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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东北地区（沈阳市、大连市）

2020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GRP）25,115亿
元（约401,840亿日元，1元约合16日元），同比增长
0.6％。吉林省增长2.4％，黑龙江省增长1.0％，东北三省
中仅吉林省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水平（2.3％）。

2020年辽宁省经济动向
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增长2.8％）1.0个百分点。纺织业（同比增长

21.7％）、农副食品加工业（同比增长11.7％）以及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0.5％）工业增加值均实现了两

位数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

长2.9％）0.3个百分点。按产业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下降了

5.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60.9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376元，同比增长1.5％，增速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增长1.2％）。

进出口总额6,544亿元，同比下降9.9％。其中，出口

2,652.2亿元，下降15.3％，进口3,891.8亿元，下降5.8％。按进

口商品来看，原油增长1.2％，达到1,134.1亿元。

辽宁省统计局对全省2020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后，认

为“经济正在逐季稳步回升”。（2021年1月23日发布）

沈阳市、大连市2020年经济动向

沈阳市
·2020年实现GRP6,571.6亿元，同比增长0.8％。按产业来

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均增长2.9％，第
三产业增加值下降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与全国平均水平
持平）。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5.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37.6亿元，同比下降5.4％，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3元，同比增长1.3％。

·进出口总额1,028.1亿元，同比下降4.2％，其中，出口
274.4亿元，下降13.2％；进口753.7亿元，下降0.4％。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7.1亿美元。

·截至2021年3月，沈阳日本人会的企业会员为103家。

大连市
·2020年实现GRP7,030.4亿元，同比增长0.9％。按产业

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

长4.3％，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2.5％，第二产业增速
最快。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增长2.8％）1.0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5.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5％。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47,380元，同比增长2.0％，增速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增长1.2％）0.8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3,854.2亿元，同比下降11.7％，其中，出
口1,672.6亿元，下降13.8％；进口2,181.6亿元，下降
10.0％。

·日本外务省公布的《驻海外日本人人数统计》数据表
明，截至2019年10月1日，日资企业为1,892家，市内日
本人人数为4,787人。截至2021年3月，大连日本商工会
拥有743家会员。

表：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的经济动向 (2020年)

项目
辽宁省 沈阳市 大连市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 25,115.0 0.6 6,571.6 0.8 7,030.4 0.9

第一产业
（亿元） 2,284.6 3.2 303.6 2.9 459.2 3.2

第二产业
（亿元） 9,400.9 1.8 2,160.4 2.9 2,815.2 4.3

第三产业
（亿元） 13,429.4 △0.7 4,107.6 △0.6 3,756.0 △2.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亿元） - 1.8 - 2.8 - 3.8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 2.6 - 4.1 - 0.1

基础设施投资额
（亿元） - 2.4 - - - -

民间投资额-
（亿元） - 2.2 - 1.3 - △2.3

房地产开发
投资额（亿元） - 5.1 - 5.2 - 5.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亿元） 8,960.9 △7.3 3,637.6 △5.4 - △11.5

进出口总额（亿元） 6,544.0 △9.9 1,028.1 △4.2 3,854.2 △11.7
进口额（亿元） 3,891.8 △5.8 753.7 △0.4 2,181.6 △10.0
出口额（亿元） 2,652.2 △15.3 274.4 △13.2 1,672.6 △13.8

外商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
（亿美元） - - - - - -

实际使用金额
（亿美元） 25.2 12.8 7.1 2.0 6.6 2.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 2.4 - 2.3 - 2.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40,376 1.5 47,413 1.3 47,380 2.0-

资料来源：-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各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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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沈阳市  投资环境相关建议（问题点及改善建议）

① 加强生产网点周边综合基础设施建设
现状：
　虽然这一问题在此前白皮书中也曾提到，但仍有

多家在沈企业就这一问题发声，表示尚未得到
改善。沈阳市日资企业多属制造业，完善生产网
点周边基础设施（水电燃气蒸汽、公路、公共交
通、冬季供暖等）是确保企业稳定经营的重要因
素。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但仍出现临时停电
等突发事件，雨天排水不畅的问题，均给企业的
生产活动造成了影响。此外，公共交通网络建设
的延迟也导致企业成本负担增加。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不仅将影响对外招商引资，还有可能成为
导致在沈企业离开沈阳的风险因素。

建议：
　生产网点周边基础设施不完善，不仅影响企业的

日常经营活动，还会成为显著降低对沈阳市经济
发展贡献度的原因。希望尽早完善生产网点及其
周边地区的综合基础设施环境。

② 市政府帮助企业减轻逐年加重的环保管控负担
现状：
　我们在此前的白皮书中就曾指出过工业废物处

理企业数量较少这一问题，而现在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提出同样的问题。此外，有越来越多的企
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随着生产网点周边区域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环保管控也在随之加强，企
业的相关负担不断加重。对于空气污染、噪音和
废水等问题，具体的治理对象因企业而异，但有
时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例如，市政府下达的应
对标准不够明确，或是所要求采取的措施超出了
中央的政策范围，从而导致工厂无法确保正常的
生产经营（临时停产减产等）。此外，在其他一些
地区，为减少燃煤使用量，政府会设法为企业提
供廉价的替代燃料，而沈阳市只是一味地禁用燃
煤，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建议：
　由于沈阳的工业废物（危险废物）处理企业数量

较少，不少企业长期受此困扰，希望这一问题能
够尽早得到解决。在环保管控方面，希望市政府
能够针对相关应对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
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为企业的平稳运营提
供必要的支持。

大连市  投资环境相关建议（问题点及改善建议）

① 提高邀请函的签发效率，方便中日两国人员往来
现状：
　目前，日本人前往大连的入境需求依然强劲，作

为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个课题，许多日资企业提
出，相关人员在来华出差或来华赴任时往往会
遇到许多困难。此外，许多情况下，即使已提交
邀请函申请，也不会获得签发，这对常驻人员的
更替、生产设备的维护，软件开发的指导和支持
等工作的开展形成了阻碍。

建议：
希望能够确保邀请函的顺利签发，使相关人员能够

畅通无阻地来华出差或来华赴任。

② 继续推进企业减负措施
现状：
　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大连市许多日资企

业都陷入了营业收入比上一年度下降的经营困
境。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减免企业社保费在内，
大连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帮助企业节
约成本，这些措施对于稳就业及稳工资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建议：
　考虑到企业未来业绩依然不容乐观，希望政府在

2021年度继续推进以下政策和措施。

·-减免企业社保费

·-减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技能培训补贴

·-减免电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企业停业补贴

③ 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人才
现状：
　近年来，大连市优秀大学毕业生外流问题日益显

现。大连市针对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发放房租补贴
以及购房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希望以此
留住本地的优秀人才并吸引外地的优秀人才到
大连工作，然而人才外流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
制。在这种情况下，日语人才的招聘变得一年比
一年困难。此外，目前制造业同样存在着操作人
员（工人）招工难问题。随着“引才留才”难度的
不断加大，不仅会影响到日资企业的投资热情，
现有日资企业的业务连续性也可能会因此而受到
威胁。

建议：
　除了为各企业所开展的员工日语培训提供补贴、

扩充高校教育等“留才”措施之外，希望同时加
强“引才”措施。

④ 放宽对60岁以上人才的工作许可申请条件
现状：
　对于A类人才以外的60岁以上的日本人，对其工

作许可证的签发条件十分严格，对于此类人才在
大连的工作申请往往会不予签发。在日本，随着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面
对那些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老年人才，如何
有效发挥其余热已成为企业面临的一项紧要课
题。目前，在日本，企业有义务雇佣员工工作至65
岁，并且从有效发挥优秀人才作用的角度来看，
预计在大连的日资企业中，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企业需要60岁以上的人才留在大连工作。

建议：
　希望放宽对60岁以上特别是A类以外人才的工作

许可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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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取消由企业承担退休人员取暖补贴这一规定
现状：
　目前大连市退休人员的取暖补贴，或是由政府利

用企业缴纳的专项资金进行发放，或是由企业直
接发放。企业对退休员工的采暖补贴，涉及到补
助员工老年生活这一社会政策，原本不应该由企
业直接负担。中国其他一些城市则是利用基本养
老保险社会统一运营基金来向退休人员发放取
暖补贴。

建议：
　希望取消由企业承担退休人员取暖补贴这一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