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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華南地域（広東省、福建省、海南省）

第3章
华南地区（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

广东省
2 0 2 0 年，广 东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总值（G R P）

110,760.94亿元，增长率为2.3％。一方面，投资对经
济复苏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消费及贸易的增速均出现了同比下降。从广东省
日资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来看，第1位为“员工工资上
涨”（71.9%），第2位为“竞争对手崛起（成本竞争）”
（54.4％），第3位为“环保管控日益严格”（50.4％）。

广东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广东省的GRP为110,760.94亿元，增长率为

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69.99亿元，增长3.8％；第

二产业增加值43,450.17亿元，增长1.8％；第三产业增加值

62,450.78亿元，增长2.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增长7.2％（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0,207.85亿元，同比下降6.4％（回落14.4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为70,844亿元，同比下降0.9％（回落0.7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43,498亿元，同比增长0.2％（回落1.4个百分

点）；进口27,300亿元，同比下降2.6％（提高0.3个百分点）。

2020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签约项目数共12,864项

（同比下降10.4％），实际使用金额1,620.3亿元（同比增长

6.5％）。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来华人员在入境

前必须要办理邀请函，但是在邀请函的申请方面，最初广东

省各地都曾出现过只允许由大企业提出申请的情况。此外，

自2021年春节左右开始收紧了随行家属邀请函的签发。

自2021年3月15日起，深圳市的外国人来华邀请函的审

核标准及相关措施变得更加严格，外资企业申请邀请函时，

必须要同时提交市政府或区政府出具的证明信。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曾于2020年8-9月针对各地日资企

业实施了一项“2020年度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实况调查”

（以下简称“实况调查”），从广东省日资企业的回答来

看，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1位为“员工工资上涨”

（71.9%），第2位为“竞争对手崛起（成本竞争）”（54.4％），

第3位为“环保管控日益严格”（50.4％）。特别是在环保管控

方面，广东出台了更加严格的措施，要求企业必须将污水和

雨水分流排放。

与地方政府等的交流情况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与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

馆、各商工会开展合作，不断加强与广东省政府之间的联

系，并于2020年与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举行了意见交流

会，具体情况如下。

商务部亚洲司与日资企业的座谈会
·2020年5月27日

·中方参会人员：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以及广东省投资促
进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5名。

·日方参会人员：广州日本商工会会长及副会长、日本贸
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及广州事务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
共10名。

·交流内容：就新冠疫情下广州日资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
进行了交流，并且递交了有关大湾区的建议书。针对
大湾区的建设与商务部及广东省就建立对话机制达成了
协议，以便与相关部门进行意见交流。此外，还在放宽
出行限制以及放宽对常驻人员的签证限制方面达成了一
致，决定与广东省商务厅开展合作，开始就签证问题进
行协调，以便帮助常驻人员顺利获得签证。

大湾区金融政策座谈会
·2020年6月17日

·广州市方面参会人员：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投资促进
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9名。

·日方参会人员：驻广州日本企业、广州日本商工会会长
及副会长、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广州事务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21名。

·交流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与广
东证监局就《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进行了说明，来自日资金融机构等的代表就今后《意
见》相关细则的出台时间表以及对日资企业的期待进行
了提问。

广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0年10月22日

·广州市方面参会人员：广州市副市长以及商务局、海关
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40名。

·日方参会人员：驻广州日本企业、广州日本商工会会长
及副会长、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广州事务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39名。

·交流内容：就所收集到的当地日资企业提出的各项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人员往来、交通、就
业，城市开发、环境、贸易及进出口等）与当地政府交
换了意见。获得了当地政府对建议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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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0年12月11日

·深圳市方面参会人员：深圳市副市长以及商务局、对外
友好协会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23名。

·日方参会人员：驻深圳日本企业、深圳日本商工会会长
及副会长、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广州事务所相关组织的人员共37名。

·交流内容：就所收集到的当地日资企业提出的各项建议
（放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深圳市的城市规划、危
险废物处理等）与当地政府交换了意见。获得了当地政
府对建议的回复。

东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0年9月16日

·东莞市方面参会人员：东莞市副市长以及外事局、商务
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15名。

·日方参会人员：驻东莞日本企业、东莞各地的日本商工
会会长、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
州事务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14名。

＜建议＞
　现将日资企业在与各地政府的意见交流会上提出

的主要课题、建议以及访问企业时提出的问题作
为建议事项归纳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下，人员往来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①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多，出现了入境隔离酒店客房

紧张的现象，导致有些人员被迫入住那些条件
很差的酒店。此外，有些情况下，对于携带儿童隔
离时，也只安排了与单身人士同样大小的房间。
关于入境隔离酒店，希望确保最低限度的居住质
量，并根据隔离人员的实际情况对房间进行合理
调配，例如对于携带儿童的人员，为其安排比单
身人士更为宽敞的房间进行隔离。

②广东省尚未公布商务通道的具体操作细则。希
望尽快制定商务通道的操作细则，并及时通知
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外资企业，同时加以贯
彻执行。

③企业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对于广东省及下属各
市的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希
望能够为邀请函的顺利签发提供保障。

环保管控的课题及要求
　在广东省，由于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的数量不足，

一些企业在将危险废物交由专业单位处理之前，
不得不将其暂时存储在厂区。希望增加处置企
业的数量。

通关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有企业指出，在进口货物的通关（含CIQ）时间

上，广州与上海相比要慢很多。这可能会导致一
些原本计划在广州通关的货物转至上海等地通
关。希望能够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构想的顺利实
施以及确保广州市物流和商流通畅的角度出发，
通过具体的措施和对话来加以改善。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对60岁以上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续签标准变

得更为严格，除A类人才外，不再予以受理。因
此，包括拥有丰富专业经验的技术人才在内，那
些对于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来说不可或缺的
人才无法继续留下。希望放宽年龄限制及相关
条件，不再一律按照年龄来划分，而是根据外国
人才自身的技术和专业性，按需为其续签工作许
可证。

福建省
2020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43,903亿元，

增长率为3.3％。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均低于上一年水平，对

外贸易则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比增长5.5%。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资企业中盈利企业的比例

有所下降，但企业扩大业务的意愿较上年提高了7.6个百分

点。员工工资上涨等成本上升问题已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

课题，人才招聘难的课题也依然存在。

福建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43,903亿元，

增长率为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32.32亿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增加值20,328亿元，增长2.5％；第三产业增

加值20,842亿元，增长4.1％。

从各项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铁路）同比减少

0.4％（增长率同比回落6.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18,626亿元，同比下降1.4％（回落11.4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达14,036亿元，同比增长5.5％（提高2.1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8,474亿元，增长2.3％（回落5.5个百分点）；

进口5,561亿元，增长10.6％（提高4.3个百分点）。特别是对

东盟的进口和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额（实际使用额）为347.9亿元，同比增长

10.3％。

具体要求及问题
福建省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福州市、厦门市及其近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论是邀请函的签发还是跨省出行，

政府均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直到2021年春节之前，跨省

市出差等出行活动实际上一直处于受限状态。

从福建省日资企业所面临的课题来看，第1位为“员工

工资上涨”（70.8％），第2位为“人才（普通工人）招聘难”

（57.1％），第3位为“客户订单量减少”（50.0％）。由此可

见，特别是引才留才这一课题依然艰巨，“人才招聘难”的回

答比例已连续两年在各省市中排在首位，同时，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客户需求也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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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人员往来相关课题及建议
　经中日双方协调，短期出差人员在接受核酸检测

等前提下可免除隔离，但常驻人员仍需进行隔离
或需要在家中待命。希望能够在同样的前提下将
常驻人员也列为免除隔离的对象。特别是在福建
省，各个社区对于隔离结束日期的要求不同，我
们担心出差人员可能会因此而在不必要的情况
下被禁止外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要求各社区按
照统一的标准执行。

劳务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员工（一线工人、文

职）离职率居高不下，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
影响。包括劳务派遣公司、员工内部推荐制度以
及网上招聘等方式在内，各企业纷纷拓展招聘
渠道，想尽一切办法来招揽人才，但从今年的情
况来看，员工在入职当天或者入职后一至两周内
离职的情况明显增多。招聘规模因企业而异，从
数名、数十名到数百名不等，但可以发现，基本
上所有企业都面临着离职人数猛增、人员不稳
定的趋势。希望能够从确保福州市日资企业稳定
运营的角度出发，由政府出面予以相应的政策支
持和建议。

海南省
2020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5,532.39亿

元，增长率为3.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0％，其中，非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4％，带动了整体投资的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974.63亿元，同比增长1.2％（回落

11.4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933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额

276.4亿元，同比下降19.6％；进口额656.6亿元，同比增长

16.8％。

海南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5,532.39亿

元，增长率为3.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35.98亿元，增

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1,055.26亿元，下降1.2％；第三产

业增加值3,341.15亿元，增长5.7％。

从项目类别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8.0％（增长率同比回落6.4个百分点），其中，非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长18.4%，带动了整体投资的增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1,974.63亿元，同比增长1.2％（回落11.4个百分

点）。

进出口总额达933亿元，同比增长3.0％（提高2.1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276.4亿元，下降19.6％（回落5.5个百分点）；

进口656.6亿元，增长16.8％（提高4.3个百分点）。

2020年6月，海南省正式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以2025年、2035年、2050年为时间节点，制定了明确

的发展路线图。此后又着眼于对外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人

才等各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自2020年7月1日

起，将岛内的离岛免税店的购物免税额度从3万元提升至10

万元；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对岛内部分进口产品实行零

关税政策，并进行“一负三正（一份负面清单和三份正面清

单）”管理；自2025年起对所有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政策。

截至2021年4月，在这4份清单中，已公布了其中的3份。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品消费额

达到275亿元（约4,397亿日元），实现同比翻倍增长；2020

年6-12月消费品进口额达到393,772万美元（约4,134.6亿日

元），为上一年的3倍。

具体要求及问题
日资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抱有很大的兴趣。2020年

11月11日至14日期间，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广州日本商工

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事务所与广州日资企业组团前往

海南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团一行不仅对海口市、博鳌市、三

亚市、洋浦港以及海南自贸港11座重点产业园区中的6座进

行了考察访问，还与海南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海口市委书记

交换了意见。此外，双方还以改善营商环境为目标，就建立

当地政府与日资企业之间的意见交流平台达成了协议。

截至2021年2月，海南省共有9家免税店，均由大型国有

企业负责经营。当前的审批制度并未对外资企业的准入作出

明文限制，但实际上获批的全部为国有企业。

此外，海南省全岛人口不到1,000万，存在着人力资源方

面的课题。尽管当地政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高端

人才，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未能得到

缓解。

＜建议＞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相关课题及建议
①为了充分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营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希望在已达成协议的基础
上，切实推进与日资企业的意见交流平台的建
设工作。

②-海南省全岛人口数量极少，只有950万人，存在着
人力资源方面的课题。希望当地政府在通过各
种优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能够针对普通
劳动者出台引才及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
完善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政策。

③-在对海南省进行投资以及对外贸易时，日资企业
尤其关注当地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因此，
希望能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并面向日资企业进行
广泛的宣传。

④-尽管法律法规并未明文限制外资企业投资岛内
免税商店，但外资企业的申请很难获批，目前有5
家中国企业处于实质上的寡头垄断状态。在免税
店的运营方面，希望能够为外资企业准备一份运
营指南，以便其参与该项业务，并且希望对于内
外资企业能够一视同仁，确保审批的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