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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产
业链受到影响，零部件、原材料和产
成品的国际流通不畅。面对这一情
况，加快建设区域性产业链集群、推
进产业链区域化成为热议话题。多
位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在接受《中国
贸易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他们尽
管对此话题的看法不一，但都认为
产业链区域化作为一种应急策略有
其价值，至于是否能成为疫情期间
和全球疫情结束后的全球产业链变
革趋势尚难确定。

“讨论当前产业链区域化问题
需要先厘清一个概念：是落脚于中
国的产业链区域化还是国家间的
产业链区域化。”对外经贸大学国
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告诉

记者，目前不仅欧美国家疫情严
重，中国周边国家疫情也较为严
重，国外交通停滞、工厂停工情况
较为普遍，这种形势下想在中国和
周边国家之间进一步推进产业链
区域化有难度，但是如果只想在中
国推进则好办一些，因为中国已基
本走出疫情阴影，能够一定程度上
推进产业链区域化。

在卢进勇看来，在国内推进产
业链区域化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产
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紧密相连，通
过产业链区域化，可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全球产业链受损带给我国的影
响。疫情发生之前，很多企业库存
较少甚至一些企业选择零库存，疫
情让企业感受到库存的价值。从产

前来说，建议企业适当增加库存，同
时努力寻找国内替代品；从产中来
说，部分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渠道不畅，如果不想停产，
可选择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国内能解
决零部件、原材料进货问题的产品
上来；从产后来说，出口转内销目前
得到政策鼓励，是企业可以考虑的
方向。”卢进勇建议，“我国产业链、
价值链要尽量向数字化、自主化方
向发展。数字化增加了突破时空限
制的机会，也增强了产业链的柔性
和弹性。由于我国市场大、产业链
齐全，可努力提高产业链自主化水
平。虽有一部分原材料、零部件需
借助国外，但可想办法从国内解决
一部分供应问题。

卢进勇强调，这些都是临时性
应急措施，长期来看，还是要借助全
球产业链和供应链。

“全球大产业链下包含三大区
域产业链：北美、西欧和东亚。可
以看到，产业链之间关联度高，比
如半导体产业有很多环节，美国、
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其中进行有机
分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研究员万军说，疫情突然
暴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很
大，中国复工复产时有一部分高端
零部件需要从欧美进口，产业链因
此受到影响。

“目前，全球三大区域产业链是
一系列因素促成的，产业链的布局
和变迁受产业配套完善程度、劳动

力素质、市场容量和市场增长前景
等因素影响。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大
的变化，目前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就
难言变化。”万军分析说，疫情期间
的应急反应和未来的现实考虑是两
回事，“例如当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
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短期冲击，当
时也有类似的对产业链变革的讨
论。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是否有大调
整，无法早下结论。但相关国家努
力让产业链就近分布的想法和做法
可以理解。”

在国外对我国产品需求下降
的当前，万军建议企业着力挖掘
国内市场潜力，同时从严从紧调
整生产计划、经营安排，严控预算
和开支。

疫情或加剧产业链区域化？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斯 里 兰 卡 港 口 管 理 局
（SLPA）将科伦坡港免除滞港
费用期限延长至5月7日，以减
轻进口贸易和航运界的压力，
并表示因港口积压将至顶峰，
将不会继续延期。

据哈萨克斯坦 LS 网站报
道，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
部部长苏尔丹诺夫发文表示，
哈 政 府 已 启 动 QAZTRADE

“出口加速计划”。该计划旨在
整合为出口企业提出的支持政
策，包括分析企业及商品出口
潜力、选择销售市场、拓展客户
资源、开展市场营销、准备出口
文件等，为潜在出口商提供从
策划到发货的“交钥匙”服务。
该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将首
先面向食品工业企业。

（本报编辑部综合整理）

本报讯（记者 刘禹松）4月27日，流行病防范创
新联盟（简称CEPI）宣布与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简称三叶草）的全资子公司（英文名称：
Clover Biopharmaceuticals AUS Pty Ltd，简称三叶草
澳大利亚公司）签署一项合作协议。通过该协议，
CEPI将向三叶草澳大利亚公司提供350万美元的初
始资金，用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工作。

据了解，三叶草是一家全球性临床试验阶段的
生物制药企业，致力于创新药、高端生物类似药及重
组RNA病毒三聚体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上
述合作资金将用于支持三叶草澳大利亚公司在当地
开展“COVID-19 S-三聚体”新冠肺炎疫苗人体 I期
临床试验的准备和启动工作。

据相关人士介绍，“S-三聚体”疫苗基于三叶草
独特的蛋白质三聚体化专利技术平台，以表达生产
冠状病毒天然表面抗原 S 蛋白构象高度相似的共
价三聚体融合蛋白重组抗原，用于预防性疫苗开
发。作为一家拥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生物制药企
业，一旦“S-三聚体”疫苗研发成功，三叶草将有望
快速进入规模化生产。

对于此次合作，三叶草首席战略官和“S-三聚
体”疫苗共同发明人梁果表示：“能够获得CEPI的资
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这对于加快三叶草利用我
们创新的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平台研发的‘S-三聚
体’疫苗及临床开发计划至关重要。自疫情暴发后，
三叶草全体员工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能够为
有效遏制疫情贡献力量。”

CEPI首席执行官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说：
“我们很高兴与三叶草合作以协助其开发创新的‘S-
三聚体’疫苗候选疫苗。三叶草在病毒序列公布后
一个月内就生产出候选疫苗，并快速向首次人体临
床试验阶段迈进。”除了此次资助三叶草外，CEPI迄
今已向 Curevac、Inovio、Moderna、Novavax、香港大
学、牛津大学、昆士兰大学和巴斯德研究所牵头的一
个联盟等机构提供初步资金和帮助，以推进新冠肺
炎候选疫苗的开发。

据悉，此次合作是 CEPI 于 2020 年 2 月初向全
球发出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呼吁的结果——该呼吁
旨在为一些有前景并可以快速研制新冠病毒疫苗
的技术提供资助。日前，CEPI 已正式宣布在中国
设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挪威）上海代表处。
通过该代表处，CEPI 将与中国在预防并控制流行
性疾病方面寻求合作，包括资助公共健康领域的
科研项目、开展疫苗的研发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
流等。

近年来，中国与荷兰的经贸关系取得
长足发展，贸易额呈稳步上升趋势，荷兰已
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疫情给中荷经贸关系带来严重冲
击。首先，货物贸易遭遇困境。在欧盟
区域外，中国是荷兰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疫情的蔓延无疑会对进出口造成一定的
影响。2020年一季度贸易数据显示，中
欧贸易下滑较大，中荷贸易也未能幸
免。其次，国际旅游及航空产业受冲击
较大，预计中荷服务贸易将受到影响。
据荷兰统计局报告称，自疫情暴发以来，
来往两国的旅客人数急剧下降。截至
2020年2月份开通的客运航班数下降至

122趟，下降幅度高达 64%。最后，荷兰
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大多以生产为导向，
防控疫情所采取的停工停产政策使得生
产链供应出现中断，企业复工后物资供
应依然受限，疫情之下的中荷双边投资
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荷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
效纾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稳定中
荷双边贸易、保障中荷有序恢复核心产
业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减少疫情给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
不利影响，中荷两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在
多领域加强合作。第一，探索疫情之下
的合作机制。在积极防控疫情的前提

下，有序、适度恢复国内企业以及在荷企
业的生产能力，对机电产品、科学仪器等
核心产品的制造实行优先、重点复工政
策，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第二，继续推
动中荷双方战略对接，稳定合作信心。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洲2020”以
及荷兰海洋战略规划，为未来中荷产业
合作尤其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合作开
辟新空间。第三，加强双边经贸对话，发
掘两国经贸合作潜力，探索中荷更多经
贸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可以借鉴荷兰服
务业发展模式，荷兰也可将中国作为巨
大的消费市场，以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加
紧密的中荷关系。第四，加强新兴产业

领域合作，升级合作模式。在中荷传统
行业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在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环保、智慧城市等新
兴产业领域的合作，为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注入更多的荷兰因素。第五，深化现
代农业合作，努力提高合作水平。双方
应继续加强温室技术、蔬菜和鲜花培育、
食品加工、乳业、畜牧生产、兽医等领域
合作，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
究、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充分发挥中
荷农业创新与促进中心的示范作用，共
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疫情下中荷可从五方面加强经贸合作
■ 刘斌 任瑞雪 戴臻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价
值链，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具备
高度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
糊性，中企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
怎样应对？中企原来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从低端起步，逐步参与国际分工，正
处于上升轨道，如何培育生生不息的
自主创新动力，在国际分工中掌握更
多的竞争主动权？我们将以中国医药
研发服务全球领军企业——药明康德
的发展实践为典型案例，深入探讨企
业全球化进程中，运用双融战略，利用
价值链分工提升技术创新优势的实践
路径。

凡事均有两端：或阴或阳，或动或
静，或刚或柔，或进或退，孔子推崇“执
两端而用其中”，表现在企业战略中就
是或扩展或收缩，或跳跃或稳定，或研
发或营销，执其两端，中用合于阴阳。
我们把这种执两用中称为双融战略。
陈明哲教授曾提出“文化双融”的概
念，也就是一种能将两个看似无法调
和的对立观点或面向加以整合的思维
与方法，目的在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
短。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战略上，
就是将两个看似对立的战略“中和”到
一起，简称双融战略。药明康德提供
一个双融样本，通过外包主动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通过技术引进或模仿
加速其技术进步的契机。但从经验上
看，外包业务多是价值链增值的低端
领域，以此为切入口，往往也可能被
锁定在低端。摆脱这一困境除了提升
外包供应商自主吸收能力外，还需要
调整与外包上游企业关系，变被动牵
引为主动竞合关系。我们从药明康德
发展历程总结出三条双融战略的重要
经验。

从外包优质赛道出发，内合全
产业链服务

外包与内合，看似矛盾，但早在
2000年国内仿制药仍盛之际，药明康德
就提前布局，从提供小分子化学药的研
发外包服务为起点，逐步从小分子化学
药研发到临床，从实验室到工厂，从依
赖成熟技术到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药
明康德立足优质赛道，通过内生研发
与外延并购，逐渐打通产业链，服务范
围贯穿药物发现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
逐渐拓展至整个CRO+CMO/CDMO产
业链。

项目方面，药明康德实行“分子跟随
战略”，即从新药研发早期阶段介入，后
拓展至商业化阶段，与客户在创新药整
个生命周期中持续合作，双方技术理念
和管理体系不断磨合，形成稳定可靠的
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新药研发效率
和成功率。

在客户选择方面，一端是以优质全
面服务，巩固核心大客户如辉瑞、强生、
诺华，另一端是与“长尾”客户合作，即与
国内外初创药企和虚拟生物公司等中小
客户合作。该类型客户无需投资建设固
定资产，即可借助药明康德公司快速获
得全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通过发挥一
体化平台优势，公司可为他们提供多种
定制化组合服务，从而获得更高的客户
忠诚度与留存率。

建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
双向桥梁

药明康德积极利用好国外和国内两
个市场的创新需求，通过开放式创新模
式，有效地将两个市场有机联系在一
起。秉承“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的方针，

药明康德在中美两地深度运营布局，成
为连接中国药企走向世界及国际大型药
企药品快速进入中国的“双向桥梁”。目
前，在“国际多中心战略”的指导下，公司
拥有包括上海、苏州、天津、武汉、常州及
美国费城、圣保罗、亚特兰大、圣地亚哥、
德国慕尼黑等在内的全球 29 个研发基
地/分支机构。

依托其覆盖全球的研发基地，药明
康德构建了强融合的全球服务网络体
系。借助于中美两地成熟产业网络、业
务经验及多项国际认证，药明康德助力
更多创新药进行“中美双报”，成为创新
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桥梁。从
贸易角度看，药明康德的中美双向贸易，
对于促进中美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意
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的威胁下，调动国际资源、
叠加内外优势、进行创新药全球研发仍
是应对跨国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最有效
之法。

产融结合，培育开放式创新动力

药明康德的高质量外向型创新发
展，采取了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

“三链融合”模式。药明康德起家于小分
子化学药物发现业务，借助风投基金、自
筹资金等，不断拓展业务范围，以自有资
金通过风投基金对创新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变革性技术、医疗健康信息技术、
医疗健康服务 5 大方向进行风险投资。
这些风险投资为公司提供了把握前沿科
学技术的机会，向医药创新服务链下游
延伸，最终建立起全方位、一体化、开放
式的创新平台。随着平台综合服务能力
的形成与增强，吸引到更多资金支持，资
本市场和银行贷款规模加大，整合并购
能力的提升又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创新
链建设，三链有机融合。

综合而言，双融战略就是在外包-
内合、大客户-长尾客户、开发探索-平
台复合、“引进来”-“走出去”、国内市
场-国际市场以及产业创新-融资扩张
等看似矛盾的两端，同时进行红蓝军布
局，岁立其中，用之无穷，实现企业在价
值链上发展的生生不息。

（作者孙黎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
厄尔分校创业与创新副教授；闫大颖系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研
究员）

全球价值链上双融战略的启示
■ 孙黎 闫大颖

本报讯（记者 刘国民）“疫情影响下，国际上出
现一些贸易杂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大为日前在
题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讲座上
说，在全球多重复杂危机面前，有人发出了“全球化
倒退了吗”之问。程大为认为，全球化不会倒退，会
以更创新的面孔出现。

围绕全球化问题，程大为发现近年来价值链
出现缩短的迹象，疫情则使得价值链出现断裂风
险。“2014 年有学者考察发现，一些类别的中间品
贸易额出现下滑，这反映了全球价值链正在缩短。”
2018年程大为出版英文书《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指
出应致力于区域价值链合作。面对当前价值链断
裂风险，程大为认为，价值链断裂在各个产业有不
同特点，各国应恢复价值链而不是污名化中国，同
时保证各国部分港口正常运营，把价值链连起来，
让商路畅通。她建议，中国可在多重博弈中维护国
际体系，更加注重区域生产链的建设和未来产业的
发展。

除了价值链，疫情进一步引发消费方式变化，欠
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令人担忧。“疫情使生产、消费
和支付体系发生变化，我在疫情中下载拼多多，发
现上面的产品很便宜，还拼到两元钱的老花镜（含
物流费）。”这让程大为想起教电子商务课程时和墨
西哥学生的对话：墨西哥学生虽然了解电商模式，
但墨西哥没有数字支付体系，另一个瓶颈是物流体
系，种种原因导致墨西哥网购不发达，企业家网购
比率不足 10%。

“埃及学生则告诉我，自己的国家还处在第一
次工业革命还没实现的阶段。我担心疫情扩散到
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人员被隔离后支撑生活的方式
不如其他国家丰富，同时救助办法也完全不一样。”
程大为说，在有的国家人们无法网购到这么便宜的
物品，也没有方便快捷的电商物流体系支撑无接触
的生活。

各国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抗疫中进一步显现，程
大为的外国学生也担心疫情会使穷人越来越穷。程
大为感慨，“最贫困的国家如果支撑不住，会给世界
经济带来很大危机，所以要解决贫困问题。”

河北省清河县
是华北地区重要的
汽车零部件生产制
造基地，其产品销
往 欧 美 市 场 。 近
期，清河县积极组
织相关生产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图为
位于清河县的河北
新华欧亚汽配集团
有限公司工人在生
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疫情凸显全球化新任务

药企抗疫获海外支持

国际商情

斯将免除滞港费
至5月7日

哈政府启动
“出口加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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