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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顾钰民

  内容提要 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提高利用外资

水平要转变利用外资的观念和政策,具体是实现三个转变:利用外资从注重数

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利用外资的形式从注重直接投资向多种形式转变;对外资

的优惠政策从普遍优惠向产业优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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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同时要求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更好地

发挥外资的作用。为使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水平与质量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必
须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观念、政策、具体措施上进行更新和调整。具体说,
应该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一、利用外资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

1990~2002年,实际引进外资的数量见表1所示。

表1 1990~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量(亿美元)

年 份 数 量 年 份 数 量

1990 102.89 1997 644.08

1991 115.54 1998 585.57

1992 192.02 1999 526.59

1993 389.60 2000 593.56

1994 432.13 2001 496.72

1995 481.33 2002 550.11

1996 548.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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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呈现不断增长,这一方面是与

我国开放政策力度的加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相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把尽

可能多地吸引外资作为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出现了国内储蓄过剩。在国内资本供给过剩的条件下,外
资进入的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有的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引进外资的

行为发生“错位”。① 即我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各个引资主体和利益目标

“错位”导致引资行为的“错位”。在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作为宏观引资主体

的国家的引资利益目标与作为中观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及作为直接引资主体

的企业的引资利益目标发生“错位”,使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外资仍然大

量地流入。

  国家利用外资的初衷是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家制

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是,一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以及地方政策对

中央精神的理解偏差,导致各级引资主体的引资行为“错位”。各级地方政府

在引资工作中把追求政绩放在经济效益之上,把利用外资的市场竞争演化为

行政竞争。他们对外资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心理依赖作用,以为只要引进外资,
本地区的一切经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于是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把
利用外资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待,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只要是“外
资”,就不切实际、不计后果与成本的加以引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一哄

而上抢外资的现象,以极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获取外资。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资金短缺也一直是困扰国企改革的一个老大

难问题。为解决资金问题,在内资与外资的选择上也有明显的“错位”。一部

分实力雄厚、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可以较为容易地从国内筹集到资金,但由

于外资享有内资企业所没有的种种优惠政策,这就导致了内外资企业不平等

的生产经营条件,从而促使了这部分企业放弃了寻求国内资金而转从国外融

资,与外商合作。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资金短缺现象严重,但它们

从国内资本市场上取得资金则困难重重。这样,与外商合作或“嫁”给外资对

它们来说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这当然就大大增加了引进外资的数量。

  因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引进外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也具有明显的

两重性。一方面引进外资数量的增加,对我国经济持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起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伴随外资引进的新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运用,提高

了我国许多产品的档次,实现了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把引进外资的数量增长

作为主要目标,也带来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了

一些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低度化。引进外资,

① 参见胡剑平、温娜. 双缺口模型、债务周期和中国国际资本流动[J].中国经济问题.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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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先是要使外资愿意进来。为此,需要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和创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但是,吸引外资进来并不意味着就算是达到了利用外

资的目的。引进外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增
强经济竞争力,实现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就要求把外资引到能够实现

上述目标的领域中去,即对引进外资的具体去向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如果不

注重这一点,只是认为外资能进来就好,并且是越多越好。这势必造成外资重

复进入某种产品的生产,使产品结构不合理。这种状况也使产业结构总是处

于低水平的徘徊,不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二是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进行攀比,并层层加码,造成引进外资的近期

成本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效益下降。如果在引进外资中把追求数量作为主要

目标,必然出现优惠政策的攀比,而且,这种优惠政策一定是一种普遍优惠的

政策,而不是产业优惠的政策。各地为尽可能多地引进外资,出台优惠政策是

最易行的,也是最有效的。但一味地靠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往往难以达

到目的,即使外资进来以后,也难有好的效益。从宏观上看,这样的做法不仅

使引进外资的代价增大,而且也会导致外资对优惠政策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

会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成本。

  三是各地各种开发区泛滥,造成土地等资源的严重浪费。把引进外资的

数量作为主要目标,就必须要建设各种形式的开发区作为载体。于是,各地就

把建设开发区与引进外资的数量联系在一起,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脱离自身

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能力,大搞开发区,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开发区热”。从国务

院和各省市对开发区进行清理的情况来看,有60%~70%的开发区都是属于

违规建设,或者不能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这种乱占耕地的“开发区热”,对整

个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整顿和

清理各种开发区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指出,20
世纪90年代至今,因征地圈地,至少造成2000万以上农民失地。光是2003
年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就有16.8万件(社会科学报2004年8月5日)。以追

求引进外资数量为目标而建立的各种开发区,其直接后果是大量宝贵的土地

资源被损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被破坏。

  因此,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必须要对引进外资

的观念进行正确的定位。当前,重要的是要纠正这样几个错误的观念。

  一是把引进外资的数量与政绩联系在一起,认为引进外资的增长率不高,
就是思想不解放,工作没成效,政绩不突出。这种引资与政绩的挂钩,必然会

导致引进外资偏离原来的目标。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按照客观经济

规律的要求来引进外资,而是从个人和局部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这势必严重

影响引进外资的质量。所以,只有真正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提高利用外资的

水平才有了基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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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把引进外资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要实现经济发展的

高增长率,就要不断地扩大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这实际上是把经济发展

的立足点主要放在引进外资上。通过引进外资,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可以有效

地促进经济发展,但不能因此就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移向外资,也不能不考虑

引进外资所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进外资不能依赖外资,利用外

资不能被外资控制,这是必须要把握好的原则,也是必须要确立的观念。

  三是把引进外资与利用外资等同起来,认为只要引进了外资就等于是利

用好了外资,引进外资的数量多,就是利用外资的水平高、成绩大。引进外资

是利用外资的前提,但引进并不等于就是利用好了外资。因为引进了外资并

不一定外资就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也有可能是引进外资失败,造成中外双方

都受到损失。因此,对引进的每一项外资都要进行具体分析,以是否能够成功

利用作为衡量利用外资成绩大小的标准。从而把引进外资的着力点放在有效

地利用上。

  如果以上述的错误观念为指导,引进外资必然是以追求数量为特征的,这
会直接导致利用外资总是在低水平的层次上徘徊。抛弃这些错误的观念,对
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目标进行正确的定位,实现利用外资的观念转变,就是在利

用外资问题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一般规律来看,在引进外资的初期,由于各方面

条件的限制,往往表现出较明显的数量型特征。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随
着利用外资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引进外资的重点也就从以

数量为主转向以质量为主。我国当前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数

量,而在于质量。这就是:不能再把引进外资的数量作为衡量利用外资工作成

绩大小的主要指标,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引进外资是否能够带来我国没有的

先进技术、是否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否能够提高我国经济

的整体竞争能力。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

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只有在伴随着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资

本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地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一国经济国

际竞争力的提高也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本国资本上。
因此,我国当前引进外资的重点是要把外资的数量控制在比较合适的规模,着
力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使用外资的效益,使我国加快走上质量型和效益型

的引进外资的道路。

二、利用外资的形式从注重直接投资向多种形式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外资除了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以外,另一

个特点是在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992年以前,我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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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对外借款。1979~1991年,全国共计利用外资达796.3
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527.4亿美元,占66.2%,外商直接投资233.5亿美

元,只占33.8%。其主要原因是,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投资环境

还不完善,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还不高,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领域限制

也比较多,因而外资对直接进入国内投资积极性还不高。但在1992年以后,
情况则大不相同。随着国内市场的开放度逐步提高,对外资进入的产业部门

和领域的限制进一步放宽。特别是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市

场前景,外资更多的是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我国。这样,我国利用外资的主

要形式也由以对外借款为主转向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具体数字见表2
所示。

表2 1992~2002年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亿美元)

年 份 对外借款 直接投资 其他投资 总 计

1992 79.1 110.1 2.8 192.0

1993 111.9 275.2 2.6 389.6

1994 92.7 337.7 1.8 432.1

1995 103.3 375.2 2.9 481.3

1996 126.7 417.3 4.1 548.0

1997 120.2 452.6 71.3 644.1

1998 110.0 454.6 20.9 585.6

1999 102.1 403.2 21.3 526.6

2000 100.0 407.2 86.4 593.6

2001 - 468.8 27.9 496.7

2002 - 527.4 22.7 55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表中数字说明,1992年以后,外资改变了过去不愿意进入国内直接投资

的情况,而是以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直接进入中国投资,其明确的目标就是

要在中国占领市场、取得利润。正是由于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因此,必须对利用外资的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从更深的层次上看,
对引进外资的形式要做全面的比较和权衡,既要照顾当前的情况,更要考虑长

远的利益。对外借款这一利用外资的形式,好处是不失去市场、不损失利润、
不会形成外商对国内产业的控制,而不利的一面是会背上债务包袱。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这一形式,好处是不会形成国家对外债务,不受还债能力的限制,
但不利的一面是要失去一部分市场、流失一部分利润,甚至会形成外资对国内

一些产业部门的控制。

  外资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控制,在近几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据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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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审批的外商独资企业,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我国短缺产品和鼓励项目,产
品与国内企业产品类同性大,而且独资企业不按报批时产品出口50%以上的

要求执行,造成外商独资企业挤占国内企业市场。另外,在外商投资项目中,
外商取得控股权的项目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投资规模大、技术比较先进、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看好的项目,外商总想取得控制权。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外资进入某个产业以后,对原有的民族产业品

牌进行打压,用外资的品牌取代民族产业品牌,使民族产业品牌的商品在市场

上的份额越来越小,最后是失去市场,外资的品牌则迅速占有市场。这种合资

的结果,企业是做大了,但自己的民族产业品牌却没有了,外资控制了产品的

品牌,也就控制了整个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中资失去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品

牌,企业做得再大,充其量也只是为外资打工。在这一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

是上海家化的“美加净”品牌和北京的“熊猫”洗衣粉品牌。最后,企业只能是

花巨资买回品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名牌,
只有自己的加工能力,就会永远受别人制约,受人家剥削;一个企业如果没有

自己的名牌,在国际贸易中就必须依赖别人,而一旦树立了自己的名牌,这种

关系就会变成互相依存的关系,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达到“双赢”的目的。上

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指出,“品牌战略”实质上是“名牌战略”,它也是资本营

运的一种形式。当前,我国除加强产品生产外,应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发展民族

品牌事业上,以“品牌战略”为龙头来走活关系中国经济大局的民族企业和民

族经济这盘棋,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寄希望于外国资本是极不明智的。

  因此,并不能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构成对外债务就认为是越多越好。从

长期看,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增多,尤其是由外商直接取得控股权的企业增

加,不仅会造成企业利润的大量流失,更重要的是会付出失去市场的巨大代

价,甚至是整个产业为外商所控制。所以,当前应更多地从这一角度来考虑引

进外资的形式。我认为,在利用外资形式上,应该由以直接投资为主向多种形

式转变。

  第一,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借款这两种形式中,应该有一个合理的

结构,既要有外商的直接投资,也要有对外借款,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两

者的合理比例。当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成功率比较高,可以直接利用

外商许多现成的东西,而通过对外借款的形式来搞项目难度比较大,对我国企

业的要求更高。但如果能够通过对外借款的形式获得项目的成功,正是说明

了我们利用外资的能力和水平在提高。否则,我们所说的提高利用外资的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就难以得到体现。因此,要从保护国内市场、保护国内产业

的高度来考虑利用外资的形式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利用外资的形

式,而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直接关联的问题。

  第二,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形式中,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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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是指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引进外

商直接投资这一形式中,是更多地发展外商独资企业,还是更多地发展中外合

资、合作企业? 我认为,应该更多地发展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而不应该更多地

发展外商独资企业。因为我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

管理水平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运作水平,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更有利于这一目

标的实现。要尽量减少外商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比重,因为合资、合作经营企业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要比外商独资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具有积极意

义。同时,在合资企业中,由中资取得控股权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

例。

  之所以要注重利用外资的形式,其实质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中带有根本性

的市场问题。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能否占有市场,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

现在和未来,出让市场、放弃市场,就是放弃了对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作

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围绕着争夺世界范围内的

市场而展开的。资本的对外扩张,总是以扩展自己占有的市场为目标的。外

资直接进入我国,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中国产业的

发展取得不同程度的控制权。这是不能不看到、不能不承认的基本事实,而且

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始终坚持这一点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但在利用外资的形式上,必须

要有市场观念和意识,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占领国际市

场,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把握好的基本战略目标,放弃了这一目标,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只能是为别人“打工”,只能是处于受制于别人的地位。
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借款这两种形式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市场问题,即
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目标定位是占有市场还是出让市场。中国是一个具有13
亿人口的大国,具有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

有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的绝对优势,抓住这一优势,就掌握了一个国家经

济赖以发展的生命线。反之,则相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把经

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放在国内市场上,这既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是在融入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该正确把握好的。

  对外开放不等于不要保护国内市场,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决不就是出让国

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占领和

控制别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地保护国内市场的做法。西方国家

之所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其根本的目的是在于对中国的产

品出口按照“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条款进行制裁。最突出的就是西方国家

对我国的产品出口纷纷进行反倾销调查立案,致使我国的出口蒙受巨大的损

失。因此,我们必须看清西方国家这种做法的实质,并认真制定我们自己的对

策。注重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形式问题,就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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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

在利用外资的形式上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三、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从普遍优惠向产业优惠转变

  引进外资与制定优惠政策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优惠政策为条

件来吸引外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为大规模地引进外资,
国家在关税、所得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对鼓励

外商投资,扩大引进外资的数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我国对引进外资实行

优惠政策的特点来看,其基本特征是地域差异,而不是产业差异。也就是说,
我国优惠政策的差别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地域上(如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

开放城市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而不是体现在不同的产业上。随着引进外资

规模的扩大,各地方为更多地引进外资,又相继出台了各种不同的优惠政策,
以致对外商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这又使地域之间的优惠政策差异逐渐缩小,
从而就使普遍优惠的特征更加突出。这种对外商实行普遍优惠的做法,虽然

在一定的时期内对引进外资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是十分

明显的。

  一是对外商投资没有明确的导向,不利于把外资引导到国内优先发展的

产业中去。在普遍优惠的情况下,外商当然会选择一些投资量小、见效快、经
济效益好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大多是集中在加工工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一

些部门。但是,这些产业并不是我国目前急需外资来发展的,国内企业在这些

产业发展中有自己的优势,并且对发展这些产业也要加以引导和进行一定的

限制。如果外资大量进入这些产业部门,只会加剧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
论是什么产业部门、不论是否一定需要外资来发展,都采取同样的优惠政策鼓

励外资进入,这就使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给抵消了。

  二是对外资实行普遍优惠,不利于引进高技术的项目和加快产业结构的

优化与升级。引进外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能够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

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如果实行普遍优惠的政策,就不能体现出对高

技术项目的优惠。相反,对一些一般性的项目,甚至是要限制的项目,却起到

了鼓励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导致国内急需发展的一些产业,如交通、能源、原
材料和高新技术等基础产业、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难以借助外资的力量得到

发展,而要限制的产业却遍地开花。因此,在实行普遍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引
进外资的导向与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要求是很难协调起来的。如果

引进外资的结果不能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生产技术水平,那就在很大程

度上偏离了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目标。

  三是实行普遍优惠的政策,不利于规范对外资的管理。对外资的普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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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势必造成外资在各产业、各行业全面铺开,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对外资的管

理难度,造成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不够,导致一些外商企业

钻政府管理的空子,进行逃税避税活动。这就使外资企业在得到普遍优惠的

同时,又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从普遍优惠到产业优惠是当前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一个进步,应该制定

对策加以实施。但是,从长远来看,更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引进和利用外

资最根本的方针是靠什么? 是靠优惠政策还是靠规范的投资环境? 当然,制
定优惠政策比较简单,也比较有效,因为这会给外资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

由此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是难以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造

成了外资与中资在国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地位。这样,中资与外资的竞

争中,中资永远处于劣势。外资不仅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

势等,而且还有政策优惠的优势。对外资的这种“超国民待遇”,会造成社会中

的稀缺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不断地流向外资企业,从而直接影响中资企业

的发展。所以,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并不就是仅仅对外资产生影响,在对外资产

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对中资企业产生着消极影响。这两个方面都应该看到,只
看到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个方面是片面的,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的比较中来有

针对性地制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即要使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对

中资企业的消极影响。做到了这一点,也就实际上提高了利用外资的水平。

  因此,在引进外资由追求数量进入着重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必须改变目前

这种对外资实行普遍优惠的做法,从普遍优惠向产业优惠转变,根据外资进入

不同的产业部门,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从而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等我国重点发展的产业。使外资的进入既能够有效地提高这些产业部

门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又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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