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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海外投资的大潮中，投资朝鲜算不上主旋律，

但由于朝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不断对外开放，投资朝鲜仍然

是海外投资大戏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章节。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到 2012年底，中国有 200余家企业累计对朝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超过 3亿美元。

矿产资源领域最受青睐

数据显示，在 200余家对朝投资企业中，逾 70%集中在矿
产资源领域。其中，多家知名企业在朝投资矿山以及烟草、机

械制造等。

2004年，中国五矿集团获得朝鲜龙登煤矿开采权。龙登
煤矿是朝鲜第一大无烟煤矿，已探明煤储量在 1.5亿吨，年产
量 100万吨。
在五矿投资朝鲜能源的刺激下，更多的企业步其后尘。

2005年，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以 70亿元价格获得朝鲜茂
山铁矿 50年铁矿开采权，同时还获得每年 1000万吨的原料
供应量。茂山铁矿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露天铁矿，预测储量达

30亿吨。
2006年，万向集团获得朝鲜惠山青年铜矿 51%股权，惠

山青年铜矿距离中朝边境线仅 10余公里，已探明铜储量 25
万吨。同年，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朝鲜北部城市

清津建设年产量 150万吨的钢铁厂。
此外，还有山东国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与朝方合资成立

矿业公司开采黄金，河北滦河实业集团投资朝鲜某铜矿。

《朝鲜日报》文章称，“2006—2007年间，朝鲜已经相继出
售了 10个矿山开采权给中国企业。”

除了矿产能源领域，中国企业还进入其它行业，如白山烟

草合营公司设立中朝合资经营的野草公司，天津地吉特尔集

团在朝鲜获得自行车独家生产经营权。

2012年 4月，吉林省编制完成《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总
体规划》和《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区先锋白鹤核心区和罗津港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中显示，罗先经贸区已经吸引包括

中外运、国电集团在内的 8—10户中国央企和大型民营企业
投资，其中包括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开始农业种植、绿地集团开

始基础设施建设等。

赴朝投资曾履涉纠纷

虽然早在十年前就投资朝鲜，但在各种公开的资料中，很

少有关于中国企业在朝鲜的实际经营状况。相反，还有企业在

朝鲜投资后遭遇朝方政策变动导致合作破产的尴尬。

其中最早曝出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辽宁西洋集团一案。

2012年 8月，西洋集团称，该公司从 2007年至 2011年，
总计投入 2.4亿元人民币，建成现代采矿厂和年产 50万吨铁
精粉选矿厂及相关配套设施，投产后朝鲜却提出各种借口撕

毁了合同。公司人员遭驱逐，西洋集团称企业在朝鲜的铁矿精

炼加工投资为一场“噩梦”。

不过，朝鲜方面却回应称，中方企业在投资中涉嫌欺诈和

腐败，需为违约负主要责任。

就在辽宁西洋集团被曝“噩梦”后 2个月，2012年 10月，
通钢集团和朝鲜合作开发的茂山铁矿项目也出现问题，项目

被叫停。停止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下行、铁矿石国

际价格暴跌的情况下，朝方提出涨价 20%以上。
而比较西洋集团、通钢集团，万向集团在朝投资也非一帆

风顺：2007年 11月，万向与朝鲜采掘工业省直属的惠山青年
铜矿共同组建合资企业———惠中矿业合营公司。中矿还在建

设之中尚未投产，2009年朝方突然宣布中矿的中方员工必须
在规定时间离开惠山，且不能携带任何已经进入矿山的机械

设备，原因在于双方对于投资方向发生了分歧。

后经两国政府协调，合资双方又走到一起。2010年 7月，
又有消息称中方人员再度被迫撤离。

记者发现，在万向集团的官网上，有关投资朝鲜的新闻，

时间仍停留在 2007年 11月，此外再无信息。
万向集团董事会工作人员虽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称万向目前并没有撤退的计划，但对于在朝投资运营

情况则不予回应。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投资朝鲜经常陷入纠纷，一方面，与

朝鲜法规不健全有较大关系，中国企业在朝鲜市场的利益难

以受到较好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朝鲜市场了解较浅，

不利于业务的开展和合作伙伴的寻找。

朝鲜是一座投资“富矿”

投资朝鲜潜力如何？它是否适合中国企业投资？

白朋鸣认为，中国企业投资朝鲜的风险，其一是法律风

险，朝鲜的法律尚不健全，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对中国企业投

资者造成了较大不便；其二是市场风险，朝鲜之前以计划经济

为主，目前正处于市场化改革阶段，在转型初期中国企业或受

制于制度环境，难以有较大发展空间。

尽管存在着种种商业风险，但在很多人看来，朝鲜也存在

着巨大的机遇。

据统计，中国企业在朝投资领域扩展到食品、医药、轻工、

电子、矿产、纺织、化工、水产养殖等多个行业。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朴光姬认为，朝鲜

矿产资源丰富，发展经济的先天条件较好。朝鲜的经济属于结构

性短缺，很多方面需要外部力量进行投入，而中国具有缓解朝鲜

这种结构性短缺的优势条件，双方便能够进行补充性交换。

白朋鸣认为，虽然目前朝鲜的投资环境较为恶劣，但现阶

段，朝鲜正处于向市场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引进高端技术、

先进商业模式等有迫切需求。朝鲜政府对吸引政府高度重视，

逐步优化投资环境是必然之势。朝鲜资源量丰富，而且市场需

求可观，是一座待挖掘的“富矿”。

作为中国的近邻、被外界称为

全球最神秘的国家，朝鲜的对外开

放政策、中朝经贸等关键性问题都

令人充满好奇。

近年来，朝鲜加快对外开放步

伐，注重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逐

步融入国际社会。作为互为邻居的

两个国家，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也

在不断向前推进。

朝鲜推动“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

对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一直

坚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

验，积极推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资料显示，早在 1983 年深圳特区创
建初期朝鲜领导人就访问过深圳。

近 30 年来朝鲜更表现出对中国模
式感兴趣。

朝鲜最重要的改革开放决策之

一是在 1991 年成立了罗先经济特
区，罗先地处朝鲜北部图们江下游

地区，与中国、俄罗斯隔江相望。

2010年，罗先又升格为特别市，直接
归中央管辖。

2011年，朝鲜制定了“国家经济
开发十年战略计划”，确定了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电力、煤炭、石油、金

属等基础工业及地区开发的战略目

标。彼时，为推行“国家经济开发十

年战略计划”，朝鲜专门成立了国家

经济开发总局，负责经济建设。

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的同时，

朝鲜还注重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

验，以助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2013
年 10 月，朝鲜邀请了加拿大、美国、
马来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家和中国

香港地区的学者以及数十名本国专

家参加特殊经济地带开发平壤国际

研讨会，介绍了朝鲜对外经济政策、

朝鲜特区成立过程和现状、特区法

律体系以及特区开发前景和国际合

作；同年 11 月，朝鲜高级官员来华
学习改革开放经验，由南开大学国

际发展研究中心承接朝鲜官员培训

项目并安排了天津、苏州、上海三地

的学习考察，这有利于朝鲜将来实

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政

策。

此前的 2012年，朝鲜也曾派代
表团来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和

国企改革的方式。之前，朝鲜还邀请

了大量的中国学者前往罗先经济特

区，对陆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进行规

划。

加快吸引外界投资

朝鲜拥有 200 多种金属矿藏，
包括大量稀土金属。朝鲜的镁石矿

储量位居世界第二，而钨矿储量进

入世界前六名。朝鲜还拥有劳动力

性价比高、地理位置优越等，这些都

是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资本。

事实上，朝鲜也一直为吸引外

国投资而不断出台各种经济政策。

2013 年 3 月，朝鲜决定实现对
外贸易多元化和多样化，在朝鲜众

多地区开设旅游区搞活旅游，各道

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经济开发区；5
月，朝鲜制定《经济开发区法》，提出

将在各地设立开发区，其中所涉内

容就包括“尖端技术开发区”。这些

经济特区将为工业、农业、旅游、出

口加工以及科技等行业敞开。在这

一立法保障下，外国公司、个人、经

济团体和海外侨胞均可到开发区投

资，设立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并

可自由进行经济活动。

自 2013年 6月起，朝鲜通过许
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包括在土地使

用、税收等领域的优惠政策，吸引了

外界对朝鲜经济特区发展的关注。

2013 年 10月后，朝鲜“开发”步
伐显著加快：在决定将国家经济开

发总局更名为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

后，朝鲜又宣布决定在 9 个市、道建
立 14 个类似于经济特区的开发区，
达到 18 个，较现有经济特区增加 3
倍多，并成立了朝鲜经济开发协会。

外媒评论称“这是朝鲜希望进一步

开放外国投资的信号”。

2013 年 11 月，朝鲜“开城高新
科技开发区”动工建设，参与建设的

是由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企业组成的“和

平经济开发集团”。

据介绍，目前已有数百家外国

投资企业在朝鲜从事生产和服务业

活动，涉及机械、电子、轻工业、制

药、建材、食品加工等生产领域，以

及通信、运输、银行、餐饮等服务业。

人民币成经贸区通货

欲建成为“朝鲜的深圳特区”的

罗先经济区看起来像个规模庞大的

唐人街，这里中国元素遍布各处，每

3辆车就有 1 辆是中国牌照，餐馆、
饭店、加油站，无不以人民币作为通

用货币。

自 2010年始，朝鲜原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连续三次访华，与中国达

成了建立罗先经贸区和黄金坪、威

化岛经济区的共识。

而罗先经济区看起来更像中国

与朝鲜经贸合作日益加强的一个缩

影。

上世纪 80年代至 90 年代末，中
朝经贸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迷期，贸

易额约为 5 亿美元，而且近九成是
中国对朝出口。

2000 年以来，中朝经贸关系开
始改变传统上中国单向援助的局

面，进入真正意义上以经贸合作为

主要特征的活跃期。

2000 年至 2012 年，中朝贸易额
从 4.88 亿美元增长到 59.33 亿美
元，年均增长 18.2%。中国海关的数
据显示，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

从 2000 年的 25%增加到了 2009 年
的 78.5%。在 2011年朝鲜 63.2 亿美
元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占了 89%。

数据显示，2013 年前 10 个月，
朝鲜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12.3%，至 23.6亿美元。朝鲜的进口
额增长 1.8%，至 23.6亿美元。

不过，曾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

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倒台之后，外

界对朝鲜是否会改变对外经济政策

以及中朝经贸关系未来走向始终猜

测不断。

对此，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

中心主任金强认为，由于对中国经

济依赖度高，朝鲜不会贸然改变对

外经济政策。对中国而言，打开罗先

经贸区，能够大大降低东北地区经

济发展的物流成本，对于中国布局

东北亚也非常有利，“经济合作对中

朝都有好处”。

辽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吕超也认为，中国投资相对较

集中和较多的罗先开发区合作项目

正常进行，道路、港口建设仍在继

续，黄金坪开发区工作也在进行中，

中朝鸭绿江新桥建设进展顺利。这

些项目的顺利进行也表明，双方经

贸关系没太大变化。

更多专家分析称，从中朝经贸关

系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逻辑来看，这

一事件的影响显然有限，不可能从

根本上逆转两国经贸关系。

更多中国元素现身朝鲜
中朝经贸升温不断

中企赴朝投资
前景可期

据了解，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
中朝边贸开始红火，用当地人的话

说，“闭着眼睛都能挣大钱。”但像所

有国家一样，中朝边贸市场环境也非

一成不变。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

1998年暴利时代终结。如今，中朝之
间的边贸活动正在探索更可持续的

形式。

在位于吉林的图们口岸，海鲜和

山货生意正悄然升温。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吉林省白

山、延边一带调查时，当地商人王老

板向记者介绍，图们一带的边贸量并

不是太大，目前中朝两国贸易主要以

中国进口朝鲜的海鲜、山货为主。

“以集安（位于吉林省通化市）为

例，当地的海鲜产品有三成以上来自

朝鲜。”王老板介绍。

有延吉当地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延吉口岸主要是进口

朝鲜的海鲜产品，所以这里的海鲜非

常便宜。“由于语言方面的优势，有很

多朝鲜人在延吉做生意。”

在延吉的五星级酒店里，几十元

一人的自助午餐，便可以把三文鱼、

金枪鱼、海参、海蟹以及各种贝类吃

个遍。在珲春的“海鲜一条街”，据称

可以吃到全中国最便宜的海鲜，一大

盘鱿鱼丝才卖几块钱。

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

易系教授、中朝贸易专家林今淑曾撰

文介绍，在整个中朝贸易中，海产品

曾一度占据 50%的比重。
2013 年以来，延边各口岸建设

明显提速，更多的游客选择从延边出

入境，赴朝、赴俄旅游的人数大增，带

动边贸发展提速，长白山下，开发开

放春潮奔涌。

而在中朝边贸口岸中，辽宁丹东

口岸当属中朝两国重要的贸易口岸。

在这里，中朝边贸正在以其特有的方

式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2013年 10月份举行的第二届中
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共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10000 多名中外客商
云集丹东，达成投资、贸易合作意向

93个，合作金额 16亿美元。
而朝方本次也派出 108 家企业

共计 504人参加，参展的朝方企业涵
盖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文化工艺品、

食品、珠宝、医疗器械、劳务派遣等诸

多领域，尤其是朝鲜具有浓郁民族特

色的食品以及人参、蜂蜜之类的保健

品，更是受到青睐。

中朝边贸曾经历暴利时代
海鲜山货交易尤为红火

朝鲜平壤艺术团在中国新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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