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韓國因應中國流通業開放的政策含意

第一節

對中國經濟合作的方向

壹、 中國流通産業開放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本研究的成果，為著確定韓國對中國經濟交流和合作的方向、制定和
實施相關政策，有兩個方面的分析意義。一是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
背景下，巨大的市場潛力正在迅速地變爲現實，流通産業的擴大開放爲韓
國提供了龐大的市場機會；二是中國在已經成爲世界性的低成本生産基地
的同時，最近正在躍升爲世界性的商品採購基地，跨國流通企業帶動的商
品出口快速增長，可能更快地蠶食韓國的出口市場。
前者，對韓國是機遇；後者，對韓國則主要是威脅 １。亦即，「未來中
國」既可以給韓國提供巨大的市場機會，同時也會成爲重大的威脅或衝
擊。對未來韓國經濟至關重要的「對中國經營」的效果，將取決於如何實
現機會利用最大化和威脅衝擊最小化。問題在於，目前的韓國無論是機會
利用還是威脅對策，都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
目前韓商進入中國內銷流通市場的程度，遠落後於發達國家和競爭國
的廠商，沒有能夠及時抓住中國提供的巨大市場機會。當今在中國的韓資
１

在中國投 資 生産的韓 商 也可以獲 得 通過跨國 流 通公司擴 大 出口的效 果，但總體 上 威脅

大於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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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産品，大多數面向出口，特別是中小廠商大都是受資訊能力、資金
實力、人力等方面的限制，難於打開當地內銷市場。同時，韓商的進入地
區偏重於環渤海地區和東北三省，未能充分利用中國廣大地區提供的機
會。若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隨著中國加速擴大開放的進程，在抓住中國
市場進入機會方面，韓國與競爭國廠商之間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近年來，在中國生産出口主導型産品的韓資廠商，亦開始遇到更多的
問題。這些廠商正在受到從比以前更多的中國本土廠商和外資廠商來的競
爭壓力，中國當地的人工成本迅速上升，隨著制度化建設各種限制也增
多。因此，已有的出口主導型韓商，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到了應要進入
當地內銷市場的時候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理解這些出口主導型韓商近
來努力開拓中國內銷市場的舉動，其背景想必包括為著應付出口主導型產
品經營困難的對策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中國成爲世界性生産基地的同時在躍升爲世界
性的商品採購基地的趨勢中，如何採取相應的對策，是左右韓國經濟發展
方向的重大問題，必須具有危機意識；如果對策有誤，韓國經濟則會淪落
爲 中 國 巨 大 經 濟 的 邊 緣 （ marginalized）。 如 近 年 來 ， 中 國 的 長 江 三 角 洲 、
珠江三角形一帶正在迅速躍升爲東亞的生産、流通基地，對韓國的「東北
亞商務中心」構想帶來相當大的挑戰。
目前韓國對上述兩個重大問題對策不力，即沒有充分利用中國市場的
重大進入機會，應對中國正在躍升爲世界性生産、流通中心趨勢的準備不
足。其原因有很多，其中韓國對中國的研究不夠是基本原因之一。目前韓
國對中國的研究，止於總論性研究，對包括流通的産業研究、地區研究等
專題研究極其不足。特別是中國的流通體系、結構、制度、環境等方面，
與韓國有顯著的不同，亟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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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策的政策方向
對於上述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整理出對策的政策方向。
第一，要想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國市場的巨大進入機會，既需要企業更大的
自主努力，又需要政府的相關支援；
第二，應對中國躍升爲世界性生産、流通中心所帶來的威脅，需要在全球
主義、區域主義的世界潮流中強化韓國的比較優勢，為此，有必要實施國家
層次的「行銷性定位」策略；
第三、要想實現「未來中國」的機會的最大化和威脅的最小化，就要以廣
泛而深入的中國研究爲基礎。
以上三個政策課題的具體方案，整理如下。

第二節

韓國政府對企業(中小企業為主)的支援方案

壹、 集中支援中小企業有競爭力的行業、産品
從韓國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人才、經營能力等綜合競爭力來看，可以
選擇資本投入不大、有力競爭者不多、市場增長速度快的行業領域進入中國
內銷市場；如服裝、餐飲、裝修、食品等行業，可以當作是屬於這種領域。
這樣看來，在韓國視爲「夕陽産業」的纖維、服裝産業，可以通過進入中國
內銷市場重新煥發活力。於此有關，如前所說，對於產品質量好、但品牌知
名度低的中小服裝廠商，政府可以支援他們形成共同品牌，如中國人已相當
熟悉的「東大門」、「斗塔」等品牌。
在 其 他 産 業 中 ， 政 府 也 需 要 支 援 産 品 質 量 好 、 有 市 場 前 景 的 産 品 進入中
國。代表性的案例是「777」牌指甲刀和指甲清潔盒，儘管不屬於整體上有競
爭力的産業，品牌知名度也不高，但以優越的産品質量成功地進入了中國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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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爲吸引人才、資金籌措提供支援
解決韓國中小廠商進入中國時人才不足問題的方案之一，是開發廠商
與在中國的韓籍留學生連接的安排。目前在中國各地都有衆多的韓國留學
生，可以開發畢業於當地大學的留學生就業市場。如案例廠商 Agabang 統
管中國內銷流通的煙臺（山東省）當地法人，錄用了畢業於青島大學的韓
國留學生，讓他發揮精通中國語言、熟悉當地環境的優勢，起到了促進當
地內銷流通事業經營效果的作用 ２。
在中國留學過的韓國人，漢語能力一般沒有問題，但大部分缺乏當地
商務經驗，特別是具有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的人才更是稀少。中小企業不
能向大企業那樣自己培養人才，無法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解決問題的
途徑之一，是由韓國的大學、相關機構、協會開設中國流通商務的課程，
加快人才培養。
進入中國的中小廠商即使是開發了有前景的投資專案，也由於資金籌
措困難難於實施，既由於是在中國的投資專案不能得到韓國金融機構的信
用貸款，也同時由於是外資中小廠商不容易得到中國當地金融機構的信用
貸款。爲解決這些問題，可以考慮由韓國政府組織如「中小企業海外投資
扶持基金」(假名)，以類似既有的「海外市場開拓基金」(韓國貿易協會)、
「中小企業扶持基金」、「風險投資扶持基金」的方式運作，有選擇地支持
有發展前途的海外(包括中國)投資專案。同時，已有的基金的支援對象，
可以包括進行海外投資的中小企業。

２

該職員大 約 在 2000 年前錄用，開 始 是 Agabang 青島賣場 的 店長，現 擔 任煙臺本 部 的

營業課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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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統地運作韓國商品展示會和專賣活動
過去，作爲支援韓國中小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往往在中國各地
進行了「韓國商品展示會」和「韓國商品專賣場」活動。但是，在中國的
韓資中小廠商對這類活動看來給予否定的評價，認爲這類方式僅有一次性
影響，不能有效地打開當地的市場，韓國的有關機構卻仍在繼續進行「堆
砌業績」式的例行公事。
因此，今後的韓國商品、技術的展示會、巡迴展(road show)、專賣場等
活動的運作，應更爲實際和更具有系統性。
首先，這類事業要以中小企業爲主。大企業大都是作為「全球性企業」
的形象，有自己的廣告計劃的日程表，主要在國際性的專業展示會上投入
時間和資源，對韓國有關機關、協會組織的展示會計劃興趣不大。因此，
今後在中國的展示會、巡迴展等活動，應從計劃階段開始明確爲中小企業
服務，吸引更多的中小廠商參與。
其次，可以考慮在中國的主要城市設立常設的韓國中小廠商産品展銷
館，並以周期更換的產品展銷。最近，中國的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商業委
員會）曾主動提議開設韓國商品展示館在北京。展示內容的選擇，要以在
中國市場有前景産品的爲主。同時需要注意，展示的新産品有可能被中國
企業僞造和仿造。
另外，舉行展示會時要進行充分的資訊溝通和宣傳，吸引更多廠商和
商品參與；要不然，其效果就會縮減。最近借「韓流」時尚，由韓國農水
山物流通公社聯合韓國真露公司和家樂福在中國舉行的「韓國食品展」，
沒有包括在中國的韓資廠商産品，其原因是事先沒有得到通報，在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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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商只好不參加 ３。

肆、 支援當地流通渠道的構築
一、增加接觸流通渠道成員對象的機會
進入流通市場時，廠商與流通渠道成員的關係為很重要。特別是在中
國，由於制度化和規範化程度低，更需要注意選擇什麽樣的渠道成員(如商
家)、建立怎樣的關係及如何維持。前面已經介紹過的 Agabang，在一年內
能夠在中國各地建立 80 多家流通網點的基礎實力，來自與擁有全國性流通
網絡、有實力的批發商建立的穩固「關係」。Agabang 爲了與這些批發商建
立良好的關係，投入了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費用，經歷了多次嚐試錯誤。
這表明，尋找有實力的渠道成員，並不是容易的事。
因此，韓國政府有必要支援韓國企業尤其是中小廠商在中國尋找合適
的渠道成員。例如：可以支援邀請中國的有關部門的人士到韓國訪問受培
訓或參觀，這裡所說的有關部門，包括中國的流通管理機構、協會（中央
及地方）、全國性批發商家（大部分 爲 國有企業）等；韓國的有關當局、
機關、協會也要與中國相關機構加強聯繫，開展各種交流合作活動；也要
支援在中國各地經常舉辦韓國商品展示會或設立常設展銷會，以增加韓商
接觸當地流通領域官員或業界人士的機會。
同時，有必要開發能讓韓國企業界廣泛共用中國流通渠道成員有關資
訊的方法，來建立及時有效傳播資訊的機制，介紹已與韓商建立合作關係
的當地全國性批發商、主要城市的批發零售商（包括代理商）、店鋪所有
者的聯繫辦法等。這種方法，可以與後面闡述的構築資訊資料庫方案相連

３

2002 年 11 月，作者 在 北京與韓 國 食品廠商 相 關人士的 調 查中得知 的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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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另外，要向在中國和韓國的韓商及時傳播中國各行業的各種展示會、
研討會、會議的資訊。參加中國各個行業的全國性活動，可以爲瞭解業界
動向、加強與相關業界人士（包括各級政府人士）的關係、物色流通渠道
成員、宣傳自己商品和品牌等方面提供許多機會和途徑。

二、靈活利用中國經濟的「資本過剩」
前面已提到，中國經濟目前處於「資本過剩」狀態。目前中國有大量
的尋找高收益投資商品的閒置資金，如果韓資中小廠商靈活運用這些資
金，將有助於解決進入時的資金困難。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與政
府關係良好的中國本土企業，可以取得長期貸款，但這些企業往往由於受
經驗、行銷觀念、經營手段、資訊等方面的限制，經常出現找不到高收益
資金用途、或對暢銷商品的過度投資導致供應過剩和泡沫等現象。因此，
韓國政府、有關機構和協會，有必要採取措施，引導中國投資者的資金運
用於那些有市場性的韓資中小廠商產品。如在中國主要城市設立運營韓國
中小企業産品的常設展銷館，就可以吸引當地投資者的投資。
三、支援中小廠商向跨國性流通公司(包括韓資流通公司)供貨
目前，如沃爾瑪、家樂福、麥得龍等世界著名的跨國流通公司幾乎都
進入中國，經營大型量販店(或倉儲商場)等流通事業。韓國的專業流通公
司，也終於進入中國並積極謀求擴大，如新世界 E-Mart(易買得)已在上海
設立一家量販店，計劃到 2010 年在中國各地設立 40 家店鋪的網絡。
進入中國的韓國中小廠商，如果能夠成爲跨國流通公司（包括韓資流
通公司）在中國的量販店的供應商，則可以有效地利用跨國流通公司發達
的流通資源。尤其重要的是，跨國流通公司已在中國主要城市設立連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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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一旦選定爲供應商，則可以進入這些全國性的流通網絡。
隨著中國流通業的擴大開放，跨國流通公司在中國的業務也將繼續擴
大。目前，他們主要是購買中國生産的産品，進行當地銷售和出口；然而，
從發展趨勢來看，他們將增加從海外購買當地銷售的比重。因此，在韓國
的廠商亦可以通過跨國流通公司出口産品到中國，進入中國內需市場。
考慮到跨國流通企業的巨大利用價值，韓國有關部門機構和協會應起
到跨國流通公司與韓國中小廠商間的連接作用，實施回應的促進連接計
劃，例如在機構和協會的層次上接觸跨國流通公司的中國本部和韓國本
部，介紹有發展前景的韓國中小企業産品，溝通聯繫。特別是同時在中國
和韓國經營的跨國流通公司，可能更容易接觸。同時，可以開發在中國的
跨國流通公司以 OEM 方式委託生産自有品牌（PB）産品時，介紹韓國中
小企業爲供應商的計劃。韓國的中小廠商通過這樣的計劃和機制，可以獲
得進入中國的經驗，積累當地流通市場的資訊，將大大有助於探索自主進
入中國的途徑。

伍、 支援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協作進入
「三星電子」在中國威海市的印表機工廠，與韓國的多數中小廠商建
立了生産協作系統；這些協作廠商可以學會三星電子的當地行銷方式、方
法和經驗，這種學習效果會有助於今後自主進入中國市場。由於大多數中
小企業既缺少資金、人才，同時獲取和處理資訊能力也弱，因此這種學習
非常有益。
考慮到這些效果，韓國的有關機關和協會有必要間接促進中小企業與
大企業對中國市場的協作進入。如定期收集大企業願意與中小企業（包括
風險投資企業）協作進入中國的專案目錄，向中小企業通報；中小企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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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他們願意與大企業協作進入的專案提案給政府和相關機關。

陸、 對中小企業的資訊支援
由於中國的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國土廣闊、地區差距大等原因，
當地流通體制非常複雜和混亂，外商的進入面臨很多的困難。特別是韓國
中小廠商既缺少資金、人才，同時獲取和處理資訊能力也弱，要適應陌生
的中國流通環境困難重重。大企業具有自己的資訊收集、分析能力，也能
得到中國當局的幫助，同時也能夠支付較多的費用得到專業性的諮詢服
務，但對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這些都是辦不到的。
這幾年來，韓國的有關機關和協會致力於收集、積累和傳播中國商務
有關資訊，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在中國的韓商之
間缺乏橫向溝通，什麽企業在哪里、從事哪種行業、有哪些競爭力的資訊
資料庫既不充分又不系統。現在的「在中韓國商會」（隸屬于大韓商工會
議所）、KOTRA、韓國進出口銀行的網頁上，已開始披露在中國的韓商資
料，但沒能囊括全部廠商、而且資訊和資料庫沒有達到細分化程度。目前
已形成的資料庫，止於行業的大類、初級分類，遠不能滿足如已開業的韓
商需要尋找當地其他韓商的供應商等資訊的程度。
因此，爲了提高韓國中小企業對中國商務的資訊能力，需要有政府、
有關機關、協會的有力的政策支援。具體方案，在後面的構築資訊資料庫
方案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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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對中國成爲世界性生産、流通基地的策略

壹、 競爭共存策略
如前面已經分析，在全球性的通貨緊縮的環境中，隨著利用中國低成
本優勢的外國企業對中投資日趨增加，中國正在成爲世界工廠，既是勞動
密集型産業的世界工廠，同時也逐步成爲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的世界工
廠，進而隨著中國流通産業的擴大開放，亦正在迅速躍升爲對外國流通公
司有吸引力的國際商品採購基地和流通基地。
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已成爲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一股
新的動力，東亞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日趨提高。在 2002 年，台灣的最
大出口市場由美國轉爲中國，日本的最大進口國由美國轉爲中國，從 2001
年開始韓國的第 2 大出口市場由日本轉爲中國。2002 年韓國對中國和香港
的出口比重（20.9%）超過了對美國的比重（20.1%）
。在 1992~2002 年期間，
韓國對中貿易年均增長率爲 20.5%，遠遠超過韓國總體進出口 7.1%的增長
率。近年來，韓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消化了由於世界經濟增速減緩而出
口減少的影響，2000~2002 年的出口增加額的中國貢獻度達到 154%（參考
表 6-1）
表 6-1

韓國對主要國家的年均貿易增長率（1992-2002）
單位：%

全世界

美國

日本

中國

香港

台灣

出口

7.8

6.1

2.7

24.5

5.5

11.4

進口

6.4

2.3

4.4

16.7

7.9

13.9

進出口

7.1

4.4

3.8

20.5

5.9

12.4

資料：KOTIS 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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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國又是世界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國家，從東亞
國家迅速地吸收經濟資源。韓國的對中國累計直接投資（中國的統計基準）
在 2001 年達到 122 億美元，特別是 2002 年增長 26.5%達到 27.2 億美元，
超過了對美國投資額，中國已成爲韓國最大的投資對象國。
中國躍升爲世界性的生産、流通基地、經濟大國的趨勢，給韓國提供
了巨大的市場機會，但同時也可能對韓國的出口競爭力、「東北亞商務中
心化」的構想帶來相當大的威脅。若應對有誤，就會造成韓國的資本、技
術、産業設施、人才等經濟資源大量轉移到中國，産生「産業空洞化」現
象，韓國經濟有可能淪落爲中國經濟的邊緣（marginalized）。
應對中國經濟的躍升，韓國應並行實施競爭與共存（win-win）的策略。
今日的世界經濟，處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潮流中，全球化追求全
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技術資源的合理配置（俞可平，2001，頁 111），地球
村的「沒有國境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各國都致力於強化國際競爭力。因
此，韓國應對中國經濟躍升的基本策略是確保對中國的競爭力。如今在「區
域主義」(regionalism)潮流的推動下，東亞也在積極討論區內 FTA(自由貿
易協定)，沒有競爭力的國家在東亞區域內一體化過程中只能處於不利的地
位。只有具備競爭力的國家，才能與鄰國共存和共同繁榮。
概括起來說，韓國經濟要想實現中國躍升爲世界性的生産、流通基地
過程中的機會最大化和威脅最小化的效果，其基本途徑是發展對「未來中
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繼續維持與中國有經濟互補性的格局。
從長期角度來看，韓國的製造業應在與中國進行産業分工的過程中追
求高附加價值化。在企業的價值鏈中，把低附加價值的組裝、代工等生産
活動轉移到中國，韓國廠商則致力於提高標準、概念、專利、研發、創新、
設計等知識經濟領域和倉儲、轉運、行銷、品牌、服務、金融等流通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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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力，創造出高附加價值。這樣，形成韓國從事高附加價值的上游和
下游，中國從事低附加價值的中游的 分工格局，實現「微笑曲線」（smile
curve）的兩端發展模式。(參考圖 6-1) ４

附
加
價
值
倉儲
轉運
行銷
品牌
服務
金融

標準
概念
專利
研發
創新
設計
韓國

組裝、代工
中國大陸

韓國

圖 6-1 韓國對中國的產業分工模式：「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模式
資來來源：江丙坤(2002)，頁 22。

貳、 國家層次的「行銷性定位」策略
爲了確保韓國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是對中國的競爭力並有效地開拓中國
市場，爲了實現與中國形成共存式分工結構下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微笑曲線
發展模式，韓國應採取的「定位」策略，是成爲對外國投資者（包括跨國
公司）有魅力的合作對像和投資場所。與此相關，從戰略性思考角度應引
入國家層次的行銷觀念，即把國家看做一種商品，思考國家品牌價值和力
量。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經濟和技術資源自然要流向投資效率高的地
方，今後的韓國應成爲對外國企業更有美麗的投資對象國，以從外國吸引

４

參見：江 丙 坤(2002)，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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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目前，許多跨國公司爲了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的
環境下追求高收益，積極進行海外投資。韓國也應想中國一樣，積極吸引
外國投資（FDI），把 FDI 作爲重要的增長源泉。
如果韓國放鬆了投資環境的改善，將越來越難於抵擋中國的競爭力上
升攻勢。中國在躍升爲世界性的生産、流通基地的過程中，跨國生產企業
將爲中國合作者提供許多方面的有力支援，促進中國形成有競爭力的生
産、流通結構，帶動中國生産、流通規模的擴大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引
進先進的技術。在世界性的供應過剩和通貨緊縮的影響下，企業間競爭程
度日趨激烈，跨國公司爲了強佔中國市場，必然會加快最新技術對中國的
轉 移 ，這將加快中國技術水平 和技術開發能力的提高 ５。 如 果 這 樣 的 趨 勢
繼續下去，中國與韓國的産業、技術差距將有可能迅速縮小。
因此，韓國應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迅速改善整體的投資環境，使韓
國經濟的所有産業成爲對外國投資者有魅力的投資對象，大膽地迅速實施
「 東 北亞商務中心」構想，邁進「全國的經濟特區化」 ６。 同 時 ， 通 過 技
術、經營革新，加強韓國傳統製造業的基礎，強化主力産業的技術優勢，
積極促進向與中國有「差別」的經濟結構的重組。
韓國鄰臨將成爲世界最大市場的中國，具有地理上的優勢，可以成爲
跨國廠商進入中國的據點和供應基地的有利條件。這個優勢的發揮，也取
決於韓國自身的上述努力程度。
換一個角度，韓國也應積極探討吸引中國的投資，把韓國發展成爲中

５

目前，世 界 500 大企業中，已有 400 家跨國公司投資 於 中國。根據 個別調查，在中國

採用母公 司 最新技術 的 比例，1990 年代中期爲 14%，到 2001 年上升到 43%，2002 年達
到 80%。（資 料來源： 江 小涓，2003，第 9 面）
６

參考：金 基 桓（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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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投資者中意的投資對象國。如前所說，中國經濟總體上處於「資本過剩」
狀態，閒置資金很多，可以推進向有發展前景的鄰國投資專案。截止 2001
年末，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ODI）達到 44.3 億美元 ７；最近，中國推進所
謂「走出去」戰略，來鼓勵有條件的廠商全方位開展海外投資。江小涓
(2002，頁 27)預計，
「十五」(2001~2005 年)期間，中國年均對外投資額約在
50 億美元到 70 億美元之間，這 5 年對外投資總額約在 250 億美元到 350
億美元之間。韓國的中高級技術廠商和風險投資企業如果能夠吸引中國的
資本和技術 ８，其産品可以銷售到中國和其他國家。

第四節

加強對中國的調查研究

壹、 構築資訊資料庫的方案
一、重視實踐經驗的資訊
收集中國流通産業有關的資訊，應從地區、流通業態、行業商品、企
業（包括中國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等多個角度，廣泛而系統地收集現狀、
結構性特徵、問題等資訊。特別重要的是，收集整理已經進入中國內銷流
通市場的韓國和其他國家廠商的實踐經驗。這種經驗的資訊，有助於今後
的企業少犯執行錯誤觀點、少走彎路、更爲徹底的準備。
二、加強通過當地企業渠道的資訊收集
韓國的各行各界（業界、學術界、機關、協會、政府等）應廣泛而系
統地收集國內外資訊。特別要注意收集已進入中國的企業所積累的有價值

７

參 考：《中 國對外經 濟 貿易年鑑 》(2002 年)， 頁 1151。

８

最近，中 國 部分擁有 高 級技術的 企 業，投資 於 美國和歐 洲 ，設立 R&D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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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務資訊。今後，有關機關、協會、大學、研究所等應和已進入中國的
企業建立緊密的聯繫，成爲業界從業人員自發地、方便地傳達自己經驗和
建議的渠道。
當地企業的實務性、經驗性資訊，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收集。既有「中
國韓國商會」、KOTRA、韓國貿易協會等正式渠道，也有相近行業和地區
業界組成的非正式協議機構等。如 2002 年 5 月在北京，當地的 CJ、農心、
韓美藥品等 10 家韓資廠商的韓國職員，根據自己的需要組織了非正式的實
務人員協議會，定期組織活動，交流經營管理資訊和經驗 ９。
另外，韓國有幾個大學已開設中國商務教育課程，有必要邀請有中國
流通商務實踐經驗的人、流通案例研究人員爲講師，交流和傳播經驗教訓
他們研究成果。

貳、 加強從「地域研究」(area study)角度的研究
加強和提高對中國流通産業的研究，必須以充實的「地區研究」爲基
礎，即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的特點，如體制改革、廣闊的國土、龐大的人口
等因素形成的特徵以及與此相關的當地流通産業的結構性特徵和問題
等。這類基礎研究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需要持續系統的推進。同時，僅
積累中國整體的綜合、廣泛的知識還不夠，還要對中國的具體領域具有專
業性的深刻判斷能力。
目前，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普遍不滿於在韓國難以找到對當地經營
有實質性幫助的資訊、調查報告和研究報告。爲此，研究要改變目前的原
論型、理論偏重型、「紙上談兵」式的研究風氣，加強有實際現實感覺的
調查研究。

９

作者於 2002 年 11 月在北京調查 時 ，從有關 企 業人員交 流 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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