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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中亚地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评析:
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李进峰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６ 年以来ꎬ从“大写意”到

“工笔画”逐步走深走实ꎬ现已进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ꎮ ２０１５ 年

颁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ꎬ促进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快“走出去”步伐ꎬ实施产能合作已经成为推

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ꎮ 近年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

取得一批早期成果ꎬ中亚地区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区、产能合

作的先行区ꎬ深入分析和评价中亚地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进展、问题

和实现路径ꎬ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中亚 　 产能合作 　 高质量发展 　 实现

路径

【作者简介】 　 李进峰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党委书

记、副所长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ꎮ

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ꎬ在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来的ꎬ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①ꎮ ２０１８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十九大确定的“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判断进一步明确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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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１９ｄａ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８０５１１３ ｈｔｍ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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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ꎬ进而作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在“一带一

路”建设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ꎬ首次提出“一带一路”要
走深走实ꎬ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ꎬ在新阶段“一带一路”合作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ꎬ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倡导多边

主义ꎻ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ꎬ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ꎻ坚持高标准、惠民、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②ꎮ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ꎬ是实现中国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然要求ꎮ 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

定和民生改善ꎬ给当地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ꎬ让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人民都有获得感和幸福感ꎮ
中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区域ꎬ中亚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对中国新疆

和西部地区安全稳定至关重要ꎮ “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在哈萨克斯坦提出ꎬ中
亚国家积极响应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分别签署了双边发展战略对接协议ꎬ中国

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已经取得一批重大成果ꎬ尤其是中哈产能合作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ꎮ 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ꎬ对“一带一

路”建设从周边到区域走深走实、行稳致远至关重要ꎬ对构建中亚及周边命运

共同体ꎬ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ꎮ

一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定位及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按照

党的十九大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战略部署ꎬ短期任务是通过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解决和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问题ꎻ中期任务是建立长效机制ꎬ依靠

各行业创新举措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ꎻ长期任务是以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

级ꎬ占据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提出了明确要求ꎬ“要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ꎬ以‘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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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８ 年中央经济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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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ꎬ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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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ꎬ创新对外投资方式ꎬ促进国际产能合作”①ꎮ 国际产能合作是推动中

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新理念ꎬ是新常态下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

举措②ꎮ
产能合作一般可以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ꎬ也可以通过产业转

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ꎬ“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主要是指产业转移ꎮ 本文研究

的产能合作范围指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ꎬ简称国际产能合作③ꎮ 无论从

中国还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角度看ꎬ国际产能合作都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内容ꎬ因为ꎬ一方面ꎬ国际产能合作是支撑中国经济由中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ꎬ是推动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中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ꎬ是开展互利合作

的重要领域ꎬ也是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载体ꎮ 另一方面ꎬ国际产能

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善工业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
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ꎬ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现代化、
工业化、城镇化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ꎮ

国际产能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国内经济实现可持续

发展ꎬ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ꎮ 把中国富余的优质产能输送出去ꎬ降低企业

成本ꎬ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ꎮ 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ꎬ拓展产业发展

新空间ꎬ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ꎮ 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形成若

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推进产能合作体制机制完善、提升政策服务保障

能力ꎮ 国际产能合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作用明显增强ꎮ
目前ꎬ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主要推进 １３ 个行业ꎬ分别是:

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轨道交通、电力、化工、轻工、汽车、通信、工程机

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业ꎮ 国际产能合作有多种实施方式ꎬ如基

础设施建设、对外工程承包、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工业园区等ꎮ 国际产能合

作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原则ꎮ 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ꎬ按照

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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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１９ｄａ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８０５１１３ ｈｔｍ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ꎮ

宁吉喆:«群策群力善作善成推进国际产能合作»ꎬ«中国经贸导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７１ ｈｔｍꎬ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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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遵循“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ꎮ 国际产能合作坚持突出重

点、有序推进ꎮ 主要选择贸易合作、工程承包、对外投资建厂、建设各类园区、
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等多种合作方式ꎮ

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将与中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

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ꎬ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

场ꎬ开展“第三方合作”ꎬ以点带面ꎬ逐步扩展①ꎮ 不断拓展产业合作领域ꎬ实
现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ꎬ促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ꎬ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现代化ꎮ 促进中国装备优势产业

“走出去”ꎬ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和资源ꎮ 寻求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基

础和诉求ꎬ为双边产能合作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ꎬ为中国深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基础ꎬ为构建中亚及周边命运共同

体奠定坚实基础ꎮ

二　 国际产能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产能合作是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生产过剩而产生的ꎮ 产

业转移是解决生产过剩的主要途径ꎬ也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的主要驱动

力ꎮ 自工业革命以来ꎬ全球产业经历了五次转移:第一次是英国向美国和欧

洲转移ꎻ第二次是二战后ꎬ由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转移ꎻ第三次是从欧洲和日本

向亚洲“四小龙”转移ꎻ第四次是从欧、美、日、亚洲“四小龙”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ꎬ尤其是中国ꎻ第五次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双向转移”ꎬ即高端制造业

向发达国家转移ꎬ低端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ꎮ
(一)国际产能合作理论研究综述

国际产能合作涉及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转移、产业组织、
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开发区建设等问题ꎬ最早进行国际产业

转移的国家是英国ꎬ之后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ꎬ因此ꎬ对于国际产业转移深

入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ꎮ 美国以跨国公司为主体ꎬ推动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海外转移ꎬ以保持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绝对领先地

位ꎮ 而日本则以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为主体ꎬ把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向海外转

移ꎬ形成贸易互补体系和产业垂直分工体系ꎬ进而形成了经济发展“双引擎”ꎮ

—４—

① 肖晞、宋国新:«关系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ꎬ«探索»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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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能合作属于产业转移范畴ꎬ其理论基础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

生命周期理论、“雁行理论”、边际产业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ꎮ 关于发达

国家产业转移的动因ꎬ国外学者主要从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等视角开展

了有益的理论探索ꎮ
海默(Ｈｙｍｅｒｓ Ｈ )１９６０ 年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ꎬ对国际直接投资作了

解释ꎮ 该理论认为相比外国企业ꎬ国内企业更熟悉本国的市场特征、商业文

化和地方法规等ꎬ因此ꎬ外国企业要进入该国市场ꎬ必须具有特殊的优势和资

产来抵消本地企业的优势ꎬ如企业规模、范围经济、市场能力、技术优势等ꎬ跨
国公司倾向于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利用其独特的垄断优势①ꎮ

在海默理论基础上ꎬ英国学者邓宁(Ｄｕｎｎｉｎｇ Ｊ Ｃ )于 １９８１ 年提出了国际

生产折中理论(ＯＬＩ)ꎮ 该理论认为ꎬ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市场内部化优

势ꎬ这三个基本要素决定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②ꎮ 该理论在对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的同时ꎬ也对国际技术转移的成因进行了分析ꎮ
在亚洲比较著名的是日本的“雁行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ꎮ 日本学者赤

松要在 １９３２ 年提出“雁行理论”ꎬ即日本产业发展主要经历了进口、进口替

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ꎬ并呈现周期循环态势ꎬ形如飞行的雁阵ꎮ 日本

学者小岛清扩展了“雁行理论”并提出了边际扩张理论ꎮ 认为对外投资应该

从本国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ꎬ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日本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ꎬ也是一种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

投资的理论ꎮ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ｅｒｎｏｎ)在其

１９６６ 年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ꎮ 弗

农认为ꎬ产品生命是指市场上的营销生命ꎬ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ꎬ要经历形

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ꎮ 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ꎬ
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不同ꎬ其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ꎬ这一时差表现为

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ꎬ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竞争地位的

差异ꎬ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ꎮ
在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研究基础上ꎬ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国

—５—

①

②

Ｈｙｍｅｒｓ Ｈ 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７６

Ｄｕｎｎｉｎｇ Ｊ Ｃ 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Ｌｏｎｄｏｎ:Ａｌ￣
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ꎬ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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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危机后ꎬ国外和国内学者也做了一些关于产能合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

的研究ꎮ
外国学者凯特凯利( Ｋａｔｅ Ｋｅｌｙ)２００８ 年撰文探讨了产能合作中全

球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对投资国的区位选择、影响国际投资的各

类因素、投资驱动力以及对投资国产业影响效应等问题①ꎮ 英国诺丁汉

大学姚书杰(Ｙａｏ Ｓ )２０１４ 年的研究认为ꎬ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主要

考虑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相似、对外贸易往来密切、企业比较熟悉的海外

市场②ꎮ
在国际产能合作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方面ꎬ东西方学者之间存在争

议ꎬ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在国际产能合作中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太多ꎮ 但是ꎬ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是否应该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际投资问题ꎬ比
约瓦特和康尼里奥(Ｂｊｏｒｖａｔｎ ＆ Ｃｏｎｉｇｌｉｏ)２０１２ 年撰文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的 ８１ 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和人均 ＧＤＰ 增长作了相关研究认为ꎬ减少产

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ꎮ 这个理论模型研究

表明:雄心勃勃的政府支持投资的政策对于刺激工业化是需要的ꎬ这些政策

在最不发达国家可能更为成功③ꎮ
在产能合作的另一种模式ꎬ境外开发区建设方面ꎬ新加坡的理论与实践

探索是成功的ꎬ新加坡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提出«实施“区域化 ２０００”计划»ꎬ
以推动企业“走出去”④ꎮ 新加坡先后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建

立了 １０ 多个境外工业园区⑤ꎮ
国内学者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关注并研究产能合作问题ꎬ主要从产能合作模

式、机制和路径方面开展研究ꎮ 例如ꎬ夏先良 ２０１５ 年就产能合作分析了优势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ｔｅ Ｋｅｌｙꎬ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ｈｅ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ꎬ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０８(２)

Ｙａｏ Ｓ ꎬＷａｎｇ Ｐ ꎬ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ｉｅｗꎬ２０１４ꎬ２８(１):ｐｐ ５５ － ７１

Ｂｊｏｒｖａｔｎ Ｋ ꎬＣｏｎｉｇｌｉｏ Ｎ Ｄ ꎬＢｉｇ Ｐｕｓｈ ｏｒ Ｂｉ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ｍ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Ｊｕｏ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２０１２ ２６(１):ｐｐ １２９ － １４１

Ｓｈａｗ Ｍ Ｐ ꎬＹｅｏｈ Ｃ ꎬ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ꎬ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００ꎬ
３４(２):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６

Ｙｅｏｈ Ｃ ꎬＬｅｏｎｇ Ａ Ｌ ꎬ'Ｃｒｅａｔｅｄ'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ꎬ２００５ꎬ１７:ｐｐ ４７０ －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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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劣势ꎬ提出产能合作体制机制的一些新思路①ꎻ同年ꎬ卓丽洪从产业转移角

度研究了中外产能合作规律②ꎻ钟飞腾也在同年以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为基

础ꎬ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经济理性以及目标国家与产业发

展③ꎻ熊艾伦研究认为ꎬ应借助西部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更利于中国与“一带

一路”国家的产能合作④ꎮ 有学者将中国产能合作模式与日本的“雁行理论”
进行了比较研究ꎬ提出构筑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ꎬ即构筑新雁行模

式ꎬ而这种模式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ꎬ需要与“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合作ꎬ以共

同开发方式进行⑤ꎮ
有些学者也开展了一些案例研究ꎬ如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研究ꎻ国

内有学者从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分布、优势投资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产能合作机遇ꎬ并提出对策建议⑥ꎻ新疆学者对跨境合作区

进行了一些研究ꎻ还有的学者以共生理论为基础ꎬ以中哈产能合作为案例ꎬ提
出建立共生利益分配机制、协调机制和环境优化机制⑦ꎻ另有学者认为ꎬ境外

园区承担着产能合作重任ꎬ也赋予了绿色延伸的新使命ꎬ提出了境外合作区

建设的新任务⑧ꎮ
(二)美国和日本产业转移实践及启示

１ 美国和日本产业转移的区别与特点

首先ꎬ选择的产业不同ꎮ 美国式产业转移从比较优势产业开始ꎬ这种对

外投资是“逆国际分工的”ꎬ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ꎬ但是能确保本国具有持续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夏先良:«构筑“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ꎬ«国际贸易»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ꎮ

卓丽洪:«“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外产能合作新格局研究»ꎬ«东岳论丛»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０ 期ꎮ
钟飞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熊艾伦:«“一带一路”与过剩产能转移»ꎬ«求索»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ꎮ
曲凤杰:«从群马模式中突围ꎬ构筑新雁群模式———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建立中国

主导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ꎬ«国际贸易»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李春梅、李晓敏:«“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国与中亚产能合作研究»ꎬ«兰州财经

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张洪:«共生理论视角下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探析与机制构建———以中哈产能合

作为例»ꎬ«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ꎮ
董千里:«境外园区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新使命及实现机制»ꎬ«中国流通

经济»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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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ꎬ占据产业创新和技术最前沿ꎮ 日本是从比较劣势产业向海外转

移ꎬ建立了国内生产与海外生产的互补型经济模式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

国之间垂直分工ꎬ也形成了拉动制造业的“双引擎”①ꎮ 其次ꎬ产业转移主体

不同ꎮ 美国的产业转移主体是大型跨国公司ꎬ将美国最先进的企业向海外输

出ꎬ垄断企业发挥各种技术、资金、规模优势进行扩张ꎬ跨国公司是美国产业

转移的主力军ꎮ 日本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广大中小企业ꎮ 再

次ꎬ对贸易影响不同ꎮ 美国式产业转移是逆贸易倾向型投资ꎬ是贸易替代形

式ꎮ 对外投资、国际贸易、许可证安排是其三种相互替代的形式②ꎮ 日本式产

业转移是顺贸易倾向型投资ꎬ对外投资带来的不是替代贸易ꎬ而是互补贸易ꎮ
２ 美国和日本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经过三次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化解产能过剩ꎬ如马歇尔计划化解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能过剩ꎻ里根经济学化解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的

产能过剩ꎻ奥巴马经济刺激政策化解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产能过剩ꎮ
美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教训是在经济发生失衡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市

场秩序时ꎬ对调控的程度要加以限制ꎬ应该调控适度ꎬ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

对外投资支出ꎬ要避免政府的过度投资推高通胀压力ꎮ 例如ꎬ马歇尔计划在

短期内有效缓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能过剩危机ꎬ但政府的过度投资推

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ꎬ这个投资计划结束后ꎬ并没有延续经济增长ꎮ 日

本式产业转移属于自然资源导向和低成本导向③ꎮ 日本对外投资是为了开

发海外资源ꎬ主张没有必要取得上游企业的所有权ꎬ采取产品分享方式或贷

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作方式”ꎬ克服了美国的弊端ꎮ 把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ꎬ这种投资可以促进国际分工创新调整ꎮ
３ 美国和日本产业转移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式产业转移是“点对点”ꎬ通过跨国公司以投资、贸易和并购为主ꎬ以

—８—

①

②

③

李晓玉:«“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际产能合作发展及深化策略»ꎬ«经济研究参

考»２０１６ 年第 ６７ 期ꎮ
当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时ꎬ就会选择许可证安排的经营方式ꎻ当企业同时具有所

有权和内部化优势时ꎬ就会选择在国内生产通过贸易来获得利益ꎻ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

权、内部化、区位三种优势时ꎬ企业就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ꎮ 许可证安排经营是指跨国公

司将其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以许可证合同的方式向国外其他企业

出售转让ꎮ
董小君:«通过国际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国探索»ꎬ

«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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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产业在全球垄断的绝对优势ꎬ并不关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ꎮ 日本式产业转移是“点面结合ꎬ以点为主”ꎬ首先转移比较劣势产业ꎬ符合

东道国的产业发展需求ꎬ能形成贸易互补ꎬ同时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能力ꎮ
中国式产业转移是“点面并举”ꎬ投资贸易、园区建设、工程承包等综合产业转

移ꎬ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发展战略对接为前提ꎬ关注东道国的

发展需求和民生需求ꎬ并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ꎮ
中国式产业转移与日本类似ꎬ既有比较劣势产业转移ꎬ也有比较优势产

业转移ꎬ中国的产业转移是“顺贸易倾向型”ꎮ 但是ꎬ中国产业转移的动力与

美国比较接近ꎬ都来自产能过剩的压力ꎮ 中国产能合作投资项目与美国、日
本不同ꎬ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ꎬ尤其是不附加政治条件ꎮ 而美国

实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国家援助时就附带有一些政治条件ꎬ如由美国监督受

援国的重工业ꎬ受援国放弃工业国有化以保障美国投资安全ꎬ实施有利于美国

的外汇和外贸政策ꎬ“美援”物资的 ５０％必须由美国船只运输等附加条件①ꎮ
中国式产业转移的特点还表现在ꎬ由于中国处于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比

较少ꎬ很难按照美国模式实施ꎮ 但是ꎬ可以利用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ꎬ把高

铁、核能等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输出转移ꎬ保持竞争优势ꎮ 还可以将一

些过剩优质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输出转移ꎬ创办工业园等ꎬ以大企业带动

小企业ꎬ共同发展ꎮ 一方面ꎬ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腾出发展空间ꎬ另一方面ꎬ
在国外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中端产业的市场占有率ꎬ并支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

不断提升ꎮ 中国的产业转移比美国、日本要更困难ꎬ因为当时美国和日本产

业转移时期ꎬ处于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更多ꎬ产业转移相对比较容易ꎬ
而现在除了非洲劳动力成本较低ꎬ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升ꎬ可以转移

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ꎮ 另外ꎬ中国在产业转移时只能选择比中国还不发达

的国家ꎬ如非洲、中亚、南亚等国家(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与美国日本产业转移特点的比较分析

序号 比较项目 美国 日本 中国

１ 选择转移
的产业

从比较优势产业开
始转移ꎬ确保在投资
国的企业垄断地位

从比较劣势产业开
始转移ꎬ形成贸易互
补ꎬ母国与投资国产
业垂直分工

从比较劣势产业转移
和比较优势产业转移
同时进行

—９—
① Ｐｒｉｃｅ Ｈ Ｒ ꎬ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ꎬＣｏｍ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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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比较项目 美国 日本 中国

２ 产业转移
的主体

大型跨国公司
大型跨国公司和中
小型企业

大型国有企业为主ꎬ
中小型民营企业参与

３ 产业转移对
贸易的影响

“逆贸易倾向型”投
资ꎬ是贸易替代型
投资

“顺贸易倾向型”投
资ꎬ同时ꎬ扩大母国
和投资国的双方贸
易发展

投资推动贸易增加ꎬ
不是替代型投资ꎬ产
业转移方式多元化:
贸易投资、工程承包、
境外合作区

４ 产业转移
主动或被动

发生产能过剩后被
动产业转移

在产能过剩前主动
产业转移

发生产能过剩后被动
产业转移

５ 产业
转移导向

跨国公司盈利导向
自然资源和低成本
导向

能力建设导向、绿色
导向、廉洁导向、惠民
导向和包容性导向

６ 附加条件
投资和贷款有政治
和经济附加条件

投资和贷款有政治
和经济附加条件

投资和贷款无政治附
加条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综合整理而成ꎮ

(三)“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

由表 １ 的分析可以看到ꎬ与美国和日本产能合作相比ꎬ中国“一带一路”
框架内的产能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能力建设导向、绿色

导向、廉洁导向、惠民导向和包容性导向ꎬ“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原则是“国
家推动、企业参与、合作广泛、合作目标多元”ꎮ 产能合作以长期利益为着眼

点ꎬ内外兼顾、远近结合、不急功近利ꎮ 其能力建设导向特征体现在:通过“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等产能合作带动沿线国家提升自生能力建设ꎮ 例如ꎬ
改善沿线国家的交通通达性就是提高其自生能力建设ꎬ同时ꎬ也带动中国建

材、机械产品出口ꎮ 因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ꎬ商业资

本往往不愿意投资ꎬ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可能被长期锁定在“低水平均衡

陷阱”之中ꎮ 实际上ꎬ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是“耐心资本”或

“长期愿景资本”的支持①ꎬ借助于国家信用担保则可以使商业资本更具有

“耐心”ꎮ 但是ꎬ能力建设导向也面临一些挑战ꎬ以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沿线国

家能力ꎬ中国长期项目投入就会加大ꎻ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

通便利化程度提高ꎬ其他国家不可避免会搭便车ꎻ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０１—

① 林毅夫、王燕:«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ꎬ«开放型金融

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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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化能力和产业发展ꎬ有可能对中国的中端制造产业形成竞争ꎮ 其包容

性导向特征体现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强调“机会平等ꎬ共同发展ꎬ共
享发展成果”ꎬ关注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平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ꎮ 包容性

理念将促进实现“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ꎮ 但是ꎬ包容性也面临一些困境

与风险ꎮ 平等机会意味着在合作中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ꎬ这可能会降低市

场主体的决策效率ꎬ使商业机会丧失ꎮ 在中国企业投资项目背景下ꎬ提倡共

同发展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市场原则ꎬ企业赢利能力可能下降ꎮ

三　 中国与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现状及进展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中国与 ４０ 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ꎬ同世界主

要经济体签署了 １００ 多个多边或双边经贸合作协议ꎬ与 ７ 个国家签署了 ８ 个

针对合作区发展的政府间协定ꎬ与 １０ 个国家签署了针对合作区建设的部门

间合作备忘录或协议ꎬ中亚国家率先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ꎬ有利推动了中国

与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深入开展ꎮ 产能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贸易

投资、工程承包和园区建设三个方面ꎮ
(一)贸易投资稳定增长ꎬ不断拓展新领域

中国“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在中亚国家的投资主体初期以国有企业为主ꎬ
现在民营企业也比较活跃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５６ 个国

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１５６ ４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８ ９％ ꎬ占同期总额的 １３％ ꎬ主
要投向中亚、东盟、非洲等区域国家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 ２３ ０８３ ２ 亿美元、５ ２７５ ３ 亿

美元和 ７ ４５５ ４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直接

投资存量分别为 ７ ６６２ ６ 亿美元、 － １ ２８８ ９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哈萨克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 １４ ８９ 亿美元、
７ １７６万美元和 ３３ 万美元(见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哈萨克
斯坦

８ １１４ ９ － ０ ４００ ７ － ２５ １０２ ７ ４ ８７７ ０ ２０ ７０４ ７ １４ ８９０ ０ ２３ ０８３ ２

—１１—
① 李晓华:«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ꎬ«经济管理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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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国别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乌兹别
克斯坦

０ ４４１ ７ １ ８０５ ９ １ ２７８ ９ １ ７８８ ７ － ０ ７５７ ５ ０ ７１７ ６ ５ ２７５ ３

吉尔吉
斯斯坦

２ ０３３ ９ １ ０７８ ３ １ ５１５ ５ １ ５８７ ４ １ ２３７ ０ ０ ００３ ３ ７ ４５５ ４

塔吉克
斯坦

０ ７２３ ３ １ ０７２ ０ ２ １９３ １ ２ ７２４ １ ０ ９５０ １ — ７ ６６２ ６

土库曼
斯坦

－ ０ ３２４ ３ １ ９５１ ５ － ３ １４５ ７ － ０ ２３７ ６ ０ ４６７ ２ — －１ ２８８ ９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ꎻ２０１８ 年数据来自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ꎮ

２０１８ 年中哈双边贸易额为 １９８ ５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０ ４％ ꎮ 中国累

计对哈投资存量超过 ４３０ 亿美元ꎬ各类贷款超过 ５００ 亿美元ꎮ 中国对哈投

资主要包括油气开采、采矿业、交通仓储、工业、建材、农产品加工等行业ꎮ
中国对哈出口主要商品是机电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和化工产品ꎮ 中国自哈

进口主要商品是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面粉、植物油、肉类和蜂

蜜等ꎮ
２０１８ 年中乌贸易额为 ６２ ６７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４８ ３７％ ꎮ 中国对乌累

计投资存量超过 ８０ 亿美元ꎮ 中国对乌投资主要涉及能源、交通、建材、农
业等领域ꎮ 中国对乌出口主要商品为机械设备、电机和电气设备、化学产

品及其制品等ꎮ 中国自乌进口主要商品为天然气、化工产品、黑色和有色

金属ꎮ
２０１８ 年中吉双边贸易额为 ５６ ０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 ８％ ꎮ 中国对吉投

资主要涉及能源、橡胶塑料制品、非金属矿产生产、地质勘探类和矿产品开采

类等领域ꎮ 中国对吉出口主要商品为鞋类、服装、化纤、食品等ꎬ中国自吉进

口主要商品为矿石、精矿、贵金属、蜂蜜和水果等ꎮ
２０１８ 年中塔双边贸易额为 １５ ０３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９ ６３％ ꎮ 中国对塔

投资主要集中在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和建筑材料等领域ꎮ 中国对塔出口商品

主要是机械设备、纺织品、电机电气、建筑材料、鞋类、车辆及零配件等ꎮ 中国

自塔进口主要商品是矿产品、棉花、生皮及皮革等ꎮ
２０１８ 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为 ８４ ３６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１ ５％ ꎮ 中国对

土投资主要涉及能源、交通设施、通信、化工和纺织领域ꎮ 中国对土出口商

品包括钢铁、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车辆及其零附件、医疗设备、化学用品、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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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涂料等ꎮ 中国自土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天然气、树胶树脂、盐、贵金属、
蚕丝棉花和动物毛等(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合计

哈萨克斯坦 ２８５ ９６ ２２４ ５２ １４２ ９１ １３０ ３７ １８０ ０１ １９８ ５６ １ １６２ ３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４５ ５２ ４２ ７６ ３４ ９６ ３６ ４０ ４２ ２４ ６２ ６７ ２６４ ５５

吉尔吉斯斯坦 ５１ ３８ ５２ ９８ ４３ ４１ ５７ １１ ５４ ４８ ５６ ０１ ３１５ ３７

塔吉克斯坦 １９ ５８ ２５ １６ １８ ４７ １７ ４１ １３ ７１ １５ ０３ １０９ ３６

土库曼斯坦 １００ ３１ １０４ ７０ ８６ ４３ ５９ ０２ ６９ ４３ ８４ ３６ ５０４ ２５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ꎬ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ｍａｐ ｏｒｇ /

总体来看ꎬ中国在中亚国家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ꎬ促进了中国企业

进一步加大“走出去”力度ꎬ企业在海外产业布局更加广泛、产业链更加完

善ꎬ配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去产能”和“产业转移”效果初步显现ꎮ
同时ꎬ一批国际产能合作投资项目在中亚国家落地ꎬ填补了中亚国家多项

产业空白ꎬ优化了中亚国家产业结构ꎬ促进中亚国家完善现代化工业体系ꎬ
降低中亚国家进口依存度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能合作促进了中国企业

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提升装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ꎬ有利于促进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制造业转型升级ꎬ实现中国从以往的传统贸易

“以产品输出为主向产业输出转变”ꎬ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周边地区和

全球产业链的地位ꎮ
(二)对外工程承包促进中亚国家互联互通

工程承包领域既包括传统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ꎬ也包括互联互通基础

设施大型项目以及电力、水利设施、污水处理等重大民生工程等ꎮ ２０１８ 年中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７ ７２１ 份ꎬ合同金

额 １ ２５７ ８ 亿美元ꎬ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的 ５２％ ꎬ同比下

降 １２ ８％ ꎻ完成营业额 ８９３ ３ 亿美元ꎬ占同期总额的 ５２ ８％ ꎬ同比增长

４ ４％ ꎮ 其中ꎬ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工程承包额分别为 ２２ ３８ 亿美元、５ ０３ 亿美元、４ ７９
亿美元、１ ９ 亿美元和 ２ ５３ 亿美元ꎬ工程承包额同比略有回落ꎮ ２０１３ 年以

来ꎬ一大批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在中亚开工建设ꎬ带动工程承包业务

扩大ꎬ一批境外合作区、产业园区成为中国企业到中亚集群式“走出去”的重

要平台(见表 ４)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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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中亚五国工程承包额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别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哈萨克斯坦 ２９ １７ ２３ ５８ ２３ ４７ ２７ ５８ ２２ ３８ １２６ １８

乌兹别克斯坦 ７ ０６ ４ ９８ ６ １２ ４ ９１ ５ ０３ ２８ １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７ １２ ５ ８７ ５ ４９ ５ ５７ ４ ７９ ２８ ８４

塔吉克斯坦 ４ ４５ ４ ０９ ６ ４４ ７ ０８ １ ９０ ２３ ９６

土库曼斯坦 ２０ ９８ １２ ４０ ６ ８９ ３ １９ ２ ５３ ４５ ９９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三)境外合作区建设促进中亚国家工业化

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

等ꎬ其中ꎬ产业合作主要以建立境外各类经贸合作园区为主ꎮ 境外合作区建

设最早来自中国企业的自发行为ꎬ民营企业以市场原则选择对外投资的国

别ꎬ在此背景下境外合作区集中在与中国关系友好、市场发展环境相对较好、
与中国近邻的国家ꎬ主要是东南亚、非洲、东欧国家ꎬ而中亚国家境外合作区

建设相对不足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境外经贸合作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后ꎬ中国

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开始重视中国周边境外合作区的区域性总体布局ꎬ如在上

合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的境外合作区建设布局问题ꎮ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ꎬ沿线国家也开始重视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合作区建设ꎬ许多国

家把境外合作区建设当成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的务实合作

的重要载体和平台ꎮ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有 １１０ 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ꎬ通过中国

商务部批准认定的有 ２０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ꎮ 其中ꎬ加工制造型合作

区 １２ 个ꎬ资源利用型合作区 ４ 个ꎬ农业产业型合作区 ３ 个ꎬ商贸物流型合作

区 １ 个ꎮ ２０ 个合作区按照区域划分ꎬ非洲地区 ４ 个ꎬ中东欧地区两个ꎬ俄罗斯

４ 个ꎬ东南亚 ７ 个ꎬ南亚地区 １ 个ꎬ中亚地区两个ꎮ
中国商务部 ２００６ 年公布了«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与

申办程序»ꎬ宣布将建立 ５０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ꎬ支持中国企业在境

外建设工业园、科技产业园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ꎮ 商务部在有关文件中

对境外合作区给出了明确定义ꎬ是指在中国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中资控股企业ꎬ通过在境外建立的中资控股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

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聚集和辐射效应的产

业园区ꎮ
—４１—



Статьи на актуальные темы / 要文特约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ꎬ中亚国家已经有数十个经济开发区ꎬ为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一些基础ꎬ但是ꎬ由于资金缺乏、市场有限等因素制约ꎬ
中亚国家的各类园区发展比较缓慢ꎮ 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ꎬ２０１４ 年以

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分别签署发展战略对接协议ꎬ启动产能合作计划ꎬ积极推

动原有的一些规模较大、发展潜力较好的经济开发区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并实

施转型升级ꎬ计划把一些定位比较准确、竞争力比较强、发展潜力大的开发区

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范围ꎮ 同时ꎬ近年来ꎬ在中亚国家也新建了一些境外合

作区ꎬ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鹏盛工业园、吉尔吉斯斯坦的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

作区、中哈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无水港)等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底ꎬ中国在沿线 ４６ 个国家在建并初具规模的境外合作

区共 １１３ 个ꎬ累计投资 ３６６ ３ 亿美元ꎬ入驻企业 ４ ６６３ 家ꎬ上缴东道国税费

３０ ８ 亿美元ꎮ 其中ꎬ通过认证的 ２０ 个境外合作区累计投资 ２０１ ３ 亿美元ꎬ入
驻企业 ８７３ 家ꎬ上缴东道国税费 ２１ ２ 亿美元①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中国在 ２４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的 ８２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３６４ ８ 亿美

元ꎬ入驻企业超过 ４ ０００ 家ꎬ上缴东道国税费 ２４ 亿美元ꎮ
从总体看ꎬ各类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境外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ꎬ使园区

建设具有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和政策优惠相对集中等优势ꎬ促进产生规模效

益、有效降低企业成本ꎬ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运营

的抗风险能力ꎬ也促进了中亚国家工业化发展ꎮ

四　 制约产能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主要问题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ꎬ尽管中亚国家较早与中国开展产

能合作ꎬ但是ꎬ总体上看ꎬ产能合作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ꎬ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相比ꎬ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在制度环境、贸易投资便利化、产能合作实

现形式、组织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ꎮ
(一)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低

中亚国家属于内陆国家ꎬ交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ꎬ物流等服务能力相对

较低ꎬ跨境运输和海关通关手续烦琐ꎬ这些因素提高了贸易成本ꎬ降低了贸易

便利化程度ꎮ 在投资领域还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扩张论”、中国“资源掠夺

论”等负面声音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中亚国家的经济资源侵略ꎮ

—５１—
① 李永全主编:«“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２０１９)»ꎬ社科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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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有待提高

中国面临与发达国家在中亚贸易竞争压力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

有待提高ꎮ 尽管多数学者研究认为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较高ꎬ实际

上ꎬ近年来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互补性在十大贸易伙伴中处于中等靠后位

置ꎬ中亚国家与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的进口互补性高于中国ꎬ中亚国家与意大

利、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出口互补性也高于中国ꎮ 因此ꎬ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产能合作ꎬ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ꎬ增加双边商品贸

易的互补性ꎬ否则ꎬ中亚国家贸易有可能向其他国家转移①ꎮ
２ 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低

中亚互联互通交通便利化水平相对比较低ꎬ中亚国家基础设施依然相对

落后ꎬ这些短板制约国际产能合作②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缺乏横贯东西的大

铁路ꎬ现有铁路老化ꎬ技术落后ꎮ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ꎬ哈萨克斯坦的运输成本

高ꎬ货物价格是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ꎬ导致哈制造业的供应链严重低效ꎮ
另外ꎬ新亚欧大陆桥存在运量不足问题ꎬ总运量占亚欧货物运量的份额不足

１％ ꎬ主要是因为陆地运输相对于海运费用偏高ꎬ其中ꎬ哈境内铁路的单轨状

况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③ꎮ
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６ 全球贸易促进报告»对全球 １３６ 个经济体的贸易便

利化程度进行了评估ꎮ 在边境管理效率和透明度指数排名中ꎬ中国、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为第 ５２ 位、第 ８８ 位、第 ７７ 位和第 １０３
位ꎮ 表明中亚国家在海关管理上仍缺乏效率和透明度ꎬ通关程序低效烦琐、
官僚作风和腐败等问题影响通关效率④ꎮ 在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中ꎬ中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为第 ２７ 位、第 ５４ 位、第 １１５ 位和

第 １１９ 位ꎮ 在交通基础设施可用性及质量指数排名中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为第 １２ 位、第 ６７ 位、第 １３２ 位和第 ８９ 位ꎮ 中亚

国家的海关进出口时间相对比较长ꎬ如办理进口边境手续最长的是乌兹别克

—６１—

①

②

③

④

许婧:«“一带一路”多边合作贸易互补性测度与贸易开拓研究———以中亚主要

贸易伙伴国为例»ꎬ«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初阔林、李洁:«“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联的意涵、困境与策略»ꎬ

«理论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ꎮ
张乃丽、徐海涌:«我国西北五省区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视角»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ＧＥＴＲ － ２０１６ －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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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ꎬ需要 １１１ 个小时ꎬ办理出口边境手续时间最长的是哈萨克斯坦ꎬ为 １３３
个小时①ꎮ 中亚国家物流绩效指数相对较低ꎬ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１８ 年世界物

流绩效指数(ＬＰＩ)»排名ꎬ中亚国家除了哈萨克斯坦排名处于中间位置ꎬ其他

中亚国家都处于末尾位置ꎬ在全球 １６０ 个经济体中ꎬ哈萨克斯坦物流绩效指

数排名为第 ７１ 位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分别为第 ９９ 位、第 １０８ 位、第 １２６ 位和第 １３４ 位②ꎮ 在“透明国际”«２０１８ 年

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ꎬ哈萨克斯坦排名第 １２４ 位ꎬ乌兹别克斯坦为第 １５８
位ꎬ最靠后的中亚国家是土库曼斯坦ꎬ为第 １６１ 位(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８ 年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全球排名

国别 清廉指数 营商环境指数 物流指数 基础设施指数

哈萨克斯坦 １２４ ２８ ７１ ２７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５８ ７６ ９９ —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３２ ７０ １０８ １１５

塔吉克斯坦 １５２ １２６ １３４ １１９

土库曼斯坦 １６１ — １２６ —

注:基础设施指数为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ꎮ
资料 来 源: 清 廉 指 数: « ２０１８ 年 全 球 清 廉 指 数»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９０１２９１０２７５１２１６６ / ꎻ营商环境指数:世界经济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ꎻ物流

指数:世界银行«２０１８ 年世界物流绩效指数( ＬＰＩ)»ꎬＬＰ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 / /
ｌｐｉ ｗｏｒｉ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ꎻ基础设施指数: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６ 全球贸易促进

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９９ｉ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５４６０

(二)投资制度环境等相对落后

１ 营商环境相对比较落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在世界银行«２０１８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ꎬ哈萨克斯

坦为第 ２８ 位ꎬ吉尔吉斯斯坦为第 ７０ 位ꎬ塔吉克斯坦为第 １２６ 位③ꎮ 在全球化

推动下各国传统关税壁垒普遍下降ꎬ非关税壁垒造成的隐形贸易成本已经高

于传统的关税成本ꎬ中亚国家的非关税壁垒依然比较高ꎬ对中亚国家开展国

际贸易影响较大④ꎮ

—７１—

①

②
③

④

李思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便利化的经贸效应研究»ꎬ«东

北亚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ＬＰ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 / / ｌｐｉ ｗｏｒｉ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ｇｌｏｂａｌ
经济世界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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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在中亚国家投资受限制比较多

哈萨克斯坦的«海上石油项目产品分成协议法»规定ꎬ外国投资者在哈境

内开发的海上石油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２５ 年或 ３０ 年①ꎮ 哈对工程承包业务的

外籍劳务人员配备制定了严格的限制ꎬ如 ２０１４ 年哈将外籍劳务人员的配额

比例确定为经济自立人口的 ０ ７％ ꎮ 按哈征收超额利润税的规定ꎬ如果外资

企业当期会计年度净收入与可扣除支出的比重超过 ２５％ ꎬ则按照 ０ ~ ６０％征

收超额利润税ꎮ
３ 一些投资项目也带来了负面宣传和影响

中亚国家存在“中国污染输出论”等负面声音ꎬ认为中国在中亚国家大量

投资搞项目建设ꎬ不顾环境污染等问题ꎬ指责中国一些劣质产能转移影响中

亚国家环境ꎬ有些中国企业还存在重视经济利益比较多ꎬ而忽视环境保护等

现象ꎮ 例如ꎬ一些大型工程项目没有顾及工程建设与保护动植物生态环境平

衡的关系ꎬ缺乏对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ꎮ 中国企业在中亚贯彻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国际环保标准方面落实不到位ꎮ

在投资方面ꎬ存在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ꎮ 例如ꎬ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ꎬ西方国家对吉尔吉斯斯坦贷款支持减少ꎬ近年来ꎬ吉尔吉斯斯坦从中

国获得贷款支持较多ꎬ２０１８ 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外债总额约占其 ＧＤＰ 的

５３％ ꎬ其中ꎬ欠中国外债为 １６ ８ 亿美元ꎬ占吉尔吉斯斯坦总外债的 ４４ ７％ ꎬ在
此背景下ꎬ西方媒体蓄意炒作吉外债问题ꎬ在中亚引发了所谓的中国“债务陷

阱论”ꎮ
(三)工程承包领域管理尚不规范

中亚国家存在中国企业“项目不透明论”和“投资阴谋论”ꎬ认为在“一带

一路”项目建设环节ꎬ中国企业工程承包业务存在透明度不高、不公平竞争现

象ꎬ甚至个别项目存在腐败现象ꎮ
１ 中亚国家依然存在中国“项目不透明论”等声音

一些中亚国家认为在工程承包过程中某些中国企业还存在暗箱操作ꎬ甚
至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在招标环节存在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冬季吉尔吉斯斯坦的热电厂改造项目出现供暖问题ꎬ经查实发现中方

企业与地方政府交往中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官员存在腐败现象ꎬ导致在 ２０１８
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三个案件ꎬ如伊萨科夫案、库尔马托夫案和阿尔特克

—８１—

① 张栋、邵杨、董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产能合作研究»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

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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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耶夫案都与吉尔吉斯斯坦热电厂改造项目有关联ꎮ 实际上ꎬ不是中国企业

在产能合作中向中亚国家输出腐败ꎬ而是中亚国家政府本身存在比较严重的

腐败现象ꎮ
２ 工程技术标准不一致

中国企业在中亚国家开展产能合作项目ꎬ因中亚国家多采用原苏联的技

术标准ꎬ在施工环节需要转换图纸标准和翻译ꎮ 另外ꎬ土库曼斯坦建筑技术

标准与中亚其他国家也有区别ꎬ这些不一致的技术标准增加了人力物力成本

和时间ꎮ
３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足

一些中国企业在产能合作中关注经济利益较多而履行相应社会责任不

足ꎮ 中亚国家认为中国一些大型工业项目投入资金多ꎬ但是没有给当地老百

姓就业等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ꎬ没有体现惠民的高质量发展理念ꎮ
４ 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耐心资本”
针对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承包项目ꎬ开发性金融在支持中亚国家产

能合作项目时长期合作方面门槛相对比较高ꎬ过于追求投资回报①ꎬ在这方

面还需要国家政策支持ꎬ由开发性金融形成更多的“耐心资本”ꎬ投入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ꎮ
(四)境外合作区建设管理机制不完善

一些境外合作区在定位和投资发展方向上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结

合不足ꎬ园区产业合作配套基础设施缺乏ꎬ境外合作区建设的制度机制还不

完善②ꎮ
首先ꎬ个别境外合作区建设没有充分体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ꎮ 尽管“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西方国家传统的全球化与资本

扩张有本质的区别ꎬ美欧推动产能合作以跨国公司的资本逐利为驱动力ꎬ
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以互利共赢为动力ꎬ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

展、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ꎮ 但是ꎬ在实施过程中ꎬ市场主体之间在落实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时并不到位ꎬ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市场投资主体或使用方往往

以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和作出规划或决策ꎬ在如何取得双方“最大公约数”

—９１—

①

②

史育龙:«“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进展、问题及推进策

略»ꎬ«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ꎮ
张方惠:«“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现状、机制与前景»ꎬ«现

代管理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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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协商不足ꎮ
其次ꎬ境外合作区牵头企业常常以市场原则考核短期发展指标ꎬ难以体

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ꎮ 这些短视、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导致企业难以做

到长期运营ꎮ 在一些项目规划和建设中也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的合作理念ꎬ没有使沿线国家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ꎮ
再次ꎬ大多数境外合作区运营和赢利能力不足ꎮ 主要原因是中国有关政

府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对境外合作区的支持和激励力度不够ꎬ一些政策和资

金支持还不能有效支持园区的各项功能建设ꎮ 同时ꎬ也与一些境外合作区发

展定位不准、经营模式教条、缺乏创新、管理与服务效率缺乏有关ꎮ
最后ꎬ传统的境外合作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遇到融资、境外营商环

境限制等困境ꎬ表明现阶段中国境外合作区在商业运作模式、发展模式等方

面创新不足ꎮ

五　 中亚地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ꎬ中亚地区产能合作能否

做到率先向高质量发展转变ꎬ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能否实现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具有重大意义ꎮ 鉴于中亚国家经济体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ꎬ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向高质量转变的过程中ꎬ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

能合作应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ꎬ遵循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理念ꎬ循序渐

进逐步提高ꎮ
(一)深化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理论研究和阐释

理论上清醒才能更好指导产能合作实践成功ꎮ 在借鉴美国、日本产业转

移理论基础上ꎬ应深化对中国特色“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理论框架研究ꎮ 例

如ꎬ如何构建中国式新“雁行理论”ꎬ使“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引领中国与中亚

国家共同转型升级与发展ꎻ如何开展“第三方合作”ꎬ在产能合作中向发达国

家学习ꎬ不断推动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ꎬ从中端走向高端ꎻ如
何发挥政府作用ꎬ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ꎬ构建中国式产业转移的理论

框架ꎮ
(二)坚持“五个导向”推动高质量合作

准确宣传“一带一路”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ꎮ 按照习近平主席在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的要求ꎬ正确宣传阐释“一带一

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总体思路和要求ꎮ 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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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要求ꎬ落实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中就是

要体现“五个导向”ꎬ即能力建设导向、绿色导向、廉洁导向、惠民导向和包容

性导向ꎮ 鉴于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依然存在战略上的疑虑ꎬ中亚国家

还存在“中国威胁论”等负面声音ꎬ应进一步宣传“一带一路”合作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的新理念、新思路ꎮ 解释清楚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

策ꎬ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的“三不原则”ꎬ即不干涉沿线国家内

政ꎬ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ꎬ不谋求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ꎬ逐步消除中亚国家

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和误解ꎮ
(三)突出企业主体ꎬ创新中亚产能合作模式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仍然缓慢、全球化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ꎬ
只有中国有能力、也愿意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区域公共产品需要的巨额投

资ꎬ以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发展ꎮ 产能合作要结合中亚国家发展实际需

求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前提ꎬ在产能合作目标上形成双方的“最大公约数”ꎬ在
市场层面要推动形成由中国与中亚国家企业共同参与的企业联盟ꎬ重点投资

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区ꎬ在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从中低端向高端迈进的同

时ꎬ也促进中亚地区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ꎬ支持中国与中亚国家现代化、工
业化和城镇化发展ꎮ

加大对企业参与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ꎮ 坚持高标准和惠民导向ꎬ持
续深入推进“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模式ꎬ以高质量发展理念规范管

理产能合作项目ꎮ 在贸易投资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ＰＰＰ 项目贷款业务ꎬ
鼓励国内金融机构提高对境外资产或权益的处置能力ꎬ鼓励企业以国外资产

和股权、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ꎮ 建立国内国际跨国银团机制解决企业

融资困难ꎬ从担保、贷款利率优惠等方面入手培育更多的“耐心资本”投入到

长周期的大型产能合作项目ꎮ 加强自身建设ꎬ提高企业“走出去”能力ꎬ支持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中亚地区产能合作ꎮ 在园区建设方面应推动创办

一批高新技术园区ꎬ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ꎮ 在工程承包方面应调整和创新对

外合作方式ꎬ积极探索“工程承包 ＋ 融资”、“工程承包 ＋ 融资 ＋ 运营”等多种

合作模式ꎮ
(四)在统筹兼顾基础上突出重点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实施过程中ꎬ要特别关注绿色环保的要求ꎮ
结合中亚国家产业特点与实际ꎬ进一步明确重点产能合作领域ꎮ 深化能源合

作ꎬ重点是高新技术领域合作ꎬ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ꎮ 深化非能源领域合作ꎬ
如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各类园区建设ꎬ促进中亚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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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中亚国家的纺织业产能合作和农业合作ꎬ在农业合作中要切实落实保护

水土防止污染等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ꎮ
(五)积极推动“第三方合作”
中国与美国、日本开始产业转移的启动节点有所不同ꎬ发达国家在占有

更多产业绝对优势背景下推进产业转移ꎬ而中国则在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

产能相对不足背景下开始产业转移ꎬ因此ꎬ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

市场”对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尤为重要ꎮ 因为随着“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深入ꎬ
可能会带动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ꎬ在中端产业与中国形成竞争ꎬ而
在高端产业上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形成竞争ꎬ造成面临“两面竞争”挤压的

局面ꎮ
现在ꎬ西班牙、瑞士等欧盟成员国已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ꎬ

应努力寻找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合作的利益交汇点ꎬ在高新技术等领

域积极开展“第三方合作”ꎬ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与欧美发达国家企

业合作ꎬ在中亚地区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ꎬ促进中亚区域互联互通和中国

制造业升级ꎬ推动中国与中亚产能合作向高质量发展转变ꎮ
(六)发挥上合组织平台作用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推进区域贸易便利化ꎬ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产能合

作ꎮ 除土库曼斯坦外ꎬ中亚其他四国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ꎬ上合组织是最早

探索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区域组织ꎮ 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的宣言和宪章中明

确把开展环保合作作为该组织的宗旨和任务之一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启动环保合作ꎬ ２０１４ 年正式成立上合组织环保中心ꎬ２０１８ 年青岛峰会

期间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ꎮ 上合组织关注区域发展ꎬ倡议

成员国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服务机制ꎬ提高成员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ꎬ促进

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国际道路交通

便利化协定»逐步生效ꎬ极大地提高了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ꎮ 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建立统一的区域标准ꎬ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标准化ꎬ如企业贯彻国

际组织 ＩＳＯ９０００ 质量标准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保护标准等ꎬ在物流标准、税收标

准、保险标准、海关标准等方面统一区域标准ꎬ促进中亚国家之间贸易便利化

和各类园区建设标准化ꎮ 建议加快推进中哈之间的铁路建设ꎬ加快中吉乌铁

路规划调整与建设ꎮ 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联体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

路基金的联系和协调作用ꎬ促进形成更多的“耐心资本”投入到中亚地区产能

合作项目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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