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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推出 «２０３０ 愿景» 为标志ꎬ 埃及近年来高度重视制造业发

展并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ꎬ 制定了颇具科学性、 系统性的制造业发展战略ꎮ
这给中国和埃及的产能合作带来了新机遇ꎮ 然而ꎬ 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推

进未能在实质上改善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要素条件ꎬ 再加之中埃产

业链相距较远ꎬ 双方产能合作的推进并非易事ꎮ 结合埃及制造业发展比较优

势、 竞争优势的特点ꎬ 中国企业应以埃及相对成熟的工业园区为依托ꎬ 以借

助埃及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为重点ꎬ 以短链产业为先导ꎬ 以融入当地产业链

为方向ꎬ 稳步有序推进同埃及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ꎮ 而在政府层面ꎬ 中国

应在技术上加强对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的支持ꎬ 借助技术交流发掘合作机遇ꎬ
并通过为埃及企业提供适度支持ꎬ 借助市场力量拉近双方产业链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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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发展经验表明ꎬ 除少数体量较小的资源型国家外ꎬ 绝大多数国家想

要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 提升国民生活水平、 实现经济现代化ꎬ 都需要增强

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能力ꎮ① 而恰恰是认识到制造业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重大

促进作用ꎬ 塞西在担任埃及总统之后ꎬ 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埃

及推出的 «２０３０ 愿景» 明确设定了制造业发展目标ꎬ 即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将埃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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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增加值增长率由当时的 ５％ 提升至 １０％ ꎬ 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所占比重由当时的 １２ ５％提高至 １８％ ꎮ① 此外ꎬ 为推动 «２０３０ 愿景» 所

定制造业发展目标的落实ꎬ 同年ꎬ 埃及出台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０ 年工业与贸易发

展战略» 进一步细化了制造业发展的具体推进措施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ꎬ
支持非洲国家、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而埃及既是非洲大国ꎬ 也是阿拉伯大国ꎬ 双方在制造业部门开展产能合作具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ꎮ 然而ꎬ 对于中国与埃及在制造业部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的问题ꎬ 国外学者关注不够ꎬ 国内也仅有少数研究成果论及更大范围的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产能合作ꎬ 或在谈到中埃经济合作时有所涉及ꎮ② 此外ꎬ 还有一

些专门论述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研究提及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的情况ꎮ③

因此ꎬ 为配合 “一带一路” 倡议在非洲、 阿拉伯地区的推进ꎬ 本文尝试在学

理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专门论述ꎮ

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经济理性

尽管比较优势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ꎬ 然而ꎬ 很多国家工业发展的经

验表明: 一国工业发展只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ꎬ 才能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换

成为现实竞争力ꎬ 进而带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制成品生产、 出口能力

的增强ꎮ④ 学界由此认同国家可以通过提升生产要素水平、 改善营商环境、 培

育产业集群、 降低贸易成本等方式ꎬ 助力竞争优势的形成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以空间经济学为基础ꎬ 逐渐兴起的竞争优势理论也就成为很多国家用于制定

制造业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ꎮ 受此理念影响ꎬ 埃及出台了 «２０３０ 愿景» 及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 等相关政策文件ꎬ 埃及政府并依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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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实际行动ꎮ 总体来看ꎬ 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主要是以竞争优势理论为指

导ꎬ 致力于借助国家的投入和制度的革新ꎬ 创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 “外部

性” 条件ꎮ
(一) 大力发展制造业所需基础设施

依据竞争优势理论ꎬ 与以资源禀赋形式呈现的初级生产要素相比ꎬ 高级

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对于制造业发展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ꎮ
而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通用基础设施以及专门服务于特定产业的专业化基础

设施ꎬ 便是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 因此ꎬ 在制定

制造业发展战略时ꎬ 埃及高度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ꎬ 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ꎬ 发展交通基础设施ꎮ 由物流网络改善所带来的制造企业运输成本

的降低ꎬ 对于提高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② 而有助于降低制

造企业运输成本的物流网络的改善ꎬ 也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ꎮ 因此ꎬ
埃及交通部制定的 «埃及交通运输建设总体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７ 年)»ꎬ 其核心

便是打造以大开罗为中心ꎬ 连接地中海 － 红海的国际物流带ꎬ 并以此带动埃

及整个物流业的发展ꎮ 以该计划为基础ꎬ 塞西政府上台后ꎬ 在交通基础设施

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项目ꎬ 涉及铁路、 公路建设项目、 港口改扩建项目ꎬ 并

计划新建 ７ 个物流中心和干散货码头ꎮ③

第二ꎬ 升级电力基础设施ꎮ 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电力供给ꎬ 而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力供给价格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制造企业的经营成本ꎮ
鉴于电力供给对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ꎬ 塞西总统多次强调ꎬ 埃及

需提高电力供应以满足国内投资和发展需求ꎮ 为提升电力供给水平ꎬ 埃及政

府高度重视电力部门初级能源供给的多元化ꎬ 大力发展燃煤电站以及光伏、
风能等新能源发电设备ꎬ 并在相关领域投入巨大ꎮ 此外ꎬ 埃及还将建立与西

亚、 非洲其他国家相连的跨国电网ꎻ④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ꎬ 特别是化肥、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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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耗能制造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ꎬ 作为升级国家电力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①

第三ꎬ 建设工业园区及配套设施ꎮ 除大力发展通用基础设施外ꎬ 埃及还

高度重视发展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化基础设施ꎬ 主要体现在大力发展工

业园区及其配套基础设施方面ꎮ 埃及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
明确提出ꎬ 要在 ５ 年内开发 ６ ０００ 万平方米封闭式的工业投资用地ꎬ② 并会根

据国内生产和出口需求ꎬ 重点发展冷库、 仓储、 展览、 交通等配套基础

设施ꎮ③

(二)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提升人力资源储备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ꎬ 技术工人、 专业人才、 科研实力等 “软性” 基础设

施也是制造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ꎮ④ 为给制造业

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ꎬ 埃及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着力提升制造业发展所

需的 “软性” 基础设施ꎮ
第一ꎬ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ꎮ 为解决国内产业工人技术水平低、 无法满足

企业用工需求的问题ꎬ 埃及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ꎬ 并将其上升至

基本法的高度ꎮ 埃及 ２０１４ 年 «宪法» 第 ２０ 条明确提出 “国家要根据劳动力

市场需求ꎬ 依照全球标准ꎬ 鼓励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ꎮ”⑤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专门设立了技术培训和教育部ꎬ 全面负责国家技术教育和职业

培训工作ꎮ 随后ꎬ 该部与教育部合并ꎬ 共同组成教育与技术教育部ꎮ
根据 «２０３０ 愿景»ꎬ 埃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目标主要包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埃及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比例从当前的 ４％ 提升到 ２０％ ꎻ 职业技术教育

毕业生从事专业工作的比例由当前的 ３０％提升至 ８０％ ꎻ 职业教育学生中接受

职业培训的学生占比由当前的 ４％ 提升到 ３０％ ꎻ 与社会力量联合兴办的技术

和职业培训机构占比由当前的 ３％提高至 ２０％ 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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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ꎬ 埃及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

主要任务包括: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ꎬ 借助校企联动ꎬ 提升职业培训教育的社

会适用性ꎻ 通过设定职业技术教育认证和评估体系ꎬ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从业

者培训等手段提升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质量ꎻ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宣传力度ꎬ
改变国民重学位教育、 轻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心态ꎮ①

第二ꎬ 支持创新和科研活动ꎮ 为实现制造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提升制造

业发展的增加值率ꎬ 埃及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 强调支持创

新和科研活动ꎬ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以产业发展现实需求为基础ꎬ 在教育

机构、 中小微企业、 企业家中间培育创新精神和塑造重视科研的文化氛围ꎻ
在私人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ꎬ 建立有助于解决工业生产问题、 提升供给链和

价值链的综合创新支持系统ꎻ 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创新鼓励基金ꎬ
用于支持实践性强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活动ꎻ 建立交互式电子信息交流平台ꎬ
即通过为工业创新项目提供信息支持、 传播成功案例ꎬ 以推动工业部门的创

新和研究活动ꎻ 建立独立或依附于工厂的国际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ꎬ 帮助企

业借助培训和能力建设获取前沿创新技术ꎮ②

(三) 改善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ꎬ 与政府服务相关的环境因素也是重要的生产条件ꎬ
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有益于竞争优势的提升ꎮ③ 而在国际层面ꎬ 贸易成本的降低

能够进一步凸显要素禀赋的重要性ꎬ 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推动产业集群的区

域转移ꎮ④ 据此ꎬ 埃及在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ꎬ 积极改善国际贸易环境ꎬ 为制

造业发展拓展外层空间ꎮ⑤

第一ꎬ 着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ꎮ 国际投资实践表明ꎬ 营商环境是跨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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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ꎮ① 面对阿拉伯剧变以来国内营商环境持续

恶化的状况ꎬ 埃及高度重视优化国内营商环境ꎮ 埃及 «２０３０ 愿景» 明确提

出ꎬ 将埃及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由当时的 １３１ 位提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１００ 位ꎬ
２０３０ 年进一步提升至第 ３０ 位ꎮ② 为达到这一目标ꎬ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埃及主要采

取了以下几方面举措: 禁止子公司从母公司获取发行股票ꎬ 明晰产权和所有

权结构ꎬ 增进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和影响力ꎬ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ꎻ
通过简化办事流程、 建立一站式窗口服务平台ꎬ 以及取消开办企业提交银行

信用凭证等方式ꎬ 降低开办企业的难度ꎻ 对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投资实施增值

税退税ꎬ 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ꎻ 取消获取单一类别动产非转移占有权提交

抵押物具体描述的规定ꎬ 授予有担保债权人破产处置绝对优先求偿权ꎬ 以此

降低企业获取信贷的难度ꎻ 允许债务人发起债务重组程序并参与债务重组ꎬ
降低企业破产处理的难度ꎮ③

第二ꎬ 创造优质的制造业发展外部环境ꎮ 埃及主要是借助签署有利的贸

易协议为国内商品出口提供便利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埃及主要采取了以下行

动: 积极推进与南方共同市场 (已于 ２０１７ 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欧亚经济

共同体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谈判ꎬ 借助优惠贸易协定改善埃及的贸易环境ꎻ
定期确认贸易出口的关税、 非关税壁垒ꎬ 通过协商消除埃及货物出口的现实

阻碍ꎻ 向出口商介绍已生效的优惠贸易协定ꎬ 帮助出口商降低产品出口的贸

易成本ꎮ④

(四) 提升本土供给能力以助力形成产业集群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ꎬ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达国家的核心特征ꎮ⑤ 而产业集群

的形成又需依托国内供给能力的支持ꎬ 也就是原材料和零部件、 机械和服务ꎬ
以及相关产业的本土供应商支持ꎮ⑥ 而国际投资的实践表明ꎬ 跨国公司境外生

产基地所需的服务和商品ꎬ 平均超过 ５０％是从东道国境内获得ꎬ 东道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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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能力也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国的重要参考因素ꎮ① 在培育产业集群方

面ꎬ 埃及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 设定的目标是在 ５ 年内建设

２２ 个产业集群ꎮ② 为此ꎬ 埃及主要采取两方面举措ꎬ 提升国内供给能力ꎮ
第一ꎬ 整合国内工业信息ꎮ 信息渠道不畅通、 市场参与者无法获得相关

信息是导致本土供应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ꎮ③ 为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ꎬ 埃及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工业和贸易发展战略» 提出了整合国内信息网络的具体策略ꎬ
即建设覆盖全国 ２７ 个省的工业投资地图ꎬ 其内容涵盖各省土地、 地质、 矿

产、 交通、 物流基础设施、 工业园区、 人力资源等与制造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数据信息ꎬ 以及包括各类中、 小、 微项目在内的各类投资项目信息ꎻ④ 设立专

门面向中、 小微企业的 “供给和决策支持电子交互平台”ꎬ 为用户推送各类投

资项目信息ꎬ 以及提供申领执照、 办理信贷、 获取非金融服务所需的各项

信息ꎮ⑤

第二ꎬ 提升本土企业实力ꎮ 产业内大量本土企业的存在以及本土企业能

力的提升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ꎮ 与之前过度保护本土企业的策

略不同ꎬ 塞西政府鼓励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提升自身实力ꎬ 为鼓励国内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ꎬ 埃及统一了内销市场、 补贴市场和出口市场的质量标准ꎬ
并进一步加强了质量监督和管理体系ꎬ 提出国内企业的产品生产、 产品包装

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流程也要与国际标准接轨ꎮ⑥

在降低对本土企业保护的同时ꎬ 埃及在主要技术和融资两方面给予本土

企业ꎬ 特别是本土中、 小微企业适度支持ꎮ 在技术支持方面ꎬ 埃及制定专项

行动帮助企业改进生产工艺、 实现技术升级ꎮ 而在资金支持方面ꎬ 埃及通过

施行根据企业投资生产活动和企业生命周期提供信贷支持的策略降低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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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ꎮ 同时ꎬ 埃及还设立专项资金ꎬ 用于为生产和出口陷入困难的企业提供

支持ꎮ①

从国际投资实践来看ꎬ 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 教育培训能力、 国内营商

环境、 国际贸易条件以及高水平的国内供给能力都是跨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

国的重要参考因素ꎮ② 埃及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制定的制造业发展战略ꎬ 不

但有利于提升埃制造业发展所需的 “外部性” 条件ꎬ 也有助于提升埃及的外

资吸引力ꎬ 为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开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ꎮ

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的现实基础

中国和埃及政府推动落实产能合作的政治意愿、 双方开展合作的政策基

础ꎬ 以及埃及在劳动力资源、 贸易环境等方面所具备的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

潜在比较优势ꎬ 都为双方产能合作的开展提供了现实基础ꎮ
(一) 埃及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

第一ꎬ 埃及人口年龄结构十分年轻ꎬ 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方面具

有巨大的 “人口红利”ꎮ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２０１７ 年ꎬ 埃及人口年龄中位数

介于 ２０ ~ ２４ 岁之间ꎬ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ꎮ 而且ꎬ 埃及 １４ 岁以下儿童在总

人口中占比也较高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３３ ３％ ꎬ 远高于全球 ２５ ８％的平均水平ꎬ 也略

高于阿拉伯国家 ３２ ８％ 的平均水平ꎮ 而与全球儿童占比呈现下滑趋势相比ꎬ
埃及 １４ 岁以下人口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２ １％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３ ３％ ꎮ③ 由此ꎬ
埃及儿童在总人口中占比较高且呈现缓慢增长特点ꎬ 这表明埃及具有十分充

足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劳动力供给ꎬ 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具有十分巨大

的 “人口红利”ꎮ
第二ꎬ 埃及通过与其他区域组织或国家签订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ꎬ

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贸易条件ꎮ 目前ꎬ 埃及已经生效的优惠

贸易协定主要有: 一是 «埃及 －欧盟合作伙伴协议»ꎬ 根据该协议ꎬ 埃及工业

制成品进入欧盟市场可免征关税ꎬ 且不受配额限制ꎮ 二是 «埃及 － 欧洲自由

５４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４５ － ４６ꎬ ２８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９ －５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Ｄ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ｐｘ?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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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联盟自贸协定» (ＥＦＴＡ)ꎬ 据此ꎬ 埃及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进入冰岛、 列支

敦士登、 挪威和瑞士四国市场时可免征关税ꎻ 三是 «埃及 － 土耳其自由贸易

区协议»ꎬ 这意味着埃及工业制成品进入土耳其时可享受免征关税待遇ꎻ 四是

«埃及与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区»ꎬ 在该协议下ꎬ 埃及生产工业制成品进入阿根

廷、 巴西、 巴拉圭、 乌拉圭等国免征关税ꎻ 五是 «以色列合格工业区协议»ꎬ
根据该协议ꎬ 埃及合格工业区所产含有 １０ ５％以色列成分的输美产品免征关

税ꎻ 六是 «阿加迪尔自由贸易协定»ꎬ 据此ꎬ 埃及向突尼斯、 约旦、 摩洛哥三

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免征关税ꎻ 七是东南非共同市场ꎬ 埃及作为成员国之一ꎬ
向东南非共同市场其他 ２０ 个成员出口工业制成品时ꎬ 可享受免税或优惠关税

待遇ꎮ①

通过签署上述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ꎬ 埃及有效扩展了制造业发展的外层

空间ꎬ 在发展建材、 石化等频繁遭受贸易救济调查的制造业方面ꎬ 具有其独

特优势ꎮ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埃及境内投资生产的商品ꎬ 可借助上述有利的双

边、 多边或区域贸易安排ꎬ 有效辐射相关国际市场ꎬ 降低产品出口的关税税

率ꎬ 绕过上述国家设定的非关税壁垒ꎮ
(二) 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具有政策对接性

加强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非洲国家、 阿

拉伯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从中方来看ꎬ 制造业领域产能合作是中

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

件» 明确提出 “将优先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作为新时期中国对非合作的突破

口和着力点”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七届部长级会议召

开期间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对非合作的 “八大行动计划”ꎬ 其中第一条便是实施

产业促进行动ꎬ 而其很多内容都涉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产能合作ꎬ 包

括鼓励中国企业加强对非洲制造业部门产业投资ꎬ 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

新建或升级经贸合作区等内容ꎮ③ 与此同时ꎬ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 «关于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

６４１

①
②

③

参见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４５ ~ ４６ 页ꎮ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２１５

５６ ｓ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５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 内容解读»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８８４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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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 两个重要成果文件ꎬ 也都高度关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

制造业产能合作ꎮ 其中ꎬ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明确提出要促进 “双方 ‘一带一路’ 产能合作ꎬ 加强双方在非洲工业化发展

领域的规划合作ꎮ” 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 则

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 “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 作为中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内

容ꎮ② 同时ꎬ 制造业产能合作也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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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而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ꎬ 再

次重申 “产能对接” 是中阿合作的四大行动计划之一ꎮ④

从埃及方面来看ꎬ 近年来埃及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ꎬ 并将其看作提供充

分劳动力就业、 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ꎮ 因此ꎬ
对接埃及发展需求ꎬ 与埃及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自然成为中埃共建 “一带一

路” 的重要落脚点ꎮ 塞西担任埃及总统之后ꎬ 产能合作也得到中埃双方政府

的高度重视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塞西访华期间ꎬ 中埃两国四部委正式签署了 «中
埃产能合作框架协议»ꎬ 而协议签署表明中埃产能合作机制正式确立ꎮ 在该机

制下ꎬ 中埃分别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召开三次部长

级会议ꎬ 协商确定产能合作的重点项目清单ꎮ⑤ 由此可见ꎬ 双方在制造业部门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具有很强的政策对接性ꎮ
(三) 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处于起步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是制造业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ꎬ 而从以对外直接投资形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ꎬ 载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ｃａｃｓｕｍｍｉｔ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ｈｙｑｋ / ｔ１５９１９４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５ꎮ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５９２０６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５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全文)»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３１３２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 “一带一路” 行动宣言»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ａｇｘ / ｇｊｙｄｙｌ / ｔ１５７７０１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０ꎮ

参见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５２ ~ ５３ 页ꎻ
«中埃产能合作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ꎬ 载中国国家发改委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ｆｚｇｇｇｚ / ｗｚｌｙ / ｚｈｄｔ / ２０１９０１ / ｔ２０１９０１１７＿ ９２５７９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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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现的中国对埃及资金流动来看ꎬ 中国与埃及在产能合作方面仍处于较

低水平ꎮ 第一ꎬ 从投资规模看ꎬ 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总额较小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流量为 ９ ２７６ 万美元ꎬ 仅为当年埃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总量的 １ ３％ ꎻ 至 ２０１７ 年末ꎬ 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为 ８ ３ 亿美元ꎬ 经

调整后较 ２０１７ 年减少 ５ ４０７ 万美元ꎬ 仅占埃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总额

的 ０ ７％ ꎮ①

第二ꎬ 从投资流向看ꎬ 制造业在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中占比偏低ꎮ 根据

中国商务部资料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中国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中ꎬ 仅有 １２％流

向埃及制造业部门ꎬ 投资金额累计仅为 １ １ 亿美元ꎮ②

根据中国驻埃及使馆经商参处统计 (在经商参处备案)ꎬ 在埃及正式注册

的中资企业有 ８０ 余家ꎬ 包括巨石、 西电电气、 安琪酵母、 新希望六和等国内

知名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ꎮ③ 然而ꎬ 从对外投资规模来看ꎬ 在埃及注册的中资

企业生产活动极为有限ꎬ 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代表的中国在埃及的境外工

业园区也未能充分发挥投资孵化平台的作用ꎬ 中埃两国在制造业部门开展的

国际产能合作实际上处于较低水平ꎮ

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面临的困境

尽管埃及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潜在比较优势ꎬ 产能合作也得到中埃双方政

府的高度重视ꎬ 双方政策也有一定的对接性ꎬ 然而ꎬ 中埃在制造业部门开展

的国际产能合作仍处于较低水平ꎬ 主要缘于以下因素ꎮ
(一) 埃及总体营商投资环境欠佳

尽管塞西政府致力于提升国内营商环境ꎬ 但埃及营商环境仍处于全球较

低水平ꎬ ２０１９ 年ꎬ 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ꎬ 仅位列第 １２０ 位ꎮ④ 相对较差的营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中国对埃直接投资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２０１７ 年度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中国统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４６ 页、 ５１ 页ꎻ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 ｓＣＳ＿ 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 ＝ ｅｎ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６ꎮ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７ 年版)ꎬ 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ａｉｊｉ ｐｄｆꎬ 第 ５６ ~ ５７ 页ꎮ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８ 年版)ꎬ 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ａｉｊｉ ｐｄｆꎬ 第 ５４ 页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９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Ｄ Ｃ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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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意味着ꎬ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埃及投资仍有很多领域难以

按照国际通用规则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ꎬ 需 “因地制宜” 建立当地联系ꎬ 而

这无疑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埃及经营的风险与成本ꎮ
当前ꎬ 制约埃及制造业发展以及中埃产能合作开展的营商环境因素主要

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埃及的跨境贸易便利度有待提高ꎮ 根据世界银行

跨境贸易评分体系ꎬ 埃及跨境贸易便利度在参加评比的 １９０ 个国家中ꎬ 位列

第 １７０ 位ꎬ 属于跨境贸易便利性极差的国家ꎮ 而埃及跨境贸易便利度的阻碍

主要来自于货物进口方面ꎬ 其中埃及货物进口单证合规时间ꎬ 即从出口国和

埃及获取将商品进口至埃及所需各种批文所需的时间ꎬ 其耗时高达 ２６５ 个小

时ꎬ 是西亚北非地区的 ３ ５ 倍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２ ７ 倍ꎮ 而埃及货

物进口的边界合规时间ꎬ 也就是货物通过埃及边境所耗费的时间高达 ２４０ 小

时ꎬ 是西亚北非地区的 ２ ３ 倍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１ ９ 倍ꎮ 以上数据

表明ꎬ 进口货物到埃及境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 而漫长的商品进口周期ꎬ 一

方面降低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的敏捷度ꎬ 另一方面则占用了企业大

量资金ꎬ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ꎮ

表 １　 埃及与其他地区跨境贸易便利程度对比

出口时间:
边界合规
(小时)

出口成本:
边界合规
(美元)

出口时间:
单证合规
(小时)

出口成本:
单证合规
(美元)

进口时间:
边界合规
(小时)

进口成本:
边界合规
(美元)

进口时间:
单证合规
(小时)

进口成本:
单证合规
(美元)

东亚和
太平洋

５４ ７ ３８２ ２ ５７ ６ １０９ ４ ６９ ２ ４１５ ８ ５７ １０９ ５

欧洲和
中亚

２２ １ １５７ ５ ２４ ３ ９７ ９ ２１ １ １６２ ３ ２４ ７ ９３ ９

拉美和
加勒比

６１ ９ ５２９ ８ ５２ ５ １１０ ４ ６２ ６ ６４７ ２ ７９ １ １１６ ３

西亚和
北非

５８ ４４２ ４ ６７ ９ ２４４ ６ １０５ ４ ５３６ ７５ ５ ２６９

经合组
织高收
入国家

１２ ５ １３９ １ ２ ４ ３５ ２ ８ ５ １００ ２ ３ ４ ２４ ９

南亚 ６２ ９ ３４７ ２ ７４ １ １６０ ３ ９５ ８ ５０４ ６ １００ ８ ２７６ ７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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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撒哈
拉以南)

９７ ３ ６０５ ８ ７２ ８ １６８ ８ １２６ ３ ６８４ ３ ９７ ７ ２８３ ５

埃及 ４８ ２５８ ８８ １００ ２４０ ５５４ ２６５ １ ０００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ｏｐｉｃｓ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ａ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ｓ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 －０９ －０４

第二ꎬ 埃及的合同执行①力度有待提高ꎮ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在参评的

１９０ 个国家中ꎬ 埃及得分位列全球第 １６０ 位ꎬ 属于执行合同力度最差的国家之

一ꎮ 在埃及ꎬ 通过法院解决商业纠纷平均耗时 １ ０１０ 天ꎬ 是西亚北非以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 １ ６ 倍ꎮ 而在用于衡量司法系统审理商业案件公正性和便利性

的司法程序质量指数方面ꎬ 埃及得分仅为 ５ ５ꎬ 也要低于西亚、 非洲的平均水

平ꎮ 合同执行力度差表明ꎬ 在埃及经营企业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商业纠纷的

透明度和公正性都有待提高ꎮ 而且ꎬ 司法流程耗时极长ꎬ 在埃投资企业与其

他企业ꎬ 特别是埃及本土企业签订的合同缺乏有效法律保护ꎬ 存在一定违约

风险ꎮ

表 ２　 埃及与其他地区执行合同力度对比

执行合同
得分

执行
合同排名

时间
(天数)

成本
(索赔额百分比)

司法程序
质量指数 (０ ~ １８)

东亚和太平洋 ５２ ７５ １０４ ５８１ １ ４７ ２ ７ ９

欧洲和中亚 ６５ ６５ ５１ ４９６ ３ ２６ ３ １０ ３

拉美和加勒比 ５３ ３９ １０８ ７６８ ５ ３１ ４ ８ ５

西亚和北非 ５５ ０４ １０５ ６２２ ２４ ７ ６ １

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 ６７ ６５ ４５ ５８２ ４ ２１ ２ １１ ５

南亚 ４３ ４４ １４５ １ １０１ ６ ２９ ８ ７

非洲 (撒哈拉以南) ４８ ８７ １２８ ６５５ １ ４２ ３ ６ ７

埃及 ４２ ７５ １６０ １ ０１０ ２６ ２ ５ ５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ｏｐｉｃｓ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ａ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ｓ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 －０９ －０４

第三ꎬ 埃及土地产权不够清晰ꎮ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

要指标ꎬ 该项目用于评估有关土地产权和边界的信息可靠性、 土地所有权信

０５１

① 主要指通过司法系统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 成本与质量等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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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透明度、 土地所有权登记和地籍测绘的地理覆盖面、 对土地争议实施的保

护力度等方面的内容ꎮ 埃及该项指标得分在全球参评的 １８７ 个国家中ꎬ 仅位

列第 １３１ 位ꎬ 处于全球下游水平ꎮ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得分不高ꎬ 意味着外国

企业在埃投资很可能在获取土地和土地产权确认的问题上陷入纠纷、 蒙受

损失ꎮ
第四ꎬ 埃及的电力供应便利性有待提高ꎮ 稳定的电力供给是制造业发展

的必要保障ꎬ 而可预期的电价也有助于企业准确评估生产经营成本ꎮ 世界银

行采用供电稳定性和收费透明度指标来评估电力供应的便利性ꎬ 该项指标得

分介于 ０ ~ ８ 之间ꎬ 而埃及该项目得分仅为 ３ꎬ 在参评 １８６ 个国家中ꎬ 与 １４ 个

国家并列第 １１９ 位ꎬ 处于全球下游水平ꎮ 因此ꎬ 从电力供应角度来看ꎬ 潜在

停电风险以及用电成本的不可预期性ꎬ 都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埃及开展生产

与经营活动ꎮ
第五ꎬ 埃及存在较高的利润汇出及汇率波动风险ꎮ 尽管埃及 １９９４ 年第 ３８

号 «外汇法» 以及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新版 «投资法» 明确规定ꎬ 外国公司在埃投

资可以在银行设立美元账户并保留美元利润ꎬ 并且利润的汇出不受限制ꎮ① 然

而ꎬ 在实践中ꎬ 换汇环节存在诸多不便ꎬ 给外国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利润汇出

及汇率波动风险ꎮ 由于外汇短缺ꎬ 埃及外汇管理十分严格ꎬ 埃及各商业银行

对外汇存款、 取款、 兑换等业务仍有各自的额度限制ꎬ 额度大小取决于该银

行外汇充裕情况ꎬ 并受埃及央行 “窗口指导”ꎬ 对于非优先清单上的用汇需排

队等待换汇额度ꎬ 完成换汇需耗费较长时间ꎮ② 对于外国投资企业而言ꎬ 产品

销往埃及国内赚取的是埃镑利润ꎬ 埃镑兑换成其他货币的不便实际上造成了

企业利润汇出的困难ꎬ 而埃镑利润长期无法汇兑ꎬ 企业利润还要承受埃镑利

率波动风险ꎮ 因此ꎬ 如外国公司在埃及生产的产品以销往埃及国内市场为主ꎬ
换汇环节存在的不便意味着企业需承受较高的利润汇出及汇率波动风险ꎬ 因

而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埃及投资ꎮ
(二) 埃及国内产业供给能力较低

高质量的国内供给对于制造业发展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都具有非常大

１５１

①

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Ｌａｗ Ｎｏ ３８ ｏｆ １９９４”ꎬ Ｅｇｙｐｔ’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ｏｒｔ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ｇｙｐｔ
ｇｏｖ ｅｇ / 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７ꎻ «２０１７ 年 ７２ 号 «投资法» 实施条例中文参考译本»ꎬ 载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

商参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ｅ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ｄｆｇ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８５９３２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３０ꎮ
参见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埃及»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１７ ~ １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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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ꎮ 然而ꎬ 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贸易数据为基础ꎬ 计算

埃及货物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ＴＣ)ꎬ 就可以发现ꎬ
埃及工业基础比较薄弱ꎬ 国内供给能力处于较低水平ꎮ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用来测度特定商品国际竞争力及其相关产业发达程度

的常用指标ꎬ 该值介于 － １ ~ １ 之间ꎬ 取值愈高ꎬ 则表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越

强ꎮ 一般而言ꎬ 该指标介于 ０ ３ ~ ０ ６ 之间ꎬ 表明商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ꎬ
高于 ０ ６ 则表明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在 ２５６ 组货物商品中ꎬ 埃及

出口贸易额超过 １ 亿美元ꎬ 且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等于 ０ ６ 的货物商品仅有

１３ 组ꎬ 其中 ４ 组为农产品或资源类商品ꎬ 而工业制成品仅有 ９ 组ꎬ 分别是:
肥料 (ＴＣ ＝ ０ ７８ꎬ 出口额: １１ ０ 亿美元)ꎻ 未另列明的纺织制服装 ( ＴＣ ＝
０ ６１ꎬ 出口额: ６ １ 亿美元)ꎻ 纺织物非针织或钩编而制成的男装 ( ＴＣ ＝
０ ６８ꎬ 出口额: ４ ６ 亿美元)ꎻ 电视接收设备 (ＴＣ ＝ ０ ７６ꎬ 出口额: ４ ５ 亿美

元)ꎻ 室内铺地用品等 (ＴＣ ＝ ０ ７４ꎬ 出口额: ３ １ 亿美元)ꎻ 石灰、 水泥及人

造建筑材料 (玻璃及黏土材料除外) (ＴＣ ＝ ０ ７９ꎬ 出口额: ２ ３ 亿美元)ꎻ 未

另列明的全部或基本上以纺织原料制成的制品 (ＴＣ ＝ ０ ６４ꎬ 出口额: ２ ２ 亿

美元)ꎻ 纺织物针织或钩编而制成的男装 (ＴＣ ＝ ０ ６２ꎬ 出口额: １ ３ 亿美元)ꎻ
皮革 (ＴＣ ＝０ ９５ꎬ 出口额: １ １ 亿美元)ꎮ①

同年ꎬ 在出口贸易额超过 １ 亿美元的货物商品中ꎬ 埃及还有 １０ 组货物展

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ꎬ 其中ꎬ ６ 组货物是农产品或资源类商品ꎬ 而工业制成品

仅有 ４ 组ꎬ 分别是: 纸和纸板及其制品 (ＴＣ ＝ ０ ３１ꎬ 出口额: ３ ６ 亿美元)ꎻ
醇、 酚、 酚醇及其卤化、 磺化、 硝化或亚硝化的衍生物 (ＴＣ ＝ ０ ４２ꎬ 出口额:
２ ７ 亿美元)ꎻ 无机化学元素、 氧化物及卤盐 (ＴＣ ＝ ０ ５１ꎬ 出口额 ＝ ２ ３ 亿美

元)ꎻ 奶酪和凝乳 (ＴＣ ＝０ ３６ꎬ 出口额: ２ ０ 亿美元)、 玻璃 (ＴＣ ＝ ０ ５４ꎬ 出

口额: １ ６ 亿美元)ꎮ②

以上数据表明ꎬ 埃及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以未经加工的初

级产品ꎬ 以及与资源禀赋联系紧密、 产业链短的少数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为

主ꎮ 尽管埃及在纺织服装以及电视机生产上也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ꎬ 但

在纺织纱、 电子元件等上游产品的生产上存在竞争劣势ꎬ 需大量依赖进口ꎮ

２５１

①

②

ＵＮＣＴＡＤꎬ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ｗｄ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 ｓＣＳ＿ 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 ＝ ｅｎ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４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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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表明埃及国内供给能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ꎬ 产业链不完整会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 “人口红利” 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ꎮ
(三) 埃中产业链相距较远

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制成品生产大国ꎬ 也是埃及重要的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１ 年

以来ꎬ 中国始终都是埃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货物进口贸易伙伴ꎮ 然而ꎬ 中

国对埃及出口的货物商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ꎮ 例如ꎬ 未另列明的电信设

备及其零件是埃及从中国进口贸易额最大的货物商品ꎬ ２０１７ 年ꎬ 该组商品占

到埃及从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总额的 ９ ３％ ꎮ 其中ꎬ ９５％以上是以手机、 固定电

话等通信设备成品的形式进入埃及市场ꎮ① 除电信设备外ꎬ 服装和机电产品也

是埃及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工业制成品ꎬ 但也主要是以最终形态工业制成品的

形式进入埃及市场ꎮ

表 ３　 埃及主要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伙伴构成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国家
(占比)

锭状和其他初级形状的铁或
钢ꎻ 铁或钢的半成品

乌克兰
(４３ ７％ )

俄罗斯
(３８ ６％ )

利比亚
(５ ５％ )

巴西
(３ ８％ )

阿联酋
(３ ５％ )

纺织纱
中国

(４４ ３％ )
印度

(２０ ２％ )
印度尼西亚
(９ ０％ )

土耳其
(７ ６％ )

约旦
(５ ２％ )

非初级形态的其他塑料
沙特阿拉伯
(３３ １％ )

欧盟
(２４ ２％ )

阿联酋
(１８ ２％ )

韩国
(５ ６％ )

中国
(４ ６％ )

未另列明的贱金属制品
欧盟

(３７ ３％ )
中国

(１９ ８％ )
阿联酋

(１１ ６％ )
美国

(１１ ４％ )
土耳其
(４ １％ )

纸和纸板
欧盟

(５９ ３％ )
中国

(７ ４％ )
土耳其
(７ ２％ )

美国
(４ １％ )

俄罗斯
(３ ５％ )

铁或钢制的管子和中空型材
及管子配件

欧盟
(３７ ６％ )

中国
(１２ ６％ )

阿联酋
(１０ ７％ )

土耳其
(８ １％ )

日本
(７ ７％ )

初级形态乙烯聚合物
沙特阿拉伯
(４２ ５％ )

阿联酋
(３０ ５％ )

欧盟
(８ ３％ )

新加坡
(４ ７％ )

卡塔尔
(３ ２％ )

未包覆、 未镀或未涂其他材
料的铁或非合金钢压延产品

欧盟
(５７ ８％ )

中国
(１５ ７％ )

美国
(６ ２％ )

马来西亚
(３ ４％ )

土耳其
(３ ４％ )

汽车的零件及附件
欧盟

(２３ ４％ )
中国

(１５ ８％ )
泰国

(１２ ３％ )
韩国

(１２ ２％ )
印度

(８ ８％ )

３５１

①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ꎬ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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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装置、 设备、 板、 盘、
台、 桌、 柜和其他基座

欧盟
(５８ ６％ )

中国
(１８ ３％ )

美国
(３ ７％ )

土耳其
(３ ４％ )

韩国
(２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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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ｌｄｅｒｓ ａｓｐｘ? ｓＣＳ＿ ＣｈｏｓｅｎＬａｎｇ ＝ ｅｎ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４

与最终形态工业制成品相比ꎬ 中国生产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在埃及市场

竞争力并不强ꎬ 埃及与欧洲、 西亚国家的产业链联系要更为紧密ꎮ 例如ꎬ 东

欧国家所产粗钢ꎬ 沙特、 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所产石化产品ꎬ 欧盟所产精钢产

品、 工业元件ꎬ 在埃及市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而在中国对埃及出口的

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中ꎬ 仅有纺织纱在埃及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纺织纱

在埃及建立竞争优势ꎬ 主要得益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产棉国形成的资源禀赋

优势ꎬ 以及纺织纱自身低廉的国际运输成本ꎮ 与中国相似ꎬ 第二大产棉国印

度所产纺织纱在埃及市场也占有较大份额ꎮ
以上信息也表明ꎬ 受运费、 市场因素的影响ꎬ 埃及制造业发展与欧洲、

西亚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ꎬ 而与中国产业链联系相距较远ꎬ 而相对分离的产

业链体系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需离开熟悉的产业环境ꎬ 如无法根据埃

及所处产业链特点整合上游供给ꎬ 将很难借助埃及的 “人口红利” 和优越的

贸易条件降低企业生产成本ꎮ
综上ꎬ 中国与埃及制造业产能合作处于较低水平ꎬ 其原因既有普遍性因

素ꎬ 也有特殊性因素ꎮ 普遍性要素主要源于埃及国内存在很多不利于企业竞

争力提升的制度性阻碍ꎮ 实际上ꎬ 无论是中国制造业企业ꎬ 还是其他国家制

造业企业ꎬ 对埃及投资热情都不高ꎮ 只是近年来ꎬ 在全球制造业布局深度调

整的大背景下ꎬ 韩国三星等制造业巨头才开始在埃及大规模投资ꎮ 而中埃产

能合作推进困难的特殊性ꎬ 则主要源于地理位置因素导致埃中产业链相距较

远的现实ꎮ 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程度普遍不高ꎬ 产业链相距较远决定

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借助埃及有利的资源条件组织生产并不容易ꎮ

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的推进路径

中国制造业企业欲破解对埃及投资面临的现实困境ꎬ 需要从政府和企业

两个层面着手ꎬ 找准中国对非产能合作与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契合点ꎬ 科

学规划对埃及产业转移的步伐ꎬ 扬长避短ꎬ 稳步推进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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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持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

由于中国对开拓埃及市场相对还不熟悉ꎬ 在推动落实中埃产能合作方面ꎬ
政府发挥的作用应当是从牵头对埃及输出大项目向深入参与埃及制造业发展

战略转变ꎮ
第一ꎬ 支持埃及工业园区的设计ꎮ 在推动落实制造业发展方面ꎬ 为在有

限地理范围内创造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 “软” “硬” 基础设施ꎬ 埃及政

府高度重视工业园区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ꎮ 而中国依托工业园区在制造

业部门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ꎬ 在园区规划设计方面也已积累了很多成熟经验ꎮ
因此ꎬ 中国相关部门可考虑为埃及工业园区建设提供设计援助ꎬ 通过与埃方

合作设计工业园区ꎬ 获取更多关于埃及制造业发展政策、 制造业发展比较优

势、 竞争优势的相关信息ꎬ 在与埃方合作中发现并向埃方推荐适合在相关园

区落户的制造业企业ꎮ
第二ꎬ 支持埃及职业教育发展ꎮ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ꎬ 国民对接受职

业技术教育热情不高是导致埃及 “人口红利” 难以转变成现实生产力的重要

原因ꎮ① 面对上述困境ꎬ 埃及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一环ꎮ 而伴随制造业的快速发展ꎬ 中国在职业教育的规划和教学方面都已积

累十分丰富的经验ꎮ 中国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埃及职业技术教育的技术支持力

度ꎬ 积极为埃及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划设计提供援助ꎮ 借助与埃及相关部门的

合作ꎬ 中国亦可加深对埃及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素质的了解ꎬ 并根据掌握的

信息ꎬ 推介国内产业发展与埃及劳动力市场特点较为匹配的制造业部门作为

双方合作的重点产业部门ꎮ
第三ꎬ 支持埃及本土企业能力建设ꎮ 本土供给能力的提升是产业发展的

重要依托ꎬ 为增强国内企业实力ꎬ 埃及高度重视从技术和信贷两个方面支持

国内企业的发展ꎮ 而产业链相距较远是制约中埃产能合作实现突破的重要因

素ꎬ 据此ꎬ 中国相关部门可通过援助埃及落实本土企业能力提升计划ꎬ 借助

市场力量ꎬ 拉近双方产业链的联系ꎮ 一方面ꎬ 中国相关部门可考虑与埃及政

府联合设立以埃及国内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技术援助项目ꎬ 在为埃及国内企业

提供技术指导的过程中ꎬ 通过向埃及推广中国具有优势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

５５１

① Ｅｌ －ＡＳｈｍａｗｉꎬ Ａ ꎬ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Ｗｏｒｋ －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ＥＬＤ / Ｂｅｉｒｕｔ / ｉｍａｇｅ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ｇｙｐｔ ｐｄｆꎬ Ｂｅｉｒｕｔ:
ＵＮＥＳＣＯꎬ ２０１７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艺以及帮助埃及企业熟悉中国在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技术优势ꎬ 引导埃及企业

向中国产业供给系统靠近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相关部门也可考虑与埃及金融部

门合作ꎬ 设立工业发展专项基金ꎬ 为埃及本土企业进口中国设备和产品提供

专项贷款ꎬ 借助埃及本土企业对市场的把握ꎬ 发掘埃及与中国产业链的联系ꎬ
从中选择在埃及投资更易得到上下游支持的制造业部门作为对埃及产业投资

的重点ꎮ
(二) 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结合埃及工业发展基础设施、 营商环境、 国际贸易环境的特点ꎬ 推动落

实中埃制造业产能合作ꎬ 在产业选择和产业推进方面ꎬ 中企可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ꎬ 以成熟工业园区作为产业投资的依托ꎮ 埃及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瓶

颈在于缺乏必要的 “软” “硬” 基础设施的支撑ꎮ 其中ꎬ 硬件基础设施短板

主要存在于电力供应系统ꎮ 而 “软性” 基础设施不足主要与政府服务水平低

有关ꎬ 包括货物进出口便利程度低、 土地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ꎮ 而鉴于埃及

在制造业发展上存在的上述 “软” “硬” 基础设施不足问题ꎬ 中国企业在埃

及投资应当选择电力供给有保障、 进出口手续和通关便利、 土地产权清晰、
综合发展相对成熟的工业园区作为对埃及投资的主要依托ꎬ 借助工业园区在

有限地理范围内提供的有利条件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ꎮ
在进驻园区的选择上ꎬ 尽管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埃及投资的重要孵化载体ꎬ 且园区运营主体为国内企业在

埃及投资提供了很多便利ꎬ 但受埃及国内法律以及园区地理位置限制ꎬ 苏伊

士经贸合作区能够承载的制造业部门还十分有限ꎮ 首先ꎬ 根据管辖园区的埃

及 ２００２ 年 «经济特区法»ꎬ 对于经济特区内企业生产的产品ꎬ 只有在经济特

区管委会认为符合埃及利益的情况下ꎬ 才允许销售至埃及国内ꎬ 而且管委会

将对产品的范围、 数量比例、 执行时间做出明确规定ꎮ① 其次ꎬ 园区地理位置

偏僻ꎬ 很难享受埃及的 “人口红利”ꎮ 园区所在的苏伊士省 ２０１５ 年总人口仅

有 ６２ ３ 万人ꎬ ２０１４ 年ꎬ 该省居住区人口密度为 ６８ ３ 人 /平方公里ꎬ 是埃及平

均人口密度的 ６ ２％ ꎬ 人口分布极为稀疏ꎮ② 地理位置和人口结构也导致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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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省远离埃及现有的产业集聚区ꎮ① 也恰恰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ꎬ 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对于入驻企业实力的要求极高ꎬ 只有那些拥有较强技术实力、 优质产

品的中企ꎬ 才能在欧洲、 中东等埃及周边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ꎻ 唯有资金密

集型的制造业企业ꎬ 才有可能在园区投资获得成功ꎮ
鉴于企业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投资存在的上述缺陷ꎬ 对于那些看中埃及

近 １ 亿人口带来的巨大市场ꎬ 以及希望借助埃及 “人口红利” 或是利用埃及

纺织服装等少数部门已然形成的产业集群组织生产的企业ꎬ 选择在埃及人口

相对稠密、 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进行投资更为有利ꎮ 例如ꎬ 韩国三星集

团选择在埃贝尼苏韦夫省投资建设电视机生产项目ꎬ 该省居住区人口密度为

２ ０５３ ４ 人 /平方公里ꎬ是埃及居住区平均人口密度的两倍ꎬ② 并且北部毗邻工

业基础强、 人口稠密的开罗省ꎮ③ 同时ꎬ 相对较好的腹地条件也为三星在埃及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而中国曼凯集团在埃及建设的中埃 (曼凯) 纺织产业

园也选择在埃及国家级工业园———萨达特工业园进行投资ꎬ 该园区依托的姆

努夫省居住区人口密度为 １ ５９６ ９ 人 /平方公里ꎬ 是埃及居住区平均人口密度

的 １ ４ 倍ꎬ④ 该省在纺织品生产方面也已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ꎮ⑤

第二ꎬ 以优越国际贸易条件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ꎮ 获取新市场或新客户

是跨境产业投资的重要目的ꎮ⑥ 尽管埃及近 １ 亿的人口规模带来了巨大市场ꎬ
但埃及享受税收政策优惠、 “软” “硬” 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工业园区都对产

品内销做出了严格限制ꎮ 尽管自由区的规定较经济特区要宽松一些ꎬ 但根据

２０１７ 年 «投资法»ꎬ 公共自由区企业的产品内销比例也不能超过 ５０％ ꎮ⑦ 考虑

到埃及对中间产品征收的高关税税率、 进口便利程度极低、 土地产权不明晰、
合同违约风险大等现实ꎬ 企业在自由区、 经济特区以外的区域进行投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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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困难ꎬ 再加上产品内销存在较大换汇风险ꎬ 国内企业在埃及投资很难将

东道国作为重点开拓市场ꎮ 因此ꎬ 中企对埃及投资也应当以利用埃及优越贸

易条件为重点ꎬ 在埃及进行商品生产ꎬ 最终将产品打入欧洲和中东市场作为

产业发展的突破口ꎮ 例如ꎬ 巨石集团在埃及投资设厂取得成功ꎬ 便是利用埃

及相对优越的贸易条件和原材料供给优势ꎬ 将产品打入对其设置较高贸易壁

垒的欧盟和土耳其市场ꎮ
第三ꎬ 以短链产业作为优先引进的产业部门ꎮ 埃及工业基础十分薄弱ꎬ

国内供给处于较低水平ꎬ 中企与当地企业的商业纠纷也很难通过法律途径得

到解决ꎬ 加之埃及所处产业链联系又与中国相距较远ꎮ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ꎬ
脱离国内熟悉的供应链体系落实对埃及投资ꎬ 很可能会因产业链供给成本的

上升ꎬ 导致企业难以借助埃及 “人口红利” 和优越贸易条件提升企业竞争力ꎮ
而且ꎬ 产业链越复杂的企业ꎬ 在埃投资的难度也就越大ꎮ 也正是基于此原因ꎬ
中国企业对埃及投资也应当优先选择以初级原料为主要供给ꎬ 产业链短的制

造业部门作为对埃及优先引进的产业部门ꎮ 目前ꎬ 国内在埃及取得成功的制

造业投资项目ꎬ 包括巨石玻璃纤维、 安琪酵母、 新希望饲料都具有高度依赖

初级原料供给、 产业链短的特点ꎮ
第四ꎬ 以融入区域产业链为发展方向ꎮ 除开拓新市场外ꎬ 降低生产成本、

整合企业价值链ꎬ 也是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重要目的ꎮ① 而从埃及进出口

贸易结构来看ꎬ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欧洲和海湾地区ꎬ 埃及与上述两个地

区的产业链联系十分紧密ꎬ 制造业发展所需中间形态工业制成品也主要是从

上述两个地区进口ꎮ 因此ꎬ 对于产品生产对欧洲、 海湾国家上游供给依赖较

高的企业ꎬ 可以选择埃及作为境外生产基地ꎬ 利用埃及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优

势ꎬ 进一步整合企业生产的价值链ꎮ 而在该类企业中ꎬ 如企业用工需求也较

大ꎬ 更可借助劳动力价格优势ꎬ 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ꎮ

结　 语

埃及人口结构十分年轻ꎬ 在制造业发展上拥有十分巨大的 “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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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ꎬ 而它与欧、 亚、 非、 美众多国家签订的优惠贸易协定ꎬ 也为其发展制

造业有效拓展了外部空间ꎮ 埃及由于在基础设施、 政府管理、 营商环境等方

面存在很多制约竞争优势之阻碍ꎬ 始终未能将国内制造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

势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ꎮ 塞西担任埃总统后ꎬ 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ꎬ 将培育

有利于制造业竞争优势形成的要素条件作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手段ꎬ 并

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ꎬ 制定了高度综合性和科学性的制造业发展战略ꎮ 而

与非洲、 阿拉伯国家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又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 “一带一

路” 的重要抓手ꎬ 因此ꎬ 与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对接也就成为中埃共建 “一
带一路” 的重要内容ꎮ

然而ꎬ 中埃在制造业部门推动落实产能合作的步伐与两国政府的意愿形

成巨大反差ꎮ 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埃及投资规模十分有限ꎬ 双方产能合作

至今仍处于较低水平ꎮ 中埃产能合作发展滞后ꎬ 一方面与埃及缺乏将制造业

发展潜在比较优势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竞争优势要素有关ꎬ 同时也与地理

位置以及全球制造业产业布局导致中埃双方产业链相距较远有关ꎮ 以上不利

因素决定了中埃产能合作欲落到实处ꎬ 需要中埃双方共同努力ꎮ 就中方而言ꎬ
在政府层面ꎬ 与推动建设境外工业园、 引导大型项目在埃及投资相比ꎬ 中方

应当更为深入地融入埃及制造业发展战略中ꎬ 通过为埃及提供技术援助和信

贷支持ꎬ 更为全面地了解埃及制造业发展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阻碍ꎬ 借助市场

力量发掘双方产业链交集ꎬ 从中寻找双方合作的落脚点ꎮ 在企业层面ꎬ 中企

应在客观认知埃及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ꎬ 根据埃及资源禀赋、 营商环境、
产业链体系做出科学规划ꎬ 以期推动中埃在制造业领域的产能合作实现突破ꎮ
而尽管当前支撑埃及制造业建立竞争优势的要素条件还很薄弱ꎬ 但从埃及政

府颁布的制造业发展战略来看ꎬ 该国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制造业发展上存

在的问题ꎬ 并已从源头上对制造业发展战略做出调整ꎮ 培育有利于竞争优势

形成的要素条件虽需很长时间ꎬ 但可以预见ꎬ 在全球制造业进行深度调整的大

背景下ꎬ 埃及制约制造业发展的阻碍将会逐一打破ꎬ 埃及也将会在全球工业制

成品供应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ꎮ 深度参与埃及以及其他制造业欠发达国家

的工业化进程ꎬ 对于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继续保持活力ꎬ 中高技术制造业部门

实现优化升级都十分重要ꎮ 在埃及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再工业化” 阶段ꎬ 中

国政府和企业需以双方发展战略为切入点ꎬ 充分认识制造业产能合作的有利条

件和不利因素ꎬ 扬长避短ꎬ 稳步推进对东道国的投资ꎬ 实现合作共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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