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第六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自 1981 年至 2000 年間，港資投入上海的資金結構在「量」與「質」上

呈現四個階段的變化，而每一階段的轉換皆與引資政策鬆綁、政治環境之穩

定度、經濟走向及全球經濟景氣等因素密切相關。以下分別就各個面向總結

本文之研究發現。 

 

一、在滬港資結構與特性  

在第一階段「初探時期」（ 1980-1986 年）及第二階段「試錯時期」

（1987-1991 年）間，港資占上海所有外資總額的比重大約維持在 26%左右，

此時影響港資投入的重要因素為政治環境不明朗及經濟制度架構未完全。 

至第三階段「成長時期」（1992-1996 年）後，港資占上海所有外資總額

的比重達 50.10%，其中 1992 年港資比重更達到 57.62%的高峰。影響此一階

段港資大幅成長的主要因素，包括上海對於外資投資限制進一步鬆綁、政治

環境逐漸穩定及經濟確立走向自由開放的路線。 

進入第四階段「調整時期」（1997 年至 2000 年）後，港資所占比重小幅

下滑至 40%以下，主要係由於外商直接投資量迅速累積，使得投資發展的空

間愈見狹窄，新增投資的速度也就趨緩；另一方面，1997 年發生亞洲金融

風暴，香港也遭受影響，加上 1999 年開始全球經濟景氣趨緩，削弱了企業

向外投資的能力與意願，使得港資直接投資上海的力道稍見消退。  

從研究中發現，香港對上海的投資金額占香港對中國大陸的投資金額比

重，在 1992 年以後漸趨穩定，約在 5%至 10%之間起伏。但是，香港對上海

的投資金額占上海外資總額的比重卻是有所下降，在 1992 年時港資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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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2%，至 2000 年則為 24.87%。因此可以得知，上海的引資來源已朝向多

元發展。 

我們可以整理出香港對上海直接投資的幾項特性及發展趨勢，包括： 

1. 平均投資規模偏低，但逐漸擴大。港資平均單項合同投資規模有擴

大的趨勢，自 1992 年的 170.37 萬美元，上升為 2000 年的 308.94

萬美元，增長幅度為 81.33%。  

2. 投資項目合作期限延長。1992 年開始出現了 50 年以上合同期的投

資項目。以 500 萬美元以上的大中型港資投資來看，50 年合同期的

投資項目占 63.9%，比例相當高。  

3. 進入模式逐漸多樣化，但仍是以合資模式為主。港資最偏好採取合

資經營模式，且採取合資經營模式的比重有上升的現象，其次才是

獨資經營。而台資最偏好採取獨資經營模式，並呈現持續上升的趨

勢，其次才是合作經營。  

4. 投資項目的技術含量提高，技術投入金額也提高。港資進入初期多

以投資勞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近幾年逐漸出現許多技術層次較高的

技術密集型投資，以及第三產業中知識含量較高之產業。  

5. 投資領域逐步拓寬。九○年代中後期，港資又逐漸轉向房地產業、

零售商業、基礎設施及金融業等，投資第三產業的比重有大幅度的

提高，且投資領域逐漸多元化。  

 

二、投資政策與資金聯繫機制  

就香港投資政策與上海引資政策而言，七○年代香港政府開始在經濟上

採行「積極不干預」的自由政策，並將與中國大陸的經濟聯繫視為重要發展

策略；相對地，上海對外資企業則是採取有效管理的策略，並逐步擺脫對香

港資金的重度倚賴，而轉向多元化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幾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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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引進外資由「速度型」戰略轉為「效益型」戰略，即由「以市

場換資金」，轉為「以市場換技術」。  

2. 上海引資機制主要是透過免稅、減稅、抵稅或退稅的優惠方式操作，

並且優惠稅率有逐步提升的趨勢。  

3. 上海引資策略主要是針對促進出口、吸引外資投入高科技產業及設

立研發中心、鼓勵採購當地設備等，並且上海市政府改以中介招商

方式引資。  

此外，在中國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後，對香港投資產生的影響層面

包括以下幾點： 

1. 港商仍被視為境外投資者，因此中國大陸政府對外商投資法律法規

進行修改的內容，港商均可適用之。  

2. 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中國大陸政府針對外商投資企業法律的相關

修訂，有助於外資企業享有更為充分的自主權，也能夠受到法律制

度更完善的保障，例如取消「盡先在中國採購」的規定、取消了「產

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的規定等。  

3. 取消外商投資企業法中涉及出口義務、當地含量要求等條款，對以

製造業為主的港資則是提供了拓展當地市場的有利機遇。  

就滬港之間的資金聯繫機制而言，我們從港元與人民幣的匯率制度及上

海資本市場的融資管道等面向來分析。 

在匯率制度方面，香港實施港元兌美元的聯繫匯率制，即美元兌換本位

制（dollar exchange standard）。在此制度下，港幣按同一固定匯率發行和贖

回，且不設任何外匯管制。在聯繫匯率制度之下，港元的匯率波動幅度不大。

人民幣匯率制度在 1994 年實行官方匯率與外匯調劑市場匯率並軌的改革，

但是人民幣仍未能自由兌換，1998 年人民幣匯率則開始非正式地採行盯住

美元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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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年以後美元兌日圓、歐元和其他貨幣持續貶值，但是對於盯住美元

匯率的中國大陸而言，不但美國對其進口品的依賴不會受到影響，相較其他

國家的出口競爭力也更為增強。在此情況下，若未來美元持續貶值，且人民

幣匯率也持續採取盯住美元策略，將不僅有助於上海出口的拓展，對於外資

企業的進駐也將具有更大的吸引力，尤其是對採取聯繫匯率制度的香港而

言，更是可以提高接單能力。相對來說，對於在台灣接單而在中國大陸生產

製造的台商而言，就不一定能夠獲受其利了。 

就滬港的融資管道方面來看，上海的港資與台資有 99%屬於中小型企

業，然而上海的金融業對於中小型外資企業的融資體系尚未完善，造成銀行

與中小型外資企業之間的資金供給與需求存在極大的落差。目前向上海的銀

行融資仍存在幾項主要問題： 

1. 銀行間的競爭低，銀行金融服務項目少，創新與衍生性金融商品不

足。  

2. 申請手續繁雜，所需時間冗長。  

3. 銀行放貸激勵機制不當。  

此外，透過上海金融市場籌措營運資金與資金融通仍有許多障礙，在利

潤匯出設有種種限制，港台資企業普遍都認為在當地的現金流動與帳款往來

都存在很高的風險。當地政府對於中小型企業尚未有專責管理機構，服務的

中介機構亦不完善。在中國大陸加入 WTO 之後，將逐步開放外資銀行經營

各種形式的融資，中小型外資企業在資金週轉上的問題或能獲得解決，但同

時卻也會對當地銀行的發展造成嚴重威脅。 

 

三、對經濟發展之影響  

 上海自 1981 年引進首批外資開始，外資在這二十年中歷經多次結構性變化，

尤其在比重最大的港資方面，由於必須順應上海及香港本身的發展條件，並在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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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與上海建立經濟聯繫關係的考量下，也逐漸轉換其對上海投資的結構與型態，

研究發現外資對於上海的經濟成長與轉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影響層面可

分為以下幾點： 

1、對上海資本形成的貢獻：2000 年港資占上海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

3.48%，占上海 GDP 的比重為 1.43%，港資創造之產值占上海 GDP

比重為 0.39%。此些指標的數據在 1994 年以前皆是持續上升，但 1995

年以後則開始轉趨下降。 

2、對上海勞動力的影響：上海的港澳台資工業企業僱用之從業人員數

目自 1998 年以後逐漸下降，在 2000 年共計僱用 37.19 萬人，平均

每一企業僱用 167.15 人。雖然外資企業職工工資在大部分產業中都

高於上海職工平均工資，但並非都是扮演推高上海當地企業職工工

資水準的角色，因為在 1998 年以後，外資企業職工工資增長幅度都

小於上海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幅度。 

3、對上海技術移轉的影響：港澳台資工業企業每人生產率高於上海工

業企業每人生產率，並且其間的差距在 1995 年以後逐漸擴大。2000

年上海自香港引進技術的成交金額為 1.22 億美元，占上海技術引進

總額的 11.78%，此比重較 1999 年的 3.82%提昇許多。但是，港澳台

資企業新產品產值占上海所有企業新產品總產值的比重卻僅有

8.2%，低於上海當地企業新產品產值所占比重（30.38%）相當多。

總體來說，港澳台資對上海市場的技術移轉作用並不顯著，而上海

外資企業在技術與研發能力上則占有相當的優勢。  

4、對進出口貿易的影響：1997 年以後外資投資金額逐年下降，但外資

企業的進出口貿易額卻逐年向上攀升。上海對香港的進出口額中，

有六成至七成是由外資企業所貢獻。此外，上海對香港的進出口商

品以工業製成品占絕大多數。在 1999 年時，上海對香港出口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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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品占總出口值的比重為 93.44%，上海從香港進口的工業製成品

占總進口值的比重為 98.74%。若與台灣對上海的出口比較，台灣產

品在上海市場的占有率普遍高於香港產品。  

5、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上海就業市場結構並未充分反應產業結構的轉

變。外資大量投入工業部門，一方面對上海工業產值的貢獻顯著，

另一方面卻對當地工業企業的獲利能力形成嚴重威脅。另外，由上

海各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來看，上海製造業中的優勢產業已經

轉換，技術含量較高的產業成為上海工業發展的主力。香港也由於

工業大量外移至中國大陸進行生產活動，而積極轉向發展第三產

業，並未出現「脫離工業化」（即所謂的「產業空洞化」）後的系統

性經濟衰退現象。  

 

四、港滬經濟競合  

 香港與上海經濟關係的發展，在市場機制的驅使及政府積極規劃下，已經逐

步朝向「整合」的方向前進。在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中，香港與上海的經濟合

作及競爭是同時存在的，不同時期及不同產業則分別展現出不同的競合模

式。可歸納研究發現如下：  

1、上海金融業規模尚未達到可以立即與香港一較高下的水準，且其仍

有許多金融制度尚未完成改革。而由於中國大陸僅有限度地開放外

資銀行經營人民幣業務，香港金融機構在中國大陸市場上卻是無法

與上海的金融機構匹敵。但是在加入 WTO 以後，中國大陸的金融市

場將逐漸開放，若當地金融制度無法完成改革，則將會受到外資銀

行的嚴重威脅。  

2、上海與香港的貿易對象都愈趨多元化，但是當香港與上海同時減少

對彼此貿易的依賴程度後，香港貿易受到的衝擊較上海為大，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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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競爭性日益顯現。 

3、以跨國企業選擇設立地區總部的評價來比較，不少跨國公司及中資

企業會選擇上海作為「中國總部」，但是同時也會選擇在香港設立「亞

太地區總部」，因此地區業務在香港進行管理，其中即包含了中國大

陸的業務。  

4、香港扮演了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的重要門戶角色。香港、台灣與中

國大陸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已經逐漸各自發展出策略佈局。 

 

五、對台灣的意涵 

香港扮演了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的重要門戶角色。由於台灣與中國大陸

在各方面的交流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因此可以發現中國大陸與台灣之間的互

動關係是偏向靜態的，而香港與中國大陸是較為動態，因此香港不論是在投

資、貿易，甚或是政治方面，都扮演一定的中介角色。  

香港、上海及台灣的相互投資結構，以及投資設廠後三地的產業垂直分

工來看，已經發展出所謂的「兩頭在外」的分工型態，意指生產工序前端的

接單、原材料供應及研發、設計工作，以及後端的再加工、行銷與售後服務

等工作，主要都在台灣或香港進行，中間的製造、組裝或加工則在上海完成，

而產品市場則係鎖定歐美國家等消費型市場。 

香港在產業結構上的成功轉換，使其經濟並未出現「脫離工業化」後的系統

性衰退，反而將移至中國大陸進行生產活動的工業整合成為其經濟佈局的一部

份，充分帶動香港行銷、貿易及其他相關服務業的功能發揮。台灣則朝向鼓勵企

業於本地設立研發中心、企業營運總部及運籌中心，並積極發展台灣成為高附加

價值製造中心，朝向生產創新及高階產品發展。由此規劃來看，香港、台灣與中

國大陸在彼此的競爭與合作之下，已經逐漸發展出一定的策略性佈局。 

因此，台灣、香港及上海的經濟聯繫在WTO的機制下將可能更加密切，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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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善加利用此一經濟整合的契機，將可以帶動三地共同推展出新一波的經濟增

長。 

第二節   研究檢討 

在研究過程中，主要遭遇的問題在於上海官方統計數據出現相當多的謬

誤與闕漏，並且統計的定義出現多次改變。對於以上的問題，本論文主要採

用以下的方式克服。 

第一，若同一統計年份在不同年度的統計年鑑中的資料不同，則採用較

新年度的統計年鑑資料。因為中國大陸官方資料在發表以後仍會進行校正及

除錯，故較新年份出版的統計資料會較為接近實際狀況。 

第二，當統計資料有所闕漏時，或定義有所改變時，則輔以其他研究報

告之資料作參考。 

在研究方法上，本論文僅就統計資料作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對於未來的

趨勢無預測能力，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應當建立統計模型預測其發展趨勢，才

能更深刻地探討港資對上海的影響變化。 

在研究範圍上，本論文研究主體設定在香港對上海的直接投資方面，並

以此來分析上海的經濟發展與港滬的經濟競合關係。而有關香港與珠江三角

洲地區，以及香港與中國大陸的經濟整合建構，雖非本論文之研究範圍，但

是亦在文中提出說明，希冀以此作為本論文的參考比較資料。  

此外，本論文的研究時間範圍為 1981 年至 2000 年，但是 2001 年中國

大陸與台灣先後成為 WTO 會員國之後，一方面外資對上海的投資行為與結

構會產生相應的改變，上海的經濟發展也會進入不同的階段，另一方面對香

港、台灣與上海的經濟競合也會有所影響。此一課題在本論文中僅作部分的

探討，但是預估其影響層面應是相當廣闊，希冀在未來的研究中再作深入地

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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