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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改革開放後，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到我國珠三角地區開展商業合作，這些企業在經營模式上由“三來一

補”逐漸向“獨資”模式進行轉化；本文主要論述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提出後，對在華珠三角地區日資企業

發展出現的利與弊進行分析，瞭解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後，以日資企業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外資企業在粵進行生

產經營所遇到的實際困難和發展難題和該類型企業發展所能帶動“灣區”經濟的實際作用，結合實際提出筆者本

人的一些見解，為政府、企業決策提供借鑒。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在華日企 

一、引言 

2017 年元月，隨著《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的簽署，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步入了

快車道，眾所周知，廣東作為最早的通商口岸、我國對外

開放的前沿地帶，有著得天獨厚的外資資源。香港、澳門

因為早年列強侵略的原因，使其淪為資本主義的殖民地，

在改革開放後，雖然其回歸國內，但是仍具有濃厚的資本

主義色彩。大灣區的建設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更加緊密

的聯繫起來，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作出了

又一里程碑式的貢獻。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統計年鑒記載，2014 年至 2017

年三年間，日本企業在華投資額由 432530 美元減少至

326100 美元，這種原因的出現除兩國政治因素、該國經

濟不景氣等客觀因素影響外，還有企業用人、用地成本的

增加，與東南亞國家相比相關政策扶持的減少等諸多實

際。 

綜上所述，本論文主要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對國

家對外招商引資是否有促進作用，以及對外招商引資的政

策是否對外資有吸引力這兩方面的問題進行剖析，並對未

來的灣區外資企業商業決策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二、粵港澳大灣區與在華日資企業 

（一）粵港澳大灣區

1.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

在目前全世界近 60 個灣區中，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

來說發展前景最好、人口最多的灣區，但是它也是目前最

具有發展潛力的灣區之一，據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在

5.6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卻有 7000 萬人在這裏工作、生

活。 

在政策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在

制度、法域、關稅區和流通貨幣等方面的框架均採用不同

的方式，此舉在全球現有灣區裏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灣

區以努力建設成為世界級灣區為目標，又有緊鄰港澳的區

位優勢，結合國家“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等重

大戰略優勢，面向國內、國外雙市場，立足於國際頂尖科

技研發，注重創新改革，注重引進人才以及對高新企業的

扶持，吸引中外許多國家大型企業前來投資。 

在經濟發展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內所有城市 GDP 總

額在 2018 年已經達到 11 萬億元，區域增速達到百分之

十三。2018 年，以雪松控股、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為代表

的新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經營的世界500強已達到20餘

家，成為世界 500 強進駐最多的灣區之一。 

在其他方面，隨著香港加入中國高速鐵路網、港珠澳

大橋的順利貫通，在灣區內基本實現了 1小時工作、經濟

生活圈，從而大大加強了灣區內各地的緊密聯繫，即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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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灣區內不同的城市也可以在短短幾小時內進行緊密

的聯繫，為企業間的交流合作提供便利。除了交通，灣區

還在共用經濟、港口群建設等方面充分發展，營造了良好

的營商環境。 

22.粵港澳大灣區對外商政策上支持 

隨著灣區建設綱要的正式發佈，我國在促進外商在灣

區投資方面提出了多種舉措，其中最為突出的體現在鼓勵

創新、方便出入兩個方面。 

在鼓勵創新方面，在深港、珠澳建立多個大型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鼓勵有實力的大型科學研究院入駐灣區。提

升灣區的創新能力。 

在出入方面，在廣深港高鐵線路上實行“一地兩檢”

制度，簡化跨境車輛出入手續，在海關優化過關流程，實

行“便捷通關”等諸多方面助力灣區經濟發展。 

3.粵港澳大灣區內外資企業現狀調研 

根據廣東省商務廳發佈的 2018 年外商投資額統計，

在 2017-2018 年度，廣東省內投資總額實際為 4442 億

美元，相較於上一年有所增長，據圖 1-1 所示，在眾多外

商投資中，以亞洲等國投資我國灣區比較多，通過閱讀圖

1-2 可以使我們注意到的是，日本企業 2014 年對我國投

資急劇減少，排除政治、全球金融危機等的影響，我認為

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減少的根本原因在於用工、用地成本的

急速增長。但在 2017 年，隨著粵港澳戰略的加速推進，

日本在廣東投資額有了小幅度的回升，給灣區發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圖1-1 2017-2018年外商投資企業總額（國家統計局，2018）  

 

 

圖1-2 2017-2018年外商投資企業總額（美元）（國家統計局，2018） 

（二）在華日資企業 

1.在華日資企業的經營模式——以OM集團為例 

日資企業在華投資開工廠，從客觀講原因有三，首先

是中國加入 WTO 後市場被進一步的約束，第二在中國投

資製造業或者向中資企業出售高新技術，最後得益於中國

政局穩定，市場經濟相對寬鬆，這三個外部條件吸引了日

資企業來華投資。 

以 OM 集團為例，其採用在華成立子公司 OM-GZ 的

方式，向中方汽車製造企業出售汽車電子配電，提供優質

的配套服務，從而獲取巨額利潤，在其獲得巨額利潤的背

後，我們無疑看出中資企業的在這一領域的短板，也正是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短板，才使外資企業看到了商機，獲得

了不菲的收入。隨著我國越來越重視創新研究，外資企業

在這一領域所收穫的利潤逐年減少，這也使他們逐漸轉向

其他東南亞或者非洲市場。 

2.在華日資企業近五年來的發展情況 

如圖 1-3 所示，在 2013-2017 這五年間，日資企業

在華投資有著顯著的減少，在近一段時間的走訪中我瞭解

到，日資企業在對外投資方面均有很強的相似性、可複製

性，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便是利潤，在利潤方面，隨著近

五年來，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的迅猛提高，給許多用人單位

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根據圖 1-4 所示，2013 年至 2017

年間居民平均工資增長約 30.7%，如此高的增長率已經遠

遠大於培養一名員工所需要的成本，所以在除去其他成本

後，大大壓縮了外資企業的利潤，也有一些企業甚至出現

了負增長，由於日資企業領導相對保守，為了避免情況的

進一步惡化，許多企業選擇撤資或者將資產轉移到其他成

本降低的地方去。 

綜上所述，上述的種種原因均成為了在華日資撤資的

主要因素，所以近五年來，除政治、經濟等客觀因素外，

高成本的人才培養、日方管理層面保守的戰略決策均成為

了日方在華撤資的主要因素，而這些因素也抑制了日資企

業的在華髮展，所以近五年來在華日資企業數量呈現出下

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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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1-3 2013-2017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情況（萬美元） 

（國家統計局，2018） 

 

 

 

 

 

 

 

 

圖1-4 2013-2017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元） 

（國家統計局，2018） 

三、粵港澳大灣區內的企業政策對灣區內外資

企業的利與弊 

（一）對現有粵港澳大灣區內外商政策解讀——以在

深日資企業為例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由於其所處環境的特殊性，

但也要遵循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性檔，在這裏面需要特別強

調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各項的法規指導性綱要的制定都應

符合我國憲法、基本法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各項

基本法令，任何單位或個人均不得淩駕於上述法律法規之

上。 

大灣區的法律和指導性政策均應以幫助企業打破傳

統經濟中城市之間的封鎖，確保灣區城市群內的各企業之

間形成良性互動，從而達到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此外政策的指導要向創新、共用等“新經濟”理念靠近，

保障灣區核心內涵不受影響。 

在灣區企業內若發生爭議，灣區內企業須以《憲法》、

港澳《基本法》為基礎，以國際法為依據，來解決有關爭

端問題，而簽訂的《框架協議》是為促進粵港澳三地發展

而制定的，是一種具有自願性質的協議，故不可作為解決

爭端的依據。 

經過對在深日資企業的走訪，大多數日資企業對目前

的經營狀況表示滿意。其中多數日資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

不夠嚴格、用人成本過高、與中資企業合作缺乏信用保障

等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和顧慮。 

在知識產權方面，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在深日方某

企業的負責人表示，外商投資法的頒佈使中國雖然在立法

層面對知識產權治理加大了整治的力度，但落實到各地方

的執法機構層面也存在著執法不嚴格，或者沒有許可權執

法以及執法週期長、效果差等方面的問題，雖然有這些問

題，但是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對保護外資知識產權的決心，

我對此表示樂觀。 

在企業成本方面，經過實地走訪以及結合日方三菱重

工、佳能集團在華多地投資的實例後，由於日方企業在海

外投資建廠後通常會採取租賃的方式在海外開展生產經

營活動，隨著珠三角地區企業的大量湧入，土地成交價格

的迅速增長，以及招募員工所需支付的成本日益增高，使

日方企業的利潤被極大的壓縮，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所以

一些日方企業不得不面臨著放棄一線城市（深圳、廣州等）

而轉向二線或海外開展生產經營活動。 

（二）結合灣區內外資企業發展實例淺談灣區企業政

策對外資企業發展的影響 

受 2012 年中日釣魚島事件的影響，中日經濟關係在

2012 年後進入了常態化的低迷期，在這段時間裏中日之

間經貿往來急速減小，兩國之間交流也進入低迷期。但在

兩國政府的積極斡旋下，中日關係在2017年後逐步緩和，

中日經貿發展開始了穩中求進的新篇章。 

經過對日資企業的走訪調研後，以索尼(中國)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為例，該公司在公司未來戰略定位、員工培

養技術轉移三個方面比較值得關注。 

在公司未來的戰略定位上，該公司始終堅持出口加工

型導向模式，這個模式與廣東省政府對於鼓勵外資企業加

工貿易的推動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確保該企業在珠三角

地區可以充分發揮人才資源、資金資源和區位資源的優

勢。 

在員工培養上，該企業大量錄取中國籍員工作為該企

業的生產人員，很少錄取我國人才作為其公司的管理層人

員，並且根據瞭解，大多數日本企業對生產員工的晉級十

分的困難，對待有關員工的福利、意見等十分消極，這也

就導致了大量人才的外流，在灣區建設後，由於人才的快

速流動，這一問題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仍值得關注。 

在區位優勢上，廣東省作為對外開放的最前沿，有著

豐富的商業資源，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這一資源的

優勢被逐漸的放大，港口群的建設，使灣區內越來越多的

企業可以享受便利、低廉的物流成本，與之相匹配的高效

海關使灣區內的企業業務尤其是外資企業大大縮短了審

批週期，促進了企業的發展。 

四、粵港澳大灣區日資企業的發展情況與在發

展中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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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粵港澳大灣區內日資企業發展情況——以在深

日資企業為例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 2019 年 4月，在深日資企業已

經超過 400 家，其中有 32 家是日本的全球 500 強企業，

日資企業實際投資達到 36.17 億美元，這些數據均表明在

深日資企業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外商投資法》的頒佈對日本企業在知識產權糾紛、

勞動仲裁、創新科研等方面有了法律層面上的保護，對日

資企業在華投資提供了又一保障。 

（二）粵港澳大灣區內日資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實際

問題及未來招商的建議 

經過實際的走訪調研後，我發現日資企業不光在生產

方向、管理模式方面有著極為相似的共性，也可能在大灣

區內日資企業在實際生產經營中會出現下述五點問題： 

1.用人、用地（特別是租賃土地）花費巨大； 

2.行政審批過於繁瑣，難和政府人員溝通； 

3.由於對員工的區別對待，有引起不必要的勞動糾紛

的風險； 

4.企業核心技術產權保護不到位； 

5.對企業園區的配套建設仍有一定程度的不滿。 

以上的這五點問題是目前日資企業沒有對華產生濃

厚投資興趣的主要原因，這些原因的出現勢必會抑制一批

企業來華發展。 

在結合外資企業尤其是日資企業的調研後，我認為改

變這種現狀在政策層面的舉措也就是說未來粵港澳大灣

區在針對於外資企業尤其是日資企業方面的招商舉措可

以在以下五個方面進行改進： 

1.在用人、用地尤其是租賃土地方面給予更大力度的

人次扶持、土地租賃補貼； 

2.組織灣區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到當地或者省一級政

府或央企交流，參觀等； 

3.定期組織勞動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單位赴企業進

行勞動糾紛宣傳，盡最大努力保障企業規避勞動風險； 

4.在知識產權局開設灣區企業綠色通道，讓企業在遇

到知識產權方面的問題能夠從速從快解決； 

5.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助力灣區內企業發展。 

五、粵港澳大灣區及灣區內外資企業未來的發

展趨勢預測 

（一）綜述 

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最有可能成為我經濟下一個增

長點的區域。首先，從灣區的定義上來看，粵港澳大灣區

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灣區，它的定義表述中體現出我國努

力將其建設成為能與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一流灣區

相同水準的世界一流灣區。第二，從戰略考量來看，港澳

是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利於

對香港、澳門在經濟、文化、創新、就業等方面的融合，

拉近香港、澳門居民與大陸居民的距離。第三，從世界經

濟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和其他世界一流灣區一樣有著

經濟成長的優良空間，同時灣區的建設可以促進中國政府

對南沙群島的控制，有利於宣示主權。第四，在深港、朱

澳等邊界地帶建設大型國際創新科技研發基地有利於兩

地科技創新交流，促進兩地科學技術成果的轉換。第五，

三軸架構，使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和廣州五地可以帶

動周圍城市的發展。最後一點，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眾多，

為灣區內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灣區內居民在享受到科

技帶來的便利同時，也為灣區企業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

量。 

綜上所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

有著極大內涵的一項工程，也是一項有著深遠戰略意義的

一項使命。它對於國家經濟發展、金融安全、國家領土安

全和各民族發展均有著深刻的意義。 

（二）粵港澳大灣區內外資企業發展趨勢預測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穩步增長，越來越好的營商環境

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外商來華投資，我國政府對外商在華投

資的扶持大概分為以下五個方面： 

1.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強，使我國不再成為盜

版的“溫床”； 

2.《外商投資法》的頒佈表明了中國政府對外開放的

決心和對在華投資外商合 

法權益保護的力度； 

3.發達的高鐵網路、便捷的航運和海運，使貿易時間

大大縮短，節約成本； 

4.國家加大對灣區內城市群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為外

商建廠節約成本； 

5.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減少行政審批的流程，方便外

商行政審批。 

綜上所述，以上的這些方面均節約了外商的時間、資

金等方面的成本，深受外商歡迎，所以筆者預測未來會有

更多外商來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建廠。 

六、如何解決灣區日資企業發展瓶頸 

（一）日資企業在灣區發展中遇到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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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企業如何在灣區中可以招到人才、留住人才； 

2.如何將日本企業文化和中國企業文化相融合展現日

本企業魅力； 

3.如何規避日本文化在日本企業與中國文化領域的不

和諧因素； 

4.如何低成本的提升員工素養； 

（（二）針對於日資企業遇到的瓶頸提出的解決的方案 

1.針對於日本企業如何在灣區中可以招到人才、留住

人才這一問題，我認為最為核心的一點是日本企業首先要

摒棄傳統的“本土”用人思想，因為只有摒棄了這類思想，

企業員工才能看到公平競爭的希望，年輕員工才能找到上

進的目標。倘若想從速從快的發展具有濃厚企業意識的人

才，那麼首先建議企業可以資助一些在日留學的中國大學

生，增加中國大學生對日資企業的認知，其次增加一部分

實習崗位，供留學生實習實踐，增加其對日資企業的認識，

最後開設出一些專門的通道，供員工為企業的建設和發展

提供自己的想法，定期組織員工交流，瞭解員工的思想動

態，把握住人才的真實想法。 

2.關於如何將日本企業文化和中國企業文化相融合展

現日本企業魅力這一問題，我認為中日文化在近 200 年來

一直在衝突和碰撞之中，所以企業在針對國際員工時要尊

重員工的文化和信仰，定期開展一些具有建設意義且非濃

厚教育意義的團建活動，既增加了員工之間的交流又增加

了員工對日本文化的認知，若有條件，可以組織優秀員工

赴日觀光學習，進一步瞭解日資企業文化，展現日本企業

獨特的魅力。 

3.近年來，中日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向著穩中求

進的方向發展，但也有少數右翼分子破壞中日友好交流，

所以作為日資企業首先要管理好日本派駐於中國的管理

員工，避免其發出一些不當言論，使企業造成不可估量的

損失；第二，要經常與員工交流，在交流中儘量避免敏感

話題，積極引導員工提升工作效率，促進企業的發展。 

4.員工素養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是一

個日積月累的過程，但其中也不乏有許多的捷徑。首先，

我們企業在招募員工的過程中，可以選擇一些有較高學歷

背景、良好家庭環境的人作為自己的員工；第二，定期邀

請一些心理專家或者高校老師赴企業對員工展開心理疏

導和培訓。第三，及時瞭解員工的思想動態，避免員工因

某些家庭重大變故而做出一些反差較大的舉動，從而耽誤

生產。最後，定期安排員工帶薪休假，減輕員工心理壓力。 

七、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預測 

（一）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方向及分析 

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向為以下四個方向，它

們分別是： 

1.新能源技術研究； 

2.升級海洋業，打造綠色海洋發展； 

3.資訊建設； 

4.灣區服務業。 

在新能源技術研方向，在分析世界其他頂級灣區的經

驗後，我發現粵港澳大灣區缺少能源經濟的發展，隨著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入，現在的能源將不足以帶動粵港澳

地區經濟的發展，所以粵港澳大灣區新能源技術與研究勢

在必行，而且相應中央綠色發展的理念，粵港澳大灣區未

來發展的能源方向一定不是化石能源，這樣子勢必又會帶

動一批能源企業入住灣區，既可以為灣區的建設提供充足

的能源保障，又可以將研發出來的新能源產品投入市場，

獲得更大的利潤。 

在升級海洋業，打造綠色海洋發展方向上，我認為：

灣區的發展離不開海洋，但是傳統意義上的海洋發展又會

對生態環境、海洋資源等造成過度開採或者浪費，因此粵

港澳大灣區在發展海洋時一定要注重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可持續發展首先就要做到綠色能源，對此我覺得未來在此

方向上的發展主要集中在環保糾察、清潔能源、預防過度

捕撈、生態旅遊這四個方面。 

粵港澳大灣區在資訊建設方面在未來也是十分熱門

的，我們的生活離不開資訊的傳遞，未來是大數據的時代，

這就顯得資訊這一領域尤為重要，未來我們通過研究可以

將海上的生物、郵輪、服務等資訊匯總到大型的資料庫進

行綜合儲存，並且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充分、合理的調配

資源，從而避免了資源的浪費，也使海洋減少了不必要的

碳排放。 

灣區服務業在未來建設主要分為陸地服務業和海上

服務業兩個部分，在陸地服務業，我們一方面要對現有的

服務行業進行優化升級，另一方面也要創建一批符合市場

需求的如企業諮詢、金融融資等領域的服務業，助力企業

在灣區的發展。 

關於海上服務業，我們一方面可以結合未來灣區對旅

遊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船舶定制出港、代辦遊

船手續等方面的服務，為灣區內不同客戶定制不同的需求，

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來此投資。 

八、總結 

（一）關於日資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出現問題的總結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對促進日資企業在華投資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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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現階段收效甚微，經過本次調研，

我瞭解到日資企業在華實際生產經營有諸多問題，其中最

為顯著的便是： 

一、仍存在企業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相衝突、因傳統

觀點導致的偏見致使企業內部中國籍員工晉升幅度較

慢； 

二、缺乏有效的員工、產品、生產工藝創新精神的問

題。 

這些問題的出現也是日資企業不能夠更好地融入到

我國生產經營的因素之一，也有一定的影響，本文對未來

日資在華投資企業的發展提供借鑒。 

（（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現有政策性及未來發展趨勢

和方向的總結 

粵港澳大灣區在建設的時間很快，達到的效果也十分

的顯著，但是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 

一、�在政策上沒有明確的對外資企業的支持的條

款； 

二、�在外資企業向相關職能部門申訴處理某些糾紛

時，相關職能部門回應不夠及時，也未能從速從

快高效的處理； 

三、�“灣區”內相關職能部門沒有足夠多的處理權

限或者處理涉及部門比較多很難迅速協調到位等

客觀原因。 

綜上，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眾多，GDP排名據全球前列，

且面積較大，具有優良海港，是全世界最有發展潛力的灣

區之一，未來隨著央企、外資、以及大型私營企業的入駐，

以及高效研究帶動科研實力的增強。“灣區”發展逐步會

向綠色能源研究、生態平衡發展以及高端服務諮詢等多個

領域擴展。 

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建設中，能夠妥善將相關

問題進行有效的處理，從而增強外資企業對我們國家相關

職能部門的信任，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這些政策制

定的不完善或者落實的不到位，勢必會讓部分外商喪失興

趣，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對“灣區”是錯失了一

次發展的機遇，所以在未來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上一定要做

更加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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