料及其制品、 橡胶及其制品

(１３％ )ꎬ 纺织原料及其纺织制品 (８ ３％ )、 机械、 机械器具、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ꎻ 录音机及放音机、
电视图像、 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 附件 (８％ ) 等ꎮ 参见张华、 李细满: «国际 ＡＤ 活动的

类别特征分析»ꎬ 载 «国际商贸»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８７ 页ꎮ
«沙特遭到 ２６ 起反倾销调查»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ｋ / ２０１３０６ / 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１５８６２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３ － ０６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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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中国巨石集团是全球玻璃纤维制造的龙头企业ꎬ 由于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 印

度、 土耳其及欧盟相继对巨石生产的玻纤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ꎬ 为了规避上

述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ꎬ 巨石集团选择在埃及设立境外生产基地ꎬ 成功利用

埃及与欧盟、 土耳其建立的优惠贸易机制ꎬ 绕过上述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ꎬ
将公司产品打入目标市场ꎮ①

通过比较沙特石化产业发展受阻和巨石集团在埃及取得的巨大成功ꎬ 我

们可以看出: 在能源供给得到保障的前提下ꎬ 贸易环境的差异将会对能源等

资本密集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施加重要影响ꎮ 基于这一逻辑ꎬ 在能源密集型

工业制造业部门开展产能合作时ꎬ 中国应优先选择具备一定能源禀赋且与欧

盟、 美国建立了特殊贸易关系的阿曼、 巴林、 阿尔及利亚、 埃及等国ꎬ 作为

重点合作国家ꎮ
２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初选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ꎬ 虽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是支持其发展的重要条件ꎬ 但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的教育与培训、 劳动习

惯、 文化因素也会对一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产生影响ꎮ 埃及拥有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ꎬ 劳动力价格较中国国内要低很多ꎬ 但同样是在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ꎬ 能源密集型的巨石集团得到发展壮大ꎬ 而在区内投资的一些纺织服装

企业却丧失了自生能力ꎮ② 这也说明ꎬ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ꎬ 劳动力丰富

程度和劳动力价格并非甄选产能合作对象的唯一标准ꎬ 很多难以量化的文化、
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一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ꎮ

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甄选对接国家ꎬ 可借鉴 “产品距离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理论的研究成果ꎬ 根据 “产品距离” 理论ꎬ 产品距离越为接近的两

种产品所包含的隐性知识越为接近ꎬ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出口一样特定的产品ꎬ
也就很容易出口与之产品距离接近的另外一种产品ꎮ③ 因此ꎬ 在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部门甄选合作对象时ꎬ 应优先选择已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上展现

出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ꎮ

１３１

①
②
③

金碚: «大国筋骨———中国工业化 ６５ 年历程与思考»ꎬ 广东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６５ 页ꎮ
唐晓阳: «中非经济外交及其对全球产业链的启示»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１０ 页ꎮ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Ｂａｉｌｅｙ Ｋｉｎｇｅｒ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ꎬ ＣＩ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２８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 / / １０１ ９６ ８ １６４ /
ｇｒｏｗｔｈｌａｂ ｃｉｄ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ｆｉｌｅｓ / ｇｒｏｗｔｈｌａｂ / ｆｉｌｅｓ / １２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９ꎻ Ｃｅｓａｒ Ａ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１７ꎬ Ｎｏ ５８３７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４８２ － ４８７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尽管阿拉伯国家工业基础普遍比较薄弱ꎬ 但也还有少数国家生产的劳动

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例如ꎬ 摩洛哥、 突尼斯、 约旦

生产的纺织服装ꎬ 突尼斯生产的家电产品等ꎮ 依据 “产品距离” 理论ꎬ 这些

国家也应是中国落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能合作的重点合作对象ꎮ
(二) 与龙头企业确定产能合作依托园区与园区主导产业

比较优势对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助益作用ꎮ 如果投资东道国潜在

比较优势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匹配ꎬ 则更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ꎬ 企业对

东道国投资也更有热情ꎮ 国际产能合作的实施主体是制造业企业ꎬ 它们对于

产品生产所需条件、 产品销售国际环境有着最为全面的了解ꎬ 对于投资东道

国资源、 能源、 劳动力禀赋、 政策环境等方面是否具有承接企业主营业务的

潜在比较优势也有自己的判断ꎮ 因此ꎬ 在境外工业园区筹建阶段ꎬ 筹建方要

与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龙头企业进行广泛的交流ꎬ 在此基础上选择与投资东

道国潜在比较优势最为匹配的产业ꎬ 作为双方产能合作依托境外工业园区的

主导产业ꎮ
(三) 确保依托工业园区政策优惠落地ꎬ 消除产能合作软性约束

比较优势虽然可以助益竞争优势的形成ꎬ 但若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ꎬ 确

保园区企业投资安全ꎬ 有效降低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ꎬ 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

势也很难转变成为竞争优势ꎬ 境外园区的发展也会丧失可持续性ꎮ 因此ꎬ 在

选定产能合作重点国家、 产能合作依托园区以及园区主导产业之后ꎬ 园区运

营方便需要为园区争取各项优惠政策ꎬ 消除产业园发展的软性约束ꎮ 但是ꎬ
由于境外园区的运营主体与投资东道国政府在力量对比上存在巨大差异ꎬ 消

除境外园区产业发展软性约束还需借助双方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调ꎮ
首先ꎬ 消除产能合作软性约束的重点应通过设立政府间沟通协商机制ꎬ

确保投资东道国给予园区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ꎮ 发展境外工业园区ꎬ 无论采

用何种形式ꎬ 园区入驻企业都是依照投资东道国 «投资法»、 «经济特区法»
等相关法规ꎬ 享受东道国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ꎮ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很

多阿拉伯国家为国内经济特区设定的引资条件并不算差ꎬ 只是未能按照规定

执行ꎬ 导致外国企业对其投资存在顾虑ꎮ 例如ꎬ 埃及 «投资法» 和 «外汇

法» 均规定ꎬ 企业利润可以自由汇回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ꎬ 外国企业将在埃及

获得的利润汇回母国却存在诸多困难ꎬ 这无疑加大了外国企业在埃投资的风

险ꎮ 因此ꎬ 通过设立政府间沟通协调机制ꎬ 例如参考新加坡在中国苏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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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设立的、 由双方副总理挂帅的联合协调理事会机构ꎬ 确保投资东道国给

予园区入驻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ꎬ 对于园区招商引资和竞争力的提升会

起到非常大的带动作用ꎮ
其次ꎬ 消除产能合作软性约束还可争取东道国出台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

的法律法规ꎮ 一些阿拉伯国家在承接中国优势产能方面具有较强的潜在比较

优势ꎬ 只是因为投资政策设定的过于苛刻ꎬ 才会导致双边产能合作难以取得

突破ꎮ 例如ꎬ 阿尔及利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 贸易

环境十分优越、 双边关系也很好ꎬ 但是ꎬ 由于阿尔及利亚 «投资法» 规定外

国企业不能在其境内设立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须由阿方控股ꎬ 这才导致中国

企业对阿尔及利亚投资只能望而却步ꎮ 此外ꎬ 很多阿拉伯国家极为严格的劳

动力本土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

资ꎮ 尽管引导东道国修改投资法规并非易事ꎬ 但仍可以借助高层互访或其他

机会ꎬ 促成东道国以立法形式给予外国企业更为优惠的政策ꎬ 扫除与其开展

产能合作的制度性约束ꎬ 助推产能合作实现突破性进展ꎮ
(四) 资金融通、 设施联通助益境外园区竞争优势提升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并非单方面的产业转移ꎬ 而是多元的国际共建ꎮ 中

阿产能合作取得成功需依靠大量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ꎬ 在阿拉伯国家

建成产业集聚地或集群地ꎮ 而企业跨国投资离不开金融支持ꎬ 产业集聚地或

产业集群地的形成也离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ꎮ 因此ꎬ 从表面来看ꎬ 以产业转

移为特征的国际产能合作只是企业投资的问题ꎬ 但如果没有资金融通和设施

联通的配合ꎬ 国际产能合作也难获成功ꎮ
首先ꎬ 资金融通是境外园区建设和企业跨境投资的前提保障ꎮ 无论是境

外工业园区的建设ꎬ 还是企业跨境投资活动ꎬ 均需消耗大量资金ꎬ 没有有效

的资金融通和金融服务ꎬ 中阿产能合作也很难顺利开展ꎮ 而从国际产能合作

境外融资的实际情况来看ꎬ 境外园区建设和运营主体、 国内龙头企业为其境

外投资活动融资相对容易ꎬ 而广大中小企业为其境外投资活动融资却存在巨

大困难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对国内企业 (民营企业为主) 对外投资活动所做

的调查显示ꎬ ６７％的受访企业依靠自身利润积累为 “走出去” 项目融资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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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要依靠企业利润为境外项目融资ꎬ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 “走
出去” 的潜力受到一定抑制ꎮ 而无论是产业转移理论ꎬ 还是竞争优势理论ꎬ
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ꎬ 例如ꎬ 小岛清在其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中ꎬ
明确提出 “投资国对外投资活动应以中小企业为先导”ꎮ① 而竞争优势理论认

为 “弹性专精” 的形成也需借助大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集聚ꎮ 中小企业

调整灵活ꎬ 嗅觉敏锐ꎬ 在产能合作依托境外园区引入大量中小企业ꎬ 不但可

以为龙头企业上下游生产提供补充ꎬ 还能及时发现与东道国开展产能合作的

新的市场机会ꎮ 因此ꎬ 在国家层面ꎬ 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投资

提供的融资平台ꎬ 将会对中阿产能合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ꎮ
其次ꎬ 设施联通为境外园区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设施保障ꎮ 工

业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水、 电、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保障ꎬ 产能合作依托境外

园区筹建过程中ꎬ 必然会考虑到基础设施的便利性ꎬ 并且随着园区产业集聚

效应的形成ꎬ 园区发展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大ꎮ 此外ꎬ 境外园区

与投资东道国其他产业集群地或是相邻国家产业集聚地建立联系ꎬ 形成产业

集群效应ꎬ 也需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ꎮ 因此ꎬ 依托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ꎬ
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境外工业园区扫除产业发展和升级的硬性约束ꎬ 也是推动

中阿产能合作深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ꎮ

结　 语

“一带一路” 倡议是在新形势下ꎬ 应对国家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能转移

所提出的重大对外开放战略转变ꎬ 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过剩产能转

移出去、 让沿线国家从中受益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内容ꎮ 阿拉伯国

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ꎬ 也很希望借助 “一带一路” 倡议拉动本国制造业发展ꎬ
实现摆脱贫困、 经济多样化的发展目标ꎮ 虽然双方合作热情很高ꎬ 但由于中

国企业对阿拉伯国家制造业投资规模有限ꎬ 产能合作迟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展ꎮ 基于中阿双方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ꎬ 政府和相关部门将境外工业园建

设看作吸引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 落实中阿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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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ꎬ 国内企业、 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于在阿拉伯国家建设境外工业园依然抱持很

高的热情ꎬ 目前尚在筹建中的就有中国 － 阿曼 (杜库姆) 产业园①、 中国 － 沙

特吉赞产业园②等境外工业园区项目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ꎬ 依托境外工业园落实 “一带一路” 对

阿拉伯国家产能合作绝非易事ꎬ 工业落后国家制造业发展一直是发展经济学

的研究难点ꎮ 从实践上来看ꎬ 阿拉伯国家为实现摆脱贫困、 经济多样化的发

展目标也曾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做过很多不成功的尝试ꎮ 因此ꎬ 借助境外工业

园推动中阿产能合作ꎬ 我们必须认真规划ꎬ 仓促行之则会陷入 “园区投

资———招商———招商不利———园区惨淡经营” 的无效投资之中ꎬ 阿拉伯国家

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热情也会受到打击ꎮ 而从学理来看ꎬ 依托境外工业园

带动中阿产能合作只有在甄别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ꎬ 借助境外工业园区

消除东道国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各种约束ꎬ 并将园区建设成为境外产业集聚地

才能将其落到实处ꎮ 本文则是融合产业转移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的重要观点

对依托境外工业园区落实 “一带一路” 对阿拉伯国家产能合作的路径做出的

初步探讨ꎮ
不过ꎬ 本文也仅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依托境外工业园带动中阿产能

合作的一般性框架ꎮ 从实际操作来看ꎬ 境外工业园区的规划布局、 与东道国

合作模式的建设、 园区宣传和推广都是极富挑战且十分重要的问题ꎮ 除此之

外ꎬ 影响东道国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因素也不仅限于经济方面ꎬ 复杂多变的政

治、 社会因素也是需要重点考量的要素ꎬ 而囿于论文篇幅本文对上述问题均

无涉及ꎮ
尽管在阿拉伯国家建设工业园区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十分复杂ꎬ 挑战十

分巨大ꎬ 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ꎬ 阿拉伯国家发展工业制造业并不缺乏潜

力ꎬ 只是始终未能打破制约潜力发挥的种种约束ꎮ 在 “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

背景下ꎬ 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如在充分考量东道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ꎬ 通过

境外工业园区提供的 “外部性”ꎬ 切实消除制约东道国产业发展、 制约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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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 －阿曼产业园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承建ꎬ 位于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内ꎬ 占地面积 １１ ７２ 平方

公里ꎬ 拟建项目规划总投资 ６７０ 亿元人民币ꎬ 包括石油化工、 建筑材料、 电子商务等 ９ 个领域ꎮ
中国 － 沙特吉赞产业园由宁夏银川开发区、 广东广州开发区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合作建设ꎬ

规划面积１０３ 平方公里ꎬ 拥有１４ 个具体发展产业ꎬ ３３ 个远期发展产业ꎬ 重点发展炼化、 汽车、 家电等

产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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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的种种约束ꎬ 则极有可能借助国内企业投资激活东道国

比较优势ꎬ 带动东道国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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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ｂ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ａｂ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ꎻ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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