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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有心理
准备，但‘进出口、
进口、出口规模均创
下历史新高，进出
口、出口增速远超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
的成绩，还是大大超
出了外界预期。

回想 2017 年，
我 市 外 贸 增 长
21%，进出口总额
达7600亿元，当时
业界判断2018年会
缓一缓，能上8000
亿元就了不起了，最
后 答 案 揭 晓 ——
8576.3亿元。换句
话说，外贸额一年就
增加了近 1000 亿
元！

往来

千呼万唤始出来！
前 天 下 午 ，宁 波 海 关 公 布 了

2018 年我市进出口权威数据。市商
务局负责人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进出
口、进口、出口规模均创下历史新
高，进出口、出口增速远超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的成绩，还是大大超出
了外界预期。

“回想 2017 年，我市外贸增长
21%，进出口总额达 7600亿元，当时
业界判断 2018 年会缓一缓，能上
8000 亿元就了不起了，最后答案揭
晓——8576.3 亿元。换句话说，外贸
额一年就增加了近1000亿元。”该负
责人感慨道。

2018 年，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
义不断抬头，我国加大改革开放力
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外贸”，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全国外贸增长
9.7%，全省外贸增长 11.4%。同等环
境下，宁波一马当先，增长12.9%，以

“加速度”跑出了外贸大市的责任与
担当。

一年增加近 1000 亿元，宁波外
贸发生了什么？

品牌效应
“敢放狠话”的中小企业多了

2018年，头号关键词莫过于“中
美贸易战”。

宁 波 外 贸 90%以 上 是 中 小 企
业，80%以上对美有出口，其中很多
工厂的净利润只有5%至8%。对美出
口占到全市出口总额近四分之一。

当 500 亿美元、2000 亿美元加
税清单接踵而至，外界普遍担心：外
向经济关联度高达 60%的宁波，必
然最先受到波及，甚至或将是最早
倒下的一批——

然而，宁波的韧劲却让所有人

刮目相看。
“一些企业表示不怕贸易战，说

‘不管怎么打，我的产品占比摆在那
里，他都得买我们产品’。”实地调研
中，这个发现让专家组惊讶不已：搁
三五年前，敢说这样话的宁波企业
还很少，但到了2018年，这类企业竟
然已经小有规模。

另外，专家组在调研中发现，拥
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企业占比
有所提升。在四明大地星罗棋布的
外贸企业中，一股看不见的内生动
力正在增长。

“现在，自有品牌销售占比为
40%左右，好处显而易见，无论大环
境怎么波动，公司都不会亏，就是多
赚一点少赚一点的差别，因为有产
品附加值托底。”宁波伟峰影像设备
集团公司执行董事长陆琦自信地
说。伟峰影像于 1993 年成立，从做
照相机三脚架起家，2009 年，公司
开始转型做自有品牌，陆续打造了
伟 峰 (WF)、富 赛 尔 (FANCIER)、意
美捷(E-IMAGE)、耐思得(NEST)四
大品牌，产品涵盖相机配件、摄影附
件、广播电视等几大领域。去年，公
司已建成 11 万平方米的厂房，组建
了强大的研发工程技术团队，能提
供持续稳定的品质保证。单以脚架
来看，公司具备年产600万只脚架的
配套生产能力，稳居行业领跑者之
位。

在工贸一体的外贸中小微企业
中，这样的“伟峰”现象并不鲜见。在
这长长的甬企名单中，有主营小型
汽油机、植保机械的宁波奥晟机械，
有推出首款空气净化与除湿结合机
型的宁波德业，有生产水素水饮水
机的宁波澳成电器……其中，主营
空气炸锅生产的宁波嘉乐电器，通
过紧盯市场需求，强化创新，仅去年
前三季度，外贸出口交货值就达 9.1
亿元，同比增长98.3%。

品牌、创新、专利技术，是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宁波
外贸“敢放狠话”的底气所在。据市
经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
前三季度，宁波市小微企业实现了

数量、利润、授权专利数的“三级
跳”。数量、利润、授权专利数同比分
别增长了12.6%、18.9%与52.9%。

规模效应
10亿美元“俱乐部”不断扩容

2018年宁波外贸超速发展的另
一个重要支点，是大型企业规模不
断扩大。

放眼全市，从 2018年前 11个月
的进出口额来看，外贸额超 10 亿美
元的企业已达 10家、超 5亿美元的
企业 27 家、超 1 亿美元的企业 157
家，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以外贸额 5 亿美元划一条线，
相比 2017 年，2018 年前 11 个月，
共 有 17 家 新 秀 进 入 “5 亿 俱 乐
部”，仅2家落榜，共计新增15家。

其中，问鼎宁波外贸的是老牌
企业中基宁波集团。借助渐趋成熟
的外贸综合平台中基惠通，以及中
国信保的战略合作关系，加上从事
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还有生产大
型船舶等多元化经营，2018年，中
基宁波集团牢牢占据宁波“外贸一
哥”的宝座，全年进出口额超30亿
美元，成为宁波史上首家外贸额突
破30亿美元的民营企业。

作为宁波家电出口的龙头，奥
克斯以产品高端化、品牌自主化、
市场多元化、布局全球化，引领中
国家电企业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的
转型方向。去年前11个月，奥克斯
实现进出口额 10.7亿美元，赛程未
毕，就挤进了10亿美元外贸“俱乐

部”。空调出口增量稳居行业第一。
另外，大型纺织服装企业的外

贸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如狮丹努，
通过不断履行全球品牌商对企业的
各项可持续发展要求，逐步建立起
自己高品质的、较为稳定的生产和
运营体系，在整个中国纺织服装产
业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去年，狮
丹努公司外贸总额实现了两位数增
长。

除了“头部”企业不断扩容，
全市的外贸队伍也在持续壮大。截
至 2018 年 11 月，全市有进出口实
绩企业 20077 家，比 2017 年多了
1154家。

“外贸，归根结底就是靠一家
家企业做出来的，这些共同构成了
宁波外贸的中坚力量。”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指出。

结构调整
外贸平台出口增速高于全市
5.4%

与此同时，外贸产品结构不断
优化。以机电产品为例，2018年出
口额增长 10.4%，占同期我市出口
总额的54.9%。

专家指出，随着城市的发展，
商务、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成
本不断走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
力在下降，相应地，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因
为机电产品不需要高密度劳动力，
所以涨势明显。此外，在出口产品
中，占比提升的还有汽配、塑料制
品、集装箱等。

再看出口市场。2018年传统市
场出口稳中有增，欧盟持平，日本
略有下降，美国占比提高0.9%。新兴
市场出口占比提升很快。如东盟，出
口增长 19.9%，占比提高 0.5个百分
点；对墨西哥出口增长 26.6%，占
比提高0.3个百分点。

此外，在新型贸易方式培育方
面，据市商务局最新数据显示，去
年前11个月，我市重点培育的11家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共实现出口总额
196.2亿元，高于全市平均出口增幅
5.4%。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在宁波取得了积
极成效。

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进程中，宁波的进出口更加趋于
平衡。2018 年，宁波进口额 3025.6
亿元，增长 15.7%，在进出口总额
中占比达35.2%，比上年提高了1个
百分点。

此消彼长中，是宁波向世界扩
大开放市场的决心。

俱往矣。当镜头对准 2019 年，
外贸形势依旧扑朔迷离，外界戏
称，“从不确定到了更加不确定”。

然，宁波外贸定力不减。“我
们‘稳外贸’政策充足，下一步我
市会出台相关细则，确保
2019年宁波出口占全国比重
不变，力争有所提升。”市商
务局负责人掷地有声。

记者 单玉紫枫

“在宁波，我们希望找到面向
整个中国的合作伙伴，帮我们把科
技带到工厂和未来的工厂。当然，
带到工厂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可以
延伸到服务型和医疗型机器人。我
们的愿景是延伸到更远地方，期待
未来共同携手，见到更多的技术一
一变成现实。”日前，德国弗兰卡·
艾米卡机器人公司总裁菲利普·齐
美曼向宁波商圈伸出了橄榄枝。

对于智能制造企业而言，“弗
兰卡·艾米卡”的名字可谓如雷贯
耳。去年，由该公司研发的协作机
器人“熊猫”，先后亮相德国汉诺威
工业展、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等世
界顶级展会，并以超高协作性及灵
敏度吸引了全球目光。其中，在
2018 年汉诺威工业上，作为智能
及高端装备展区的代表展品之一，

“熊猫”不仅引得德国总理默克尔
驻足观看，还在短短几分钟学会了
默克尔的专属动作后，与其实现亲
密互动。

“过去，作为典型自动化的代
表，机器人从事的都是焊接、喷涂
等工作。”菲利普·齐美曼以宁波支
柱产业汽车行业为例道，在大型的
装配流水线上，所有机器人是大型
且昂贵的，它们是预编程定位机，
适用于反复执行单一任务。如果不
更换或重建整个机器人系统，就很
难改变这项任务。

另外，系统的解决方案一定要
对每个机器人进行编程，即100个
机器人也需要一一编程。还有，机器
人的功能性、精度很受限制，绝大多
数机器人无法做到跟环境互动……

“不过如今，我们正见证新的
机器人时代开始。”菲利普·齐美曼
话锋一转，称针对上述诉求，弗兰
卡·艾米卡公司创建、设计、开发和
制造了第一个支持 AI、学习能力

强、敏感且完全交互的机器人助
手。

以公司目前主打的 3 公斤量
级机器人为例，由于在 7个关节上
使用了应变式传感器，不仅可以进
行非常直觉性的操作，任何人还可
以通过触感的指示与它互动。“就
像人类手臂，它不仅能检测到最轻
微的外部力量，可以做到各种复杂
动作，比如拧螺丝，抓取的时候会
感知，不需要完全精确的位置。”菲
利普·齐美曼表示，通过关节上的
传感器，机器人就可以复制人类手
臂的反射神经。而且操作简单，短
短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指令。

“最为复杂高端的技术，如果
我们没办法完全使用，就是没用
的。”在菲利普·齐美曼看来，简单
易操作是机器人的“立身之本”。现
在机器人的自动化应用主要在工
厂，未来有了新的科技，方便的组
装，机器人就可以用到电子产品组
装、测试、控制，乃至任何行业、任
何工种。另外，就费用而言，有触感
的机器人，不仅能很快设置自动化
程序，而且产品效能更好，适用于
各种行业，培训方面也节省了很多
成本，可以广泛应用于跨国企业、
中小企业等。

根据全球顶尖的市场研究机
构Research and Markets发布的
数据显示，机器人助手的销售额在
未来几年平均每年增长 47%，到
2025年预计达到 90亿美元的年销
售额。其中，中国市场将占据三分
之一的份额。“未来正在召唤，我们
一同携手。”菲利普·齐美曼在宁波
发出邀请。

让我们一同“看见”未来
——访弗兰卡·艾米卡机器人公司总裁菲利普·齐美曼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王一圣

作为借力出口信用保险开
拓海外市场的“老手”，中宁化集
团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保单
续转，成为全国首个用上中国信
保新产品的老客户，为 2.5 亿美
元出口系上“保险带”。

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贸
实务，包括广大外贸人对贸易术
语、合同条款、支付方式等的理
解和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
如从最初的大部分业务通过信
用证方式开展，到现在频繁使用
赊销方式。“越是深度参与国际
市场的竞争，越是容易打破过去
既有的观念和规则。中国信保的
产品体系也不断适应新形势、满
足企业新的风险保障需求，在财
政部、银保监会等相关部委的支
持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险
保单已经升级完成。”中国信保
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透露，“新产品承保内容更加丰
富、承保方式更加灵活、操作流
程更加便捷、理赔方案更加贴
心、风险保障更加充分，可以说
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记者了解到，短期出口综合
险保单4.0版可同时承保货物贸
易和服务贸易，主条款涵盖几乎
所有贸易方式，支持有条件变更
合同支付方式，在贸易纠纷情况
下更利于被保险人尽快解决贸
易纠纷并取得赔款，除此之外，
符合一定条件的客户还可以获
得出口前风险保障实现保险责
任全覆盖等等。

包括这一新产品在内，自成
立以来，中国信保针对我市“千

军万马”中小微企业的外贸结
构，创新推出中小企业保单、小
微“信保易”保单、综合险简易承
保模式等产品，帮助中小微企业
用最小风控成本实现最大风控
效果的产品和需求解决方案，不
断提升出口的安全系数。

2018年，中国信保宁波分公
司支持本市 4935 家企业出口
2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
支持企业海外投资 4.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3.9%。全年批复买方
信用限额20857个、计106.8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6.9%和11.7%，
支持企业开拓新市场、承接新订
单。累计接到各类报损案件1344
个，金额为 15.9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21.7%和 36.3%；向企业支
付赔款 3.6 亿元，在赔付前帮助
企业追回欠款 7.5 亿元，提供信
保保单融资便利59亿元。

在主要出口目的国中，阿联
酋、阿根廷、希腊、英国、南非、土
耳其、越南等国家整体出险水平
上升较快，印度、俄罗斯、意大
利、尼日利亚等国家整体出险水
平虽有下降，但仍处于相对高
位，需引起企业持续关注。

中国信保宁波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提醒企业加强在手订单
的风险管控，保持收汇跟踪，
及时就买方付款逾期等情况与
中国信保保持沟通，并积极利
用资信评级与调查服务锁定新
客户、承接新订单。

出口信保全新升级
护航企业出海显威力

跑赢全国、全省，增额相当可观

一年增加1000亿元的背后

创新让中小企业有了底气。（殷聪 摄）

智能化改造使“狮丹努”在出口市场如虎添翼。（张素青 殷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