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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外园区建设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
要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逐步推进，我国在沿线国家建设海外园区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效，然而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因此，如何在认识我国海外园区建设中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海外园区建设经验探索合适的园区建设模式，规范引导各类海外园
区建设，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从海外园区建设缘起、
分布与类型、建设主体及存在问题方面评估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建境外园区
发展情况，总结了国内外境外园区建设主要模式及其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海外园区
的启示，并提出了推进我国“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政府高层
推动建设型、园区开发公司为主导力量建设型、民营企业建设型等是我国海外园区建设可
借鉴的三种模式，国家需要加强对海外园区的统筹规划，牵头组织实施具有战略或示范意
义的海外园区建设，探讨开放包容性园区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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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0 年，以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和园区等特殊经济空间为载体推动经济发展是我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之一。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步
入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阶段。从全球尺度上谋划、配置资源成为我国经济转型
发展的客观要求[1]，其重要表征之一是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
增长，海外园区数量不断增加。这里海外园区指我国各级政府或企业在境外合作建设的或参
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加工区、工业园、科
技产业园、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园区的统称[1,2]。实践证明，海外园区建设不仅是推动企业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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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避免企业“单打独斗”、规避海外风险的重要方式，而且成为能够推进本土企业
通过扩展海外发展空间实现转型升级、并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和推进以来，海外园区建设更是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合作
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名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工业化进
程初期，其中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均为中国[3-5]。在有条
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海外园区，因地制宜发展园区经济，推动沿线国家发展，带动我国
高端装备、先进技术标准和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同时，
沿线众多国家高度赞赏我国园区经济发展经验，纷纷创建各种类型政策特殊地区，以加快工
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些国家还明确提出希望与我国合作，复制我国开发区和园区建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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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截至 2016 年底，我国企业在 36 个国家在建海外园区有 77 个，其中 56 个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这些园区大小不一、功能各异，进度和成效也存在重大差异。
事实上，以海外园区形式推动本国企业“走出去”，并非中国首创。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为了抓住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投资机遇，将本土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
总部经济		
（Headquarters Economy）

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总部经济提供发展空间，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区域化 2000”计划

是伴随着商务园区、中心商

（Regionalization 2000）。除了出台海外投资税收减免政策、放松海外投资管制外，与东道

务区（CBD）的出现才被

国合作按照新加坡本土园区标准建立海外工业园区开发，推动新加坡企业走出去，是“区域

发现的一种经济模式。它因
为某一单一产业价值的吸引
力，而出现众多资源大规模
聚合，形成有特定职能的经
济区域，在此区域高端集
合，如同军队里发号施令的
司令部，司令部辐射周围区

化 2000”计划的重要内容[6]。目前，新加坡已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建立
了 10 多个海外工业园区[1]。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亚洲的日本，
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均开始探索海外合作园区建设模式[7,8]。
由此可见，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通过建设海外园区，推动经贸合作，既顺应了“一带

域，成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模

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发展需要，也符合国际产业合作的新趋势。国际间经济合作正由过去单纯地

式，在中国称为总部经济，

引进项目、吸引外资，向共建产业合作园区转变。国际产业合作园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产

该区域也相应地被称为总部
基地。

物，也是国家间主动对接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探索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模式，正在积累丰富的发展经验[9-1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外园区
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存在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多，
政治环境复杂，经济社会特征迥异，存在多重风险。另一方面，受国内长期形成的建设“速度至
上”心理影响，海外园区建设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急躁现象，企业盲目海外设厂，一部分海外设厂
缺乏与国内产业升级有机结合。
我国海外园区建设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何吸收国际海
外园区建设的经验，认识我国海外园区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规范引导各种类型的海外园
区建设，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在大量访谈基础上，旨在
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海外园区现状，结合国内外海外园区建设经验，探索我国
“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模式，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规范引导各类海外园区建设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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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1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园区建设现状

chinaXiv:201704.00224v1

1.1 我国海外园区建设缘起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的海外园区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能矿资源和农产品加工型领域。制造业海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企业开始探索海外园区建设经

外园区，如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工业园和印度（浦那）

验，如：1999 年海尔集团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

中国三一重工产业园，多建立在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良

（Camden）兴建了工业园；2001 年我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兴

好城市区域；劳动密集型加工园区，如巴基斯坦（旁遮

建拉合尔工业园；2004 年在阿联酋的迪拜兴建了名为“龙

普）中国成衣工业区和孟加拉达卡服装和家电产业园

市场”的贸易中心；2004 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了天

区，则主要依托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建立；能源资源

津美国商贸工业园。为解决我国与相关国家不断上升的贸

加工产业合作区，如巴基斯坦瓜达尔能源化工园区和中

易逆差问题，2005 年底商务部开始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措

哈阿克套能源资源深加工园区，则建立在口岸和能矿资

施，鼓励企业建立海外园区，“抱团走出去”。2006 年，

源富集区；而农业产业合作区，如华信中俄现代农业产

商务部出台《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

业合作区，则依托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优越的区域建

程序》，正式启动了鼓励扶持企业建设境外经济贸易合作

立。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海外园区正

区的工作。2008 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同意推进境外经济

在开始向更加多元化和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包括

贸易合作区建设意见》，标志着通过海外园区建设促进中

商贸物流园区、科技合作园等诸多形式。商贸物流海外

国企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商务部先后颁

园区有波兰（罗兹）中欧国际物流产业合作园、白俄罗

发了《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暂行办法》和《境外

斯明斯克商贸物流园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中国商

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

贸物流园；而依托科教文化中心建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合

1.2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园区的分布与类型

作区有莫斯科（杜布纳）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园区和圣彼

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疲软、国际市场需求持续
低迷的环境，在国家政策鼓励下，“一带一路”沿线

得堡信息技术园区等。
1.3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园区建设的推动

国家成为我国海外园区建设的重要区域。截至 2016 年

力量

底，我国在 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56 个已建和

除了中央政府和国家部委之外，我国各地方政府也

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已吸引 1 082 家企业入驻，累计

成为合作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如辽宁省目前已

投资 185.5 亿美元，总产值达到 506.9 亿美元，在我国所

推动本省企业建设或参与建设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印

有合作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72.72%（合作区数量）、

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 10 个合作区 ②；浙江省牵头建

71.09%（入驻企业数量）、76.68%（累计投资额）和

设了 3 家国家级合作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俄罗斯乌

72.13%（总产值）①。其中，已有 20 家合作区通过商务

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和越南龙江工业园），以及 3 家省级

部确认考核（表 1），这些园区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斯

合作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越美（尼日利

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匈牙利等“丝

亚）纺织工业园和塞尔维亚商贸物流园）；江苏省推动

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以及柬埔寨、泰国、越南和

建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我国境外经贸合作

① 商务部官网 : 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 [2017-02-04].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8147.htm
② 新华社 : 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一带一路”双赢平台 . [2017-02-21]. https://www.yidaiyilu.gov.cn/ghsl/gnzjgd/8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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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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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名称

20 家通过商务部考核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

成立年份

所在国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1998

埃及

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区

2004

俄罗斯

泰中罗勇工业园

2005

泰国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2006

柬埔寨

海尔-鲁巴经济区

2006

莱基自由贸易区（中尼经贸合作区）

中方园区开发企业

主导产业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建材、纺织服装、高低压电器设备和石油装备

黑龙江东宁华信经济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

华立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汽配、机械、家电

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区
投资有限公司

纺织服装、五金机械、轻工家电

巴基斯坦

海尔集团电器产业有限公司

家电、汽车、纺织、建材、化工

2006

尼日利亚

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以生产制造与仓储物流为主导，以城市服务与房地产
为支撑

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

2006

俄罗斯

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轻工、机电（家电、电子）、木业

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

2006

印度尼西亚

天津聚龙集团

油棕种植开发、精深加工、收购、仓储物流

越南龙江工业园

2007

越南

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纺织轻工、机械电子、建材化工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2007

赞比亚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矿冶、现代物流、商贸服务、加工制造、
房地产、配套服务和新技术产业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2007

印度尼西亚

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装配、机械制造、家用电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

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2008

俄罗斯

中航林业有限公司

森林抚育采伐、木材深加工、商贸物流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

2008

埃塞俄比亚

江苏永元投资有限公司

纺织、皮革、农产品加工、冶金、建材、机电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2009

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2010

老挝

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

2011

匈牙利

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

2011

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

2011

匈牙利

烟台新益投资有限公司

化工、生物化工

俄罗斯龙跃林业经贸合作区

2013

俄罗斯

黑龙江省牡丹江龙跃经贸有限公司

林木采伐、粗加工和深加工、森林培育、森林采伐、
精深加工、林产品展销交易、跨境物流运输

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2013

印度尼西亚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镍铁、不锈钢

乌兹别克斯坦 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真皮制品、灯具和五金制品、电机电器、
农用机械、轻纺及纺织品

云南省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能源化工、农畜产品加工、电力产品制造、
饲料加工、烟草加工、建材科技、物流仓储

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商品展示、运输、仓储、集散、配送、
信息处理、流通加工

吉尔吉斯斯坦 商丘贵友食品有限公司

种植、养殖、屠宰加工、食品深加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区的样板工程③；山东省牵头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中有

线国家建设海外园区取得巨大成效，帮助我国企业实现

4家通过商务部考核，位列全国首位 。除此之外，新疆

“集体出海、抱团取暖”，增强了应对风险的能力。然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与哈萨克斯坦阿克

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

套海港特别经济区签定经贸合作协议，在哈萨克斯坦曼吉

（1）缺乏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规划，存在“急躁”。

斯套州阿克套海港特别经济区建立“中国工业园”。

国内某些地方将“走出去”指标化，出现了一些盲目鼓

1.4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园区建设中存在

励企业创建境外产业区的苗头。（2）由于我国目前缺乏

④

的问题

“外保外贷”和“外保内贷”等服务，境外资产在国内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逐步推进，我国在沿

获得贷款难，加上园区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先期投入较

③ 新华日报 : 江苏将建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区. [2016-01-16].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6-01/16/c_1117794101.htm
④ 商务部官网 : 2016 年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17-03-07].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3-07/docifycaasy7806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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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主要通过出租土地和厂房、物业、公共设施开

投资 3 亿美元，预计 2010 年投入使用，然而至今没有

发以及提供服务等方式盈利，大部分园区开发企业面临

建成。另外，目前存在一种趋向，有些地方和企业千方

融资难。（3）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并不长，人才

百计游说，让国家领导人“站台”的项目越来越多。因

储备不足，加之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融入本地性差。

此，国家需要加强海外园区战略规划，重点项目务必由
高层推动转向整体规划推进，国家资源必须优先重点投

2 海外园区建设模式借鉴
选择合适的开发建设模式，推进海外园区建设，是

chinaXiv:201704.00224v1

其成败的关键。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海外园

向对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和资源保障战略意义的海外
园区。
2.2 园区开发公司为主导的建设模式

区，应该对其实施分类分级指导，特别是对具有不同战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启动于 1998 年，是中国和埃

略意义和不同部门的合作园区实施不同的建设模式。为

及两国领导人共同推进的项目，但早期中方企业主要作

此，需要借鉴国内外海外园区建设经验，结合不同产业

为咨询机构参与。2008 年，拥有丰富园区开发建设经验

类型和不同的战略重要性，探索我国“一带一路”海外

的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75%）与天津开发

园区建设模式。根据园区主导建设力量，可将国内外海

区苏伊士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持股 5%）和埃及埃中合营

外园区建设模式分为 3 类，并分别讨论就其在“一带一

公司（持股 5%）合资组建了埃及泰达投资公司，并由其

路”海外园区建设中的借鉴意义。

作为合作区项目开发、建设、招商和管理的实施主体。

2.1 政府高层推动建设模式

目前入驻 68 家企业，初步形成了石油装备制造、高低压

政府高层推动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新加坡苏州工

电器制造、纺织服装、新型建材和农用机械制造等五大

业园区。该园是遵照邓小平同志和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

产业园区，被誉为中埃经贸合作的“样板”，为中国企

李光耀的重要指示于 1994 年启动的，并且得到多位时

业开展对埃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任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是新加坡与我国首个政府间

目前，清华科技园的开发公司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

合作项目。该园区目前被誉为中新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

司也开始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埃及等“一带一路”

目、中国国际合作示范区，属于我国发展速度最快、最

沿线国家探索共同建设科技园。由具有丰富开发建设经

具国际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验的国内园区开发公司主导不仅有助于复制国内园区建

建设的海外园区大多也属于政府高层推动下建立的，如

设的成功案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国内园区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工业

与海外园区的互动发展。然而，我国已建或在建海外园

园。尽管这些园区更容易获取政府支持，但如果缺乏盈

区多缺乏有工业园区运营经验的开发商主导建设，应该

利模式和强大的运营团队将难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政

鼓励中国园区开发公司以各种形式参与经营。

府高层推动建立的海外园区可能对推动两国合作具有战

2.3 民营企业主导建设模式

略或示范意义，然而也会出现合作意愿达成容易而落地
执行难，建成容易收效小等问题。

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海外园区多属于
民营企业建设型。民营企业推动建设的海外园区类型多

如果事前缺乏详细论证，事后风险防控措施不力，

元、运作机制较为灵活，有单个企业推动、多个企业推

加上“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政府政策不连

动或与所在国企业联合推动等类型。如 2012 年广东省华

贯，将会加剧这类园区建设的风险。类似海外园区不乏

坚集团投资 32 亿元人民币，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华坚国际

失败的案例，如：启动于 2007 年的莫斯科中国贸易城，

轻工业园，将华坚集团制鞋产业部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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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该园区，已为当地提供了近 4 000 个就业岗位。类似的

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既需要规范开发企业资质、谨慎

园区还有由中国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投资创建的乌

选址和找准发展方向等，还需要政府间协调与合作[12]。

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契合当地产业需求，目前该园

根据国内外海外园区建设的经验，目前我国在“一带一

区已入驻瓷砖、制革、制鞋、手机、水龙头阀门、宠物

路”建设海外园区应该加强三方面。

chinaXiv:201704.00224v1

食品和肠衣制品等 9 家企业，产生了良好效益。

（1）加强海外园区战略规划，统筹推进。尽管海

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是海尔集团与巴基斯坦鲁

外园区建设本质上是经济行为，应以企业为主体，按照

巴集团，在巴基斯坦海尔工业园基础上， 以55∶45 的股

市场化原则建立和运作。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极为重

份比例合资扩建而成，形成了“单个大企业+东道国企

要，但是目前海外园区选址更多基于企业自身需求，而

业”建设型模式。这种开发模式需要单个的企业具有较

不是基于国家战略。因此，国家应该加强部门协调，统

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例如，红豆集团联合我国其

筹规划，实施分类分级指导，完善服务体系并强化风险

他三家民营企业，与柬埔寨国际投资开发集团合资开发

防控。进一步落实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切实解决双重征

建设，形成“企业抱团+东道国企业”模式，参与建设了

税、园区建设土地、税收、劳工政策、基础设施配套、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

投资争端、风险防范等问题，明确海外园区建设各自的

司则采取“一区多园”模式建设中欧商贸物流园，在匈

权益，为园区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引导海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建立了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在匈牙利

外园区积极利用东道国优惠政策，主动与沿线国家的发

切佩尔港和德国不莱梅建立了物流园。

展战略对接。

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优势，特别是结合沿

（2）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实施具有战略或示范意义

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主导或参与海外园区建

的海外园区。海外园区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需戒骄戒

设，有助于探索出不同的成功模式。然而，在大多数情

躁，切忌盲目，应稳扎稳打，量力而行，以点带面，逐步

况下，民营企业建设型海外园区更容易遇到各类“水土

推进。早期应优先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和重点领域，

不服”的现象。“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市场制度参

要选择“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具有战

差不齐，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

略意义的海外合作园区，形成示范效益，然后逐步推进。

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加大了这些园区建

借鉴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

设的难度。因此，一方面园区开发企业应主动对接东道

作区经验，从国家间投资合作协商、园区协调工作和日常

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该与东道国

管理三个层面构建重点园区营运模式。鼓励国内具有园区

政府携手在投资保护、园区建设权责等方面加强合作协

营运能力和经验的企业参与海外园区经营。

调。同时，无论是园区开发商还是入园企业亟需树立企

（3）探讨建立开放包容性园区发展模式。目前，出

业社会责任，坚持合作共赢，切实尊重和主动融入当地

于安全和管理方面的考虑，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

社会，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海外园区多采取“封闭式”发展模式，容易形成相对独
立和封闭的园区环境，并“舍近求远”尽量雇佣中国工

3 政策建议

人而非本地工人。虽然，这种方式短期有助于减少园区

海外园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任重道

企业的环境适应成本，但往往容易造成园区与当地社会

远。海外园区可持续发展既需要我国法律法规和政府的

的对立，甚至让园区及其所驻企业成为当地民族主义、

支持，还需要企业主动积极融入东道国社会环境和遵守

环保主义或极端主义势力的侵害对象。因此，海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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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转变发展理念，坚持包容性发展、共享式发展，由

7 Yeoh C, Leong A L. ‘Created’ enclaves for enterprise: an

“中国海外园区”的观念向“东道国-中国”园区转向，

empirical study of Singapore’s industrial parks in Indonesia,

立足长期扎根当地，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海外园区扶持

Vietnam and China.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考核指标应适当考虑园区对当地就业和经济贡献程度。

2005, 17: 479-499.
8 Liuhto K. Russia’s innovation reform -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参考文献

special economic zon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1 刘卫东, 田锦尘, 欧晓理, 等著. “一带一路” 战略研究. 北京:

9 Bräutigam D, Tang X. African Shenzhen: China’s special

商务印书馆, 2017.
2 郑蕾, 刘志高. 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11, 49: 27-54.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63-570.

chinaXiv:201704.00224v1

Management, 2009, 10: 85-94.

3 刘慧, 叶尔肯·吾扎提, 王成龙. “一带一路” 战略对中国国土开
发空间格局的影响.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45-553.
4 陈明星, 刘卫东, 叶尔肯·吾扎提, 等. “一带一路” 对我国城镇
化发展格局的影响. 山地学报, 2016, 34(5): 637-644.
5 刘卫东, 刘志高，著. “一带一路” 建设对策研究. 北京: 科学

10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1: 133-147.
11 Bräutigam D, Tang X. “Going Global in Group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
World Development, 2013, 63:8-91.

出版社, 2016.
6 Shaw M P, Yeoh C. Singapore’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Regional Studies, 2000, 34(2): 199-206.

12 胡江云.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下双边务实合作研究. 国际经
济合作, 2016 (3): 33-39.

Development Modes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uzhati Yeerken1,2 Zhang Wei1,2,3 Liu Zhiga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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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not only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but also a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ut also face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erefore, how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has become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This paper has evaluated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s of th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from
their development origins, distributions and types, construction participa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concluded the successful modes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s well as their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BRI, and come up with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It has been shown by research that the three modes, high-level official driven mode, China’s industrial park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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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driven mode, and civilian-run enterprise driven mode, are refer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hina’s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rganize and implement th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construction with strategic or exemplary significance and explore the open and inclusive industrial parks mod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mo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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