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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沿

◆企业动态

近日，我国的两款商业火箭——
快舟一号、快舟十一号被俄罗斯的航
天企业“相中”，该企业与生产制造这
两款火箭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
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它
们将有可能走出国门，成为又一个响
亮的中国品牌。近几年来，中国品牌

“含金量”显著增加，在高端制造领域
的突破更是为人瞩目。

科技创新提升“高端气质”

前不久，两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手术机器人在第77届中国国
际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上引起了震
动。由威高集团研发的这两款手术
机器人获得了37项国家发明专利，
不仅适用于常规微创手术，还能够完
成腔镜下难以操作的复杂手术，被视
作与国外“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打擂
台”的国产高端医疗设备。

近年来，从格力空调“走俏”海外
到与外国品牌打擂台的医疗器材企
业威高集团，从“美的鼎釜 IH”智能
电饭煲获得国际设计界的最高奖项

“红点奖”到华为手机挤进高端手机
世界前三，中国正涌现一批依靠科技
创新“走出去”的企业。

威高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华威
说：“研发投入是企业的活命钱，是让
企业长寿的钱。”据介绍，该集团每年
在研发上的投入占营收的5%以上，
企业也因此尝到了“甜头”——其所
生产的500多个品种的医疗器械和
药品，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占
80%以上，获得良好收益。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
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中国企
业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上
的投入增长率居于世界第一位，已有
华为、中兴、中石油、百度等6家中国
企业研发投入跻身前100位。

然而同一份榜单也显示，中国品
牌的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仍然较低。
按照欧盟的统计标准，研发投入占企
业营收5%以上属于高研发强度，此
类企业一般被认为具备充分的研发
竞争力优势，可上榜的中国企业中仍
有高达61.2%的研发投入强度在5%
以下。

严控质量打出“金字招牌”

质量管控对企业究竟意味着什
么？威高集团董事长陈学利的话耐
人寻味。“在我看来，1万减1并不等

于9999，而应该是0。”他解释说，“生
产1万件医疗器械，如果1个有质量
问题，对企业来说虽是万分之一，但
对患者来说就是百分之百，对企业
的质量和信誉而言就是0。”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产品
的“美誉度”。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2016 年发布的电饭煲等
10类消费品质量抽查结果中，总体
合格率已达 90.3%，比 2015 年提升
了 5.2 个百分点，其中，电饭煲提高
了6.6个百分点，智能马桶盖提高了
22.4个百分点，纸尿裤提高了3.3个
百分点。

但国家质检总局同时也指出，
我国的手机、保险、家电、汽配、眼
镜、家装、化妆品等10大行业产品和
服务质量诚信承诺问题较为突出。
对此，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
示，质量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企
业不仅要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质
量管理办法，还应该建立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医疗器材以往不是我国的优势
产业，但如今，在工信部医药行业企

业名单中排名第四位的威高集团，
在海外也拥有了 5%左右的市场占
有率。“国外某个品牌公布其新产品
的第七天，我们就公布了自己的同
类产品，逼着他们降价。我们自己
研发出生产留置针的缩尖器比国外
产品效率高三倍。”张华威说，在国
内市场上中国企业敢跟国外品牌

“叫板”，“有了这份自信，为什么不
再去国外市场拼一拼，去赢得全球
市场的尊敬呢？”据他介绍，该集团
已经在日本设立了影像研发系统，
最近正在与美国的麦肯锡联手布局
海外事务，期望通过收购来拓展海
外市场。

“现在，对于已经‘走出去’或者
是计划‘走出去’的企业，国际化、全
球化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一带一路’
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非常
好的机会和舞台。”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院长李铭俊说。中国企业全球化
中心联合主任王高则认为，国内企
业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与那些具
有百年历史的跨国公司相比，国内
企业“走出去”面临产品和人才的双
重挑战，如何弥补“外来者劣势”，是
企业家必须想清楚的问题。

中国制造亮出“金字招牌”
■ 詹媛

“中国对外投资对全球经济增
长的作用日趋重要，但中国企业‘走
出去’会面临许多风险和困难。”近
日，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主
办的“2017 中国企业‘走出去’高峰
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
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如是表示。

赵晋平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公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预测 2017 年全球经济
将增长 3.5%，高于 2016 年的 3.1%，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拐点，今年全
球跨境投资预计能实现10%左右的
稳步增长，其中中国对外投资对全
球增长的作用日趋重要。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大
的政策利好，中国政府已做好统筹
规划协调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推
动中国企业“走出去”，随着国际贸
易投资合作机制趋于完善，国家已
在外交工作、财税、金融和发展援助

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服务支
持。但同时赵晋平认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会面临许多风险和困难。
首先，国外所谓的投资保护主

义明显增加。很多国家在国内吸
引外资方面，通过限制性政策来加
大 对 外 来 投 资 企 业 的 限 制 和 监
管。《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6 年 58 个国家对利用外资政策
进 行 调 整 ，70%左 右 利 于 促 进 外
资，但是也有 22 个国家出台了 22
项政策调整，加大对外资限制、监
管和各种约束。

其 次 ，投 资 协 定 发 生 变 化 。
2016 年共有 14 个国家退出相关投
资协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投
资便利化，或自由化发展协定本身
带来一些影响。

再次，安全审查带来诸多限
制。美国安全审查由来已久，而且
具有不透明性，尤其对中国有很强

的针对性；欧盟将要建立一个统一
标准体系和统一规则的投资审查
制度，这也表明了欧盟实际上是对
外来投资的保护主义色彩在明显
上升。

最后，还有所谓的限制性投资，
特别是并购投资，是战略性产业的投
资保护主义，也有一些在土地使用方
面的限制性措施。从2016年表现来
看，虽然说有利投资政策的措施多于
限制投资的措施，但限制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比例是明显上升的，已经由
2005 年的 15%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25%。这说明各国对外来投资的限
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在加强。

除了以上困难外，赵晋平表示，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很多风
险，比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安全
风险、商业风险等。

对于“走出去”的企业，赵晋平
建议，企业要做好准备工作：中国企

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出海，以产
业链投资和集群投资的方式相互提
供帮助，也可以增加企业彼此之间
的商业活动。企业之间的协同配合
也是至关重要的，中资企业之间通
过低价竞标等方式进行恶性竞争会
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也大大损害

中国企业在外投资的形象。当地融
合至关重要。

赵晋平表示，中国企业和投资
机构一定要稳扎稳打，制定好发展
策略和规划。真正能够让企业“走
出去”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有
风险意识，而且要注意防范风险。

保护主义上升 中企“走出去”难度加大
■ 冯樱子

自去年以来，一些企业在“走出
去”过程中非理性对外投资问题比
较突出，对非主业进行大额投资，包
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
俱乐部等领域，仅对欧洲著名足球
俱乐部的收购就达 7 宗之多。尽管
国家对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了紧急
灭火，但最近又传出一家国内著名
民企要收购英国一家老牌足球俱乐
部。看来，非理性对外投资的惯性
依然存在。企业这类“大手笔”并
购，毫无节制地“买买买”，着实让人
捏了一把汗。

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要
节制“买买买”的惯性，就是要把企
业对外投资的注意力引导到实体
产业上来，借助并购企业实现国内
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过，“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一个新
的国度找准机会、选准项目并不容
易。一些国内企业因高精尖技术
研发方面的短板而不得不一直处
于行业产业链的低端。如何突破
企业发展瓶颈，考验着企业决策
者的眼力与智慧。一些企业把投
资与并购的重点放在具有国际领

先的跨国企业身上，而这些跨国
企业不仅在生产技术上成为行业
的佼佼者，而且还拥有先进的技
术和优质的客户，一旦将这种优
势企业收购成功，就会借助与被
收购企业既存的优势与特长，与
国内收购企业在产业融合与产品
升级上形成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
的提升与互补。

同时，要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
投资。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突

破。现在，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如
何实现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产品
创新？与其自己独辟蹊径，不如借
梯上楼，例如把收购国际领先企业
作为提高企业整体效率与能力的主
要抓手。

此外，要突出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产业投资合作，推进重大项目落
地，鼓励实施建营一体化项目，推进
国际产能合作。现在，国内不少地
区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设了不少产
业园区，为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创造了机会。这些国家和
地区相对于国内无论是产业基础还
是工业水平都存在着“代差”，将更
多纺织、印染、装备制造、临港产业
等优势行业和企业，通过整个产业
链条的迁移，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和土地资源成本，也可以寻找到适
合中国产能合作的承载地，更重要
的是能够帮助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打
赢非常漂亮的“翻身仗”，从而确保
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为国内经济添动力，为对外
投资添亮点。

对外投资要理性 选准落点是关键
■ 闻一言

本报讯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
议日前发布《2017 年贸易与发展
报告：超越紧缩政策——走向全球
新政》，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路径，
以结束经济紧缩政策，使全球经济
更具包容性和关怀性。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全球化
与发展策略司高级经济事务官布
朗斯坦在发布会上介绍说，该报告
回顾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
全球经济发展状况，呼吁结束经济
紧缩政策，通过更多更好的公共投
资，支持创造就业和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这将是改变全球经济政策的

关键。
报告强调，在当今极具挑战性

和难以预测的全球环境下，需要努
力加快建设包容性经济社会。最
紧迫的挑战是终止紧缩并再次让
资金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让社会为
资金服务。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还必须给多边贸易体系重新
注入活力，重新赋予其动力和重要
意义。因此，全球需要一个更加明
确和包容的议程，以解决各国在技
术能力、市场力量和政治影响力方
面的不平衡，这样才能促进全球经
济进一步复苏和增长。（董成文）

本报讯 在全球经济尚处于
低迷状态形势下，如何紧紧抓住全
球工业4.0的历史机遇？近日发布
的《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报
告 2017》显示，虽然中国中小企业
综合景气指数探底回升，但想要谋
得永续发展，提质增效，促进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是关键。

据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中
小企业景气指数探底回升，中小微
企业生产经营基本面逐渐趋好。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
院执行院长池仁勇表示，资金一直

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共享经
济利用现代信息通信和网络技术，
使信息、知识、智力等资源和生产
资料具有可复制性，从而使交易成
本变小甚至为零。

此外，他指出，尽管 2017年全
国经济形势回暖，但消费并没有出
现大的增长，这极有可能导致产能
过剩和“僵尸企业”及停关企业进
一步增加的局面，使得企业产品销
售更加困难。“所以，加快中小企业
转型升级是关键。”池仁勇表示。

（谢盼盼 童笑雨）

本报讯 9 月 25 日，IBM 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在纽约签署战略联盟协议，成立
合资公司。

据介绍，由该合资公司向中
国市场提供 WatsonHealth 相关
解决方案，助力中国应对在慢病
管理、人口健康、临床决策支持等
方面的重大挑战与机遇。通过这
一战略联盟，双方公司致力为推
进“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设
立的宏伟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收购完成后，首农股份和中
信农业基金将至少向樱桃谷公
司派出 4 名董事，对公司发展战
略、投资方向等进行掌控，从战
略上、资源上给予全方位支持和
管理，并对中国区业务和海外业
务分别进行整合，提升首农股份
在动物育种市场的地位及市场
占有率。 （李海）

本 报 讯 当 地 时 间 9 月 25
日，随着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按
下闸门操作按钮，亚洲第一长坝、
柬埔寨最大的水电工程——华能
桑河二级水电站的溢洪道闸门缓
缓下落，开始蓄水。

桑河二级水电站自 2013 年
10月开始筹建，是华能集团在东
南亚发展的重要“窗口工程”，由
桑河二级水电有限公司以 BOT

（建设—运营—移交）方式进行投
资开发和运营，华能澜沧江水电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
澜沧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作为控
股方负责项目建设和管理。

目前，柬埔寨电力严重缺乏，
每年需从国外进口电力约 12 亿
千瓦时。桑河二级水电站建成投
产后，将占柬埔寨全国总发电装
机容量的1/5以上。

（高端端）

本报讯 近日，首农股份与
中信农业在北京宣布，双方联合，
以 1.83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英国
樱 桃 谷 农 场 有 限 公 司 100% 股
权。这是中国动物育种行业的第
一次跨国收购。首农股份此举旨
在完善产业链，获得具有世界领
先水平的优势品种原种储备、增
厚研发能力。

樱桃谷公司成立于 1958年，
是全世界第一家致力于白羽肉鸭
种鸭选育的公司。在 2008 年开
始参与欧洲鸭基因图谱计划，采
用基因技术进行育种，是唯一在
育种技术和基因标记技术采用上
与大型育种集团同步的企业。

收购完成后，首农股份和中
信农业基金将至少向樱桃谷公司
派出4名董事，对公司发展战略、
投资方向等进行掌控。

（门海涛）

中国电子与IBM
携手构建健康云平台

华能集团承建柬埔寨
最大水电工程下闸蓄水

首农携中信农业
收购英国樱桃谷

本报讯 日前，全球著名咨询
机构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院发布
的题为《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
球新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
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中
国数字全球化进程方兴未艾，将从
产业投资、商业模式和全球治理等
多个领域引领全球新趋势。

报告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活
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
统。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
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这一比例
在 10 年前还不到 1%。据估计，中
国电商交易额现已超过英、美、日、
法、德5国的总和。中国与个人消

费相关的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额
相当于美国的11倍。全球三分之
一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非上市初创公司）为中国
企业。

同时，中国在多个领域的风险
投资规模均位列全球前三。2016
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风险投资
位列全球第一位，规模与位列二三
位的美英两国投资总和持平；虚拟
现实、自动驾驶、可穿戴设备、教育
技术、机器与无人机和 3D 打印领
域的风险投资位列全球第二；大数
据领域、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领域
投资位列全球第三。 （李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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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船员在“天健”轮抵达丹麦埃斯比约港后为货物解绑。当地时间9月24日5时（北京时间24日11
时），“天健”轮第一根缆绳套上缆柱，经北极东北航道顺利抵达第一目的港——丹麦埃斯比约港。“天健”轮9月11日
进入白令海峡，正式踏上北极东北航道，9月19日驶出巴伦支海域，驶离北极东北航道。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