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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

重庆市

2015年，重庆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RP）增长率达
到11.0％，连续两年位居中国各地区增长率榜首。但是，贸
易总额较2014年下滑了约20％，反映了中国的整体趋势。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统计，该市的GRP总额为15,719.72

亿元，实际增长率（同比）为11.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6.9％）4.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连续14年保持2位数

增长。该增长率与西藏自治区相同，两地在31个省市自治区

中并列第一。

表１：重庆市的经济动向（2015年）

项目 金额 同比增减率
（%）

GRP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5,720 11.0（实际）
第一产业（亿元） 1,150 4.7
第二产业（亿元） 7,072 11.3
第三产业（亿元） 7,498 11.5
人均GRP（元） -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21,405 12.4
工业用电量（亿Kwh) -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5,480 17.1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3,751 3.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6,424 12.5（实际）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1.3

贸易总额（亿美元） 745 △22.0
出口额（亿美元） 552 △13.0
进口额（亿美元） 193 △39.8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 315 26.0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亿美元） 48 4.1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亿美元） 108 1.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7,239 8.3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0,505 10.7

资料来源：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 
 

从供给方面来看，第一产业1,150.15亿元，同比增长4.7％，

第二产业7,071.82亿元，同比增长11.3％，第三产业7,497.75亿

元，同比增长11.5％，第三产业的增幅略超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根据附加价

值）增长12.4％。从主力产品产量来看，微型计算机设备

6,180.79万台，同比减少4.2％（其中笔记本电脑5,575.14万台，

同比减少12.2％），汽车304.51万辆，同比增长15.5％（其中

轿车型乘用车108.79万辆，同比减少2.3％），水泥6,798.83万

吨，同比增长2.2％，铝171.37万吨，同比增长27.6％。

从需 求 方面来 看，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5,480.33亿元，同比增长17.1％。其中，第三产业9,949.12

亿元，同比增长16.1％，第二产业4,997.96亿元，同比增长

19.9％，其中工业相关投资4,990.09亿元，同比增长19.8％。

另外，房地产开发投资3,751.28亿元，同比增长3.3％，较2014

年超过20％的增幅有巨大下滑。体现消费动向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6,424.02亿元，实际增长12.5％，持续保持2位数

增长。

此外，贸易总额为744.77亿美元，同比减少22.0％，转

为负增长。其中，出口551.9亿美元，同比减少13.0％，进口

192.87亿美元，同比减少39.8％，进口大幅下滑。

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额实际使用金额为

10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连续5年超过100亿美元。

在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制造业方面，2015年汽

车相关投资仍然坚挺。韩资企业2015年6月开始了汽车厂的

建设施工，德资企业的汽车钢板工厂已于2015年9月投产。

2015年重庆市全年制造汽车304.51万辆，同比增长15.5％，

继2014年之后，再次登上31个省份的榜首。在建中的韩资企

业汽车厂建成后，汽车产量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在服务业领域，法资大型零售商店扩大了店铺网，此

外，韩资银行也相继在重庆市开设支行。

日本企业的投资情况如下，签约项目数为3个（上年为3

个），合同金额11,412万美元（上年为11,402万美元）。具体项

目有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隔热材料生产基地、工业容器生

产基地等。

2016年1月发布的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十三五”规

划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年均9％左右。到2017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2020年，全市GRP

迈上2.5万亿元新台阶，人均GRP达到7.5万元左右。汽车产量

达到400万辆。

预计重庆市今后将继续以汽车相关产业为轴心，通过

培养其他相关服务产业等谋求进一步发展。

具体问题和改善建议

积极宣传介绍重庆市
为吸引日本企业对重庆市的关注，希望通过市领导访日

等形式，对因“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而焕然

一新的重庆市及投资环境等进行积极的宣传。另外，希望通

过网站等渠道公开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等经济信息，进一步

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重庆市虽然拥有世界遗产等

众多极具吸引力的观光资源，但尚未广为人知，希望进一步

传播重庆市的观光魅力。希望通过开展学生交流活动等形

式促进重庆市与日本之间的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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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商引资体制，充实日语资料和日语人才的配置
重庆市有众多招商引资的组织和机构，外国企业难以

分辨。希望能统一重庆市引进外国企业方面的相关体制，实

现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为进一步促进没有配置中文

人才的中小型日本企业的投资，希望能充实政府机构及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日语人才配置，并制作各种招商引资

等方面资料的日文版。

确保执法的透明度
有时政府机关在对法律制度的解释上存在差异，行政

单位的理解也并未达到完全统一。而且在执行过程中,较之

中国企业,外资企业更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法规执行方

面，希望能以中央政府的统一解释作为执法依据。同时为了

保证行政工作的高度透明，希望对该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实

施培训。

对进驻重庆市的日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不可否认在物流、零部件采购等方面，重庆市的投资环

境尚未达到沿海地区的水平。为促进更多的日本企业在重庆

市深入开展投资，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西部大开发计划、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等促进当地发展的各项

政策，在增加日资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的同时，通过明确

公开优惠政策的内容、适用时间等，为优惠政策的有效利用

创造良好环境。

加强深化市场开放的措施
日资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等项目时，与其他国家企业或

中国企业相比有时会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亦存在部分企业

垄断市场的情况。为保障所有企业公平竞争，希望在招投标

时能完全隐去企业名、国家名等。希望重庆市在政府采购项

目等方面率先深化市场开放，努力摈除对日资企业不利的阻

碍事项。

继续实施提高经济水平的措施
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体制过渡，包括重庆市在内

的西南地区仍然需要政府的有力措施来提高经济水平。为推

进“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战略，希望今后继续完善相

关基础设施，积极扩大内需。

为促进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及其他外资企业间的合
作搭建平台

日资企业若想扩大在重庆市的业务，需要加强与当地企

业及其他外资企业间的合作。希望重庆市政府提供支持，促

进当地企业与日资企业间的业务往来。

简化就业证和居留证的办理、换发手续
在重庆市任职的日资企业日籍常驻人员多由驻沿海地

区的公司调动过来的。在申请居留证换发时，手续非常繁

琐。且从2014年开始需要提交无犯罪证明，如有家属陪伴，

还需提交加盖大使馆或领事馆公章的家属关系证明等，更加

加重了手续负担。希望简化就业证等证件的办理和换发手

续。另外，在沿海地区，有些地区取得或更新居留许可在申

请后1周内即可完成，而目前重庆市需要3周，希望缩短这一

周期。

考虑引入外国人居留（登记）卡
外籍人员有义务随身携带护照，但是也因此存在护照

被盗或丢失的风险，较为不便。希望政府能发行过去发行过

的“外国人居留证”等类似中国公民“身份证”的外国人登

记卡，并引进能够被铁路售票机等识别的、便于携带的外国

人身份证。

确保工厂搬迁时充分公布信息并提供补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重庆市也出现了要求工厂

搬迁的情况。希望尽量避免强制搬迁的发生，同时在工厂搬

迁时应提前充分公布信息、提供合理的补偿，并尽量在附近

确保迁入区域。

帮助完善物流网和降低物流成本
重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物流成本高，且货物未按规

定日期到达的情况时有发生。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完善物流

网，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强化物流管理体制。

改善通关服务和提高保税物流的便捷性
目前重庆海关保税区大门的开放时间为工作日10：00-

21：00，希望包括周六日、大型连休等在内实现24小时开放，

为企业提供便利。希望消除重庆机场内进口现场服务独家

垄断的现象。希望允许中国国内保税品在转关及转运时利

用空运。希望允许使用非保税车辆进行中国国内保税品的

运输。希望简化同一保税区的多个ODM或仓库的陆运混装

体系以及重庆海关管辖的多个保税区之间的通关（转送）手

续。希望不仅允许零部件，还允许产品的保税转运，并允许

从成都等周边机场出口产品。手提运输样品及少量保税品

时，希望明确并简化不良品销毁时的通关规则。

实施确保优秀人才的措施
优秀人才向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流失的趋势仍在持

续，重庆市想要留住人才并不容易。希望重庆市能够加强留

住优秀人才的措施，对希望从沿海地区大城市返乡求职和

返乡居住的人员，实施系统的招聘措施。

增加直飞日本的航班
除现有直飞关西国际机场的航班之外，2015年2月还开

设了直飞成田机场的航班，改善了往返日本的交通情况，令

人欣喜。希望继续开设并扩充飞往其他地区的直飞航班。并

希望在开通直飞航班时，能够开通非LCC航空公司的航班。

放宽对摩托车的限制
与日本和欧美相比，重庆市摩托车市场受到较多限制，

例如摩托车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等，受此限制的影响，中国

市场对摩托车的需求不断降低。因此，希望能够放宽相关限

制，例如允许满足一定标准的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等。

增设面向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机构
目前，在重庆市面向外籍人员的幼儿园、学校十分有

限，且有时受人数等限制还存在需要排号上学的情况。希望

增设面向外籍人员子女的幼儿园、中小学校等。

设立面向外籍人员的医疗机构
目前，虽然现有医院设有VIP楼层，但是作为面向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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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医疗机构尚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希望设立面向外籍

人员的医疗机构等，创建良好的医疗环境，让外国人能够放

心地在当地开展商业活动。

改善重庆北站的交通及提高到成都的高铁的便捷性
重庆北站北广场离轻轨“龙头寺”站较远，且无法步

行前往该站的南广场，十分不便。希望能尽早改善该站的交

通。另外，重庆市的日企员工经常需要前往成都市出差，有

时会当天往返，2015年12月，到成都的高铁开通，缩短了移

动时间，令人欣喜。但去程车票改签困难的情况依然没有得

到改善。希望能够考虑通过调整运行时间表、设置专门受理

成都-重庆车票改签窗口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便捷性。

缓解交通拥堵及打造方便出行的城市
重庆市拥堵严重，对员工上下班造成了不小影响。希望

政府机关通过率先减少早晚高峰时段政府车辆的使用等缓

解拥堵，同时，希望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网络。

另外，重庆机场国际航站楼夜间经常没有出租车，大巴和

轻轨也只能从国内航站楼乘坐，希望实施改善，提高便捷性。

15:00-16:00为重庆出租车司机统一交接班的时间，很难

打到车。希望采取调整措施，如错开司机的交接班时间等。

＜建议＞
①希望努力介绍和宣传重庆市的投资环境及旅游观

光等方面的魅力。努力促进重庆与日本的交流。

②希望统一招商引资体制，充实政府相关机构等部

门的日语人才和日语资料的配置。

③希望确保执法的透明度。

④希望对进驻重庆市的日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⑤希望加强深化市场开放的措施。

⑥希望继续实施提高经济水平的措施。

⑦希望为促进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及其他外资企

业间合作搭建平台。

⑧希望简化就业证和居留证的办理、换发手续。

⑨希望考虑引入外国人居留（登记）卡。

⑩希望确保工厂搬迁时充分公布信息并提供补偿。

11希望帮助完善物流网和降低物流成本。

12希望改善通关服务和提高保税物流的便捷性。

13希望实施确保重庆市优秀人才的措施。

14希望增加直飞日本的航班。

15希望放宽对摩托车的限制。

16希望增设面向外籍人员子女的教育机构。

17希望设立面向外籍人员的医疗机构。

18 希望改善重庆北站的交通及提高到成都的高铁

的便捷性。

19希望缓解交通拥堵及打造方便出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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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和成都市

2015年，四川省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GRP）增速高出全国水平1个百分点。但在贸易方面，
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减少幅度均达到两位数，反映了中国的
整体趋势。按实际使用金额计算，外商企业直接投资同比
减少2％。

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川省GRP总额为30,103.1

亿元，实际增长率（同比）7.9％，连续2年低于10％，但是依

然比中国的整体增长率（6.9％）高出1个百分点，总额首次突

破3万亿元。成都市GRP总额10,801亿元，增长率和四川省相

同，为7.9％。

表１：四川省及成都市的经济动向（2015年）

项目

四川省 成都市

金额
同比 

增减率
（％）

金额
同比

增减率
（％）

GRP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103 7.9(实际) 10,801 7.9(实际)
第一产业（亿元） 3,677 3.7 373 3.9
第二产业（亿元） 14,293 7.8 4,724 7.2
第三产业（亿元） 12,133 9.4 5,705 9.0
人均GRP（元） 36,836 7.2 -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 - - -
工业用电量（亿Kwh） - - -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5,974 10.2 7,007 5.8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4,813 9.9 2,442 10.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878 12.0 4,946 10.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1.5 - 1.1
贸易总额（亿美元） 516 △26.5 395 △29.1

出口额（亿美元） 334 △25.6 239 △29.3
进口额（亿美元） 182 △28.1 156 △29.0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 319 13.9 256 13.3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亿美元) 36 20.5 26 7.6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亿美元） 104 △2.0 72 △17.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6,205 8.1 33,476 8.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0,247 9.6 17,690 9.6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商务厅、成都市统计局、成都
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的资料等制作

从供给方面来看四川省经济，第一产业增加值3,677.3亿

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4,293.2亿元，增长7.8％，第

三产业增加值12,132.6亿元，增长9.4％，第三产业的增长率

超过第二产业，在GRP中的占比超过40％。

第一产业中，粮食产量3,442.8万吨，同比微增2.0％，生

猪出栏量居全国首位，达7,237万头，同比减少2.8％。

第二产业中，铣铁产量1,747.4万吨，减少8.3％，粗钢产

量2,110.4万吨，减少5.1％，平板电脑等PC6,343万台，减少

16.8％。另一方面，手机产量3,375万部，增长171％，食用植物

油产量205万吨，增幅高达44.0％。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

辆，达105.1万辆，增长9.1％。

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973.7亿

元，同比增长10.2％。其中，第三产业17,671.6亿元，同比增长

12.4％，金额和增幅均居首位，约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房地产

开发投资4,813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不及上年。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7.7亿元，同比增长

12％，虽然不及上年，但依然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

从收入增长情况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分配收入为

26,205元，同比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247元，

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城乡

收入差距继去年之后继续缩小。

贸易总额5,159,301万美元，同比减少26.5％。其中，出口

3,335,144万美元，减少25.6％，进口1,824,157万美元，减少

28.1％，出口和进口均大幅下跌。

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项目数为319个，同比增加13.9％，金

额为363,904万美元，同比增加20.5％。实际使用金额同比减

少2.0％，为104.4亿美元，但仍然连续3年超过100亿美元。

从各个国家与地区来看，实际使用金额最多的是香港，

为670,693万美元，同比减少4.0％，其次依次是新加坡，为

84,980万美元，同比减少29.0％，台湾为58,088万美元，减少

42.3％。日本位居第8，签约项目数为6个，同比增加50.0％，

实际使用金额为3,930万美元，同比减少71.4％。

省会成都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项目数256个，同比增

长13.3％；合同金额25.59亿美元，同比增长7.6％；实际使用

金额72.05亿美元，同比减少17.8％。

根据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数据，《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中，2015年新进驻四川省的企业为16家。由此，截至2015年

底，进驻企业总数增加到299家（其中，外资企业为219家）。

其中，进驻成都市内的企业总数达到268家（其中，外资企业

为199家）。

从行业来看在2015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量中的占比，制造

业占32.9％，服务业占65.5％。在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占比

为38.7％，为39亿美元，同比减少9.7％。

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中，法资汽车生产厂的建设进

展顺利，计划于2016年1月建成，经过试生产期后，将于2016

年秋正式投产。

在服务业相关领域，港资综合购物中心增资，法资大型

零售店增加了店铺网点，此外，德资批发商也宣布将建设第2

家分店。

日资企业的投资项目方面，制造业领域中没有特别引人

瞩目的投资项目，但服务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如餐饮推

广公司扩大店铺数量等。

2014年10月，天府新区获得中国政府批准，成为国内第

11个、西部地区第5个国家级新区，2015年7月，地铁1号线延

伸至天府新区，计划今后将进一步向南延伸。新加坡与四川

省的联合项目新川创新科技园启动建设，中法成都生态园及

中德创新产业园项目也正在推进。另外，中韩创新产业园规

划也已敲定，今后将着手启动。

2016年1月，四川省长在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作

为“十三五”规划期间的目标，到2020年，四川省的GRP再增

加1万亿元，达到4.2万亿元。此外，还设定了2016年的增长率

超过7％的目标。成都市也将2016年的增长率定为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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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四川省政府将继续以天府新区为轴心，

在积极实施对外招商引资的同时，努力推动结构转型，以期

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

具体问题及改善建议

积极宣传、推广四川省和成都市
为吸引日本企业对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关注，希望相关部

门能积极把握领导人访日、友好城市间交流、日本经济团体

等访问四川的机会，积极宣传当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

“长江经济带”战略而焕发新颜的现状及投资环境等。作为

以上两大国家项目的核心省份，四川省披露对项目的具体行

动计划及目标，能够最大限度提升四川省对于外资企业的吸

引力。此外，希望有关部门能提供有关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重

要项目“天府新区”开发的详细信息。另外，还希望能通过

网站等渠道进一步公开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等经济和统计信

息，提高透明度和及时性。除此以外，为吸引更多日本游客，

希望对四川省和成都市旅游方面的魅力一并进行宣传。

统一招商引资体制，充实日语人才的配置
希望政府内部能够统一有关引进外资企业方面的体制，

实现相关部门间的横向信息共享。应当地日资企业要求，成

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自2014年起开始发行日文版的《成都

投资指南》。这对于日资企业了解成都市投资环境非常有帮

助，希望继续采取类似措施。另外，为进一步促进缺少中文

人才的中小型日本企业开展投资，希望能充实政府机构及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内的日语人才配置。

确保执法的透明度
有时政府机关人员在对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存在个人

差异，行政机关内部未达成统一理解。此外，在执行过程中,

有时相比中国企业,日本企业更处于不利地位。希望在执法

过程中，能以中央政府的统一解释为依据。同时，为了提高行

政工作的高度透明，希望对该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实施培

训。另外，希望提高国有企业，尤其是包括通信相关行业在

内的基础设施相关企业以及4大国有银行的服务水平。

对进驻四川省和成都市的日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不可否认在物流、零部件采购等方面，四川省和成都市

的投资环境尚未达到沿海地区的水平。有些企业指出，吸引

该企业落户时提到的优惠政策并未兑现。为促进众多日本

企业在当地深入开展投资，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西部大

开发计划、“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等促进当地发

展的各项政策，在增加日资企业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的同时，

通过明确公开优惠政策的内容、适用时间等，为优惠政策的

有效利用创造良好环境。

加强深化市场开放的措施
在与国有企业进行交易时，有时作为交易条件，会被要

求公开与其他顾客间的保密事项。希望四川省和成都市作为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腹地，率先深化市

场开放，摈除对日资企业不利的阻碍事项。

继续实施提高经济水平的措施
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体制过渡，为提高经济水平，

包括四川省和成都市在内的西南地区，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

扶持。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希望

今后继续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积极扩大内需。

为促进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及其他外资企业间的合
作搭建平台

日资企业若想扩大在四川省和成都市的业务，需要加强

与当地企业以及其他外资企业的合作。希望政府提供支持，

促进当地企业与日资企业间的业务来往。

简化就业证和居留证的办理、换发手续
很多在四川省和成都市任职的日资企业常驻人员是由

驻沿海地区的公司调动过来的。在申请居留证换发时，员工

必须在新旧两个任职地办理繁琐的手续。且从前年开始，需

要提交无犯罪证明，如有家属陪伴，还需提交加盖大使馆或

领事馆公章的家属关系证明等，更加加重了手续负担。希望

简化就业证等证件的办理和换发手续。另外，在部分沿海地

区，居留许可的办理和换发手续自申请后1周之内即可完成，

而目前四川省和成都市需要3周，希望缩短这一周期。

考虑引入外国人居留（登记）卡
外籍人员有义务随身携带护照，但是也因此存在护照

被盗或丢失的风险，较为不便。希望政府能发行过去发行过

的“外国人居留证”等类似中国公民“身份证”的外国人登

记卡，并引进能够被铁路售票机等识别的、便于携带的外国

人身份证。

帮助完善物流网和降低物流成本
沿海地区相比，当地物流成本高，且货物不能如期到达

的情况时有发生。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完善物流网，降低物

流成本，并加强物流管理体制。

明确海关办公时间与提高报关手续的便利性
希望海关不要突然变更工作日、休息日，在放长假前也

应事先说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同时能针对企业的要求，

灵活地进行临时办公。另外，希望简化在处理样品或不良品

时的进口手续，在不得不变更报关或取消报关时可以灵活应

对。另外，希望海关引入的通关一体化早日完善到能够实际

运用的水平。

尽快明确已正式获批立项的成都第二机场与双流国
际机场之间的分工，完善两个机场的设施和功能，并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希望尽快明确两个机场在国内、国际、货运等方面的分工。

希望完善两个机场的人性化机场设施和功能。具体而

言，希望提供直列行李检查和无障碍功能，确保充足的CIQ

人员体制（包括自动化、快速通道、居住外国人专用通道（类

似香港）），确保预留了足够的系统布线以应对未来航班的

增加,希望能开展禁烟活动等。

同时还希望引进磁悬浮、建设地铁等，完善两个机场间

以及第二机场到成都市内、到周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面向外籍人员的医疗机构
成都市目前已设有面向外籍人员的诊所，现有医院也设

有VIP楼层，然而针对常驻人员及其家属的医疗体制尚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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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沿海地区的水平。希望建立良好的医疗环境,让外国人能

够放心地在当地开展商业活动。

缓解交通拥堵及打造方便出行的城市
成都市拥堵严重，对员工上下班造成了很大影响。希望

政府机关通过率先减少早晚高峰时段政府车辆的使用等缓

解拥堵，同时，希望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网络。

另外，希望改善二环路运行的BRT与地铁及公共汽车路

线的接驳以及地铁与公共汽车路线的接驳。

成都市电动自行车很多，有的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高

速行驶，这对于行人来说非常危险。希望采取必要措施，比

如禁止和取缔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行驶等。

乘坐出租车前往成都市中心以外的地区时，被索要的费

用是计价器金额的1.5倍。希望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按照计

价器收费。

提高到重庆市的高铁的便捷性
成都市的日资企业人员经常需要到重庆出差，有时会当

天往返，2015年12月，到重庆市的高铁开通，缩短了出行时

间，令人欣喜。但是，去程车票改签困难的状况依然没有得

到改善。希望研究相关措施，例如调整运行时间表、设置专

门受理成都-重庆车票改签窗口等，进一步提高便捷性。

改善租赁业的业务环境
在回收租赁费方面，呈现拖欠现象增多的趋势。如果是

银行融资，一旦发生拖欠的情况，就会被列入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系统的“征信报告”黑名单之中，但商务部管辖的外资

类租赁公司的信息在征信系统中没有相关数据。恶意用户存

在反复拖欠租赁费的倾向。为了提高防止拖欠的能力，希望

使外资类租赁公司也能够看到“征信报告”。

在银行类租赁公司获得授权的业务范围中，有船舶租赁

和地铁等基础设施设备的租赁业务，但外资类租赁公司则不

具备该权限。如果外资类租赁公司也可获得和银行类租赁公

司同样的业务范围授权，那么，业务领域就能得以拓展，因

此，希望能够得到改善。

在软件租赁方面，中国规定，如果满足包括硬件在内，

且软件的占比低于整体的50％的条件，则可以租赁。但由于

现在的主体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因此该规定不符合实际情

况，也不符合用户的需求。希望取消该限制。

＜建议＞
①希望最大限度地介绍和宣传四川省和成都市的

投资环境及旅游等方面的魅力。

②希望统一招商引资体制，充实政府相关部门等的

日语人才配置。

③希望确保执法的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

④希望对进驻四川省和成都市的日资企业实行优

惠政策。

⑤希望加强深化市场开放的措施。

⑥希望继续实施提高经济水平的措施。

⑦希望为促进日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及其他外资企

业间的合作搭建平台。

⑧希望简化就业证和居留证的办理、换发手续。

⑨希望考虑引入外国人居留（登记）卡。

⑩希望帮助完善物流网和降低物流成本。

11希望明确海关办公时间与提高报关手续的便利性。

12 希望尽快明确已正式获批立项的成都第二机场

与双流国际机场之间的分工，完善两个机场的设

施和功能，并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13希望完善面向外籍人员的医疗机构。

14希望改善交通拥堵情况及打造方便出行的城市。

15希望提高到重庆市的高铁的便捷性。

16希望改善租赁业的业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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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陕西省）
西安市是陕西省的省会，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副省级

城市。过去，西安的重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GRP）的比例
非常高，特别是军需产业等特殊工业发挥了核心作用。但
是近年来，高新科技、服务业等产业开始受到关注。西安市
作为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内陆地区的节点，备
受期待。

2015年的经济状况
2015年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RP）分别为

18,171亿元和5,810亿元，实际同比增长率分别为8.0％、8.2％，

均较上一年有所减缓，但均高于2015年6.9％的全国实际水

平。陕西省人均GRP48,023元，西安市人均GRP截至执笔时尚

无官方统计数据，但有报道称将达到6.7万元左右。

西安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5,165亿元，同比减少

12.5％。其中，第一产业投资额99亿元，增长32.8％；第二产

业1,158亿元，减少8.2％；第三产业3,828亿元，减少14.7％。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405亿元，占陕西省的51.7％，同比增

长10.1％。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40亿美元，同

比增长8.2％，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3个。西安市出口819亿元，

同比增长11.6％；进口大幅增至942亿元，同比增长18.1％。

西安市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占陕西省的89.2％、96.4％。陕西

省的外资引进和贸易方面，西安市的贡献都极为巨大。西安

市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0.7％。从商品类别来看，烟

草（2.6％）、医疗保健用品（2.2％）、食品（0.5％）等价格上

升，而家庭设备用品（1.9％）、住宅（0.2％）等下降。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0％，达到33,188元。

西安市的近况
西安市将重点发展五大主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设备

制造业、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作为发展方针。

另外还有国务院主导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该

规划促进开发以陕西省及甘肃省为中心的经济区，使其成为

内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心地。陕西省除拥有丰富的农产

品以及地下资源（北部为煤炭、石油，南部为金属）之外，作

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大学最多的城市，具有软环境上的吸引

力，而且还拥有大量以兵马俑为代表的观光资源。基本位于

中国大陆中央位置的西安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在中国政

府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中被定位成重要城市之一，今后

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兴发展地区。

西安市政府工作报告将201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定为：

GRP增长率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左右，贸易增长

8％左右。

西安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及改善建议

改善生活环境
(1)机场出租车存在不使用计价器，而是通过讨价还价决定

价格的行为。市内时有拒载等情况，希望政府能采取措
施加以改善。并希望设置外语客服电话窗口。从机场出

口到出租车乘车点的向导标识很难懂。尤其是机场作为
城市的门户，对于外地人来说最初接触的出租车印象会
直接影响到对该城市的印象。

(2)希望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回收制度，建造公共厕所。希
望不仅在企业及公共场所，还要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贯
彻落实垃圾分类。

(3)希望尽早开通连结市内和机场的地铁。

(4)希望采取增加车道及立交桥等措施从根本上缓解交通堵
塞。希望加强惩治违反交通规则及秩序的行为，开展遵
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交通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希
望加强对路边乱停车的监管，并增设停车场。

(5)希望对许多无路灯的道路（例如：解放路）设置路灯。

(6)城市大气污染的问题十分严重。希望由政府主导，采取
积极、具体的措施进行改善。

(7)道路排水不畅，经常导致下雨时路上积水漫溢。希望对
此进行改善。

(8)由于语言与习惯的差异，外国人在生病时会感到非常不
安。希望设置针对外国人的高级医疗设施，或设置可供
外国人在患感冒等轻微疾病时利用的专用窗口或具备口
译服务的医疗机构。

贸易通关
(1)空运方面，从西安向海外运输货物时，航空公司处理

货物时操作粗暴，导致货物损毁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主
要是理货员或者理货企业的问题，虽然已提出过意见但
仍然得不到改善。大多数案件难以追查原因，这是由于
这些理货企业是具有既得权利的特殊企业而“不可侵
犯”。希望打破“不可侵犯”的局面并对理货企业相关
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服务意识。关于解决和改善这些
问题的建议等，希望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2)铁路运输的相关问题一直以来未见明显改善。铁路运输成
本比公路运输低，且运输途中很少出现破损，因此企业希
望积极利用，但许多情况下无法确保铁路运输车辆。特别
是遇到学生放假，或冬季煤炭运输等高峰期时，更加难以
确保。希望能够实现铁路运输的稳定利用。

税务会计
(1)地方税务局处理业务时所需的时间不明确，有时会花费

很长时间。希望提高效率和速度，明确处理业务所需的
时间。希望提高负责人关于法规制度等的知识水平，并
进一步提高行政服务质量。

(2)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等颁布新的税务、会计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及通知等时，希望由主管部门召开说明
会，向企业介绍相关内容（特别是对外资企业或外国人
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

劳务
(1)实际上，该制度对于外国常驻人员来说往往难以利用，

希望政府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在西安市不要强制外籍人
员加入社保，而是采取自愿加入的制度。

(2)居留许可更新资料不完整时，每次被告知的理由不同，需要
多次前往窗口办理，希望对此进行改善。修改完一处后，又
被告知还要修改其他地方，这类情况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如
果最初能告知所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就不需要多次前往窗口
办理。另外，还出现实际到窗口办理时得到的说明与事先电
话确认的内容完全不同的情况，令人十分困惑。希望提高负
责人的业务水平，统一并提高其业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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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对于未经授权便擅自使用厂商招牌从事营利活动的企

业，希望听取西安市关于对其实施监管工作的意见与措施。

节能环保
(1)希望研究建立针对参与节能促进活动的企业的补贴制

度，对设置节能设备的企业给予一定补贴等。

(2)据悉，西安市没有可以利用“热回收废弃物”的设施，
无法在处置工业废弃物时将其转化为热能和电能。行政
机关和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建设可有效利用工业废弃
物的设施（燃烧工业废弃物以取暖、发电等）。另外，
希望在市内建设氟利昂处理设施。

(3)政府每年都制定节能减排目标，但该目标都是基于上
年的实际成果而制定，因此上年的成果越好其门槛就越
高。即便完成了根据减排目标设定的目标值，但还要达
成更加严格的目标，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矛盾。对于认真
完成（达标）的企业与不认真完成（未达标）的企业，
其目标如何制定，我们希望政府对此进行公布。希望对
努力完成（达标）的企业制定奖励制度。

其他
位于高新区的公司周围正在进行土地的商业开发和住

宅开发，公司每天都要担心是否会被强制搬迁。如果企业活

动很注重环保并考虑到附近居民的利益时，希望避免强制

公司搬迁。即便需要搬迁，也希望在双方充分沟通协商的基

础上，制定能确保充分时间的搬迁计划。

＜建议＞
①希望对出租车无正当理由拒绝载客以及不使用

计价器的情况加强监管。

②希望加强对不卫生的流浪猫狗的管理，调整生活垃

圾回收制度及垃圾分类制度，完善公共厕所建设。

③希望尽早开通连结市内和机场的地铁。

④希望采取增加车道及立交桥等措施从根本上缓

解交通堵塞，加强对路边乱停车现象的监管，并

增设停车场。

⑤为了行人的安全，希望对无路灯的道路设置路灯。

⑥希望政府采取积极、具体的措施对空气污染进

行改善。

⑦希望完善能够让外国人放心就医的医疗设施。

⑧空运方面航空公司处理货物时操作粗暴，导致货

物损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希望政府部门对解决

这些问题给予支持。企业希望积极利用铁路运

输，但许多情况下无法确保铁路运输车辆。希望

能够实现铁路运输的稳定利用。

⑨地方税务局及出入境管理局处理业务所需的时

间不明确，经常会花费很长时间。希望提高效率

和速度，明确处理业务所需的时间。希望提高负

责人关于法规制度等的知识水平，并进一步提高

行政服务质量。

⑩颁布新的税务、会计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及通

知等时，希望由主管部门召开说明会，向企业介

绍相关内容。

11希望就外籍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问题进行研究，

实行自愿参加，而非强制参加。

12关于针对擅自使用其他厂商招牌从事营利活动

的企业的监管工作，希望听取行政机关的意见和

措施。

13希望形成推动企业参与节能的制度。

14 希望在西安市内建设可有效利用工业废弃物的

设施（燃烧工业废弃物以取暖、发电等）以及氟

利昂处理设施。

15 希望对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企业制定奖励

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