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章
华南地区（广东省、福建省）
广东省
2 0 1 5 年 广 东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 R P ）
72,812.55亿元，同比增长8.0％。虽然进出口总额同比
有所下降，但外商投资和国内消费均呈现两位数的稳定增
长。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合同金额同比增长30％以上，但
实际使用金额与上年基本持平。省内日企目前主要面临人
员工资等运营成本不断上涨、环保要求以及加工贸易限制
不断加强等问题。针对2016年和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
广东省政府已明确表示维持2015年水平。

广东省经济动向
2015年广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 ,812.55亿元，增
长率为8.0％，人均GRP达到67,503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
10,838美元。

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随着自贸区
的正式设立，港澳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其中，香港直接投
资项目达4,855个，同比增长10.0％，合同外资金额4,530,090
万美元，增长40.8％，实际使用金额2,047,856万美元，增长
19.5％，分别占全省外资合同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的80.7％
和76.2％。澳门直接投资项目476个，同比增长65.3％，合同外
资金额171,068万美元，增长58.6％，实际使用金额73,718万
美元，增长99.3％，几乎翻了一番，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直接投
资的排名中由2014年的第8位跃升至第3位。
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79.2％，
因此，缩小珠三角地区和东西两翼、北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
距成为重大政治课题。另外，广东省一直积极推进中低附
加价值产业向中高附加价值产业的“转型升级”政策，但近
几年则开始重点加强实施以技术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按三大产业类别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344.82亿元，
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32,511.49亿元，增长6.8％，
第三产业增加值36,956.24亿元，增长9.7％。其中第三产业
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度为57.1％，增长率提高了4.6个百分点。

具体问题和改善建议

按三大需求类别来看，投资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为30,031.20亿元，同比增长15.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8,538.47亿元，增长11.8％。其中商品住宅（销售商品房、办
公楼等）销售面积为11,681.01万平方米，增长25.4％，创历史
新高。另外，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8,783.30亿元，增长
24.5％，呈稳定增长。

从日本振兴贸易机构（JETRO）在2015年10月至11月针
对在华日企进行的《2015年度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
况调查报告》（以下称实况调查）中广东日企的问卷回复情
况来看，表示未来一两年中国业务会进一步“扩大”的企业
占36.8％，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1％）。同时，表示会“缩
小”或“向第三国家和地区转移或撤退”的企业占15.7％，位
居全国榜首，这表明经营活动陷入困境的企业较多。另一方
面，企业经营状况预测中表示“盈利”的企业占68.8％，其比
例在各省直辖市中最高。不同企业规模的盈利情况来看，大
企业的盈利比重为77.4％，比2014年调查下降5.4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盈利比重为55.2％，下降3.2个百分点。尤其是中小
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中小企业盈利比重比2014年度
下降22.3个百分点，江苏省下降14.7个百分点，在盈利情况普
遍下滑的大环境中算是小幅下滑。在很多企业考虑缩小业
务规模或转移、撤退的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企业实现盈利，
由此可见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和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之间
存在很大差距。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1,333.44亿元，同比
增长10.1％（实际增长10.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36.37亿元，增长10.0％，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3,897.07亿
元，增长10.4％。

2015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为7,029个，同比增长
16.8％，合同外资金额5,611,000万美元，增长30.3％，实际使
用金额2,687,546万美元，增长0.0％。外商投资方面虽然实
际使用金额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合同金额增长近3成。其中，
日本对广东省的直接投资项目数51个，增长27.5％，合同金额
39,835万美元，减少41.0％，实际使用金额已连续3年持续下
降，降至45,514万美元，减少46.6％。
2015年4月，广东省正式批准设立了中国（广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该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
珠海横琴新区片区3个片区构成，其发展目标是“实现粤港

第４部 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

全年进出口总额为63,559.67亿元，同比减少3.9％。其
中，出口39,983.07亿元，增长0.8％，进口23,576.60亿元，减
少10.8％。按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26,779.83亿元，增长
4.9％，加工贸易27,359.77亿元，减少14.4％。

截止到2015年年底，在广东省内的日资企业，合计省内
各地日本商工会会员企业数达到2,150家。

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广东日企中91.9％
的企业提出“员工工资上涨”问题，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84.3％），位居全国第一。和2010年相比，广东省各地区
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深圳约1.8倍、广州约1.7
倍、东莞约1.6倍。随着员工工资的不断上涨，社保负担等也
水涨船高。针对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广东省政府先后推出
奖励生产自动化等相关措施的同时，于2016年2月公布了《广
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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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和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将维持2015年水平。该通知明
确表示将限制社保、住房公积金的缴付比例。

和海关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机制，提高对比业务
的工作效率。
＜劳务方面的问题和期望＞

＜建议＞
广东省日资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建议
(2015年版)
广州日本国总领事馆、各地日本商工会、JETRO广
州每年会同当地政府进行意见交流会，以便改善
企业经营环境。2015年则同广东省、广州市、深
圳市和东莞市政府部门进行了意见交流会。下面
把意见交流会中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和改善建
议整理成如下。
＜贸易及通关方面的问题和期望＞
①2015年5月底由广州和黄埔海关公布的相关通知
表示，进口申报变更为每张报关单最多只能申报
20个项目，超过20个以上的需要另行制作报关单
进行申报。其结果导致当企业的申报项目多时需
要制作很多报关单，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
报关费用也变得非常庞大。我们相信该通知的初
衷是为了简化海关部门的审批手续以及提高其行
政效率，但也希望能从减轻进口商负担的角度，研
究可否允许编制并提交附件资料等相关措施。
②据消息称，上海市进口食品商品的报关及检验检
疫手续所需的工作天数要比广州市短。希望今后广
州市也能进一步缩短报关及检疫手续审批时间。
③自2015年1月起正式实施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
以来，广州市内的工业 废弃物处理公司日益减
少，已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对此希望
研究相关扶持政策，以便废弃物处理公司能顺利
开展业务。
＜税务及会计方面的问题和期望＞
①由于2013年夏季起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方法发生
变更，严重影响了适用转厂制度的外资企业资金
流状况。希望凡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的相关
政策的变更实施，给予足够充分的过度期限。

②60岁以上人才的就业签证以及Z签证（就业签证）
的申请越来越难。很多日资企业为了充分应用资
深人才的经验和知识，愿意把60岁以上的人才派
遣到海外。希望结合企业的人才需求，制定并灵
活运用60岁以上人才也能就业的相关政策。
＜行政服务方面的问题和期望＞
①虽 然 已 从 来 料 加 工 工 厂 转 换 成 独 资 企 业，
但仍须每年向政府指定的企业支付“合作服务
费”。该公司几乎不提供任何支持，但考虑到因
不支付该经费可能面临的不利因素，所以不得不
予以应对。另外，
“土地管理费”已被取消，但仍以
“土地使用补偿费”名义征收费用等，换汤不换
药的不透明费用的征收现象屡见不鲜。希望早日
清理这些不透明经费的征收现象。
②针对住房公积金，法律规定同一缴付单位只能
使用统一缴付比例。但事实上有些企业同时适用
不同缴费比例。希望加强监督和管理，以避免合
规经营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③广州市日本人学 校的学 校场 地 租 金在 全 球各
地的日本人学校当中最昂贵。日本人学校的日常
运营主要受学校场地租金和学生人数变动的影
响。日本人学校经营一旦陷入困境，将有可能影
响日本企业的在华业务和投资情况。就该校的今
后运营问题，希望能提供一个广州日本人学校理
事会与广州市以及开发区政府进行意见交流的
平台。

第４部 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

②虽然政策规定非贸易项下对外付汇5万美元以下
时无需提供完税证明，但其纳税手续不是很明确
的现象颇多。比如，向日本等海外支付金属模具
费用时是否应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问题只能
根据所在地税务部门的解释进行判断。希望进
一步明确和简化非贸易项下付汇的完税手续。

①虽然 社保 相关法律规定 雇主 应 为员工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但事实上部分员工对足额缴纳社
保持有异议（因为到手工资会相应减少），甚至跳
槽到不按足额缴纳社保的其他企业。如果按照员
工要求不足额缴纳社保，不仅会违反中国社保相
关法律规定，还会面临由退休员工以前述理由告
发或起诉公司的潜在风险。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
够确保按法律规定履行全额缴纳义务的企业的
合法权益，监督管理所有企业都能履行全额缴纳
义务。

③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共同发布的2013年第
31号公告显示，自2013年7月1日起由海关开具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实施“先比对后抵
扣”管理方法。为此，一旦税务部门的系统数据
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的相关内容比
对不一致时，无法进行增值税退税申请手续。针
对比对不一致情况，虽然税务部门会同海关部门
进行确认，但通常需要3-6个月时间，这将直接
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希望进一步加强税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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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15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979.82亿
元，增长率为9.0％。投资和消费需求虽然已经是两位数增
长，但进出口贸易近5年来首次出现同比减少。外商直接投
资呈现快速增长，其中实际使用金额同比增长7.9％，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增长61.8％，合同金额增长70.3％。受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设立之影响，台湾直接
投资项目数量增长99.1％，合同金额增长156.3％，实际
使用金额增长50.3％。福建省内日资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除了人工成本不断上升之外，还有工业废弃物处理企业
相对少、道路建设工程周期长等问题。

福建省经济概况
2015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5,979.82亿元，增长率
为9.0％，人均GRP达到67,966元，增长8.0％。
按三大产业类别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117.65亿元，
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3,218.67亿元，增长8.7％，
第三产业增加值10,643.50亿元，增长10.3％。
按三大需求类别来看，投资需求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21,628.31亿元，同比增长17.2％。房地产开发投资は
4,469.61亿元，下降2.1％。其中，住宅投资2,864.95亿元，下降
1.8％。虽然住宅投资整体呈现下降，但9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
投资901.65亿元，大幅增长30.1％。
国内消费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505.93亿元，同比
增长12.4％。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9,448.57亿元，增长
12.2％，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1,057.36亿元，增长14.1％。在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54.0％，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31.7％，通讯器材类零售
额增长26.9％，但汽车类仅增长7.2％。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为1,689个，同比增长61.8％，合同金
额144.63亿美元，增长70.3％，实际使用金额768,339万美
元，增长8.0％。
2015年4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福建省正式
批准设立。该自贸区由平潭、厦门和福州3个片区构成，其
发展目标为“创新两岸合作机制，推动货物、服务、资金、
人员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增强闽台经济关联度”，强调同
台湾的合作关系。按区域布局划分，平潭片区重点建设国际
旅游，厦门片区重点建设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物流和金
融，福州片区则重点建设先进制造业、服务贸易和金融等产
业。受自贸区设立的影响，台湾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其直接
投资项目数量890个，同比增长99.1％，合同金额达282,112

具体问题和改善建议
福建省的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市和厦门市及其郊
外，截至2015年年底，福州市日本企业会会员企业有53家，
厦门日本商工俱乐部会员企业102家。其中，作为福建省日企
所面临的课题，在“实况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员工资
上涨（85.4％）、第二位是质量管理存在困难（55.9％）、第三
位是节约成本（50.0％）。
除此之外，工业废弃物处理企业较少，导致不得不把废
弃物运到其他省市进行处理，伴随地铁工程建设而开展的
道路建设工程周期长，发生道路被封锁等事件发生。还有
居留证的有效期限限定为1年等其他问题。

＜建议＞
福建省日资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建
议（2015年版）
广州日本国总领事馆、各地日本商工会、JETRO广
州每年会同当地政府进行意见交流会，以便改善
企业经营环境。2015年向福州市政府书面形式提
交有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点并收到了回复。下面
把意见交流会中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和改善建
议整理成如下。
①B to C网站运营许可
其他地区好像允许企业经营类似淘宝网的B to C
网站，但福州市目前不允许其经营。希望明确今
后的具体方针。
②日资企业招商引进说明会
在2014年7月举行的福建省政府意见交流会上，
得到如下回答“福建省政府希望从日本引进的重
点产业是石油化工、设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三大领
域。另外，高附加价值的农业、服务行业等也是
拟积极引进的领域。为了招商引进这些领域的外
资企业，今年秋天福州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计划
在日本召开招商引资说明会”。据悉，已于2014年
10月在名古屋举办了“日本企业引进说明会”，希
望提供说明会当天的具体情况及其企业反应。另
外，还希望提供除重点领域企业招商引进说明会
以外的其他相关措施。

第４部 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

全年进出口总额为1,693.6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511
亿元，减少3.5％），同比减少4.5％，是近5年来首次同比减
少。其中，出口额1,130.16亿美元，减少0.4％，进口额563.44
亿美元，减少11.9％。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情况来
看，美国出口额1,379.89亿元，增长12.6％，进口额466.77亿
元，增长14.3％，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与此相比，对欧盟的
出口（1,188.86亿元，减少9.5％）和进口（256.32亿元，减少
9.3％）均大幅下降。对日出口也减少9.6％，为362.70亿元，
进口170.46亿元，下降6.7％。

万美元，增长156.3％，实际使用金额55,331万美元，增长
50.3％。同时，截止到2016年1月，该区内新设立的外资企业
中台湾企业553家，占总体的60.7％。

③维持现有马尾港功能
期待福清江阴大型综合港口建设对福州市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构思对地区
经济的拉动效果。但并不希望通过废止现有马尾
港口设施，督促福州市周边现有企业迁移至江阴，
把物流集中到江阴，而是希望引进新的企业、新的
产业到江阴。具体希望在江阴大型港口竣工投入
使用后，仍继续保留和维持马尾港的①集装箱码
头和②散装码头业务。福州自贸区（福州片区）的
核心是马尾港，也是除快安之外福州市周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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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区，若把紧邻这些区域的港口基础设施废
止，有可能会阻碍自贸区的今后发展。

时、大概多少人会来福州市，其中工厂工人有多
少、是否建立了工人评价制度等信息。

另外，从马尾、快安、金山、闽侯等地区的现有企
业角度来讲，废止马尾港（集装箱码头和散装码
头）意味着物流运输距离拉长和物流管理更加复
杂化，这不仅造成现有业务受严重影响、成本增
加等问题，还会因企业收益的下降导致纳税减少
等，有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基于此，希
望能对现阶段以下相关计划给予解答：A.马尾港
业务持续性计划；B.江阴港周边地区新产业引进
计划等。

⑧工人住宿的配置
浙江省平湖市采用由市政府为统一招来的工人配
备员工宿舍并租用给各企业的管理模式。对于马
尾区政府为了推动相同举措而积极开展问卷调
查表示感谢，还望明确今后是否落实实施。

④恢复直达航班
据悉福州市为了促进在重点领域的日企招商引
资，除了在日本举办招商说明会之外，还在为开
通福州和日本之间的直达航班而做出努力。

⑨居留证的有效期限
广州等地的居留证有效期限为2年。福州市目前并
不认可1年以上的有效期限，希望能改善目前状况。
另外，许可证的换发通常需要15天，相对较长。据
悉被认定为优秀企业的申请期间会相应缩短，能否
明确是否有认定优秀企业的具体判断标准。

在2014年7月召开的福建省政府意见交流会上，
对直达航班的恢复问题解答道“也希望日本方面
做一些政府工作，以便能获得成田机场的离场时
隙”。但①无论是定期航班还是包机航班，就获
得成田机场离场时隙问题同民航总局或国土交
通省进行交涉并申请相关手续主要是由旅行社
或航空公司等相关企业负责，而不是商工会等团
体；②无论是定期航班还是包机航班，确保成田
机场的离场时隙本身难度非常大。
针对恢复福州至成田航线事宜，运营企业同相关
部门进行交涉的前提条件是“该航线业务具有
实现的可行性”，以福州市内日企数量为依据进
行测算的结果显示，日本人平均每年的往返人数
为968人。这相当于每月平均往返80人，每周平均
往返20人。这一测算结果对于旅行社或航空公司
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希望提供现阶段可对外公开的有关福州飞往日
本的直达航线的相关信息和未来计划。
⑤地铁以及公路建设进展情况
希望明确伴有公路建设工程的地铁建设项目的完
工时间。为了迎接2015年10月召开的全国青年运
动会，道路被封锁、勒令工厂停产等，这些很是困
扰周边企业。希望告知今后是否还有类似计划。

第４部 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

⑥工业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建设
目前，由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工业废
弃物等无法在福州市内处理，所以只能运往其他
省市。若想营造一座环保城市，更应该在市内建
设工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在2014年7月召开的福
建省政府意见交流会上，就上述问题省环保厅回
复称“虽然目前省内能处理水银等有害物质的企
业只有厦门的1家公司，但能满足省内需求”。但
多家日企向其委托废弃物处理业务时被拒绝，无
奈只能依旧运往江苏省或天津市进行处理。希望
尽早改善这类情况。
⑦人才保障
在2014年7月召开的福建省政府意见交流会上，省
人社厅回复道“福建省每年保证3-4万农民工供
给”。希望提供这些农民工的出身地情况以及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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