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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四川
经贸合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渊记者 喻永国冤 为探索拓展澳大
利亚与四川在农业食品、
高科技创新和大健康
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7 月 17 日，
“澳大利亚四川经贸合作座谈会”
在成都举行。会议由四
川省工商联、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澳大
利亚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主办，
成都昆仑集团
承办。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
记陈泉致欢迎词，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总
领事林明皓致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澳大
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和省工商联相关人员及
部分民营企业负责人，
约 40 人参加会议。四川
省工商联副主席袁明主持会议。
陈泉指出，
川澳经贸交流合作基础坚实、
成绩斐然；
川澳经贸交流合作前景美好、未来
可期；希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明
天。林明皓希望加大与四川省工商联往来，推
进更宽更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希望四川企
业多去澳大利亚了解市场、
投资发展。
座谈会上，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
参赞、澳大利亚国库部驻中国高级代表唐瑞
秋介绍了澳大利亚投资环境；澳大利亚农业
食品、
生物科技、
医疗健康、
教育养老、矿业能
源等行业代表进行了推介。成都昆仑集团董
事长李仑，成都国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江云，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严俊波，成都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漆贵春，好医生药业董事长耿福能等民
营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此次座谈会是川澳
双方加强经贸交流合作的一次务实之举，有
助于四川民营企业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投资
环境、
政策和到澳大利亚投资发展。各企业负
责人还分别从企业发展和“走出去”情况作了
介绍，并打算积极带领企业走进澳大利亚市
场、
投资兴业。

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终“谢幕”
提前五个多月全面取消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对外宣布，于 7 月 22
日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较此前国务
院常务会议要求的时间提前五个多月。取消
许可后，人民银行将强化企业账户事中事后
监管，推进跨部门信息共享，优化企业银行账
户服务，
助力改善营商环境。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是“放管服”改
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去年 12 月 24 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19 年底前完全取消
企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
人民银行支付司副司长严芳介绍，截至
目前，
全国大部分省（区、
市）已取消企业银行
账户许可，还有 7 个省（区）将于 7 月 22 日取
消辖内企业银行账户许可，较国务院常务会
议要求的时间提前了五个多月。
据介绍，在原许可模式下，企业开立基本
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需要经过商业银
行审核和人民银行许可两个环节。取消许可
后，商业银行对企业开户申请审核无误后，即
可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户，无需再报人民银
行许可。企业开户流程进一步简化，
提高了企
业开户效率，节约了企业账户管理时间成本
和财务成本。
渊吴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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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凸显 潜力无限
—当前中国消费形势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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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大未来：
东莞长安镇的制造业变迁
■ 徐金鹏 叶前 黄浩苑
谁能想到，全球每 6 台手机就有 1 台产
自这里，两个品牌跻身全球市场份额排行榜
前五。
长安，依然还是那个长安。出口创汇连续
多年居全国乡镇之首的广东东莞市长安镇，
至今仍以外贸重镇闻名，在国际市场不确定
因素增多的环境下，交出了今年上半年进出
口约增长 19%的靓丽答卷。
长安，已不再是那个长安。一年专利申请
量近 2 万件、专利授权量近 1 万件。漂洋过海
的集装箱里装的，从当初的服装、鞋帽、玩具，
逐渐变成了计算机、打印机，再到智能手机、
高端元器件。
凭着改革开放的先机，珠三角迅速成为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重镇，又在风起云涌的信
息革命大潮中，迭代升级，乘势而上，成为智
能制造创新基地。

“德比”
双赢成就迎风而上
OPPO 和 vivo 两个品牌同在东莞长安镇
诞生，
是名副其实的
“德比”
。
长安镇，面积不到 100 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近百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超 600 亿元，进出
口额超 2500 亿元。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 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OPPO 和 vivo 手机出货量并列全球第
五。两品牌一起“吃”
掉 15%的全球市场份额，
仅次于三星和华为，超过苹果。
走进 OPPO 的 SMT 车间，一条生产线上
仅有一个工人在操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智

荫正在组装的手机模块。

能化工厂是为了“更高效”。“一个月要出
1000 万台，每一个环节都要争分夺秒。”
为全球知名品牌提供核心结构件的东莞
捷荣技术公司的生产线也在紧张运行着。为
提升效率，公司自行研发了一款全自动组装
贴合机，3 秒能完成 1 个贴壳。
这款智能设备无疑成了业内的香饽饽，
但捷荣公司总裁郑杰笑着说：
“ 顾不上往外
卖，
自己生产都忙不过来！新工业园两个月后
就要建成使用了。”
做五金小配件起家的华茂电子集团现已
经发展至月制造 600 万台手机中框件，今年
营收预计 27 亿元，
增长约 20%。
华茂公司供应链总监全飞说，企业正在
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正在布局智能穿
戴、医疗器械和汽车配件，以实现多元化发
展。
“研发新品下半年将实现量产。”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安镇实现规上

荫位于东莞长安镇的华茂电子集团的手机壳生产车间。 邓华 摄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超过 10%，外贸
进出口增幅约 19%。
长安是东莞和广东开放型经济的一个缩
影。广东进出口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约占中
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东莞市商务局干
部庞玉超说，
在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之下，
东
莞制造实现了“迎风而上”。在高位保持增长
之外，
还显现出多个积极变化。
名气大了。过去主要是加工贸易，给别人
贴牌，
现在一般贸易主导，多是自有品牌。目
前，
东莞自有品牌+委托设计（ODM）产品出口
比重超过 75%。
伙伴多了。过去，
进出口对美国等少数市
场依赖度较高。如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成为许多企业的“大客户”
，占比提高到
近四分之一。
业态新了。改革创新和制度红利带来了
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
跨境电商和

保税物流进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

“创新 + 实业”
方成
“定海神针”
越是存在不确定性，越要稳字当头。
7 月 10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落实稳
外贸的要求，关键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更加注重以市场化改革和运用经济手段增强
企业内生动力。
“过去我们出口玩具、台式电脑、
打印机、
计算器，
现在我们出口手机，90%以上的进出
口都是智能终端。”长安镇副镇长戴浩平认
为，
正是不断扩大开放，在研发设计和制造能
力上
“练就了内功、积累了实力”
，小镇才得以
释放出大能量。
如今，
长安镇智能手机配套企业超过 1000
家，
从业人员超过 20 万人。真正形成了
“大企
业顶天立地，
小企业铺天盖地”
之势，
手机“双
子星”
和供应链企业交相辉映。
咱下转 P2暂

两座
“城”
的
“同与不同”
■ 吴嘉林 陈炜伟 张逸之
“苏宁是卖家电的。”
“波司登羽绒服是给中老年人穿的。”
如果回到十年前，这两句话可能是不少
人对苏宁、
波司登两个品牌的直观印象。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江苏南京的苏宁易
购总部和常熟的波司登工业园区调研。两座
同样大气的“产业城”里，记者聆听创新求变、
提质升级的不同故事，感受着老品牌迸发的
新活力。
踏上南京徐庄软件园的苏宁大道，在高
大的苏宁易购总部写字楼周围，聚集了丰富
的零售业态：
在苏宁极物，物美价优的各类生活用品
琳琅满目，直连工厂和用户的模式让消费者

轻松买到优质产品；苏宁小店不仅是便利店，
还能实现超市商品一小时到家；在主打生鲜
产品的超市“苏鲜生”
，刚买的海鲜可以立即
下锅，消费者可以在餐厅享用；苏宁点播影院
里，私密又舒适的影厅为三五好友相聚创造
环境……
线上业务同样丰富。苏宁易购、
苏宁小店
等手机端平台实现“线上线下同价”
，在苏宁
拼购平台上可以团购优质产品，刷脸消费让
人感受智慧零售魅力……“线上重塑线下，线
下反哺线上”
作用得以凸显。
从传统的电器卖场，到线上线下深度联
动——
—近年来，苏宁依托数据云、物流云、金
融云等工具，持续推出新业态、新模式，实现
“扩军”
升级。
苏宁易购最新财报显示，
2019 年一季度

公 司 销 售 规 模 869.2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沿着 204 国道向常熟市东部行驶，远远
25.38%，其中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 541.24 看到高耸的波司登总部大楼和路边专卖店
亿元，
同比增长 36.09%。
“畅销全球 72 国”的标语。波司登工业园区
随着经济发展、
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中国
内，
生产车间依次排开，不远处还有波司登智
消费者对商品品质、购物体验的要求越来越 能配送中心。
高。在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看来，
基
在总部大楼会议室里，波司登公司董事
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慧型零
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向记者介绍道，近年来，
售已成为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推动
波司登整合资源，
“砍掉”男装、居家、童装等
消费的重要抓手。
业务, 聚焦羽绒服主业，开始了一场“品牌重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市场优势。”孙为民
塑”—
——
说，
未来苏宁要打造从线上到线下、从城市到
与国际顶级设计师合作，研究流行趋势、
乡村的全场景智慧零售生态系统，更好满足
对接年轻市场，提升产品时尚度；整合全球供
消费多样化需求。
应链资源，
采用高端面料，
提升产品品质；
在全
如果说苏宁的发展是从一到多、不断丰
国多地核心商圈，
经过全新设计的波司登门店
富业态的过程，那么波司登则实现了从多到
上线，
商品呈现、
购物体验全面升级；
生产和配
一、
去粗存精、
做大做强主业的转型。
送环节不断进行智能化改造…… 咱下转 P2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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