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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短期关系估计结果如表 4所

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误差纠正机制发生作

用,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波动的

影响;另一部分是这两个变量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短期

内 FDI和出口对就业的影响都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其对就

业的促进作用。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

均衡的调整力度,从其系数 ( - 0. 05)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

长期均衡时 ,将以 ( - 0. 05)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拉回,纠正

机制发挥作用较弱。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 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 1) 重庆

GDP、JY、LNFDI、LNEX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

分都为平稳序列; ( 2) Johansen 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均存

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协整方程可知, FDI 与 EX 对GDP 和

就业有促进作用; ( 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上外商直接

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较小,而出口对产业结构调整有

滞后效应。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对重庆市而言,外商直接投

资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对重庆市产业结构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重庆本身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以

及投资环境欠缺的因素,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低。因此,

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

商,引导投资流向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避免外资产

业分布不合理,影响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进程。此外,外商

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技术外溢对地方经济起促进作用,因此,

应加大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

效应,同时培养本土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唯有此外商直接

投资才能真正服务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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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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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然而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加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

不容忽视的问题。就双方经济互补性进行讨论,从多角度探讨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若干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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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非洲已成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

资的重要目的地和资源来源地。中非经贸往来也随之高速

发展: 2000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亿美元,到 2006年

该数字则迅速地上升至 255亿美元。2006年底中非论坛峰

会的召开则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在 2010

年前 11个月双方贸易额即达到了 1148亿美元。目前中国

在非洲是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经贸关系具

有以下特点 :

( 1)双方经贸来往的商品结构丰富。很长时间以来中

国向非洲出口商品基本为日用品、家电产品。随着我国工

业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来也开始出口诸如飞机等高附加值

的产品。非洲主要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农林初级产

品、矿产品以及石油。

( 2)经贸合作领域得到两人拓宽。除了传统贸易商品

的对非出口外,根据 走出去 的方针,我国企业开拓了内容

更为丰富的经济合作方式如对非投资、工程承包。我方投

资的几百个项目不但给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还促

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除了贸易、资源开发、加工和农

业种植等传统领域外,我国还开始向电信等高科技领域进

行投资。

1 中非经济的互补性是双方经贸合作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国内市场

空间有限、产能过剩、外贸依存度高的问题。非洲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其

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因此对轻工产品、工

业制成品的进口需求非常大。而中国相关产品物美价廉,

竞争力强,非常适合非洲市场。因此非洲大陆可以成为中

国商品的重要的出口地。

非洲大陆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其中的许多资源的储量

为世界第一。而目前我国资源状况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要,对外资源依存度不断提高 ,许多资源必须大量进

口。如自 1993年起中国成为了净石油进口国,而目前的进

口量已居世界第二位。非洲大陆的资源对确保我国经济发

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因此中国向非洲进口各类资源, 同时向非洲出口所需

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合作方式可使双方能够达到双赢。因

此经济的互补性使中非双方经济合作存在着巨大空间,其

前景非常广阔。

2 中非经贸合作中问题和挑战

尽管今天中非经济合作已经初具规模 ,而且未来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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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看好。然而在合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产生

影响。

( 1)部分国家同中国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由于不少

国家的对华出口产品种类及金额有限,因此对华贸易一直

存在巨额逆差,该问题对于那些同中国没有石油贸易的国

家表现地尤为突出,长时间的贸易逆差必然会产生相关的

贸易摩擦。因此目前的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从非洲进口

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贸易方式从长远来看是不具有可持续

性的。

( 2)中国商品的质量及品牌形象有待提高。我方出口

商品基本为中低档日用品,以及低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再加

上经营主体也多为各类的个体批发商,因此给人以中国货

是低档,廉价的印象。同时许多产品质量差,比如中国出口

的摩托车虽然价格低廉但是故障频繁。此外由于有的企业

甚至将非洲视为积压商品品的处理地,使大量的伪劣产品

流入非洲,这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产品在消费者当中的形象。

( 3)相关产品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由于某些国家的

产业结构同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产品的进入必然对

相关的产业产生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非洲的纺织业尚为

弱小,中国纺织品的进入对当地纺织行业冲击很大,导致许

多企业经营困难 ,在此情况下贸易摩擦就容易发生。贸易

摩擦通常集中在轻工产品、纺织品等行业,但近年来机电产

品的出口也有贸易摩擦现象。

( 4)中国在非洲市场上面临西方国家的竞争。由于非

洲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中非经贸合作必然会触动

它们的利益。因此为了继续维护其在非洲大陆的地位,美、

英、法、德等国家纷纷调正对非政策,政要频繁访问非洲,并

且提出了减免债务、增加援助、加强投资等措施。法国同英

国由于具有长期的殖民历史,更是希望确保其特殊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 新殖民主义 论调,西方媒体

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是掠

夺非洲的资源。

( 5)对非洲贸易过于集中。目前中非贸易仍然集中在

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同其他多数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依旧

不足,如 2006年中国同南非和安哥拉的双边贸易额就占中

非贸易的 40% ,中国自安哥拉进口额占自非洲进口总额的

38%。在投资方向上中国企业也主要集中于轻工业、基础

设施方面,而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领域和行业如

制造业、开采业上进入不足。

( 6)企业界对非洲了解甚少。受非洲市场良好前景的

吸引,许多企业有到非洲发展的愿望,但由于缺乏相关信息

而难以付诸于行动。已在非洲扎根的企业获得了许多宝贵

的经验教训 ,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些信息的搜集

与传播工作 ,导致许多企业不得不重复交不必要的 学费 。

此外由于非洲情况和国内情况大不相同,企业在落地时还

要面临适应语言文化 ,当地政策方面的困难,所以入乡随俗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7)中国企业无序竞争 ,目光短浅。其无序性体现在各

企业业务上各自为战 ,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不惜低价竞销,甚

至扰乱整个市场。如在项目投标中经常出现不同的中国企

业在争夺同一个项目时相互毁誉、自相残杀、竞相压价,最

后使得中标者惨淡经营。目光短浅现象则体现在除了某些

企业不讲诚信,大肆销售劣质产品,存在着捞一把就走的心

理外,还有投资企业将国内的恶习带到非洲 ,出现了如 2005

年中国参与投资的赞比亚某铜矿 46名工人遇难的事件。

3 关于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看法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来

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 1)尊重文化差异,谨慎投资。由于中非之间的国情相

差甚大,企业不能简单地将国内的经验照搬过来。企业主

必须事先通过商务考察来实地了解当地的政策、法律等方

面的情况,此外还需要认真分析投资国的经济水平、消费能

力、市场容量等信息 ,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制订投资

方案以避免盲目投资。政府也应当建立一个信息平台为企

业提供咨询服务,介绍非洲情况 ,推广相关的政策。我驻非

使领馆可以派工作人员回国内举行有关的商务讲座, 使我

方企业能够较好地了解当地情况 ,规避投资风险。

( 2)国家应制定有针对性的贸易方针。国家应当通过

对出口商品的特点以及进口国的需求分析来确定不同国家

的不同贸易重点,以争取经贸交流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

个台阶。另外我方还要加强同经济水平相对较弱国家的贸

易,对于部分国家对华贸易中的逆差现象给予充分的重视,

可采取措施加大相关产品的进口力度以达到减少贸易逆差

的目的。

( 3)重视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相关部门应当限

制某些有可能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出口 ,支持我方企业

在当地投资建厂以通过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方式占领

市场。另外鉴于我方出口商品多为中低档次的产品, 容易

同当地产品引起竞争的情况, 国家应当从长远角度考虑采

取措施提高我出口商品的档次和质量。如发生双边贸易摩

擦,我方应当积极地通过友好协商给予化解,而不能演化为

贸易战,甚至因此损害中非间的友好关系。

( 4)积极树立我国在非的正面形象。面对来自发达国

家的竞争,特别是其将中非贸易高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对

非投资称为 新殖民主义 的情况下, 我国应当坚持以互惠

互利共同双赢为方针,保持中非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友好

互信合作关系。面对西方国家试图离间中非关系的企图,

中国媒体应当加大宣传力度, 帮助非洲国家认清某些西方

媒体的别有用心以共同维护双方经贸关系。

( 5)应当规范非洲市场秩序 ,避免恶性竞争。政府应当

鼓励成立商会,制定约束机制维护经营秩序,并且建立国内

主管部门、使领馆商务处以及商会的定期协商机制。对于

损害中国产品形象的企业 ,政府部门应当采取降低信用等

级、罚款等方式给予惩罚,并将其列入黑名单。政府可以通

过举办展览会等形式推广国内优质产品,支持有条件企业

进入高端市场。针对工程投标中的无序竞争情况 ,使领馆

商务处会同有关部门可设立相关的协调机构,以形成统一

对外的局面。

尽管现在中非经贸合作中还存在不少有待提高之处,

只要相关各方能够正视以上问题,并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

决,可以预见中非经贸合作的前景必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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