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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撷取了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重庆市等六个具有代表性
的省市，作为洞察地方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的典型。2016 年，上述 6 个省市对外投资合作
业务的发展在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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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市

北京市

2016 年，北京市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市场进一步
扩大，研发制造领域的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对外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稳步增长。

第一节

北京市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共有 529 家北京企业在世界 58 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 15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25.0 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51.4 亿美元，增长 10.8%，未发生重
大劳务纠纷。

二、市场布局
2016 年，北京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比重最高。全年全市企业对亚洲地
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 92.8 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59.8%，位列区域投资首位。对拉丁美
洲和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投资稳步增长，对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具有积极
影响。全年北京市企业对拉丁美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19.0 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12.2%；
对非洲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同比增长 1.8 倍，在各大洲中涨幅最大。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主要集中在亚非地区。对外劳务合作集中在亚非地区。

三、行业结构
北京市企业赴境外寻求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合作的意愿日趋强烈，研发制造领域的
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制造业比重居行业投资首位。2016 年，全年北京市企业对制造业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额为 4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倍，占北京市企业行业投资总额的 29.5%。其中，
逾 1 亿美元的大项目 7 项，投资额共计 40.9 亿美元，占制造业投资总额的 89.4%；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 31.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1 倍，占行业投资总额的 20.2%。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交通运输建设、
水利建设领域。外派劳务人员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

四、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清华紫光继收购美国展讯和锐迪科通信后，2016 年又分别斥资 26.1 亿美元和 8.3 亿美元
收购华三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信
息技术领域产业链高端布局；金鹿（北京）公务航空有限公司通过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购
成立联合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扩大其在中东及欧洲地区的包机网络并进入旅行支持服务领域，
搭建全球业务网；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球设立 12 家子公司，从事软件及集成电路的
开发与生产，推动本土集成电路品牌国际化。首创置业在法国夏斗湖市设立中法经济贸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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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区，规划建成中法国际大学城——夏斗湖校区、国际创新研发园和中欧商品博览园三大板
块，目前大学城已与多所国内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30 余家学校签约入园；中国电气进出口
有限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设立越南铃中加工出口区和工业区，目前已吸引 140 余家中资企业
入园，投资额 9.4 亿美元，已实现产值 276.9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9.6 万个。

五、积极成效
近年来，北京市企业投融资方式日趋多样，跨国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集群式
对外投资模式开始有益尝试，境外投资经贸合作区初具规模，品牌和技术国际化发展趋势不
断深化。王府井百货、北京华联、物美、集美家居等一批品牌零售企业零售网络向国外延伸；
首创集团、汉能控股、泛海国际等一批投资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北汽福
田在日本、德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拥有研发分支机构，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设有 KD 工厂，
产品出口到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量位居世界商用车行业第一位；北汽国际在西班牙、伊
拉克、墨西哥、南非、津巴布韦等地布局国际业务，推广北汽集团汽车品牌；北京四达时代
在非洲 24 个国家注册，在 12 个国家建立地面数字电视服务体系，是非洲地区发展最快、影
响最大的地面数字运营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领军企业；清华紫光成功收购美国展讯
公司和锐迪科通信，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芯片企业和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计企业之一。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队伍实力不断壮大。2016 年底，全市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企业超过
200 家。ENR（《工程新闻记录》）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我国内地共有 65 家企业
榜上有名，北京市榜上有名共 4 家企业，分别为中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人
员派出人数呈上升趋势。外派劳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提升，高级技术劳务人员人数
逐渐增多。

第二节

北京市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实施《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实施方案》，为全市对外投资合作保驾
护航。北京市商委牵头研究制定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实施方案》
在广泛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完成，经市政府同意，与市发改委联合对外发布。
《实施方案》是开展全市对外投资合作企业的指导性文件，是全市各相关委办局对企业开展
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集合，明确了北京市下一步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向和重点。
《 方案》出台后，
各相关单位将从各自职能角度，按照任务分工，协助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
遇，主动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巩固北京市传统优势海外市场、扩大与发达经济体
经济合作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市场开发为重点，提升北京市企业国际市场份额、增强国
际化经营能力为目标，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培育全方位、多领域、高水平
的国际市场经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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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举措
深化改革，简化境外投资备案管理程序，便利企业“走出去”。深入推进“备案为主、核
准为辅”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和实施，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管理流程，推行境外投资项目无纸
化备案管理，目前备案类境外投资事项已全部实现无纸化管理，运行顺畅，进一步节省了企
业办事的“脚底成本”，为企业提供了便利，受到企业积极认可；加强境外投资管理部门之间
的沟通与协调，依法同步办理项目备案和企业备案，完善境外重大投资项目的协同服务机制，
2016 年以来，北京市商委备案的企业数量为上年同期的 2.8 倍。

三、保障措施
（一）搭建平台，积极帮助企业寻求境外投资合作项目机会，着力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充分利用领导高层访问、友好城市交流及商务展示活动等机会，积极为企业开展境外投
资和项目合作搭建对接交流平台。组织企业参与中国—白俄罗斯地方经贸论坛，与白俄罗斯
地方企业进行对接洽谈，签订项目合同两项，达成合作意向四项；利用友好城市交流机会，
协助雅典、贝尔格莱德、华盛顿市等来访代表团举办投资推介会，向北京市企业介绍所在国
家及城市的投资环境及引资项目；组织“走进大使馆”系列活动，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
驻华使馆合作，举办北京市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企业洽谈会，促进北京市企
业参与“一带一路”市场建设；配合市发改委对北京市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摸底
调研，制定北京市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二）加强督查，提升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严格自律和规范经营意识
认真贯彻落实《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
（商务部、财政部令 2014
年第 2 号），完成了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的缴存工作。全市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管理到
位、经营有序、制度健全，在市商务委开展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规范经营专项检查中，未发
现重大违法违规现象。

（三）强化联动，及时化解对外劳务合作纠纷和矛盾
深化北京市对外劳务合作各管理部门的合作机制、加强对外劳务合作法律法规宣传，定
期深入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掌握企业业务进展动态，指导企业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对外劳
务合作业务，保证了全市对外劳务合作正常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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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在上海市商务委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和各兄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国家
“走出去”战略，积极适应境外投资发展新态势，以服务上海“走出去”企业为核心，着力
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着力创新公共服务机制，着力维护安全稳定走出去局面，努力构筑良
性互动的“走出去”生态圈，推动上海企业“走出去”稳步增长，质量提升。

第一节

上海市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备案 1425 项，备案中方对外投资总额 366.5 亿美元，实际
对外投资额 239.7 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一。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1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数 21787 人次，期末在外人数 34526 人。执行对外援助培训任务
32 项，培训涉及 101 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共计 879 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一批上海企业和私募资本，抓住境外优质资产并购整合的机会，在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互联网、文化娱乐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并购项目，实际对外投资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境外并购项目达到 21 个，2016 年全年，共实施境外并购项目 161 个，实际对外投
资额达 126.1 亿美元，占比达到 54.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对外投资额 14.8 美元，
同比增长 40.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际对外投资额 42.9 亿美元，同比 63%；
制造业实际对外投资 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二、市场布局
上海市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仍以亚洲为主，中方投资额达 125.4 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
额的 34.2%；南美中方投资额达 71.9 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 19.6%；北美中方投资额达
90 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 24.6%；欧洲中方投资额达 37.7 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
10.3%。对外承包工程主要以埃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为主。亚洲地区合同额为 63.9
亿美元，占总额的 54%；非洲地区合同额为 31.2 亿美元，占比 26.4%；拉丁美洲地区合同额
为 13.9 亿美元，占比 11.8%；北美洲地区合同额为 5.7 亿美元，占比 4.8%；欧洲地区合同额
为 3.1 亿美元，占比 2.6%；大洋洲地区合同额为 0.5 亿美元，占比 0.4%。

三、行业结构
从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房地产业中方投资额为 89.8 亿美元，占比 24.5%；
商务服务业中方投资额为 74.3 亿美元，占比 20.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方投
资额为 58.1 亿美元，占 15.9%；制造业中方投资额为 33 亿美元，占比 9%；批发和零售业中
方投资额为 32.6 亿美元，占比 8.9%。从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力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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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房屋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新签合同额按行业分布分别为电力工程建设 40.3 亿美元，占
比 34%；房屋建筑项目 18.7 亿美元，占比 15.8%；交通运输建设 15.6 亿美元，占比 13.1%；
制造加工设施建设 13.7 亿美元，占比 11.6%；石油化工 9.4 亿美元，占比 7.9%；工业建设项
目 8.7 亿美元，占比 7.3%；其他建设业 6.2 亿美元，占比 5.3%；通讯工程建设 5.7 亿美元，
占比 4.8%。

四、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来源
在 1425 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民营企业 1219 家，中方投资额达 278.6 亿美元，占比
分别为 85.5%和 76%；国有企业 86 家，中方投资额为 69.8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6.0%和 19.0%；
外资企业 120 家，中方投资额仅占 5.0%。

五、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重点项目取得成果。在韩正书记访问泰国期间，上海华
谊集团投资泰国的橡胶轮胎制造项目顺利签约，投资达 3 亿美元，上汽集团投资泰国的整车
制造二期项目启动。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在孟加拉国的纺织产业合作项目持续推进。2016 年全
国最大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即上海电气集团的埃及燃煤电站项目顺利签约，新签合同额达
到 26.4 亿美元，推动我国大型装备走出去。
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上海鼎信投资集团建设
的印尼青山产业园成功纳入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年产 200 万吨不锈钢的制造基地一期项
目顺利投产，带动当地就业超过 20000 人。中建港务参与建设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
点项目吉布提港口顺利推进，斯里兰卡外环高速公路项目、东帝汶一号公路项目、蒙古巴彦
洪格尔巴依扎格公路项目等互联互通项目成功签约。

六、积极成效
一是以提升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水平为动力，通过海外并购投资，形成对
外投资新格局。
二是积极推动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装备制造走出去、境外园
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三是“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训和风
险防范服务，受到企业欢迎和好评。

第二节

上海市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围绕重点方向、重点国家、重点项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以国际产能合作为
核心，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载体，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支撑，以多方联动合作为纽带，
以境外安全风险防范为保障，制定了《关于推动上海市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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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推动装备走出去提速工程工作方案》，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6
年，上海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地区实际投资 20 亿美元，占总量的 8%，新增
投资目的国家 8 个。其中对印度实际投资 5.0 亿美元，对新加坡实际投资 4.7 亿美元。上海企
业在“一带一路”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8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5%，占全市总额的 75.2%；
完成营业额 39.9 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60%。主要以埃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亚洲
地区为主。

二、支持举措
不断调整财政支持“走出去”专项政策，优化整合，聚焦重点，明确方向，重点支持企
业通过“走出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正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
着力聚焦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向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投资
促进、人才培训和风险防范等服务。

三、保障措施
着力构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打造以服务企业为核心的“走
出去”生态圈，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训、风险防范等服务，
支持企业稳妥高效的“走出去”。
在信息服务方面，持续运营走出去信息服务平台，
“走出去服务港”微信公众号，目前用
户超过 26000 名，阅读数超过 220 万人次。为企业提供国际国内专业服务机构编制的 30 个国
别和 11 个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指南。编制境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和跨国经营行为指引等。
在融资服务方面，根据企业需要提供个性化融资需求对接服务，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
分行、进出口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上海市分公司等协力推进政、银、企融资
对接服务，支持重点项目对接丝路基金等。
在投资促进方面，支持各国政府和国际性专业服务机构在沪举办各类投资促进活动，支
持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举办“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研讨会”等大型活动。根据企业需要和国际
投行的资源，提供对外投资项目对接服务。
在人才培训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全年提供超过 5000 人次的培训机会，涵盖
商务谈判、国际税务、国际法务、国际融资、跨境并购等分领域、分层次、分国别的实用型
跨国经营人才培训。
在风险防范方面，提供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实务型培训四个班次，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培训
两次，编制发放境外安全风险防范指南，支持企业通过市场化保险等方式防范和化解中资企
业境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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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福建省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特别是境外投资，总体规模迅
速扩大，行业机构覆盖了各行各业，企业跨国经营水平稳步提升，大额并购项目不断出现，
“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第一节

福建省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福建省备案核准对外投资项目 607 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111.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 倍，境外投资国家和地区、新设企业数量及累计投资额均创历史新高。2016 年，全省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41.2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末，全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111.3 亿美元，在全
国处于中等水平。
2016 年，全省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36 项，合同金额 5.8 亿美元，比上年的 5.8 亿美元
增长 0.8%。完成营业额 9.5 亿美元，比上年的 9.3 亿美元增长 2.5%。
2016 年，福建省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52173 人次，期末在外 60359 人。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
额 7.1 亿美元，比上年的 6.2 亿美元增长 13.0%，无重大劳务纠纷，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二、市场布局
境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亚洲依然是福建省企业境外投资集中地区。从中方协议投资额
来看，2016 年全省企业在亚洲备案投资项目 474 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65 亿美元，占全省 58.2%；
在非洲、北美洲和欧洲投资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分别为 15 亿美元、14.5 亿美元和 10 亿美元，
分别占全省总投资额的 13.4%、13%和 9%。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地区投资增长最快，中方
协议投资额较 2015 年分别增长了 12.4 倍、6.1 倍和 5.4 倍。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来看，全省
投向亚洲地区 2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占 58.3%。投向其他地区情况为：拉丁美洲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 倍，占 18.9%；北美洲 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占 15.6%；欧洲
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倍，占 3.6%；非洲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4%，占 2.8%；大洋洲
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9%，占 0.8%。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主要分布在喀麦隆、肯尼亚、赞比亚等 37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非洲占
66.2%，亚洲占 28.8%，亚非地区占比高达 95％。
劳务人员主要分布在澳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 6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澳门占 46.6%，
香港占 13.7%，台湾占 8.9%，新加坡占 6.5%。

三、行业结构
2016 年，企业境外投资行业更加多元均衡，从中方协议投资额来看，批发零售业、制造

171

172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7

业和农、林、牧、渔业投资额居全省排名前三位，投资额分别为 41.7 亿美元、22.7 亿美元和
14.8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37.4%、20.3%和 13.3%。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来看，全省流向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 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2%，占 38.8%；批发和零售业 11.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89.5%，占 26.8%；制造业 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占 18.2%；房地产业 2.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5 倍，占 5.6%；农、林、牧、渔业 1.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3%，占 2.8%；以上
五个行业合计占比 92.2%，其他行业 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占 7.8%。
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项目、电力工程建设、一般建筑项目。完成营业
额第一位是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营业额 3.9 亿美元，占总额的 41.1%；第二位是电力工程
建设完成营业额 2.4 亿美元，占总额的 25.3%。第三位是一般建筑项目完成营业额 1.6 亿美元，
占总额的 16.8%；全年新签合同额 2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 14 个，累计合同额 4.5 亿美元，
为 2016 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派劳务人员主要从事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其中交通运输业 13076 人，占比 21.7%，
建筑业 9652 人，占比 16.0%。

四、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来源
截至 2016 年底，福建省累计核准境外企业（机构）2400 多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231.3
亿美元。参加 2016 年统计的 1139 家境外企业中，由福州、厦门两地境内投资者设立的分别
为 306 家、407 家，占比分别为 26.9%、35.7%。2016 年末，福州、厦门两地境内投资者合计
形成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134.0 亿美元，2016 年末实现所有者权益总额 51.7 亿美元，占全省总
量的比例分别为 74.4%、80.6%。
截至 2016 年底，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56 家，其中有对外承包工程业绩有 10 家，主
要业务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房屋建筑、水利建设领域。
截至 2016 年底，福建省共有 26 家劳务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其中
国企约占 6 成，主要业务以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劳务派遣为主。

五、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2016 年，福建省中方协议投资额超过亿美元的有 24 个，如表 5-1。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前
二十家企业如表 5-2，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2000 万美元 14 个，如表 5-3。
表5-1：2016 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协议金额超过亿美元的项目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中方协议投资额（亿美元）

1

爱思强股份有限公司

7.8

2

佳非渔业投资集团（利比里亚）有限公司

4.5

3

福建中鸿渔业（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

3.5

4

三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0

5

Full choice Resources Limited

2.7

6

环球胜利集团

2.3

7

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2.0

8

厦门大学嘉庚教育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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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协议投资额（亿美元）

时代玻璃（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1.8

10

凯图有限公司

1.8

11

香港颖山有限公司

1.6

12

顶尖使命投资有限公司

1.6

13

宏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5

14

印尼达美集团有限公司

1.5

15

贵人鸟（香港）有限公司

1.3

16

利斧有限公司

1.2

17

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1.1

18

恒兴矿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1.1

19

东达矿业集团公司

1.0

20

岚普工贸有限公司

1.0

21

电子商务（中国）当当有限公司（开曼群岛）

1.0

22

博威有限公司

1.0

23

香港德利高贸易有限公司

1.0

24

新天地资本有限公司

1.0

数据来源：福建省商务厅。

表5-2：2016 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前二十家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亿美元）

1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2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

3

福州丰顺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

4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

5

厦门象阳投资有限公司

2.1

6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

均达升（厦门）控股有限公司

9

福州海峡国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90
11711.5
10565
8565

10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490.4

11

厦门架桥合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80.6

12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

8163.7

13

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8089.4

14

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

7504

15

海峡天盈（福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51

16

厦门禾阳投资有限公司

6572

17

厦门鑫隆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6424.6

18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653.1

19

福州海峡新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福建省商务厅。

5480
4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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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016 年福建省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 2000 万美元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省内企业名称

项目类别名称

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3323

电力工程建设

2527

工业建设项目

2608

工业建设项目

3244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项目

6261

1

赤道几内亚十条通村道路建设项目

2

菲律宾 GNPK 项目安装工程分包合同 福建省电力工程承包公司

3
4
5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 350 万吨钢 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
铁项目

司

中国武夷肯尼亚建筑工业化研发生产 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
基地和配套仓储式建材超市项目
埃塞俄比亚泽门银行总部大楼工程项
目

司

新签合同额（万美元）

6

肯尼亚 Upperhill 办公大楼开发项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项目

4228

7

肯尼亚梅鲁绿色广场项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项目

2305

8

C99 公路建设及修复项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4633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2226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3139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2279

9
10
11

NANSANA-BUSUNJU 国道修复项
目（第四标段）分包
内罗毕 WAIYAKI WAY-RED HILL
LINK 公路建设项目
乌干达 Fort Portal - Kyenjojo 路翻
修项目

12

肯尼亚 D226 公路转让项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2372

13

肯尼亚 D319 乡村公路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3697

14

肯尼亚 D549 公路项目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2274

数据来源：福建省商务厅。

六、积极成效
（一）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一定发展
一是对海丝沿线国家投资增长。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越南、老挝等海丝沿线国家投资备案项目 76 个，同比增长 85.4%，中方协议投资额 19.8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5.6%，主要从事采矿业、远洋渔业、现代农业、房地产等。
二是自贸区对外投资迅速增长。自贸区备案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项目 108 个，投资额 3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 倍。主要投资于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开曼群岛，
主要投资行业为批发业、制造业、现代农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三是对外投资预期效益良好。对外投资备案项目预计带动全省相关设备、物资和商品出
口 59.5 亿美元，预计新建境外营销网络 75 个，预计派出管理和劳务人员 4836 人。

（二）对外劳务合作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港澳台地区为重点市场。2016 年，福建省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对港澳台地区共外派劳
务 36084 人次，比增 3.2%，占总外派人数的 69.2%。其中，澳门市场是福建外派劳务的主要
支柱，2016 年全省 7 家输澳劳务合作企业输澳劳务人数 24322 人次，比增 8.8%，占全省外
派劳务总数的 46.6%；期末在澳人数 33365 人，比增 9.5%；新签合同额 56002 万美元，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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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劳务人员实际收入总额 39344 万美元，比增 20.2%。
二是交通运输业为主要合作领域。福建对外劳务合作的重点市场虽然集中在港澳台地区，
但海员外派不仅是福建对外劳务合作传统市场，也是重点合作领域。从期末在外人员构成看，
交通运输业期末在外 13076 人，占 21.7%，其中海员 12914 人。
三是对台渔船船员劳务为主要特色。2016 年，福州国际、漳州国际、泉州中泉、惠安惠
新、霞浦同兴等 5 家对台渔船船员劳务合作试点企业与台湾对口机构开展劳务合作，共外派
船员 3276 人次，同比下降 3％；期末在外 2026 人，同比下降 7.1％。惠安县惠新贸易公司近
三年对台渔船船员派出数量均排名第一被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评定为 2016 年度特色劳务
领先企业。

第二节

福建省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一）引导企业合规对外投资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真实性审核的要求，福建省商务厅召开政策宣讲会，在国
家支持理性投资的大背景下，鼓励企业响应有关政策，到具备条件的国家或地区、实体经济和新
兴产业投资。

（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福建省商务厅会同省发改委建立了全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动态更新的全省国际产能重点项目库。引导轻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投资
兴业，优化产业布局、回运紧缺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服务本省产业升级。

（三）深化与“海丝”沿线和金砖国家经贸合作
福建省商务厅会同省发改委、省外事办等部门编制了福建省《“海丝”核心区对外投资合
作国别指导意见》，编撰《福建与中西亚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报告》《福建与亚洲区域经贸合作
分析报告》《福建品牌海丝行投资篇》，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参考。牵头研究制定针对金砖国
家经贸合作的专项支持政策，并多形式开展政策宣讲，力促扩大福建省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和
双向投资。

二、支持举措
（一）重视重点项目库建设
福建省商务厅推动重点项目入选全省第二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库，鼓励项目得到金融、保
险、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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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
福建省商务厅会同中信保福建分公司、国开行福建分行联合举办中国（福建）—金砖
国家经贸与投资合作论坛，促成两家金融机构签署支持金砖国家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作专项协议，并与省农资集团、船舶集团、紫金矿业集团签订支持开展与金砖国家经贸
合作协议。

三、保障措施
（一）搭建经贸合作平台
利用多种平台促进对外投资，举办“福建品牌海丝行”系列活动，积极承办中国（福建）
—越南经贸合作论坛、中国（福建）—埃塞俄比亚经贸合作论坛等高规格活动，取得了一定
成果。

（二）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推动境外投资项目实现园区化发展，使之成为“海丝”核心区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主
要载体。福建省已有 6 个合作区纳入商务部统计系统，分布在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
地，及时上报建设情况、数据和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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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东省大力实施新时期“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合作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在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和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都实现了稳步增长，取得了较好的
发展。

第一节

山东省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山东省累计新增备案核准境外投资企业（机构）599 家，中方投资 265.4 亿美
元，增长 70.2%；当年实现实际投资企业 527 家，合计对外直接投资 130.2 亿美元，增长 1.2
倍。2016 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2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完成营业额 10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68673 人，同比增长 13%。

二、市场布局
2016 年，全省实际投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 80 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企业 140 家，中方实际投资 8.3 亿美元，下降 24.7%，
占比 6.4%。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是山东省企业走出去主要目的地，分别
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74.7 亿、18.1 亿、11.1 亿、6.3 亿、3 亿美元，合计占全省的 88.4%，其中
香港占半壁江山，占比达 56.3%。
2016 年，全省在 9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向 124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
了劳务人员。全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新签合同额 77.3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64.1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61.1%、58.7%，同比分别增长 25.8%和 35.7%。亚洲市场稳健增长，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派出人数分别为 75.9 亿美元、61.3 亿美元、4.5 万人，分别增长 33.2%、36%、
12.5%，占全省比重分别为 60%、56.1%、66.2%，为山东省对外承包劳务最大市场。大洋洲
市场快速增长，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派出人数分别增长 40.2%、51.8%、27.8%。其他
市场中，非洲市场新签合同额 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完成营业额 40.8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1%；拉美市场新签合同额 3.4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5 亿美元，分别下降 81.5%、77.6%。

三、行业结构
从行业领域看，国际产能合作步伐加快，服务业走出去更趋活跃。2016 年，山东省围绕
纺织服装、电子家电、机械设备、橡胶轮胎、冶金、化工、建材、造纸、食品加工等领域国
际产能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有实际出资的境外投资企业 137 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49.5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 倍。服务业对外投资更加活跃，全省累计实现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40.2 亿
美元，增长 142.5%，占比 31%，主要涵盖影视文化、医疗卫生、商务咨询、航空服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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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承包工程重点领域支撑作用显著。全省在电力工程建设、房屋建筑、交通运输、石
油化工等四大优势领域新签合同额合计 120.2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合计 94.3 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 24.7%、7.4%，占全省比重分别为 94.9%、86.3%。其中，电力工程建设领域新签合同
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为 6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占比 49.8%，为新签合同额最大领域。
房屋建筑领域完成营业额 4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占比 37.2%，为完成营业额最大领域。
交通运输行业新签合同额 2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6%；石油化工行业完成营业额 10.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8.9%；工业建设领域快速发展，新签合同额 1.9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3.2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42.6%和 1.3 倍。

四、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来源
国有企业实现对外投资 8.7 亿美元，下降 30.2%；民营企业对外投资 84.3 亿美元，增长
113.8%；外资企业对外投资 36.8 亿美元，增长 5.2 倍，占全省的 28.4%。

五、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海尔集团 56 亿美元并购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一举获得通用冰箱、冰柜、空调、热水
器、净水器等家电的设计、制造、仓储、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网络，同时获得 20 年有效期使用
通用公司商标的权利，该并购成为迄今山东最大境外投资项目。西王食品斥资 7.3 亿美元成
功收购加拿大科尔（Kerr）公司。
2016 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千万美元以上项目 124 个，合同额 120.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0.8%，拉动增长 9.8%；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平均规模为 9686 万美元，同比增长 4.5%。
过亿美元大项目 19 个，合同额 87.5 亿美元，占全省的总额 69.1%，同比增长 6.9%。山东电
建三公司孟加拉艾萨拉姆燃煤电站、中铁十四局沙特军营房开发建设、威海国际几内亚机场
改扩建等一批大项目签约实施。

六、积极成效
2016 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外派人数分别居地方各省市第 2
位、第 2 位和第 1 位。全省完成营业额、外派劳务增幅分别高于全国 4%和 19.8%，高于地方
总额 10.6%和 18.3%，占全国份额分别提高 0.3%和 2.4%，占地方总额比重分别提高 1.1%和
2.6%。

第二节

山东省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鼓励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推动产业升级。围绕获取技术、品牌和营销渠道，支持一批企业
开展跨国并购。海尔集团并购美国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备案中方投资 56 亿美元，成为迄今山
东省最大境外投资项目。济宁如意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并购法国轻奢品牌 SMCP 有限公司，备
案中方投资 8.8 亿美元，获取旗下品牌所有权。西王食品成功购并全球知名运动营养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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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拿大 Kerr 公司，中方投资 7.3 亿美元，依托公司旗下品牌进军健康产业。

二、支持举措
结合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考核办法》规定，山东省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出台省级经贸合作园区考核管理办法，按照分类指导、梯次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
引导山东省企业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目前，山东省共有 4 家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分
别是海尔—鲁巴经济区、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山东帝豪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和
烟台万华集团在匈牙利承建的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园区；2 家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分别
是柬埔寨山东桑莎（柴桢）经济特区和瑞昌棉业赞比亚农产品加工合作园区。

三、保障措施
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省商务厅与国开行山东省分行、进出口银行山东省分行、中信保
山东分公司建立“3+1”共同推动走出去合作机制，与中非发展基金等融资机构签署服务“走
出去”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项目沟通与定期联络机制；与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多次联
合举办融资对接会。搭建央企合作平台，推动山东工程企业与大型央企合作，借助央企的资
金、技术、渠道优势“借船出海”。省商务厅先后与中建、中冶、中土等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关于建立走出去企业风险防范机制的意见》，省商务厅等 17
部门联合建立走出去企业风险防范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会同中信保山东
分公司建立走出去风险保障平台，形成了共同防范和化解海外投资风险工作合力。建立山东
省走出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信息服务等。与安永、
普华永道、高伟绅等跨国中介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多次在境内外联合开展培训和对接交流
会，充分借助跨国中介机构资源渠道服务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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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广东省

2016 年，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快速发展，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布局、行业结
构更加优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成效明显。

第一节

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广东省经核准和备案在全球 103 个国家（地区）新设境外企业（机构）1429
家，增资项目 502 个，合计新增中方协议投资 282.8 亿美元，下降 5.7%；中方实际投资 229.6
亿美元，增长 94.3%。对外工程承包全年累计新签合同 219.9 亿美元，增长 6.1%；完成营业
额 181.6 亿美元，下降 8.7%。新签劳务人员合同工资 6.6 亿美元，劳务人员实际工资收入 8.9
亿美元，分别下降 53.1%和 24.3%。

二、市场布局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仍以亚洲为主，市场结构更趋优化。2016 年，对亚洲直接投
资 136.9 亿美元，占比 66.2%；对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直接投资 20.2、7.5 和 4.9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9.8%、3.6%和 2.4%，较上年分别提升 0.7%、0.4%和 1.6%；对大洋洲和非洲直接
投资 2.5 亿和 3500 万美元，占比分别为 1.2%和 0.2%。其中，对中国香港、美国、英属维尔
京群岛、开曼群岛、法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共投资 161.3 亿美元，占比达 78%。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持续升温，达 8.3 亿美元，增长 65.3%，占比 4.0%。

三、行业结构
2016 年，广东省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广泛，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18 个行业分类，行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排名靠前的行业主要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9 亿美元，增长 99.5%，占比 27.5%；
批发和零售业 44.1 亿美元，增长 89.8%，占比 21.3%；制造业 27.1 亿美元，增长 2.3 倍，占
比 13.1%；房地产业 14.1 亿美元，增长 1.2 倍，占比 6.8%；教育 7.3 亿美元，增长 20.7 倍，
占比 3.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5 亿美元，增长 5 倍，占比 3.2%。其中，对
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产业项目的投资占比较上年分别提升 5.3
和 2.2%。

四、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来源
2016 年，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主体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占比达 96.8%。其中，深圳、
广州、珠海三市占比达 66.9%。非珠三角地区中，排名前三的地市为汕头、湛江和河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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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2016 年，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项目有：广东美的电气有限公司并购库卡集团、珠
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利盟国际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并购泰华
树胶（大众）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阿特拉塔电力控股公司等。同时，广
东省在推动中白工业园广东光电科技产业园、埃塞俄比亚广东工业园等境外经贸园区建设中
取得实质性进展。

六、积极成效
一是对外投资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优化全球产业布局步伐明显
加快。
二是与欧美、港澳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有效促进
了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四是境外经贸工作和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对外投资合作支撑体系进一步健全。

第二节

广东省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一是优化境外投资管理服务，在对企业境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的基础上，提供便利
化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是加强国别产业和跨国并购等专题研究。在对印度、澳大利亚等 18 个国家国别研究的
基础上，深化对“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地区）和重点产业的研究和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研究，
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投资指引。

二、支持举措
一是利用高层交往，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加拿大卑诗省政府签订了
关于相互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和“亚太门户与走廊计划”的谅解备忘录。在南非、埃塞
俄比亚、肯尼亚举办经贸合作交流会。联合港澳机构开展联合推介大珠三角活动，探索抱团
“走出去”新模式，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二是构建全球经贸网络。设立了广东省驻欧洲、北美、东南亚经贸办事处，初步建立以
“区域总部+网点”模式的外经贸工作网络。
三是建立“走出去”主体企业和境外企业数据库，以及对外投资重点项目库，实现“走
出去”重点项目网上直报和跟踪服务。
四是创新方式支持企业开展跨国并购，通过出口信保、股权投资、信保统保等多种方式，
鼓励企业“走出去”，促进企业用好政策性避险和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提升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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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集政策宣讲、国别指南、资讯发布、项目商机、专业服务、活动通知和业务办
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持续提供服务。
二是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运营“走出去新干线”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国别投资
合作指南、投资产业指引、市场需求、项目合作、全球风险预警等信息。
三是开展“走出去”公共政策、跨国经营实务咨询与专题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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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速，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扩大，对外劳务持续稳
定发展。

第一节

重庆市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概况

一、总量规模
2016 年，重庆市对外投资协议金额 76.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4%；对外实际投
资 1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70.5%。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协议额、实际投资额分别占全市总额
的 98.4%和 71.0%。2016 年 1—12 月，全市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18.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02.5%；完成营业额 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2016 年 1—12 月，全市累计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 5301 人次，同比增长 68.7%；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7168 人，同比下降 22.3%；
派出劳务人员收入 12326 万美元，同比增长 58.5%。其中，工程项下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占全
市总量的 69.4%，增长 225.8%；月末在外人员占全市总量的 45.9%，增长 38.9%；派出各类
劳务人员收入占全市总量的 59.5%，增长 89.8%。

二、市场布局
2016 年，重庆市对外实际投资主要投向包括香港、美国在内的 49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
有：香港 122167 万美元（50.3%）、美国 55368 万美元（22.8%）、澳门 13950 万美元（5.7%）、
贝宁 10994 万美元（4.5%）、坦桑尼亚 8346 万美元（3.6%）、东帝汶 5304 万美元（2.2%），
其他国家（地区）分别是荷兰、泰国、加拿大、毛里求斯、肯尼亚、利比里亚、老挝、乌干
达、俄罗斯等。
2016 年，重庆在亚洲和非洲两大主要市场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分别为 19 亿美元、
5.8 亿美元，分别占全市总额的 69.2%、20.9%，完成营业额 9.6 亿美元，占全市总额的 71.9%。
除非洲、亚洲外，重庆市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市场还包括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 4
个地区。2016 年，重庆市外派劳务人员主要派往香港、马尔代夫、阿尔及利亚、文莱、斯
里兰卡等 63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香港 834 人次（15.7%）、马尔代
夫 703 人次（13.3%）、阿尔及利亚 512 人次（9.7%）、文莱 390 人次（7.4%）和斯里兰卡
374 人次（7.1%）。

三、行业结构
2016 年，重庆新增合同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前三位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业和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其他金融业；对外实际投资行业分布前三位分
别为：汽车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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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重庆对外承包工程共涉及通信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房屋建筑、工业建设、
电力工程建设等 6 个领域。其中，新签项目领域前三位为：交通运输建设、工业建设、通信
工程建设，新签合同额和占全市总额分别为：9.5 亿美元（34.5%）、5.4 亿美元（19.5%）、5.1
亿美元（18.6%）。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通信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和房屋建筑、
工业建设等四个领域，其完成营业额分别为 5.9 亿美元（43.9%）、3.8 亿美元（28.7%）、1.8
亿美元（13.3%）和 1.2 亿美元（9.0%）。外派劳务人员主要从事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制
造业和农、林、牧、渔业服务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劳务
人员 116432 人次，其中直辖以来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85530 人次。

四、对外投资合作主体来源
在较长时期内，国有企业一直是重庆境外投资的主体。2000 年，27 家境外投资企业中，
民营企业只有 4 家，仅占 14.8%。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日
趋活跃。2016 年，重庆对外投资新增境外项目 92 个，其中，民营企业境外项目共 79 个，投
资合同额占全市总额的 98.4%，实际投资额占全市总额的 71.0%。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境外投
资发展的主体。

五、对外投资合作重要项目
2016 年，重庆市对外投资协议金额超过 5000 万美元的项目 15 个，其中包含三圣（埃塞）
药业有限公司项目、香港齐合天地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重庆兆盈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并购
德国高铁轮对生产公司项目、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意大利 CMD 公司项目、小康
控股美国新能源项目、小康汽车印尼有限公司项目等。
2016 年，重庆市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超过 5000 万美元的项目 12 个，其中包含
中冶赛迪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钢铁项目建设、重庆外建总公司印度轻轨站建筑项目、重
庆外建总公司苏丹道路建设项目、中城建第三公司肯尼亚国家高速公路升级项目等。

六、积极成效
（一）对外投资创历年新高，“走出去”市场活跃
2016 年，重庆市对外投资协议金额 76.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5.4%；对外实际投
资 2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0.5%。

（二）民营企业活力显著，成为对外投资主力军
2016 年 1—12 月，全市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新增合同额 69.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92.9%，对外实际投资 1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9.6%。民营企业投资合同额、实际投资额
分别占全市总额的 98.4%和 71.0%，成为名副其实的境外投资主力军，市场活力显著。

（三）国际产能合作向好，重庆产业优势体现明显
利用重庆在工业上的产业优势以及中新示范项目、自贸试验区相关政策，推进国际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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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装备制造业“走出去”，转移优势富余产业产能、升级本地产业、拓宽国际市场，并鼓
励有条件的重庆企业在境外建立生产销售一体化基地，在全球范围建立工厂、研发机构和营
销中心，培育壮大了一批本土跨国公司。

（四）政府服务平台升级，给力企业强劲保障
重庆市商务委作为政府部门，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重庆
外经贸集团作为国有专门从事对外经济的企业，三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创新
合作机制，建立“3＋N”“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推动 N 家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同时，
促进海外并购基金创新融资模式，推动海外投资项目储备与投资合作。推动市政府与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央企签署海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央企开展重庆海外工业园区建
设，推动地方企业“傍大款”抱团出海。

（五）深化“四外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鼓励“走出去”企业自带设备和物资参与境外工程建设，扩大设备等实物对外投资比重。
加大指导在渝央企和外省市企业将对外工程承包、投资项目带动的成套设备和物资进出口纳
入重庆外贸统计。积极引进市外大型出口带动型对外承包工程和投资企业来渝发展，进一步
增强“走出去”对全市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对
外投资合作与外贸发展相互促进，外贸、外资和“走出去”齐头并进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第二节

重庆市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举措

一、引导性举措
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产业基金＋中介服务”的创新合作机制，搭建服务企业
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创建海外并购基金，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对企业从事对
外投资合作提供贷款支持，为对外投资企业设计适应其金融需求的服务产品。

二、支持举措
（一）持续优化服务体系
建立相应的市场保障机制和控制风险体系，帮助企业分析、评估和控制东道国投资风险；
推动法律、会计、审计事务所、金融及咨询服务等机构发挥帮助企业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作用。

（二）完善对外投资项目管理
加强与国家部委、驻外机构及中介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收集梳理并及时向有关企业发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项目信息，健全“重庆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
意向项目库”，对重点项目实施台账管理、动态跟踪。推动对外投资重点项目形成“投资主体
+国际知名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保险”的“1+4”模式，帮助企业提高对外
投资项目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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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营造规范高效的政务环境
简化对外投资合作项目审批管理程序，对企业境外投资审批全面推行备案制管理。通过
中国驻外使馆经商参处、外国政府投资促进机构、知名中介机构、承包商会等，为企业提供
政策法规解读、办事流程以及国别（地区）投资环境、产业指引、境外投资合作项目信息、
吸引投资的支持政策等信息服务。定期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培训，
主办和联合主办境外投资环境推介和项目对接会，为企业搭建境外投资合作对接服务平台，
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投资环境推介及项目对接等活动。

（二）健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联盟
重庆市商务委牵头并指导重点“走出去”企业成立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协会，组织开展一
系列服务会员和企业的活动；建立对外工程承包联盟和对外投资合作专业服务联盟。积极引
导企业与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金融及保险机构等进行合作，为企业搭建境
外投资合作提供市场化、合作化的税务、咨询以及人才培养的高效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