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9年3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张凡 制版/耿晓倩

电话/010-64664888-2041 maoyibao1@163.comINVESTMENT 投资

●投资环境

刚刚落幕的 2019 年全国两会
又吹响了新一轮奋斗的号角。在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出所
料地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
出以来，已连续 6 年出现在政府工
作报告当中，由此可见，“一带一
路”在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经过 5 年多的努力，“一带一
路”的朋友圈正在逐步扩大，并且已
经成为中国提供给全球最大的国际
公共产品。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表述来看，从最
初的“抓紧规划”，到后来的“扎实推
进”，再到今年的“拓展第三方市场
合作”等语句，说明“一带一路”建设
已从部署走向具体行动，从构建轮
廓到精雕细琢，这幅“大写意”正逐
步转向“工笔画”。目前，中国已与
123 个国家、地区和 29 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 171 份“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这证明了中国政府给“一带一
路”建设的主体——企业搭建的平

台越来越广阔，越来越完善。
接下来，长袖善舞的企业该在

这个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了。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是

一项长久的工程，需要十年、二十
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来实现目
标。不论是把“一带一路”比作时
间超长的演出，还是马拉松长跑，
都对参与企业的自身素质要求较
高。这些企业所具备的素质应当
包括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高效的资
源整合能力、洞察国际市场变化的
战略眼光等等。但笔者认为，还有
一项工作——走出去中企间的协
调能力也十分重要。

“走出去的企业要抱团取暖。”
这句话被不少企业家认为是做大做
强海外市场的秘诀之一，甚至是实
现在海外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可是，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
现象来看，做好这一点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比较常见的是，同一类企
业走出去发展海外市场，但由于企
业间缺乏沟通协调，便在当地市场
扎堆发展，对当地同类产业冲击较

大，从而可能引起当地企业民众不
满。不仅如此，有些企业为了提升
市场占有率，还进行价格战等恶意
竞争，破坏中企形象。这些不当的
作法，都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
南辕北辙。像《中国贸易报》曾经报
道过的越南对中企发起的彩涂板

“双反”调查就是其中一例。最后，
此次争端由中国贸促会出面，组织
相关彩涂板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才平
稳解决。

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常看到由
于不同类企业之间缺乏协调，导致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存在诸
多痛点。例如被誉为“一带一路”上
的明珠的海外园区，经常抱怨招商
难；中欧班列运营企业就班列不能
常态化运营、回程空载率高等困难
而诉苦；一些外向型企业不知道去
哪里发展业务最适宜等等。这就是
因为各方之间存在信息壁垒，能让
企业间互通信息的平台较少，导致
各方企业掌握不了彼此的需求，从
而形成痛点。这都可能使“一带一
路”建设进程放慢，效果打折扣。

我国中医理论一直认为，通则
不痛，痛则不通。这对于解决本文
中所列举的现象同样适用。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
也许当下最需要明白，其“来自中
国”就是在东道国站稳脚跟所需要
面对的最大的变量。因为中国企
业在东道国看来不仅仅只是这个
企业自身，而是中国企业这个整
体、这个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若企业因互相之间协调不好，
给东道国造成不好印象，就会给未
来再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后续工
作埋下隐患。

当然，加强企业间的协同意识，
不是一喊就灵，也不是政府多个文
件能解决的，但所有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企业应花时间加强整体
意识，不断磨合，建立起各自企业就
像手足间只是分工不同的意识。只
有疏通血脉，练就不错的身体协调
能力，基本功扎实，推动全企业链走
出去，企业才能在“一带一路”的舞
台上展现的长袖翩翩的形象不走
样、有美感。

加强企业协同 绘好一带一路工笔画
■ 张凡

初春的辽沈大地，冰雪消融，
万物复苏。盘锦辽东湾的工地上，
大型机械紧张作业，工人们抢抓工
期，为即将挂牌运营的华锦阿美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做前期准备。

不久前，辽宁盘锦鑫诚集团与
中国兵器集团、沙特阿美集团在北
京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将成立华锦
阿美石油化工项目合资公司，建设
超千万吨级炼化基地。

“沙特选择到辽宁投资，既看
重辽宁老工业基地原有的产业优
势，也看重不断优化的发展环境。”
盘锦市发改委副主任王强说。

近年来，辽宁省把对外开放作
为振兴发展的重要抓手，“内外联
动、陆海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为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注入活力和动力。

“过去一年，是辽宁老工业基
地对外开放工作全面加速的一年，
出台的政策之多，采取的措施之密
前所未有。”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所长张万强说。

2018年上半年，辽宁省印发了
《关于加快构建开放新格局以全面
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
辽宁既沿海又沿边，是东北地区唯
一的沿海省份和出海大通道，是中
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
前沿地带，加快全面开放是推动辽
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抉择。

辽宁设立了全面开放专项资
金，2018 年至 2022 年，辽宁省财政

每年安排3.5亿元资金，重点支持外
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培育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提高服务贸易水平。

“这充分体现了辽宁省委、省
政府对全面扩大开放、重塑辽宁形
象的信心和决心。”辽宁省财政厅
副厅长杜卓说。

2018 年 8 月，《辽宁“一带一
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辽宁省在全域范围内，开启了
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面开
放、推动全面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

辽宁省发改委副主任黄洋介
绍说，辽宁建设“一带一路”综合试
验区，是国内率先在省级层面全域
建设“一带一路”的路径拓展和实

践创新，对于辽宁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
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得益于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
加大，一些国际知名企业跨过山海
关，在辽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2018 年 9 月，英特尔大连非易
失性存储二期项目投入生产，英特
尔方面对大连政府部门良好的营
商环境和高效的工作作风给予高
度评价；10 月，华晨宝马铁西新厂
开工，这是宝马集团在沈阳开设的
第三个工厂。未来 3 至 5 年，华晨
宝马整车年产能将在目前 52 万辆
基础上增至 65万辆。

越来越多的辽宁企业借着对
外开放的东风，沿着“一带一路”绘

就的蓝图，走出国门，在更广阔的
国际市场上搏击风浪。

在南美洲的苏里南共和国，大
连国际合作集团负责建设的苏里
南四期道路项目正在全速推进。
这家企业已在这里累计铺设超过
1300 公里的道路，架起十几座桥
梁，在南美大陆留下了辽宁印记。

不久前，辽宁《关于扩大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实施意
见》，召开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对提
升对外开放合作水平进行再部署、
再动员。“今年，我们还将通过‘组
合拳’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的步伐。”辽宁省商务厅厅长宋彦
麟说。

大道致远，海纳百川。过去 5
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得到
了 100多个国家的响应，新疆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在通过一
系列政策措施打造发展平台，不断
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过去的一
年，霍尔果斯口岸聚集了更多的人
气，昔日商贾云集的丝绸之路再现
辉煌。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跨境
自由贸易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游客，无需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
入境通行证出入合作中心，实现面
对面商贸洽谈和商品交易。

如今，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平均每天有 1.5万人
在这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的国
外客商和车辆，让霍尔果斯显得热
闹而繁忙。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
人气，来自江苏南通的季钢选择了
来这里置业、经商。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
中心金雕中央广场总经理季钢说：

“可以把中亚、西亚、欧洲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所有的产品、好的
产品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可
以自由的进入，过来自由贸易、买
卖，这就非常方便。”

如今，中哈合作中心汇聚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近 30 个重点
项目入驻，入驻商户 5000 余家。
季钢所在的“金雕中央广场”是中
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哈
方区域的第一个项目，由中国和哈
萨克斯坦共同投资建设。自 2018

年建成以来，短短半年时间，已经
发展成为集国际化品牌、多民族文
化荟萃、贸易投资、商务旅游和文
化交流等功能的综合体。季钢说：

“现在可以看见，在这个区域内，各
国的商品都有了，如果‘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者都能入驻，这将
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质的飞跃。”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哈萨克斯坦区域目前来
投资的企业已经有 6 家，免税店
超过 40 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亚的
商人在这里追逐梦想。哈萨克斯
坦商人瓦列丽娅·谢尔盖就是其
中之一。

哈萨克斯坦客商瓦列丽娅?谢
尔盖说：“现在生意很好，每天来这
里的中国游客很多，他们很喜欢我
们的红酒，每天出货快，销量好。
下一步我们还将扩大规模，增加酒
的种类。”

作为“一带一路”亚欧经济走
廊核心示范区，霍尔果斯就像巨
大的磁石，吸引着八方来客，它正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缩影。2019
年，霍尔果斯围绕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将继续坚持走出
去和引进来，着力推进新疆“一
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
带”建设。新疆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年贺词中所强调的“2019年，我
们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而不懈努力”。

据《 海 湾 消 息 报 》（Gulf
News）近日报道，迪拜 2015 至
2018 年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
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量
达 216 亿美元，居全球之首。其
中，最大投资来源地为欧盟和美
国，投资额分别为57亿美元和39
亿美元。预计到 2030年，人工智
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
45% 。 其 中 ，阿 联 酋 将 增 长
33.5%，系阿拉伯国家中最高，沙
特、埃及分别为 31.3%、25.5%。
其余海合会国家为28.8%。

乌克兰今天网日前消息，乌
克兰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多
罗申科表示，乌克兰的最低工资
比欧洲国家低数倍。据了解，
2019年1月欧盟统计局将欧盟国
家最低工资分为三类：一是最低
工资 500欧元/月以下；二是最低
工资不低于 500 欧元/月至 1000
欧元/月之间；三是最低工资不少
于 1000 欧元/月。截至 2019 年 1
月1日，乌克兰最低工资为132欧
元，比一类国家中最低的保加利
亚的 286 欧元还低。因此，专家
建议，乌克兰应该采用小时工资。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据缅甸《金凤凰报》日前报
道，在缅甸若开邦举行的投资展
览会上，缅甸33个油气区块将向
国内外企业招标，其中，近海区块
15个，内陆区块18个。缅甸投资
与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吴当吞表
示，为了应对不断发生变化的国
际油价，吸引更多的外资，缅甸需
要重新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
分成合同。据了解，缅甸天然气
主要产自耶德纳、耶德空、瑞、若
迪卡 4 个近海天然气区块，日均
产量为 19 至 20 亿立方英尺，储
量约为16万亿立方英尺。

据菲律宾《商业世界报》近日
报道，菲律宾财政部表示，2018
年菲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
下降 4.4%只是暂时性的，菲律宾
政府正准备实施一系列改善投资
环境的改革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
投资。2018 年菲律宾外国直接
投资净流入总额仅为 98.02亿美
元，同比去年 102.56亿美元下降
4.4%，大幅低于 104 亿美元的原
定年度目标。报道称，目前菲律
宾经济基本面良好，菲律宾外国
投资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而恢复
增长。同时，菲律宾政府准备实
施一系列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
包括简化政府流程、放宽外资限
制等。菲律宾央行预设 2019 年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目标为 102
亿美元。

2018年菲律宾吸引外资
下滑是暂时的

乌克兰比欧盟
最低工资低数倍

迪拜吸引人工智能领域
外资量位列全球之首

缅甸33个油气区块
将对外招标

3月的印度尼西亚骄阳似火。在首都雅加达西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20岁的印尼小伙优素福·普拉赛提约正在
操作旋挖钻机：钻头定位、掘进、钻头旋回、废料倾倒，整个操作流程一气呵成，赢得现场观众的一片欢呼和掌声。普
拉赛提约是中资企业浙江岩土基础公司（简称浙江岩土）和印尼培训机构合作培养的首批19个旋挖钻机操作手之
一。浙江岩土当天为毕业学员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为他们颁发印尼政府认可的毕业证书。 图为结业学员优素
福·普拉赛提约正在展示旋挖钻机操作技术。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辽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
■ 孙仁斌 丁非白 高爽

原产地证明作为货物的生产或
制造地的一种证明文件，是商品进
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国籍”，是
进口国对货物进行确定税率待遇、
贸易统计，实行数量限制和控制从
特定国家进口的主要依据之一。近
年来，随着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越来
越多，一些企业发现，虽然在海外投
资建厂相对简单，但要想获得当地
的原产地证明却并非易事。对此，
作为一名 B2B 跨境互联网电子商
务平台的负责人，江泰投资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菁表示，原
产地证明已经成为在当前困扰中国
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问题。

项菁介绍，走出去的中资企
业，要想获得海外的原产地证明，

仅凭简单地添加一些产品的附件
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国家都规定，
生产者要想获得当地的原产地证
明，必须按要求使用当地生产的原
材料，且要在产品总价值中占到一
定比例。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原
产地规则为例，为判定一产品属原
产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非完全
获得产品，该产品中原产于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成分占其总价值的
比例应不少于 40%；或者非中国—
东盟自贸区成分占制成品总价值
的比例不超过 60%。此外，非完全
获得产品的最终生产工序也被要
求应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缔约方
的境内完成。“很多行业都会要求
本地原材料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

的比例在 30%至 50%之间。如果这
个要求达不到，海外原产地证明就
很难拿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企业
也曾考虑过原材料都在海外本地
采购，但现实却是，由于一些国家
工业基础不牢，一些原材料在当地
采购的成本会远远高于从中国或
其他国家进口。“有些原材料，如果
仅仅依靠在海外工厂的所在国当
地采购，会让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
提高。加之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一
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生产的终端
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因
此大打折扣。如此一来，企业也就
没有了走出去的动力。”项菁说。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海外工厂

在当地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当前一
些中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
会有意选择一些配套相对良好的
投资目的地。“汽车零配件企业去
墨西哥的比较多，纺织企业会去越
南、缅甸、柬埔寨和孟加拉国。”项
菁说，中资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在
前期了解投资目的地的上下游相
关配套以及供应链建设的情况，

“这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项菁还表示，中资企业

或许可以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
为破解难题探寻新的出路。所谓

“抱团取暖”，就是打破以往企业单
独走出去的方式，探索上下游企业
共同开拓海外市场。“这样一来，终
端产品生产企业的后顾之忧就有

望得到解决。”项菁说。
然而，对于这样的建议，一些

产业链上的企业也有着自己的顾
虑。项菁表示：“很多大型的终端
产品生产企业都十分期待自己在
国内的配套生产企业能够与自己
一起走出去，但是这些配套企业的
订单量有时不一定很大。这就使
得这些配套企业担心，自己如果真
的走出去，能否实现盈利。而对于
这些配套企业来说，一个长期合作
的优质客户是十分重要的。在海
外原产地证书的压力之下，如果客
户走出去了，自己却不出去，那就
很可能意味着订单的直接减少。
因此，不少配套企业仍然处在犹豫
之中。”

海外生存需走好配套企业先手棋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本报讯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 2 月，我国实际
使用外资1471.1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5.5%；以美元计达 216.9亿美
元，同比增长3%。2月我国实际使
用外资 62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6.6%，比 1 月份的 4.8%高出 1.8
个百分点；以美元计达 92.8 亿美
元，同比增长3.3%。

数据显示，我国外资主要投
资来源地中，韩国、美国、荷兰、德
国 、法 国 对 华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35.6% 、44.3% 、174.8% 、39.9% 和
113.3%，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39.1%。

从行业来看，航空、计算机、信

息服务等行业前两月吸引外资增
速都超过一倍。数据显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52.7%、253.1%，信息服务同比增
长101.9%。

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快双边和
多边的贸易和投资谈判、自贸试验
区及自贸港建设、大力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工作，大力促进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加之在 3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有专家分析表示，这些政策利
好的释放，有利于未来我国吸引外
资数据进一步向好。 （毛雯）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吸引外资超千亿

得益于一带一路
霍尔果斯商贾云集

■ 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