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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on, affec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reg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ngguan’s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foreign trad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SWOT analysis on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ngguan’s servic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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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焦点，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本文主要根据东莞服务业及其对外贸易的现状，对其进行SWOT分析，提出东莞服务贸易进一步
优化及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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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莞服务贸易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东莞一直致力于提高经济水平和深化改革。服务贸易总量逐年上升，在全市经
济中占重要地位，且贸易总量稳居全省地级市前列。从贸易规模来看，服务贸易总量从 2013 年的 2951.06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226.34 亿元，服务贸易增长了 43.21%，年均增长 8.64%，呈稳定增长态势。然而，
相对于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东莞市的服务贸易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近年来，东莞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东莞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东莞服务
贸易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2. 东莞服务贸易的 SWOT 分析
这个部分将对东莞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ies)和威胁
(threats)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深入解剖东莞发展服务贸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从而为东莞服务贸易发
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2.1. 优势分析
2.1.1. 优越的地理和交通环境
南联辐射力强大的金融、科技城市深圳，北依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广州，地处全国最发达经济区域之
一，珠三角东岸的核心地带；同时毗邻港澳台，交通发达，是粤港澳大湾区 9 个地市之一，地理位置非
常优越[1]。东莞是全国五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拥有四个物流中心、多条铁路干线、82 条航道、国家
一类客货口岸和国家一类口岸。据最新东莞统计年鉴显示，东莞公路通车里程高达 5262 公里，密度高达
213.92 公里/百平方公里，内河通航里程高达 643 公里。完善的海陆运输体系使东莞成为了华南地区重要
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极大地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及东莞经济的腾飞。
2.1.2. 良好的产业基础与投资环境
东莞，2018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78.59 亿元，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的 6.8%，是世界上最大的计
算机零部件制造基地、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城市，拥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和全国最大的羊毛生产
基地，形成了五大支柱产业和四大特色产业，并且新一代电子信息、机器人、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等
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东莞始终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与港澳、珠三角地区和科研院校合作，不断调整产业投资结构，
2018 年对服务业投资超过全市全社会投资的 60%，超过 1000 亿元，且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不断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市场监管，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广泛开展粤港澳合作，进一步拓展东莞现
代服务贸易的发展的空间，为东莞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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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劣势分析
2.2.1. 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东莞服务业内部结构方面还不完善，各部分发展不均衡，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2018 年的报告显
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63%。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质量显著提高，占服务业增加
值的 52%。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科技、信息技术、商务咨询等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发
展不足。因此，在服务贸易结构方面，东莞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受传统服务贸易的推动，现代服务业
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但是现代服务贸易总体占比却不高，影响了整个东莞服务贸易的整体
发展[2]。
2.2.2. 贸易企业技术落后，缺少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质量和技术含量越来
越高，促使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整体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兴服务贸易中占据着主要地
位。而东莞服务业以转口贸易、旅游、劳务输出、运输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导，技术含量低，且行业内
部自主创新能力偏低，研发投入不足，很少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企业，以及缺乏有影响力
的行业龙头企业[3]。

2.3. 机遇分析
2.3.1. 政府支持
未来 3 年是东莞发展的机遇和黄金时期，也是东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窗口期。作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重要的节点城市，东莞将通过打好“九大攻坚战”，进一步改善服务业营商环境，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型，
为发展先进制造业奠定重要基础。
2.3.2.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2019 年 2 月 18 日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使东莞成为重要的节点城市。未来，东莞
将加快建设三个战略平台对接湾区，努力打造滨海湾新区使之成为东莞参与大湾区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战
略平台，努力打造中子科学城使之成为东莞科技改革创新的平台，其次要解决东莞各镇区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促进水乡新城区的发展。这一举措将促进高服务质量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发展，并调节内部结
构，进一步提高东莞服务业的竞争力，拓展东莞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空间。

2.4. 威胁分析
2.4.1. 存在服务贸易壁垒
目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保护主义抬头，服务贸易保护方式更具隐蔽性
和灵活性，一般采取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其次，各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通常采用市场准入和国内立法的
形式，这种限制措施更具有刚型和隐蔽性。对东莞而言，如何有效的避免贸易壁垒，将会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
2.4.2. 服务贸易管理复杂
服务贸易管理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贸易的范围巨大，涉及多个行业，服
务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不适用。第二，很难对服务贸易的人员进行管理。
第三，管理规则复杂，难以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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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人才缺失
过去东莞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企业雇佣的员工大多数是文化程度低、技能差的员工，即使 2012 年服
务业成为了东莞的第一产业，但从事第三产业人员不足三成，从事高新技术的服务人员只有 1%左右，人
才的缺失极大地阻碍了东莞服务贸易的发展[4]。

3. 东莞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3.1.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型服务业
在服务业方面，东莞的产业结构应该跟上时代潮流，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
倾斜。此外，要有步骤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外贸、商业、文化等领域，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为服
务业的跨国公司；鼓励企业承接高附加值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如信息管理、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利用
外资的示范效应和技术的带动效应，优化服务贸易产业结构，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型服务业。

3.2.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管理体制
近年来，东莞服务贸易迅速发展，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东莞服务业企业还不熟悉
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竞争力低。因此，一方面，东莞应该根据目前法律体系的不足，及时补充完善符
合国际标准相关的服务贸易法律条例[5]，另一方面，设立服务贸易管理协会，将所有的服务企业纳入监
管体系中[6]。

3.3. 建立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另一方面，建立一套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并且与国内专家、学者共同组建贸易壁垒的研究机构，通
过与他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地沟通，从而获取他国贸易壁垒的信息，定期向市内的企业传递当
地贸易壁垒的最新动态，并帮助企业找到防范贸易壁垒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内服务贸易产品的出
口。

3.4. 建立人才引入和培养体系
如何引入并留住服务贸易人才将决定着东莞服务业的兴衰。东莞可以向美国学习，通过长期的高水
平教育投入和人才引进，为东莞制造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提供充裕的人力资本与技术支持。对策如下：
一是建设高新技术区，与东莞市内、东莞周边的高校合作，实行政府、企业、学校联合培养机制；二是
鼓励东莞市内的高校开设服务类专业或课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修，使学生了解、掌握有关服务贸易
的条例、规范等；三是引导服务业企业对现有专业人才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不断更新其服务贸易知识
与理念，使之更容易与国际接轨、适应环境的变化；四是简化引进人才出入境、落户手续，让引进的人
才能够在东莞安居乐业[7]。

3.5. 协同大湾区，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建设“湾区经济”的首要地区，外向型程度高，聚集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
一流大学。未来，将以广深为龙头，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随着广州和深圳的地价、租金和人力成本
上涨，东莞有望承接广州和深圳的外移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东莞应该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对
外开放程度，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流，建立更多的高新技术园区，引入更多的高新技术人才，湾区各城
市间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市场，共享服务创新，共促服务改革，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的高效流动，以
大湾区的开放性、集聚性和协同性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科学技术产业，提升东莞服务贸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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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握机遇，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积极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鼓励企业自
主创新，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全力推动我市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实现东莞整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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