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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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年 ，广 东 省 实 现 地 区 生 产总 值（G R P）

124,369.67亿元，增长率为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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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方面的竞争）”
（54.4％），第3位为“环境管制趋于严格”（50.4％）。

广东省的经济动向
2021年，广东省的GRP为124,369.67亿元，增长率为

8.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003.66亿元，增长7.9％；

第二产业增加值5,0219.19亿元，增长8.7％；第三产业增加

值69,146.82亿元，增长7.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6.3％（增长率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为44,187.71亿元，同比增长9.9％（提高16.3个

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为82,680亿元，同比增长16.7％（提高17.4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50,528亿元，同比增长16.2％（提高16.0

个百分点）；进口32,152亿元，同比增长17.4％（提高20.0个百

分点）。

2020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签约项目数共16,155项

（同比增长25.6％），实际使用金额1,840.02亿元（同比增长

13.6％）。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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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各地

都曾出现过对分公司提出的申请不予批准的情况。深圳市对

外国人来华邀请函实行严格的审核标准及相关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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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月，由于电力缺口问题，省内各地对制造业企业实

行了限制生产的措施。在最为严重的地区，限制生产的措施

实施时间一周内超过了5天，对当地外资企业生产造成了很

大影响。

本贸易振兴机构曾于2021年8月-9月针对各地日资企业

实施了“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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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第2

位为“采购成本增加”（71.9％），第3位为“人才（普通工人）

招聘难”（66.7％）。而位于第4位的“缺电及停电”（59.4％）

则仅在广东省排位较为靠前，可见上述限制生产的措施给

很多企业造成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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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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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电力保供工作座谈会
·2021年10月14日

·中方参会人员：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能源局等相关部
门的人员共5名。

·外方参会人员：日本、韩国、美国、欧洲、新加坡、新
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领事馆、商工会等相关组织的人员
共约40名。

·在广州电力供应不足问题上，省能源局就政策和今后
预计情况作了共享。外事办对重启外籍人士家属邀请
函申请受理事宜进行了说明。广州日本商工会就日资
企业所受影响和日本人学校的运营情况，与省政府作
了共享。

广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1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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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1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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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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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事务所等相关组织的人员共30名。

·交流内容：就人员往来和限电措施等13个项目提出建
议。市政府方面确认，将对提出的建议作出具体改善行
动。尤其是在限电相关问题和环境相关问题方面，提供
了受理企业个别咨询的具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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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与日资企业意见交流会
·2021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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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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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

·交流内容：提出了放宽邀请函签发和电力保供等9项问
题建议，得到了东莞市相关政府部门的答复。其中还挑
出了重要程度和紧急性较高的5项建议，由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广州事务所和位于东莞市的三家商工会联名撰写
建议书，由龟井总领事递交至东莞市罗晃浩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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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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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能够不拘泥于分公司等进驻形式，为邀请函的
顺利签发提供保障。

限电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在广东省气温升高，电力用量增加的5月至9月期

间，广东省部分工业区出现了削峰用电要求。希
望能够尽力确保电力，同时，因供应紧张，需要削
峰用电时，希望能够尽早通知企业，并就今后的
供电计划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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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用途变更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在广州市部分地区，政府在土地用途变更方面没

有通知，今后日程表也处于不透明状态，企业对
于今后生产仍然怀有不安情绪。希望政府就目前
现状和今后计划举办说明会。

福建省
2021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48,810亿

元，增长率为8.0％。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贸易同比均出现

增长，尤其是对外贸易，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比增长

30.9％。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实施的问卷调查当中，属于各

省市中经营扩大意愿最高的省份。制造业方面，原材料价格

上涨等导致采购成本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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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福建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48,810亿元，

增长率为8.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897.74亿元，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22,866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

加值23,046亿元，增长8.8％。

从各项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0％（增长率同

比上升6.4个百分点），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568亿元，

同比增长9.2％（上升10.7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达18,450亿元，同比增长30.9％（提高25.4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额10,817亿元，增长27.7％（提高25.4个百

分点）；进口额7,633亿元，增长35.7％（提高26.1个百分点）。

外商直接投资额（实际使用额）为369.15亿元，同比增

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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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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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成本增加”（78.6％），第2位为“员工工资上涨”（66.7％），

第3位为“人才（技术人员）招聘难”（57.1％）。-尤其是人才

确保面临课题较大，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技术人员，均进入

各省市排名前五位城市之列。

＜建议＞
人员往来的相关课题及建议
　日中之间往来时，外派常驻人员依然需要隔离和

居家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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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部分企业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离职
率上升之势。希望能够从确保福州市日资企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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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运营的角度出发，由政府出面予以相应的政策
支持。

土地使用权方面的课题及建议
　在福州市，即使工厂租赁期限尚未到期，也有村

政府未与企业商讨，未作事先通知就实行公开招
标的情况。最终，该企业未能中标，面临到期后必
须搬迁的局面。未作事先通知，不能确保企业优
先权的招标从商业惯例上来看存在问题。希望能
够对该企业尽可能地作出照顾；对于同样事例，
希望能够事先通知企业，确保企业的优先权。

海南省
2021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6,475.2亿元，

增长率为11.2％。

进出口总额达1,476.78亿元，同比增长57.7％（提高54.7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32.6亿元，增长20.1%（提高39.7个

百分点）；进口1,144.18亿元，增长73.6％（提高56.8个百分

点）。离岛免税政策促使消费大幅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2,497.62亿元，同比增长26.5％（提高25.3个百分点）。

海南省的经济动向
2021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RP）6,475.2亿元，

增长率为11.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54.44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1,238.80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

增加值3,981.96亿元，增长15.3%。

从项目类别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0.2％（增长率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其中，非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97.62亿元，

同比增长26.5％（提高25.3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达1,476.78亿元，同比增长57.7％（提高54.7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332.6亿元，增长20.1%（提高39.7个百分

点）；进口1,144.18亿元，增长73.6％（提高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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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5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上，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5家企业、2,628个

品牌参展，来场买家人数超过3万人，进场观众合计约达24

万人次。2021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制定，赋予海南一

定的立法自主权。该省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之一，自2020

年将每人每年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万元以来，离岛免税品

消费金额大幅增加。2021年，海南离岛免税品消费金额达到

495亿元，同比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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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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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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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充分利用与日资企业的意
见交流平台，定期开展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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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出台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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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于
实质上由5家中国企业寡头垄断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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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