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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山东省

概况
山东省人口10,070万人（2019年常住人口），位居

全国第二，地区生产总值（GRP）73,129亿元，同比增长
3.6％，位居全国第三。农业总产值（农业、林业、畜牧业、
水产业）位居全国第一。面积约为日本的40％，由省会城
市济南在内的16个市组成。日本、韩国、泰国在青岛设立
了总领事馆，截至2019年10月，山东省内日本人人数为
2,328人。山东省内最大的日本人会是青岛日本人会，截至
2021年2月底，有295家会员企业。商会各分会的会员企
业，纺织分会73家，食品分会81家，机械、电子、化学品分
会117家，流通、服务分会97家。

山东省政府2021年的主要目标为：GRP增长6％以
上、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5％
以内。

山东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129亿元，同比增长

3.6％（2019年增速为5.5％）。人均GRP72,619元，同比增长

2.8％。青岛市地区生产总值12,400.56亿元，位居省内第一，

济南市位居第二，烟台市第三。从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5,364亿元，增长2.7％；第二产业增加值28,612亿元，增长

3.3％；第三产业增加值39,153亿元，增长3.9％。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6％，其

中房地产开发投资9,451亿元，增长9.7％。

2020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上年持平（2019

年增长6.4％）。按消费类型分，餐饮业同比增长9.5％，新能

源汽车同比增长49.1％，智能家电同比增长1.6倍。网络销售

快速发展，达到4,613.3亿元，同比增长13.8％。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2.8％（2019年上升

3.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726元，同比增长

3.3％（2019年为42,32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753元，同比增长5.5％（2019年为17,775元）。

进出口总额约22,009亿元，同比增长7.5％（2019年增长

5.8％）。其中，出口约13,055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口约

8,955亿元，同比减少4.1％。按出口国别来看，对东盟出口增

长24.4％（2019年增长15.6％），对美出口增长26.4％（2019

年减少16.0％）、对欧出口增长14.8％（2019年增长7.3％）、

对日出口增长3.7％（2019年增长5.1％），对韩出口增长6.6％

（2019年增长9.8％）。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060个（2019年为2,517个），实际使

用金额为176.5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其中制造业为37.8

亿美元，增长11%（表）。

表：山东省的经济动向（2020年）

项目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73,129 3.6
第一产业(亿元) 5,364 2.7
第二产业(亿元) 28,612 3.3
第三产业(亿元) 39,153 3.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5.0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3.6

基础设施投资额（亿元）-- - 3.1
民间投资额（亿元）-- - 6.9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9,451 9.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9,248 0.0
进出口总额(亿元) 22,009 7.5

进口额(亿元) 8,955 △-4.1
出口额(亿元) 13,055 17.3

外商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亿美元） - -
实际使用金额（亿美元） 176.5 20.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2.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3,726 3.3

资料来源：《2020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0年新动向（投资环境方面的问题）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驻华日资企业的年度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8-9月实施），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山东省日资企业中，盈利企业占比61.0％，较2019年

（70.3％）下降了9.3个百分点。从山东省日资企业的发展特点

来看，所有在华日资企业的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为32.4％，

其中山东省日资企业的出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为49.9%，在

各省和直辖市中仅次于辽宁省排名第二。从出口目的地来

看，所有在华日资企业对日本的出口占比62.4%，其中山东省

日资企业对日出口占比75.1%，在各省和直辖市中排名第一。

或许是受此影响，对于“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预

计何时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这一问题，有43.2％的日

资企业认为将会推迟到2021年下半年，这一比例仅次于天津

市和辽宁省排名第三，对于“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后的需求预

测”这一问题，有53.1％的企业认为需求会较疫情之前大幅

下降，这一比例在各省和直辖市中排名第一。为此，包括调

整销售渠道在内，有许多企业考虑对业务战略及商业模式

作出调整，其所占比例在各省和直辖市中仅次于四川省和北

京市，排名第三。另一方面，从山东省的营商环境来看，作为

2019年9月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项

目，明确要深化与日本间的经济交流，因此希望今后进一步

促进该省营商环境的改善。

①面临用工难的驻华日资企业
很多企业面临用工难问题，山东省内日资企业所提出

的经营课题中除了“员工工资上涨”外，提出“人才（普通工

人、技术人员）招聘困难（制造业）”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②加强对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管理
·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有些企业一向遵守各项规定，并

主动引进低污染设备，又例如有些企业使用的是天然
气，但即使这样，有时也会突然被监管部门责令停产。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的停产期间可能会长达10天左
右，在此期间，甚至不允许设备通电（有些设备出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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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保养需要，应保持通电状态），从而严重影响到企业
生产的稳定运行以及生产班次的调整。

·入厂进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现场检查时，有些情况下，
会由省市县等各级行政负责人单独进行检查，而有些情
况下，每一年都会由不同的负责人进行检查，从而造成
评判标准因人而异，令企业无从应对。

③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变更的预先通知
在对法律法规及制度进行修订时，往往不能做出充分

的说明，并且未能做到提前通知到位。例如，有时海关清关

要求会突然变得严格，导致以往可顺利进口的生产物资变得

难以进口，由此给生产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④企业面对搬迁要求时的顾虑
对于企业来说，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而从人口稠密的城

市迁移至郊外的工业区后，即便该区域当时并没有开发建设

规划，但往往不到5年，附近就又会建起成片的住宅和商业

设施，这意味着，企业又将因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而不得不

面临搬迁的困境。

⑤外国人生活不便
·外国人在火车站检票进站时，必须走人工通道并出示

护照。此外，在中国，人们在接受医疗等各种服务
时，往往需要出示身份证号码，外国人则需要出示护
照号码，而有些服务机构不支持护照号码登记，从而
无法提供服务。

·部分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希望针对那些与
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加强环境整治，努力打造与城市
定位相匹配的生活环境。

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影响
·有时会发生无法获得B类人才的邀请函、或者工作许可

已办理延期但无法获得邀请函的情况，有些行政单位在
受理常驻人员邀请函的申请时，往往会附加一些不合理
的条件。此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为常驻人员家属申
请邀请函时，则一般不予受理。

·虽然政府针对企业发布了各种各样“有关限制的通知”
或“帮扶政策”，但由于变化频繁，作为日资企业很难
主动获得此类信息。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向威海市政府递交白皮书
·2020年10月27日　

·威海市参会人员：商务局局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事务所

·交流内容：日方就各项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威海市
政府表示将努力加以改善。

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青岛市分会递
交白皮书
·2020年10月29日　

·CCPIT参会人员：副会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事务所

·交流内容：日方就各项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山东省
CCPIT表示将努力多方协调加以改善。

向济南市政府递交白皮书
·2020年11月2、3日　

·济南市参会人员：书记、市长、外事办主任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事务所

·交流内容：日方就各项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说明。济南市
政府表示将努力加以改善。

向山东省政府递交白皮书
·2020年11月10日　

·山东省参会人员：商务厅副厅长等

·日方参会人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事务所

·交流内容：日方就各项建议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山东省
政府表示将努力加以改善。

＜建议＞
① 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人才
　无法确保人才对拟扩大生产规模或开展研发的

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阻碍发展的重大因素。希
望帮助当地日资企业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希望地
方政府从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角度出发，
出台具体的扶持措施，例如，建立人才激励机
制，促进返乡就业，吸引并努力留住人才；帮助企
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招聘信息；与当地学校合作
为企业输送实习生；举办就业说明会并主动向日
资企业进行通报等。

② 加强对化学品、环境和安全生产的管理
　以大气污染为由要求企业停产时，希望能够将那

些使用高环境负荷的热源或设备的企业及地区
作为重点对象，以减轻那些使用低环境负荷设
备的企业及地区的负担。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条
件引进低环境负荷设备的中小企业，希望出台相
关措施帮助他们引进此类设备，以从根本上推动
改善。此外，需要企业采取停工停产措施时，希
望能够确保其计划性并提前发出通知，以最大程
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③ 贯彻法律法规和制度变更的事前告知工作及消
除部门或负责人意见差异

·-在对法律法规及制度进行修订时，希望能够同
时建立起与企业的沟通机制，以便及时向其提供
相关信息或作出说明。同时，希望能够积极回答
企业提出的问题或接受个别咨询，并希望主管部
门能够针对疑义解释做出官方解释。

·-希望各政府部门或省市县等各级行政单位到企
业进行现场检查时，彼此之间能够提前就检查
事项做好沟通协调，或是统一基本要点，以避免
负责官员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或者，不同级别的
行政单位进行同一目的的检查时，希望能够将检
查权限集中到其中任一级别的单位，由其全权负
责检查工作。

④ 企业面对搬迁要求时的顾虑
　希望各地方政府加强中长期发展规划设计，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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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工厂提出搬迁要求时，能够给予其足够的搬
迁补偿。

⑤ 提高外国人生活的便利性
·-希望提供服务的机构能够对相关服务平台进行

优化升级，使其支持护照号码登记，或是发行与
中国人同一样式的国内身份证，让外国人能够享
受到无差别的服务。或者，对于医疗等重要服务
项目，希望能够积极向外国人提供相关信息，帮
助其及时了解哪些机构面向外国人提供服务。

·-希望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如
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加大公共交通
投入；通过增设ETC通道等方式缓解高速公路收
费站的交通拥堵；加大交通整治力度；增设停车
场；取缔违法停车；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市民遵守
交通规则的意识等。

⑥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影响
·-任何一项事业都不可能只依靠A类人才来完成，

而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包括B类人才在内的均衡
的人员结构，因此，希望能够同样确保对B类人
才邀请函的签发效率。此外，对于那些已获得工
作许可的外国人，希望能够同样加快对其邀请函
的签发速度。关于签发邀请函时的附带条件，希
望制定全省统一的签发规定，避免出现上述那
种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使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员能
够顺利获得邀请函。企业进行产品的开发改良或
者引进新设备扩大业务时，必然会需要技术人员
或设备厂家服务人员出差进行应对，对于这种情
况同样希望能够确保邀请函的及时签发。此外，
对于日籍常驻人员来说，原本一起生活的家人不
能陪伴左右，这甚至会影响到日资企业的业务发
展，因此我们迫切希望能够积极地为其家属签发
邀请函。

·-希望建立相应的机制或方法，以简明易懂的形式
迅速向日企提供其所需信息以及其所在地区的
各种相关信息。

⑦ 定期举办意见交流会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后，加深山东省与日本

之间的相互理解更加重要。作为就政府具体政策
措施及改善营商环境进行讨论的平台，希望省
政府及各地方政府能定期和该地区的日本人会商
工会、日本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青岛事务所举办意见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