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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中部地域(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

第5章
中部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

1．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导致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及消费受到极大限制，对各省实体经济的负面
影响也开始显现。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2020年地区生
产总值（GRP）增长率同比分别为减少5.0%、增长3.8%、
增长3.8%，增幅均大幅收窄。尤其是疫情重灾区湖北省，
2020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减少39.2%，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减少8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减少
44.9%，多项经济指标出现明显负增长。同年3月以后，湖
北省逐渐解除各项防控限制，政府亦采取一系列措施，支
持企业复工、发行消费券，截至2020年底，该省地区生产
总值成功恢复至去年的95%左右。

省内设有两个日本人会组织，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的
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会员企业：154家，截至2021年2
月）和湖南省的湖南日本人会（会员人数约100名，截至
2020年12月）。在上述地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各省市
政府及日本人会组织协作，积极开展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
的各种工作。

湖北省的经济动向
湖北省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

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以下简称

“GRP”）约43,443.46亿元（同比减少5.0%）。虽然较全国

实际GDP增速（增加2.3%）低了7个百分点，但与同年一季度

（减少39.2%）相比，增幅超过34个百分点，恢复速度惊人，

在2020年全国各省份排名第八。按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

值4,131.91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7,023.9亿元，

减少7.4%；第三产业增加值22,287.65亿元，减少3.8%，第二

产业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大幅下降。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减少6.1%，41个行业中有33个行业下滑。另

一方面，高新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了4.1%，尤其是光纤（增

长4.9%）、锂离子电池（增长2.9%）、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

36.1%）、印制电路板（增长4.9%）等的制造增幅较大。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减少18.8%，尤其是基础设施及工业

领域投资降幅超过20%。2020年，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

使用金额103.52亿美元，同比减少19.8％。

个人消费的恢复尤为缓慢。反映消费趋势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7,984.87亿元（同比下降20.8％）。与此相反，居家

购物服务需求高涨，网络销售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06元（同比减少2.4％），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6元（同比减少0.5％）。

进出口总额4,294.1亿元，同比增长8.8%，增幅大幅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增长1.9%），并首次突破4,000亿元大关。其

中，出口2,702亿元，增长8.7％，进口1,592亿元，增长9.1％。

从出口商品种类来看，电器机械产品1,269亿元，约占该省出

口总额的一半，其中IC芯片产品为75亿元，增幅高达30.8%。

从进口商品种类来看，电器机械产品1,083亿元，位居进口额

榜首，同比增长14.2%，约占该省进口总额的七成。其中，半

导体制造设备为264亿元，同比增长25.8%，IC芯片为229亿

元，同比增长22%。从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来看，对欧盟的

进出口总额为595亿元，位居首位，同比增长17.1%；对美国的

进出口总额为572亿元，同比增长22.8%；对东盟的进出口总

额为555亿元，同比减少5.6%；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371亿

元，同比增长9.5%。

湖南省的经济动向
湖南省经济保持稳步复苏态势，但消费恢复仍相对

滞后。2020年，GRP41,781.49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4,240.45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

值15,937.69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21,603.36亿

元，增长2.9％。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其中，设备制造业贡献较大。

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6％；外商直接投资实

际使用金额209.98亿美元（同比增长1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58.12亿元（同比减少2.6%），

但网络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1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41,698元（同比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585元（同比增长7.7％）。

进出口总额4,875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出口

3,306亿元，增长7.5％，进口为1,568亿元，增长24.1％。从

出口商品种类来看，电器机械产品为1,498亿元，同比增长

12.2%，约占该省出口总额的四成。从进口商品种类来看，电

器机械产品662亿元，同比增长21.3%；高新技术产品451亿

元，同比增长44.7%。从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来看，对东盟进

出口总额最高，为810亿元，同比增长30.9％；对美国进出口

总额539亿元，同比增长30.6％。

江西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江西省经济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2020

年，江西省实现GRP25,691.5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2,241.6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

11,084.8亿元，增长4.0％；第三产业增加值12,365.1亿元，增

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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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也呈增加趋势，同比增长8.2％。2020年，

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46亿美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71.8亿元（同比增长3.0％），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56元（同比增长5.5％），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981元（同比增长7.5％）。

进出口总额4,010.1亿元，同比增长14.3％。其中，出口

2,920亿元，增长17％，进口1,090亿元，增长7.5％。从出口商

品种类来看，无线耳机、手机、PC及平板电脑等居家办公相

关商品为567亿元，同比增长67%。从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来

看，与东盟、美国、欧盟等主要10个贸易对象国家和地区间

的进出口总额为3,027亿元，同比增长16.7%，占该省进出口

总额的七成以上。

新冠疫情对日资企业的影响
JETRO武汉事务所对进驻湖北省的日资企业进行的调

查（2020年7月23日-29日）结果显示，关于业务重启，截至7月

23日回答“基本达到100%”的企业占86%，回答“70-80%”

的占10%。关于到2020年底时的产能利用率展望，回答“预

计基本达到100%”、“预计达到70-80%”的企业合计为

98%。

对于新冠疫情对2020年收益影响的预期，回答有“负

面影响”的企业占78%，而回答“基本没有影响”的企业占

17%。回答有“负面影响”的企业中，回答收益预期减少超过

51%的企业仅占5%。

对于今后在湖北省的业务方针，回答“扩大规模”的企

业占23%，回答“目前（1到2年）没有改变计划”的占72%，且

没有企业打算“缩小规模”。

对于日籍常驻人员赴派遣地复工情况，截至7月23日，回

答“基本达到100%”的企业有61%，回答“70-80%”的企业

有7%，而回答“尚未复工”的企业有17%。截至2021年2月，

常驻人员复工情况虽得到大幅推进，但要求放宽中日两国间

往来限制和灵活审批签证申请的呼声仍然很高。

表： 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的各类经济指标
（2020年）

项目
湖北省 湖南省 江西省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 43,443 △5.0 41,781 3.8 25,692 3.8

第一产业-
（亿元） 4,132 3.2 4,240 3.7 2,242 2.2

第二产业-
（亿元） 17,024 △7.4 15,938 4.7 11,085 4.0

第三产业-
（亿元） 22,288 △3.8 21,603 2.9 12,365 4.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亿元） - △6.1 n.a. 4.8 n.a. 4.6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 △18.8 n.a. 7.6 n.a. 8.2

基础设施投资额
（亿元） - △22.8 - 4.6 - 4.2

民间投资额-
（亿元） - - - 3.0 - 3.6

房地产开发
投资额（亿元） - △4.4 - 9.8 - 6.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亿元） 17,985 △20.8 16,258 △-2.6 10,372 3.0

进出口总额（亿元） 4,294 8.8 4,875 12.3 4,010 14.3
进口额（亿元） 1,592 9.1 1,568 24.1 1,090 7.5
出口额（亿元） 2,702 8.7 3,306 7.5 2,920 17.0

外商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
（亿美元） 142 △12.8 - - - -

实际使用金额
（亿美元） 104 △19.8 210 16.0 146 7.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 2.7 - 2.3 - 2.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36,706 △2.4 41,698 4.7 38,556 5.5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发布

与地方政府的交流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市委书记及市长与日资企业召开交流会
·2020年6月16日　

·中方参会人员：长沙市市委书记、长沙市长等市政府招
商引资相关人士

·日方参会人员：来自北京的出差人员及当地日资企业相
关人士约30余人

·交流内容：长沙市对该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说明，日资
企业提出了对长沙市的期待等。

湖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与进驻湖北省的日资企业相
关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2020年8月22日　

·中方参会人员：湖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武汉市外事办
公室副主任、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士等

·日方参会人员：当地日资企业的100余名相关人士

·交流内容：双方就解除封城措施后的恢复情况等交换了
意见。

与湖北省武汉市副市长的“武汉国际化水平提升工作
座谈会”
·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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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参会人员：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外事办公室、财政局、商务局等营商环境相关部门

·日方参会人员：武汉日本商会涉外部等3名代表

·交流内容：在对武汉市的企业扶持政策表示感谢的同
时，就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举办企业扶持政策说明会
等提出了希望。

湖北省武汉市副市长与日资企业的交流座谈会
·2020年11月6日　

·中方参会人员：武汉市副市长及来自武汉市商务局等营
商环境相关部门的10名代表

·日方参会人员：进口博览会参展企业的中国总代表等10
名人士

·交流内容：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上海举办之
际，由武汉市副市长主办的武汉市与日资企业交流会在
上海召开。双方就武汉市今后经济发展的期待等交换了
意见。

＜建议＞
①-放宽在新冠疫情下跨境商务往来时的隔离条件

②-尽早恢复日本与武汉、长沙之间的定期航班

③-确保居住在湖北省的日本人向中国其他地区畅
通无阻的移动

④-在外国人来华工作时的工作许可证、签证、居留
证的取得方面给予灵活的对应

⑤-对设立日本国总领事馆给予支持

⑥-维持和确保法规执行的稳定性、透明性、便利性

⑦-确保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稳定供应

⑧-对薪酬上涨过快给予支援

⑨-确保工厂运作和基本生活所需能源的稳定供应

⑩-彻底防止夏季强降雨导致的内涝灾害

11 -确保面向外国人的医疗机构

12中国中部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物流更加
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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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安徽省

安徽省的经济动向
2020年，安徽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

38,681亿元，比上年增长3.9％，高出全国平均增速
（2.3％）1.6个百分点。按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185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72亿元，
增长5.2％；第三产业增加值19,824亿元，增长2.8％。
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8.2％、40.5％、51.3％。第三产业
的比重超过了五成，高于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5.1％，高于全国增速（增长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2.6％，高于全国增速（减少3.9％）。进出口总额为
780.5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其中，进口324.6亿美
元，增长14.6％，出口455.8亿美元，增长12.8％。外商
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1％，达到183.1亿美元，但
合同金额为51.7亿美元，减少78.1%（表）。

表： 安徽省的经济动向（2020年）

项目 金额 增长率-
（％）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8,681 3.9
第一产业（亿元） 3,185 2.2
第二产业（亿元） 15,672 5.2
第三产业（亿元） 19,824 2.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6.0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 5.1

基础设施投资额（亿元） - 10.6
民间投资额（亿元） - 0.8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 7,042 5.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8,334 2.6
进出口总额（亿元） 5,406 14.1

进口额（亿元） 2,245 15.0
出口额（亿元） 3,161 13.5

外商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亿美元） 52 △78.1
实际使用金额（亿美元） 183 2.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2.7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9,442 5.1

资料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2020年，安徽省新备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93个，同比

增长12.9％。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51.7亿美元，

大幅减少78.1%，但实际使用金额为183.1亿美元，实现了

2.1%的微增，顺利实现了“十三五规划”（截至2020年，外商

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180亿美元）的目标。截至2020

年年底，在安徽省进行投资的世界（境外）500强企业已累计

达到89家。

2020年1月至11月，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按不同国家和

地区来看，香港地区仍位居首位，同比增长9.5%。韩国、英

国、德国、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金额分别增加了3.7倍、2.7

倍、82.9%和37.5%。

虽然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安徽省2020年全

年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加了6.0%和

2.6%。

＜建议＞
①-希望加强用日语（或英语）发布当地投资环境以

及当地政策规定等相关信息。

②-希望支持和协助日资企业顺利开展业务。

③-希望放宽对企业跨境汇款的限制。

④-希望改善常驻人员的生活环境。

⑤-希望为日籍常驻人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提
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