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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陈亮：用科技让百姓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 新华社记者 李慧颖 黄鹏飞 刘旸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

一，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9 月

8 日在厦门开幕。数以万计的各国嘉宾与客

商感受到强烈的“中国吸引力”，信心和希望

是投洽会反映的重要投资信号。

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依

然魅力不减———这是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

预期，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期待，对中

国倡导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的认可。

拨云见日 展现“中国信心”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发布的《世界

投资报告 2018（中文版）》显示，2017年全球对

外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23%，国际生产扩张的速

度放缓，国际投资增长乏力、前景脆弱。

然而，中国吸引外资依然保持了平稳增

长。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吸引外资 1360 亿

美元，规模创历史新高，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中国仍是最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

地”———参加投洽会的各国政要、商业领袖、

跨国公司高管普遍形成共识。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带领宝

洁、花旗银行等逾百名美企高管组成的代表

团参加本届投洽会。“我们对在华投资前景仍

然十分看好，对未来的投资增长充满信心。”

赛亚丁引述华南美国商会上半年发布的

《2018 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指出，

有 53.3%的受访企业表示中国在其全球投资

计划中位居榜首，认为中国市场重要性较低

的企业只有 10%。

作为本届投洽会主宾国，捷克众议院经

济委员会主任拉迪姆·菲亚拉在投洽会上说，

过去五年，捷克对中国出口增长了 70%。“越

来越多捷克商界人士经常在两国间往返，捷

克企业在华业务运营良好。”

外资布局 显示“中国潜力”
在本届投洽会上，处处能感受到中国市

场对国际资本仍然有强烈的吸引力。

生产飞利浦照明产品的老牌外企昕诺飞

公司，今年 3 月推出了飞利浦全球第一个

LIFI（可见光通讯）技术。“我们正在推动这项

技术在中国落地，这是我们向物联网照明产

业转型的关键一步。”投洽会上，飞利浦照明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杨丽莉

大力推介此项技术，“我们很看好中国智慧城

市的发展，希望飞利浦物联网照明技术和服

务，未来能介入智慧城市建设各个层面。”

本届投洽会上，金融、文化、教育、医疗、

旅游等领域成为外资关注的焦点。“去年有

50 万中国游客到捷克旅游，我们在上海、北

京等地开通了直达航线，希望拓展中国旅游

市场。”在主宾国展区前，捷克贸易促进局中

国地区总监艾磊石介绍。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

宁表示，中国自贸试验区成为吸引外资的重

要增长点，去年自贸试验区外资流入量增速

明显。同时，中国政府致力于实现更好的投资

区位分布，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涌

现，促使中部外资流入比其他地区增速更快。

扩大开放 分享“中国机遇”
今年以来，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磅

举措接连落地：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大幅放开 22 个领域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海

南全岛建设自贸区……开放措施和政策既显

示出中国自主开放的力度，也让外商投资者

吃下“定心丸”。

更多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共同成长

的机会。“我们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态

势有非常强烈的期待，对市场的信心非常坚

定。”美国肉制品加工企业欧喜集团中国区副

总裁、首席财务官吕勇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期，跨

国公司应该紧紧抓住中国产业升级中的机遇。

哈利·赛亚丁预期，外资将会更多地流入

电信、人工智能、计算机、互联网等产业的升

级和应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

安德烈·戈德斯坦认为，中国未来将不断加强

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的提升，进一步推进改

革开放。“尽管当下仍然有挑战存在，我们还

是对中国决策者应对挑战的能力保持乐观。”

■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9 月 9 日，在第八届酒博会暨 2018 贵洽

会开幕式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保芳说，身

为贵州人，我们一直为家乡的故土风物深感

自豪。这里拥有全球最好的蒸馏酒产区，拥

有上千年的酿酒历史。

李保芳说，作为酒类生产大国、消费大

国，中国白酒业历史悠久，在全球酿酒业版

图中，独树一帜，不仅在世界创造了蒸馏酒

的生产纪录，也贡献了最大的消费市场。去

年，茅台的市值首次超越帝亚吉欧，成为全

球烈酒市值第一的企业。

展望未来，李保芳说，作为劳动密集型

产业，中国白酒业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培

养出色的工匠群体、一流的管理营销团队，

更要总结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治理与

品牌传播的方法论。

他表示，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白酒业要

在全球市场板块中获得良性发展，需要培育

“竞合”文化。从茅台的自身体会看，白酒企

业，无论规模再大，都需要向同行学习；行业

的共同发展，需要培育尊重规则、尊重传统

的文化氛围，共同把市场这块蛋糕做大。

李保芳认为，未来五到十年，包括贵州

白酒在内，中国白酒产业即将步入新一轮的

上升周期。改革大潮之下，一个真正的黄金

时代必将到来。身为黔酒的一份子，茅台植

根于这片厚实的土壤，将与广大同行和兄弟

企业齐心协力，共同酿造白酒发展的黄金时

代。

华英智慧物流
获中国智能物流技术

“革新奖”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冤 近日，2018中国

智能物流技术装备大会暨物流技术装备企业

家年会在杭州落下帷幕，河南华英控股子公

司———河南华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智

慧物流领域的新兴企业，受邀参与此次大会，

与顺丰、京东、德邦等行业巨头齐聚一堂，共同

研讨新常态下物流行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凭借最新开发的“产业互联网平台”项目

荣获中国智能物流技术“革新奖”。

智慧物流产业是华英公司“十三五”期间

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板块之一，公司下属的河

南华阁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 7月组建，

注册资金 3600 万元，是华英立足自身丰富的

产业链资源，对当前庞大的物流供应链体系进

行科学整合的发展需要，其目的就是通过以物

流资源优化为支点，以“+互联网”为杠杆，实现

华英公司在供应链管理和分销模式上的创新

和提升，促进产业互联网的转型升级，最终实

现“智慧物流”的战略布局，使商贸物流成为企

业全产业链发展中的一个新的效益支撑。

热心公益应成企业
共同的内在基因
■ 何勇海

“公益是治疗我们这个地球、治疗我们自

己最好的良药，公益是最好的治愈剂。”9 月 5

日，在 2018 XIN 公益大会主论坛上，阿里巴

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做公益不是为了做

给别人看，而是你自己相信，参与公益，自己

才是最大的、真正的受益者。马云认为，做公

益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热爱。公益不应成

为外在的负担，而应成为内在的基因。

XIN 公益大会由马云于 2016 年发起，众

多国内外公益名人、草根英雄参与。XIN 音同

“信”，意为“诚信”“信任”“信赖”。作为履行社

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分支，阿里举办这样的公

益大会，不是以商会友、利益互动，而是聚合起

一股公益正能量，掀起传播公益理念的浪花，

着力探索公益事业的新模式、新思路，促进中

国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这是值得称道的。正

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个成功、健康的企业，应

该是对社会有责任的企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

的企业，才是一个成功的、健康的企业。”

确如马云所说，公益不应成为外在的负

担，而应成为内在的基因。换句话说，热爱公

益应是与生俱来的美好情感，即使不是与生

俱来，也应是后天经过精神滋养而形成的稳

固情感。他所指的对象，不仅包括我们每个个

体、每家单位，也包括每一家企业。我们经常

听到一种“人人”理念，即“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这样的社会才和谐。换句话说，世界被你

温柔以待，你就会被世界温柔以待，这样的社

会，才会是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暖的社会。所以

马云说，参与公益，自己才是最大的、真正的

受益者。

对于企业来说，不要说做公益是在履行

社会责任，公益也是企业的生产力、竞争力。

道理很简单，当一家企业充满只知索取、不愿

付出，甚至是生产假冒伪劣、有毒有害产品，

大搞坑蒙拐骗把戏等负能量，它就会被负能

量所拖累；当一家企业充满了遵守商业道德、

恪守诚信、注重环保、热心公益等正能量，它

就能被正能量所滋养。做公益有利于提升企

业的社会美誉度，有利于提升用户的忠诚度，

有利于扩展企业的用户。可见，企业经常搞公

益活动与从事经营活动完全不矛盾，甚至是

一种有效促进。

比如在阿里，3 年前马云就向全体员工

发出“每人每年完成 3 小时公益志愿服务”的

倡议，截至今年 5 月，阿里员工累计 34.1 万

人次申报“人人 3 小时”，共计公益时 48.3

万。不仅发动员工，还鼓励电商平台的商家、

消费者和其他生意伙伴参与公益。2018 财

年，仅仅阿里平台的商家通过其“公益宝贝”

计划参与捐赠的总额达到 2.66 亿元，有 3.6

亿买家支持了商家的公益行动，相当于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在阿里平台做公益。真正是把

公益行动贯穿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当中，

将公益变成了一种商业自觉。

说到企业做公益，不由想到另一些企业，

不仅没有热心公益的内在基因，反将外部的

公益转化成内部的利益。比如，有的网约车平

台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没有树立足够的敬畏

生命之心、警惕恶性事件之心，丧失了安全红

线和底线意识，致使多起人命案发生。又如，

有的房屋租赁平台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将刚

装修不久的房屋出租，频频爆出甲醛超标事

件。在这些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就缺乏公

共利益的生存空间。顶多是到年底捐点钱做

点慈善。这不是真正做公益，花钱是简单的，

但作出行动最不易。

李保芳：共同酿造酒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拨云见日更前行
———从第二十届投洽会看“中国吸引力”

荫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荫观众在捷克展区观看捷克水晶工艺品。

荫外国客商在“海丝国家馆”参观。 荫来自印度的参展商（左）向观众介绍印度围巾。

荫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保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