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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国和埃及迎来建交 ６０ 周年ꎮ 从双方经济合

作形式看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业已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支撑以及中国丝

路国际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重要支点ꎮ 作为境外合作区的先行者ꎬ 该经贸

合作区也刚刚从初创期开始步入到成长期ꎬ 高标准的现代工业新城区初

见端倪ꎬ 完整的产业链基本成型ꎬ 带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平台作

用日益显现ꎬ 促进埃及经济与社会民生发展效应显著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通过土地出售、 经营性资产出租和土地升值等方式形成的赢利模式值

得分享与借鉴ꎮ 在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之下ꎬ 该经贸合作区将获得

新的发展机遇ꎬ 并借力于双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业在经营管理的持续

努力ꎬ 推动其健康与顺利发展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　 泰达海外模式

作者简介　 马霞ꎬ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中级经

济师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ꎻ 宋彩岑ꎬ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划与品

牌主管 (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ꎮ

埃及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ꎬ 是阿拉伯、 非洲、 伊

斯兰和发展中大国ꎬ 也是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ꎬ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埃关系ꎬ 并以务实合作支持与

推动埃及实现稳定和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 埃在迎来双方建交 ６０ 周年之际ꎬ 习

近平主席也把埃及作为 ２０１６ 年首访中东地区的三国之一ꎬ 且于 １ 月 ２１ 日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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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总统塞西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揭牌并指出: (中埃) 双方要将各

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ꎬ 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ꎬ 将埃及打

造成 “一带一路” 沿线支点国家ꎮ① 实际上ꎬ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 宏伟战

略构想的提出与埃及 “苏伊士运河” 走廊开发的加速ꎬ 中、 埃在战略目标与

发展理念方面拥有了许多新的契合点ꎬ 为新时期中埃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增

长点和着力点ꎮ “一带一路” 倡导投资贸易畅通以及产能合作ꎬ 而天津泰达在

埃及承建的中国埃及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是创新中、 埃经济合作模式、 深

化双边经济关系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每年吸引中国投资约占中国对埃及投资

额的 ７０％以上)、 提升 “一带一路” 框架下双方产业合作层级的重要路径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成立的背景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９４ 年ꎮ 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访

问中国ꎬ 惊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ꎬ 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ꎬ 因

而向中国政府提出: 希望中国帮助埃及建一个开发区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埃及政府在朱镕基副总理和江泽民主席出访埃及时提出ꎬ 希望在埃

及苏伊士地区规划出一块土地交由中方使用ꎬ 并由中方帮助在埃及建立一个

经济自由区ꎮ 一年后ꎬ 希望的愿景被进一步推向现实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ꎬ 埃及总

理詹祖里与中国总理李鹏就中国帮助埃及建设苏伊士自由区事宜签署了两国

政府谅解备忘录ꎮ 两国商定 “中方将在提供经济特区建设经验ꎬ 鼓励中方企

业参与经济特区建设等方面与埃方合作”ꎮ 中、 埃两国在经济区合作建设上开

始萌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天津开发区开始登上中、 埃合建经济区的历史舞台ꎮ １９９８
年年初ꎬ 中国国务院正式决定ꎬ 由天津泰达开发区代表中国承担帮助埃及建

设苏伊士西北经济区的任务ꎮ
天津泰达开发区作为中国的国家级开发区ꎬ 自 １９８４ 年建区以来其惊人的

发展速度已为世人所瞩目ꎬ 由天津开发区承建的苏伊士经济区也为两国的经

济发展搭建起了合作桥梁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ꎬ 专程赶到

天津开发区参观考察ꎮ 穆巴拉克表示ꎬ 苏伊士特区对埃及来讲很重要ꎬ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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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 /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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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能参与建设是埃及的荣耀ꎬ 希望中国为合作开发苏伊士特区做出更大

的贡献ꎮ 随后ꎬ 双方为经济区的建设事宜往来频繁ꎬ 天津开发区派驻专家为

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提供咨询顾问服务ꎮ 应埃及政府的邀

请ꎬ 中方还多次举办了埃及经济区相关官员来华培训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在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ꎬ 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

了支持非洲发展的八项举措ꎬ 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ꎬ 将在非洲建立 ３ ~ ５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ꎮ 为了更好地履行中国政府帮助埃及建设经济区的承诺ꎬ
作为参与埃及苏伊士西北经济区建设已达十余年的天津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ꎬ 凭借其在埃及多年的经验ꎬ 参加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商务部组织的第二批境外

经贸合作区招标活动ꎬ １１ 月获得商务部批准ꎬ 随即启动了合作区建设的各项

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苏伊士国际合

作有限公司和埃及埃中合营公司合资组建了埃及泰达投资公司 (简称 “埃及

泰达”)ꎬ 作为合作区项目的开发、 建设、 招商和管理的实施主体ꎮ 埃及泰达

注册资本金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ꎬ 其中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持股 ７５％ ꎬ 天津开发

区苏伊士公司持股 ５％ ꎬ 埃及埃中合营公司持股 ２０％ ꎮ①

为加快推动合作区建设步伐ꎬ 泰达控股与中非发展基金友好合作ꎬ 双方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成立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ꎬ 注册资本金 ４ ２ 亿元人民

币ꎬ 并经商务部批准ꎬ 由中非泰达替换泰达控股ꎬ 持有埃及泰达 ７５％的股份ꎬ
成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境内投资主体ꎮ

因此ꎬ 与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背景不同的是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

以天津开发区建设经验为基础的ꎬ 它实际上具有开发区 “走出去” 的性质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最新进展与效应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经过 ７ 年多的蓬勃发展ꎬ 已成为两国企业投资合作的

良好平台ꎬ 无论对于埃及当地ꎬ 还是中国 “走出去” 的企业ꎬ 其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成果均非常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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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相关数据 (包括图表) 除特别说明ꎬ 均来自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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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标准现代工业新城区初见端倪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累计投资超过 １ 亿美元ꎬ 起步区

１ ３４ 平方公里已基本建成ꎻ 建设了建筑面积近 ８ 万平方米、 拥有 １２ 栋标准厂

房、 多间仓库及小型服务中心和餐饮供应场所的中国小企业孵化园ꎬ 有超过

２０ 家的中小型企业入住ꎬ 成为中国小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孵化器和生长地ꎻ 建

设了综合配套服务中心ꎬ 总体规划建筑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ꎬ 包括一座 ８ 层的投

资服务中心大楼、 一座 ７ 层四星级酒店、 ４ 栋员工公寓、 １ 栋蓝领公寓ꎬ 全部

投入使用ꎻ 建设了占地 ２ 万平方米的泰达乐园ꎬ 满足埃及民众的休闲娱乐需

要ꎻ 为打造舒适宜业的环境ꎬ 园区绿化、 软环境、 道路景观、 园区面貌不断

进行改造提升ꎬ 合作区的发展也逐步进入了快车道ꎮ
园区除为入区企业提供保洁、 保安、 绿化、 维修等基本物业服务外ꎬ 还

提供包括法律咨询、 证件代办、 招聘代理等软性服务ꎮ 目前ꎬ 园区内共有中、
外方的配套服务机构 ３５ 家ꎬ 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 中海

运公司、 韩进物流、 阳明海运、 苏伊士运河保险公司、 广告公司等机构ꎻ 此

园区内还设有中餐厅、 面包房、 并修建了体育馆、 健身房、 员工俱乐部和图

书馆等设施ꎬ 丰富了入驻企业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ꎮ 由此ꎬ 包括核心商务区、
工业区、 仓储物流区、 生活区ꎬ 且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 经济价值聚集、 供

应链完备、 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现代工业新城区初见端倪ꎮ
(二) 完整产业链基本成型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招商经历了几个阶段ꎬ 招商策略和思路也会随着合

作区的发展而变化ꎮ 合作区开发初期ꎬ 因为体量不够、 知名度小、 企业不信

任等原因ꎬ 只能靠宣传推介开展 “随机式招商”ꎮ 但是ꎬ 随着合作区的发展和

品质的不断提升ꎬ 入区企业的质量也应与之相匹配ꎮ 合作区对园区内的中小

企业推动了 “腾笼换鸟” 计划ꎬ 逐步淘汰了那些生存能力不强、 有污染、 不

符合园区发展规划的企业ꎬ 留下优质的、 生命力强的、 与合作区产业规划相

匹配的企业ꎬ 增加了园区整体的发展活力ꎮ
随着合作区的稳定发展ꎬ 它逐步从 “招商” 向 “择商” 转变ꎮ 合作区重

点完善了产业研究和产业规划ꎬ 以项目初期的招商实际成果作为依据ꎬ 从埃

及自身优势和产业结构出发ꎬ 结合中国淘汰落后产能、 国内劳动力紧缺与劳

动力成本上涨、 能源的关联度、 规避反倾销、 辐射欧美市场、 辐射西亚和非

洲腹地市场、 中国政府扶持 “走出去” 的导向、 中国近年来跨国投资重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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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行业特征、 近年来投资埃及的外资企业的行业特征等 １１ 个维度对招商产

业进行研究ꎬ 确定明确具体的产业规划ꎮ 合作区依据产业规划对招商项目进

行遴选ꎬ 将招商重点放在产业规划中的龙头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企业ꎬ 选择真

正适合园区发展的企业入驻ꎮ
截止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苏伊士合作区起步区共有企业 ６８ 家ꎬ 其中生产型企

业达到了 ３３ 家 (其中含中资成分投资企业 ２９ 家)ꎬ 另有生产、 生活配套型企

业 ３５ 家ꎮ 合作区累计吸引协议投资额超过 ９ 亿美元ꎬ 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宏华

钻机和国际钻井材料制造公司为龙头的石油装备产业园区、 以西电 － Ｅｇｅｍａｃ
高压设备公司为龙头的高低压电器产业园区、 以中纺机无纺布为龙头的纺织

服装产业园区、 以巨石 (埃及) 玻璃纤维公司为龙头的新型建材产业园区ꎬ
以及以牧羊仓储公司为龙头的机械制造类产业园区在内的五大产业布局ꎬ 并

带动上、 下游产业入区ꎬ 以企业 “抱团出海” 的方式ꎬ 快速形成产业集群

效应ꎮ
(三) 带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平台作用日益显现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实施 “走出去” 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ꎬ 同时对于

中国企业来说ꎬ 这是一种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ꎮ 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希望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能够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分享国际市场资源和发掘开拓

国际市场ꎬ 以增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竞争实力ꎮ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 经贸合作

区建设在初创阶段ꎬ 需从中国进口一些实物、 备品备件及生活物资ꎬ 由此带

动了中国对非原材料和商品出口ꎮ 而需特别注意的是ꎬ 从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合作区运营商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持续扩大ꎬ 从 ２ ６５４ 万美元增加到超过 １ 亿

美元ꎬ 由此带动了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创业ꎬ 合作区吸引投资的平台作用逐

渐显现出来ꎬ 尤其是成为中小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ꎬ 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ꎬ 努力探索了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新模式ꎮ 随着中、 埃两

国之间的经济、 商务合作与交流的快速增长ꎬ 中国已成为埃及最大商务合作

伙伴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ꎮ 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认为ꎬ 苏伊士运河园区的建设凸

显了埃及的需求ꎬ 也与中国需求十分契合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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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凌林: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中国产业园的海外样本»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ｍ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 / １６４９２３７１７８１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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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苏伊士合作区历年经营成果　 　 (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历年累计
基础设施投资

２ ６５４ ４ ６２１ １ ４ ９４０ ５ ７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

累计实际
对外直接投资

９７２ ２ ６ ９４８ １ ０４８２ ３２ ４５０ ６６ ０８７ ８９ ５８７ ９０ ６９１

累计带动
国内的设备出口

１ ３４０ ８２ １ ９７４ １ ３ ４２３ １ / / / ９ １６０ ９

带动国内
原材料出口

１ ０９８ ６ ２ ２９４ ３４ ３ ０７０ ０１ / / / /

利润总额 １４３ ２２６ １８ ２３０ ３５３ ５ ２９５ ２７ ６８６ ０１ １ ２６２ ２

(四) 促进埃及经济与社会民生发展效应显著

对于埃及而言ꎬ 期待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稳步推进ꎬ 能在吸引外资、 推

进工业进程、 增加税收、 创造就业等方面受益ꎮ 事实上ꎬ 合作区在助力埃及

经济发展、 推动中企融入当地社会、 改善当地民生方面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

加以回报ꎮ 首先ꎬ 帮助埃及政府缓解就业压力ꎬ 提升当地人员的技能和素质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方就业人员逐年增加ꎬ 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１０２ 人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８０６ 人ꎮ 同时期ꎬ 埃方员工薪金收入亦由 １４４ ２５ 万美元增至 ４ ９００ 万美

元ꎬ 这对缓解埃及当地的就业压力和增加居民收入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ꎮ 合

作区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ꎬ 经常举办各种培训ꎬ 增强埃方员工个人素质和基

本技能ꎮ 其次ꎬ 提高埃及生产技术水平ꎮ ７ 年多来ꎬ 合作区吸引了轻工、 石油

装备、 建材等多个行业的企业ꎬ 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带到了埃

及ꎬ 促进了埃及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调整ꎮ 再次ꎬ 增加

当地税收与政府财力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合作区向当地政府缴纳了 １ ８４３ 万美元税收ꎮ
最后ꎬ 积极参与埃及社会公益事业ꎮ 合作区运营主体埃及泰达投资公司积极

参加当地社会公益慈善活动ꎬ 捐赠物资ꎮ 合作区内还成立了孔子学院培训中

心ꎬ 面向合作区企业ꎬ 为埃及员工开展公共汉语、 专业汉语和中国文化培训

等ꎬ 加深中、 埃文化沟通交流ꎬ 使双方人员的关系更加密切ꎬ 促进了中、 埃

友谊发展ꎮ 以回馈埃及社会为重要发展目标ꎬ 埃及泰达在取得一项项成绩的

同时ꎬ 为增加埃及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不断付诸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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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单位: 万美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入驻生产型
企业 (家) ２０ ２８ ２５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３

协议投资额 １８ ００４ ２１ ６８２ ２８ ３６２ ３２ ４５０ ６６ ７９１ ９０ ２９１ ９０ ６９１

年产值 ３ ０８２ ６１ ４ ６９１ ６６ ４ ６３４ ８４ ４ ５６６ ０４ ４ ５０２ ５５１２ ２６４ ０４１７ ８７１ ４８

年税收 ８３ ６４ １０５ ２１１ ３７３ １ ２１５ ０２ １ １９２ ２４ １ ８４３

进出口额 １ ８８６ ８ ２ ９０１ ８４ ３ ４４５ ９１ ４ ５４０ １２ ０９２ ８４ １９ ９１０ ２４ ０４８ １

埃方就业
人员 (人) １ １０２ ８３５ ６７５ １ ０５２ １ ３１６ １ ７４１ １ ８０６

埃方人员
工资

１４４ ２５ １９６ ６５ １００ ９１ １ ５１０ １ ６００ ２ ９９１ ４ ９００

综上可以看出ꎬ 经贸合作区在运营过程中ꎬ 秉持 “以人为本、 合作共赢”
的理念ꎬ 妥善处理 “义” 和 “利” 之间的关系ꎬ 为中、 埃双方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赢利模式及启示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迁和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的逐步推进ꎬ 境外经

贸合作区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实施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的重要路

径ꎮ 在中企正在建设的共 ６９ 个经贸合作区中ꎬ 丝路沿线国家有 ４８ 个ꎮ① 这种

合作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投资促进作用ꎬ 重点在于是否有合理的赢利模

式ꎮ 事实上ꎬ 国内的经济开发区模式大多都是由政府主导ꎬ 基本的运营模式

和盈利模式就是依靠税收返还与土地开发形成资金循环和获利ꎬ 政府为了吸

引投资、 改善就业、 增加收入ꎬ 可以给予招商项目的最低的优惠价格ꎮ 但是ꎬ
这在境外纯粹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是行不通的ꎬ 需要企业探索与之不同的赢

利模式ꎮ 具体而言ꎬ 苏伊士合作区盈利模式的成型也经历了不断摸索的过程ꎬ
并在园区开发过程中进行叠加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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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商务部: 中企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 ６９ 个ꎬ “一带一路” 沿线 ４８ 个»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７９０８０２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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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于园区生命周期的盈利模式

园区发展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ꎬ 因此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也都有独特的盈

利模式ꎮ
第一ꎬ 在园区规划阶段ꎬ 设计、 策划到土地开发的前期准备阶段多为研

究性工作ꎬ 此阶段主要包括战略规划、 产业研究、 产品研发、 建筑规划设计

等内容ꎬ 目的是根据园区所处的环境、 条件ꎬ 研究并制定出适合园区发展的

最佳方案ꎮ 虽然从运营的角度来讲ꎬ 此阶段并没有较为合适的盈利模式ꎬ 但

科学性、 创新性的研究和规划能生产出性价比更高的 “产品”ꎬ 从而为后期的

运营降低成本、 增加收益ꎮ
第二ꎬ 在园区起步阶段ꎬ 园区开始启动开发建设工作ꎬ 建设完成 “三通

一平” 等基本的生产必备条件ꎮ 招商工作逐步开展ꎬ 有一些企业入驻ꎬ 并能

实现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ꎮ 这一阶段的盈利模式主要有土地的出租和出

售、 工业厂房的出租和出售、 工程代建等ꎮ
第三ꎬ 在园区发展阶段ꎬ 随着入区企业的示范效应ꎬ 园区企业聚集效应

开始显现ꎬ 入区企业越来越多ꎬ 入区企业经营状态良好ꎬ 呈快速增长与发展

态势ꎮ 园区企业的各类生产、 生活需求逐渐增加ꎮ 为满足更多企业的各类需

求ꎬ 园区开发建设速度加快ꎬ 生产、 生活配套类业态开始聚集ꎮ 盈利模式可

以依靠商业地产的出租出售ꎬ 餐饮、 教育、 医疗、 酒店等生活配套的建设ꎬ
商贸、 物流、 展会及住宅地产的开发ꎬ 物业服务和商业服务的发展建立ꎮ 园

区运营商也可根据自身的实力和战略方向ꎬ 选择进行一些产业投资或搭建孵

化平台ꎮ
第四ꎬ 在园区成熟阶段ꎬ 入区企业基本饱和ꎬ 经营稳定ꎻ 生产、 生活类

配套服务完善ꎬ 并与入区企业的需求基本匹配ꎬ 园区运营呈平稳态势ꎮ 此阶

段ꎬ 园区已发展成熟ꎬ 可尝试金融、 资本方面的运作ꎬ 或通过总结园区成功

经验ꎬ 开展智力输出、 委托经营、 “ＢＯＴ” 园区承建等进行业务拓展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 园区的发展ꎬ 为防止园区进入衰退期ꎬ 园区运营商应

适时地进行园区转型、 产业升级或园区二次开发ꎬ 促进园区新的盈利点的

形成ꎮ
综上ꎬ 根据园区不同的阶段ꎬ 盈利模式包括: 土地租售: 通过原有土地

的出租出售ꎬ 获取土地增值ꎬ 或以产业名义低成本获取土地ꎻ 工业地产租售:
将园区内的基本厂房、 仓库等出租出售ꎻ 工程代建: 承揽入园企业的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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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ꎻ 能源批零: 园区相关的一些能源类物资的批零销售ꎻ 园区服务: 为园区

内企业提供物业服务、 维修服务及其他软服务ꎻ 商业地产租售: 配套的商业

性房产 (如公寓、 写字楼、 商铺等) 出租和出售ꎻ 子产品经营: 在园区正常

运营基础上开展的如商贸、 展会、 仓储、 物流、 住宅地产等其他经营项目ꎻ
产业投资: 建立或控股专业性的产业投资机构ꎬ 投资园区内相关产业项目ꎬ
分享产业成长并获取收益ꎻ 孵化平台ꎬ 或以资金或管理为基础ꎬ 搭建企业孵

化平台ꎮ 以资金或管理等形式入股企业ꎬ 扶持企业成长ꎻ 金融服务: 通过开

展贷款、 担保、 投资等业务ꎬ 利用利率差、 汇率差及投资等方式ꎬ 实现资本

增值ꎻ 模式输出: 以中非泰达的经营和模式为基础ꎬ 为其他境外园区提供各

种研究、 规划类的服务ꎻ 资本运作: 将工业园区的土地、 房产等通过资产证

券化、 资产信托等方式进行管理和处理ꎬ 获得收益ꎻ 熟地改造: 通过对园区

内已开发的土地ꎬ 进行二次翻新ꎬ 或注入新的发展元素ꎬ 促进土地升值或再

次销售ꎻ 产业升级: 随着产业发展的进步ꎬ 园区应不断淘汰落后产业ꎬ 发展

新的产业ꎬ 通过产业的升级ꎬ 新企业的入区ꎬ 增加新的收益ꎻ 园区溢价出售:
在开发完成成熟的园区后ꎬ 进行打包溢价出售ꎬ 对园区运营商也是一种盈利

方式ꎮ 当然ꎬ 在园区开发过程中ꎬ 上述赢利模式会叠加使用ꎮ
(二) 基于土地增值的盈利模式

工业园区经营所围绕的核心资源是土地ꎬ 在园区开发的过程中ꎬ 可以围

绕土地的多次开发形成多次升值和多次盈利ꎮ 第一ꎬ 通过土地的 “七通一

平”ꎬ 实现土地的第一次升值ꎮ 第二ꎬ 通过配套基础物业、 提供服务ꎬ 实现土

地的二次升值ꎮ 第三ꎬ 通过配套公共设施、 商贸、 仓储物流、 娱乐设施等ꎬ
提升人气ꎬ 促进土地第三次升值ꎮ 第四ꎬ 通过商业地产、 房地产的拉动ꎬ 促

进土地的再次升值ꎮ
(三) 基于产业链的盈利模式

在整个园区建设的产业链中ꎬ 前端主要包括园区研究、 战略规划、 产业

研究、 园区规划ꎻ 中端主要是园区的开发建设ꎬ 属于构建区域平台阶段ꎻ 后

端包括营销招商、 运营服务等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基于产业链的微笑曲线前后两端

是最能够提供高额附加值的业务ꎮ 前端可以开展智力输出业务ꎬ 后端具有丰富

的盈利空间ꎮ 深入挖掘产业链前后端的附加值ꎬ 园区可以创造更多的盈利模式ꎮ
在保证园区盈利的基础上ꎬ 园区运营商着重于打造产业链前后端的核心

竞争力ꎬ 以园为载体ꎬ 加强园区开发的前端研究工作和后端的运营ꎬ 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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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的运营实践ꎬ 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开发工作ꎮ

图 １　 产业链盈利模式

在进行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以及多年的海外经营和实践的基础上ꎬ 园区

通过梳理自身发展历程和重要节点ꎬ 以事实为依据ꎬ 将企业和项目发展历程

中的得失和经验进行总结ꎻ 通过不断探索业务发展和管理演进的规律ꎬ 深层

次分析和寻找产生不足或问题的原因ꎻ 运用系统的方法论ꎬ 将理论和实践不

断总结和验证、 提升优化ꎬ 形成业务流程体系和管理标准体系ꎬ 并最终总结

提炼出了一套具有可复制性、 可借鉴意义的泰达海外模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赢利模式的形成ꎬ 借鉴了天津泰达的

运作模式ꎬ 同时充分研究了国内外成功园区和标杆企业案例ꎬ 并在海外进行

实践、 总结、 深化和创新而最终形成的ꎮ 此外ꎬ 依托于泰达海外模式ꎬ 合作

区正在全力打造 “境外合作区网络平台”ꎬ 网络平台引入互联网思维ꎬ 联合了

合作区现有的战略联盟合作伙伴ꎬ 开展信息交流、 模式输出、 咨询管理、 培

训等业务ꎬ 合作区运营也将从重资产经营向轻资产发展ꎬ 力图在未来打造重

资产和轻资产运营相结合ꎬ 形成以重资产运营为基础、 以轻资产运营创造价

值的运营模式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正是通过土地出售、 经营性资产出租和土地升值以及

政府补贴等手段ꎬ 一直保持盈利状况 (参见表 ３)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ꎬ 合作区年

均投资利润率为 ７ ６３％ ꎮ

表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经贸合作区经营状况　 　 　 (单位: 万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总资产 ５５ ９８５ ６９６２ ７１８ ７０６９ ６６０ ２２７４ ８４５ １１６７ ９２３ ８１７５ １６７ ７６８３ ４０１ ５２

总收入 ６ ８５０ ８５ ９ ３０７ ０８ ８ ０８４ ３７ ３ １１５ ９６ ５ ４６５ ２９ ５ ８０５ ２９ １１ １５９ ６９

净利润 ３ ０４７ ６８ ６ ２８５ １７ ４ ２３９ １１ ７９８ ６０ １ ３９１ ６６ １ ４０８ ３３ ５ ２７８ ９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９ ３１％ １０ ８８％ ６ ９６％ １ ３７％ ２ ６０％ ２ ６５％ １０ １５％

投资利润率 ７ ２６％ １４ ９６％ １０ ０９％ １ ９０％ ３ ３１％ ３ ３５％ １２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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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分布在亚洲、 非洲、 东欧等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ꎬ 它们主要可分为

加工制造型、 资源利用型、 农业加工型以及商贸物流型 ４ 类园区ꎮ 这些境外

经贸合作区目前大体有 ３ 种发展模式: 第一是生产型企业创建的园区ꎬ 在境

外生产自己产品ꎬ 具有境外生产基地ꎬ 依托境外的生产基地延伸开发建设园

区ꎮ 比如海尔在巴基斯坦ꎬ 主要以电器生产基地扩展园区ꎬ 围绕主导产品建

设了海尔工业园区ꎬ 吸引同类企业入驻ꎮ 第二是围绕某一类资源建设的园区ꎮ
比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建设的经贸合作区ꎬ 依托其在当地开采的铜

矿ꎬ 把铜矿周边的土地也作为它的资源ꎬ 围绕这些资源建设园区ꎮ 再比如ꎬ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围绕一片森林开发工业区ꎮ 企业围绕这些资源的

开发ꎬ 吸引配套的企业或上下游企业入驻ꎮ 第三就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这样

的园区ꎬ 将园区开发视为自己的产品ꎬ 为其他企业搭建海外投资平台ꎮ 相比

于其他模式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更专注于 “园区” 这个产品ꎬ 从园区最初的

产业规划、 园区规划ꎬ 到开发建设、 招商、 后期的运营管理ꎬ 公司具有完整

的园区管理理念和专业的工具、 方法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如前所述的赢利模

式涉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关键共性赢利模式ꎬ 可为其他类似园区所借鉴或分

享ꎬ 但其他个性化赢利模式则需结合各个经贸合作区的具体条件进行开发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下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提出之后ꎬ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也在逐渐铺开ꎮ

点、 线、 面、 带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架构ꎬ 其中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是

“一带一路” 扩点为面的有效模式ꎬ 可成为 “一带一路” 落地的支撑和抓手ꎬ
这种模式对于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

新格局会发挥重要作用ꎮ① 虽然目前境外工业园区大多处于起步阶段ꎬ 但随着

政府的引导和境外投资的日益兴盛ꎬ 众多企业有意参与到境外工业园区的

开发建设中ꎬ 包括众多央企、 工程承包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ꎮ 苏伊士经贸

合作区与其他境外产业园区一样ꎬ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ꎬ 同时亦需应对新的

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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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牛雄、 曲冰、 牛杰: «总结优化开发区模式推动落实 “一带一路” 构想»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３１ / ｃ＿ １２８０８０３２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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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新机遇

第一ꎬ 宏观环境: 工业新城发展是趋势ꎮ 其一是全球化因素ꎮ 目前ꎬ 社

会化大生产已超出国界的限制ꎬ 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既是经济发

展的客观需要ꎬ 也是从跨国公司到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ꎮ 在此基础上ꎬ
各国在推动商品、 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逐渐取得共识ꎻ 各国越来越将

政策朝着贸易和投资壁垒减少的方向改进ꎮ 其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ꎮ 世

界政治、 经济多极化趋势逐渐显现ꎮ 美国独霸局面将不复存在ꎬ 将逐渐向

“一超多强” 的多极化格局发展ꎮ 因此ꎬ 各国希望通过建立区域经济组织形成

联盟ꎬ 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ꎬ 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ꎮ 中国应积极开展多边外

交活动ꎬ 深化和巩固与非洲等长期以来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ꎮ 其三是制造业

回归因素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 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选择重回实体经济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ꎬ 促进本国工业投资ꎬ 避免出

现产业结构空洞化ꎮ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的基础ꎬ 也是社

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ꎮ 因此ꎬ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是必然趋势ꎬ 公司在海外

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正符合了这一大的发展趋势ꎮ 而工业是所有发展的基础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以工业为基础迎合了埃及对于工业发展的需要ꎮ

第二ꎬ 中观环境: 经贸合作区发展得到中、 埃双方支持ꎮ 从中方来看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ꎬ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转移过剩产能确定为近年六大任务之一ꎻ 国家发改委、
外交部、 商务部共同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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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ꎬ
激发释放合作潜力ꎬ 做大做好合作 “蛋糕”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政府在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公布了 “十大合作计划”ꎬ 其中就提出 “中方将积

极推进中非产能对接和产能合作ꎬ 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ꎬ 合作

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ꎮ” 而且ꎬ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政策环境日益优化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国家商务部、 财政部印发了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

考核管理办法»ꎮ 上述文件加大了对于合作区的补贴支撑力度ꎬ 反映出国家一

方面对于 “建设外向型经济”、 企业 “走出去” 的支持力度加大ꎬ 另一方面

则反映出国家的支持有了条件ꎬ 获支持的海外项目须有实力和发展潜力ꎮ 建

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也成为天津市政府 “走出去” 工作主要目标ꎬ 致力于将

经贸合作区打造成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在西亚、 非洲实施的重要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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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方看ꎬ 塞西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就任埃及总统后ꎬ 埃及政府不断释放经济

积极信号ꎮ 埃及新政府公布了 “苏伊士运河走廊” 规划ꎬ 即将沿线的经济走

廊建成港口与物流、 航运服务、 制造业与通信技术等数个产业集群ꎬ 准备将

运河走廊 ７ ６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打造成为国际工业、 物流园区ꎮ 其中ꎬ 苏伊

士经贸合作区就包括在内ꎬ 且处于埃及未来经济走廊的核心地带ꎮ 鉴于其吸

引外资、 发展工业对埃及的经济恢复会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ꎬ 埃及政府会

为未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ꎬ 使合作区

的发展如虎添翼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埃及塞西总统访华ꎬ 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

建立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使两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ꎮ 塞西总统两国

元首会谈时表示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的倡议为埃及的复兴提

供了重要契机ꎬ 埃方愿意积极参与并支持ꎬ 希望同中方合作开发苏伊士运河

走廊和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项目ꎬ 创造更好条件ꎬ 吸引中国企业赴埃及投

资ꎮ①埃及 “苏伊士运河走廊” 战略与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不谋而合ꎬ 将激

活两国在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巨大潜能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ꎬ 埃及总理易卜拉

欣马赫莱卜考察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ꎬ 还专门向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题写了 “中埃合作之城” 的祝词ꎮ②

第三ꎬ 微观环境: 经贸合作区发展具有可持续性ꎮ 其一ꎬ 从合作区战略

发展看ꎬ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伊始ꎬ 就非常着重于战略规划的

制定ꎬ 合作区的发展一直朝着公司的战略规划迈进ꎬ 合作区起步阶段发展良

好ꎬ 能够获得稳定现金流ꎬ 同时依据对实际经验的总结和提炼ꎬ “泰达模式”
逐渐成形ꎻ 合作区在埃及十几年的深耕ꎬ 在海外工业园区领域占据了 “一席

之地”ꎬ 团队积累了经验ꎬ 为继续拓展业务、 进行工业园区的复制打下良好基

础ꎮ 其二ꎬ 从合作区投资吸引力来看ꎬ 根据制定的产业规划ꎬ 已实现 “招商”
向 “择商” 的转变ꎬ 招商重点放在产业规划中的龙头企业及其相关配套企业ꎻ
招商模式和渠道不断拓展ꎻ 项目的遴选也逐步从起步区的低级制造业向高技

术含量产业过渡ꎮ 其三ꎬ 从合作区运作效果看ꎬ 虽合作区起步区盈利点较为

单一、 利润率不高ꎬ 但通过土地销售实现了公司的连续盈利ꎬ 经营性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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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人民网记者: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２４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６２６４１３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４ꎮ

参见国际在线记者: «埃及总理马赫莱卜考察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ꎬ 载新浪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ｐ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８ / １０２２３１８０８６０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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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良好ꎬ 如表 ３ 所示: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ꎬ 经贸合作区净资产收益率为年均

６ ２７％ ꎮ 合作区通过深入挖掘产业链后端盈利点、 最大效力带动土地升值

(开发区域不仅限于工业土地ꎬ 应产城结合ꎬ 增加生活或商业用地ꎬ 以增加土

地升值空间)ꎬ 在未来将获得更多的赢利空间ꎮ 其四ꎬ 从合作区未来发展规划

看ꎬ 在完成了合作区起步区 １ ３４ 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后ꎬ 合作区积极拓展土地

资源ꎬ 又购买了 ６ 平方公里扩展区土地ꎮ① 合作区将 “四生一体” 的世界最先

进园区作为建设目标ꎬ ６ 平方公里扩展区计划总投资 ２ ３ 亿美元ꎬ 预计将吸引

约 １００ 家重点企业入驻ꎻ 项目区域最终投资企业数量预计 １５０ 家ꎬ 包括生产、
生活服务、 研发、 仓储物流、 商贸服务等类项目ꎬ 预计吸引投资额将高达 １５
亿美元ꎬ 实现销售额 ８０ 亿 ~ １００ 亿美元ꎬ 提供就业机会约 ４ 万个ꎮ 建成后的

扩展区将成为以出口加工、 先进制造、 现代仓储物流为主导ꎬ 以保税商品展

示和交易、 科技研发和服务外包、 商务办公等为辅助ꎬ 包括完善的生活和

服务配套设施的综合性自由型经济区ꎬ 吸引各国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集群

发展ꎮ
(二) 经贸合作区面临的问题

目前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ꎬ 世界政治、 经济

格局都处在深刻变革中ꎮ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 变化莫测ꎬ 随着网络

时代和网络经济的崛起ꎬ 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等行业将更

多地与现代制造业结合ꎬ 传统行业正面临瓦解危机ꎮ 未来几年ꎬ 各行业、 企

业将进入大变革和大洗牌阶段ꎬ 这加剧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ꎮ 虽然当

下大批企业在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背景之下开始抢抓机遇ꎬ 实施 “走出

去” 战略ꎬ 但是海外运营面临着众多不确定风险ꎬ 特别是境外园区的开发触

及综合和复杂的领域ꎬ 涉及的专业领域众多ꎮ 同时ꎬ 海外运营又面临着驻在

国政治风险、 市场风险、 文化冲突、 员工属地化、 汇率、 跨国经营管控等更

为复杂的局面ꎮ
虽然在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是对中国开发区 ３０ 多年的成功经验和模式的

有益借鉴和延伸ꎬ 但与国内开发区相比ꎬ 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会存在以下一

些问题: 第一ꎬ 在政策层面ꎬ 企业纯粹市场化运作较为艰难ꎮ 国内的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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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扩展期一期土地移交后的第三天ꎬ 合作区即与大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２０ 万平方米的土地

购买合同ꎬ 创造了土地尚未开发即已销售的局面ꎮ 同时ꎬ 一批重点项目如中国玻璃、 中海运、 英利太

阳能、 安阳华森纸业等项目均在洽谈中ꎬ 为 ６ 平方公里扩展区招商打下了良好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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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政府主导开发的ꎮ 政府具有园区的行政管理权ꎬ 可以充分利用政府力

量和资源ꎬ 协调各部门关系ꎬ 机构精干、 办事高效ꎬ 对招商项目给予自主的

优惠ꎮ 而境外经贸合作区大都由公司以市场化进行运作ꎬ 与驻在国政府存在

不对等地位关系ꎬ 项目所需土地资源获取难度加大ꎮ 例如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作为国外地产开发商ꎬ 土地资源获取渠道有限ꎬ 起步区土地从埃及当地公

司购置ꎬ 二手土地交易成本大增ꎮ 加之ꎬ 双方在园区开发理念不同ꎬ 很难得

到驻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ꎮ 而园区运营商不具有政府职能ꎬ 没有区域行政管

理权限ꎬ 但是ꎬ 开发企业需要承担部分区域的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ꎬ 加

大了前期投入成本ꎬ 给企业背上沉重包袱ꎮ
第二ꎬ 在经营层面ꎬ 经贸合作区的建设首先面临资金问题ꎬ 尤其是基础

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前期资金投入巨大ꎬ 运营商往往会面临资金短缺ꎬ 融资渠

道不足的问题ꎮ 同时ꎬ 在境外经营ꎬ 运营商也会面临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ꎮ
园区在建成后ꎬ 大量固定资产沉淀在海外ꎬ 一方面增加管理风险ꎬ 另一方面

资产很难得到更灵活地处理和使用ꎮ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当下就面临着开发投

入大、 回收期长、 公司资金负担较重的情况ꎮ 其次是驻在国的政治、 经济和

安全风险问题ꎮ 正在或拟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大多位于欠发达国家ꎬ 或多

或少存在政局动荡、 民族与宗教冲突和内乱等ꎬ 从而使合作区业务存在不确

定性和风险ꎮ 此类国家的政府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ꎬ 且工作低效ꎬ
缺乏合作与服务的理念ꎮ 在埃及ꎬ 该国局势尚不稳定ꎬ 企业面临投资安全、
人身安全威胁ꎬ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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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普遍ꎮ 此外ꎬ 中国经济特区和开

发区的成功恰逢全球产业梯度转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 推动工业化进程的良

好机遇ꎮ 而目前全球经济低迷ꎬ 购买力下降ꎬ 众多发达国家正在寻求实体经

济的回归ꎬ 整体制造业发展处于低谷ꎮ 再次是经贸合作区的交通、 能源、 生

产配套、 劳动力等问题ꎮ 由于园区驻在国一般都是欠发达国家ꎬ 境外合作区

所处的区域大都是城市依托度差的区域ꎬ 工业化基础薄弱、 能源供应差、 缺

乏配套的商业、 生活设施ꎻ 劳动力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低下ꎻ 远离经济核心

区ꎬ 孤岛效应明显ꎮ 在埃及ꎬ 经贸合作区就存在当地水、 电等基础能源供应

不足问题ꎮ 由于缺少淡水ꎬ 园区绿化养护成本较高ꎮ
第三ꎬ 在管理层面ꎬ 伴随着海外园区的发展变化ꎬ 如何完善公司内部管

理是个新问题ꎮ 首先ꎬ 从机制方面看ꎬ 一方面现有体制自主决策力不强ꎬ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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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缺乏灵活性ꎻ 另一方面ꎬ 公司现有体制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ꎬ 造成部

分人员流失ꎮ 其次ꎬ 从人员方面看ꎬ 中方员工长期海外工作的状态将不可持

续ꎻ 公司具备国际素养和跨国经营能力的人才不足ꎻ 埃及本地人员专业知识

和能力素养不足ꎬ 短期内无法实现属地化ꎮ
(三) 对经贸合作区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重大机遇ꎬ 全国各地方政府和

企业跃跃欲试ꎮ 基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多年的探索与实践ꎬ 笔者对此现提出

以下建议:
１ 国家政策层面

第一ꎬ 将经济特区或开发区 “走出去” 模式纳入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

架构布局ꎮ 根据国家 “一带一路” 的总体战略布局ꎬ 结合沿线国家实际情况ꎬ
谋划开发区点、 面布局ꎬ 开发区输出模式才能扎根当地ꎬ 与驻在国形成经济

互通ꎬ 促进 “一带一路” 战略的有效实现ꎬ 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ꎮ
第二ꎬ 设立经贸合作区运营方和驻在国两国政府间的协调磋商机制ꎮ 双

方政府应对开发区项目达成共识ꎬ 将开发区输出项目纳入两国经贸合作框架ꎬ
再由企业具体推进落实ꎬ 使项目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通过对话沟通机

制切实解决项目运作过程遇到的问题ꎮ
第三ꎬ 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ꎮ 对于 “一带一路” 沿线的大型经贸合作

区ꎬ 政府可考虑按一定比例投入建设资金ꎻ 将部分对外援助资金转为定向投

入合作区援助资金ꎬ 作为企业前期投入资金ꎬ 将外援变输血为造血ꎻ 成立入

区企业的产业基金或孵化基金ꎬ 以带动和促进中国企业 “走出去”ꎮ 同时ꎬ 政

府需重视创建运营模式ꎬ 培养善于运营的人才队伍ꎬ 避免建成后出现 “空城”
现象ꎮ 作为政府之间合作的产物ꎬ 合作区在建设初期难免会承载一定的政治

意义ꎬ 随着经营的持续ꎬ 政治化和市场化要进行有机结合ꎬ 探索一系列市场

化机制ꎬ 让境外经贸合作区不断遵循市场化的规则来经营ꎮ
第四ꎬ 整合资源ꎬ 创新 “走出去” 模式ꎮ 将国内的企业 “走出去”、 开发

区 “走出去” 和援外项目、 孔子学院等项目进行资源整合ꎬ 促进中国企业在

海外发展的合力ꎻ 推动国内金融机构、 开发商、 生产型企业、 设计院、 智库

的合作ꎬ “捆绑式” 走出去ꎬ 可以降低风险ꎬ 提高企业在海外的成活率ꎮ
第五ꎬ 中国政府可在宏观环境研究、 政经趋势分析、 产业投资导向分析

等方面给予企业指导和协助ꎬ 以帮助企业看清大势ꎬ 做出正确判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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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具体操作层面

企业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 在宏观方面ꎬ 第一ꎬ 加强对宏观

投资环境的研判ꎬ 重视大国角力与地缘政治动态ꎬ 把握大势ꎬ 融合当地文化ꎮ
对于海外园区建设而言ꎬ 宏观环境分析至关重要ꎮ 从世界格局的演变到驻在

国、 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势都有可能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走向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ꎬ 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复杂且资源丰富ꎬ 往往成为

大国角力的场所ꎮ 为此ꎬ 在实施 “走出去” 战略中ꎬ 需要深刻理解国家战略、
外交策略、 经贸投资等ꎬ 更要注意国别研究、 产业研究工作ꎮ 因此ꎬ 有志于

瞄准海外市场 “走出去” 的企业ꎬ 应和国内智库联合ꎬ 加强研究能力ꎮ 第二ꎬ
顺势而为ꎬ 及时卡位ꎮ 企业需及时解读政府相关政策ꎬ 明确自己可能在 “一
带一路” 中的角色ꎬ 不能好高骛远ꎬ 要实事求是ꎬ 固守自己的能力圈和核心

优势ꎮ 第三ꎬ 多渠道获取相关资源ꎬ 实现市场化运作ꎮ 企业可以借国家战略

和地方政府之力获取相关的资源ꎬ 但更需以市场化的理念和方式进行运作ꎬ
否则投资回报会出问题ꎮ 第四ꎬ 深入研究ꎬ 预判风险ꎮ 企业要对拟投资的国

家进行深入的研究ꎬ 包括国别研究、 产业研究、 法律制度研究、 区域的投资

环境研究、 具体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ꎮ 第五ꎬ 建立联盟ꎬ 协同作战ꎮ 考虑到

“走出去” 需要很多的复合能力ꎬ 单靠公司一己之力很难实现ꎮ 所以ꎬ “走出

去” 企业需要跟各类型的专业机构合作ꎮ 例如ꎬ 企业可与政府政策、 法律法

规、 投资融资、 管理咨询、 工程设计等相关的机构建立战略联盟ꎬ 发挥各自

专长ꎬ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ꎮ
在微观方面ꎬ 第一ꎬ 重视法律制度和契约精神ꎮ 在 “走出去” 过程中ꎬ

企业往往希望投资能够有法律保障ꎬ 同时又希望享受到各种优惠和好处ꎬ 这

样的思想不可取ꎮ 对于实施 “走出去” 战略的企业ꎬ 在跨国经营过程中ꎬ 一

定要重视与遵守法律制度ꎬ 建立契约精神ꎬ 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 “走
出去” 的进程ꎮ 第二ꎬ 重视当地政策细节和当地条件ꎮ 在项目投资前期ꎬ 企

业一定要多次赴当地进行实地调研ꎬ 对当地的各种政策ꎬ 以及环境、 条件进

行深入的调研ꎮ 很多投资项目ꎬ 考虑了当地的廉价能源、 劳动用工和劳动力

成本等方面ꎬ 但执行起来情形完全不同ꎬ 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算ꎮ 因此ꎬ
在 “走出去” 时ꎬ 企业务必要重视前期的深入调研ꎮ

综上ꎬ 作为境外合作区的先行者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也刚刚从初创期开

始步入到成长期ꎬ 目前的成果和成绩也只是阶段性结果的体现ꎮ 在运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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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不断丰富的境外合作区运营模式以及遇到的困境与风

险ꎬ 会为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合作提供相关借鉴ꎬ 从而共同

打造中国与西亚、 非洲国家国际经济合作的走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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