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广东工业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影

响下的出口情况，指出广东工业品出口在全国出口中的作用，并

预测 2021 年广东工业品出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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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叠加以

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打压加剧，贸易纠纷连绵不断，

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面对困境，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各级党委、政府及业界上下一心，迎难而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全省经济稳步恢复，工业品出口趋向正常化。

2020 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品出口交货值 33551.22 亿

元，比上年下降 3.7%，降幅呈现逐月收窄的运行态势。

一、工业品出口情况

（一）出口降幅逐月收窄。

2020 年初，受疫情冲击，广东工业运行受到较大影响，工

业品生产及出口均出现大幅下滑。一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同比下降 15.1%，工业品出口交货值下降 15.8%。此后，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好转，广东工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回归正轨，

二、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下降 6.4%和 1.2%，11 月累

计增速转正（0.7%），12 月进一步提升到 1.5%。在国内疫情受

控的同时，境外疫情日趋恶化，并且时间持续到年终，疫情仍未

见好转，再加上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经贸和技术上的打压加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东工业品出口增长的回升，二、三、四季度

出口交货值累计增速同比分别下降 9.3%、6.5%和 3.7%。工业品

出口增长虽未能扭负为正，但从各月累计出口增速看，出口降幅

总体上呈逐月收窄态势，增长逐步向“0”轴靠拢回升。（见图

1）



图 1 2020 年各月累计出口增速图

2020 年前 5 个月，广东工业品出口增长明显低于上年同期

各月；6 月至 12 月，除 7 月增长略有反复外，其余各月的出口

增长均优于上年同期各月，其中 11 月及 12 月出口增长为 3.0%

和 6.1%，实现扭负为正，增幅同比分别提高 14.6 个、11.4 个百

分点。（见图 2）

图 2 2019 及 2020 年各月出口增速对比图



（二）部分行业工业品出口逆势增长。

2020 年，涉及出口 37 个行业中，出口正增长行业有 13 个，

增长面为 35.1%。13 个正增长行业中，其中与疫情密切相关的医

药制造业出口增幅高达 111.9%，由于该行业并非广东工业的主

力行业，出口规模相对较小，行业出口占全省比重仅为 0.6%，

影响相对较小，但其高增速仍拉动广东工业出口增长 0.3 个百分

点。据部分家电企业反映，2020 年，受疫情影响居家隔离时间

增多，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增大，广东家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工业品出口同比增长 5.2%，拉动广东工业

品出口增长 0.7 个百分点。广东另一重要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出

口增长 13.7%，拉动全省工业出口增长 0.3 个百分点。其他 10

个增长行业，出口规模较小，尽管各有一定的增长，但对全省工

业出口拉动作用相对不明显。

（三）部分行业工业品外销率持续提高。

2020 年，工业品出口降幅大于销售降幅 3.4 个百分点（销

售产值同比下降 0.3%），工业品外销率为 23.4%，同比回落 0.8

个百分点，外销率总体呈回落态势。显示外部市场不景气情况下，

部分企业转向内销，但也有部分企业出口逆境向上。全省涉及出

口 37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2 个行业的产品外销率同比有不同程

度提高，其中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产品外

销率提升幅度相对较大，同比分别提高 6.2 个、3.0 个和 2.3 个

百分点。从行业产品对外依存度看，全省有 8 个行业产品外销率



在 30%以上，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

业的产品外销率高达 43.6%和 46.5%；优势传统产业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产品外销率为 33.1%，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

（四）企业出口的经营方式有所改变。

据海关统计，从产品出口国别（地区）看，2020 年，广东

出口欧盟（27 国不含英国）产品同比增长 3.1%，出口美国增长

6.1%，增长好于预期，对香港出口下降 8.8%，对三地出口的“两

增一降”，反映部分企业在转变出口经营方式，即减少经港中转

贸易，增大欧美直营出口。2020 年，广东出口贸易主要对象国

（地区）中，广东出口东盟（10 国）增长 10.3%，但对日本、韩

国出口分别下降 1.6%和 14.6%。

(五）广东工业品出口在全国出口中地位突出。

1.出口总量优势突出。从出口增长情况看，2020 年，广东

工业品出口同比下降 3.7%，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

点，与正增长的江苏（0.7%）、浙江（0.5%)、山东（3.5%）等

沿海省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尽管增长不理想，但广东作为传

统上的工业品出口大省，出口总额仍高居全国各省（市、区）之

首，工业品出口交货值总额分别是江苏、浙江的 1.6 倍、2.8 倍，

占全国比重达 27.3%，比总量排位第二的江苏、第三的浙江分别

高 9.8 个和 17.4 个百分点。

2.部分行业出口在全国相应行业中占有绝对优势。2020 年，

广东制造业出口占全国制造业出口比重为 27.2%，涉及出口的 31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出口交货值占全国相应行业比重超过 30%

行业有 8 个，分别是家具制造业（31.0%）、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52.6%）、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31.2%）、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4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30.7%）、仪器仪表制造业（34.7%）、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43.3%）、其他制造业（36.3%）。出口交货值占全国相应行

业比重同比呈提高态势的行业有 14 个，其中烟草制品业、医药

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其他制造业提升幅度相对较大，同比

分别提高 14.9 个、3.7 个、2.4 个和 4.6 个百分点。此外，广东

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出口占全国相应门类出

口的比重达 60.1%和 85.0%，占绝对优势。

3.部分行业增量贡献率突出。制造业正增长行业中，广东出

口增量对全国相应行业出口增长贡献率较大的行业为医药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三大行业出口增

长对全国相应行业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达 20.8%、56.2%、48.2%。

此外，还有部分行业，全国出口呈下降态势，广东逆境增长，行

业出口增量贡献率超过 100%，如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

4.部分行业出口增长领先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020 年，采

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两大门类下涉及出口各大

类行业，广东工业品出口增长均高于全国相应行业平均增长。制

造业 31 个大类行业中，广东有 14 个行业增速领先于全国相应行



业水平，占 45.2%，其中烟草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

造业增幅分别高于全国相应行业水平 229.2 个、75.3 个和 38.2

个百分点；另外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行业增

幅高于或降幅低于全国相应行业水平 5.0 个百分点及以上。

二、影响广东工业出口增长主要因素分析

（一）外向型经济“三资”企业出口降幅大，是影响全省工

业品出口无法扭负为正的主要因素。

2020 年，全省工业品出口中，“三资”企业出口占 52.5%，

同比下降 6.8%，降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全省出

口下滑减少份额中，“三资”企业占比达 99.3%。全省出口负增

长，主要是由“三资”企业出口收缩拖累所致。

内资企业出口降幅较小，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出口逆势增长。

2020 年，广东内资企业工业品出口交货值下降 0.1%，降幅比全

省降幅低 3.6 个百分点；内资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品出口

实现正增长，增速为 3.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6.7 个百分点，

占全省比重仅为 4.6%。

（二）出口下滑减少份额中，大型企业占比相对较大。

从企业规模看，2020 年大、中、小企业出口交货值全省占

比为 62.7%、20.4%和 16.6%；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下降 3.3%、

3.3%和 6.1%。大型企业出口降幅虽然低于全省平均降幅，但由

于其出口所占份额较大，在广东出口下滑减少份额中，大型企业



占 55.7%，明显高于其他规模企业，拉低广东出口增长 2.1 个百

分点。小型企业出口在广东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虽小于中型企

业，但由于其出口降幅高于中型企业 2.8 个百分点，致使广东出

口下滑减少份额中，小型企业占 28.1%，高于中型企业 10.1 个

百分点，拉低广东出口增长 1.0 个百分点，而中型企业的降幅，

只拉低广东出口增长 0.7 个百分点。

（三）行业出口下滑面较大，其中少数行业影响相对突出。

2020 年，涉及出口 37 个行业中，其中出口负增长行业 24

个，占 64.9%。负增长行业中，高技术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 3.1%，出口降幅虽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但作为广东出口量第一行业，影响最为明显，全省工

业品出口交货值减少份额中，该行业占 44.6%。传统行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下降 31.8%、

33.7%、24.5%和 12.3%，工业品出口减少份额中，相应行业占比

分别为 16.2%、19.1%、12.1%和 11.5%。5 大行业出口交货值减

少份额占全省减少份额的 103.5%（正增长行业有冲抵作用），

影响广东出口下滑 3.8 个百分点。

三、出口前景趋于乐观

（一）产品出口订货量向好企业增多。

据四季度景气调查显示，2020 年四季度纳入景气调查企业

中，“产品出口订货量”高于正常水平的企业占 4.6%，为 2020



年最高水平，分别比一、二、三季度回升 3.7 个、2.7 个和 1.3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 0.1 个百分点；“产品出口订

货量”处于正常水平的企业占 42.2%，比一、二、三季度回升 20.8

个、12.2 个和 2.3 个百分点，恢复到 2020 年最高水平；“产品

出口订货量”低于正常水平的企业占 18.6%，比一、二、三季度

回落 22.7 个、13.9 个和 3.4 个百分点；“产品出口订货量”无

产品出口的企业占 34.6%，为 2020 年最低水平，比一、二、三

季度回落 1.9 个、1.0 个和 0.2 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表明，随着

时间的转移，“产品出口订货量”低于正常水平企业的订单逐步

向正常回归或获得高于正常水平的订单，部分无产品出口企业，

转向有订单，出口订货量向好企业明显增多。

（二）工业品出口运行态势预期向好。

2021 年，预计广东工业品出口运行将承接上年末的运行态

势，出口持续在正增长区间运行，考虑到 2020 年各月基数问题，

特别是 2020 年一季度各月出口的深幅下滑，基数相对较低，2021

年开局月份的出口增幅有望达两位数，各月累计出口增长呈前高

后稳态势，并且在正区间以上运行。

（三）外部环境逐趋好转可期。

1.疫情有望逐趋受控。目前，外部环境疫情情况仍然十分严

峻，但随着多国疫苗的实验成功、量产及投放市场，疫情紧张状

况可望得到控制，并逐步向好。外部经济也有望从舒缓的疫情环

境中逐步恢复，渐回正轨。尽管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外部



总体环境逐趋向好，值得期待。

2.外部经济环境有望改善。美国政治更替，新总统上台，中

美矛盾依然存在，据各界人士研判，当前欧美因疫情影响，经济

深度萎缩，要走出困境，需要与中国合作，中美关系将逐步从特

朗普时期的对抗竞争转向竞争合作，虽然竞争仍是主流，但合作

必不可少。况且一直以来美国作为西方国家风向标，中美关系缓

和，会影响到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特别是经贸环境的改善，

为中国产品出口带来新的机遇，对广东工业品出口影响趋于正

面。

（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回补技术“短板”。

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打压以来，部分领

域技术“卡脖子”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核心关键技术是一个绕不

开的问题，只有加大研发投入，补足技术“短板”，才能彻底摆

脱外部技术制约，解决“卡脖子”问题。2020 年，工业运行遇

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业界仍清醒地意识到核心关键技术的重

要性，知难而进，逆境中加大研发投入。据统计，2020 年规模

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同比仅增长 0.1%，研发费用投入增长高达

16.3%，增幅比同期营业收入增幅高 16.2 个百分点，研发费用投

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 3.0%。

基于以上分析，在没有新增不可控因素影响情况下，预计

2021 年广东工业品出口将延续上年末运行态势，增长完全在正

区间以上，鉴于基数影响，累计增长呈前高后稳走势。



供稿单位：工业交通统计处

撰 稿：林 瑜

责任编辑：邱国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