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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联动、区域合作与广东省外源性经济转型的研究

刘 力 黄虎波

摘要：在金融危机与国际市场动荡因素影响下，广东省外源性经济面临外部转型压力。广东省以

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为导向，在省内同步推进“双转移”战略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外源性经济

转型。与此同时，广东省通过参与多层次区域合作，整合内外资源与内外市场，以内引外连与内外联

动方式推动外源性经济转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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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广东省外源性经济主要表现为：一是外部资源依赖，二是外部市场依赖。其弊端在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已显露其易受国际市场动荡冲击，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使广东省经济首当其冲受到深刻影

响。因而，外源性经济转型不仅是广东省应对金融危机的当务之急，更是关系到如何培育广东省经济

持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所谓外源性经济转型，一方面是要克服对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

的依赖，开发国内市场与整合内部资源，逐步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

景下外源性经济转型也不应是向封闭经济转型，而是要优化利用外部资源及开拓外部市场潜力，最大

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所谓内外联动，则是指通过挖掘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来化解利用外

部资源与外部市场的伴生风险，从外贸主导转向内外市场互补经济，拓展外资渠道并不断开拓新兴市

场，而广东省的外源性经济转型即是指从外资外贸互动转向内外联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广东省外源性经济转型的内外动力因素分析

1.广东省外源性经济转型的外部因素

（1）国际市场动荡。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是广东省外源性经济的突出特征。长期以来，广东省经济

增长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增长，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省对外贸易在1998年呈现负增长，

其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广东省对外贸易明显受挫并再现其拖累GDP

增长放慢（见图1）。

（2）资源价格高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省外源性经济高度依赖外部资源，以“世界工厂”著

称的珠三角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深受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急

剧上升（见表1），除农业原材料保持窄幅上升外（以2000年为基期），2007年能源与主要工业原料涨

幅均超过1倍，其中铜与橡胶上涨近3倍，石墨价格上涨超过5倍。资源价格上涨是推动珠三角制造成

本上升的首要因素，2008年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约占企业生

产成本上升的10%-12%，高于同期人民币升值和新《劳动法》实施带来的成本上升，而上述三项占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达50%-70%①。显然，这种成本增幅对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是难

以消化的，特别是以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倍感负担沉重，因而迫使广东省外

源性经济加快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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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贸易争端频现。随着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遭遇来自WTO成

员的技术贸易壁垒。2007年以来，WTO主要成员通过的技术贸易措施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2），其

中通报数占前5位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通过技术贸易措施数量约占总通报数的

30%-63%之间。2008年广东省向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等主要市场出口份额分别占广东省外贸出口

的19.1%、15.9%、4.8%和6.1%，合计约达到45.9%。正因如此，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省的广东省

也是技术贸易壁垒最大受害者。2007年以来，来自广东省的产品被拒绝的批次为491个批次，占

25·0%。

表2 WTO主要成员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

年-月

通报总数

同比增长

TBT

SPS

通报数前

五位国家

占总数比

07-12

168

29.2%

95

73

美国、巴西、日

本、韩国、加拿大

46.4%

08-01

215

-2.3%

98

117

46%

08-05

108

-52.8%

55

53

巴西、加、美

韩、菲律宾

58.3%

08-06

188

74%

70

118

美国、巴西

日、韩、加

62.2%

08-07

228

21.3%

129

99

加、美、巴西、

欧盟、厄瓜多尔

39.9%

08-11

238

45.1%

143

95

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

45.1%

08-12

179

-12.7%

107

72

38.5%

09-01

248

1.6%

175

73

33.5%

09-02

193

-

94

99

45%

09-03

259

-

175

84

3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相关数据整理。

2.广东省外源性经济转型的内部因素

（1）新型工业化战略与加工贸易转型。新型工业化战略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制造业升级，以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广东省实施新

型工业化战略，首先面临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省外源性经济结构“偏轻

化”，2000年广东省与珠三角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1540美元和2271美元，但当年广东省轻重工业比重

是54.7:45.3，多年来广东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领先地位，但其经济结构“偏

图1 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增长率按当年价计算。

表1 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指数（2000年=100）

商品 （原

产国/交易市场

年份

初级产品（世界）

非燃料产品（世界）

农业原材料（世界）

能源（世界）

金属（世界）

铜（伦敦交易市场）

巴西铁矿石（巴西）

橡胶（马来西亚/新加坡交易市场）

石墨（伦敦交易市场）

2004

127.2

118.4

100.9

134.9

130.3

157.8

131.6

195.3

194.2

2005

158.1

125.6

101.5

186.3

159.5

202.6

225.8

224.8

214.5

2006

190.8

154.8

110.4

222.1

249.1

371.0

268.7

315.4

283.7

2007

213.4

176.6

115.9

245.3

292.4

393.0

294.2

342.9

567.9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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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不足以承担引领我国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因而广东省提出“适度重型化发展战

略”，2004年其重工业首次超过轻工业，2008年其轻重工业比重转换为40.7：59.3②，成功实现产业结

构的重型化转型以及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

广东省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转型，不仅体现为其附加价值的提升，同时也创造了对中间产品的

大量需求，以及对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而为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更多的市

场机会与配套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加工贸易企业对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此外，广东

省通过发展重化学工业的科技带动与技术扩散效应，同样是促进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推力。

（2）构建国内统一市场的迫切需求。重化学工业也是资源型产业，对能源与初级产品的需求高，

而广东省则是资源较为匮乏的沿海省份，如何克服资源供给的瓶颈是发展重化学工业不能回避的问

题。沿海省份与港口优势可以提供进口资源的便利条件，却不可避免地增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而重

化学工业创造的中间需求与最终市场需求如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则会增加外源性风险。除此之外，广东

省的加工贸易转型同样需要克服对外部资源与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2007年，广东省经济总量约占全

国的11%，人口约为全国的7%，单纯依靠省内市场将会极大限制其经济规模扩张，通过拓展内销市

场就成为广东省克服外源性经济障碍的必然选择。广东省需要内地丰富资源的供给支持，同时也需要

快速成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广东省拓展国内市场并不是要向封闭经济转型，而是

将国内市场作为对外部市场的必要补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外源性经济成长模式培育了其外

销渠道，但内销渠道不畅。加之，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市场化程

度较高，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市场化发育水平较低，因而广东省外源性经济与国内市场还存在着观念与

机制上的对接障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与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推动更大范围的市场化进程而逐步

加以克服。

由于市场化发育程度差异，沿海地区快速经济增长并成为吸引内地资源的洼地。广东省“偏轻

化”加工贸易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内地劳动力，2007年广东省外来劳动力就业为

1900万，多数为低素质劳动力，劳动者技能低也成为加工贸易转型的障碍因素。与此同时，大量的内

地资金涌向沿海，延续了加工贸易的繁荣，却成为区域差距扩大的推手，进而导致我国二元经济条件

下的区域市场分割现象进一步加剧，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通

过出台地方政策来维持其地方市场份额。

（3）广东省“双转移”战略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缓解珠三角地区的要素成本上升压力并带动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2008年广东省提出了促进产业转移与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

即促进“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省东西北地区转移”，以及促进“本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

产业转移”。通过政策引导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腾出空间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是促

进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途径。与此同时，广东省相继出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

决定》，提出未来广东省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制造业”

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将珠三角定位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区。2008年又分别出台《关于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至此，广东省实施新型

工业战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调整思路亦渐趋明晰。

在“双转移”战略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推动下，珠三角产业加工贸易加速转型升级，产业

转移的结构效应提升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层次，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量投资转向广东省欠发达地区，

因此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与珠三角地区的同步产业升级。

三、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的内外联动机制

1.CEPA及补充协议深化“粤港澳合作”

CEPA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内地与港澳紧密合作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CEPA及其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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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1-6）是内地对外签订的内容最全面，开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中国香港实际参与的

唯一的自由贸易协议。CEPA实施6年来，在货物贸易方面，内地对于原产于港澳地区的产品全面实施

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对香港在42个领域共采取250项优惠措施，对澳门在41个领域共采取

237项优惠措施。截至2009年5月，2500家港澳地区服务提供者按照CEPA的优惠措施取得“服务提

供者证明书”，申请投资内地服务业。

为充分利用CEPA及其补充协议，2008年广东省提出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区”，以及应对金融危

机与落实《纲要》提出加强粤港合作发展服务业要求，2008年中央支持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共25

项（包括CEPA补充协议五下17 项和中央支持8项）措施在广东省先行先试， 2009年中央继续加大

支持力度，在CEPA补充协议六的29项政策措施中，有9项在广东省先行先试，涉及银行、证券、海

运、铁路运输、会展、公用事业、电信、法律等8个领域。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再一次将广东

省深化与港澳合作的地缘优势转化为政策优势，并推动粤港澳合作从制造业拓展到服务业，从而为广

东省充分利用港澳服务业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资源条件。

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内引外联”

CEPA及其补充协议在深化粤港澳合作同时，也成就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配合CEPA实施，

2004年泛珠区域“9+2”政府签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构建了港澳与泛珠内陆省份的政府

合作平台，使CEPA协议可以通过泛珠区域合作平台加快在内地实施，这不仅扩大了CEPA的实施效

应，也极大地拓展了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腹地，同时也构筑了一条港澳与东中西地区联动的开放

通道。泛珠区域合作6年来，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投资便利化与区域内产业转移。在投资促进方面，

截至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签约金额超过1.6万亿元。香港与合作

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14个，签约金额1546.22亿元；澳门与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01个，签约金额

40.58亿元，广东省团在前四届泛珠洽谈会中，共签约项目3326个，合同金额达5225.4亿元。在第四

届经贸洽谈会中，仅广东省推出产业转移项目233个，投资总额246.55亿元，比第三届增长31.4%，

占实业项目投资额的24.8%③。泛珠三角合作6年来，通过实施无障碍旅游、交通一体化、西电东送、

产业转移等合作，区域内统一大市场加速形成。围绕上述领域签署合作协议及其逐步落实，也促进了

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加快形成区域内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无障碍”的统一大市

场奠定了区域合作的制度基础。

3.广东省加强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世界眼光”

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

合作框架协议》，标志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正式启动。2006年泛珠区域11位行政首长与东盟10国代

表于第三届泛珠经贸论坛上开展的首次直接对话，开创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跨越国界先河，也标志着“泛珠”与东盟实现了历史性对接。泛珠区域合作为广东

省加强与东盟合作构筑了区域联系纽带。泛珠三角西南省份是我国与东盟国家联系的国际大通道，东

盟国家可以经泛珠西南省份便利进入我国内地，而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及泛珠三角的

经济核心，也是东盟国家谋求加强与我国合作的首选对象。2008年东盟已成为广东省第4大贸易对象

（见表3），在金融危机背景下，2009年1-7月广东省对东盟出口率先回暖④，开拓东盟市场成为增强广

东省抵御外部市场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

广东省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也体现在相互投资方面，2005-2008年广东省实际利用东盟投

资额增长85%，远远高于同期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的55%。其中，新加坡是广东省利用东盟

投资的主体，2008年实际利用新加坡投资占广东省实际利用东盟投资的70%以上，为其实施产业升级

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注入资本活力。而东盟内部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成为广东省

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的投资对象，表4显示了近年广东省知名企业对东盟投资的进入方式。

表3 广东省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增长率

（单位：%）

2002-2008年

2006-2008年

中国香港

194

24

美国

150

15

欧盟

266

34

东盟

214

41

资料来源：2003-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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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珠三角一体化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2008年12月国务院出台《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推进珠三角

一体化进程就是要克服珠三角9城市之间行政区分割障碍，促进要素流动与资源优化配置，探索基础

设施建设、城市规划、产业发展以及社会事业等的政府合作机制，再创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新优

势”。广东省落实《纲要》进一步对珠三角一体化规划为“广佛肇一体”、“深莞惠一体化”、“珠中江

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所探索的多领域、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推进我国行政

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其成功经验可为克服各种体制障碍、落实CEPA及其补充协议下多项服务业在

广东省的先行先试提供经验借鉴，也可以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克服行政区分割障碍乃至广东省加强与

东盟合作克服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等多重障碍提供经验借鉴。事实上，如果珠三角一体化的体制与机

制的省内障碍不能克服，广东省也不可能在参与更大范围的多层次区域合作方面有所作为。因此，珠

三角一体化的推进程度或将左右上述三个层次的区域合作进程。珠三角一体化内部重在“资源整

合”，而对外则彰显其创新“区域合作机制”的示范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广东省为加速外源性经济转型，一方面，以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为导向，通过省内“双转移”战

略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同步推进，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多层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构建泛珠三角“9+2”政府合作平台，加强与东盟经贸合作，拓展内外

市场并整合内外资源，更以《纲要》规划珠三角一体化为契机探索区域合作新机制，构建了内引外

连、内外联动促外源性经济转型的全新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广东省外源性经济转型成就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重型化过程也促进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与高技

术产业发展。其次是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目标引领下，不断深化与港澳地区合作，港澳服务业向内地

扩散带动了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成长。第三，广东省的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具有伴生性。一方

面，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使珠三角可以腾出空间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珠

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增量投资向环珠三角地区迁移，也带动了周边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产业同步升

级。第四，在“双转移”战略与多层次区域合作推动下，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形成以下三个主要路径：

一是向省内欠发达地区转移；二是向泛珠三角内陆省份转移；三是省内企业“走出去”向东盟国家投

资。产业转移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产业升级，同时也促进了要素流动、资源整合与市场整合。产业转

移把广东省经济腹地引向泛珠内陆省份，又进一步拓展到东盟市场。对东盟市场的开拓，加强与东盟

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合作，又进一步丰富了广东省投资主体多元化结构，更可以化解外源性经济的多

种结构风险，诸如投资主体结构与市场结构单一等风险。

表4 广东省部分企业“走出去”的方式

企业名称

深圳华为

广东省丝纺集团

美的集团

深圳市“企业集群”

TCL集团

投资东道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

越南、泰国

越南

越南

投资方式

在吉隆坡设地区总部

在三地建有加工厂

在越南开设三个加工厂在泰国建风扇厂

2007年商务部招标，深圳市中标，在越南北部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开发区。

设境外加工厂

资料来源：据2008年相关数据作者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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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东省构建开放区域经济体系的根本方向不会改变，扩大

开放是为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但同时也需要增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广东省通过参与多层次区域合

作整合内外资源，以内外联动方式化解外源性经济风险的举措是有效的。但广东省参与多层次区域合

作的内外联动机制的持久动力则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利益协调，以及其对泛珠内陆省份、特别是对环珠

三角地区发展的带动能力。广东省参与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同时还需要培育内生增长力量，积极扶持

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与企业扩张，为广东省企业“走出去”搭桥铺路，增强本土企业的跨国经营能

力，这是提升广东省经济持久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东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②数据来源于是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

③数据来源于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http://www.pprd.org.cn。另据第五届泛珠经贸洽谈会数据，期间各省区与港澳的合作项目有

19个，投资总额104.9亿元。

④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统计快报，外贸进出口数据与实际利用东盟投资数据来源于2003-2009广东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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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inkag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ransition of Guangdong’s Exogenous Economy

LIU Li HUANG Hu-bo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turbulence, the exoge-

nous economy of Guangdong Province is confronted with external pressure for transition. Follow the

guidance of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Guangdong is carrying out the Bi-Transfer strate-

gy and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o as to push the transition of exogenous economy.

Meanwhile, Guangdong is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exogenous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ing devel-

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multi-leve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tegrating re-

sources and markets inside and outside.

Keywords：CEPA; Pan-Pearl River Delta;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Regional coopera-

tion; Exogenou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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