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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潮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金刚毅 姚珏

本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
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
牙四国，并于今天出席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
峰会。

对生意人来说，最大的“靴
子”除了中美两国的关税走向，
还在于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中
欧、中拉关系分别注入哪些新动
能？

一边是传统市场，一边是新
兴市场，在这稍显尴尬的外部环
境下，我们不妨看看宁波商人在
挖掘这四国商机中如何应对、守
望、转型与突围——

一个华侨的西班牙往事

黄志坚是西班牙华人企业联
合会首届创会主席、宁波斯达远
东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
市侨联海外顾问。1989 年在黄
志坚印象里最深的是一种巨大的
危机感。

那年，一心想做贸易的黄志
坚初到西班牙。等待他的却是，
异国中餐馆后厨里，堆积成山的
碗筷和烟熏火燎的灶台。为了站
稳脚跟，他别无选择。黄志坚记
得，那段时间，他每天像上了发
条似地奔波于餐馆、语言学校及
住处。只为咬紧牙关，不给自己
退路。

一年后，黄志坚借钱开出一
家经营圣诞礼品的小店。那些日
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在
家卷礼品纸直到深夜。因为同样
的礼品纸，成卷的可卖 3毛，不
成卷的只能卖2毛……

好强的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
的懈怠。

渐渐地，小店生意有了起
色。令旁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
兢兢业业的小业主，脑子里不是
如何把小店做大，反而雄心勃
勃，一头扎进了富恩拉夫拉达工
业区。那时还是华人的空白地
带，黄志坚创办了第一家华人企
业——远东工贸集团。那一年,
是1993年。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远东”终于“起飞”了。现在
想起来，黄志坚仍两眼放光。他
们所属的远东公司，不再仅是经
营仓储式批发的股份制公司，而
是与时俱进的工贸一体企业。

事后，黄志坚复盘，认为自
己 打 对 的 那 张 牌 叫 “ 品 牌 经
营”。刚从传统贸易转型时，用
户黏性低。2000 年，他尝试打
造优质品牌，并往西班牙主流媒
体投放广告，辅以当地人做线下
推销，主动出击，最后让终端客
户在铺天盖地的视听冲击中把一
个陌生的品牌读懂、读熟。

也正是那一年，他作为西班
牙杰出华人企业代表，以西班牙
企业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中国。
此后更是多次随同西班牙王室和
政府要员访华。

随着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周
围一大批华侨华人纷纷投身这一

行。黄志坚却又一次抽身，摇身一
变成为进口商。这么一来，不仅避
免了同业竞争，还直接越洋对接，
把西班牙的进口，变成了宁波的出
口。他连续多年组织西班牙华人华
商来甬参加“浙洽会”，并先后在
宁波投资创办黄氏远东实业 （宁
波） 有限公司、斯达远东数码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宁波斯达远东

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企业。
如今的斯达远东，是集电子、

电工、照明等专业化系统化并拥有
终端销售渠道和本土销售队伍的大
型工业贸易集团，总部设在马德
里，意大利、葡萄牙设有分公司及
代办处，以南欧为基点向全欧辐
射。宁波则是其强有力的大后方，
拥有两万多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斯
达远东旗下的超星碳性电池品牌，
在南欧家喻户晓，市场占有率达
80%。

在市商务委最新统计的对西班
牙出口企业十强中，宁波斯达远东
进出口有限公司名列第三，仅次于
宁波凯信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
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一群甬企的探戈舞步

在刚刚落幕的进博会上，来自
梅山的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与乌
拉圭供应商 RONDATEL S.A. 签
下 6000 万美元的冷冻牛肉采购协
议。今年前三季度，宁波恒阳从乌
拉圭、阿根廷等地进口牛肉金额达
1.3亿元。“从 9月份到年底都是牛
肉销售的旺季，这次进口博览会不
仅享受了国家推出的免12%进口关
税等牛肉进口优惠政策，很大程度
上降低了美元升值压力。”宁波恒
阳食品财务总监陈才明兴奋地说，
拉丁美洲本来就是公司的主要进口
来源地，这次参会又接洽到不少新

的牛肉供应商，公司已预定好明年
采购名额。

在最新的我市对阿根廷进口十
强名单中，记者发现，宁波恒阳位
居榜首。

与拉美的密切互动中，长袖善
舞的宁波制造，带给消费者更多的
选择和价值提升。

上个月，在广交会一期现场，
主办方辟出设计长廊，作为宁波家
电企业与 60 多位拉美采购商的专
场对接现场。这也是“中国第一
展”首次以城市为单位，组织供采
对接会，向与会采购商推介优秀产
业集群。

宁波帅威电器与来自智利的新
客户签下了160 万元的电熨斗订货
合同，南美市场在其出口版图中
的 占 比 已 从 原 先 的 15% 上 升 到
20%。销售经理刘肖告诉记者，早
在 1998 年公司成立时就开始布局
南美市场。近年来当地经济发展
比较快，对小家电的需求逐年增
长。“南美市场比较喜欢蒸汽熨
斗，相比干熨斗，蒸汽熨斗的价格
更加亲民。今年公司通过在慈溪周
巷设立新工厂，进一步释放了产
能，目前年出口量可达500万台。”

“宁波制造”全球绽放

国门打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
大潮，宁波制造也嵌入全球产业链
与价值链。从代工到创建品牌、从

模仿到推陈出新，创新与匠心引领
宁波制造在全球产业革新中稳步前
行，在各类市场攻城略地。

以家电为例，宁波是中国家电
产业三大基地之一。全市拥有家电
整机生产企业 4000家，家电配套企
业近万家，涉及吸油烟机、吸尘器、
空调、冰箱、洗衣机等 20 多个家电
细分行业、近万个品种。2017 年，全
市仅家用电器出口额就达 34 亿美
元。其中，随着巴西、印尼等制造基
地的投产，“国际化”已成为奥克斯
面向世界、布局全球的重要战略之
一。

再看光伏产业，“去年，我们
的海外、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45%
和55%，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海外市
场份额已经超过 60%。”东方日升
相关负责人表示，做光伏一定要看
全球市场。这么多年来，光伏已经
历多次市场热点转移。从最早的欧
洲市场到日本、印度，再到现在的
南美等地，去中心化趋势明显。大
家对某一个市场的依赖不像之前那
么大了，海外市场整体需求会越来
越旺。“目前，我们在南美、欧
洲、东南亚、西亚、东亚都有开展
项目，2019 年它们将持续成为公
司的海外核心市场。”

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10月，我
市对拉丁美洲进出口90.15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3%，其中出口 56.9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9.4%；进口
33.2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7.1%。

长袖善舞，跳出探戈真情意
——甬企弄潮欧洲拉丁美洲启示录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舒纪袍

“今年前三季度，上汽大众宁
波分公司实现产值442.3亿元，同
比增长 22.8%，生产整车 27.4 万
辆。”日前，在杭州湾新区外商投
资企业座谈会上，大众相关负责
人亮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的上汽
大众宁波工厂是大众在中国的第
六个工厂，也是大众全球最先
进、自动化率最高的工厂之一。
随着这一数据发布，加上园区内
吉利控股集团的产值，2018 年
宁波杭州湾新区汽车产业产值超

千亿元已无悬念。
截至今年 10 月底，我市有来

自 149个国家 （地区） 累计备案外
商投资企业 17032 家，投资总额
1694.45 亿 美 元 ， 合 同 利 用 外 资
955.09 亿 美 元 ，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535.95亿美元。我市已跻身全国利
用外资“第一方阵”。

与此同时，我市引进外资质量
逐年提升。“外资尤其是‘世界
500强’在华投资,是加快地方经济
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形成优势产
业集聚、增加就业、加速体制改革
的有效途径。”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1月至10月，我市引
进境外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 8 个，

目前已有62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
在宁波投资兴办 134个项目。2017
年，我市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实
际外资达到6.58亿美元，同比增长
16.1%，占全市比重 16.3%，同比
增加3.7个百分点。

不久前，由台湾淳安电子投资
2500 万美元建设的宁波淳敏电子
有限公司落户北仑，还有一批台湾
微电子企业如茂德科技、瑞珏电
子、凌阳科技等也有意落户芯港小
镇。

外资结构的持续优化，正成为
宁波利用外资的一大特点。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商在宁波的
投资，从制造业为主逐步转变为现

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重。以
2017 年为例，我市高新技术制造
业实际外资 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1%，占全市比重 7.2%，同比增
加 2.5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服务业
实际外资 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4%，占全市比重 8.9%，同比增
加3.9个百分点。

此外，作为承载外资的主阵
地，全市各类开发园区为外资招引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市已
拥有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
20 多个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
开发区、保税区、保税港区和出口
加工区等。2017 年，宁波国家级、
省级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6.5亿

美元，占全市的 65.7%，比上年提
高 5.5 个百分点。同时，宁波还拥
有如北欧工业园区、中捷产业园
区、中瑞合作园区和中意生态产业
园等一批国别开发区，发展势头良
好。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阶段我市将力争延续当前利用外
资的良好势头，促进利用外资目标
任务实现全年红。

我市外资企业超1.7万家

62家境外世界500强扎根宁波

记 者 包凌雁
通讯员 李 立

在宁波各大企业积极拓展海内
外市场的同时，宁波移动通过高品
质跨省跨境企业专线，帮助他们更
好地整合资源、发挥优势，实现互
利共赢。

中宁化集团公司原先使用公共
互联网传输资料、访问境外办事
处，随着自身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网
络质量对公司业务重要性的日益凸
显，其开通了宁波至北京的跨省专
线，通过专线内部视频会议，进行
日常会议和培训交流，极大减少交
通成本。良好的网络体验促使该公
司继续开通宁波至香港的跨境专
线，同步宁波与香港生产经营的关
键数据，提升了公司运行效率和销
售业绩。此外，宁波总部通过香港
当地运营商的国际互联网访问能
力，进一步提升与国际客户的沟通
效率，得到该公司对移动跨境专线
的高度认可。

“双跨 （跨省跨境） 电路是面
向高安全性、高可用性需求的企业
应用，特别适合金融机构和技术型
公司。简单地说，我们通过一条光
缆，能接到客户在宁波和洛杉矶的
桌面上，享受快速、高容量的私有
端到端宽带体验，虽远隔重洋，但
如邻相望。”负责宁波移动双跨响
应平台的政企客户部产品运营助理
董安平说道，宁波移动专线网络覆
盖 31 个省市、全球节点超 160 个,
支撑云网协同、提供 7×24网络管
理和客服服务等，为用户带来最佳
体验。

博威集团在东南亚、欧洲和北
美建有分部，此前长期被网络不稳
定、数据信息获取不及时、ERP
系统异常中断所困扰。得知企业对
高质量网络的迫切需求后，宁波移
动积极协助推进，联动移动国际公
司多次对接技术方案，启动企业跨
境专线、ERP 应用传输、视频会
议等专线配套项目，实现宁波总部
对东南亚工厂生产数据的实时收
集、欧洲和北美办事处销售数据传
输、海外董事会视频会议召开等完
美对接，以便更高效地运营管理海
外分支机构，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生
产效率与销售业绩。在接到客户 2
个月内交付三条跨国专线的需求
时，网络部客户响应中心的任锋深
感责任重大，争分夺秒勘测线路、
优化时延，4个工作日完成浙江部
分 线 路 建 设 ， 克 服 时 差 “ 连 轴
转”，与移动总部、国际公司多方
沟通，加快施工进度，22 个工作
日完成东南亚分部电路建设，32
个工作日完成欧洲分部电路调测，
45 个工作日完成北美分部电路测
试，高质量、高效率完成交付，获
得客户的高度评价。

目前,宁波移动政企专线总规
模达 7万条，位列省内第一，互联
网国际通道宁波城域网总出口达
3200G，其中国干直连 400G，极
大缩短省际和国际资源访问时延，
助力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拥抱世
界，实现更大发展。

一条网络专线
支持民企“走出去”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试。
（李立 包凌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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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内的西班牙国家馆。 （包凌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