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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 2018
年 1—2 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
况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电子
信息制造业加快结构调整，推动转
型升级，外部环境回暖趋势延续，产
业景气度继续提振，固定资产投资
企稳加速，产业总体保持稳健增
长。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在第六届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表示，2017
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收
入超过13万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收入突破 5 万亿元，行业整
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

“电子元器件加工已不再是原
有的订单加工和来件装配那样简
单。”作为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市场
经理，罗苹深刻体会到了当前中国

电子信息制造行业的风向，“世界经
济不仅在深度调整，各国在抢占智
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高地，相关企
业也在调整自身业务重点”。罗苹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子
元器件产业的升级对于电子信息制
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做大做强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各大企业顺应大势，
自然把这种“升级”的信号传递到了
多数电子元器件供应商这里。据罗
苹介绍，公司原有的工作模式只是
按客户要求的规格和参数加工生产
即可，但现在公司还要参与设计等
上游环节或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数据
参考。

罗苹所在的企业不算大，却处
在很多知名大企业供应链的上游。

事实上，罗苹对记者的描述也是近
年来电子信息制造行业发展转型的
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在各类电子产品
中，占市场份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
件，其次是电子数据处理设备、无线
通信设备、控制与仪器设备。随着
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AI 等话题
的火热，电子信息制造所表现出的
新兴活力和转型动力一直在加速。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相关数据显
示，2016 年以来，发达国家市场的
逐步回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快
速增长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此有学者指
出，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竞争力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程度，也代表
了该国家或地区的智能制造水平。
尤其是近年来，以物联网、云计算、
智能产品为代表的下一代新兴产业
迅猛发展，直接带动了与之相关的
无线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等电子
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更新换代，也推
动着基础技术研发的进步。

那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该如
何突围呢？苗圩认为，加快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和升级除了要创新活
力，还要面向两类需求。既要面向
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引导消费
电子的智能化升级，又要面向制造
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需求，强化产
业技术的支撑能力，深化互联网、
AI、大数据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培育数字经济。
此外，与之相关的电子产业集群

化发展也备受业界关注。“一直以来，
中国在电子制造行业的产能地域特
征十分明显，即主要集中在珠江三
角、长江三角和京津地区，整体上中
国东部比中西部更具优势。”罗苹认
为，这也是中国相关部委近一段时期
关注电子行业集群效应的基础。记
者获悉，对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
展转型，工信部今后将鼓励和引导各
地区结合自身基础和条件，在“特色”
和“优势”上做足做好文章，积极探索
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对
标国际先进，注重协同推进，整合资
源，优化布局，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我国应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电子产业集群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前几日，津巴布韦总统访华，
双方将中津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仅是津
巴布韦，近些年随着一些非洲国家
加强与中国合作，中非投资越来越
火热、多元化。虽然能源和矿业将
继续在中非的业务往来中占据中
心地位，但大量的中国投资正逐渐
流向非洲的银行、农业、铁路、清洁
能源和电信等多个领域。

比如海润太阳能和 Amed 能
源在南非建立了合资企业；晶科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在南非开普敦开
设了一座工厂，从而成为首个在非
洲建厂的中国光伏企业；中国南方
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与南非
Transnet 集团公司签署了电力机
车整机出口合同，这是迄今为止中
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整车出口的
最大订单；华为在南非和尼日利亚
已经建立了新的网络；中兴也在致
力于肯尼亚的4G网络发展等等。

实际上，中企业务的扩大与非
洲的需求分不开。非盟2012-2020
年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优先
行动计划中，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有能源、交通运输、水资源、通
信等，预计总投资规模达679亿美
元，其中能源和交通运输的投资规
模分别为403亿美元、254亿美元，
占比分别达59.35%、37.4%。

虽然非洲投资潜力大，但相关
专家表示，中企在加快对非洲投资
的步伐时，仍面临不少风险，需要
谨慎小心，这些风险来自不同的法
律监管与商业环境、不同的语言文

化，以及跨境交易的不同形式。“在
非洲投资要取得可持续发展最关
键的就是要学会风险控制。”在赞
比亚工作了13年的中国有色集团
副总经理陶星虎说。

非洲 Werksmans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皮特（Pieter Steyn）也表示，
中企对非投资面临多方面的风
险。“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风险，比如
南苏丹、利比亚等地常遭受恐怖袭
击，缺乏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而且
政权交替和腐败风险也普遍存
在。”皮特说。

此外，非洲也普遍存在劳工
纠纷和动乱风险。皮特介绍，以
南非为例，在某些地区的动乱非
常大。又如赞比亚和尼日尔，在
劳工方面的风险也很高。而且非
洲国家经济不发达，许多国家的
教育水平不高，工人技能相对来
说比较低。

非洲的本地化政策也影响着
中企的投资，许多非洲国家都对本
土化企业有优惠，即使是博茨瓦纳
这样对外资非常欢迎的国家。“非
洲当地的企业有时会对外国投资
和进口怀有敌意。”皮特强调，因为
在进出口领域，中国出口到非洲的
产品非常便宜，受到消费者的喜
爱，所以当地企业认为这会对他们
的经营造成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投资方面
的法律限制或政策也需引起注
意。皮特介绍，例如南非和尼日利
亚对外汇会有一些监管，限制资金
流入和流出。

投资非洲：风险和需求都在等你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伊斯兰堡国际机场日前迎来首架民航客机。“首飞”各项预定工作的圆满完成，
标志着新机场向正式投入运营迈出了重要一步。 （丁雪真）

近日，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港口）收购
巴西巴拉那瓜集装箱码头（TCP）项
目顺利完成交割，将全面主导该码
头的经营管理，特许经营期将到
2048年。

在巴西联邦参议院举行的交割
仪式上，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表
示，这一交易创下巴西乃至拉丁美
洲集装箱码头并购交易金额之最，
也成为中企在拉丁美洲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的新突破。

TCP 码头是巴西第二大集装
箱码头，目前拥有3个集装箱泊位，
年设计吞吐能力达 150 万标箱，出
口货品主要为巴西具有高竞争力的
肉类、农产品等，是该国最具赢利能
力的码头之一。

据了解，招商局港口计划在两
年内投资近6亿黑奥完成对TCP码
头的扩建，包括岸线延长220米、前
沿吃水增加 3.2 米、吞吐能力提升
60%等。目前，TCP 码头已聘用近
1000 名本地员工。2019 年底码头
扩建工程完工后，还将会给当地带
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并间接带动物

流和贸易等相关行业就业。
招商局港口副总经理兼 TCP

码头公司董事长陆永新表示，交割
完成后，招商局港口将利用其全球
港口网络，一方面加大和船公司联
盟 的 合 作 力 度 ，增 加 新 航 线 ，为
TCP 码头腹地客户提供多种选择
和贸易便利，不断降低终端客户的
物流成本和提供其物流效率；另一
方面，也将通过协调中国客户和巴
西客户之间的业务协同，不断提升
TCP 和中国乃至巴西和中国之间
的双边贸易总量，“这无疑是一个双
赢的局面”。

近年来，中巴两国经贸关系持
续快速发展，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
口目标国，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地
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招商局港口董
事局副主席胡建华表示，此次收购
将进一步密切两国经贸合作。招商
局将以巴拉那瓜港为起点，在物流、
高速公路、临港保税园区和城市社
区综合开发等领域寻求更多的投
资、开发及运营机会。

“中国投资巴西基础设施正逢
其时，对巴西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弥

足珍贵。”巴西亚太—中国研究所
所长塞维利诺·卡布拉尔表示，近
年来巴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去年筑底企稳，有望实现持续回
升，但基础设施仍显薄弱。中国在
该领域具备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等
优势，此时投资巴西基础设施具有
相对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将对巴西
经济回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
为两国贸易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便
利条件。

巴西交通部长毛里西奥·金特
拉坦言，基础设施投资欠缺一直是
巴西经济发展的软肋，中企投资将
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巴西经济
正逐步复苏，为吸引中企投资创造
了有利条件。巴拉那州参议员韦
林顿·法贡德斯认为，TCP 码头的
交易在刺激巴西出口的同时将进
一步吸引投资者来到巴西。“中巴
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必将
得到持续强化。中国将带来巨大
的投资，而这正是当前巴西恢复社
会经济增长、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所急需的。”

（赵倩）

中企收购巴西TCP码头 互联互通带来双赢

本报讯 乌克兰海港管理局
与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港湾）近日正式签署切尔诺
莫斯克海港疏浚项目合同。乌海
港管理局表示，该项目总预算为
1550 万美元。据了解，切尔诺莫
斯克港口位于距乌南部城市敖德
萨西南12英里处。

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奥梅良
表示，该项目工程计划将港口浚
深至16米。他指出，中国港湾在
乌政府组织的招标中中标。

此 外 ，日 前 中 国 港 湾 获 颁
“乌克兰 2017 年经济成就贡献
奖”。该奖项由乌克兰国家海港
管理局主办，每年进行一次评选，
用于表彰当年为乌克兰港务事业
作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

中国港湾由于出色地提前完
工乌克兰南方港粮食码头疏浚项
目而获此殊荣。该项目是乌克兰
政府 2017年度的重点项目，也是
乌克兰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预
算基础设施项目，对于提升南方
港通航能力，促进货物出口具有
重大意义。 （李铭辉）

本报讯 日前，中国网约车
公司滴滴出行正式登陆墨西哥，
通过在墨西哥开通的网站广告
向司机和乘客介绍其服务内容，
并准备与竞争对手优步展开烧
钱大战。

报道称，墨西哥拥挤的街道、
欠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不
断壮大的智能手机用户群体，使
得手机应用约车服务进入墨西哥
的时机发展成熟。

滴滴出行在其墨西哥官网上
称，该公司将很快开始运营，但未
透露具体日期。滴滴出行还表
示，为了吸引司机加入，6月17日
前不会从车费中收取分成，之后
将收取20%分成。这略低于优步
在大多数市场收取分成的比例。
如果司机成功介绍其他司机和乘
客使用滴滴，还将获得奖励。这
是网约车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常用
的策略。

据了解，滴滴将在手机应用
上为司机和乘客提供一个安全按
钮，一旦出现险情，可接通警方和
其他紧急联系人。据其网站透
露，滴滴业务将以汽车服务打头，
同时也在考虑其他形式的交通工
具，例如轻便摩托车、摩托车和自
行车共享业务。

记者从滴滴方面获悉，滴滴
墨西哥团队即将在托卢卡等墨西
哥的地区中心城市上线试运营。
其中，托卢卡是墨西哥第五大城
市，墨西哥州的首府，重要的工商
业和文化中心，距墨西哥城约 60
公里，1小时车程。 （邢印）

◆出海记

中国港湾签署乌克兰
港口疏浚项目合同

滴滴出行登陆墨西哥

近日，支付宝因存在涉及个人
信息保护等方面的 7 项违规行为
被监管部门罚款 18 万元。对于支
付宝及其众多数字经济企业而言，
18 万元的额度虽然不多，但理应在
业界引起足够重视。否则，个人隐
私问题会成为那只亚马逊森林里
掀起风暴的蝴蝶。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今个
人隐私泄露已成泛滥之势。正如
充满煤气的封闭房间，只需一丁点
火星，便可使得一切灰飞烟灭。根
据相关数据预测，2018 年，我国网
络购物用户数量将超过 6 亿。这
意味着像支付宝这样的企业手里
拥有着 6 亿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
式、银行账户、购物喜好、购物周期
和购物量等大量数据，一众消费者
在一些企业面前，正如待割的韭
菜。难怪李彦宏大言不惭：我想中
国人可以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
有那么敏感，如果他们愿意用隐私
交换便捷性，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愿
意的。

我们知道，粗放型的经济发展

方式曾让人们尝尽了苦头，比如说
之前的生态环境污染，现在的大量
个人隐私泄露。在互联网企业刚刚
兴起的年代，企业获取个人数据犹
如智者对“平庸者”的掠夺，人们要
么无知，要么无奈。然而随着中国
人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不断提高，
面对手机页面弹出的各类授权许
可，人们为了获得某项服务选择签
下这张“卖身契”，也是不得已而为
之。因此，人们对李彦宏的说法表
示了前所未有的愤怒：“我们牺牲了
个人隐私，没有换来方便，换来的是
无数骚扰电话和诈骗电话。”

李彦宏可以毫不知耻地说出
那句话，正是因为当下的数字经济
正处于野蛮增长的阶段。毫无疑
问，这与现在国家提倡的高质量发
展背道而驰。

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相
比较，欧美等国家在该领域发展缓
慢，原因正是其文化传统中十分强
调个人隐私保护，在这方面的法律
法规也十分严格。我们应当看到，
欧美数字经济会因为注重保护隐

私而走得更加稳健，后劲更足。
Facebook 东窗事发之后，欧美

用户们愤恨不已，发起了一场持续
至今的“Delete Facebook”的运动。
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就连埃隆·马
斯 克 也 清 空 了 Tesla 和 SpaceX 的
Facebook 页面，苹果 CEO 库克更
是要求 Facebook 对隐私政策进行

“像素级”完善。3 月 25 日，美国和
德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Facebook 多年建立的诚信
体系几近崩溃，正在失去大多数民
众的信任，并有可能面临 2 万亿美
元或者更多的罚款。其股价从事
件前的 185.09 美元跌到 4 月 6 日收
盘价 157.20 美元，十天内市值蒸发
超过 810 亿美元。甚至还有美国
参议员对 Facebook 发出警告，如果
Facebook 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用
户 隐 私 ，将 通 过 立 法 解 散
Facebook。 Facebook 因 5000 万 用
户隐私泄露而遭到各方谴责的事
件，给中国企业也敲响了警钟。告
诉那些扩张野心不断膨胀、意图走
出国门的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若不

对企业自身行为加以约束，在欧美
将寸步难行。

作为数字经济浪潮中的领先
者，中国企业更应该树立长远发展
的目标，积极倡导保护消费者的个
人隐私，力争成为这一领域规则的
制定者，并且带头遵守规则。唯有
这样才能在未来占有先机。若中国
数字经济企业依靠规模庞大就对消
费者颐指气使，忽视个人隐私安全，
这只能证明，当初的创新者、革命者
已经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势必
会被后来者、新的革命者所取代，导
致其失去先机，失去掌握数字经济
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纵观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有无数的企业成功、倒闭，但凡
是在法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还能
够笑到最后的，都是守规矩的企
业，而不是打法律擦边球的企业。
现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举
足轻重，并需要依靠数字经济完成
弯道超车。在这个重要时期，对于
数字经济企业而言，先要守规矩，
再谈如何领跑全球。

先守规矩 再谈领跑全球
■ 张凡

近日，由中华慈善总会评选的
2017 年度全国慈善会基层慈善先
进工作者、爱心企业、爱心企业家
名单揭晓。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储吉旺荣获“2017 年度
全国慈善会爱心企业家”称号，全
国获此殊荣的企业家共16人。此
前，该公司已被中央精神文化建设
指导委员会评为“2017 年度全国
文明单位”。

储 吉 旺 1985 年 创 办 如 意 公
司。30 多年来，如意公司累计向
慈善机构、社会公益事业、困难群
众以及各地突发灾难如汶川大地
震、玉树灾区、舟曲灾区等捐款达
1.3亿元，占公司总资产1/4。历年
来，公司向宁波市慈善总会共捐款
1500 万元。此外，他们设立了“吉
旺慈善帮困基金”，基金本金不动，
每年以利息用于慈善事业。至
2017 年年底，该基金已经累计支
出369万元，其中救助重大病患者
140名，支出224万元；救助贫困大
学生200名，支出100万元；资助宁
海茶院乡发展教育事业45万元。

公 司 还 在 宁 海 县 慈 善 总 会
分别设立“吉旺慈善助医基金”、

“如意慈善基金”和“如意环卫慈
善基金”，至 2017 年年底，累计捐
款达 3114.3 万元，救助上千名困
难群众。

30 多年来，如意公司捐助的

爱心善款遍及海内外。
此前，储吉旺先后两次荣获

中华慈善总会 2005 年“中华慈善
奖”、2009 年“中华慈善突出贡献

（个人）奖”称号，并获“浙江省慈
善楷模”和“宁波市慈善楷模”称
号。如意公司先后被评为“中华
慈善突出贡献单位”“宁波市十大
慈善民营企业”“宁波市十大最具
爱心企业”。

储吉旺以慈善为乐，他说：“反
哺社会是企业家的责任。”取之社
会，回报社会，遵纪守法，担当责
任，提升效益，善待员工，慈悲喜
舍，是如意公司坚定的目标和信
念。几十年的回报社会，如意公司
形成了独有的慈善文化。

储吉旺热衷于慈善事业，不
管公司经济形势如何，每年坚持
扶贫扶弱。他说，树木要以落叶
回报土地的养育之恩，所以做人
更要有慈善慈孝之心。“我把企业
比作一棵树，没有根，树不能成
长；有根没有树，这个根不会长
久。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就如同树
同根的关系，要‘树知落叶报土
恩，人有孝善济苍生’。”

储吉旺的慈善理念，在如意
公司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关
爱员工、奉献社会、善待社会弱势
群体、做好人、做好事等正念善行
蔚然成风。 （竺济法 陈嫣婷）

储吉旺：反哺社会是企业家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