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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恢复仍盼中企投资
《欧洲时报》专访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

中方欧洲专家：中资入欧需朝着“微笑曲线”两端发展

欧洲不少家族企业青睐中国投资者

法律观念欠缺乃中企来欧最大挑战

制造业、小商品、互联网、电商业对欧投资影响大

欧洲面对仍未消退的经济危
机和欧元的持续疲软，欧洲企业
纷纷调整吸引外资，中欧经济学
者认为，中资入欧短期可为欧洲
市场纾解资金之困，长期更有利
于为中国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
地奠定雄厚基础。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
员赵俊杰在接受《欧洲时报》记
者电话采访时称：“10 年以前，
中国基本上是以吸收欧洲，主要
是欧盟的外资为主，中国走向欧
洲的资本非常少，所以是一个不
对等情况。”同时，赵俊杰也提
到过去中欧双边贸易也存在不对
称的情况。

中国政府越来越看重对欧投
资，赵俊杰认为，这一是可以解
决投资贸易两个不对等、不对称
的情况；二是中国的资金含量已
经到了国内市场很难容下的程度，
发生资本外溢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
中心专职研究员彭刚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也提到：“中国要提升自
身地位，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现
在人口红利不再是中国的优势。”
他认为，中国应该提出产业结构
和贸易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需要
朝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技术
研发、产品营销。

彭刚表示，欧洲在世界上正
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能够
在合作兼并中，为中企提供收获，
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和贸易
结构，完成结构转变的任务。

赵俊杰认为，虽在短期回报

上，赚的钱未必会比中国或者到
东南亚多，但却比较稳妥，而且
欧洲自身的技术含量是比较高的。

赵俊杰进一步分析：“在欧
洲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中资投向
它并非只是为了寻求一个纯粹的
资本市场的回报，更重要的是通
过中资出海、海外并购的这种形
式来投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包
括制造业的这些基础的专利技术，
通过合作学到最先进的管理和科
学技术，为了中资在欧洲占据一
席之地奠定雄厚的基础。”

对于中资“走出去”，赵俊
杰的看法是，第一是常态化的走；
第二中国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
欧洲也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第
三既然是常态化的过程就有一个
中短期和长期的效应。“短期看
可能有利于纾解欧洲资金之困，
长期看更有利于中国学习引进先
进的管理生产技术”。

中资投向欧洲除了既能弥补
欧洲资金短板，为中国企业带来
新的管理、制造等技术外，浙江
温州一带对欧华商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提到，欧洲良好的市场环境
也是吸引中资的重要条件之一。

赵俊杰也表示：“欧洲法律
体系非常健全，而且市场非常规
范，所以他吸引我们的资金流入
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入
门的时候要求比较高，但是进去
之后就会很舒服，能得到如鱼得
水的发展。”

赵俊杰分析，中资投向欧洲
市场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

微笑曲线，形似微笑的嘴
型，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
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
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
附加值最低。             网络资料

受中欧双方政策的支持和鼓
励，近年来，欧洲成为中国投资者
的热土，2015 年，这一良好势头
能否延续、还会出现哪些新的特
点？《欧洲时报》记者专访了长期
研究对外投资的中国产业海外发
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

《欧洲时报》：请您分析一下
中国投资欧洲的发展及现状。

和振伟：中国对欧洲投资集中
于制造业与服务业，有着起步晚、
增速快的主要特点。

2000年，中国制定了“走出去”
战略，随后中企“走出去”呈现飞
速发展态势。最初，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对能源、矿产等资源依存度
高，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也基本
以能源、矿产为主。随着中国经济
结构不断调整，对外投资也在不断
发展着变化。欧洲技术，以及先进
的制造业吸引着中国，但 2008 年
以前，欧洲市场运行良好，资金充
足，门槛高，中国投资者难以进入。
而在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当中，欧
洲老牌企业出现问题，欧洲出现资
金链的断裂，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机会。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欧洲给中国
企业提供了巨大机遇，中国企业大
量走向欧洲，投入到欧洲制造业、
地产业等行业。2008 年中国对外
投资突破了 500 亿美元。2013 年，
达到 1078 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
美元。2014年，则超过1400亿美元。

《欧洲时报》：欧洲经济正在
快速恢复，恢复后，欧洲企业是否
对中国投资需求将大量减少？

和振伟：不会。德国、法国有
很多家族式的企业，他们出售企
业，并不是缺钱，而是由于家族因
素。比如：缺乏优秀的企业继承人，
或者希望转移企业领域等。这些家
族企业长期给中企供应产品，与中
企接触多。当他们想要寻找接班人
时，很多有影响力的家族企业，很
可能会青睐中国投资者。这样的并
购，与欧洲所处于经济状况并没有
强烈的联系，是一个广泛的现象。
而由于面临破产而需要中国的投
资，才是小众现象。因此，中国投
资者在欧洲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
也会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投资。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透过 2015 年两会的热点议题，
以及中国总理的施政报告，大陆官方的新闻发布会等，外界将可清
晰看出中国政经的布局和走向。其中，中企对外投资成为海外关注
的焦点之一。对于投资欧洲来说，数据显示，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
景下，中国资本不但未减，反而加速增长。那么，两会之后，中国
对欧投资将呈现何种特点，又有那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本报记者萧也喜北京现场报道

《欧洲时报》：您认为中国企
业对欧洲投资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有哪些？

和振伟：中国投资者走向不同
的市场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欧洲市
场最大的特点与挑战，首先是法律
稳定严密，执法环境十分严格。其
次，是中国投资者并购以后还需要
和欧洲当地文化融合。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中国企
业在对外投资的法律方面的观念
欠缺。中国投资者去非洲等发展中
国家，或者去俄罗斯等发达国家，
都不会遇到像欧洲这么严明的法
律。欧洲企业在这种严明的法律环
境下成长，根深蒂固地遵纪守法。

相比于欧洲企业，中国投资者
的法律观念较淡薄，中国对外投资
的法律依旧比较欠缺，对工会对工
人的保障程度理解也不同，因此中
国企业在进入欧洲市场后，法律方
面的融合，是巨大的挑战。

目前中国企业的法律水平也
参差不齐，中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
有自己的法律部，大的国企对外投
资的时候首先要经过自己的法律
部做法务分析，再对外并购。比较
中等的企业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法
律机构，而是临时聘用法律顾问开
始对外投资。比较差一点的现在既
没有法律机构也不聘请法律顾问。

但我相信随着中国对外走出
去不断加强，也随着中国企业实力
增强，这个观念在逐渐地改变，中
国走出去会更多地注重法律，才免
得将来走出去遇到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还需要文化方面
的融合，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后
并购时期”。中国企业往往在并购
之前进行了很详细的调研，但是并
购成功以后，如何能够按照发达国
家地方式与规范去运作，如何避免
一味的用中国市场的固有经验去
融入当地，是很重要的。如何无法
很好地融入当地进行企业运作，即
便并购成功，也可能会产生水土不
服，运行出现问题。

中国企业需要注意到这两个
风险，要符合发达国家的背景。具
体实行措施时，可以参考中国吉利
公司并购沃尔沃公司：“欧人治
欧”，用欧洲现有的管理团队来管

理企业。中国很多投资者有“我说
了算”的想法，想把中国观念灌输
到欧洲的企业，想从中国调派大量
高层，这样常常会出现问题。“欧
人治欧”是一个很好的理念，运作
良好的情况下，欧洲人则会更好地
接受中国企业，市场上出现对中国
的企业的歧视，也能够更好解决。

《欧洲时报》：欧洲市场存在
“中国同行企业扎堆”的恶性竞争
现象。请问怎样解决？

和振伟：一个市场有利于某一
个企业，就往往有利于整个行业。
中企在欧洲市场“扎堆竞争”数不
胜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等很
多中国企业，行业相同、产品相似、
品质也大同小异，扎堆情况非常严
重，往往出现价格战，两败俱伤，
甚至三败俱伤。要避免恶性竞争，
则需要更好的进行梳理。

政府层面，中国国家发改委外
资司可出面协调，如召集多个企业
开会，商议以“联合并购”的模式
并购某个欧洲企业；也可拒绝审批
后进入的中国竞争者。在备案制模
式下，当中国投资者在欧洲市场投
资时，发改委对项目进行备案，备
案后，中企再投资。以后，当另外
的企业想要重复投资时，中国发改
委在项目核准时则会给予限制。第
二，行业自律也需要提升。中国的
企业其实可以向日本企业学习，他
们走出去很早，境外投资非常有规
划——某家大企业已跟进的项目，
其他企业常常不继续同质性的竞
争，行业自律做得非常好。

《欧洲时报》：中企来欧投资
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担忧吗？

和振伟：中企对外投资，不能
有“抄底”和“跟风”想法，而需
要完全根据本企业的发展规划：要
打造什么样的企业？“走出去”会
带来什么问题？通过“走出去”达
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些问题非常
慎重，风险很大。企业不可以看到
别人走向欧洲，就盲目投资欧洲。

“跟风”，往往会血本无归。另外，
中国企业一定要增加风险意识，对
投资国要有充分了解，通过当地大
使馆、律师事务所、相关投资协会、
长期做对外投资的机构，了解当
地，了解企业，做足投资准备。

《欧洲时报》：中国投资者投
资欧洲，未来您看好哪些行业？

和振伟：IT 产业、互联网、
电商等中国新兴的产业在欧洲会
得到进一步发展。欧洲最大的优势
是技术，所以在 IT、电商行业，
欧洲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中
国企业。这是我们对外投资，最前
沿、最受关注的一些产业。另外值
得注意的还有很多独特的产业。比
如，中国义乌的小商品，得到了欧
洲各国的热捧。中国小商品，如何
能够更加方便的进入欧洲？是不
是可以考虑增设更多的路线？是
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模式，进入欧
洲？传统制造业，门槛不高，需要
抓住机会。这些点，都是需要中国

企业去做的。
总的来说，欧洲的优势是技

术，中国优势是市场。中国企业在
欧洲制造产品，则需要在中国拥有
销路，如此，则可以在行业上，发
挥两者优势。

《欧洲时报》：您认为中国对
欧投资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和振伟：全球比较来说，欧洲
并没有占很高的比例。它低，说明
它基础低，增速也会更快。总体上，
中国投资者对欧洲投资会快速增
长，但资金总量不会太大。

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中国最初
本着能源矿产资源的需求，所以去
亚洲、非洲、南美洲投资，这些已
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短期内不会

削减。2008 年以后，中国投资者
才开始大规模投资欧洲，起步晚，
增速快，但不会在总量上超过非洲
等其他国家。其次，中国对欧投资
更多是在制造业、服务业，这样的
行业并不是资金密集型的投资，不
像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项目，动辄
就是上百亿。制造业的规模资金相
对小，但是影响力却很大。比如，
中国企业在美洲并购一个数百亿
的油田可能不会引起很大社会反
响，但是再回到中国吉利汽车并购
欧洲沃尔沃汽车的案例上，却广为
人知。

可以说，对欧投资的快速增长
趋势是毫不怀疑的，总量上不会最
大，但影响力是巨大的。

说 现状

看

思

挑战

未来

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投向欧洲
才是真正的与发达国家的博弈，而
不是过去回避的话题，真正能够通
过资本的运作来培养一批实实在
在的国际人才。

彭刚认为，中国企业常常犯以
下三类错误：

第一，投资海外前未做足分析
和研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很
多企业在中国国内的收益增速降
低，于是都看准了欧洲这一急需资
金的市场，想争先出去。

第二，中企海外并购时往往缺
乏同当地企业进行充分接洽。其
实，资本和地方的结合程度非常重
要。在选择兼并、收购某工厂前，
要找到欧洲合作者与自身企业的
共同发力点；考虑如何与欧洲当地
的力量承接与合作，利用当地人
才，了解当地，融入当地。

第三，第三国市场，中国企业
需要避免出现“同行业扎堆”的情
况。中国彩电、纺织品行业常常遭
受海外反倾销调查，许多时候是因
为“同行业扎堆”，各企业把价格
降到“无限低”，使中国自己的企
业竞相竞价。彭刚表示，中国企业
走出去是为了利润与成长，在保证
不了自己既定的利润回报下，投资
就是失败的。中企应有很好的步骤
和规划，避免扎堆、内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