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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 投资部门多元化：贸易、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关系 * 

Ana Arias Urones and Ashraf Ali Mahate** 

关于国家是应该积极寻求吸引各类 FDI 还是着重吸引针对某一产业的 FDI
的争论由来已久。后一种观点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东道国从各产

业的 FDI 中获得的利益并不相同。此外，一个国家没有能力支持所有产业的发

展，也不可能在各个领域内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一些投资促进机构将重点放

在了少数几个他们认为能够实现其经济目标的产业上，但也考虑到了全产业中需

要有充足的 FDI。然而，对于想要使用这种方法的国家来说，选择哪些产业来实

现这一目标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那些自然资源（如果有的话）贫乏的小型发

展中经济体来说，这个挑战更为复杂。本篇投资展望研究了香港、新加坡和迪拜

所采用的成功策略，并且讨论了其他国家应该如何采取类似的做法。 
 
小型经济体往往侧重于发展旅游业，因为其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可以吸收大量

相对不熟练的年轻工人。但是，仅仅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会使得一个国家容

易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例如恐怖主义行为，汇率波动等。香港、新加坡和迪拜

的例子表明，依次甚至同时发展贸易、运输业和旅游业（3T 产业），可以促进经

济增长和经济多样化。例如，迪拜在 1894 年给予外国商人税负全免的优惠;为了

更好地促进贸易增长，在 1959 年疏通了迪拜湾以允许更大型的船只通航。到 1970
年，阿联酋开放了拉什德港来管理现代化船只，随后在 1979 年启用了杰贝阿里

港。 1985 年，为支持贸易部门和旅游业的发展成立了阿联酋航空公司。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发生了一系列相似的事件，开始

重点发展贸易并随后成为了区域航运中心。1957 年，香港旅游协会（HKTA）成

立，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自其独立以来，新加坡专注于发展贸易，进而成为航

运和旅游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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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来说，贸易和运输业一直至关重要，它们贡献了其四分之一的 GDP。
现在，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商品贸易出口国（地区）和全球前五大再出口中

心之一，同时其旅游业产值占 GDP 的 5％以上。新加坡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其

贸易和运输业产值占 GDP 的 23％，旅游业产值占 18％。就迪拜而言，贸易和运

输业产值占 GDP 的 38％，旅游业产值占 5％。在这三个经济体中，3T 产业是

GDP 的重要贡献者，同时它们的高效率均是通过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而取得的。

世界排名显示，这三个经济体位列全球 20 个贸易、旅游业和运输业表现最佳的

国家（地区）。 
 
上述这三个经济体都将 3T 产业紧密地与其国家（地区）战略相结合，通过

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来吸引大量的 FDI 流入。在新加坡，3T 产业吸收的 FDI 投
资占全产业吸收投资的 21%。该比例在迪拜为 20％，在香港为 13％。此外为了

服务 3T 产业，新兴产业和辅助产业，如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产业，也得到了发

展并吸引了更多的 FDI。 
 
虽然不能完全照搬这三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们在移民，文化变革

和政府领导投资方面的举措，其他国家仍然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特别是加勒比地区那些具有战略区位条件的国家可以利用 3T 产业的力量来发展

经济。该地区位于拉丁美洲的十字路口，可以利用巴拿马运河的扩建。牙买加等

国曾经是商业枢纽和重要的港口。一些国家成功了，而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其

原因就在于要保持发展的劲头，正如香港、新加坡和迪拜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 
 
这三个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一个纳入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有针对性的产业

政策，不仅对于吸引 FDI 而言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支撑其他产业发展和吸引多

类型 FDI 的基础。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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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

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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