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仁川国际交流现况1 

 

（一）境外友好城市 

截至2020年，仁川共与17个国家的37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 

- 仁川的境外友好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亚地区，占总体43.2%。 

- 东北亚16（43.2%），东南亚5（13.5%），北美5（13.5%），中南美4（10.

8%），俄∙中亚3（8.1%），中东2（5.4%），西南亚1（2.7%），欧洲1（2.

7%）。 

 

 

 

 

                                           

1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仁川广域市市政白皮书》(2010-2020)整理所得。 



 

 



 

（二）分国家˙地区交流比重及变化 

仁川在2010年至2019年十年间，主要交流国家˙地区为中国、日本、北美和东南

亚等。 

其中，与中国（35.8%）和日本（17.4%）的交流最多，占总体53.2%。 

另外，北美93次（12.7%）、东南亚90次（12.2%）、俄˙中亚57次（7.8%）。 

与欧洲、东北亚（中国、日本除外）、非洲、中南美、西南亚、中东、大洋洲等

国家˙地区进行的交流较少，占总体5%不到。 

 

  



 

受仁川市政府财政状况影响，在仁川亚运会后，仁川的国际交流呈下降趋势。 

中国原是继日本之后位列第二的仁川主要交流国家，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仁川最

主要的交流合作国家。 

2016年，仁川经济自由贸易区与中国威海市被指定为中韩FTA地方经济合作示范

区，仁中合作交流随之增加。 

 

 

 

 

 

 

 

 

 



 

（三）交流事业比重˙变化 

2010-2019年仁川与各国友好城市共交流731次。 

- 行政˙人员交流392次，占总体53.3%。缔结友好˙姐妹城市等合作伙伴相

关交流105次，占总体14.3%。 

- 其次为经济通商65次（8.8%），ODA40次（5.4%）。 

 

 



 

二、仁川-中国交流现况2 

 

（一）变化 

2010-2019年，仁川-中国累计交流263次，占总体35.8%。 

2014年以后，对比总体交流比重超30%，2015年高达62.5%。 

- 2016年仁川经济自由贸易区与中国威海市被指定为中韩FTA地方经济合作

示范区，仁中合作交流次数大幅增加。 

- 2016年之后受萨德事件影响，仁川与中国交流萎缩，但对比总体比重仍呈

持续上升趋势。 

  

                                           

2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仁川广域市市政白皮书》(2010-2020)整理所得。 



 

（二）仁川-中国分地区交流 

仁川与中国的交流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 

- 按序为：山东省76次（27.3%），辽宁省56次（20.1%），天津市39次（1

4%）。 

与重庆市（24次，8.6%）、云南省（8次，2.9%）、四川省（2次，0.9%）等西南

地区地方政府的交流占总体12.4%。 

与上海市（4次，1.4%）、江苏省（5次，1.8%）、浙江省（1次，0.4%）等华东

地区地方政府的交流仅占总体3.6%。 

 

 



 

上世纪90年代因通商˙物流的需要，交流主要集中在天津及辽宁沿海城市、山东

半岛城市与环渤海地区。 

随着仁川-中国交流合作次数的积累，交流地区扩展到东北的沈阳、中部的河南、

西部的重庆及华南的广州等地。 

 

 

 

 

 

  



 

（三）领域 

仁川与中国的交流领域主要以行政·人员交流（149次，57%）、伙伴交流（35次，

13%）为主，占总体70%。 

- 另有进行：经济通商（34次，13%）、文化˙艺术（15次，6%）、旅游（8

次，3%）、技术·学术·信息（7次，3%）交流。 

 

 

 

 

 

 

 

 



 

  



 

一、全韩中国留学生现况3 

 

（一）变化˙比重 

2004-2020年，全韩中国留学生人数年平均上涨13%。 

2019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突破7万人，2020年较上年减少5.6%，为67030人。 

 

 

 

 

 

 

                                           

3 本节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外交部外国留学生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2020年全韩外国留学生153695人中，中国留学生占43.5%。 

 

 

（二）教育课程˙专业 

2020年全韩中国留学生分教育课程看，学士课程占多数，为57.7%。 

- 硕士、博士课程分别占比18.7%、11.9%，语言研修7.8%，其他研修3.9%。 

中国留学生的专业中，人文˙社会占比67.6%。 

- 其次依序为：艺术˙体育19.0%、理工8.5%、自然科学4.6%、医学0.4%。 

 

 

 

 

 



 

 



 

二、仁川中国留学生现况4 

 

（一）比重˙分布 

2020年就读仁川各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共4397人。 

其中98.5%为自费留学，入住宿舍率占总体6.4%。 

 

 

2020年仁川中国留学生共1025人，占全体外国留学生23.3%。 

- 进行短期语言研修的越南留学生为1942人，占总体44.2%。 

- 其次按序为：乌兹别克斯坦10.1%，蒙古7.6%，尼泊尔2.2%，法国1.3%，

日本1.2%。 

 

 

                                           

4 本节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外交部外国留学生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2020年仁川数所大学中，就读仁荷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最多，为747人。国立仁川

大学205人，京仁教育大学、仁川加图力大学等其他大学共73人。 

 

  



 

（二）教育课程˙专业 

2020年仁川中国留学生分教育课程看，学士课程占比最高，为76.1%。 

- 其次按序为：硕士课程9.2%、博士课程6.4%、语言研修6.8%、其他研修

2%。 

分专业看，人文˙社会占比最高，为79.1%。 

- 其次依序为：理工14.3%、自然科学4.4%、艺术˙体育1.6%、医学0.2%。 

 

 

 

 

 

 

 



 

三、仁川中国结婚移民现况5 

 

（一）规模˙比重 

2019年韩国共有结婚移民 173882 人，其中中国结婚移民
6
73186人，占 42.1%。 

同年，仁川共有结婚移民 11545人，其中中国结婚移民 6078人，占 52.6%。 

 

 

                                           

5 本节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安全行政部2019地方自治团体外国人居民现况统计整理所得。 

6 韩国安全行政部在相关统计中将中国结婚移民细分为“中国籍中国人”、“韩国籍中国人”

和“台湾籍中国人”。本节统合为“中国结婚移民”。  



 

全韩中国结婚移民中，男性34628人（19.9%），女性139254人（80.1%） 

仁川中国结婚移民中，男性2710人（23.5%），女性8835人（76.5%）。 

 

 

（二）居住地分布 

2019年全韩中国结婚移民73186人中，居住于仁川者6078人(8.3%)，居全国第三

位。 

- 京畿道、首尔各为27227人（37.2%）、18015人（24.6%）。 

仁川中国结婚移民者居住城区以富平区人数最多，为1820人（29.9%）。 

- 其次按序为：南洞区17.9%，弥邹忽区15.9%，西区13.9%。 

 
 

 

 

 



 

 



 

  



 

一、仁川对华进出口现况7
 

 

（一）规模及比重 

仁川对华进出口规模从2004年约35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153亿4751万美元，增长

愈4倍。 

2014年进出口规模突破100亿美元，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比前一年减少3.39%。 

 

 

2020年仁川总体进出口中，中国占20.1%，为第1位。 

- 其次按序为：美国14.7%，台湾7%，日本6.1%，越南5.3%。 

  

                                           

7 本节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统计等资料整理所得。 



 

 

 

 

 



 

（二）主要进出口品种 

2020年仁川对华主要进出口品种为：电子机械部件、原子炉∙发热机及机械类。 

- 出口：电子机械部件39亿1365万美元（43.4%），原子炉∙发热机及机械类9

亿2306万美元（10.2%）。 

- 进口：电子机械部件21亿3270万美元（33.6%），原子炉∙发热机及机械类6

亿2811万美元（9.9%）。 

 



 

二、仁川对华物流现况8 

 

（一）仁川港及仁川机场对华进出口现况 

中国是仁川港、仁川机场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 

- 2020年经仁川港的对华交易规模537亿5138万美元，占总体61.6%。 

- 同年，经仁川机场的对华交易规模913亿1020万美元，占总体33.3%。 

 

 

（二）对华进出口港口对比 

2020年韩国港口对华进出口比重中，仁川港占比最高为35.9%。其次为釜山港32.

5%、平泽港10.7%。 

观察韩国主要港口对华进出口比重变化，可知上世纪90年代釜山港占比最高，20

09年之后仁川港的占比较之增加。 

- 2019年经仁川港进行的对华交易规模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减少1.3%，但20

20年返增3.2%。 

                                           

8 本节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统计等资料整理所得。 



 

 

 



 

 



 

2019年仁川港对华各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中，上海港（36万）与青岛港（30万）

分别达到30万以上TEU（标箱）。 

- 其次按序为：蛇口港17万，宁波港16万，威海港15万，大连港10万，TEU

均超10万。 

 

 

 

 

 

 

 

 



 

  



 

一、仁川对华投资现况与变化9  

 

（一）规模∙变化 

1992年至2020年，仁川对华累计投资总额约28亿8918万美元，累计申报4188件。 

 

 

  

                                           

9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二、仁川对华分地区投资现况10 

 

（一）规模∙比重 

仁川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山东省。 

- 仁川在山东省的累计投资总额约12亿美元，占总体47.3%。 

- 在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的投资比重合计达总体63%。  

 

                                           

10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仁川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和天津市等东部沿海地区。 

位于首都圈区域的北京市与河北省的累计投资申报件数分别为135件与55件。 

西南地区的重庆市与四川省的累计投资申报件数很少，分别为6件与14件。 

  



 

2020年仁川对华分地区投资按序为：山东省（1033万美元），天津市（1299万美

元），重庆市（900万美元），江苏省（482万美元）。 

从投资重庆市900万美元等情况看，仁川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投资呈上升趋势。 

 

 

  



 

三、仁川对华分行业投资现况11 

 

（一）规模∙比重 

仁川对华分行业投资累计投资规模23亿1823万美元，制造业投资比重占87.5%。 

- 其次按序为：批发及零售业4.3%，金融及保险3.1%，运输及仓储1.3%。 

2020年仁川对华分行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最多，为3956万美元（95.4%）。 

- 其次按序为：批发及零售业153万美元（3.9%）、项目设施管理及项目服

务8万美元（0.2%）。 

 

仁川对华分制造业累计投资中，汽车和挂斗车制造投资4亿6283万美元，占总体2

0.7%。 

- 其次按序为：电子部件∙电脑影像∙通信设备3亿8180万美元（17.1%），其

他机械及设备3亿3763万美元（15.1）%。 

                                           

11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2020年仁川对华分行业投资规模达3亿774万美元。 

- 按投资额排序为：原始金属制造业1900万美元（50.3%），其他机械及设

备制造业638万美元（16.9%），金属加工制品制造业405万美元（10.

7%）。 

 

 

 

  



 

四、仁川分企业规模对华投资现况12 

 

（一）规模∙比重 

仁川分企业规模对华累计投资规模23亿美元，新增法人1759个，申报件数4012

件。 

- 中小规模企业投资13亿美元，占57%。 

2020年对华投资中，大型企业投资约2万6千美元（65%）为最多，中小企业投资

约1万4千美元（34.3%）。 

- 新增法人数按序为：中小企业8，个人3，大型企业1。 

- 申报件数按序为：中小企业36，大型企业10，个人8。 

 

                                           

12 本章图表系作者依据韩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整理所得。 



 

 

 

 



 

 



 

  



 

五、综合 

 

（一）仁川-中国城市交流现况 

截至2020年，仁川共与中国(含台湾)12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 

仁川与中国进行的交流相对集中在环渤海地区。 

- 环渤海地区：山东省76次(27.3%)、辽宁省56次(20.1%)、天津市39次

(14%)等，占总体61.4%。 

- 2.西南地区：重庆市24次（8.6%）、云南省8次（2.9%）、四川省2次

（0.9%），占总体12.4%。 

- 3.华东地区：上海市4次（1.4%）、江苏省5次（1.8%）、浙江省1次

（0.4%），占3.6%。 

- 4.交流领域：以行政·人员(149次，57%)与伙伴(35次，13%)交流为

主，占总体70%。 

 

（二）仁川中国留学生现况 

2020年仁川外国留学生4397人中，中国留学生1025人，占总体23.3%。 

就读仁荷大学的中国留学生747人(72.9%)，国立仁川大学205人(20%)，其他大学

共73人(7.1%) 

- 分教育课程比重排序为：学士76.1%，硕士8.8%，博士6.0%，语言研修

6.4%，其他研修2.6%。 

- 分专业比重排序为：人文社会科学79.5%，理工14.3%，自然科学4.4%，

艺术∙体育1.6%，医学0.2%。 

 

（三）仁川中国结婚移民现况 

2019年仁川常住结婚移民共计11545人，其中中国结婚移民6078人（52.6%）。 

- 分国家序：中国6078人（52.6%），越南2146人（18.6%），菲律宾583

人（5%），日本572人（5%）。 

- 分城区序：富平区1820人(29.9%)，南洞区1088人(17.9%)，弥邹忽区

967人(15.9%)，西区835人(13.7%)，其他城区1366人(22.5%)。 



 

（四）仁川对华贸易现况 

2020年仁川对华进出口规模为153亿4751万美元。 

仁川的主要贸易国家∙地区中，中国居第1位，占20.1%。 

- 其次按序为：美国14.7%，台湾7%，日本6.1%，越南5.3%。 

仁川对华进出口主要品种为电子机械部件、原子炉∙发热机及机械类。 

- 电子机械部件占交易的30%以上。 

 

（五）仁川对华物流现况 

经仁川港与仁川机场进行的进出口交易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 2020年，经仁川港对华进出口规模为537亿5138万美元，占总体61.6%。 

- 同年，经仁川机场对华进出口规模为913亿1020万美元，占总体33.3%。 

韩国各港口中，仁川港在对华进出口规模中占比最高（35.9%），其次为釜山港

（32.5%）、平泽港（10.7%）。 

 

（六）仁川对华投资现况 

1992年至2020年，仁川对华累计投资总额约28亿8918万美元，累计申报件数4188

件。 

仁川对华分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山东省。 

- 累计投资总额中，山东省投资约12亿美元，占总体47.3%。 

1988年至2020年，仁川对华分行业累计投资规模23亿1823万美元，制造业投资比

重占总体87.5%。 

1992年至2020年，仁川分企业规模对华累计投资规模23亿美元，新增法人1759个，

申报件数4012件。 

 

 

 

 

  



 

【表5-1】2020年仁川-中国交流现况综合 

分类 内容 

城市交流 

截至2020年，仁川-中国共缔结友好城市12个。 

仁川-中国交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 

- 环渤海地区:山东省76次(27.3%)、辽宁省56次(20.1%)、天津市39次(14%)。 

- 西南地区:重庆市24次（8.6%）、云南省8次（2.9%）、四川省2次（0.9%）。 

- 华东地区:上海市4次（1.4%）、江苏省5次（1.8%）、浙江省1次（0.4%）。 

仁川-中国交流领域中，行政·人员(149次，57%)与伙伴(35次，13%)交流占总体70%。 

- 其次按序为:文化∙艺术（15次，6%）、旅游（8次，6%），技术∙学术∙信息（7次，

3%）。 

中国 

留学生 

2020年仁川各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共489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1025人，占总体23.3%。 

分大学:仁荷大学747人，国立仁川大学205人，其他大学共73人。 

分教育课程:学士课程76.1%,硕士课程8.8%，博士课程6%，语言研修6.4%，其他研修2.

6%。 

分专业:人文社科79.5%，理工14.3%，自然4.4%，艺术∙体育1.6%，医学0.2%。 

中国 

多文化家庭 

仁川常住结婚移民共11545人，其中中国结婚移民6078人，占总体52.6%。 

分城区:富平区1820人（29.9%），南洞区1088人（17.9%），弥邹忽区967人（15.

9%），西区835人（13.9%），其他城区1366人（22.5%）。 

通商 

仁川的主要进出口国家中，中国交易规模153亿4751美元，占第1位。 

主要进出口品种为电子机械部件，进口额39亿1365万美元（43.4%），出口额21亿3270

万美元（33.6%）。  

物流 

经仁川港与仁川机场进行进出口的国家中，中国为第1位。 

- .2020年，经仁川港进行的对华交易规模为537亿5138万美元，占总体61.6%。 

- 经仁川机场进行的对华交易规模为913亿1020万美元，占总体33.3%。 

- 韩国港口对华进出口交易比重按序为：仁川港35.9%，釜山港32.5%，平泽港10.

7%。 

投资 

仁川对华累计投资总额28亿8918万美元，申报件数4188件，新增法人17866个。 

仁川对华投资集中在山东省。 

- 1992-2020年仁川在山东省累计投资总额约12亿美元，占总体47.3%。 

分行业累计投资:规模23亿1823万美元，制造业投资比重占87.5%。 

分制造业累计投资:汽车及挂斗车4亿6238万美元，占总体20.7%。 

分企业规模累计投资:约23亿美元，新增法人1759个，申报件数4012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