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５章
中部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
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目前在武汉市和湖南省 境内设有日本人会 组 织，分
别为武汉市的武汉日本商工俱乐部（会员企业146家，截
至2016年3月）和湖南省的湖南日本人会（会员数190
名，截至2016年3月）。在该地区，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与
JETRO合作，正在积极开展改善投资环境的活动。

湖北省的经济动向
虽然中国经济的减 速 趋 势 越 发明显，但湖北省经济
却持 续顺利增长。2015年全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RP）约3万亿元（同比增长8.9％），超过了6.9％这一全国
总体增速。人均GRP超过5万元（同比增长7.16％）。增长的
动力源于投资。不仅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2.8万亿元（同比增
长16％），而且面向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达到89.5亿
美元（同比增长13％）。从面向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实
际使用金额：2015年）来看，日本排第2位，达到5.38亿美元
（同比减少1.2％）。其余依次为：第1位香港，金额5.38亿美
元（同比增长25.6％），第3位韩国，3.75亿美元（同比增长
4.2％），第4位法国，3.56亿美元（同比增长48.5％），第5位
新加坡，3.24亿美元（同比减少6.5％）。约78.6％的面向湖北
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投放在武汉城市圈等（武汉市、孝感
市、黄石市等），向武汉城市圈一处集中的趋势正在加速。
在投资的支撑下，个人消费也呈良好态势。湖北省的零
售销售总额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另外，大型购
物中心的加速建设，也折射出个人消费形势良好。当地房地
产商指出，武汉市内大型购物中心的总面积在今后3年内将
跻身中国主要城市的第4位。

随着消费的扩大，第三产业加速发展。2015年的第三产业
增加值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10.7％。目前第二产业增加值达
1.4万亿元，虽在各产业中仍然领先，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湖南省的经济动向
湖南省经济也在稳步增长。2015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GRP）约3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人均GRP达4.3万
元（同比增长7％），实现持续增长，人均GRP水平较高，仅次
于湖北。从各产业来看，第二产业最高，达到1.29万亿元（同
比增长7.4％），但最近第三产业增长显著，和第二产业的差

江西省的经济动向
江西省经济也实现了稳步增长，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GRP）1.6万亿元。尽管GRP在中部地区最低，但其增
速最快，达9.1％，创中部地区最高值。从各产业来看，第二
产业规模最大，达8,487亿元，增长9.4％，创中部地区最高
值。第三产业仅达6,463亿元（同比增长10％），为中部地区
最低值，振兴第三产业成为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固定资产投
资1.7万亿元，为中部地区最低值，但实现了同比增长16％，
处于扩大趋势。另一方面，零售销售额停留在5,896亿元（同
比增长11.4％）。

表１：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的各类经济指标
（2015年）
湖北省
金额 增长率
GDP
（10亿元）
人均GDP
（RMB）
第一产业
（10亿元）
第二产业
（10亿元）
第三产业
（1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额（10亿元）
零售销售额
（10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增长率
出口总额
（10亿美元）
进口总额
（10亿美元）
省内外商直接投
资（10亿美元）

湖南省
金额 增长率

江西省
金额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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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2,595.4

18.2

1,699.4

16

1,397.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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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8.5

11

32.3

4.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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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部 各地区的现状及建议

另一方面，房地产交易情况参差不齐。省会武汉市的住
房单价为9,113元/平方米，尽管和北京市、上海市相比处于
较低低水平，但从2015年2月开始，连续13个月上涨，不过，
武汉市以外的地方城市房地产交易却仍然处于低迷状态，
两极化趋势愈演愈烈。

距正在缩小，第三产业为1.28万亿元，和第二产业相比相差
100亿元。第三产业的同比增长率为11.2％，在各产业中最
高，此外，湖南省第三产业的同比增长率在中部地区也是最
高，反映出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发布

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和改善建议
通过听取进驻湖北省（武汉市）的日资企业对投资环境
（业务环境、生活环境）的希望，将其结果归纳如下。此外，
关于上一年度提出的增加直达日本主要城市的航班，提升交
通便利性的建议，已经开通了飞往成田的航班，实现了飞跃
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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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业环境的改善要求
武汉市

⑧希望在申请就业证时废除提交无犯罪证明的手
续，关于外国人住宿登记，希望管理各房屋的
公安派出所统一办理手续和所需文件。

通关的稳定性

⑨希望在武汉市设立日本国领事馆。

·海运及空运货物的通关很费时。交期时间紧的工厂设备
和需要对质量、温度进行管理的食品出于对通关稳定性
的考虑不得不从上海通关。
·不同检查员对通关检查结果、要求提交的文件和HS编码
的解释不同的情况很多。
·希望增加能保存危险品货物（属于GHS第3类易燃液体
的汽车涂料相关等）的仓库。

交通相关的改善要求
·由于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不良路况导致货物到达延
迟、工作人员迟到等，对工厂作业产生影响。

缴税问题
·跨地区总部和分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等，需要和其他省
进行协作时，协作机制不健全。
·希望今后继续适用针对投资的优惠税制（包括延长优惠
时间等）。

生活方面的问题
·希望加速治理大气污染。
·希望改善卫生领域、电力与自来水供应。
·希望增加医疗机构并改善医疗一线的环境。
·希望增设面向外国儿童的国际学校并降低费用。

各类申请问题
·工厂扩建等情况时，从提交环境报告到批准的时间过长。
·申请就业证时希望不再提交无犯罪证明。
·关于外国人住宿登记，希望改善管理各房屋的公安派出
所对办理手续所需文件不统一的情况。

＜建议＞
①希望提升海运及空运货物的稳定性（缩短通关
时间，统一HS编码和检查内容）。
②希望增设可以保存危险品货物（属于GHS第3类
易燃液体的汽车涂料相关等）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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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不良路况导致货物到达
延迟、工作人员迟到等对工厂作业产生影响。
希望改善这些交通领域的状况。
④围绕跨地区总部和分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相
关问题等，希望健全与其他省份的协作机制，
并继续实行针对投资的优惠税制。
⑤希望加速治理大气污染，改善卫生领域、电力
与自来水供应，增加医疗机构并改善医疗一线
的环境。
⑥希望增设面向外国儿童的国际学校并降低费用。
⑦希望缩短工厂扩建等提交环境报告到批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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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安徽省的经济动向
2015年安徽省全年GRP达22,006亿元，同比增
长8.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6.9％）1.8个百分点。从产
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457亿元，增长4.2％，
第二产业增加值11,342亿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
加值8,207亿元，增长10.6％，在GRP中的占比分别是
11.2％、51.5％、37.3％。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
高，但 第三 产业的比重正 逐 年上升。固定资 产投 资 增长
12.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0％，皆高于全国
的增长率（分别增长9.8％、10.7％）。贸易总额同比减
少0.8％，为488.1亿美元。进口额为156.9亿美元，大
幅下滑11.3％，但出口额为331.1亿美元，增幅5.2％，保
持良好的势头。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增长
10.4％，达到136.2亿美元，合同金额增长26.6％，达到
39.4亿美元，均实现了大幅的增长（表１）。

金额
22,006
2,457
11,342
8,207
35,997
1,133
23,966
4,425
8,908
488
331
157
39
136
26,936

按地区来看2015年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资
金，制造业比较集中的皖江示范区投资金额达95.3亿美元，
同比增长12.3％，占全该省投资总额的69.9％。从各城市来
看，省会城市合肥的投资额25.07亿美元，同比增加14.9％，
依然稳居各城市投资金额的首位。第二位是芜湖市，为23亿
美元，同比增长14.8％。两城市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均超
过全省的平均增速（10.4％）。
关于日资企业在当地的发展，现地法人“江苏山九物
流”宣布在合肥市建立“合肥物流中心”，以保证仓库扩建的
空间。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加强通过日语发布当地投资环境相关信息和当地规
定的服务

表１：安徽省的经济动向（2015年）
GR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亿元）
第二产业（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人均GRP（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工业用电量（亿Kwh）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贸易总额（亿美元）
出口额（亿美元）
进口额（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亿美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了增长。从日本对安徽省投资金额的变化趋势来看，依旧延
续2014年的增长势头，达6亿美元，增长了11.3％，保持良好
态势。此外，来自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的投资较多，欧洲
对安徽省投资的实际使用资金达到13.4亿美元，同比增长
56.7％。

增长率
8.7
4.2
8.5
10.6
4.6
1.1
12.7
2.0
12.0
1.3
△0.8
5.2
△11.3
26.6
10.4
8.4

资料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按国家和地区对安徽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资金
来看，超过50％ 以上来自香港，其投资额实际使用金额76.6
亿美元，同比减少0.3％，首次出现下滑。来自台湾的投资额
实际使用金额7.6亿美元，同比增长8.1％。来自美国的投资
额8.1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扭转了上年的下滑趋势，实现

在修订当地有关税制和投资优惠政策的法律法规时，
希望尽可能通过日语或英语事前通知。

支持和协助日资企业顺利开展业务运营
由于土地转让总量存在限制等原因，取得土地使用许可
所需时间之久超出想像，最终导致工厂建设和运营花费的
时间超出预期。希望有关部门提供支持和协助，使入驻企业
能顺利申请环境影响评估、取得许可等，帮助企业顺利开展
业务。

增设直达日本的航班等，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交通便利性
去年终于开设了定期直飞名古屋的航线，但目前航班到
达日本名古屋的时间是在深夜，希望调整到合适的时间，同
时希望开设直飞东京、大阪等日本主要城市的航线，方便商
务出行等。
出租车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仍希望进一步扩充数量，
并设立运营管理公司，指导提高司机素质等，以避免拒载、
绕远路等情况的发生，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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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产业 来看安徽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
额，第二产业达80.2亿美元，占整体投资额的59％，同比大
幅增长了26.1％。其中，针对制造业的投资额69.8亿美元，同
比增加27.1％。第三产业投资额53.4亿美元，同比减少5.9％，
占整体投资额的39.0％，与上年（2014年为56.8 亿美元，占比
46％）相比有所减少。其中房地产投资实际使用资金32.2亿
美元，同比下降10.4％，这也是拉低第三产业实际使用资金
的主要原因。从各行业来看，以下行业的实际使用资金都出
现了大幅减少：房地产（减少10.4％）、金融（减少46.4％）、
I T及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减少62 .3％）、交 通运输（减少
94.1％）。

安徽省和合肥市在日本的知名度并不高，希望有关部门使
用日语发布有关当地投资环境和商机等的信息，同时进一步扩
大政府相关机构、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的日语人才队伍。

希望研究采取相关措施，使外国人也能凭借护照通过
自动售票机购买高铁车票，或开设外国人专用购票窗口等。

放宽对企业海外汇款和海外投资的限制
在劳务派遣等不涉及货物进出口的合同中，海外汇款
受到诸多限制，且企业必须支付相当数额的税金，常常给
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希望允许外资企业自由进行海
外汇款。

改善常驻人员的生活环境
虽然日本在华常驻人员的生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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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希望在医疗、饮食、子女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得到改
善。希望通过吸引外资类便利店进驻、增加可使用国际信用
卡的店铺等方式，继续打造适合外国人居住的生活环境。
目前，尚没有面向外国人的房产中介公司，外国人常常
需要直接和房东进行交涉，出租人不按规则办事的情况也很
多。希望完善环境，让外国人能安心租房。

为日籍常驻人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提供支持
由于不断有日资企业进驻，常驻合肥市的日籍人员人数
也在增加。为有效促进日籍常驻人员之间的交流，2015年1月
设立了合肥日本商工俱乐部。目前，日籍常驻人员与政府部
门之间缺乏交流，希望创造机会，促进日籍常驻人员与政府
部门相互交流意见，表达建议和要求。

＜建议＞
①希望加强通过日语发布当地投资环境相关信息
和当地规定的服务。
②希望支持和协助日资企业顺利开展业务运营。
③希望增设直达日本的航班等，进一步完善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便利性。
④希望放宽对企业海外汇款和海外投资的限制。
⑤希望改善常驻人员的生活环境。
⑥希望为日籍常驻人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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