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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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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业振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一带一路”倡
议能够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机遇与挑战。制造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与融合，是实现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三个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剖析了中国制造业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制造业开展“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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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basis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or reviving the indus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creat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realizing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proposed by Xi Jinping,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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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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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进程阶段的国家都有所受益，促进我国制造业合理
定位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我国在全球新经济体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实现产业振兴、

系中的话语权，保障我国产业及能源资源安全 [6]。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2013 年 9 月，中国

具体而言，中国制造业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

国家合作可以获得以下四方面的发展契机。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

（一）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

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1]。2015 年

在国际制造产业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企业长

5 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以实现我

期处于产业链中段，也是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制造

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为目标，是我国实

业虽然形成了规模优势，即配套资源完整、产业覆

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规划的行动纲领 [2]。

盖面广泛、产品领域全面，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

“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

自主研发能力，仍然在大多数行业的中低端领域占

供更广阔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一

领国际主要市场份额。因此，我国制造业需要探索

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与融合，是实现习近平总书

高质量发展路径，通过关注效率和提升品质，迎接

记提出的“三个转变”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的挑战。在这一从大到强的转型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升级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制造

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

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机遇。我国一些具备

级的重要举措。

基础优势的制造企业已经通过国际并购，获得战略

五 年 多 来， 我 国 制 造 业 发 展 与“ 一 带 一 路 ”

性资产，为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发展储备重要资源，

倡议融合效益日益显现。制造业在我国总体对外

并逐渐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研发能力，以期在国

直接投资占比从 2013 年的 6.4% 上升到 2018 年的

际分工合作中占据优势 [7]。

14.5%，其中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在 2018 年
达 到 72.7 亿 美 元， 占 制 造 业 对 外 总 投 资 额 的
38.6% [3]。 在 未 来 较 长 一 段 时 期 内，“ 中 国 制 造

（二）全面提升中国制造标准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在过去的五

2025”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对接与深度融合，

年里，已经有一大批企业把自己的先进设备甚至

将成为推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

是先进工厂整个“搬出”国门，有力地支撑了我

能够通过优化经济要素的资源布局、提升资源配置

国制造强国的建设。“走出去”的标准相对较高，

效率、推进制造与市场的深入整合，实现沿线各国

除要满足中国标准外还要满足所在国的标准，这

制造业、市场与经济的合作与协调发展 [4]，为开

将极大促进中国制造水平的提升，为未来中国制造

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做出

企业、中国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积极贡献 [5]。
（三）提高中国企业自身核心技术

二、中国制造业开展国际合作的意义

融入全球产业链、迈向价值链高端的另一个
要求是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在国际

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推动新一轮

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日盛的情况下，唯有拥有核

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推

心技术才能突破市场的封锁。事实上，中国制造业

进供应链全球布局，加强与伙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企业一直在试图通过海外并购来弥补技术上的短

合作共赢，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供

板，实现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制

给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建立，强化与

造业领域海外并购中以技术升级为目的的就占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关系，共同探索建

62% [8]。2008 年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对意大利

立公平合理的全球贸易新规则，让处于不同工业化

赛法（CIFA）公司的海外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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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是工程机械行业的优势
企业，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装配制造环节，
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低。通过并购 CIFA，中联

2. 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各国国际化战略与产业振
兴战略的协同
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

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专利技术和市场资源，优

召和引导下，在过去五年里稳步推进；另一方面，

化和提升了产业结构 [9,10]。

一些政策沟通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浮现，成为制造
业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部分沿线国家

（四）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
除了早期的产品出口和企业并购，“一带一路”
倡议为制造业全面开展国际合作开拓了思路、提供
了多样化的资源与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国家基

和地区以污染当地生态环境为由拒绝合作。“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形
势不容乐观。
进一步看，制造业国际合作发展的一个阻碍来

础设施建设项目，我国制造业企业可以抱团出海，

自于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政策沟通问题。这

在条件成熟、产业基础较好的国家与地区，发展建

包含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战略，如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立中国产业园区，如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以工

日本的大东亚战略、俄罗斯的远东经济繁荣计划、

业化进程程度看待“一带一路”制造业合作契机，

东南亚的振兴计划等 [11]；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

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与工业化进程后期的发

发展计划，如印度尼西亚的“印尼制造 4.0”、哈萨

达国家合作，为处于工业化进程前期的发展中国家

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 – 2050”战略及“光明大道”

提供制造业服务，开展三方或四方合作。在“一带

计划等。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

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中，我国制造企业可根据自

都是这些国家的核心产业，也是打造国家竞争力的

身优势，以更加多样化的合作模式，灵活选择国际

重要因素，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

化战略，从而全面进入全球产业链，与沿线国家和

产业发展合作中，对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都

地区一起重塑全球制造价值链。

会予以重点保护，为了抵御外来企业的竞争与威胁，
它们往往对外来的高端装备制造投资企业及其产品

三、中国制造业国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设定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充分了解这些国家与地
区的制造业发展政策，积极寻求合作机会，是化政

“一带一路”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五
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是统一体、

策沟通发展挑战为机遇的重要途径。
3.“一带一路”倡议为建立良好的合作秩序提
供保障

缺一不可；
“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

2017 年 10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责任共同体，三者也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下面

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建议推

我们就从“五通”来回顾我国制造业“一带一路”

进供应链全球布局，加强与伙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国际合作发展状况。

合作共赢，以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应
链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

（一）政策沟通

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立基于供应链的全球贸

1. 广泛达成的合作意见

易新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

语权，保障我国资源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 [12]。一

截至 2019 年 3 月，中国已经与 123 个国家和 29 个

些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

国际组织签署了 171 份合作文件，其中既有发展中

展政策方面的沟通，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一般

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国际组织，还有不少发达

而言，早期的建设重点是交通、能源和电信等基础

国家的公司、金融机构，与我国合作共同开拓第三

设施，后期则是对制造业和贸易进行投资，同期或

方市场。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都为制造业国际合

后续合作领域拓展到采矿、国际金融、文化、媒体

作发展奠定了保障基础。

和旅游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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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施联通

就地缘而言，
“一带一路”的东端是亚太经济圈，

1. 制造业是设施联通建设的基础保障

西端则是欧洲经济圈，两者都是世界发达的经济圈，

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这

由处于工业化进程后期的国家构成。而在地理位置

里的“设施”主要指的是产业和城市的基础设施，

上，中亚和南亚地区国家则处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

如 交 通 设 施、 油 气 管 道、 输 电 网、 跨 境 光 缆 等，

上丝绸之路的中间，毗邻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和

其中交通设施又是基础，是建设其他设施的先决

发展中国家渴望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意愿强烈，技

条件 [13]。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

术需求旺盛。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与周边国家广泛

区往往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和阻隔，缺少基础交通

地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把优质的制造产能、具有

设施，人员和物资的运输不便，导致产业发展受阻。

较高竞争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引入到合作中，能逐

而我国制造业完整的产业资源、成熟的项目执行模

渐发挥中国制造的技术溢出效应 [17]。

式、独特的管理机制，都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营业绩总体表现良好，为东道

（三）贸易畅通

国能源、基础设施、通信技术等的发展注入了新动

1. 制造业积极开展产能合作

力，自身也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如中老铁路、

贸 易 畅 通 是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 的 重 点 内 容。

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扎实推进，瓜达

2013—2018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进

区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6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4%，

展顺利。到 2019 年 2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

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2018 年，中方对“一

量已达到 1.4 万列，这还不包括中国到中亚地区的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 156 亿美元。制

班列 [3]。

造业贸易形式从产品出口拓展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 设施联通对制造业国际合作提出挑战

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中国 – 白俄罗斯工业园、中

设施联通的发展也对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合作

国 – 阿联酋产能合作园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提出了挑战。基础设施建设多以项目的形式开展，

等。五年间，中国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

我 国 制 造 企 业 除 了 提 供 产 品、 原 材 料、 制 造 外，

同额超过 6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9%，中国企业

更需要具备项目管理、产品服务、人员培训、项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

目维护等能力，这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

区，累计投资超过 300 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增长、

新要求。同时，以国际标准开展的项目合作，对

产 业 集 聚 的 重 要 平 台， 带 动 东 道 国 就 业 近 30 万

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产能合作和工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

增强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加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

制造业国际合作模式，也在各个区域取得了一定成

进一步融合，提升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化程度，提

果，建立了资源网络体系 [18]。中国企业以服务东

高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能力都是我国制造业所面临

道国市场为主，积极实践采购本地化，以促进东道

的发展挑战 [14]。

国技术升级。通过技术咨询服务、合作生产、技术

3. 制造业设施联通国际合作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

援助等更为契合沿线地区经济技术发展阶段的方式
实现技术溢出。

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发展空间广阔，沿线众多国

2. 智能制造业与“互联网 +”制造的发展机遇

家的固定资本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低于

在制造业企业“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取得初步

30%，今后这些国家的固定资本将会经历一个较快

成果的基础上，应逐步向价值链高端的合作迈进，

的增长过程 [15]。其中，以核电、电力等为代表的

深化国际智能制造合作交流、推进制造业与网上丝

能源设备，和以铁路、机场、港口为代表的基础设

绸之路的融合。

备的需求都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持续增长，

在智能制造领域，支持国内外企业开展各类技

这将为我国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

术交流与合作，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建立智能制造研

供巨大的市场 [16]。

发机构、示范工厂等，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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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探索新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并同“一带一

造企业的综合实力 [21]。

路”沿线国家合作，积极开展实践。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侧重于能源和基础设
施方面的合作，但在今后五年及更远的未来，“一

（五）民心相通
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采取多元化措施，为

带一路”合作将演变为专注于贸易、制造业、互

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福祉做出积极贡献，

联网、旅游等更广泛的产业领域 [19]，推动制造

在科技交流、教育合作、文化旅游、绿色发展、对

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与国际合作交流。引导和

外援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通过制造业国际

支持中国制造企业积极发展与互联网融合的产品、

合作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

技术、标准与服务，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全

民的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用电等基本民生问题；产

链条“走出去”。同时，积极“引进来”全球人才、

能合作为当地人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优

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资源，学习国际先进经营

质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能让

管理模式，支持和促进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

当地消费者能够购买到消费得起的好产品；装备制

发展 [20]。

造业的合作使当地制造业企业能够升级产能、优
化其产业结构，这些都是中国制造业参与“一带

（四）资金融通
1. 资金融通是开展制造业“一带一路”合作的
重要保障
现有“一带一路”的制造业国际合作以产能合

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贡献。在下一步的合作中，可以以制造业
合 作 为 核 心 内 容， 拓 展 到 技 术 合 作、 人 文 交 流、
创新合作等领域。

作为主，主要形式为项目承包和园区建设，牵涉到
的资金数额都较为庞大，不论是单一的大型制造业

四、制造业国际合作发展展望

企业，还是沿线国家、城市的地方政府，都无力独
自承担这样的巨额费用，因此需要通过以市场机制

展望未来，我国制造企业应从“五通”积极

为核心的多渠道资金来源作为保障。这一方面需要

开展国际合作，以此捕捉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需要保障各类资金针

的契机，协同发展中国家提升制造业水平，与工

对项目合作需求的畅通流动。如丝路基金有限责任

业化进程中期及后期国家一起打造良好的制造业

公司、我国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一

生态系统和优质全球产业链。在政策沟通方面，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贷款，我国与国际货

以推进制造业产能为核心内容，建议打造优质、

币基金组织联合设立的能力建设中心等都是对资金

稳定的国际合作政治环境，让参与国家凝聚共识、

融通方式的积极探索。

搭建沟通机制、建立合作平台，以稳定扩大成果

2. 制造业资金融通发展机遇

与范围。在设施联通方面，扎实推进互联互通建

除了金融机构与组织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

设。既要继续开展以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内容的

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资助项目建设外，我国制

项目合作与承包，又要加强制造业产业园区建设，

造业企业也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沿

以当地工业化进程发展需求为导向，引入我国的

线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推进其工业化进程，这种

制造业产能、技术，同时推进相关制造标准的设

深化装备制造业的民间投资与合作方式，也为资

立。在贸易畅通方面，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

金融通增添了新的内容与形式。积极鼓励和支持

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把制造业合作领域从基

我国有条件、有能力的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

础设施提升到高端装备制造、拓展到“互联网 +”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业，合作投资建

制造，以三方或四方合作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制

设产业园区，或到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建

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在资金融通方面，强化金融

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东道国科技和人才资源，

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

促进当地产业升级和增加就业，提升我国装备制

原则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在民心相通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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