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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基础ꎬ外资在提供发展资金、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ꎬ还可能带来“ 溢出效

应” ꎬ有助于民族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然而ꎬ外商资本投入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门槛ꎮ 该
文针对目前中国民族地区外资投入总体不足、利用不合理的状况ꎬ分析了其成因ꎬ并就如何合理利用外资ꎬ最大限
度的利用溢出效应、规避不利影响ꎬ推动民族地区脱贫给出意见ꎮ
关键词:民族地区ꎻ外商直接投资ꎻ溢出效应ꎻ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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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投入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意义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ꎬ民族问题一直备

实现脱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ꎮ
１.２

政府财政投入
经验表明ꎬ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解决资金短

受党和国家关注ꎬ而经济基础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

缺问题ꎬ以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达到脱贫目的

键ꎮ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并

并不可行ꎮ 首先ꎬ在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中ꎬ由于信

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ꎬ东部地区ꎬ尤其是沿海地区ꎬ

息不对称的存在和动机冲突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第

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却越拉越大ꎬ民族贫困地区

一类代理问题ꎬ具体表现为由负责官员不作为导致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ꎬ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发

的资金利用率低下ꎬ甚至侵吞国有资产等现象ꎮ 其

展ꎮ

次ꎬ“ 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 ꎬ以中国民族地区的扶

从现实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ꎬ制约民族地区
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资金短缺( 李绪鹏等ꎬ２００６) ꎬ

贫工作为例( 单德朋ꎬ２０１３) ꎬ自 １９８６ 年国务院扶贫
办成立以来ꎬ虽然民族地区贫困现象得到了极大的

助力民族地区脱贫ꎬ最关键的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ꎮ

缓解ꎬ其高返贫率也不容忽视ꎬ同时ꎬ既往减贫成果

一般而言ꎬ主要有通过自身发展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ꎻ民族地区贫困

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其他资本投入三种途径ꎬ其中ꎬ

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ꎬ在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趋

其他资本投入包括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ꎮ 下面我们
具体分析在民族地区发展中ꎬ不同解决资金短缺途
径的效度ꎮ
１.１

自身发展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目前ꎬ中国学界对民族地区范围的界定涵盖广

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八个
省区ꎮ 自建国以来ꎬ它们就是“ 贫困” 、“ 落后” 的代
名词ꎬ也一直是党和国家“ 扶贫” 、“ 减贫” 工作的重
点与难点ꎮ 由于多方原因ꎬ这些地区普遍产业结构
不够合理ꎬ技术落后、生产粗放ꎬ经济增长缓慢ꎬ单纯
依靠其自身发展进行基本积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９
作者简介:吴锡皓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等方
面的研究ꎻ扈恩萌ꎬ在读硕士ꎬ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等方面的研
究ꎮ Ｅ－ｍａｉｌ:ｘｉｈａｏ＿ｗｕ＠ ｈａｉｎｕ.ｅｄｕ.ｃｎ

于下降的背景下ꎬ民族地区有陷入慢性贫困和空间
贫困陷阱的危险ꎮ 对此ꎬ中国的扶贫政策先后经历
了从“ 普遍扶贫” 到“ 精准扶贫” 再到“ 助力脱贫” 的
转变ꎬ扶贫措施上也从单纯给予贫困者最低生活保
障、提供廉租房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ꎬ转变为同时为
其提供就业岗位、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个人
生存能力的综合性措施ꎮ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ꎬ如何推动政府角色从“ 管理者” 向“ 服务者”
转变ꎬ扮演好“ 看不见的手” 的角色ꎬ是推动民族地
区脱贫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ꎮ
１.３

外部资本投资
建国以来ꎬ财政补贴和国内资本投入一直是中

国很多地区得以获取资金、谋求发展的主要途径ꎮ
直至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ꎬ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日
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ꎬ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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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投资ꎬ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

本文的第二部分简述目前中国民族地区利用外

( 张建华ꎬ２００３) ꎬ国外资本正式登上中国发展的舞

资的现状ꎬ并剖析成因ꎻ第三部分就如何合理利用外

台ꎮ

经济全球化以来ꎬ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国外
资本引入对于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ꎮ １９６０

年ꎬ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ｌ 在 分 析 由 于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 下 称
ＦＤＩꎬ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而 产 生 的 福 利 效 应
时ꎬ首次 提 出 溢 出 效 应 的 概 念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１９７２) 认
为ꎬＦＤＩ 带 来 了 “ 打 包 的 资 本、 管 理 技 术 和 生 产 技

资、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进行探讨ꎬ并指出发展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ꎮ

２

民族贫困地区利用外资现状及成因剖析

２.１

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现状

２.１.１

总量不足ꎬ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ꎬ外商直接投资额

术” ꎮ 换言之ꎬ实际上ꎬＦＤＩ 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ꎬ是

不断增大ꎬ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中国 ＦＤＩ 总流入急

生产要素的广义资本概念ꎮ 实践表明ꎬ国外资本的

近年来ꎬ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ꎬ民族地

涵盖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一系列

剧增长ꎮ 然而ꎬ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见图 １) ꎬ

大量流入往往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

区的外商投资额虽有增长ꎬ但总量上并不显著ꎻ且随

的影响ꎬ如引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

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ꎬ民族地区同东

率和劳动力总体素质ꎬ加剧当地市场竞争、促进创新

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额差距越来越大ꎮ

和产品质量提升ꎬ增加当地企业竞争力ꎬ促进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产生集聚效应ꎬ提高城镇化水平ꎬ等
等ꎮ 中国学者张建华和欧阳轶雯( ２００３) 在以广东

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中技术外溢
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发现ꎬ外资与内资
存在质量差异ꎬ国内企业对外资的利用效率要远高
于其他国内资本ꎮ 也可以说ꎬ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ꎬ
较国内资金而言ꎬ外资更能推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ꎮ
然而ꎬ众多大量承接国外资本投入的地区中ꎬ也
有部分未达到发展预期ꎬ甚至由于发展不当产生一
系列遗留问题ꎬ迫使学者做出进一步研究ꎮ Ｂｏｒｅｎｚ￣

图１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库

ｔｅｉｎ(１９９５) 认为ꎬ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存在门槛ꎬ即只有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４５ ３９０. ２０

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劳动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达到一
定水平时ꎬ溢出效应才会存在ꎮ 换言之ꎬ当被投资地
区自身实力太弱、与投资方差距过大时ꎬ国外资本流
入产生更多的是“ 掠夺效应” ꎬ真正的受益者只有投
资方本身ꎻ只有当被投资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ꎬＦＤＩ

流入才称得上是“ 公平交易” ꎬ双方才能达到互利互
惠、实现双赢ꎮ

科技时代ꎬ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民族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问题ꎮ 在十三五规划的指导下ꎬ西部民族地区应充
分利用国外资本ꎬ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 成本洼地”
优势ꎬ抓住“ 一带一路” 倡议契机ꎬ实现地区脱贫和
经济的跨越式发展ꎮ 而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ꎬ如何
最大限度地发挥溢出效应、规避掠夺效应ꎬ是值得深
入研究跟探讨的问题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不同地区 ＦＤＩ 总量及趋势变动

亿美元ꎬ其中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
流入 ３７ ８０５.６３ 亿美元、４ ５４２.２４ 亿美元和 ３ ０４２.３２

亿美元ꎬ而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仅为１ ５５４.２２
亿美元ꎬ占比不足全国的 ３.４３％ꎬ总量上不及东部地

区的二十分之一ꎬ民族地区的外资投入严重不足ꎬ远
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ꎬ且低于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
区ꎮ
２.１.２

省份间分布不均衡ꎬ省际差异大

同时ꎬ不容忽视的是ꎬ在民族地区间ꎬ各省份的

外资投入量也有显著差异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民族地区
的 ＦＤＩ 总量主要由广西、内蒙古和云南三省驱动ꎬ外
资投入量分 别 为 ４２５. ２９ 亿 美 元、３５１. ４２ 亿 美 元 和

３２７.２０ 亿美元ꎬ累计占比高达 ７１％ꎻ贵州次之ꎬＦＤＩ

总量为 １８１. ４７ 亿美元ꎬ 占比约为 １２％ꎻ 而青海、 宁

５０

吴锡皓等:合理利用外商投资

助推民族地区脱贫

夏、新疆和西藏四省则相对落后ꎬ外资投入总量仅为

言而喻ꎬ近年来ꎬ针对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

２６８.８４ 亿美元ꎬ不足广西一省的 ７０％ꎬ民族地区占

象ꎬ中国区域经济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ꎮ 其中ꎬ孙

比约为 １６％ꎮ

兵(２０１１) 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
键原因ꎮ 中国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ꎬ这一区
位优势为其吸引了更多的经济资源ꎬ其中便包括外
商直接投资ꎮ 反观民族地区ꎬ毗邻中亚、南亚等经济
欠发达地区ꎬ远离资本输出国和国际市场ꎬ很难承接
到大量、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ꎮ
２.２.２

缺乏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纳外商投资、促进地区发

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ꎮ
从投资硬环境上看ꎬ中国民族地区分布于西南、
图２

２０１５ 年民族地区 ＰＤＩ 总量贡献率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库

２.１.３

西北边陲ꎬ地势复杂、自然气候恶劣ꎬ天然闭塞ꎻ由于
历史原因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ꎬ交通不便ꎬ
对外开放程度很低ꎬ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资本

外资企业数量较少ꎬ竞争不足

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外商投资企业

数量众多、竞争激烈ꎬ与之相比ꎬ民族地区外资企业

的流入ꎮ 单就公路建设而言ꎬ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国公路总里程为 ４ ５７７ ２９６ 公里ꎬ平均每平方

千 米公里数为０ . ４８ ꎬ而西部地区的公路总里程为

竞争不足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中国共有外商

５ ６６１ ６６７ 公里ꎬ每平方千米公里数仅为 ０.１９ꎬ远低

万美元ꎮ 其中ꎬ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 ４０７ ４４６ 家ꎬ

不同于西方国家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 关系型

投资企业 ４８１ １７９ 家ꎬ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为 ９４３

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为 ９２７.８６ 万美元ꎻ而民族地区

社会” ꎬ偏好熟人交易ꎬ民族地区发展落后ꎬ市场化

为 １ ０１３.３１ 万美元ꎮ 远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

济———与本地投资者相比ꎬ国外投资者缺乏天然的

共有外商投资企业 １５ ３３８ 家ꎬ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
平ꎮ

外资企业数量少、竞争不足可能会导致外资在
利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伴生问题ꎬ如投资项目质
量差、引资成本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ꎬ同时ꎬ由外资
项目引发的环境问题、生态破坏等ꎬ也不容忽视ꎮ 李

程度低ꎬ市场规则不完善ꎬ更是加剧了这类关系经
人情关系和政治联系ꎻ与其他国内投资相比ꎬ他们又
欠缺寻找和疏通关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ꎬ许
多国外投资者缺乏竞争优势ꎬ根本拿不到较优的投
资项目ꎮ
同时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ꎬ有很多现象也不容

华敏、岳星星(２０１４) 在实证分析检验 ＦＤＩ 溢出效应

忽视ꎬ如部分官员受晋升激励的影响ꎬ为追求在位政

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时也发现ꎬ中国西部地区

绩盲目引进外资ꎬ不管项目质量和是否符合自身发

在利用外资过程中ꎬ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

展实际ꎻ引进后不闻不问ꎬ使得投资者收益未达到预

些小的投资项目上ꎬ普遍存在效益水平低、对经济增

期ꎻ更有甚者ꎬ吃拿卡要、层层剥削ꎬ给外国投资者留

长贡献率低等现象ꎮ

下了极差的印象ꎮ

２.２

民族地区外资利用现状的成因分析
毫无疑问ꎬ民族地区外资投入严重不足、省际差

异大、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导致
的ꎮ 我们将从民族地区的地缘和基础设施、投资软
硬环境、外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和外资利用规划
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ꎮ
２.２.１

地缘和区位导致先天不足

地缘和区位要素对于承接外商投资的重要性不

缺乏良好的投资软环境ꎬ极大地阻碍了国外资
本的流入ꎮ
２.２.３

自身实力弱ꎬ难以吸引优质外资ꎬ且溢出效

应的吸收能力差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ｍ 等(１９９６) 认为ꎬ外商直接投入

对一地区的增长作用是多方面的ꎬ对技术先进国和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ꎮ 郭庆然(２０１３) 在利用
中国数据实证检验 ＦＤＩ 溢出效应对地区发展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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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投入不足的状况ꎮ
同时ꎬ由于自身实力太弱、对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吸

吸收能力不同ꎬＦＤＩ 溢出效应会导致发展结果上的
差异ꎮ 其中ꎬ影响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收能力不足ꎬ甚至有部分地区未达到外资溢出效应

的主要因素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

作用的门槛ꎬ外商投资流入产生了资本的掠夺效应

平、对外开放程度、市场竞争、人力资本状况、经济及

和对内资的挤出效应ꎬ不利于地区发展ꎮ

产业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ꎮ
如上文所言ꎬ中国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
够完善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ꎬ对外联系不够密切ꎬ
市场化水平不高、市场竞争相当不足ꎬ同时ꎬ由于观
念保守、落后ꎬ早年教育投资不足ꎬ民族地区的劳动
力素质有限ꎬ加之近年来受“ 外出务工潮” 影响ꎬ大
量高素质劳动力涌入东部发达地区ꎬ加剧了民族地
区高素质人力资本短缺的问题ꎮ
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ꎬ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

而且ꎬ研究表明ꎬ金融市场能够通过促进储蓄转
化为投资、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等渠道放大 ＦＤＩ 溢出
效应( 丁叶ꎬ２０１３) ꎮ 中国民族地区金融信贷市场发
展不完善ꎬ也抑制了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ꎮ

２.２.４

外资利用缺乏合理规划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ꎬ除了内资企业

的消化吸收能力以外ꎬ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也会
影响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 何顺兰 ２０１７) ꎮ 中国民族地
区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ꎬ具体表

发展ꎮ 从产业分布上来看( 见图 ３) ꎬ较全国平均水

现为重数量而轻质量ꎬ忽略外资驱动发展方向与自

平而言ꎬ２０１５ 年ꎬ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ꎬ且

身发展规划之间的差异ꎬ忽略投资方同自身的差异ꎬ

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生产效率低

引入不适合地区发展战略的外资ꎮ

下、投入产出比低的行业ꎬ科技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并
不高ꎻ同时第一产业仍占相当大比重ꎬ为 １３.３６％ꎬ远

高于全国的 ８.８３％ꎻ第三产业中ꎬ零售、旅游及伴生

的服务业贡 献 率 不 容 忽 视 ꎬ占 第 三 产 业 总 产 值 的

１８.２０％ꎮ

３

合理利用外资的措施探讨
在“ 十三 五” 规 划 的 指 导 下ꎬ 如 何 合 理 利 用 外

资ꎬ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脱贫ꎬ进而达到共同富裕ꎬ是
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ꎮ 同时ꎬ民族问题无小事ꎬ在利
用外资进行发展的过程中ꎬ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不
容忽视ꎮ
３.１

合理利用外资的措施探讨

３.１.１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改善投资硬环境

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ꎬ改

善基础交通、水利及通信条件ꎬ改善投资硬环境ꎬ弥
补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ꎮ 同时ꎬ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契机ꎬ扩大省际、国际合作ꎬ完善基础交通网
络ꎬ建设综合性交通枢纽ꎻ综合发展海、陆、空运输途
图３

２０１５ 年民族地区和全国的三产 ＧＤＰ 贡献率对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数据库

毫无疑问ꎬ外商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寻找效率、市
场和资源 ( Ｒａｊａｎ＆ Ｈａｔｔａｒｉꎬ２０１２) ꎮ 在这种状况下ꎬ

径ꎬ构建现代物流框架ꎬ降低交通运输成本ꎬ加强同
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ꎮ
３.１.２

加大反腐力度ꎬ完善市场规则ꎬ改善投资软

环境

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要有严格的市场制度作保

民族地区能提供的有前景经济项目数量有限ꎬ很难

障ꎮ 在中央“ 反腐倡廉” 思想的指导下ꎬ加强地区法

吸引优质、资本雄厚的外商投入ꎮ 虽然其自然资源

治建设ꎬ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用权ꎬ加强对相关岗位

相对丰富ꎬ在改革开放早期ꎬ外商投资多集中于一些

公务员权利的制约和用权的监督ꎻ做好普法工作ꎬ培

矿产品原石、粗加工的项目ꎮ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

育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法治意识ꎬ畅通群众监

系列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定ꎬ限制矿产资源

督和举报渠道ꎬ将整个地区纳入“ 反腐” 体系中ꎻ同

的直接出口ꎬ影响了外商投资的流入ꎬ也加剧了外资

时ꎬ完善市场规则ꎬ公开、透明项目招标、投标过程ꎬ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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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关系经济向竞争经济转变ꎬ改善投资软环境ꎬ吸

同时ꎬ承接产业也转移ꎬ也有利于高素质的劳动

引外商资本投入ꎮ

力回流ꎬ提高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提升人力

３.１.３

资本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空巢老人” 、“ 留守儿童” 、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ꎬ提高区域市场化

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发展水平、市场化
水平和外资利用率ꎮ 提高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
度ꎬ提升区域市场化水平ꎬ适度增加区域内的企业竞

“异地高考” 和“ 春运” 等社会问题ꎬ减轻东部地区社

会的不安定性ꎬ有利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ꎮ
３.１.６

完善金融体系ꎬ畅通融资渠道

在谋求自身发展、实现脱贫转变的过程中ꎬ除了

争ꎬ能够推动区域发展ꎮ 国家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设

依靠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资金的投入ꎬ民族地区还

立重点边境城镇、口岸及开发区ꎬ借鉴东部地区的发

应调整既有金融结构ꎬ完善自身的金融体系ꎬ优化区

展经验ꎬ设立民族自贸区等ꎬ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

域内部的资本市场并加强同外部的联系ꎬ以传统融

持ꎮ

资方式为基础开拓多样化的融资渠道ꎬ畅通企业ꎬ尤
民族地区应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

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ꎮ 充分利用国内资

略ꎬ加强和外部区域的沟通、合作与联系ꎬ不断拓宽

本ꎬ合理利用国外资本ꎬ解决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ꎬ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市

问题ꎻ同时ꎬ扩大 ＦＤＩ 的外溢效应ꎬ推动区域实现跨

场ꎮ

越式发展ꎮ

３.１.４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ꎬ但

３.１.７

有选择地引入和利用外资ꎬ避免陷入外资陷

阱

由于地区闭塞、发展落后ꎬ早期教育投入不足ꎬ使得

民族地区在引进外资的时候ꎬ要进行评估和权

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学历不高、观念守旧ꎬ劳动力素

衡ꎬ不能一味的注重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忽略外资

质有限ꎮ 这也导致民族地区吸纳的外资多集中于劳

质量ꎻ同时ꎬ一定要做好地区发展规划ꎬ发挥地方优

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低

势、依托地方特色ꎬ明确利用外资的方向及地区产业

的产业ꎮ 对此ꎬ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ꎬ尤其

发展的特点ꎬ结合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ꎬ引进适度差

是要解决女性受教育问题ꎬ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思

距的外资ꎬ最大化发挥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ꎬ尽可能地规

想道德素质ꎻ同时ꎬ由政府出资ꎬ免费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ꎬ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素质ꎬ以适应产业

避其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和资本掠夺效应ꎬ促进地区
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结构升级的要求、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ꎮ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ꎬ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借

更重要的是ꎬ中国高等院校要以市场为导向设

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经验ꎬ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

置培养专业、指定培养计划ꎬ培育能满足中国发展需

理ꎬ规划外商投资布局ꎬ合理引导外资流向ꎬ学习国

要的高质量人才ꎮ 区域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

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ꎬ结合本地实际ꎬ因地制宜ꎬ

策ꎬ激励企业培养、聘用高层次的管理人才ꎬ鼓励创

发挥区域特色ꎬ坚持绿色发展ꎬ避免走“ 先污染、后

新ꎻ由政府出面引入高素质的专业人士ꎬ提升民族地

治理” 的老路ꎮ

区的人力资本ꎬ以科学的方式谋求自身发展ꎮ

３.１.８

３.１.５

充分利用内资ꎬ承接区域产业转移ꎬ提高自

实行差异化 的 地 区 发 展 战 略ꎬ 加 强 区 域 合

作ꎬ利用辐射效应ꎬ实现共同发展

身实力

中国民族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ꎬ其中ꎬ广西、内

发展不足、发展方式不当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经

蒙古、云南三省因先天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发

济发展 方 面 的 主 要 特 点ꎬ 也 是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ꎮ

展起步早、产业结构较优等原因ꎬ经济发展比较好ꎬ

(郑长德ꎬ２００９) 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

对 ＦＤＩ 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也比较强ꎮ 可以考虑在

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经济ꎬ实现产业

政策支持ꎬ实现区域优先发展ꎮ 同时ꎬ加强民族地区

结构的优化升级ꎬ推动地区经济发展ꎬ为国内外投资

间的沟通与合作ꎬ利用辐射效应ꎬ带动其他相对落后

者提供更多有前景、有特色的投资项目ꎬ更好地发挥

的民族地区ꎬ逐步实现共同发展、完成脱贫攻坚的任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ꎮ

务ꎮ

用“ 洼地效应” ꎬ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ꎬ发展

民族地区内部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ꎬ给予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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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国家政策导向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ꎬ民族地

区利用外资谋求自身发展ꎬ离不开法治和政策的监

[５]
[６]

管及保障ꎮ 目前ꎬ从宏观上看ꎬ虽然中国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对民族地区发展和利用外
资等相关的问题做了规定ꎬ但太过笼统ꎬ可操作性不
强ꎬ执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效果上大打折扣ꎻ从微
观上讲ꎬ部分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一些优惠政
策ꎬ但由于政治晋升动机的存在ꎬ不可避免地具备短
视特质ꎬ缺乏整体性和长期规划ꎬ而且ꎬ民族地区间
的政策差异也会导致“ 弱者更弱” 的发展状况ꎬ不利
于区域合作ꎮ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针对少数民族
地区利用外资相关问题的法律、规章和政策ꎬ为利用
外资的产业、规模、方式、管控以及优惠政策等提供
明确的指导思想ꎬ将民族地区纳入一个整体ꎬ并给予
不同地区一定的自主权ꎬ让外资引入在法律的框架
内有序运行ꎮ 同时ꎬ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ꎬ鼓励外商
来民族地区投资ꎮ
３.２

利用外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引进外资、解决民族发展问题时ꎬ一定不要忽

视民族团结和稳定等问题ꎮ 在利用民族地区生产成
本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
级的过程中ꎬ一定要做好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劳动保
护工作ꎮ 由地方政府牵头ꎬ制定相关法规ꎬ确定最低
工资和最高工时标准ꎬ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ꎻ同时ꎬ加强劳动法的普及培训ꎬ畅通维权
渠道ꎬ倡导依法维权ꎬ从源头上避免因劳工纠纷引起
的民族纠纷ꎮ 同时ꎬ要注意外资引入过程中伴生的
文化冲击ꎬ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ꎬ抵御
文化入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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