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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际环境、区外条件、区内条件和政府作用被假定为影响出口加工区（ＥＰＺｓ）成功的关键因素，它们构成解

释 ＥＰＺｓ 成败原因的分析框架。３ 个国家或地区的 ＥＰＺｓ 案例对比研究有效支持了这一框架，并强调框架中政府的核心
作用，同时从框架检验中获得一些重要的 ＥＰＺｓ 政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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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建

立出口加工区（ＥＰＺｓ）。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
国际 ＥＰＺｓ 的建立和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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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原因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因此本文针对

业绩：国际环境、区外条件、区内条件和政府

现有文献的不足，试着探寻 ＥＰＺｓ 表现后面

作用。ＥＰＺｓ 面临的国际环境对它的发展既

各种相互关联的影响因素。

是机会也是制约。既然建立 ＥＰＺｓ 的主要目

１

分析框架的建立

的是结合外资与廉价劳动生产出口产品，那
么一个乐观的国际环境应以快速增长的国

现实意义，尤其是对 ＥＰＺｓ 发展的影响因素

在讨论 ＥＰＺｓ 是否成功之前，需要制定

际贸易、大量外资和低汇率为特征，因此用

进行研究有利于指导我国 ＥＰＺｓ 的建立和成

一个关于“成功”的评估标准，这个标准就是

国际贸易增长、ＦＤＩ、汇率和贸易壁垒作为解

长。大部分 ＥＰＺｓ 具有同样的目标和鼓励政

ＥＰＺｓ 主要目标的实现程度。尽管不同的

释国际环境的四大因素。

策，但根据可见数据对他们的考察结果却发

ＥＰＺｓ 甚至同一个 ＥＰＺ 在不同的阶段，其目

区内条件是促进或制约 ＥＰＺｓ 成功的第

现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案例。尽管已有文献

标可能不太一样，但这 ５ 个目标却对所有

二变量，主要指 ＥＰＺｓ 位置、基础设施和劳动

从概念、本质、就业创造、国内链接和技术转

ＥＰＺｓ 都是适应的：就业创造、
ＦＤＩ 流入、净出

力状况，
具体体现为与国外市场的距离，
劳动

移等方面进行了各种调查和研究，也进行了

口、
国内链接和技术外溢。

成本和技能，交通、能源、土地、厂房、金融和

大量的理论分析，但他们并没有对 ＥＰＺｓ 的

我们假设有 ４ 个独立的变量影响 ＥＰＺｓ

程？ 结合我国的公司登记制度和我国的国

申请材料的限制，完全通过网络注册，登记

情，笔者在此提出一点建议，
以供参考。

机关无法审核登记申请事项的真实性，从而

笔者认为，我国不应盲目追求电子化登

亦难以保证其合法性。而采取网下计算机系

记的高层次，而应以较底层次电子化更为合

统登记，网上公示的方式，则既不影响登记

适，即我国应当采取网下以电子计算机系统

机关对登记申请事项的实质审查，也可以兼

登记而兼利用网络进行公示和查询的电子

顾登记的效率和登记信息查询的便捷。当

登记形式。理由是，基于我国的法制状况，
我

然，若干年后，如果我国经济、社会、法制发

国已经采取并应当继续采取登记机关实质

展到相当的程度，可以考虑修改公司登记的

审查原则。基于实质审查原则，登记机关应

审查原则，与此相应，到时也可以实现完全

当保证公司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特

的网上登记。

其它服务设施。研究显示如果被安置在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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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道路建设、
ＥＰＺｓ 的建立成本可能很高，

业发达的港口城

公共设施和厂房建筑等都将产生成本，不能

市，并且管理和

提供这些条件将会延长 ＥＰＺｓ 的起步阶段。

审批程序被简化

区外条件的好坏会影响 ＥＰＺｓ 的成功，

到最低程度，因

如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影响后向链接的产生。

而对 ＦＤＩ 更有吸

ＦＤＩ 趋于向发达国家流动，后向链接在经济

引力。表 １ 显示

发达的国家可能更强，但经济越发达意味着

了 ３ 个 ＥＰＺｓ 的

劳动成本越高 （区内劳动力来自于区外），高

ＦＤＩ 以 年 均

工资又会打消以资源战略为核心 ＦＤＩ 的积

３１．８４％ 的 速 度

极性，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 ＦＤＩ 流入的影响

增长，前 ４ 年以

是模糊的。另外，更大的国内市场可能吸引

５０．８％ 的 速 度 增

国际贸易增长、汇率、
出
口壁垒、国际 ＦＤＩ 转移

区外条件

长，
１９７３ 年达到
８０．７４％ 的 高 峰 ，

应该考虑当国家存在多个 ＥＰＺｓ 时，它们之

但 在 １９７３ 年 石 油 危 机 和

间吸引的外资是互补还是替代会影响每个

世界经济衰退后，下降到

ＥＰＺ 的成功。因此区外条件考虑 ３ 大因素：

１０％～２０％。

政府是 ４ 大变量中能动性最强的，它的
作用是在充分考察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和资
源的基础上制定 ＥＰＺｓ 目标和具体政策。太
多的目标可能相互冲突，从而影响 ＥＰＺｓ 成
功，清晰合理的目标更容易设计具体政策，
促进 ＥＰＺｓ 成功。政府应该选择合理的 ＥＰＺｓ
位置，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和合法框架，同
时应该使用财政鼓励和建立可操作标准来
吸引外资进入目标产业，鼓励出口，要求国
内采购，提升后向链接。当国内建立多个
ＥＰＺｓ 时，政府应采取合理的政策避免内部
的恶性竞争给国家和 ＥＰＺｓ 带来损失。因此，
政府变量主要考虑目标、政策、决策和反应
能力。
总之，ＥＰＺｓ 作为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它
的成功或失败归因于 ４ 大变量：国际环境、

目标、政策、
决
策和反应能力

政府

市场导向型 ＦＤＩ 进入，但国内市场对主要从

的竞争状况。

基础设
ＥＰＺｓ位置、
施、
劳动力状况

区内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
大小、ＥＰＺｓ 之间的竞争
图１

ＥＰＺｓ 成绩考核指标和影响因素关系

台 湾 ＥＰＺｓ 在 出 口 方
面的表现一直令人满意（见
表 １）。１９６７～１９８０ 年，出口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６３．４９％，从 ８２０ 万美元到
２４ 亿美元，占台湾总出口
的比率稳定在 ７％～９％，出
口价值合计 ７９．７ 亿美元，
顺 差 为 ３０ 亿 美 元 。 在
１９６７～１９８６ 年的 ２０ 年中，
台湾出现了 ６ 年贸易赤
字，但 ３ 个 ＥＰＺｓ 除最初两
年贸易赤字外，贸易顺差
占台湾总贸易顺差的比率
平均为 ８６．９％，总额达 ８４
亿美元。１９６７～１９８０ 年期
间，净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区内、区外条件和政府作用。国际环境、区内

区内增值较高。台
为 ３８％，

和区外条件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但概念上

湾 ＥＰＺｓ 在 就 业 创 造 方 面

相互独立的关系，政府是能动性最强的变

贡献也很大，
１９７３ 年总人

量，在它的作用下形成四大变量的组合，这

数达 ５．３ 万，后来受石油危

种组合便是用来分析 ＥＰＺｓ 成败状况的理论

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

框架（图 １）。

所下降，１９８７ 年就业人数达 ３．７ 万人。
３ 个 ＥＰＺｓ 的地区内链接效应反映在最

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技工和管理者取代外国

２ 案例分析

终产品区内成分的不断增加上。１９６７ 年，仅

员工，各种管理知识被当地员工吸收。另一

２．１

６０

国际环境

事出口的 ＦＤＩ 可能不是很重要。区外条件还

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大小和 ＥＰＺｓ 之间

考核指标：ＦＤＩ 流入、
净出口、
就业创造、国内链接、
技术外溢

台湾 ＥＰＺｓ

４ ０００ 名员工被送到海外接受技能训练。随

仅总投入的 ２．１％是当地来源，１９７３ 年上升

个技术转移的形式是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合

１９６６ 年，台湾政府将“自由贸易区”和

到 １７％，
１９８０ 年达到近 １／３，超过 １ ０００ 家地

作。同时，
当地采购也会产生技术转移，
特别

“工业区”功能合二为一，建立了第一个以

方工厂围绕加工区建立，主要目的是 ＥＰＺｓ

是 ＥＰＺｓ 企业要求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派专

“ＥＰＺ”命名的组织——
—高雄 ＥＰＺ，后来楠梓

供给。

家或技术人员到工厂帮助当地供应商提高

和台中 ＥＰＺｓ 相继建立。它提供区内其它地

技术转移主要包括工作训练、质量控制

方同样的优惠政策，但不同的是它建立在工

技术和营销知识学习。１９６６～１９７９ 年，超过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质量控制和改进生产方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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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韩国已经开始

促进工业化、缓和失业；带动经济发

朝出口导向国转变，１９７１ 年在港口城市釜山

展。具体方案是将工业从稠密的市

附 近 建 立 了 马 山 ＥＰＺｓ （表 ２ 提 供 了 有 关

区分散到各地，在农村建设工业卫

ＦＤＩ、就业人数和净出口的数据）。累计投资

星城市，使出口产品从原材料和半

从 １９７１ 年 ５３０ 万美元升至 １９８６ 年的 １．３ 亿

成品发展到制成品；改善工人生活、

美元，
１９７２～１９９０ 年期间以年均 ５７％的速度

劳动条件；为投资者提供必要的基

增 长 。 就 业 人 数 在 １９７２ ～１９８３ 期 间 保 持

础设施和税收优惠［５］。

２２．３％速度增长，最高达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３．６ 万

巴丹 ＥＰＺｓ 在 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期

人。净出口也从 １９７１ 年的 ２０ 万美元（总出口

间劳动就业人数最高达 ２．０ 万人，

的 ２２．２％）增长到 １９８９ 年 ５．９ 亿美元（总出口

明显比高雄和马山少。出口从 １９７２

的 ４２％）。１９７１￣１９８９ 年期间，净出口额占总

年的 ４０ 万美元增长到 １９８２ 年 的

出口额比重为 ５６％，国内增值比例高。

１．６ 亿美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发
展遇到波折，开始下降，
１９９０ 年仅
为 ９ ４００ 万美元。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的 １１
年间净出口总额为 ２ 亿美元，占总
出口额的 ３０％，
国内增值比例不高。
２．４ 对比分析
在获得数据的年份，高雄、马山
和巴丹 ＥＰＺｓ 的平均就业人数分别为 ４．０、
２．６ 和 １．３ 万人，高雄和马山 ＥＰＺｓ 对地区或
国家的就业贡献明显要大得多。从图 ２ 中可
以了解到巴丹 ＥＰＺｓ 的就业人数一直低于高
雄和马山 ＥＰＺｓ。

图 ３ ３ 个 ＥＰＺｓ 净出口对比
说明：数据来源于表 １、２ 和 ３；横坐标 １～２３ 依次
表示 １９６９～１９９１ 年；纵坐标数值为净出口价值（百
万美元）；系列 １、２、３ 依次表示高雄、马山和巴丹
ＥＰＺｓ 净出口曲线。
图２

３ 个 ＥＰＺｓ 就业人数对比

说明：数据来源于表 １、２ 和 ３；横坐标 １～２３ 依次
表示 １９６９～１９９１ 年；纵坐标数值为就业人数；系列

马山 ＥＰＺｓ 的技术转移主要通过国内链
接发生，如供应商从外资企业学到新的质量

１、２、３ 依次表示高雄、 马山和巴丹 ＥＰＺｓ 就业曲
线。

控制方法和技术。另外，超过 ３ ０００ 人在区

从图 ３ 知道，高雄除 ２０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内或海外获得技能训练，大约 ４００ 人后来从

年代初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净出口有所

ＥＰＺ转移到韩国的电子企业［３］。

下降外，其它时期一路增加（９０ 年代进入衰

菲律宾巴丹 ＥＰＺｓ

退期），而且远高于巴丹；韩国在第一次石油

受台湾地区首创成功的影响，加之国内

危机发生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受影响不

市场狭小，工业增长停滞不前，菲律宾自 ２０

大，但没有逃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净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开始向出口导向战略转

出口于 ８０ 年代初与高雄同时下降。巴丹的

２．３

移。１９６９ 年建立巴丹自由贸易区，
１９７２ 年改

净出口在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的 １１ 年间最高才达到

图 ４ ３ 个 ＥＰＺｓ 净出口增长率对比
说明：数据来源于表 １、２ 和 ３；横坐标 １～２３ 依次
表示 １９６９～１９９１ 年；纵坐标数值为净出口增长率
（％）；系列 １、２、３ 依次表示高雄、马山和巴丹
ＥＰＺｓ 净出口增长率曲线。

名为巴丹 ＥＰＺｓ。加工区政府目标是：
确立国

远低于高雄和马山。从图 ４ 可
５ ０００ 万美元，

在 ３５％和 ５６％左右，而巴丹净出口增长率在

际贸易中心地位；扩大出口，改善国际收支；

以看到高雄和马山净出口增长率分别稳定

１９７８ 年前波动很大，反映了巴丹 ＥＰＺｓ 中

２００６·６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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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很不稳定的事实。
ＦＤＩ大进大出，

３ 国或地区政府都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

基础，为 ＥＰＺｓ 企业的国内或区内链接准备

在国内链接方面，高雄国内采购比例前

略建立 ＥＰＺｓ，并且采取的政策和优惠措施

了条件。在 ＥＰＺｓ 企业质量控制技术的帮助

３ 年只有 ７％，但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不断增

大致相同，结果却大相径庭。我们将运用上

下，国内或区内企业能满足他们不断增加的

加，
１９８０ 年达到将近 １／３，超过 １ ０００ 家地方

一节建立的分析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国内或区内采购需求。由于他们的国内或区

工厂围绕加工区（主要目的是 ＥＰＺｓ 供给）建

３

厂；马山 ＥＰＺｓ 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不断增
加，
１９７７ 年 已 经 超 过 ３０％ ，
８０ 年 代 超 过

框架检验

３．１

国际环境

区内市场饱和，
ＥＰＺｓ 产品必须销往国外或
区外。

４０％。巴丹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 年期间原材料国内采

台湾和韩国 ＥＰＺｓ 的建立刚好发生在第

巴丹 ＥＰＺｓ 因远离工业中心，所以周围

购不到 ５％，平均国内采购仅有 １５％，比高雄

一轮全球工业重组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跨国

不具备工业基础，影响到国内链接和技术转

公司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向海外转移以减

移的发生。同时，菲律宾各加工区之间引资

和马山都低。
从表 ４ 的 ３ 个 ＥＰＺｓ 投资产业结构对
比，可知巴丹仅有 １８％为电子产业，纺织类
产业占据了 ３０％，非工业类占了 ２４％。纺织

少生产成本，新国际分工格局正在形成。他
们是世界上第一批利用这一环境变化建立
加工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因此面临很少

业一般比电子产业国内采购比例高，但在巴

的国际竞争。１９６３～１９７３ 年也是国际贸易以

丹似乎并没有提升多少国内采购。高雄和马

８．５％的比率高速增长的 １０ 年，这一时期

山电子产业投资比例都在 ６０％左右，尽管没
有可靠的数据，但从巴丹的低附加值产业结
构和低国内采购率可以判断它的技术外溢
不及高雄和马山。

ＦＤＩ 增长比国际贸易增长更快，而且发达国
家针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如电子产品）的
贸易壁垒很少，韩国的 ＥＰＺｓ 经常因难以满
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分包予区外企业。
直到 １９７３ 年巴丹政府才投资 ２ 亿美元
搞建设，刚好碰上了世界石油危机和全球经
济衰退，并且在这段时间世界 ＥＰＺｓ 数量迅
速增加，
外资吸引面临激烈竞争。Ｗａｒｒ（１９９０）
指出尽管巴丹 ＥＰＺｓ 的企业 数 量 在 １９７２ ～
１９８２ 年期间保持不变，但中间有很多波折。
１９７９ 年 ４ 家进入、
４ 家离开，１９８０ 年 ５ 家进
入、４ 家离开，１９８１ 年 ３ 家进入、３ 家离开，

综合以上对 ３ 个加工区就业创造、ＦＤＩ
流入、净出口、国内链接和技术外溢 ５ 项指
标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高雄和马山 ＥＰＺｓ
的建业和发展非常成功，而相比之下巴丹却
逊色不少。这一结论与许多国外学者的结论
保 持 一 致 ， 如 Ｋａｎｋｅｓｕ Ｊａｙａｎｔｈａｋｕｍａｒａｎ
（２００３）使用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 ＥＰＺｓ 效益进行了估计，包括
韩国和菲律宾，结果是韩国 ＥＰＺｓ 产生了正
的收益而菲律宾获得的 ＥＰＺｓ 结果是负的［６］。
Ｗａｒｒ（１９９０）对 ＥＰＺｓ 的分析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表 ５）［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结果呢？

１９８２ 年 ２ 家进入、４ 家离开［９］。企业的“无植
根性”和世界 ＥＰＺｓ 数量的增加使巴丹面临
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３．２

区内条件

资数量减少，也给各自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菲律宾国内经济环境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和 ７０ 年
代并没有获得多大改善，市场扭曲严重影响
了国内链接、技术外溢的产生和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实际上只到 ８０ 年代后期 ９０ 年代
早期、国家宏观经济改革产生实效时，巴丹
ＥＰＺｓ 才获得发展。
３．４

政府角色
台湾和韩国建立 ＥＰＺｓ 的原因是进口替

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目的十分明
确：吸引外资，进入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轻
工业；扩大出口和获取外汇收入；创造就业
机会；发展区内或国内链接。他们都向区内
或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外向型产业发展动
力，包括关税豁免、国内税优惠、简化管理手
续、优良的基础条件和丰富的半熟练和熟练
劳动力。ＥＰＺｓ 的地理位置被证明对它的早
期快速发展很关键。高雄是台湾第二大重要
的海港城市，具有工业优势，是 ＥＰＺｓ 的理想

市就是靠近港口，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和低

之地。韩国之所以选择马山是因为靠近釜山

成本的具有较高技能的工人资源。它们邻近

的工业中心，具有现成的港口设施，靠近日

日本，而且韩国因受日本殖民统治多年，当

本港，
便于进入日本市场。

地商人不仅通晓日本语言而且了解日本文
化，有利于吸引日资和进入日本市场。

然而，韩国和台湾并不是简单地向 ＦＤＩ
敞开大门，他们制定了专门的 ＥＰＺｓ 政策，鼓

巴丹 ＥＰＺｓ 坐落在距离马尼拉 １６０ｋｍ 的

励特定产业的发展，
同时限制其它产业（如房

偏僻山区，尽管政府在 １９７３ 年投资了 ２ 亿

地产业）进入。台湾鼓励出口和引导企业建立

美元，
但由于距离工业中心太远，
缺乏良好的

国内链接。韩国 ＥＰＺｓ 投资的项目资格、
外资

基础设施，最终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１０］。巴丹

所有权和投资规模都需要政府严格审批：第

ＥＰＺｓ 的工人来自巴丹本省的不超过 ３０％，

一，政府对投资审批有选择性，在海外市场

而从其它地方进入的工人并不属于菲律宾

与国内企业竞争或纯粹靠土地获利的投资

的最低收入阶层，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成

不予批准；第二，出口要求非常严格，当地销

本。

售很难批准。韩国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
区外条件

鼓励引导 ＥＰＺｓ 企业进行当地采购以建立国

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在 １９５０ 年以前已

内链接。

经得到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具备了较好的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竞争非常激烈，竞相拿出更优惠的措施吸引
ＦＤＩ，这种恶性竞争使每个加工区获得的外

台湾和韩国的 ＥＰＺｓ 不是坐落在港口城

３．３

６２

内市场都很小，进口替代企业已经使国内或

台湾和韩国政策有所差异，但不变的是

科技管理创新

他们都不断修改 ＥＰＺｓ 政策和调整目标产

分析框架。３ 个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有效

业，以确保 ＥＰＺｓ 发展不与国家发展目标矛

支持了这一框架，并且从框架中可以得出一

盾。从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强调技术密集

些重要的 ＥＰＺｓ 政策启示，这些政策启示对

型产业的转变和科学工业园的建立反映了

当前我国 ＥＰＺｓ 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现实意

这些政策调整。因此，尽管台湾和韩国是市

义：第一，政府应该在考虑国际环境和区内

场经济，运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但他们都

外条件的基础上为 ＥＰＺｓ 建立明确、现实的

有清晰的指导性政策使 ＥＰＺｓ 对经济增长的

目标，这一点涉及到对环境蕴涵的机会和限
制进行考察，对国内优势、国家宏观经济目

贡献最大化。

４，１；ＡＢＩ／ＩＮＦＯ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６５－ ８８．
［５］钟坚．菲律宾巴丹出口加工区建设的经验与教
（４）．
训［Ｊ］．特区经济，２０００，
［６］Ｋａｎｋｅｓｕ Ｊａｙａｎｔｈａｋｕｍａｒａ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ｓｔ Ａｐｐｒａｉ－
ｓａｌ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１）：
５１－ ６５．
［７］Ｔａｋａｙｏｓｈｉ Ｊｕｓａｇｏ， Ｚａｆｉｒｉｓ Ｔｚａｎｎａｔｏ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巴丹 ＥＰＺｓ 政府目标却过于泛化，重点

标以及可获的国内资源进行有效评估。第

不突出，影响到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

二，政府应该为以上目标设计切实可行的具

先，它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从表 ４ 可知），技

体政策，其中，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是关键；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

术较先进的电子产业仅占 １８％，还有 ２４％根

ＦＤＩ 进入资格、出口要求和国内链接应该考

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

本不是制造业，因此巴丹 ＥＰＺｓ 没有主导产

虑参与外资与东道国的博弈；政府一定要提

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７７， Ｉｎｔｅｒ－

业，
更没有高附加值产业。其次，它的位置也

供一个合法框架来保证国外投资者的权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ｆｉｃｅ，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６．

反映了菲律宾政府的失策，选在一个没有工

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

业基础的偏僻山区，基础设施从零开始，缺

制差距越大，
就越需要一个法律框架。第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ｒｉｓ Ｍｉｌｎ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Ｎｅｓ

少充分的劳动力和训练有素的管理人才，严

政府一定要针对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周

Ｙｏｒｋ，１９９０．

重影响了对 ＦＤＩ 的吸引力和 ＥＰＺｓ 企业的生

期性变化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政府不仅

产效率。最后，在具体操作上的政策失误也

应该监管 ＥＰＺｓ 的操作和发展，更应该协调

阻碍了加工区的发展。

好各项政策使 ＥＰＺｓ 贡献于国家整体经济目

总之，台湾和韩国建立了直接目标，形
成了达到这些目标需要采取的专门政策并

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９８０２， １９８８．
［８］Ｒｅｍｅｄｉｏ， Ｅ．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９］
Ｗａｒ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１０］Ｄｏｒｓａｔｉ Ｍａｄａｎｉ．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Ｃ／ＲＧ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８．

（责任编辑：
胡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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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ｉｅｓ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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