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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與留都是那麼自然，中國市場和消費者最終將
決定誰該去、誰該留。」對中美兩國市場均有着深入了
解的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表示，是堅持出口
導向型還是轉向價值附加型發展之路，也即向中國市場

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轉變，將最終成為包括外資在內的中國
製造業企業，選擇遷移與留下的關鍵因素。

外遷案例逐漸增多
隨着生產成本持續攀升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等因素影響

，近年在華外資製造業企業向東南亞等地遷移已漸成趨勢。
而金融海嘯爆發後，歐美各國力推 「再工業化」，鼓勵在外
投資的本國企業回遷，在華外企又開始出現 「回歸本土」的
跡象。

今年以來，有關在華外企遷移的新聞開始頻頻見諸報端
，有媒體甚至宣稱，在華外企正在大規模撤離中國。例如福
特汽車宣布將1.2萬個工作崗位從中國、墨西哥等地區遷回美
國；長期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日本富士通公司計劃到2013年
，將從日本出口的個人計算機數量增至 220 萬台，達到 2011
年度的 3 倍；位於中國青島的 14 家韓國寶石、飾品企業，也
將返回韓國；富士康則計劃在未來5到10年中投資50-100億
美元，在印度尼西亞開展業務。

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今年4月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106家受訪企業中共有37%的企業計劃或正在考慮將製造業務
遷回美國本土。美國商會和新加坡美國商會9月發布的一項調
查也顯示，21%的美國公司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將部分投資或
業務從中國轉向東盟。

上述現象和趨勢已對中國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資）造成
一定衝擊，江蘇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的一份內部調研報告
指出，國際經濟深度調整，歐美力推 「再工業化」，回歸實
體經濟，與中國貿易逐步由互補性轉向競爭性，勢必造成引
進外資特別是高端引資難度將不斷加大。

作為中國吸收FDI最多的省份，江蘇今年引進外資數量明
顯下降。前三季度，該省新設外資企業 2945 家，同比下降
10.8%；實際到帳外資 256.5 億美元，同比增長 3.0%，遠低於
往年。江蘇只是全國的一個縮影。據商務部統計，自去年 11
月以來的一年內，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額除今年 5 月同比增長
0.05%外，其他月份均為負增長。

完全符合市場規律
在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南寶樹脂（中國）有限公司

總經理孫德聰看來，外企遷移完全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正常現
象，大可不必擔憂。 「哪裡便宜哪裡去」，他說，20多
年前台灣生產成本上升、環保壓力增加，台企開始遷
移到大陸，如今大陸沿海地區也面臨着台灣當年的
問題。

同時，馬英九在台灣執政後，積極推動台商
回台投資，並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孫德聰稱
，部分台商確實有計劃回台，這固然與新政
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因為大陸生產成本不斷
上升，員工素質不是很高但薪資卻在不斷
上漲。而台灣這些年薪資及土地成本上漲
不大，對於一些自動化程度較高、用人
不是太多的企業來說，回台投資也是不
錯的選擇。

實際上，目前台企中真正回台
投資的相當有限，但向東南亞地區
遷移卻不在少數。不過孫德聰指出
，大多數台企其實並不是完全遷移
，到東南亞地區投資建廠其實是出
於擴充產能和分散布局的考慮，
「現在包括富士康在內的不少台資

企業到印尼投資 『卡位』，就是看
中印尼兩三億人口的消費市場。」

浙江一家從事精密製造業的日
資企業高管吳先生表示，日企向日
本或其他地區遷移尚屬個案，沒有
形成趨勢。他說，一些日企回遷主
要是本土化程度不夠，不能適應中
國市場的快速變化和激烈的市場競
爭，而所謂的中國投資環境不好、勞動
力成本上升等等都只是藉口。例如某一
從事電腦配件生產的日企計劃回遷，主
要是競爭不過富士康，迫不得已才回遷。

美企仍在加速進入
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也不

認為包括美資企業在內的外企正在大規模撤
離中國。華南美國商會每年對會員企業調查
後形成的報告都顯示，美企仍在加速進入中國，
並持續擴大在華投資。

不過哈利強調，外企在華投資環境已發生重大變
革，包括土地、稅收等各種優惠條件，以及廉價的能源
、充沛的勞動力供應都已一去不復返，再加上環境標準上
調、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外企必須對發展戰略作出相
應調整，向價值鏈上游轉型，而不是過去傳統的產品。吳先
生亦認為： 「如果還想依靠中國低廉的勞動力來創造價值，
肯定沒有前途。」

儘管一些在華外資企業出於各種考慮開始
遷移，但由於中國製造業仍然具有難以替代的
優勢，特別是中國市場的購買力逐漸增強，大
多數外資企業仍將中國作為其投資首選地。

華南美國商會的調查顯示，其會員企業當
年在中國內地新僱用了超過 5 萬名員工，2012
年這一數字仍在增長。該商會會長哈利．賽亞
丁說，商會會員企業中，有很多企業都在華南
地區繼續新建工廠，這些會員企業的業務平均
每年都有30%的增長，表現良好。就算在今年
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華南美國商會會員
企業的在華業務仍然增長了18%左右，這一增
長水平足以支撐他們在華南地區的擴張。

內需市場具巨大吸引力
「今天的中國市場，對任何一家外資企業

都是不可低估的市場。」哈利指出，中國消費
市場的潛力已經開始爆發，因此很多在華美資
企業的業務開始由過去以出口為主轉向主攻中
國市場。例如美贊臣及P&G現在三分之一的產
品都在中國市場消費，在最近十年，他們在中
國的工廠已基本不再從事出口生產，而完全是
為了滿足中國市場需要而運營。

從2003年開始，華南美國商會每年都對會
員企業進行調查。最初世界 500 強企業中，僅
有 20%針對中國市場提供產品成本，80%產品
針對國外市場。但2011年，這一情況發生逆轉
，變為 70.5%的企業向中國提供商品和服務，
僅有29.5%仍以出口業務為主。

「出口產品如果賺一美元，那麼內銷則能
賺三美元。」哈利

說，現實情

況是，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追着中國的市場開
發節拍，在中國開設了更多的工廠。他認為，
製造業將越來越靠近消費群體，以減輕環境壓
力和運輸費用， 「哪裡有顧客，哪裡就會有製
造業工廠」。

知名台資電腦廠商宏碁個人電腦產品部總
經理邱健庭亦指出，中國龐大的市場對於任何
一家企業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就電腦行業來
說，中國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其份額遠
遠超過美國或其他國家，但從個人電腦普及率
來看，目前美國每 1000 人大概就有 1026 台電
腦，但是中國連 200 台都不到，所以中國市場
還有將近5倍甚至更高的成長空間。

完善的產業鏈無可替代
邱健庭認為，中國在發展製造業方面很多

優勢是其他國家無可替代的，例如全世界沒有
哪個國家能像中國提供這麼多的勞動力，而且
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正在不斷提升，大批高素質
人才的成長將使中國成為一個研發創新中心。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製造業體系日漸成
熟，很多行業的產業鏈已經非常完善。 「中國
與美國一樣，市場龐大，生產環節通常可以國
內解決。而同樣的生產過程，在中美之外的其
他國家，可能需要幾個國家合作才能完成。因
此，中國的製造業的優勢是不可替代的。」哈
利如此評價中國製造業的優勢。

前述日資企業高管吳先生也表示，很多日
資企業在中國已擁有成熟的配套供應商，如果
遷移到日本或其他國家還要重新建立供應商圈
子，這方面困難很大。如果出現不良產品，可
能還要到中國尋找零部件供應商，反而會增加

成本。
他說，中國市場對日資企業具有強大的

吸引力，很多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日資企
業都不會輕易遷移，例如精密機床
、汽車等領域的一些企業，不僅不

會遷移，近期還有增加投資
的計劃。另外一些企業即

使遷回日本，也應該只
是高端研發等部分業

務遷回，具體的生
產製造還是留在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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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還是遷走？這對於蘋
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總裁
郭台銘來說，是一個新的戰略考
驗。說是留下？他卻加快了海外
布局，進軍巴西和印度尼西亞；
說是遷走？他反而透露稱，美國
總統奧巴馬前年就逼喬布斯，讓
郭台銘將生產線搬回美國，但最
後他以中國擁有美國無法比擬的
供應鏈等優勢而拒絕了。
圖文：本報記者 黃裕勇 賀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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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中國製造業企業的遷移一直在悄
然進行，其中除了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也
包括中國本土企業。而相對於向境外遷移，
在中國境內不同地區的遷移早已相當普遍。

越南中國商會胡志明市分會副會長孫巖
長期致力幫助中國企業赴越南投資，他感覺
從中國遷往越南的企業以長三角企業居多，
珠三角次之，其中又尤其以台資企業為主，
此外也有不少日韓企業將其在中國的生產基
地部分外遷到越南。

「現在中國製造業企業也開始向越南發
展」，孫巖舉例說，浙江民營企業海亮集團
在越南投資設立銅業公司，僅一個月就節省
電費逾千萬元人民幣。 「正是看到了越南的
巨大投資潛力，海亮集團一下子在越南投資
設立了三家企業。」

他說，雖然越南也開始進入工資上升通
道，今年越南更會將最低工資大幅上調四成
，但即便如此，其普通工人月薪也僅 150 美

元左右，相當於1000元人民幣水準，仍遠低
於中國當前的工資成本。

孫巖認為，中國有三類型企業會遷往越
南，首先是勞動力非常密集的企業，其次是
原油、礦產、農業資源等資源產品深加工企
業，另外是對能源需求巨大的企業，因為越
南電力豐富且價格低廉。

「內遷」 多於 「外遷」
就他看來，中國製造業應該向外走，運

用中國成熟的製造業優勢，輸出中國創造、
中國技術，以避免國際貿易糾紛。 「像中國
的光伏產業，既耗能，又面臨國際反制，應
該早就投資越南。」

身兼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昆山台協
會輔導會長的南寶樹脂（中國）有限公司總
經理孫德聰說，目前台資企業從中國大陸向
東南亞等地遷移並不普遍，反而是在大陸內
部的遷移更為常見。不過他同時強調，企業

遷移要綜合考慮當地的綜合投資環境、原材
料取得是否方便、生產配套體系等等因素，
所以大企業一般不會輕易地將全部業務遷移
到他處，完全遷移的大多是中小企業。

南寶樹脂 8 年前就到越南投資布局，去
年又在越南開工興建第二家工廠，並在今年
上半年投產。而在此之前，南寶樹脂已在中
國大陸投資十餘年，最初在福建、江蘇等沿
海地區，隨後又在西部地區多個省市投資建
廠，目前其中國區總部位於江蘇昆山。

孫德聰表示，無論是到越南還是中國大
陸西部地區建廠，都是公司業務發展的需要，
並不會因此就要從昆山撤資遷移。相反，還
會繼續加大在昆山的投資，因為當地的業務
已經非常成熟，而且市場環境也相對較好。

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也認為
，外資企業在從中國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擴
建生產基地，更多是基於對市場的掌控。隨
着中國內陸地區市場逐漸成熟，出於靠近消
費群體的經營理念，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在
這些地區仍將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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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賽亞丁
不認為外企正在
大規模撤離中國

▲富士康近年大舉向中國內陸和
東南亞地區遷移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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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2年11月

10月

9月

8月

7月

6月

5月

4月

3月

2月

1月

11年12月

11月

金額
（億美元）

82.90

83.10

83.28

83.26

75.80

119.79

92.29

84.01

117.57

77.26

99.97

122.42

87.57

同比
變幅（%）

-5.40

-0.24

-6.81

-1.43

-8.70

-6.89

+0.05

-0.74

-6.07

-0.90

-0.30

-12.73

-9.76

新批
設立

外企（家）

2482

1996

2248

2100

1972

2444

2245

1637

2374

1603

1402

2626

2718

同比
變幅（%）

-8.70

+1.78

-6.37

-12.72

-7.76

-16.27

-6.11

-26.09

-6.46

+38.67

-37.49

-15.40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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