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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影响因素选择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风险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52国实证分析 

徐家庆  张清玥 

摘要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52 国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关影响因素

的作用机制符合 OFDI 理论预测的一般性规律，如东道国发展水平对中国 OFDI 具有显

著促进作用的因素；但也存在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殊性，GDP、东道国工业化程

度对中国 OFDI 具有负向效应的因素；此外，还有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国家模型中表现

出了截然相反的作用机制。在对上述特殊性进行分析基础上，文章对中国 OFDI 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存量分布进行了统计并发现：中国 OFDI 主要集中在没有与中国签订 FTA

的国家及伙伴关系级别较低的国家，由此导致中国 OFDI 面临较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

风险。最后文章提出从政产学研协作，加强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研究；发展和维护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双边关系；完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提升信用保障水平等对

策建议。 

关键词  区位选择  一带一路  OFDI  风险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1 

 

一、引言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创新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

式，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发挥首倡国作用，我国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各类投

资主体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据统计，2013年到 2016年，我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从 126.3亿美元增长到 145.3亿美元，增长了 15.04%。

其中，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 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占到 2016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简称 OFDI）总额的 8.5%。中国投资

的快速增长有效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

济发展，提高了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但也不可避免面临对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控制问

题。 “一带一路”沿线涉 60余个主权国家，其民族文化多元化程度高、发展水平差异大，

且沿线国家近 70%处于中等风险水平，约 25%的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而低风险国家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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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可数。此外，世界主要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早已展开激烈竞争，纷纷提出自己

的战略，以期维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塑造能力，如俄

罗斯 2002 年与印度、伊朗共同提出“北南走廊计划”、日本 2006 年提出的“自由与繁荣

之弧”、欧盟 2009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 2011年提出“大中亚思想”和“新丝绸

之路构想”等。上述国家的企业不但拥有丰富的跨国投资经验，而且还掌握着先进的管

理经验和大部分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OFDI不仅要应对东道国各种复杂环境所带来

的风险，还要应对各大跨国公司竞争所带来的风险。近年来，我国 OFDI项目被搁置乃

至取消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中缅密松大坝工程、中缅莱比塘铜矿、中斯科伦坡港口城项

目、中泰“高铁换大米”计划等。投资项目搁置和取消不仅影响我国政府声誉，给相关企

业造成惨重的损失，也给双边关系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

进。基于此，哪些因素影响我国 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区位选择？我国 OFDI 在沿

线区位选择的格局与特征如何？当前中国OFDI区位分布面临什么风险？如何应对这些

风险？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本文将

从我国 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识别开始，并以此为基础，分

析当前我国 OFDI区位选择格局特征及存在的风险，最后提出防范化解我国“一带一路”

沿线 OFDI风险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与问题提出 

当前，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的关注随着倡议的深入推进而迅速升温，

并集中于如下两个方面。 

（一）影响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 

影响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众多，内部化理论（Peter J. Buckley & Mark Casson，

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John H. Dunning，1993）为研究发达国家 OFDI区位选

择奠定了基础与框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 OFDI的快

速发展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学者将上述研究框架用于对中国OFDI动因的研究，

如 Kevin G. Cai（1999）、杨大楷等（2002）、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王永钦等（2014）

等，他们将中国 OFDI动因归纳为寻求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战略资产、避税、

发挥自身优势和其它非经济因素等方面。此外，以引力模型为基准对中国 OFDI区位选

择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程惠芳和阮祥（2004）认为，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

收入和距离对中国 OFDI有影响，宗芳宇等（2012）探讨了 BIT、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

国制度对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性作用，王永钦等（2014）则认为东道国政府治理

水平和避税因素对中国 OFDI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合作重点，这为中国在沿线国家的 OFDI 创造了新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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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也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形成了有价值的成果。陈伟光和郭晴（2016）发现，东

道国经济水平、市场容量和人均收入对中国 OFDI具有显著影响。姚战琪（2016）分析

指出，政治环境、政府效率和劳动力丰裕程度对中国 OFDI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李勤昌

和许唯聪（2017）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对其出口和资源禀赋对中

国 OFDI呈显著正向效应。彭继增等（2017）认为，科技水平、资源、基础设施与税负

是吸引中国投资的重要因素。张元钊（2017）发现，东道国人类发展指数、政治风险、

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率及经济自由度对中国 OFDI具有显著影响。韩民春等（2017）

则认为，中国在沿线 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二）中国 OFDI风险研究 

OFDI 国别风险被认为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风险四类（Bouchet 等，

2003），雅各布森（Jakobsen，2010）认为政治风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企业“走

出去”成果、收获颇丰，但教训更多。因此对中国 OFDI面临风险的研究逐渐从风险的描

述性分类（杨丽梅，2006；聂名华，2009）拓展至对各种风险影响及来源的实证研究，

如汇率的影响（崔宗模、全兵南，2007）、 法律和环境风险等影响（邱立成、赵成真，

2012）。 

资金融通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之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加大投资既是作

为首倡国的责任之举，更是推动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治理体系改进与完善之措。但这

对现存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冲击性影响，由此在“一带一路”地区及国际金融市场形成针

对我国“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的“敌意风险”（保健云，2017），引发了学者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国家 OFDI风险的重点关注。首先是以风险案例归纳或描述为基础的研究，

如周宝根、田斌（2016）对风险的分类，孙南申（2018）对风险管理、转移及救济措施

的分析，尹晨等（2018）关于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家级风险管理中心以应对沿线 OFDI

风险的具体建议等。其次为风险来源、分布的定量分析。李峰（2016）以 PRS风险评估

指南（ICRG）与世界银行的《2015 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为基础分析风险来源，方旖

旎（2016）以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CROIC-IWEP）为基础分析了沿线基建

类投资所面临的经济类与非经济类两大风险，李原等（2018）以 ICGR为基础分析了风

险来源与分布，洪菊花等（2018）以重大项目典型案例分析为基础构建风险评估指标并

进行相关评价。此外，还有对宗教风险（丁剑平等，2017）、东道国自然资源和与东道

国良好双边关系对中国 OFDI投资风险的影响（韩民春等，2017）等方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角度与指标数据方面差异，目前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各有不同，即相关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

（韩民春等，2017）。此外，对中国在沿线 OFDI风险的研究也存在研究对象针对性不

足、未与我国 OFDI分布结合等问题，无法实现“通过区位选择规避风险的目标”（郑磊，

2011）。因此，以“一带一路”沿线 52个国家为明确样本，多维度构建中国 OFDI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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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 OFDI 存量在不同类型国家分布，研究潜在风险，

并提出规避策略，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上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中国 OFDI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中国 OFDI存量①为因变量，并从反映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及其它状

态属性两个角度构建影响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指标体系，以克服当前研究中的不

足。 

（1）因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3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为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异方差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模型中使用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但由于

中国在有些年度对样本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存在 0值，直接进行对数处理会出现数据缺

失和自选择问题，因此借鉴 Bénassy-Quéré（2007）、Lane 和 Milesi-Ferretti(2008)的做

法，将被解释变量先加 1再取对数，即 *ln ln( 1)OFDI OFDI= + 。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原

来 OFDI存量为 0的，取对数值后仍然为 0。 

（2）自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首先，反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本部分指标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

人均 GDP（RGDP）、人均就业 GDP（SLGDP）、出口（EX）、进口（IM）和贸易依

存度、工业增加值（IND）、工业化程度（INDR）、劳动力（LDL）、固定资产投资（K）

及汇率（HL）等指标。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本文用消费价格指数对 GDP、RGDP、EX、

IM、IND等指标进行平减处理，并因异方差影响的存在对所有指标值取对数。 

其中，工业化程度采用工业增加值（IND）与 GDP的比重来度量（INDR），即 INDR=
工业增加值

GDP
。反映各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即固定资产投资（K）的原始变量为固定资本

形成。由于没有固定资产投资存量-指标，因此采用永续盘存法将流量转化为存量，借鉴

张军等（2004）的做法，将折旧率 设定为 9.6%，即 1(1 )it it itK K I−= − + 其中 i表示 i

国，t表示第 t年， 为经济折旧率 =9.6% ， itI 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此外，对于反映

各国货币稳定性指标即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HL），因各国汇率差异很大，为消除异方

差性，对汇率采用对数化处理。又因为数不少的国家货币汇率小于 1，直接取对数会导

致负值，影响对模型的估计，因此仿效对 OFDI的处理，先将各国汇率加 1然后再去对

数，即 *ln ln( 1)HL HL= + 。 

 
①由于 OFDI 流量存在为数不少的负值，对数据分析而言将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因而选择中国

OFDI 存量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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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反映各国状态属性的指标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还有其它许多因素影响中国 OFDI的区位选择。如参加国际

多边组织情况、缔结 FTA情况、接壤情况、资源禀赋情况、国家间关系等，因此本文在

模型中加入了上述反映东道国状态属性的指标，以期更全面的衡量影响中国 OFDI的因

素及效应。 

WTO 是战后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主要涉及贸易规则及投资合作等，因此对国

际投资具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引入虚拟变量“是否为 WTO 成员”用于分析中国 OFDI 是

否偏好于投资 WTO 成员，如果为 WTO 成员国设置为 1，否则设置为 0，预期符号为

正。 

各国除在WTO框架下合作外，还纷纷建立级别更高的自由贸易区。截止目前，我

国与东盟 10国、瑞士、新加坡、马尔代夫、格鲁吉亚、韩国和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本文引入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FTA），

FTA=0 表示该国没有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若 FTA=1 表明该国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

但未生效；FTA=2则表明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且生效。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理论，OFDI 存在由近到远依次推进的特点，“是否接壤”有可能

会对中国 OFDI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引入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接壤”（Border），

若与中国接壤，设置为 1，否则设置为 0。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资源获取是国际 OFDI的主要动机之一。因此本文引入资源禀

赋指标（Resource）①，若资源禀赋≥15%，设置为 1，否则设置为 0。 

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对外商直接投资布局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引入虚拟变量“与中

国关系密切程度”（Partnership），将一般关系设置为 1，根据双边关系级别的不断提升，

逐渐提高数值，该指标最高的国家为巴基斯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数值为 13②。 

2.模型构建 

自丁伯根（Tinbergen，1962）将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研究后，不断有学者将该模

型应用到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借鉴Kevin G. Cai（1999）、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研

究，本文选择数据统计相对完善的“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构建中国

OFDI区位选择模型，探讨东道国各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以相关

因素分类为基础分析中国OFDI存量分布格局及面临的风险，具体模型如下： 

13 19
*

0

1 14

ln influence , 1,2,...,13, 14,8,...19i i k j

i j

OFDI Dummy i j   
= =

= +  +  + = =   

其中，influencei为影响中国 OFDI因素，包括 GDP、人均 GDP、出口、进口、各国货

币兑美元汇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北京与各国首都的距离和劳动力数量的对

 

① Resou
( )

( e)rc =
+矿资源禀 石和金属出口 燃料出口赋

总出口
 

②该指标依据外交部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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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以及贸易依存度和工业化程度两个比例指标；
jDummy 为分类变量，包括是否为

WTO 成员国、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为发达国家、资源禀

赋、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等指标（具体见表 1）。 

表 1：模型主要变量及预期效果 

 变量 代码 预期符号 备注 

因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因变量，单位：万美元 

反映经

济发展

水平等

的连续

型自变

量 

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单位：万美元 

人均 GDP RGDP + 单位：美元/人 

出口 EX + 单位：万美元 

进口 IM + 单位：万美元 

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 HL 不确定  

固定资产投资 K + 单位：万美元 

工业增加值 IND 不确定 单位：万美元 

劳动力 LDL + 单位：人 

工业化水平 INDR 不确定 工业化水平=工业增加值/GDP，单位：% 

与各国首都的距离 JL - 单位：千米 

贸易依存度 DOF + 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额/GDP，单位：% 

反映状

态、属

性离散

分类变

量 

是否为WTO成员 WTO + 1表示WTO成员，0表示非WTO成员 

是否为发达国家 Develop - 1表示发达国家，0表示发展中国家 

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 FTA 
+ 0表示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1表示签

订但未生效，2表示签订且生效 

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 Partnership 
+ 一般关系设定为 1，随两国关系密切程度

依次增加，最高为 13 

是否与中国接壤 Border + 1表示接壤，0表示不接壤 

资源禀赋 Resource + 1表示资源丰裕，0表示资源一般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IMF数据库、中国 OFDI统计公报。 

注：各国的价格指数中只有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质量较好，因此统一采用消费价格指数来进行指数平减。 

（二）变量的描述统计 

利用SAS 9.1软件计算各指标描述统计量，结果表明：无论是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还

是各东道国影响OFDI的指标都存在较大差异（见表2）。其中，前12个指标为对数指标，

第13、14个指标为比例指标，第15个之后为虚拟变量指标，对数指标中的OFDI存量中一

部分取值为0，lnOFDI最大值为14.70，标准差为3.05，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投资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影响因素各指标对数值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明

中国OFDI的各东道国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比例指标中的贸易依存度的最低值为19%，

最高值达345%，标准差为0.48，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沿线国家的

工业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最低值为11%，最高值达74%。虚拟指标中的Partnership的

取值范围为1-13，FTA取值为0、1、2，其余虚拟分类变量取值均取0和1。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极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N 

lnOFDI* 8.13 14.70 0.00 14.70 3.05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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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DP 16.02 8.28 11.98 20.26 1.92 676 

lnPOP 16.60 8.22 12.78 20.99 1.62 676 

lnIND 14.74 8.61 10.32 18.94 1.97 676 

lnK 15.17 9.20 10.19 19.39 1.91 676 

lnLDL 15.82 8.00 12.04 20.03 1.61 676 

lnRGDP 8.64 5.78 5.54 11.32 1.46 676 

lnEX 14.78 9.43 9.22 18.65 2.07 676 

lnIM 14.98 7.28 11.19 18.47 1.78 676 

lnHL* 2.76 9.66 0.32 9.99 2.55 676 

lnSLGDP 10.52 3.93 8.09 12.02 0.88 676 

lnJL 8.59 2.27 6.86 9.13 0.48 676 

INDR 0.32 0.64 0.11 0.74 0.12 676 

DOF 0.82 3.26 0.19 3.45 0.48 676 

Partnership  12.00 1.00 13.00  676 

FTA  2.00 0.00 2.00  676 

Develop  1.00 0.00 1.00  676 

Border  1.00 0.00 1.00  676 

WTO  1.00 0.00 1.00  676 

Resource  1.00 0.00 1.00  676 

资料来源：利用 sas 计算得出。 

（三）模型的计量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经常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但如果解释变量中存在

虚拟变量，则固定效应模型将不再适用。由于本文解释变量中存在6个虚拟变量，若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则这些变量的系数将为0，使得分析结果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选择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鉴

于在不同类型国家中相关指标存在明显差异，且FDI动机可能存在显著差异①，本文采

用IMF标准，将样本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②和发达国家③、资源丰裕国家④和资源一般

国家⑤两组，分别构建模型分析上述因素影响不同类型国家的作用机制，所有模型估计

结果见表3。 

表 3：OFDI 区位选择影响因素随机效应模型 

 
①根据理论分析，OFDI 可能存在技术寻求动机、市场寻求动机及资源寻求动机。 
②发展中国家名单：阿尔巴尼亚、阿曼、阿塞拜疆、埃及、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俄罗

斯、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黎巴嫩、立陶宛、罗马尼

亚、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摩尔多瓦、尼泊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文莱、乌

克兰、匈牙利、亚美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 
③发达国家名单：爱沙尼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捷克、日本、瑞士、塞浦路斯、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希腊、新加坡、意大利、英国。 
④资源丰裕国家名单：阿尔巴尼亚、阿曼、阿塞拜疆、埃及、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俄罗斯、格鲁吉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马来西亚、蒙古、沙特、文莱、希腊、新加坡、亚美尼亚、印度、

印度尼西亚。 
⑤资源一般国家名单：爱沙尼亚、巴基斯坦、比利时、波兰、德国、法国、菲律宾、韩国、荷兰、捷克、

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黎巴嫩、罗马尼亚、孟加拉国、摩尔多瓦、尼泊尔、日本、瑞士、塞浦路斯、斯里

兰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约旦、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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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全部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资源丰裕国家 资源一般国家 

C -37.495*** 

(-4.260) 

-108.985*** 

(-8.780) 

-4.099 

(-0.580) 

-21.030 

(-1.460) 

-74.300*** 

（-4.810） 

lnGDP -2.193*** 

(-4.750) 
   

-6.310*** 

（-4.350） 

lnPOP 1.135*** 

(3.060) 
    

lnSLGDP 3.167*** 

(6.270) 
 

3.063*** 

(6.890) 

3.246*** 

(5.220) 

3.568*** 

(5.360) 

lnEX 0.953*** 

(3.020) 

2.467*** 

(4.380) 
 

1.162*** 

(3.950) 
 

lnIM 1.754*** 

(4.120) 
    

lnHL 0.351** 

(2.400) 

0.686*** 

(2.890) 
 

0.700*** 

(2.650) 
 

lnK 
 

1.760*** 

(3.750) 

1.690*** 

(10.600) 

1.404*** 

(5.330) 

2.227*** 

(7.480) 

lnIND 
 

-11.055*** 

(-14.130) 
   

lnRGDP 
 

7.816*** 

(6.590) 

-1.150*** 

(-3.210) 

-1.220** 

(-2.130) 

3.717*** 

(2.700) 

lnLDL 
 

8.953*** 

(7.970) 
  

6.299*** 

(4.340) 

INDR -10.516*** 

(-5.460) 
 

-4.741*** 

(-2.760) 

-6.271*** 

(-2.710) 

-30.141*** 

(-10.870) 

DOF 
 

2.696*** 

(3.780) 
  

3.595*** 

(8.120) 

LNJL -1.360* 

(-1.720) 
 

-4.087*** 

(-4.660) 

-3.868** 

(-2.360) 

-1.565** 

(-2.430) 

WTO 0.931** 

(2.310) 
 

1.011*** 

(2.930) 

1.636*** 

(2.870) 
 

FTA 1.348*** 

(6.680) 

0.812*** 

(2.740) 

0.867*** 

(3.890) 

0.847** 

(2.490) 

0.710*** 

(3.240) 

Border 2.784*** 

(2.780) 
   

 

Develop  
   

-2.452*** 

(-2.930) 

Resource 1.719** 

(2.560) 

-2.219* 

(-1.850) 
   

Partnership 
 

0.178* 

(1.800) 

0.134* 

(1.650) 
  

R2 0.406 0.694 0.512 0.546 0.553 

资料来源：利用 SAS 软件计算得出。 

注 1：括号里数字为 t 统计量。*表示 =0.1 时显著，**表示 =0.05 时显著，***表示 =0.0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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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1.涵盖所有国家的计量分析 

在不考虑东道国间差异情况下，多数指标都表现出了较强的显著性。多数指标对中

国 OFDI影响机制符合理论预期，如人口、出口额、进口额、是否为WTO成员、是否

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是否与中国接壤和资源禀赋等指标对中国 OFDI 具有正向影响；

北京与各国首都的距离具有负向影响，符合预期，说明中国 OFDI 先从周边国家开始，

而后向更远的国家逐步推进。但是，模型结果却显示，不考虑国家间差异情况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 GDP对中国 OFDI具有负向影响，即系数为负值。其中，

GDP系数为负，与经典模型的理论预测相反，根源在于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并不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因而更容易进入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但由于样本国家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更加关注分类国家模型及其预测结果。从

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所有国家模型显著性 R2系数明显小于分类国家模型。 

2.按国家发展程度分类分析 

根据 IMF标准，其中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 17个国家，发展中国家包

括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等 35个国家。 

对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各因素对中国 OFDI 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整体看，在发达国家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指标数量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模型，尤

其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但是，在反映东道国状态属性的指标上，发展中国家具

有显著性的指标数量则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在发达国家，中国 OFDI更注重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国 OFDI则更关注国家状态属性（见表 3）。

其次，从具体指标看，固定资产投资（K）、FTA 和伙伴关系在两类国家中作用一致，

都促进了中国 OFDI；而人均 GDP 在两个模型中作用相悖，其中在发达国家模型为正

值，在发展中国家模型为负值，而 SLGDP在发展中国家模型中则具有正显著性。笔者

认为，这主要是中国 OFDI对两类国家的投资动机不同所导致，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动机

之一是技术需求，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动机主要是市场需求。 

此外，工业增加值和资源禀赋两个因素对中国在发达国家的 OFDI 具有负向影响。

究其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资源禀赋大都不太丰裕，并且发达程度越高，会对中国投资

产生一定挤出效应。各国工业化程度、人均 GDP 以及北京与各国首都的距离对中国在

发展中国家的 OFDI 具有负向影响，中国更倾向于投资工业化程度不高，人均 GDP 较

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OFDI具有由近及远、依次推进的特点。 

3.按资源丰裕程度分类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源寻求已成为中国 OFDI

的重要动因之一（Salidjanova，2011）。本文按资源丰裕程度不同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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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①，其中资源丰裕国家包括阿曼、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20 个国家，资源一般国家

包括波兰、德国、日本等 32个国家。 

首先，代表样本国家政治及其它类型状态的分类变量在以资源丰裕程度分组的国家

模型中，显著性弱于以发展程度分组的国家模型（见表 3）。这表明，属性状态对经济

发展水平更为敏感。从资源丰裕不同的两组模型对比看，不同因素作用与影响表现出较

大差异。如固定资产投资（K）、FTA两个因素对中国 OFDI在两类国家中都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和距离两个因素则均对中国 OFDI 产生阻碍作用；人均 GDP 在

两模型的作用方向相反，其中在资源丰裕国家其对中国 OFDI起阻碍作用，但在资源一

般国家则发挥着促进作用。 

其次，部分因素在资源丰裕不同的国家模型中的显著性存在差异，如出口、各国货

币兑美元汇率、是否为 WTO成员对中国在资源丰裕国家的 OFDI具有正向效应，各变

量系数符号符合预期；而就业人员人均 GDP、劳动力数量和贸易依存度对中国在资源一

般国家的 OFDI具有正向效应。 

上述指标分析表明，中国对资源丰裕国家的投资更加偏爱发展程度不高、工业化程

度较低的国家。因传统能源和资源丰裕国家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布局，中国企业难

以进入或难度太大，因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企业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资源丰裕国家若发展水平较低，其资源开采能力越弱，越有利

于中国企业进入。而对于资源一般型国家，中国 OFDI则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

产率及开放度都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 

四、中国 OFDI 在一带一路沿线区位分布与潜在风险分析 

（一）中国 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特征 

一方面，影响中国 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如中国在

“一带一路”沿线 OFDI同东道国本身发展水平呈正正相关，人口规模、进出口、固定资

产投资等都成为中国 OFDI存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

因素也呈现出较大的特殊性，如不同类型国家的同一因素对中国 OFDI的影响截然相反

影响（见表 3），特别是东道国工业化程度及 GDP等因素在所有模型中都对中国 OFDI

产生的负效应。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OFDI不得不逐渐投向与中国距离远、经

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2003-2015年，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中，有 40%左右的资

金都投在了发展中国家（见表 4），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首倡国的责任感与

务实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精神。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低、文化差异大、市场体制不完善等各方面因素，也使得我国 OFDI 面临较大的风险。

 

①计算资源禀赋计算公式为： ( )
)Resource =

+矿资源禀 石和金属出口 燃( 料出口赋
总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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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考察期内，中国在资源丰裕国家投资存量占比平均仅为 46.1%。特别是 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 OFDI存量在资源丰裕国家反而逐年下降。由此也可表明，

关于中国 OFDI“攫取资源论”并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中国 OFDI区位分布却表明，促进

OFDI 区域均衡发展、有效防控投资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OFDI 可持

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表 4   2003-2015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存量在不同类型国家占比     单位：% 

年份 发达国家 资源丰裕国家 FTA=0 国家 FTA=1 国家 FTA=2 国家 WTO 成员国 

2003 58.70 33.15 60.27 39.73 0.00 91.0 

2004 58.93 31.97 62.73 37.27 0.00 86.7 

2005 49.61 39.92 65.52 34.48 0.00 78.2 

2006 46.28 47.08 68.34 31.66 0.00 82.2 

2007 50.71 45.44 60.35 31.86 7.79 86.0 

2008 51.38 56.73 51.67 41.15 7.17 84.0 

2009 55.68 57.03 51.48 43.37 5.15 86.9 

2010 53.63 55.16 48.62 4.98 46.40 88.4 

2011 64.52 50.81 54.07 3.72 42.21 89.8 

2012 65.83 45.22 50.66 14.74 34.60 93.4 

2013 63.84 46.93 53.36 11.66 34.98 94.2 

2014 67.31 45.75 50.05 13.29 36.65 95.3 

2015 74.02 43.49 51.56 8.52 39.92 99.8 

单

位：% 
58.50 46.10 56.10 24.30 19.60 88.9 

注：FTA0 表示与中国没有签署 FTA 协定的国家；FTA1 表示与中国正在进行 FTA 谈判的国

家；FTA2 表示已经与中国签订 FAT 协定的国家。 

另一方面，WTO 成员、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等指标对中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投资存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国在考察期内投资存量分

布在WTO成员国的比重平均占到了 88.9%。但是，在与中国签订 FTA协定国家的投资

存量历年平均仅为 19.6%，没有与中国签订 FTA 协议的国家投资存量历年平均占到了

56%（见表 4），这主要是因为与中国签订 FTA协议的国家还相对较少。 

再一方面，根据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不同分类，关系密切程度最低的国家却吸收了

大部分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OFDI。 2003—2015年，此类国家吸收中国 OFDI各年

度平均占中全部 OFDI 的 25.8%。从第二类开始，中国 OFDI 存量分布呈现出占比小、

年度波动幅度大的特点。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 pp=10类国家中，中国 OFDI不仅存量占

比略高、各年度占比相对稳定，而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此类中的埃及与泰国国

内政治动荡，西班牙、希腊及意大利国内经济不景气，且对华商业及货物的不友好事件

时有发生。中国在前十类国家投资存量占比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特别是 2013年“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 OFDI在前十类国家的投资存量占比显著提升，从 201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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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提升到了 2015年的 81.7%。这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活动全方位有

序推进。通过金融投资构建网络化、全方位大联通格局，构造凝聚正能量的开放系统，

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建设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既体现了首倡国的责任担当，又为沿线更多中国家提供了平等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发挥各国现有比较优势，并促进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 

表 5  2003-215 年中国投资存量在与中国关系紧密程度不同国家分布情况 单位：% 

年份 pp=1 pp=2 pp=3 pp=4 pp=5 pp=6 pp=7 pp=8 pp=9 pp=10 前十类占比 pp=11 pp=12 pp=13 

2003 19.8 0.4 2.3 1.2 0.0 1.4 18.1 6.2 26.0 17.8 93.4 0.0 6.6 0.0 

2004 17.7 0.2 0.1 2.1 0.0 1.1 24.7 5.6 16.0 25.8 93.5 0.0 6.5 0.0 

2005 16.1 0.0 0.1 2.1 0.0 1.5 22.5 7.3 8.0 27.1 84.8 0.9 14.3 0.0 

2006 20.0 0.0 0.9 2.1 0.0 3.7 16.6 8.8 6.6 25.5 84.2 0.8 15.0 0.0 

2007 23.8 0.0 0.7 2.3 0.0 2.3 10.7 8.5 7.1 26.5 81.9 1.1 17.0 0.0 

2008 33.8 0.0 0.6 2.6 0.0 1.8 0.2 13.3 5.3 22.8 80.4 3.7 15.8 0.0 

2009 36.7 0.0 0.4 2.8 0.0 2.1 1.5 13.4 5.7 21.0 83.7 3.8 12.5 0.0 

2010 37.7 0.0 1.6 3.0 0.2 2.2 0.2 12.0 6.5 21.3 84.7 3.6 11.7 0.0 

2011 36.5 0.0 1.0 2.4 0.1 1.2 0.7 12.4 5.1 15.5 75.0 16.5 3.1 5.4 

2012 28.9 0.0 0.7 5.0 0.1 1.1 0.5 12.7 5.4 20.1 74.6 18.8 2.0 4.6 

2013 28.5 0.0 0.6 5.6 0.1 0.5 1.1 11.6 0.0 27.2 75.1 17.7 1.6 5.6 

2014 29.8 0.0 0.5 0.9 5.1 0.0 1.5 5.8 0.0 28.9 72.5 21.0 1.8 4.6 

2015 6.2 0.0 0.4 1.1 17.3 0.0 1.2 5.3 0.0 50.3 81.7 12.2 0.0 6.1 

平均 25.8 0.1 0.8 2.5 1.8 1.5 7.7 9.5 7.1 25.4 82.0 7.7 8.3 2.0 

注：作者根据外交部网站相关资料整理得出。同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是一个动态变

化的过程，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年份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 

（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OFDI风险分析 

《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

资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本文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实

证则表明：在遵循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规律的同时，中国 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

位选择也体现较大的特殊性，即中国 OFDI区位具有逆向选择特征：倾向于选择“老少边

穷”国家。这虽然较好的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发展理念，但也使中国 OFDI面临更多的风险，有效进行风险管控刻不容缓。综合来看，

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风险 

Simon Jeffrey D.（1982）认为政治风险是东道国政府与社会行动政策对外国商业运

作和资本的负面影响①。中国商务部发布的《OFDI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

 
①Simon Jeffrey D, Political Risk Assessment: Pas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M],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82(9), Vol. 17 Issue 3,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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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出，“政治风险，指驻在国的政局变化、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或绑架、社会

动乱、民族宗教冲突、治安犯罪等”①。《2017 年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评级报告》认为“一

带一路”地区的投资风险较高，其中政治风险为最大潜在风险。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面

临的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战争或骚乱风险，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看，大部

分沿线国家的政局比较稳定，但也有一些国家存在局部武装冲突和骚乱，比如战乱不断

的中东地区，硝烟尚未完全熄灭的乌克兰等等，使“一带一路”在相关国家推进时面临很

多风险；大国之间战略利益冲突也带来一系列风险因素，如美国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日本也时不时搅局“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虚与委蛇；政局变

化带来的挑战，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存在“反华”、“排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

越南、菲律宾等国，其政治决策过程受到底层民粹意识裹挟的影响越来越大。 

2.经济风险 

OFDI 经济风险是指受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和 OFDI 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共同影响

而可能造成损失的一种风险②，经济风险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风险、汇率波动风险、利率

风险等，是由于东道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产生超

出预期经济损失或收益的可能性。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证实，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所

有国家类型中，GDP、工业化程度等因素对投资存量具有负效应，即我国 OFDI具有经

济发展水平的逆向选择特征（见表 3），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隐藏众多经济风险或潜

在经济风险。东道国宏观经济经济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会带来宏观经

济风险；企业“走出去”涉及不同币种的兑换，必然要面对汇率风险，并且随着国际货币

市场的波动越来越频繁，OFDI 经历的汇率风险也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变，各

国可能相应会调整存贷款利率，这也给跨国投资带来投资降低或收益损失的风险，包括

借款利率风险和发行债券利率风险。此外，我国在沿线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未与中国签订

FTA协定的国家（见表 4），这也潜在的增加了企业对东道国政策、体制及文化的了解

难度，提高了东道国国内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经济风险。 

3.安全风险 

OFDI 安全风险是指跨国经营企业因东道国社会治安、社会动荡、绑架、恐怖袭击

以及战争等方面问题，对跨国经营企业造成或者意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风险。

从国家类型看，我国有 40%左右的投资存量在带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在劳工、

土地、融资、财政、产业政策方面的法律制度也不健全。此外，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的 OFDI主要分布于与我国关系相对并不密切的国家，且这一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深入推进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见表 4）。因此，近年来，中国“走出去”规模不断扩

大，据商务部统计，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已近 3万家，境外投资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3万亿

 
①商务部.OFDI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R].2010年 9月 6日. 
②王耀辉等.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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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面临的境外安全风险不断增加，比如 2004 年西班牙烧鞋事

件和 2014 年越南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烧事件给中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给我国企业的

海外经营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存量分布虽然为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基础，但对至少在短期内对企

业 OFDI健康可持续发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各因素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具有不同效应：既

有发挥正效应的因素，如东道国贸易水平、就业人员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等，又有

负效应的因素存在，如工业化水平、各国首都与北京的距离等，还存在着在不同类型或

发展水平国家相同因素的影响截然相反的情况。在三类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OFDI存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呈现出逆向选择的特征，并由此导致中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面临着政治、经济及安全等多重风险的挑战。 

1.中国“一带一路”沿线 OFDI同时受到正负效应因素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新丝路精神，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重点，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但由于国

家间发展水平、利益取向存在差异，特别是由于倡议与旧有的国际秩序、发展思路及世

界主要大国利益存在一定的差异与竞争，因此中国“一带一路”沿线 OFDI的影响因素的

作用规律既有经济规律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如东道国就业人员人均 GDP 对中国

OFDI 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指标是劳动力质量的重要体现指标，东道国劳动力质量

对中国投资（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至关重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 OFDI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良好的基础设施水平是跨国投资进入的重要基础条件，当然基础设施建

设也是中国 OFDI的重要体现。此外，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中国 OFDI发展、东道

国参与多边和双边机制情况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东道国工业化程度、

物理距离和 GDP对中国 OFDI存在负向效应。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工业化程度越高将对中国企业产生较

强的竞争效应；此外，世界主要大国的跨国企业竞争效应也是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对

中国投资的进入产生阻碍作用。距离对中国 OFDI存在负向效应，这主要是因为运输成

本造成的影响，符合我们的预期。 

表 6       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 OFDI 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其效应 

国家类别 影响因素 效应 

全部国家 

人口、出口额、进口额、就业人员人均 GDP、各国货币兑美元汇

率、是否为 WTO 成员、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是否与中国接

壤和资源禀赋 

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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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 
出口、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与中国关

系密切程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GDP、劳动力数量和贸易依存度 

发展年中国家 
就业人员人均 GDP、是否为 WTO 成员、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

定、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 

资源禀赋高国家 
就业人员人均 GDP、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

是否为 WTO 成员和是否与中国签定自贸协定 

资源禀赋一般国家 
就业人员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GDP、是否与中国签定

自贸协定、劳动力数量和贸易依存度 

全部国家 北京与各国首都的距离、工业化水平和 GDP 

负效应 

发达国家 工业增加值和资源禀赋 

发展中国家 各国工业化程度、人均 GDP 和北京与各国首都的距离 

资源禀赋高国家 人均 GDP、工业化水平和北京到各国首都的距离 

资源禀赋一般国家 GDP、工业化程度、是否发达国家和北京到各国首都的距离 

资料来源：实证结果得出 

2.中国在带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区位分布存在较大风险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虽然在 FTA=1与 FTA=2两类国家分布呈上升趋势，

但仍主要分布于未与中国签署 FTA 协定的国家，即 FTA=0 类（见表 4）。由此导致中

国企业对东道国投资法律政策及相关规则了解难度大，OFDI 活动容易出现不确定性与

风险事件，而政府之间政策沟通协调成本高、时间长。从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看，虽与

中国关系较密切的 pp=10类占有中国投资存量加大，但该类国家数量直到 2015年才达

到 10个，不足沿线国家整体数量的六分之一；而另一占比较大的类别 pp=1，虽然国家

众多，达到了沿线国家数量的三分之一，但与中国关系密切程度却最低。总体看，与中

国关系密切程度高的国家数量在上升（见表 7）。虽然本研究并未就 OFDI 与国家间关

系密切程度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既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是东道国制

度风险的替代物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种风险依然高企的当下，中国 OFDI的东道

国又缺乏与母国良好密切的国家间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

险亟待寻找更为有效的化解途径。其中，作为WTO补贴与反补贴条款下允许的出口与

投资信用保险在应对出口与跨国投资风险的作用已经被发达国家经验所证明②。同时，

我国唯一政策性出口与 OFDI保险机构业务发展证实，出口信用保险为 OFDI的正常开

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该公司相继为中亚天然气管道

项目、巴基斯坦燃煤电站项目、马来西亚钢铁厂项目等各类近 1500 个“走出去”项目提

供了保险服务，累计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 20.3亿美元，承保范围覆盖交通运输、石油

装备、电力工程、通讯设备等重点领域③。 

表 7 2003-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密关系切程度不同国家数量分布  单位：个 

 
①潘镇金中坤，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 OFDI，财贸经济，2016 年第 6 期 
②王伟郑斯文杨子剑日本出口信用保险与 NEXI 最新发展，武汉金融，2016 年第 3 期 
③中信保举办“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推进会/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8-06/28/c_129902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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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pp==

1 

pp==

2 

pp==

3 

pp==

4 

pp==

5 

pp==

6 

pp==

7 

pp==

8 

pp==

9 

pp==1

0 

pp==1

1 

pp==1

2 

pp==1

3 

2003  21  1  3  3  0  4  4  1  7  6  0  2  0  

2004  21  1  2  4  0  4  4  1  5  8  0  2  0  

2005  21  0  2  5  0  4  3  2  4  8  1  2  0  

2006  21  0  2  5  0  4  3  2  3  9  1  2  0  

2007  21  0  2  5  0  4  3  2  3  9  1  2  0  

2008  21  0  2  5  0  4  2  3  3  8  2  2  0  

2009  20  1  1  6  0  4  2  3  3  8  2  2  0  

2010  20  1  1  5  1  4  1  4  3  8  2  2  0  

2011  20  1  1  5  1  3  2  4  3  7  3  1  1  

2012  20  1  1  5  1  3  2  4  3  6  4  1  1  

2013  20  1  1  5  1  1  3  5  0  9  4  1  1  

2014  19  1  1  5  2  0  4  4  0  9  5  1  1  

2015  17  1  1  5  2  0  5  4  0  10  5  0  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外交部网站整理 

（二）政策建议 

为了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我国 OFDI 的竞争力，有效防范 OFDI 风险，

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共同福祉，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政产学研相互协作，加强对沿线国家风险的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很多发展中小国，以往受到的关注相对不足，数据缺失，缺乏

深入细致的国别研究资料，这对我们开展针对相关国家的投资非常不利。我们应该进行

政产学研相互协作，细化对相关国家的基础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资料库；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保险学会对在政产学研的协调与整合功能，对接相关企

业的投资需求，组织智库对相关专题的深入研究。加强对东道国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情

况的考察，驻外使馆的外交、商务人员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

智力支持、政策咨询和外交保障。 

2.发展和维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双边关系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则也很不健

全，良好双边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上述因素导致的海外投资风险，保护海外投资

安全。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和维护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良好双边关系，推

动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治、

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与更多国家开展 BIT谈判，力求建立起有效的海外投资保护机

制，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保护我国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增进沿线国家人民

的共同福祉。 

3.完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提高风险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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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保险信用公司是我国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目前，

该公司提供海外投资（股权）保险与海外投资（债券）保险两类业务。2013年以来，在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信保对沿线 64 国的承保金额累计达到 3438 亿美元，

承保范围覆盖了基础设施、矿业资源、信息通讯、制造业、农业等投资领域。但是，中

信保的保险业务目前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承保配额分配不合理，低风险国家

和地区承保配额高，高风险地区配额低；短期险品种多，而长期险及投资险品种少，如

2014年，海外投资信用险业务金额仅为 358亿美元，而短期信用保险则高达 3448亿美

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出口信用保险经营体制与政策亟待完善。 

编辑：李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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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VC的森林公园游客满意度评价研究 

——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许晓玲 

摘要  选择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 AVC 理论构建游客综合评价体系，通

过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吸引力、生命力与承载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

（1）游客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综合评价达到“优异”水平，采用 Pearson 系数进行显著

性分析，其中，公园建筑风貌、声景观、风俗习惯、舒适感、标识牌示、外部交通设施

和健身设施等因子在游客综合评价中具有显著影响；（2）森林公园的吸引力＞生命力＞

承载力，其中吸引力和生命力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异”，承载力仅为“良好”；（3）根据 20

个评价指标的重要度—综合评价分析，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在现阶段存在的优势与弱势，

建议在未来建设开发上，要注意协调三力发展，保持其特有吸引力，旺盛其生命力，重

点发展其承载力。 

关键词  AVC 理论  森林公园  游客综合评价  旅游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2 

 

森林公园是风景资源丰富，景色宜人，其良好的空气质量和环境，能为游客带来许

多益处，森林公园逐渐成为居民、游客游憩的重要场所。近年来，人们对自然出行、健

康出行的需求急切上升，而相关游憩地的建设却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习总书记在十九

大也指出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因此，加强森林公园的建设，对满足人们对出行的迫切需求具有

较大意义。 

AVC 即 attraction（吸引力）、validity（生命力）、capacity（承载力）的简称，是刘

滨谊[2]提出的以“三力”提升为目标的景观与旅游规划的理论和评判体系。“三力”评判体

系可以更加全面的评价对象，评价科学合理，且目标清晰，在研究旅游对象上有良好的

评价效果。由于“三力”理论拥有的优良特性使得该理论在景观评价领域得以推广。景区

规划上也深受专家学者认可[3-5]，李方[6]通过 AVC 理论评价青岛滨海旅游，并给出相应

的指导建议。在乡镇景观规划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7-9]，王秋鸟等[10]采用 AVC 理论对

三岔村进行景观综合评价，有针对性的提出村庄发展方向。但现阶段将 AVC 理论用于

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的研究却仍为空白。本文通过结合游客综合评价，由游客对

森林公园的各项指标进行评分，更贴合实际，更能反映出森林公园存在优劣情况，更好

的指导森林公园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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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针对森林公园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游客市场的分析[11-12]、森林生态旅游开发

[13-14]、游客行为特征[15-16]和景观格局变迁[17]的研究等，为森林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

指导。但目前，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是多方面的，因此基于 AVC 理论从森林公园的吸

引力、生命力和承载力进行全面的研究，才可以有针对性的为森林公园的发展提供相应

的指导，才能使得森林公园在城市生态建设以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文化需求等方

面发挥重大作用。而游客作为森林公园的主要使用者，对公园的直观感受可以直接或间

接的反应森林公园的优劣，通过游客综合评价对森林公园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得出森林

公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进而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建设。因此，论文以福州国家森林公

园为研究案例，对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基于 AVC 理论构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客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游客综合评价，计算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等

级，并通过 Pearson 得出影响游客综合评价的指标，以期为森林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提供

参考。 

一、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概况 

 

图 1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区位图（改绘制福州市道路规划） 

Fig.1 The location of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Modified from Fuzhou Road Planning)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 26.15 °N，119.29 °E，在福州市晋安区（图 1），东接连江，

西至闽侯县，南临长乐市，北接罗源县，总面积 859.33hm²。作为福建第一家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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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福州森林公园为居民、游客提供了较好的游憩空间，是福州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也象征着福州的城市文明程度。 

（二）数据来源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AVC 评价指标权重通过 AHP 法以问卷形式通过专家来确定，此

外，根据问卷在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对游客进行 AVC 综合评价游憩调查。 

二、评价指标与方法 

（一）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选取得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森林公园评价中的重要一环，指标选择的科学、全面性将会直接

导致评价结果的准确与否，故在进行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指标选取时，必须坚持科学严谨

的态度。以确保所选取的指标具有完整性、独立性、代表性及可行性。 

2.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森林公园数量庞大，景观类型丰富，因此在进行评价指标的构建应符合区域景

观的特点。在 AVC 理论中，吸引力包括自然、人文景观、聚居环境和区位条件等因素；

生命力则表现为公园管理、结构和经济收入；承载力主要表现在生环境、空间的承载力。

通过现场考察，和查阅前人研究森林公园的资料，建立了福州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18-20]。通过确认研究目标，定出目标层，根据目标层的定义和内容对下一层次进

行粗分类，即项目层，再者通过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将每个层次每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进

行详细地分类组合，最后结合森林公园的特征选取相关指标，以此形成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森林公园 AVC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Tab 1. Forest Park AVC theor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目标

层 

项目

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福州

国家

森林

公园

景观

综合

评价 

吸引

力 

0.6250 空气质量 0.3087 

植物景观 0.2048 

绿化量 0.1084 

水体景观 0.1046 

声景观 0.0879 

建筑风貌 0.074 

风俗习惯 0.049 

景区文化 0.0627 

生命

力 

0.1365 卫生环境 0.4668 

舒适感 0.2776 

活动内容的多

样性 0.1603 

管理水平 0.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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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

力 

0.2385 卫生设施 0.0715 

牌示标识 0.0506 

外部交通设施 0.2815 

内部交通设施 0.1594 

健身设施 0.0618 

餐饮设施 0.0588 

娱乐设施 0.071 

休息设施 0.2454 

3.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AHP法确定指标因子的权重，通过将各个专家所定权重的分值进行均值计算，

得出指标的最终权重。 

4.综合评价模型与标准 

游客综合评价通过对游客进行问卷形式调查，选择天气晴朗的时间展开调查，以森

林公园游客为研究对象，展开“一对一”问卷记录，采用李克特 5 点量法（Five Point Likert 

Scale），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依次代表“5、4、3、2、1”的分值，让

游客给每个因子打分，用分值代表游客对步道的满意程度，当场填好和访问，现场收回

问卷，共发出 3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93 份，回收率为 97.67％。 

所得结果再导入 AVC 评价模型，在此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构建森林公园游客

综合评价模型。 

因素层：𝐸𝑗=∑ (𝑊𝑖𝑗 ∗ 𝐷𝑖𝑗)
𝑛
𝑖=1      (1)  

项目层：𝐹𝑘=∑ (𝑊𝑗𝑘 ∗ 𝐸𝑖𝑗)
𝑚
𝑗=1     (2) 

目标层：G=∑ (𝑊𝑘 ∗ 𝐹𝑘)
𝐿
𝑘=1       (3) 

式中 Ej 是 j 因素的综合分值。Wij 和 Dij 代表 j 因素所包含 i 指标的权重及评分值。

N 是第 j 因素的指标数；Fk 是 k 项目的综合分值。Wjk 和 Ejk 代表 k 项目所包含 j 因素

的权重及综合分值，m 是 k 项目下的因素个数；G 为目标层的综合分值，Wk 和 Fk 代表

k 项目的权重及综合分值，L 是项目数。根据 AVC 模型计算获得综合评价值，根据本文

研究特性并参考相关资料分级[10,20]，最终确定评判等级标准（表 2）。

 

表 2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判标准 

Tab 2.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touris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riteria 

综合评估值 ＞3.75 3.75-2.5 2.5-1.75 1.75-1.25 ＜1.25 

评判标准 优异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三、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可信度分析 

为保证问卷所得数据的科学和有效性，对问卷进行可信度分析，本文通过 SPSS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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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卷展开 Cronbach’s Alpha 的信度分析，且通常认为：信度系数 α＞0.9，表示量表的

信度很好；若 α＞0.8，表示量表可接受；若 α＞0.7，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修订；若 α

＜0.7，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抛弃[21]。分析结果得出本次问卷信度系数 α值高达 0.892，

说明此次调查问卷信度很好，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二）游客综合指标评价 

通过问卷分析和计算，然后将评价值代入综合评价模型，得到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

客综合评级结果（表 3），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总体的游客综合评价分值为 3.9273，该得分

属于“优异”水平，表明游客对于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能给游客带来较

好的旅游、活动体验。 

在三力中，游客综合评价分值按大小顺序排列为吸引力＞生命力＞承载力，综合分

值分别为 4.0827、3.8381、3.5711，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游客综合评价分值为属于“优异”水

平，承载力的游客综合评价分值属于“良好”水平，表明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吸引力上较

具优势，而承载力上相对薄弱，进一步说明森林公园的空气质量、环境质量的条件良好，

但在公园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上还有待完善和提高，此评价结果与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

实际调研情况基本吻合。 

表 3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结果 

Tab 3.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touris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riteria results 

目标层 综合分值 项目层 综合分值 指标层 综合分值 

福州国

家森林

公园游

客综合

评价 

3.9273 吸引力 4.0827 空气质量 4.4048 

植物景观 4.1190 

绿化量 4.3929 

水体景观 3.6667 

声景观 3.9643 

建筑风貌 3.6190 

风俗习惯 3.4643 

景区文化 3.7262 

生命力 3.8381 卫生环境 3.8929 

舒适感 3.8810 

活动内容的多样性 3.6071 

管理水平 3.8333 

承载力 3.5711 卫生设施 3.8214 

牌示标识 3.7619 

外部交通设施 3.7143 

内部交通设施 3.6190 

健身设施 3.1667 

餐饮设施 3.0833 

娱乐设施 3.3452 

休息设施 3.5476 

在指标层上，游客综合评价分值可以直观的看出，20 个指标因子综合评价分值，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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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 个指标的游客评价等级达到“优异”水平，其余 11 个指标游客综合分值等级为“良

好”；承载力的 8 个指标中，仅有卫生设施和牌示标识设施综合评分等级为“优异”，其余

6 个指标的综合评价等级均为“良好”，其中餐饮设施综合评价最低，得分是 3.0833，其

次依次是健身设施 3.1667，娱乐设施综合分值为 3.3452、休息设施综合分值为 3.5476、

内部交通设施综合分值为 3.6190、外部交通设施综合分值为 3.7143，这与森林公园内餐

饮选择单一且价格较贵，设施一般，服务态度一般有关，这也使游客的综合评价分值低。

在生命力的4个指标中，各项指标综合评价分值较为平均，最低的为活动内容的多样性，

分值为 3.6071，说明森林公园内的游乐活动种类少，设施陈旧，导致游客综合评价分值

较低。在吸引力的 8 个指标中，风俗习惯的综合评价分值最低为 3.4643，其次综合分值

评价等级仅为“良好”的分别为建筑风貌、水体景观和景区文化，综合分值依次为3.6190、

3.6667、3.7262，说明森林公园在其文化特色营造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其次水体景观的营

造上也较为单一，未能引起游客较深的记忆。 

（三）影响游客综合评价的显著因子 

采用 Pearson 系数[22]检验 20 个指标因子对游客综合评价影响强弱。Pearson 相关性

强度如表 4 所示。 

表 4 Pearson 相关性强度 

Tab 4. Pearson correlation intensity 

Pearson 检验值 1.0-0.8 0.8-06 0.6-0.4 0.4-0.2 0.2-0 

强度 极强相关 强相关 中等程度相关 弱相关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表 5 指标与游客综合评价相关性分析 

Tab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dexes and Tourist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指标因子 Pearson 检验值 指标因子 Pearson 检验值 指标因子 Pearson 检验值 

空气质量 
0.427** 

景区文化 
0.476** 外部交通

设施 

0.615** 

植物景观 
0.579** 

卫生环境 
0.517** 内部交通

设施 

0.599** 

绿化量 0.542** 舒适感 0.634** 健身设施 0.693** 

水体景观 
0.578** 活动内容的多

样性 

0.538** 
餐饮设施 

0.542** 

声景观 0.614** 管理水平 0.543** 娱乐设施 0.534** 

建筑风貌 0.705** 卫生设施 0.569** 休息设施 0.539** 

风俗习惯 0.616** 标识牌示 0.643**   

注：*和**为在 0.05 和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统计结果显示：游客综合评价与森林公园的建筑风貌、声景观、风俗习惯、舒适感、

标识牌示、外部交通设施和健身设施 7 个指标相关系数处于 0.6~0.8 间，为强相关；其

余包括空气质量、植物景观、绿化量等 13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处于 0.4~0.6 间，表现为中

等程度相关。这说明 20 个指标中影响游客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综合评价的显著指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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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建筑风貌、声景观、风俗习惯等 7 个指标（表 5）。 

（四）各指标因子的综合评价与重要度分析 

以指标的重要度为 X 轴，游客综合评价为 Y 轴，将各个指标因子标准化后的满意

度评价值和重要度值定位于坐标上（图 2）。 

针对不同指标的满意度等级和重要度强弱，将 20 个指标进行归类： 

（1）Ⅰ：高重要-高评价。表示这类指标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优势，从图中可以看

出声景观、舒适感、标识牌示、外部交通设施、建筑风貌这 6 个指标因子位于Ⅰ象限，要

继续保持； 

（2）Ⅱ：低重要-高评价。这象限内的指标因子游客评价较高，但却受到游客的忽视

或不被重视，分别是：空气质量、绿化量、植物景观卫生环境、管理水平、卫生设施、

景区文化、水体景观、内部交通设施、活动内容的多样性和休息设施，这 10 个指标位

于次象限内，应该继续保持并完善，才能提升游客的总体评价； 

（3）Ⅲ：低重要-低评价。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中娱乐设施和餐饮设施这 2 个指标为

后面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应有针对性的渐进提高，避免投入大量精力产生资源分配

不合理； 

（4）Ⅳ：高重要-低评价。这是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弱势之处，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风俗习惯和健身设施这 2 个指标的优化将使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大幅度提高。 

 

图 2 重要度——综合评价的指标因子分类 

Fig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dicators’ Importance -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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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福州森林公园的综合评价分析，得出森林公园的空气、环境质量优异，整体

景观布局合理，景观类型丰富，卫生环境较好，成为游客和周边居民游玩必去之地。在

森林公园游客总体综合评价中，评价等级达到“优异”水平，说明森林公园的整体水平得

到游客的认可。项目层中，吸引力和生命力的综合评价等级也达到“优异”水平，说明森

林公园的环境得到广泛的认可，且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承载力游客综合评价等级仅为“良

好”仍有待提高，主要是随着人们对高生活品质生活的追求，以及旅游越来越深入人心，

公园的游客量日益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可以基本满足游客的需求，但未能及时与

游客量上升的趋势相协调，导致承载力的综合评价等级未能达到“优异”水平。指标层中

游客对森林公园内有 9 个指标的游客评价等级达到“优异”水平，其余 11 个指标因子综

合评价分值游客评价等级为“良好”，其中对森林公园的空气质量、绿化量、植物景观等

评价最高，而对餐饮设施、健身设施、娱乐设施的评价最低，也进一步说明福州国家森

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不足的问题。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得出，影响游客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综合评价的显著因

子是建筑风貌、声景观、风俗习惯、舒适感、标识牌示、外部交通设施和健身设施 7 个

指标因子，其余的 13 个指标因子为中等程度相关。 

在满意度与综合评价分析中，风俗习惯和健身设施具有高重要度，但游客综合评价

较低，说明森林公园在其风俗习惯的体现上，仍存在不足，导致游客评价不高，而健身

设施评价较低，也进一步论证了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一定不足，应

进一步提高，才能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综合评价较高，使公园发展更加全面。森

林公园的声景观、舒适感、标识牌示、外部交通设施、建筑风貌这 6 个指标因子同时具

有较高的重要度和游客评价，这表明这 6 个因子不仅受到游客的重视，公园做得也较好

得到游客的好评，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应继续保持。空气质量、绿化量、植物景观卫生

环境、管理水平、卫生设施、景区文化、水体景观、内部交通设施、活动内容的多样性

和休息设施，这 10 个指标因子游客评价较高，但却受到游客的忽视或不被重视。福州

国家森林公园的娱乐设施和餐饮设施这 2 个指标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中娱乐设施和餐饮

设施为后面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应有针对性的渐进提高，避免投入大量精力产生资

源分配不合理，但也不能就此忽视这两者的建设，促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全面发展。 

综合上述总结和讨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在未来建设开发上，要注意和谐发展三力，

保持其特有吸引力，旺盛其生命力，重点发展其承载力，才能越来越健康、有序发展。 

（二）讨论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是福州生态旅游资源的有力补充，同时，因其丰富植被类型与数

量，在植物种植资源的保护、生态建设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文化需求等方面也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 AVC“三力”理论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进行分

析，研究成果可为公园管理者提供科学参考和实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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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的研究中，因影响游客综合评价的指标多且广，因此论文构

建的指标体系在涵盖所有的因子上存在不足。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上，将以多视角加深对

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提升和完善森林公园游客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将运用定点监

测、跟踪讨论及与国内外优秀的国家森林公园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进一步讨论福州国家

森林公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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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s in Forest 

Park Based on AVC Theory 

——Take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as an Example 

XU Xiao-li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

Fujian，China 

Abstract：Forest Park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ecotourism,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provide 

visitors with a close natural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Forest Park also plays an indispensable part.In order to make the Forest Park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chooses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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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based on the AVC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n draw out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s,Finally,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in order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st Park.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by tourists reached "excellent" class; (2) Attraction> vitality> capacity of tourists in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points. Among them, the overall rating of attraction and vit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capacity is only "good"; (3) In the indicator level,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evel of tourists with 9 indicators reached "excellent", 11 indicator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ating of "good"; (4)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fou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soundscape, customs, comfort, signage, external traffic facilitie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are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s at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Analyzing the 20 indicators’ Importance -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e draw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for each quadrant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xcellent level. However, there is a 

certain lack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forces, Maintain its unique attraction, Strong its vitality,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apacity, that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can develop more 

and more healthy and orderly. 

Keyword：AVC theory; Forest Park;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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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 

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 

张梅 

摘要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两个子系统通过系统内要素相互作用，通过信息流、资金流

和物流的交互运转，实现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效率最大化。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发

展存在三种路径演变：首先，数字贸易改变产业集群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

突破产业集群地域锁定，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价值提升；其次，产业集群的

集聚特征有利于集群内数字贸易生态圈的构建和规模效益的产生；最后，政府机构的制

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复合系统的高效监管和协同发展。在后疫情时代，通过数字贸易和产

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创新要素培育以

及产业数据价值化提升。通过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在基础研究、产业化创新和应

用市场的互补优势，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打造协同一体化的新技术创新中心

和新兴产业集群。 

关键词  数字贸易 产业集群 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3 

 

一、研究背景 

数字贸易是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

化知识和信息的高效交换的商业活动，包括数字货物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两个部分。粤

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随着产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空间距离不再起决定性作用，物

理空间开始转向虚拟空间。国家间、区域间的互联网连接可以大幅提升各生产环节的协

调效率，进而推进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深度生产合作。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已经通过

政府间合作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惠州、肇庆以及珠三

角周边地区转移；广州、深圳、相关、澳门等中心城市，则转向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制造业以及金融、文化、商贸等产业。当前，已经形成如下产业集群，如深圳市电池

材料集群、广佛惠超高清视频和智能家电集群、东莞智能移动终端集群、广深佛莞智能

装备集群、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佛山、中山家电制造集群，江门、珠海、东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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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等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门类齐全，但仍未形成世界

其他三大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高端芯片的自给率不足，“缺芯少核”问题严重。产业集群内不同环节数字化发展不平衡，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率低，除了深圳拥有腾讯、华为两大数字企业巨头，其他区域仍缺

乏大型龙头企业。如何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的政策保障下，

通过挖掘集群创新的源泉，构建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形成协

同发展的集群网络，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培育区域创新集群是亟需解决的问

题。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数字贸易实现产业集群升级转型，产业集群如何为

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产业支撑，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和演变路径是怎样

的，这是本文创新所在。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是两子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

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构建了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

展的演变路径，分析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复合系统的演变态势。以证实数字贸易助推产

业集群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否成立。通过数字贸易最终升级重构产业网络并形成更高质量

的价值生态，加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可行，从而为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政策策略

安排。这是本文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本文的关键词是产业集群、数字贸易及两者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从数字贸易在

产业集群优化升级中的作用以及产业集群与贸易的互动关系两个维度进行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集中在数字贸易的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发展趋势、

数字行业价值链提升和全球价值创造等领域。如李俊、李西林、王拓（2021）提出了数

字贸易概念的内涵和发展态势。第一，数字贸易的核心是跨境数据流动，凡是高度依赖

跨境数据流的经贸活动，都可称之为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具有三种分类体系：数字化贸

易与贸易数字化；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货物贸易；数字交付和数字订购。徐金海、夏杰

长（2020）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数字贸易发展改变

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并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从数字内容来看，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

视频内容，抑或数字内容的制作、设计和分销等各个细分环节，都已经形成全球数字内

容服务价值链；从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来看，围绕着消费者的社交和搜索行为，掌控了

关键的数据生产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核心地位；从其他数字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软

件服务以及依赖互联网和云技术支撑的数据服务、通信服务以及计算平台服务来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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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模式和全新价值链体系正在被构建形成。方元欣（2020）基于 OECD-WTO 概念

框架与指标体系，对我国数字贸易的概念及测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方元欣认为，我国

数字订购贸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数字交付贸易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我国应持续跟踪国

际上对数字贸易相关测度研究，并与开展相关工作的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沟通

合作，提高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测度开发行动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敬艳辉、李炜（2020）

从数字经济的视角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指出狭义的数字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广

义的数字贸易还应包括跨境电商实现的商品贸易，并分析比较了美国、欧盟、日本、英

国、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形势。学者们认为，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动

因之一。Porter（2001）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意味着地理邻近不再是供应链上开展合作

的先决条件，且已成为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和战略的重要驱动力。Molina(2001)指出，中

小企业通过组建虚拟产业集群共享新的市场机遇。毛园芳（2010）提出了电子商务提升

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机制和 5 个命题假设，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电子商务有助于产业集

群扩大市场容量，提升集群企业的协作水平与竞争强度。杜凤、康娜（2010）以江苏电

子信息通讯业为例研究了出口规模对其集聚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规模每增加

1%，集聚度就会增长 1.13%，而出口规模对产业集群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丁媛

（2013）采用区位熵指标分析了浙江省纺织产业集群程度，并对出口贸易规模和集群规

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纺织业出口额增加 1%，其集聚规模增加 0.662%，出口贸

易带来的国外需求市场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出口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国际

分工，促进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优化与升级。褚阳（2019）引入产业效率为中间变量，

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出口贸易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的影响机制，实证表

明，出口贸易不仅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也能通过影响

产业效率间接影响产业集聚度。 

国内外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了产业集群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结论，例如 Krugman 

(1991) 指出，在特定产品贸易模型下，产品贸易间接地替代了生产要素流动，贸易活动

使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于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群且促进出口，即产业集群对贸易具有

正向效应。袁欣和李深远 (2007) 对广东省和深圳市电子产业集聚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规模对电子产业出口规模有促进作用。昝冠男 (2009) 

以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协整分析证明产业集聚度越高，越能促进出口。

吴龙辉 (2013) 以浙江服装产业集群为例也得出产业集群和出口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度。

赵燕、李雪净（2018）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复合区位熵和

集聚系数对粤港澳大湾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行业的发展强度进行分析，探讨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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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张丽、廖赛男（2021）构造了一个反映关联产业地理集中特征的

地方产业集群指数,系统考察了地方产业集群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

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群式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利于

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进口中间品替代效应和企业成本加

成率效应均是地方产业集群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重要渠道,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强

化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集群式产业发展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高融资

约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关于跨境电商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问题，李芳、杨丽华和梁含悦（2019）构建了影

响两个子系统的 8 个潜变量指标，对 272 家产业集群内跨境电商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运

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两个子系统通过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外部环境的演

化，促进自身提升和两者的协同发展。其问卷对象为制造企业、跨境电商运营及服务企

业、专家学者及行业协会人员，收集的主要是主观数据，且不涉及数字服务贸易。该方

法的不足在于：受访者都是通过自身经验做出选择，具有主观选择性偏差，很难做到随

机对照实验。另外，该方法无法获取面板数据的异质性。张夏恒（2021）提出跨境电商

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全球产业链集聚模式、评价体系和形成路径，开放式产业闭环构建可

使全产业链信息充分流通，最终形成多产业、多维度的产业网络结构。该研究认为依托

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可以实现全产业链集聚层级跃升，但缺乏案例和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与方法，但仍存在几点不足：一是目

前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尚处于早期阶段，理论研究不足；二是随着数字经济深度发展，产

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研究有待丰富；三是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研究在实证领域

尚属空白，且目前尚无学者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来研究两者的协同发展问

题。因此，本文将研究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丰富以数字贸易为动因的

产业集群优化升级的路径，填补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研究空白，并对两者协

同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三、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分析 

产业集群升级的内涵体现为产业链条向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延伸，随着

集群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的多重锁定及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通过融入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集群升级日益困难，如何解决产业集群“缺芯少核无牌”的困

境迫在眉睫。本文从系统论视角提出了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机理及路径假设，

以期回答产业集群升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有效途径，以及产业集群如何为数字贸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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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产业支撑这两个问题。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有赖于内外多种因素的相互协作。而且，基

于贸易、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协同不仅仅是简单地完成某

一次产品的国际贸易，而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化手段展开的跨行

业合作，是利用技术、知识等信息实现价值创造与产业的有效重构，从而使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集群突破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锁定和固化，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系统完善和升

级。伴随着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的系统协同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协

调和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借鉴严北战(2019)、张夏恒(2021)等学者的研究视角，本文提

出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理图如下： 

 

图 1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机理图 

产业集群子系统由生产型企业、经营型企业以及服务型机构集聚在某一区域内构成，

这些企业与机构在产业集群内完成产业链条的原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以及物流、

营销等活动。数字贸易子系统在虚拟空间形成由买卖双方企业、电商平台或自营型平台、

以及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构成的体系。第三方综合服务机构包括支付、物流、供应链金

融、营销推广以及专业咨询、培训服务机构等。 

数字贸易通过信息流、技术类、资金流和物流来推动产业集群研发创新、提升制造

效率、拓展营销模式、改善管理模式；构建数字贸易生态圈需要依托具备完整链条的产

业集群。由于集群内企业产品结构相似，形成“优胜劣汰”的内部竞争机制，在这种竞争

机制下，集群的学习效应扩大，基于“集群形成-资源吸引-集群扩张”路径依赖将推动数

字贸易生态圈从比较优势向绝对优势提升，从而增进企业间的信任与合作，完善并优化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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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贸易改变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 

研发创新是企业形成行业竞争力优势的重要环节。不少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电商对

于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Chou Y.C. et al(2016)通过对电商零售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拥

有在线服务能力、规模经济和实体店的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电商提供的机会进行模块化创

新。Cong H. et al(2017)认为，电商与企业的融合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高企业

知识管理能力。张艳辉等（2018）利用嘉兴市 375 家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分析电商对

产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研发投入作用上，电商销售额增加，研发经费

支出减少，但电商采购额的增加会促进研发经费支出。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

不断的利用科技霸主地位来打压中国企业，产业集群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取得更高的

利润空间。通过数字贸易平台直接接触市场，能够更迅速、更便捷的获得世界领先的观

念、科技知识和市场信息。譬如，跨境电商平台拥有极其丰富的数据资源，又直接与消

费者相接触，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要求进行统计与分析。这有助于企业获取

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帮助其建立品牌竞争优势进而使得谋求相对较强的技术创新

优势成为可能。见图 2。 

 

 

 

 

                         

图 2 数字贸易连接市场的价值传递图 

另外，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使得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发生改变。首先，

企业从大批量订单式生产向小批量、多批次、定制化的柔性化生产转变，互联网技术的

应用对于产业集群调整制造结构，提升制造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其次，准确把握市场讯

息逼迫企业必须走品牌营销之道。再次，随着产业集群向品牌和研发延伸，数字贸易的

网络系统将搭建集群内互联网交流平台，充分汇聚整合前端的研发设计、中端的生产制

造、后端的销售运营等信息，培育相关辅助性和支持性机构的出现，促进企业管理模式

的改变。最终实现产业集群内资源整合和分工细化。因此，通过品牌赋能、销售加速、

信息分析整合，数字贸易将改变产业集群的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缩小与西

方企业的技术创新差距，实现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增强。反过来，数字商品贸易、数字服

务贸易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实现综合功能的进一步提升产生范围经济，形成知识溢

出效应，有助于促进更优化的数字贸易生态圈的实现。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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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中心的共享整合有利于产业集群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的有机融合能够构建数据中心的共享，使得集群内企业快速、

便捷、低成本地获取全球范围内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增强集群自

身创新能力，加强集群的知识溢出。首先，直接面对市场促使产业集群内企业直接或间

接、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创新。隐性和显性知识在产业集群链条传播，构筑了共享的数据

中心，从而促使知识的外溢。其次，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高新技

术保护的压力，企业需要具备个性化设计来获取利基市场，通过借助数字贸易平台及其

共享数据，企业可以突破时间与地理上的阻碍，依靠智能化的数据分析，针对消费者的

需求实行精准定位销售；对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日常搜索进行数据捕捉，有针对性的进行

推送服务等，从而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因此，企业借助数据中心进行

精准数据分析获取创新改革的灵感，通过大数据分析整合出最满意的解决方案、最佳的

资源配置，从而源源不断的增加创新的动能。 

3．产业集群的集聚有利于构建数字贸易生态圈 

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前景需要产业基础的支撑作为后盾。数字贸易生态圈包括交易

服务维度、技术信息维度、政府管理维度、基础设施维度等，形成相互作用的网络生态

链接系统。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生态圈还有待优化，如推进包括上下游配套产

业、相关法律法规等在内的软硬件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人才储备；从战略高

度重视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帮助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已形成布局完善的产业链，可以快速融合数字贸易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

如平台、支付、营销、咨询、仓储、物流和供应链金融等。从而营造更完善、更优化的

数字贸易生态圈。首先，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可以打造专业化金融平台，解决小额支

付、结汇和融资等问题。同时，集群内的相关企业可共建仓储物流配送体系，集中解决

物流速度慢、价格高、退换货难等问题。在数字贸易系统中，众多中小贸易企业并不具

备搭建海外仓、构建物流网络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产业集群利用拥有的物流

配送体系与中小贸易企业达成合作，帮助中小贸易企业完善物流网络，而制造业产业集

群中的企业也通过数字贸易平台拥有更加快捷高效的配送操作与物流信息传输。其中，

有能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还可利用自身集聚优势增加对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构建仓储

和物流中心，扩宽物流网络结构，增强物流时效性与服务。因此，在物流配送环节，制

造业产业集群与数字贸易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帮助改善跨境物流困境，完善行业物

流体系 

其次，在制造业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具备较强企业竞争优势，在集群中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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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话语权，能对中小型企业起到示范作用，且往往会得到中小型企业追随，形成聚集

态势。因此制造业产业集群内的龙头企业与数字贸易企业协作，可实规有效聚集和规模

效益的带动效果等，促使数字贸易系统中的物流、支付、品牌化等问题得到改善。 

最后，数字贸易企业可以依托产业集群的产业体系，打造区域品牌，提升企业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力，如广州增城的牛仔服装集群，中山的灯饰集群等，减轻数字贸易企业

营销费用和沉没成本。由于规范传统贸易方式的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数字贸易发展的

需要，数字贸易企业依托完整产业链，可以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从而促进行业实现标

准化。 

4．政府需要在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 

数字经济是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因此政府出台的制度既要能够激发创新，又要有

利于技术拓展和应用，同时还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数字经济是数字密集型经济，数据

与劳动、资本、技术相并列，成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首先，政府需要构建数字贸易

监管平台。制订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海关商检流程，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快海关

通关速度，提升海关智慧监管水平和监管效率。其次，政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

的监控管理。既要鼓励数据的收集、开发、挖掘、利用，同时又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和商

业秘密。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政府既要支持平台新经济生态系统

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反垄断。最后，政府通过进行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试点，为市场运

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随着系统内风险的降低，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水平与质量，从

而对于产业集群内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可以更加有保障、更灵活的与数字贸易的相关企

业进行合作，增加了企业间的信任。因此，在两系统的协同发展中，既可促进各系统内

企业之间的更深度有效的合作，也会增加复合系统内企业之间的信任。 

四、结论 

本文刻画了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路径演变：首先，数字贸易改变产业集

群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突破产业集群地域锁定，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产业链

各环节价值提升；其次，产业集群的集聚特征有利于集群内数字贸易生态圈的构建（包

括平台企业、营销企业、支付企业和仓储物流企业、供应链金融机构等）和规模效益的

产生；最后，政府机构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复合系统的高效监管和协同发展。在后疫

情时代，通过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创新要素培育以及产业数据价值化提升，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在基础研究、

产业化创新和应用市场的互补优势，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打造协同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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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创新中心和新兴产业集群。该问题的回答可以为找准区域角色定位，为实现错位

发展，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提供具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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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开放型经济体制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实践与发展 

 张澜于  李子彧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开放作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不断深化，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强

化。“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已经进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进入改

革开放的攻坚时期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

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

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

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把中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农村地区作为我国的

重要功能板块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自

十九大以来，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本文以小见大，将开放型经济的研究探讨落脚于中

国农村地区(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综合运用经验总结、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农村地

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问题，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努力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尝试，以期

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  农村地区  开放型经济  体制建设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40304 

 

一、导论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表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上，“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推动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变革。这种变革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我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等方方面面中得到

了鲜明体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各方面都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性时刻

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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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明确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决定》 的一大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的高度，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

内容。对此，《决定》 指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

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

外贸易多元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

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机制。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

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这些措施是新时代以来中央一系列对

外开放战略的总结和提炼，使新时代下中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体系并具有了新的高度，其体现在以法规化的形式对接甚至引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形成制度型开放，从而推进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设。 

作为党中央从战略高度谋划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纲领，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得到了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高度关注，

无论是在报告中还是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都将发展问题视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

础与关键所在。在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提升人民福祉的进程中，一方面应始终坚持和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更高层次上建

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全面开放格局。国家的强大以经济体系强大为基本前提，

在更高水平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开放型经济，既是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更

被视为在发展战略高度实现从“速度经济”转向“质量经济”的时代要求。从中国发展（尤

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就可以证明，只有全面扩大开放，与世界经济进行良性互动，才

能促进国内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升，才能提升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让经济增长保持

持续和平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开放型经济体制不仅仅是对

外开放，同时也是对内开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要完善内陆开放新机制，这就为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农村作为我国的重要功能板块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区域，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

构建我国整体开放型经济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为适应经济全球

化和全球经贸新变化做出的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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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小见大，分析湖北省松滋市的开放型经济实践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趋势，研究出制约当前松滋市对外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而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从特殊到一般，力求为国内其他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为政府宏观决

策提供参考，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家之言。 

本文以湖北省松滋市为例，通过对该市开放型经济的调查，现场考察了几家具有代

表性的开展外贸业务的公司、松滋市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并查阅多份松滋市商务信息资

料，运用经济学原理，通过对松滋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多角度分析，找出制约发展的主

要问题，为提出解决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一定学术与实用价值。 

二、国内对开放型经济研究现状概述 

周小川最早明确提出“开放型经济”概念,他认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对应的模式

应该是“开放型经济”,要“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

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

论文范文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自此以后,我国学者就一直在对开放型经济进行研

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对开放型经济内涵的研究概述 

李邦君认为，开放型经济就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走向国际化，具有与国际经济通

行规则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马伯钧认为，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是生产、交换、

分配、消费国际化的经济；李明武、袁玉琢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个市场、一种资源。 

2．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研究概述 

我国学者主要是借用西方国际经济理论来对我国或我国部分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

展进行研究,洪银兴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

量和效益,必须实现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杨静文应用新增长理论对我国的开放

型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黎峰运用了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从要素禀赋动态优化的角度,我

国的开放型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劳动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和技术输出

阶段,而我国正处于由劳动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阶段过渡。 

3．对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的研究概述 

许佩倩在对我国开放型经济下的体制困境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了突破路径依赖

的若干手段；黎峰认为购买力优势有利于增强我国开放型经济国际竞争力、改善国民福

利及扩大国内需求；文秋林对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归纳,并提出了相关对策；易小光针对内陆城市的开放提出了培育开放型经济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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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各种要素保障、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等政策建议等；张二震、戴翔认为构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施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的具体

化,是从以往的边境开放向境内开放的延伸和拓展,从而以新的规则和制度对接全球经济

新规则。 

三、 松滋市经济发展现状 

松滋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游南岸，系焦柳铁路与长江的交汇处，处于江汉平

原与武陵山区的过渡地带，东临荆州，西连宜昌，南接武陵，北滨长江，面积 2235 平

方公里，人口 89 万，是一座集工业农业商贸旅游于一体的新兴城市。松滋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远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以松滋市 2019年经济发展状况为例，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3.78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4%。农业经济发展基本稳定。全市实现农业增加值 46.64亿元，

可比增长 3.6%。完成农业总产值 77.59亿元，比上年增长 3.5%。其中：农业产值 34.48

亿元，林业产值 2.14亿元，牧业产值 28.81亿元，渔业产值 6.57亿元。农、林、牧、渔

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 44.4%、2.8%、37.1%、8.5%。 

2019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3.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4%。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44.38亿元，增长 3.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56.69亿元，

增长 11.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142.71 亿元，增长 8.8%。全市生产总值构成为

12.9:45.6:41.5。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4786元，比上年增长 9.9%。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比上年下降 6.14%。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1419 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3211 人。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4%。脱贫攻坚成效明显。2019 年末全市农村贫困人口 1643 人，比上年末减少 11161

人；贫困发生率 0.25%，比上年下降 1.69个百分点。 

四、 松滋市开放型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外向型经济规模有限 

在农村企业发展层面，由于缺乏国有企业支撑，以及受到个体私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和相关政策支持不到位等因素制约，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较弱，

市场占有率不高，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话语权。加之受到自然环境、交通、政府政策

和投资软环境影响，农村地区目前很难形成对国外投资的吸引点，外部投资很难引入。 

而且由于缺乏相关实体企业，多数农村地区的产品能够外销并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的途径多来自于电子商务，这些小微企业通过淘宝直播卖货等方式推销农村地区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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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作为农村地区为数不多的外向型经济，由于受到自身技术限制，参与对外商品贸

易的产品多集中在原材料或初级加工层面，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

第一产业向后延伸不充分，多以供应原料为主，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不健全。第二产业

连两头不紧密，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副产物综合利用程度低。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农

村生产生活服务能力不强，产业融合层次低。总之，当前松滋市农村产业市场化发展依

然面临着不少困难。 

（二）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成熟，互联网购物、电子商务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陌生

名词。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产业、物流产业等新兴产业已经在松滋市农村地

区得到广泛发展。松滋市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的建立就是一个鲜明且典型的例子，但从发

展程度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进驻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的企业数量不多，企业规模小、

存货周期短成为其主要特点。 

且发展新兴产业的制度环境有待健全。政府的有力支持是新兴产业发展腾飞的坚强

后盾，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外部条件，但是目前松滋市现有的产业发展政策与新兴产

业的发展不相匹配。一方面，政府由于经验不足，在其运用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依然

存在用旧的体制、旧的方法来发展新兴产业的习惯思维和惯用手法;另一方面，政府对市

场信号的把握不足，缺乏统筹，盲目上项目，致使重点扶持产业确立过程中，有些产业

并不是市场所急需的，却过分投入，以至于产品滞销，而某些市场急需的、产品供不应

求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扶持。 

发展新兴产业的资金存在缺位现象。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实现现代化，政府持

续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向新兴产业倾斜。但是，在松滋市新兴产业的

资金投入严重短缺，投资体制还没有形成，融资渠道也十分单一。一方面，银行惜贷现

象明显。银行的支持无疑是助推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大资金来源，然而由于新兴产业存在

较大的投资风险，并且资金周转收期长。因而，银行不愿贷款给新兴产业。另一方面，

社会资本也对高新技术直接投资不感兴趣。这就导致新兴产业不但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

困难，就连最基本的资金支持——社会资本也无法获取。即便其产品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但是因资金缺位，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受到严重制约，往往坐失发展良机。 

发展新兴产业的规模偏小。新兴产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制约产品研发、制造和营销等

环节的成本，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反之成本越高。然而，由于松滋市新兴产业的规模以

及在经济总量的比重很低，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成本高于传统产品，其开拓市场的难度

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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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开放型经济对金融、物流、绿色产业等第三产业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第

三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目前仍然以

第一产业为主，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限制了松滋市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

发展空间。 

城市化滞后，缺乏需求基础。第三产业有两个特点，一是绝大多数服务产品，其生

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同一性，即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二是要

求最低的聚集效应，即人口须达一定规模，服务企业才能盈利，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

这就是第三产业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根本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1995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 60%，2020年松滋城市化率

为 58%，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松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其所处

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应达到的水平。此外，松滋市的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偏

低，服务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技术市场、物资市场、人才市场、

劳务市场等缺乏统筹规划和促进其发展的体制、政策和法制环境，也是导致第三产业发

展不畅的内在因素。 

最终消费率偏低影响第三产业发展。从源头上讲，消费才是经济保持良性循环最根

本的因素，因为消费率的高低表明了投资转化为有效供给的程度，反映了劳动成果直接

转化为消费享用的程度。关注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地区消费之间的

良性互动，这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更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思想陈旧僵化，突围动力不足 

思想深度影响发展速度，发展速度决定质量高度。当前，制约松滋工业经济发展的

最大问题是缺少大项目的投资牵引，缺乏大企业的进规达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服务

企业成长，推动升规入统上思想不开放、方法单一。 

发展有窗口期，抓住了就是机遇期，抓不住就是生死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县域

经济发展，多次强调县市区要打造产业集群，做大块状经济，实现发展崛起。 

目前松滋产业集群程度较高、发展形势较好的就是以白云边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

那么传统产业怎么做大？优势产业如何做强？关键是要全市上下一盘棋，各地各部门一

条心，不推诿、不甩锅，总结培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好经验好办法，拿出扶持白云边

发展状大的大决心大力度，在精细化工、机械装备、造纸建材等产业上，培育一至两个

龙头企业，以头部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中小企业稳健成长，实现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

小企业铺天盖地。把担当进取精神化为企业进规数量、工业产值增量、松滋发展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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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动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五、开放型经济体制发展新途径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型经济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引入

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从国内看，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和城市群开放型经济建设成果初见

成效，农村地区将成为国家进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新阵地，农村地区如何利用好

国家政策，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之中，成为未来摆在农村地区面前的重要课题。 

我们应当从细节着手、从全局着眼，全力推动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为

此，应该通过新兴产业培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构建农村经

济市场化制度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现代农村等有效措施，构建农村地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借鉴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经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积极把握和承接城市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良好契机。 

（一）引导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农村地区经济市场化进程。农村政府应该积极主动

作为，为农村地区经济市场化有序推进提供政策引导和实际支持。一方面要进一步减少

市场准入条件和行政审批程序，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和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提升政府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外贸竞争优势企业，为其

提供优良的成长环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十三五”规划对发展对外贸易的总要求。

通过政府对农业技术、生物工程、农产品深加工等对外贸易优势产业扶持帮助，不断提

升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质量和品牌效应。积极营造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良好经济环境，

从政府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对中小微企业发展予以支持，并逐渐建立起适合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长效税收政策体系。 

（二）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目标之一。高质量发展涉及多

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体现在以技术进步和规模报酬递增为特点的产业发展上，包括

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进行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实现上述目标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广大农村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和政策来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进一步加快农业

科技创新，提升农业产业和现代化水平。有效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实现产品创新。从外

部因素看，“一带一路”战略为广大农村地区参与周边国家经济往来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

件，只要农村地区商品符合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国际贸易就有可能达成。从内部因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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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广大农村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基础条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则能够为

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提供政策支撑和外部环境的营造。 

（三）构建农村经济市场化制度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发

展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村地区经济市场化问题，只有构建起系统的市场化制度体系，使得

所有经济活动都围绕市场化展开，农村地区经济才能够激发潜力，农村经济才能够真正

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问题。此外，由于农村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始终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地区在交通、企业投资环境、自然资源开发、

劳动力转移、物资流通等多个环节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政府应该从农村地区开放型

经济建设大局出发，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地区开

放型经济新机制构建就应该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和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契机，以农村地区自然资源为依托，积极探索承接产业转移新模式。鼓励农村地区发展

现代农业、电子商务产业，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在交通和物流

方面，畅通农村与城市之间交通和物流网络积极主动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推动经济国

际化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加快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 

总之，身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村地区就应该顺应国际新形势和国内政策新变

化，按照国家对农村地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总体构想，从细节着手、从全局着眼，

以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作为重点，加快产业发展和机制建设，全力推动农村地区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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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eneral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egard opening up as a strategic choic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nd even longer, China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eriod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ope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pen economic system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introduction and going out,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enterprises to invest abroad, and have the courage and at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opening up markets on a global scal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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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big trading country to a trade power, consolidate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s of foreign 

trade, cultivate new advantages in competition, expand the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actively impor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trategic thinking and a global vision, 

stand on the high plane of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push forward China's caus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sector of China and a latecomer 

reg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ural areas are facing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study of 

open econom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aking Songzi City,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Comprehensively using methods such as experience summar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will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an open economy in rural areas, an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we will strive to make some innovative attempt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decision-

making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areas; open economy; institutio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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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创新实验和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仇明侠  叶志祥  项炳锡  王萌  吴丹  王宁 

摘要  专业创新实验和实践是高校教学过程中开阔学生视野、锻炼思维和提高动手能力

的关键环节，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深奥、晦涩理论知识理解和追赶国际科学

前沿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学校经费来源、实验室条件和传统教学思维模式的限制，

在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的实验教学中普遍存在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占比不足、实验内容陈

旧，远远落后于国际前研究课题、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问题。本

文针对上述现象，结合多年半导体专业课程学习和教学的经验，借鉴德国、瑞士和美国

等国际应用技术大学的先进教学模式，我们探索性地采取“校内实验+校外实践”和“课内

实验+课外创新项目拓展” 相结合的实验和实践教学新模式，将趣味实验和国际前沿研

究课题（如有机光电材料）引入到半导体物理 pn 结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发光

二极管和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电池制备等创新实验和实践教学中。这些教学改革措施深受

学生们的喜爱，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和科研乐趣，极大的提高了学生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已初见成效，本次教改积累的教学经验将为应用型高校半导体或光

电子和微电子专业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课程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有机光电材料；创新实验；教学改革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5 

一、前言 

半导体技术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基础，它是随着集成电路，尤其是超大型规模集成电

路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的各行各业，是目前全球

发展最迅速的新兴技术之一。近年来，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

中以深圳的产业发展最为迅速，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深圳最大的支柱产业，2020年的产

值占了该行业全国总产值的七分之一，产生了一批如：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等著

名的高新技术企业[1]，深圳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设计和制造中心。同时，中国制

造 2025、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也为深圳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信息

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2017年，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人才需求缺口

高达 765万[2]。因此，如何培养具有半导体相关理论知识、动手能力强且具有创新精神

的，企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是高校当前面临的最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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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是光电子、微电子、通信、半导体材料和应用物理等相关专业的

重要基础理论课程，它主要研究半导体的原子状态和电子状态以及各种器件内部电子的

输运过程和运行机理。这门课是以量子力学和固体物理为基础，在理论课的学习过程中

存在繁琐的数学及物理（如薛定谔方程）公式推导和抽象、深奥的概念（如能带）理解，

使学生们感觉专业概念和公式晦涩难懂，从而丧失了学习兴趣，阻碍了对其进行学习自

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力的培养。为了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满足社会对半导

体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专业人才需求，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创新实验和实践改革势在必行

[3-9]。 

二、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的教学中仍以传统的理论知识为主，如能带理论、电子隧

穿效应、平衡载流子和非平衡载流子以及载流子的输运等抽象概念遍布各个章节，同时，

理论计算、公式推导如载流子浓度、掺杂、费米能级以及漂移和扩散运动方程等也占据

了教学内容很大部分。半导体器件相关的教学内容主要以 pn 结、二极管和晶体管的基

本概念、能带结构和器件工作原理的讲解为主。缺乏将这些单个元器件综合应用的实际

教学案例。由于公式推导过程繁杂，概念抽象，学生在理论课堂学习中接受知识较为困

难，日积月累导致其对课程内容理解不透彻，学习兴趣不高，产生抵触心理。在实验课

的开设中，实验课内容陈旧，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实验步骤按部就班，固定不变，

很少开设创新性和综合性的实验，以至于学生在实验中可以不用脑洞大开，只需按照实

验教师的现场示范和实验指导书的详细步骤记录就可以完成实验。这样的实验课程不利

于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课外很少有学生主动与老师探讨相关的课程知识，

更拒绝参加创新项目及大学生竞赛。以上的这些因素对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的教学非

常不利。客观上，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近两年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投

资预算大幅缩减，而半导体相关的器件制造设备价格昂贵，因此，部分计划购买应用于

教学实践的设备由于资金短缺而被搁置，而原有设备陈旧且数量不足，尚不能满足教学

的需求。对于建校时间较长的高校，由于建筑面积的限制，实验室空间狭小，无法满足

逐年递增的学生扩招的需求。因此，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三、半导体物理实验与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本文将根据企业对于半导体专业人才的需求，结合近十年来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教学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完善实验内容、改善教学模式和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

革。旨在通过教学改革，建立完善且具有特色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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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运用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专业知识解决实

验和实践中出现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半导体物理与器件教学质量和对接企业需求

的目的. 

（一） 教学内容优化：增设国际前沿研究课题有机光电材料相关实验和实践项目 

1．在传统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国际前沿科研

最新进展的内容，拓展学生知识面；同时注重个性化和创新性实验内容的增设。比如：

a)在 pn结器件实验课开设中，除了介绍目前已经大规模产业化的无机 LED器件外，我

们还将利用最新的有机发光材料制备的有机 LED (即 OLED)和量子点 LED(即 QLED)等

前沿研究内容作为课堂讲解和实验演示的重点。之所以进行上述课堂内容的改革是根据

实验室的设备配置而调整的。因为目前大规模商用的 LED 是由昂贵的金属化学有机沉

积设备（MOCVD）和光刻机相结合制备而成，而深圳技术大学光电材料及器件实验室

仅有光刻机和热蒸镀设备，尚不具备制备无机 LED 的条件。所以我们将实验内容调整

为制作成本更加低廉，但器件结构类似，而且是国际研究热点的 OLED和 QLED，这样

可以使我们的教学内容与国际学术前沿课题接轨。b) 为了做比较，我们将同样具有 pn

结构，但器件工作机理与 LED截然相反的有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SOLAR CELL）也

作为实验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方便学生通过动手构建两种器件，从而加深对两种器件结

构和运行原理的深刻理解。举一反三，进而扩展到对其他光电器件如光电探测器和激光

器等工作机理的理解。c）在传统的半导体晶体结构模型搭建的实验课程中，除了介绍

理论课中常见的金刚石结构球棍模型外，我们还会向学生普及石墨烯和富勒烯等碳元素

同素异形体的晶体结构，并要求学生组建出这三种不同结构的碳元素的球棍模型。学生

可以直观地比较三种结构的区别，并深刻理解这三种同素异形体尽管由同种元素组成，

但是由于结构的差异，其各自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也各不相同，所以其应用领域也有很大

差异。在该实验中，学生能够深刻了解到材料结构对其性能影响的重要性。通过上述一

系列课程内容的改革，学生们在实验过程中不仅巩固了理论课所学的知识，同时拓宽了

课外热门科研课题内容，而且在实验中感受到如拼搭乐高一样的乐趣，课堂氛围活跃，

实验课在如“最强大脑”电视节目拼接竞赛中一样愉快结束，学生反馈良好。 图 1 中展

示了部分实验课中学生实验照片。 

 

 

 

 

 

 

 

 

 

 
图 1 学生校内实验课照片：（a）量子点 LED 制备照片  （b）拼搭晶体结构实验照片 

 2．引入有机发光器件制备的网络搞笑和趣味实验，拓展学生创新思维。为了增加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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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课堂乐趣和拓展专业知识，将网络搞笑和趣味相关实验视频插入到教师实验内

容和实验方法的介绍中，从而使学生增长见识，拓展思维。例如在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简

称 LED）的实验课程中，我们将网络中国外大学用电烙铁、打孔器和电风扇等简单日常

用品来制备有机量子点 LED 的视频播放给大家，不但增加了课堂的活跃气氛，而且让

同学们认识到创新无处不在，只要实验小组具有有机发光材料，即使实验室不具备高精

尖的设备配置，依然可以用日常用品做出国际最新的前沿研究。 

3．介绍产业最新需求，将相关校企合作项目和创新竞赛内容有机融合到相应的实

验和实践教学中。根据学校和学院合作企业的需求，将部分技术攻关课题立项为校企合

作项目，共同解决产业“卡脖子”问题，同时也将全国大学生竞赛项目列入课外实践教学

内容中，例如：在目前与合作企业比亚迪共同开展的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大面积制备的

课题研究中，邀请了 5~10 名感兴趣的同学加入该课题。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开展

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大面积制备的项目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课程设计，我

们学院每年开展十余项类似的校企合作项目供同学们开展开外创新实践研究。在新学期

开学初期，教授们会将课题组将要开展的课题名单发给学生，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兴趣，

选择加入不同的课题组。在不同的学期同学们还可以更换课题，大大缩短了学生和企业

之间的距离，让学生从自身经历中感受企业需求，同时又开阔了眼界。 

（二） 教学模式的创新 

由于半导体物理的概念和原理非常抽象，涉及到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现象，仅

靠想象很难深刻理解课程内容。传统的实验教学中，以在校课堂实验为主，学生们在学

校专业实验室内完成教学。我们借鉴德国、瑞士和美国等国际应用技术大学先进教学模

式，采取“校内实验+校外实践”有机融合的教学改革模式。正常教学时间，我们以课堂

实验为主，校外实践为辅。课程内容以国际前沿课题为主，产业相关产品介绍为辅。寒

暑假期间以校外短期（半个月）企业实践为主，实践内容以生产线产品为主，研发为辅，

让学生充分认识半导体理论知识在产业中的应用。对于正常校内实验和实践教学的开

展，我们以“课内实验+课外创新项目拓展”相结合的模式进行。课内实验内容为传统实

验项目+科技前沿课题。课外拓展创新项目是以校企合作、教师基金项目和大学生竞赛

项目为主题，学生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加入到课题组开展课下项目研究，例如开展国际前

沿课题：钙钛矿有机量子点 LED、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光通信和高分辨光谱仪的研

究。总之，我们以一种“校内实验+校外实践”和“课内实验+课外创新项目拓展”相结合的

方式，全方位、多种形式的开展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创新实验和实践教学。图 2中给出了

寒暑假期间学生在企业短期实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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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学生短期企业实习照片（a）聚飞光电公司寒假实习照片（b）恒之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实习照片 

(三) 教学方法的改进 

传统的实验教学中，以实验指导书和教师课堂演示为主，同学们仅需照猫画虎，模

仿老师的操作流程，即可顺利完成实验。在改革后的教学中，我们采取在理论课课堂中

将下次实验课课程名称展示给同学们，让大家先利用网络资源查找相关资料，然后再在

实验课中通过提问检测大家对实验内容的预习情况，再将实验指导书和实验用品发给大

家，然后以 ppt或动画的形式展示本次实验的原理和实验的内容，本过程大约 10分钟，

同时将相关趣味实验或国际前沿课题内容或大学生竞赛和校企项目以视频或 ppt的形式

展示给同学们，最后让大家动手开展实验，如有任何问题，师生共同讨论后，老师再以

现场演示和播放动画等形式展示给大家，并进行原理性解释，让大家带着问题做实验，

这样有助于学生更深层理解实验内容和原理。 

（四）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创新实验和实践教学改革中的成效 

通过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多样化和教学方法的革新，尤其是将国内外网络趣味

实验引入到课堂内容中，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和实践教学已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

兴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大幅度提高，学习能效显著提升。

通过校企联合共同参与到技术攻关项目和短期校外实践活动中，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接触

产业项目，显著提升了其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创新能力，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2018

年，在全国大学生半导体光源系统创新竞赛中，我校学生在“量子点发光二极管的制备”

和“基于蓝光 LED与量子点的显示技术” 赛项获得两个二等奖。2020年课题组的柴教授

又在同类竞赛“基于 COB-LED的可见光通信”中获得二等奖。2020年 8月，在第十二届

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中，我院学生获得“激光抛光系统解决方案”和“慧眼识物—远距

离实时传输智能快照马赛克微型高光谱仪”两个项目的三等奖。此外，在 2019年和 2020

年，我院教师在深圳技术大学组织的全校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连续两年学院获奖人数占

全校获奖总数的四分之一。因此，2021年 9月，深圳技术大学新材料与新能源学院被评

为“深圳市教育先进单位”。图 3 显示了部分获奖证书。 

(a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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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获奖证书 (a)（b）为部分竞赛图片   （c）先进教育单位奖牌 

四、结束语 

为了适应集成电路行业的快速发展及半导体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针对半导体物理与

器件课程目前实验教学环节中呈现出的诸多问题，本文在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和实践

教学中从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教学手段的改进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

革和探索。利用校企合作，采取“校内实验+校外实践” 和“课内实验+课外创新项目拓展” 

相结合的方式，将校企合作技术攻关项目、大学生竞赛内容、网络趣味实验以及传统的

教学内容有机融合，教学改革已初见成效。但是，我们仍需继续探索，总结经验，进一

步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工匠精神”的应用型工程师和设计师做出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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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esoteric and obscur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atch up with the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school funding resources, 

laboratory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propor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innovative experiments, outdated experimental contents, 

and single limited teaching methods that cannot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of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semiconductor course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advanced teaching modes of international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ies, we creatively adopt 

the new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in school experiment + out of school 

practice" and "in-class experiment + extracurricular innovation project expansion". Network 

interesting experi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utting-edge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organic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re introduced into our innovativ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uch as preparing new organic light-emitting pn junction diodes and quantum dot 

light-emitting diodes, and perovskite thin-film solar cells. Students deeply love thes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which have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The accumulated teaching experience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s experimental courses for 

semiconductor or optoelectronics and microelectronics majors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Keywords 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s；Organic Photoelectric Materials; Innovative 

Experiments;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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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添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税收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也

暴露了许多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征税对象划分界限模

糊，税制面临严峻考验；传统税收执法难以应对电商发展，执法方式需要创新；征税对

象尽享税收红利，纳税自觉性不高；平台经营者未能发挥监管作用，税收部门无法及时

获取交易信息；电商经营过程监管不到位，管理机制有待提高，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

要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完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体系，规范第三方平台

责任，通过委托代理机制，避免漏税、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大

数据，全面掌握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增强税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税收征管。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税收监管 征税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6 

 

 

一、引言 

2019年，为了解决电子商务领域税务征管方面的相关问题，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这部法律是电子商务领域税务处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收征管的依

据，目的在于使电商从业者能够公平并且合理的缴纳税款，履行社会义务，并推动电商

行业的长远进步。不过，这部法律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税收问题，在其实施过程中也暴露

了许多难题，仍然需要不断解决。从世界性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总体

还是以物品交易为主。整体的市场规模和从业人员的利润水平处于普通水平，因此，如

果采用高税的形式，必然会抑制其发展进程和积极性。但是，如果不对其规范征税，将

导致巨大数额的税收流失。这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会强烈冲击传统的交易形式和市场，

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基于网络和信息时代广泛运用和发展的产物，

以此而产生新的交易场所和方式。而同样的，税收的发展应顺应发展潮流，依据新兴的

交易模式，提出新的理念和发展新型的技术手段，合理完善征税方式和监管手段，为电

商征税的征管体系建设和强化税收管理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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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电子商务研究现状 

针对税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问题，冯守东、顾慧武（2019）提出新时代税收治理观

念的一系列改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法治，恢复税收法制本位，弱化政府强制性管制，

加强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确立纳税人权利的税法核心，实现全社会的税收共同治

理。谭珩（2020）提出持续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应从构建便捷精准的监管服

务体系、打造运行有效的税收共治格局和提供稳固强大的技术支撑保障几方面出发。 

目前信息化建设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问题，叶青（2019）认为“互联网+税务”

代表未来税收征管的发展趋势，能够助力税收增长和税制改革；加快电子税务局和社保

收费系统建设和“金税三期”信息互联，可以有效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解勤华（2019）认

为税源监控在税收征管中十分关键，对征管工作发挥很大的作用，税源监控体系各个部

分职能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税收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 

针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问题及原因，马文华（2019）认为，电子商务交易的隐蔽

性、电子发票的缺失以及传统税收制度不能完全适应现有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是其税收

征管过程困难的主要原因。赵延岭（2020）对电子商务税收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电

子商务税收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电子商务本身具有数字化、便利性和隐蔽性的特点，

这给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带来了许多难题。陈志芳、王艺霖（2020）认为，电子商务税收

征管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数据共享的局限性、协同监管能力的缺乏以及法律宣传不到位的

问题。 

就如何加强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措施，吴雷雨（2019）认为中国应逐渐健全税

收政策，提供全面的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国内税收征管体系，密切关注国际合作，从而

增强我国的税收征管。李嫣然（2020）认为，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应逐步从“以票控税”向“以资本流控税”发展，尽可能建

立健全“扣缴义务人责任制”，来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减少电子商务税收流失。卢丹阳

（2020）认为在推动激励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宣传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知识，

搞好税收征管，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制度的改进做法，谢波峰（2018）认为要清楚确定电子商务

的税收制度要素，寻求企业间公平竞争和管理措施得当的电子商务，从长远的眼光为电

子商务考虑周到，促使电子商务税收改革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机制，并采取行政措施，旨

在为未来的繁荣建立税收制度。 

关于规制虚假交易的具体措施，张剑芸（2018）提出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完善相关

经济立法，从而加强刷单炒信经济法规制：1、构建信息全面的个人征信制度以强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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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信用观念；2、针对特殊情况，《电子商务法》要因地制宜，制定对应的制度以保障制

度的实行；3、统一相关行政处罚规定以保障立法的一致性。陈兆誉（2018）建议从预防

论的惩戒变量进行考虑，完善失信惩处的相关规定，整理分析，真实、公开的信息来建

立完整可行的信用系统，提高查处刷单的概率和惩戒的严厉程度，从而加强制度强度。 

三、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征税对象划分界限模糊，税制面临严峻考验 

税收的必要前提是明确征税对象。同样的，明确电子商务行业纳税对象是实行税收

征管的必要条件。但在现实中，同一个店铺并不一定是同一个 IP 地址，因为目前可以

通过一台电脑同时登录注册多个商铺。这就导致了在传统的征税方式中，确认经营所得

和来源以及居住地的方法，无法应用到电子商务行业上了，同样无法精确的掌握交易过

程中的正确数额，导致大量纳税人逃税。在电子交易过程中，交易通常都是采用数字和

平台链接等方式来实现。虽然可以了解产品的信息，却很难对此交易过程中的税目和税

率进行准确的定义，这反过来又造成税收征管领域的困难。另外，网络游戏的发展，带

动了网络交易的盛行，游戏中的货币和装备被赋予了货币价值，用于市场交易，但是现

在并没有相关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因此，无法明确所有的征税对象。且由于技术的更

新和日益进步，现在的网民可以直接线上实现各种消费行为：诊治，策划，法律咨询等。

较之前的所谓传统交易和经营场所，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税收执法方式已不适合现在

的交易模式了。纳税主体过于复杂，交易过程非常容易隐藏和造假或者干脆无法定义，

这极大程度的给国税务机关在征税执法过程中增加了难度。 

（二）传统税收执法难以应对电商发展，执法方式需要创新 

作为一种新的经营形式，电子商务主体将以网络经营者的新角色进入纳税范围。面

对电子商务的涉税特点，如何发挥税收征管、税务稽查等税收执法行动的作用，如何把

握标准、是否采取适当的方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

首先，线上交易的信息化会发生不同于传统商务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这将冲击税

务机关依靠传统企业税收征管的执法模式，使税务机关的执法手段需要进行创新。其次，

电子商务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同时较于集中，不像传统行业那样

分散，而在产业方面也表现出良好的融合性。因此税收的执行方式必须根据其特点，利

用互联网方面技术支持来实现，高效的衔接上电子商务产业。相关单位更是要增强在市

场交易中起到的监管作用、应该继续不断的更新，改进税收方面的举措。最后，在执法

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如何合理的应用自由裁量权，总结和理顺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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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问题以及如何从税务登记、稽查等程序提高税收执法的效率和质量都是一个需要解

决的难题。 

（三）征税对象尽享税收红利，纳税自觉性不高 

目前，电子商务主要以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三种运营模式。按照

常理，电子商务经营者在运营过程中，都会进行必要的市场主体登记。但是近几年来，

个人进入电商行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且交易量巨大，并不是所有个人卖家都会登记为市

场主体。根据电子商务法，交易方应该开具发票进行会计处理，从而使纳税流程更加规

范。但是由于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模式不容易监管，尤其是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

交易量小，单笔交易金额也较少，例如，部分经营者在微信朋友圈或小红书等社交网络

平台上从事商业活动。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些纳税主体很容易谎报财务信息，通过逃税

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个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自觉性极低。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实现偷、漏税的方式并不困难，企业若以个人形式

交易，同时在销售额上做文章，就可以减少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这种情况不仅

会对个人产生冲击，造成恶性竞争，影响整个运营交易的市场环境，不可避免的也会对

传统线下门店产生不利影响。 

（四）平台经营者未能发挥监管作用，税收部门无法及时获取交易信息 

在电子商务交易市场中，平台是有义务提供相关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需要的相关信

息，比如：店铺信息和交易数据等，这是平台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电子

商务法的要求。但在现实工作中,由于电子商务平台与电子商务平台之间存在着商业竞

争,出于运营手段和招收电商卖家的需求，都是在被动情况下才愿意提供这些相关信息。

所以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虽具有信息优势,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交易信息共享和协

助税务机关完成税收征管等方面的监管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 

（五）电商经营过程监管不到位，管理机制有待提高 

许多电子商务经营者为了让自己的商品、店铺获得较前的销售排名和较多的销售量，

都会选择“刷单”。而之所以有“刷单”的出现，与电子商务经营平台不完善的机制有着密

切的联系。虽然为了运营，刷单的情况几乎时不可避免，但是这就使得税务部门很难正

确判断和审查真实的商家的应纳税数额。而所提供的转账记录信息和交易订单等只能作

为一个参考数据。刷单行为，在买家的日常购物中，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因其并不完

全真实的销售数据。同时也会造成征管困难，给税务部门增加工作量。所以，必须解决

卖家的虚假行为来掩饰真实商品、虚报纳税金额、逃避缴纳税款等行为,不能脱离税务及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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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政策及征管的建议 

（一）优化电商税收征管规则，为征税提供保障 

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和时代背景，要求必须通过完善税收的相关政策，来使纳税对

象的纳税渠道和方式更加地规范化和法令化。不断的优化更新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法律

法规，使现有的税收征管规则更加适应目前的行业状况，为电子商务法律的完善提供帮

助。第一，必须在登记的程序上规定相应的制度。小规模经营者，应当同其他一样，进

行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第二，明文规定纳税的相关流程，细致化，精确化。规范所有

的电商平台，按照程序，协助相关部门执法，必要时提供技术方面的帮助。 

电商平台可与税务平台相连，在商品成交的过程中，实现自动化，计算数额和申报，

以电子形式发送发票，提高效率。最后，审查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严明正确。按照

月份季度或者年份，随机的抽取样本，可通过互联网技术或者大数据应用。依法严格的

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对被征税者的交易跟踪，奖惩治过，对依法纳税的平台提供

扶持，对违法者依法惩治。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督机制，提供有效的举报方式，形成制

约系统。在电商平台的支持下，实施税务、市场、平台等多方合作的信用征管管理体系，

制定信用，失信和处罚条例，对没有依法纳税的经营者，采用征信记录等级的方式，等

级过低者，将被依法采取强制行动。 

（二）解决互联网交易信息问题，增强税务信息透明度 

区块链技术是基于高新技术创新和应用下的产品。深圳，作为该技术应用的试点，

率先实施了“区块链 + 税”信息技术。而在这种技术的驱动下，区块链发票已经产生，它

是非常不同于以前的电子发票: 发票不再完全依赖于电子商务运营商，税务机关甚至消

费者都可以参与。因此，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所有交易信息都在“链”上公开，改变了税务

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局面。因此，区块链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

深度集成是税收征管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变。针对区块链如何与税收征管相结合的问题，

可以根据区块链的特征进行分析: 区块链的特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不再

隐藏，并实时向税务机关开放，彻底打破了税务机关在信息劣势的被动地位，彻底打击

了电子商务经营者逃税等违法行为。其开放性和透明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可能在税

务机关不知情的情况下篡改数据，每个节点记录的交易信息最原始、最真实，从而为计

算纳税额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税务机关对涉税纳税人的信息保留时间有限，因此税务稽查难以连续进行，而且考

虑到年利率的不规则变化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因此也根本计算不出来具体数额，但是区

块链技术可以完全打破这个限制，只要链上的数据都会保存在云端，它会自动将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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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转换成当下的金额，这样税务部门就可以追回逃税金额。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只

要纳税人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不用主动申请，根据纳税人在链条上的税务信息就可以

直接计算应纳税额。当然，也可以根据税收征管的实际需要，在纳税义务期限届满时，

直接进入纳税滞纳期，预先达到确定的上限后，再进行纳税和滞纳金、扣除。区块链的

上述特点正好解决了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区块链的不同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分权和开放透明度使得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税务机关获得的交易信息

是相同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为了减少纳税义务而修改数据的非法意图是不能实现的，因

为它与税务机关处于同一个链条中。智能合同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

效率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处理税务事项的效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区块链发票”应

运而生。可以想象，区块链技术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指日可待，通过发票记录交易信息的

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将逐渐被取代，“信息控制税收”的新模式将逐渐成为税收征管的新模

式。 

（三）发挥征税对象积极性，规范市场主体登记 

通常，电子商贸经营者均须注册为市场主体。如果要求他们效仿传统的经营者，通

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进行登记，同时用登记账号来注册营业执照，在一定程度上会减

少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缴费，提高税收效率，增加其隐性成本。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点，

即为了简化电子商务和税务登记手续，可以要求各有关部门开展网上合作，组织专业人

员，专门为纳税人开展商务和税务登记网络平台，则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强度会大大降

低，同时也为电子商务运营商节省了大量的隐性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和成本。只要网

上登记平台要求所有纳税人提供真实身份和店铺信息，该信息主要包括纳税人的身份证

信息、纳税人的业务、网店的常住地址(用于判断纳税管辖权)。如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再发给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许可证。 

此外，还可以考虑宣传方式和宣传主体的选择。如果仍由税务机关的有关人员直接

进行宣传，可能会偏离预期效果较大，可以考虑将已进行电子商务和税务登记的电子商

务经营者作为主要宣传者，利用多媒体、公益广告、直播等形式向征税对象宣传税收相

关法律知识以及商业税务登记个人卖家可以告知注册方式、注册时限和不注册的后果。

在宣传内容的设置上，也可以改变过去传播的传统形式，设计一些情景喜剧，让人们观

看，让人们感到参与和投入，所以他们更有可能专注于内容本身。对于有意进入电子商

务行业的经营者首先必须要求其办理网上营业税登记，取得附有税务登记证号码的电子

营业执照，取得网上交易权利。 

（四）建立委托代理制度，优化电商税收征管路径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3 卷第 4 期 

66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或包庇私有利益等缘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会充分提供真实

的交易信息，且由于交易操作过程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税务机关不能充分掌握电子商务

经营者的资金信息。对此，建议引入委托代理制度，进一步增强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

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避免税务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税务征管问题，税务机关可

以以委托方的身份，通过授权委托第三方平台来进行代扣代缴税款。而第三方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作为交易的媒介，根据电子交易的特点，交易信息可以追踪到全面掌握电子商

务交易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信息，具有全面把控交易信息的优势，因此，第三方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税收征管代理机构。 

电子商务税务征收需要优化委托代理的过程，比如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处理可能会出

现的各种风险或者错误选择，必要时，可以建立一套奖励机制，同时可以直接让第三方

的监督机构负责监管。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用一种高于契约的形式来形成另一种合约。

这样能激励代理机构更加用心的实现代理缴纳服务。而可具体化为，相关部门采用绩效

方式，考核代理机构，在实行合约和另外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和保证前提下，再制定相应

的激励机制，并与委托方签订合约。保证委托方在激励机制的带动下，能够尽心尽力的

为税收征管服务。要想实现奖励机制和委托代理规划的目的，最合适的方法是由国家机

关出面，直接作为监管平台，发挥国家的统筹协调社会职能，建立一个合作的管理格局。

即为消费者提供真实健康的网络消费平台，还可以治理征税环境，保证委托代理机构稳

定顺利实行。 

（五）合理利用大数据，加强征税的现代化信息管理 

事实上，通过大数据和相应的技术，可以全面清楚的记录所有经营主体的市场经济

行为，因电子商务的特点就是，无法完全不留痕迹的进行交易行为，所有的流量、购物、

配货、派送、评价等都会在平台或者后台中留下痕迹，审查和查证难度不大。因此，电

子商务的特征决定了其容易对信息进行采集和从源头进行相应的管理。首先，用大数据

思维，把信息的监督，管理细化到每个步骤。通过技术手段和功能，采集真实明确的数

据。其次，对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和筛查运用。技术处理后的信息进行税务匹配，

从而核查税收的精准度，提高征税效率。 

五、结论 

我国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电商经济不断推动着市场经济走向繁荣。但电商经济持

续增长的同时，其相应的税收征管问题也越发明显，税收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当前我国

电子商务税收征管主要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由于相应的规则尚未完善，税制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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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征税对象及电商交易平台经营者未能积极主动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大量税

收流失；三是税务部门的执法手段及对于交易信息的监管未能适用电商发展，无法获取

准确的交易信息。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措施，可以参考以下方法。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多层次

法律体系，以明确行为的纳税主体、纳税地点、税率等，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执法时有

法可依。其次还要完善网络交易市场监管体系，规范第三方平台责任，通过委托代理机

制，避免漏税、逃税行为。最后，税务部门应通过区块链技术，利用大数据，全面掌握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交易信息，增强税务信息的透明度，便于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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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es not solve all 

tax problems, and also exposes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y country's e-commerc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demarcation of tax objects is blurred, and the tax system is facing severe tests; traditional tax 

law enforcemen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law enforcement 

methods need to be innovative; High; platform operators fail to play a supervisory role, and tax 

authorities cannot obtain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e-commerce business 

process supervision is not in place, an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form a multi-level 

legal system; improve The online trading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regulate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ird-party platforms, and avoids tax evasion and tax evasion through the 

agency mechanism. Transparency to facilitat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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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 

郑凯 

摘要  借势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大环境，以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为切入点，构建技术

先进、功能集约、资源优化、开放共享、运行高效、具有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平台，为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验和创新实践创造条件。并通过高效整合各类实验教学资源，深

度融合网络信息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在其支撑下探索实验教学内容改革的模式与

方法，为培养优秀工程人才提供优质课程资源。本文作者申请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类项目“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

并成功立项，项目编号 201901022028。应《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杂志邀请，将本项目

申报书加以整理，形成本文。 

关键词  虚拟仿真  工程教育认证  新工科建设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407 

 

一、项目拟解决的问题和工作目标 

自“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提出以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便进入

了国际化快车道，尤其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为高校的工程教育

改革指明了方向，积极推动相关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围绕“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积

极探索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是深化专业建设、持续改进课程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的关键环节之一。对于工程专业实验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对于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解

决复杂工程实际问题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有力支撑。 

虚拟仿真实验通过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实

验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应用，成为对真实实验的重要补充，使用“先虚后实，虚实结合”

的教学方法，有效地提高工程专业实验教学质量。此外，虚拟仿真实验具有自由度高、

交互性强、仿真度高等特点，可以较好解决实体工程实验对车间场地、机器设备较高的

成本投入问题，以及实体实验可能潜在的爆炸、燃烧等危险因素，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可有效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虚拟仿真实验是对真实实验的重要补充，着力解决真实实验条件不具备或实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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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涉及高危或极端环境，高成本、高消耗、不可逆操作、大型综合训练等问题。虚

拟仿真实验使用“先虚后实，虚实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的掌握实验方

法与专业知识，具有自由度高、交互性强、仿真度高等特点，可以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

高等教育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应用，提高

高等教育实验教学质量。所以，虚拟仿真实验能够较好解决实体实验周期长、准备工作

繁琐、成本高、实验效果不佳等多方面的难题，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极大的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虚拟仿真实验能够有效整合各类实验教学资源，建立有利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实验

教学体系，其构建技术先进、功能集约、资源优化、开放共享、运行高效、具有虚实结

合的实验教学平台和贴近实际、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验

和创新实践创造了条件。它能够推动信息技术与学科专业的高度融合，加强实验教学资

源、管理和支持服务的信息化建设，深入探索信息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在信息技

术支撑下改革实验教学模式与方法。紧密结合教学与科研，将科研理念、成果及方法融

入到实验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 

本项目采用交互式虚拟仿真方法进行实验。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建设 GMP车间不

仅对场地要求高，而且后期运营维护成本高，要满足每届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难度大，

不仅由于 GMP车间的洁净度要求，而且现代化生产车间实际容纳操作人数有限，对于

满足全体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尚无法达到要求。这些都是真实实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交互式的虚拟仿真实验便应运而生。 

本虚拟仿真实验使用“虚实结合，先虚后实，以虚助实”的实验方法。首先，学生可

以通过本虚拟仿真实验进行课前预习，并上传预习报告；其次，教师通过本虚拟仿真实

验讲解操作实验内容；再次，学生通过本实验可以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操作，并由后台记

录操作成绩；最后，教师可对学生的实验成绩进行在线评阅，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有

针对性进行指导。通过该虚拟仿真实验，使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的掌握实验方法与专业知

识，为真实实验提供有力补充和有效支持，并为其他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提供在线

学习资源。 

在建设完善虚拟仿真实验训练平台的基础上，以“新工科”作为工程教育新理念、新

模式，以新兴技术引领工程教育改革，推进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和升级，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增强其自身的创新内驱力，为培养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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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础 

本项目借势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大环境，以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为切入点，构建

技术先进、功能集约、资源优化、开放共享、运行高效、具有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平台，

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验和创新实践创造条件。并通过高效整合各类实验教学资源，

深度融合网络信息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在其支撑下探索实验教学内容改革的模式

与方法，为培养优秀工程人才提供优质课程资源。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建设 GMP车间不仅对场地要求高，而且后期运营维护成本高，

要满足每届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难度大，不仅由于 GMP车间的洁净度要求，而且现代

化生产车间实际容纳操作人数有限，对于满足全体学生的实际操作训练尚无法达到要求。

这些实验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掣肘了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为宗旨的工程教育的

开展，不利于锻炼学生在实际工程操作中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交互式的虚拟仿真实验

的推广，可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同时，项目以开放共享的原则，配置校园网络服务器和

公共网络云服务器，供校内外学生随时随地开展实验。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突出应用驱动、资源共享，以高质量实验教学助推高等教育

教学质量变轨超车，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虚拟仿真

实验项目已完成 I期单机版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实验介绍、实验目的、实验操作、实验

结果、考核等功能模块。整个实验采用三维交互操作的形式完成，实验者首先选择实验

项目，之后查看实验介绍及实验目的，通过点击左侧的功能模块，依次按照实验步骤，

参考实验提示，进行交互操作实验。 

根据理论课程教学进度，学生首先认真阅读实验指导书，了解实验原理及基本实验

流程，再使用本实验网络版软件进行练习，实验数据记录分为自主记录和自动记录两种

方式。操作步骤记录包含时间及完成内容。分数可以记录到平台之上，用于综合评分参

考，供老师查阅。 

虚拟仿真实验具有经济省钱、生动直观、安全可靠、情景再现、客观真实等优越性，

真正实现了资源开放。使用“微生物制药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具有以下良好的实验效果： 

1．达到“绿色”实验的教学目标：可以减少以往实体实验，既相对增加了学生在实验

室“自主”操作的时间，又减少了实验耗材，节省了实验教学成本。 

2．提升教学效果： 学生通过虚拟仿真实验的厂区布局图可以全面了解掌握实际生

产中的设备布局，对理论知识归纳提升的作用，有利于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实现理论

知识与生产实践的完美结合。 

3．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虚拟实验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解决了由于真实实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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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教学效果不佳问题；通过虚拟交互方式进行实验试件的设计、制作与养护，解决

了实体实验中试件制备周期长，准备工作繁琐的难题。 

4．增强实验趣味性：借助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实验教学环

境，使学习者置身其中，实现互动实验教学，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自主实验兴趣。 

5．丰富实验教学形式：虚拟仿真实验突破了实验教学对客观条件的依赖性，满足

实际的课堂教学需要。 

可见，单机版“微生物制药虚拟仿真系统”具有十步以上操作，以理论知识为基础，

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思考，将工程思维方式引入教学过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形成工程思

维能力。根据新工科建设的实质等效原则，以虚拟仿真系统为抓手，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通过不断训练从而达到胜任工程师的工作能力，是本项目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主要发力点。 

三、项目建设目标 

在建设完善虚拟仿真实验训练平台的基础上，以“新工科”作为工程教育新理念、新

模式，以新兴技术引领工程教育改革，推进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和升级，提高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增强其自身的创新内驱力，为培养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奠定基

础。 

工程教育的核心理念不仅在于“产出导向”，还体现在“持续改进”方面，传统实验课

程由于授课范围限制，教师要在至少一届学生训练完成之后，才可能总结出需要改进的

方面，而线上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推广，使得实验参与者覆盖范围数倍于甚至数十倍于

传统课堂实验人数，同时基于大数据分析，能够实时得到教学过程中的反馈信息，帮助

教师及时调整授课侧重点，基本实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在教的过程中形成持续改进、

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以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为载体，在培养目标制定、毕业要求设置、课程学习等环

节进行探索性改革，各个环节在持续改进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循环发展，为工程类优秀

人才的培养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助力工程教育高效快速发展。 

四、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一）建设内容 

虚拟仿真实验采取“虚实结合，先虚后实，以虚助实”的教学思路，已达到在虚拟环

境中分析处理复杂生物工程类问题的目的。首先，学生可以通过本虚拟仿真实验进行课

前预习，并上传预习报告；其次，教师通过本虚拟仿真实验讲解操作实验内容；再次，

学生通过本实验可以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操作，并由后台记录操作成绩；最后，教师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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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实验成绩进行在线评阅，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有针对性进行指导。通过该虚拟

仿真实验，使学生能够更加自主的掌握实验方法与专业知识，为真实实验提供有力补充

和有效支持，并为其他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提供在线学习资源。 

目前，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已完成 I期单机版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实验介绍、实验

目的、实验操作、实验结果、考核等功能模块。整个实验采用三维交互操作的形式完成，

实验者首先选择实验项目，之后查看实验介绍及实验目的，通过点击左侧的功能模块，

依次按照实验步骤，参考实验提示，进行交互操作实验。II 期网络版正在进行建设中，

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能够实现线上操作，从而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延伸实验教学时

间和空间。 

在完成网络版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如何提高学生工程思维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创

造能力，达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水平是虚拟仿真项目建设持续改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实现虚拟仿真系统的真实再现性，复杂多变的生

产环境、真实存在的工艺问题都将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出现在虚拟仿真训练系统中，考

验学生综合思考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实现工程思维的培养。 

（二）本项目合作的主要思路 

1．虚拟仿真系统的可塑性建设 

虚拟仿真系统建设以实现标准化流程，可根据课程实际内容进行设计组合，就项目

本身建设而言具有效率高、易推广复制等优点，与此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譬如个性

化设计、柔性修改等操作功能缺失，限制了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某些创新想法的实施，

无法完全贴合教学设计初衷。基于前期项目建设过程中总结的问题，本项目拟提高虚拟

仿真系统在教学过程中的可应用性。 

2．实质等效性在虚拟仿真系统中的体现 

程序化的虚拟仿真系统等同于传统课堂教学，未完全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宗旨，

实际操作过程仍按照传统教学内容的设计进行，无法实现引导学生综合思考，此类按部

就班式的虚拟仿真系统是传统教学方式的复制，而非颠覆，距离工程类人才培养的目标

相去甚远。因此，如何实现提高学生工程思维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创造能力，达到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水平是虚拟仿真项目建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3．虚拟仿真系统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作用探究 

毋庸置疑，虚拟仿真作为新技术，在新工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具体发挥

何种作用、效果如何？需要深入探讨研究，只有清楚认识虚拟仿真技术的作用，才能有

的放矢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在新工科建设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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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具体研究方法和举措 

针对以上研究思路，初步提出新工科建设过程中如何以虚拟仿真系统建设为抓手，

助力新工科建设，实现高水平工程师的优质培养。 

1．建设高质量的虚拟仿真系统 

结合前期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标准，

有目的性的建设高水平虚拟仿真系统。能够满足个性化教学目的，实现特色教学方法的

实施，达到符合专业特色、激发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真正实现教师教学改革初衷、达到

预期教学效果的目标。 

2．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虚拟仿真系统的真实再现性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为虚拟仿真系统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标准化、程序式的建设将被颠覆，带给教学一线的师生将会是真实生产场景的在线，

而非根据教师设定的程序进行重复训练。复杂多变的反应生产环境、真实存在的工艺问

题都将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出现在虚拟仿真训练系统中，考验学生综合思考能力、解决

复杂问题能力，实现工程思维的培养。 

3．推广可塑性虚拟仿真系统，调研评估教学效果 

建设具有吸引力的虚拟仿真系统，依托互联网进行相应课程推广，定期追踪教师、

学生教学情况，调研评估教学效果。以此为基础数据，分析虚拟仿真系统在不同背景条

件下，对新工科建设的作用效果。 

（四）创新之处 

1.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创新 

在前期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进行可塑性虚拟仿真教学实验项

目的建设，目的是为了使教师能够灵活运用虚拟仿真新技术，实现教学改革，达到预期

教学目的，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教学方法的转变。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引用，将大大提高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系统的灵活性，通过不同场景、不同技术问题的出现，锻炼学生综合

思维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达到新工科建设的实质等效性，培养具备工程思

维的高素质工程师人才。 

2.探讨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作用 

新工科建设离不开新技术的引领，作为虚拟仿真系统具有生动直观、安全可靠、情

景再现、真实客观的优点，在重现工程领域复杂场景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新工

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之一。但是，虚拟仿真系统在推动新工科教育过程中的具

体作用体现在何处？不同教育背景下的作用效果如何？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解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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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明确虚拟仿真系统具体作用的基础上，才可根据各高校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应用，最

大限度发挥其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作用，真正实现助力新工科建设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项目计划分三期进行实施，I、II期已相继完成或正在进行中，在工程

教育大背景环境下，虚拟仿真实验需要持续改进，以适应工程建设对人才的需求，鉴于

此，在明确虚拟仿真系统具体作用的基础上，根据大数据反馈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应用，

最大限度发挥其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作用，真正实现助力新工科建设的效果。 

五、项目实施计划 

（一）2019.11-2020.2，网络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开通校园网络服务器，

以及公共网络云服务器，面向校内外用户开放课程实验。 

（二）2020.3-2020.6，推广使用网络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收集用户反馈意见，

整理改进提升相关问题。 

（三）2020.7-2020.9，根据省、教育部组织申报时间安排，申报省级和国家级示范

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四）2020.10，项目总结，追踪应用单位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分析虚拟仿真系

统在不同教学单位的应用对新工科建设的作用 

 

图 1 外校使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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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预期成果 

通过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在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环节等方面的建设，探索提升

工程教育水平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将工程教育理念融入教学实践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通过网络版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推广应用，探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在工程教育

过程中的作用，为工程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可推广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使用指导，有针对性的应

用符合地方特色的背景条件进行虚拟仿真教学，最大限度发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在

工程类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培养符合新工科要求的复合型工程科技人才。 

 

编辑：李昌奎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

设（项目编号 201901022028）。 

作者简介  郑凯，男，1982年 2月出生，山东济南人，博士，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生物工程学院讲师。E-mail：jnzhengkai@163.com，https://orcid.org/0000-0003-1693-

4759。 

参考文献 

[1]资源建设新形态:虚拟仿真资源的内涵与设计框架[J].王娟,陈瑶.中国电化教

育.2016(12)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开放共享模式的探索[J].罗昊,张晓东.实验技术与管

理.2016(10) 

[3]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实践[J].周世杰,吉家成,王华.计算机教育.2015(09) 

[4]可持续发展的药剂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模式探讨[J].乔明曦,杨丽,方亮,邸东华,刘婕.药

学教育.2015(02) 

[5]虚拟实验室的构建及在中药制剂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管淑玉,王淑美,梁生旺,曾

常青,孙悦.南方医学教育.2013(04) 

[6]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提高高校实验教学信息化水平[J].李平,毛昌

杰,徐进.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3(11) 

[7]论中药学专业分析化学实验课虚拟实验室建设必要性及可行性[J].陈晓霞,宋爽,王巍,

夏林波.时代教育(教育教学).2012(09)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 

77 

[8]中药化学精品课程中的计算机虚拟现实教学[J].刘洋,石任兵,刘斌.药学教育.2008(02)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20 August 2021  Accepted 20 September 2021  Published 31 

October 2021 

本文引用格式  郑凯.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建设 [J].社会科学理论

与实践，2021.3(4):69-77, http://doi.org/10.6914/tpss.030407 

Cite This Article ZHENG Kai.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J].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2021.3(4):69-77, http://doi.org/10.6914/tpss.030407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ZHENG Kai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Bioengineering, Email: jnzhengkai@163.com，

https://orcid.org/0000-0003-1693-4759。 

ABSTRAC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arge environmen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building an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tform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intensive functions, resource optimization, open sharing, efficient operation, and a combin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Experiment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create conditions. And through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sources,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its support to explore the mode and method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 reform, to provide high-quality curriculum resources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talent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pplied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successfully approved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number is 201901022028. At 

the invitation of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project declaration 

form was organized to form this article. 

KEY WORDS  Virtual Simulation;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SSN 2664-1127 
eISSN 2664-1720 
DOI 10.6914/TPSS 

定价 HKD 100.00 

投稿信箱 ssci@ssci.cc  sscicchk@gmail.com 

合作电话 +852 95688358  +86 1322996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