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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领域在近几日分别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
息。好消息是中美贸易谈判进展
顺利，双方有望达成协议；坏消息
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将对欧盟 11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
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难怪不
久前，WTO 下调了 2019 年的全球
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3.7%下调
至 2.6%。现在，无论是学者还是企
业家，都在问：“全球贸易的未来，
路在何方？”

“WTO 下调全球贸易增长预
期并不令人意外，全球贸易增长很
难常年处于高速，毕竟目前贸易增
长受各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
大。但好在还是在增长，并未出现
下降的迹象。”摩根大通全球贸易
和贷款产品贸易（中国）及销售（大
中华区）主管林树文在接受《中国
贸易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美国加息进程放慢乃
至有可能降息，英国脱欧等一系列
事件都对全球贸易增长带来影响。

“很难对这些经济和政治事件
的前景进行预判，给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
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规划和应对策略。”林树文说，这就
对企业在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的
布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在中美
贸易谈判顺利的利好消息为当前
局势增加了一些积极因素，“以前
全球贸易的高增长得益于良好的
政治、经济环境，现在各方还是应
该为全球贸易的增长营造良好的
环境。”

“我们在看到全球货物贸易增
速在下降的同时，也要看到全球服
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并不慢。”林树
文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全球贸易
增长的动能正在转化，预示着全球
贸易新格局正在形成。

WTO 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
服务贸易实现连续第二年强劲增
长，全球服务贸易额达到 5.80万亿
美元，同比增长 8%，其中与商品有
关的服务业扩张幅度最大，增幅为

10.6%，交通运输领域增长最慢，为
7.1%。其主要拉动因素来自亚洲的
服务贸易进口，其中特别是中国在
2018年服务贸易进口增长了12%。

数字贸易近年来也发展得如火
如荼，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
槛降低，这使得企业更容易掌握消
费者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加之
企业和个人的支付手段也日趋多元
化，这为擅长小规模生产的中小企
业带来新的机遇。此外，跨境电商
平台、贸易融资平台等各类平台型
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使得中小
企业资信认证越来越容易，可以更
好解决中小企业贸易融资的问题。

“近年来，以区块链技术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未来影
响深远，一大批科技公司因此崛
起。这让开展贸易的各个环节所
用时间大大缩短。”林树文以他所
熟悉的贸易融资为例，“以前企业
要完成一笔贸易融资，可能需要准
备 100多页的文件，与 30多个相关
方以电话、面谈、传真等各类方式

接洽 200 多次，无形中加大了中小
企业的负担。而随着贸易逐步数
字化，整个流程也将大大缩短。例
如，摩根大通 2019 年在科技领域
投入 110 亿美元，其中就包括了贸
易融资领域。我们的线上机器人、
系统后台可以把全球的资金和供
应商连接起来，方便供应商更好地
安排资金。”

林树文分析认为，中小企业若
要更好地走出去，可以从以下两点
入手：一是跟随中国大型企业走出
去，为大型企业的供应链提供产品
或者相关服务；二是以入驻海外园
区的方式，用好跨境电商提供的后
台数据，贴近当地市场，在了解当
地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产品
生产和提供相关服务。

“当然，在把握数字化机遇的
同时，中小企业也要开发自己的核
心技术，降低成本，打造过硬的产
品。”林树文说，唯有如此，才能更
好地面对未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带来的各种挑战。

中小企业如何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 本报记者 张凡

在黑龙江省的中俄边境，有
一条绥芬河，一座城市因河得
名。这里也是我国对俄贸易的前
沿地带。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来
自湖北云梦的商人来到这里，追
寻心中的财富梦想。

这群背井离乡的生意人，历
经辛苦，从当时还算红火的中俄
边贸中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后，不少人又追寻着梦想来到
北京，在当时中俄服装贸易的标
志性地段——北京雅宝路继续打
拼。据说，当年在北京雅宝城里，
200多家商户中，云梦籍的就占到
了一多半。

然而，随着雅宝路的转型、分
流，一部分人虽然选择了坚守，但
还有一部分被家乡的亲情招商所
打动，在 2012 年集体返乡创业，
建立了云梦皮草城。从这以后，
湖北云梦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
皮草基地。

在返乡创业的人群之中，有
一位名叫王亚华的企业家，1994
年 离 乡 去 东 北 时 他 还 只 有 25
岁。另一位叫鞠长明，也是 1994
年去的东北，年龄上比王亚华更
长一些。随着创业的浪潮，他在
家乡创办了一家企业名叫湖北雨
蒂斯诺皮草服饰公司的企业。而
和他一样开办皮草公司的回乡商
户不在少数。

受益于此前的商业积累和对
行业的轻车熟路，这些企业家们
为云梦皮草城的发展装上了翅
膀。他们的从天而降，也让云梦
2013 年的外贸形势大为改观 。
2014 年的前 8 个月，云梦外贸出
口增幅高达 1566.5%。2019 年 1
月，云梦召开大会表彰云梦皮草
产业园，仟姿蒂妮皮草服饰、加隆
世家皮草服饰等 5 家皮草企业被
评为出口创汇优秀企业。

还有一些更高层级的荣誉。
除了被授予“全省外贸出口基地”
的称号外，2018 年在商务部公布
的 255 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中，云梦皮草城也位列其中。

“虽然将生产基地搬迁到云
梦，但之前积累下来的销售渠道
和市场资源还依然留在绥芬河、
雅宝路和俄罗斯等地。搬到云梦
后，当地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
应该说生产规模更大了。”熟悉鞠
长明、王亚华和云梦皮草城来历
的湖北顺盛皮草服饰有限公司周
先生感叹地说：“在云梦，这种规
模较大的产业集聚现象挺少见！”

“说到转型升级，我们打算扩
大内销，争取实现内外销并重。”周
先生介绍说，从省级外贸出口基地
到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这些荣
誉逐渐提高了云梦皮草产业园的
知名度和信誉，对云梦皮草的品牌
建设是有帮助的，虽然这种效果有
一个渐渐显现的过程。

“尽管目前湖北省市层面对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的优惠政
策还没正式出台，但据我了解相
关的研究讨论一直在进行中。”周
先生态度乐观。

而除了大公司以外，云梦也
有一些小皮草企业。“我们只是对
皮草做一些简单加工，既做内销
也做外贸。我们没有自己的品
牌。这里不少企业也没有自己的
品牌。”当地一家皮草企业工作人
员热情地介绍着基本情况。

目前，云梦大大小小的皮草
且都在忙着转型升级，还成立了
云梦皮草行业协会，考虑在设计、
品牌、产品调整方面发力。

对云梦皮草产业园这一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中的空降成员
来说，一切还很年轻、新奇，转型
升级的大幕才徐徐展开。

案例G
2017 年 5 月，中国 A 公司与巴

西B公司签署电脑及其配件销售合
同后，由A公司向B公司提供价值
900 万美元的货物，约定支付账期
为 120 天。合同生效后，A 公司陆
续向B公司出运了总金额近 600万
美元的电脑及配件，7月 25日，A公
司收到B公司的电子邮件，告知其
已在当地法院申请破产重组，无法
支付合同项下的相应货款。被告知
申请破产时，A 公司尚有价值 300
余万美元的货物未到合同约定的巴
西的港口。A公司立即于当日向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报损。

经中国信保通过海外渠道调查
核实，B 公司确实已经向巴西当地
的法院申请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当
地法院于 2017年 7月正式通过了B
公司提出的破产重组申请，并指定
了破产托管人。

根据A公司签订的出口信用保
险合同的约定，中国信保第一时间

通过海外渠道与买方会谈接洽。买
方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债务重
组方案，只提出对于一般无担保债
权人需要在两年后开始偿还债务，
预计6年以上才能清偿完毕。对于
可以继续供货的债权人，买方愿意
以现金进行交易并支付合同金额的
7%偿还旧债。

经过中国信保的谈判，与巴西
B 公司及其破产托管人达成了如
下协议：（1）B 公司同意把从 A 公
司进口货物中的已提货部分列入
公司的破产债权；（2）B 公司在后
续签署的新订单中，将采取溢价的
方式对其中的 13%进行清偿；（3）
对于未提货的部分，书面承诺按照
OA180天付款的前提下，中国A公
司已全部放货给买方，且该部分应
收账款到期后，买方将优先清偿，
不列入破产债权。

在与巴西B公司确定相关的债
权处理方案后，中国信保根据与A
公司签署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由

中国信保对A公司近 600万美元的
损失按照约定的赔偿比例先行予以
赔付。

案例点评
国际市场买家拖欠、拒收和破

产而带来的出口收汇风险是我国外
贸出口企业面对的最大外部风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促进外贸安全出口
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出
口信用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一是可以为进出口尤其是的
出口的企业提供发生的损失补偿保
障，比如碰到对方破产无法给付货
款的情况；二是可以让企业更加便
利地获得银行融资，因为一般投保
了出口信用保险就意味着货款追回
的稳定性，企业现金流更有保障；三
是可以推动进出口双方使用各种灵
活和更具竞争力的结算方式，促进
金融行业的向前发展；四是可以协
助加强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完善企
业的风险防范制度。

在面对国外买方破产的时候，

绝大多数出口企业的反应或是消极
应对，或是无奈等待破产程序的最
后分配，结果往往是货款的巨额损
失。部分出口企业缺少的是处理国
外企业破产的经验，以及必要的专
业机构的协助。本案中，在获悉买
家申请破产重组后，出口企业行动
迅速，当天即向中国信保通报相关
信息。中国信保接报案件后，立即
通过海外渠道与买家接洽，在专业
律师的积极谈判斡旋下，在最大程
度上确保了出口企业破产债权项下
的权益，同时还保留了重组期间与
该买方的后续订单，在风险和危机
中进一步深化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因此，出口企业应当重视并运
用好出口信用保险这一风险化解和
利益保障手段。根据投保条款的不
同，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对应破产、无
力偿付债务、拖欠等其他商业风险
造成损失的最高赔偿比例为90%。
通过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信用保险
机构将按合同规定在风险发生时对

投保企业进行赔付，有效弥补企业
财务损失，保障企业经营安全。同
时，专业的信用保险机构能够通过
其追偿能力实现企业无法实现的追
偿效果。

除此之外，在签订国家贸易合
同时，企业要在合同条款中增加有
关物权保留条款的约定，这是应对
对方出现破产等情况的基础性保
障条款。由于各国法律对物权保
留条款的效力及其范围的规定并
不统一，需要企业在贸易谈判中了
解各国相关法律知识和国际贸易
惯例，准确、严谨地制定合同条
款。同时，企业要实时关注国外买
方的经营状况，防范老买家、大买
家的破产风险造成出口企业的突
然“死亡”。尤其是防范一些国外
企业的恶意“破产”欺诈行为的发
生。最后，当国外客户的破产案件
发生后，要尽快委托专业机构介
入，最大程度确保破产债权项下的
权益，减少损失。

国外买家宣布破产怎么办
■ 郭辉

《中国贸易报》记者 4月 9日从
携程“全球签证服务中心”得到的数
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在携程 84
个办签国当中，中国游客赴日本旅
游签证的办理数量高居首位，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55%。通过携程办
理出国签证的中国游客，每 5 个人
中就有一个选择日本。由携程提供
的日本官方统计数据则表明，2018
年中国赴日本游客人数超过800万
人次。对此，携程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中国游客赴日本旅游持续增
长，有部分得益于日本签证便利度
的大幅提升。

有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外

务省为了提高签证业务效率，决定
从下月起在中国首次施行在线办理
签证的业务。日本驻华使馆将从 5
月起开始接收游客在线办理单次赴
日本签证的业务。明年 4 月以后，
这一业务的受理范围会扩大至日本
在华的全部领区。随着在线办理签
证业务的开展，日本外务省还拟于
2020 年 4 月起废除纸质签证，改用
基于云端数据管理的“电子签证”。

携程签证专家告诉记者，目前
已经有很多国家开放了电子签证，
其中一种是需要递交相关材料到
对应国家的领事馆申请签证，领事
馆审核通过后会通过邮件颁发电

子签证。新加坡电子签证申请就
是这种方式。另一种是不需要递
交相关材料到对应国家的领事馆，
只需在官方指定的网站上填写简
单的信息，上传相应的材料并直接
支付签证费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
到电子签证。土耳其、印度、柬埔
寨、马来西亚签证办理都采用这种
方式。“电子签证将极大减轻游客
出行的成本负担和节省办签时
长。游客通过在线平台办理电子
签证最快只需要一分钟。”

此外，专家还表示，日本开放
中国公民单次旅游签证的在线办
理，为中国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日本签证在线办理如果普及开
来，相比在旅行社办理，游客能节
省一部分服务费用。但对比电子
签证，旅行社方面办理传统签证的
经验会更足，比用户自己办理更省
力更便捷，准确率和出签率也高。
因此，预计短期内大部分的中国游
客还是会选择通过专业签证服务
机构办理签证。”

目前，随着日本签证便利化程
度的提升，以及今年劳动节小长假
带来的利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
国游客开始选择在近期出行日本，
旅行社日本签证订单的数量也因此
迎来较大增长。仅以携程旅行网为

例，同比于去年劳动节，日本签证的
办签数量已经增长近四成。而今年
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从中国
游客赴日旅游签证订单数量的增幅
来看，天津、成都、广州、厦门、深圳、
杭州、南京、上海、重庆、西安排名前
十。其中，天津的增幅更是达到了
344%，成都的增幅为 272%。“从办
签量可以看出，国内二三线城市赴
日旅游正在快速升温，一些中西部
代表城市尤为明显。”携程签证专家
向记者表示，“这一数字还在增长
中。随着办签材料的放宽以及在线
办理签证、电子签证的普及，中国游
客办理日本签证将会越来越便捷。”

二三线城市赴日旅游快速升温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云梦皮草产业园

从无到有的外贸转型明珠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2019 年全国电子信息行业
工作座谈会 4 月 8 日在深圳举
行。据介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
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出口国和
消费国。统计显示，2018 年，我
国手机、计算机、彩电产量分别达
到 18亿部、3亿台和 2亿台，占全
球总产量的 90%、90%和 70%以
上，均稳居全球首位。国内市场
智能手机、PC、彩电出货量分别
占全球总出货量的27.8%、20%和
20%。主要消费电子产品（手机、
计算机、彩电、音响）出口额合计
约 2947亿美元，占我国外贸出口
总值的近12%。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消费电子
处处长曲晓杰表示，我国拥有全
球最丰富的消费电子产品门类，
产业配套、技术应用和产业服务
能力全球领先。其中，我国消费
电子产品智能化、高端化成果显
著，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形成
新的产业发展热点。

中国消费电子产品
出口全球领先

《日本时报》4月6日文章，中
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
宠物市场。越来越多日本公司试
图在中国的宠物热潮中抓住商
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社会老
龄化加剧，中国人对宠物的需求
不断增长。在近 14 亿人口的中
国，宠物猫狗约有 9000万只。据
预测，中国动物药品市场规模从
2014年到 2020年将增长近 7倍，
规模达470亿日元。

住友制药旗下的DS 动物药
品制造公司3月底与一家中企达
成协议，预计于 2022年在中国上
市一种用于犬类的抗癫痫药物。
日本宠物食品制造商多格漫公司
已在上海和青岛设立销售点。三
井公司自 2010 年以来一直在华
销售宠物食品和其他产品。该公
司负责人认为，“中国宠物市场将
进一步增长。”

日本各大电子公司也对中国
人对宠物用具、产品的需求寄予厚
望。松下计划本财年推出多款产
品，包括能去除宠物气味的小型空
气净化器。夏普准备在华推出用
于监测宠物猫健康状况的如厕系
统。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毫无疑
问，中国宠物市场潜力很大。”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中国宠物市场
为日本企业带来商机

据韩联社报道，据克拉克松研
究公司公布的2019年1-3月统计
数据，今年一季度世界造船新接订
单 共 196 艘 、573 万 修 正 吨
（CGT）。其中，中国106艘、258万
CGT，占全球接单总量的45%，高
居榜首；韩国35艘、162万CGT，占
28%，居第二位。统计显示，截至
今年3月末，全球造船市场手持订
单比上月增加 35万CGT至 8118
万 CGT。 中 国 手 持 订 单
2992CGT，列第一位，比上月增加
62 万 CGT；韩国以 2133 万 CGT
居第二位，较上月减少27万CGT。

一季度韩国造船新接
订单量仅次于中国

贵州省正安县从 2013年开始发展吉他产业，并建设吉他产业园，目前已入驻园区投产吉他生产及其配套企业
54家。2018年，正安县产销吉他600万把，出口到美国和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安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吉他“世界工厂”，也被称为“中国吉他制造之乡”。图为工人在整理喷漆后的吉他。 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