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慧

近日，一组关于外资新动向的数据令人印

象深刻：4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 190亿美元，与
一季度月均水平相当；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

差 162亿美元，环比增长 57%……面对国内外
复杂环境，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净流入局面，折射

出中国市场对外资持久的吸引力。

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看，今年 1至 4
月，该金额达到 4786.1 亿元，同比增长
20.5%。今年前 4个月，我国新增合同外资 1

亿美元以上大项目 185个，相当于平均每天
有 1.5个外资大项目落地。
从今年中国资本市场外资流动情况看，外

资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没有变。沪深股

通数据显示，今年前两月外资净流入，3月净流
出，4月又转为净流入。从结构上看，今年以来
配置型、长线资金保持净流入，表明外资看好A
股的长期投资价值。证监会表示，从历史经验

看，外资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近期外资流动和

交易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吸引力背后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和应对种种挑战的基础和底气。从经济体量看，

中国经济规模可观，抗风险冲击的韧性强；从产

业基础看，中国产业链完善，支撑有力，供给保

障能力强；从国内市场看，保供稳价有效，市场

运行稳定；从发展动能看，产业转型升级态势未

变，新动能继续成长壮大；从政策支持看，宏观

政策调节加大，经济运行有望加快改善。

面对地缘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超预期

因素影响，稳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

杂，压力也进一步凸显。为有效应对当前形

势，一系列“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政策利

好持续释放，开放政策不断落地见效，投资环

境持续优化，稳定外商投资预期的信心。不少

外资企业表示，继续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空

间、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不断优化的营商环

境，将中国视为投资的主要市场，并对中国经

济发展持有良好预期。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引力

不减，吸引外资的各方面有利因素没有改变。

中国市场定将持续为全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

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外贸进出口稳
中有进。在这轮的外贸增长中，数字技术正在

发生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数字经济技术底

座之称的云计算。那么，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究竟给企业出海业务带来了哪些改变？就此，

亚马逊云科技中国区商用市场事业部总经理

李晓芒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数字技术驱动企业出海

记者院作为全球性科技服务公司，亚马逊
云科技如何看待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企业进

出口业务的促进现象？

李晓芒院在这轮增长中，我们看到主要有
三个驱动因素：

一是跨境电商对传统制造业的促进。像

安克创新，它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 IoT
技术，从一个充电设备企业向智能充电、智能

家居和智能语音等领域进军。

二是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数智化升

级，带来了外贸的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向技术驱动型、品牌

先导型升级，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从向全球

输出“中国成本”“中国规模”，转而向全球输

出“中国技术”“中国品牌”和“中国体验”。

比如 TCL，基于亚马逊云科技的 IoT、人工智
能以及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智能终端与服务

的智能化升级，为全球用户提供丰富的智能

体验，提升了海外业务的竞争力。

三是作为制造业重要组成的新能源车

企，利用数字化技术在积极地进行海外业务

布局。爱驰汽车，亚马逊云科技帮其在欧洲部

署了它的车联网系统和销售体系。

从亚马逊云科技的角度来看，我们利用

数字技术帮助跨境电商打造供应链体系和销

售平台，同时也在帮助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和

新能源车企，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

据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先

进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复制到了全球不同的地

区，也树立了崭新的形象。

企业“上云”按下快进键

记者院在当前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企业
“上云”会是一种趋势吗？这会给企业、经济发

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晓芒院 新冠疫情等因素给企业的运营
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许多企业按下了部署云计算项目的快进键。

云计算可以给企业带来弹性、敏捷的基

础架构，弹性意味着按需付费，比如像航空业

和旅游业，通过按需付费，可以节省大量的资

金；而敏捷性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地推出一个

新的业务、新产品。

我们观察到，居家办公、游戏、社交网络、

在线购物这些场景，目前都出现了爆发性的

成长，其实这些场景都大部分都是天生就建

立在云计算环境上的。所以，在当前环境下，

这些“上云”的企业依然可以实现很多创新，

这也为企业后续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数字化
是应对合规管理风险的关键

记者院 企业通过数字技术辅助出海业务
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问题？

李晓芒院 近六成企业认为安全合规是业
务出海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相关报告显

示，全球已有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自
己的安全合规诉求。数字化是应对合规管理

风险的关键。

亚马逊云科技能够提供安全的云的基础

架构和实践。其中，企业对自己的数据具有完

全的控制权。亚马逊的基础架构也覆盖了东

南亚、北美、欧洲、南美、中东和非洲等地区，

可以帮助企业在上述的地区实现安全合规的

数字化运行。 渊据新华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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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conomy

■ 周蕊

零部件厂商集中采购，物流通过转运站

打通血脉，主机厂整车一辆辆下线……机器

转起来、产线跑起来，上汽、特斯拉等头部汽

车企业开启复工复产模式一个月来，上海整

车厂生产线上“走”下数万辆汽车，并积极出

口。

缘月 15日，装载着 4000多辆特斯拉电动
汽车的汽车滚装船从上海南港码头出发，驶

往比利时，这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复工复

产之后的第二批整船电动汽车出口。

作为特斯拉“全球出口中心”，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 4月 19日开始复工复产。5月 11
日，装载着 4767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滚装船
出发，同样前往欧洲市场。

自 4月 19日复工复产以来，在尚未完全
恢复产能的情况下，截至 4月 30日，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已下线 1万辆整车。2022年 1
到 4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经交付逾 18
万辆汽车，是去年同期交付量的 1.7倍多，已
经超越该工厂 2020年全年交付量。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我们从复工

过程中看到了各界应对挑战的能力，相信生

产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

距离南港码头不远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里，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厂内，一辆辆

整车正在下线。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党委书记黄建英介

绍，4月 19日，临港乘用车工厂在复工复产压
力测试下的首辆整车下线，截至 5月 18日已
有超过 6400余辆整车下线，其中还包括最新
上市的智己 L7。
“防疫、生产两手都要抓。”黄建英介绍，

目前，临港工厂已有超过 4000名员工到岗。
上汽集团介绍，自 4月中旬启动压力测

试以来，企业已经出口 1.5万辆整车，4月销
售整车 16.7万辆。目前，在沪所属企业已有 4
万余名员工驻厂开展闭环运营和生产。

上汽集团介绍，预计从 5月下旬开始，进
入上海前两批次复工复产“白名单”的零部件

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率将超过 80%；长三角物
流压力也将进一步缓解。在供应链和物流保

持稳定的前提下，上汽集团旗下整车企业有

望于 5月下旬逐步恢复正常生产，产销量力
争达到去年同期水平。2022年，上汽集团将力
争全年整车销量超过 600 万辆，同比增长
10%以上。
整车厂的生产线“畅”起来，中国汽车扬

帆出海，这离不开上游汽车零部件厂商采用

集中团购的方式和物流血脉通畅。

作为上汽乘用车的供应商之一，位于嘉

定区安亭镇的上海三立汇众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借鉴“团购”模式，畅通了供应“血脉”。

三立汇众采购部部长赖颖彪说，企业把

位于苏州的多家零部件厂商的货物汇聚到其

中一家头部供货商处，完成消杀后统一运输

到上海。这样，上游企业得以分摊运费并减少

了可能的物流延误，“现在这一模式还被浙江

宁波、余姚等地的供应商采用。”

像三立汇众这样积极复工复产的汽车零

部件生产商不少，截至 5月 18日，被誉为“汽
车城”的安亭镇已有 193家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其中，汽车产业复工产能达到 56%。
这里还设有长三角重要物资应急保供中

转站，中转站负责人倪艳红介绍，中转站全程

落实闭环管理与“无接触”交货，每个站点占

地约 5000平方米，每天可以保障 30台 20吨
以上车辆的中转需求，保障汽车零部件在内

的重要生产物资运输畅通。

业内人士指出，汽车是产业链条非常长

且复杂的产业，“少了一个零部件主机厂都无

法开工”，复工复产不是“一吹哨就齐步走”，

而是需要由龙头企业的复工来带动全行业的

链式复工。

目前，相对下游的整车厂，规模较小的上

游零部件厂商虽然已经积极复工，但产能恢

复仍待提升，这就使得整车厂短时间内仍难

满产能运行。此外，跨省物流不畅的情况虽然

已经好转，但目前物流仍存在费用贵、“延时”

较多等问题，给企业在能否保持稳定生产方

面带来不少挑战。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

为，面对疫情冲击，汽车企业要逐渐从“救火

式”应急反应转变为常态化的高韧性供应链

管理，在现有供应链体系中建立有效的风险

监测能力，提升供应链战略规划、管理及执行

能力。

让机器转起来、产线跑起来
———上海汽车业复工复产满月观察

●5月 11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复工复产后，首批次整船汽车出口。

■ 张华迎

今年 3月中旬，福建泉州市发生新一轮
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

力，4月 21日起，泉州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
区。记者近期在泉州丰泽区、石狮市等地走访

发现，金融扶持、保通保畅等惠企纾困措施落

地，不仅帮助企业解决不少实际困难，也有力

提振了他们的发展信心。

“没想到，贷款审批的速度这么快！”谈及

近期从农业银行申请纾困贷款的经历，长期

从事粮油加工、销售的泉州华穗商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彭清图感慨万分，“幸亏有了这笔纾

困贷款，企业才能顺利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后，受回款周期延长、物流成本

增加等因素影响，他的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陡

增。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及时引导

彭清图通过“金服云”平台申请纾困贷款。经

过审批，两天后，他就拿到了 210万元的贷
款。

在泉州，享受到金融帮扶的企业不在少

数。石狮市冠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羽毛球拍、网球拍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年产

球拍 300万支，销售额 1.5亿元。成型、粘合、
喷涂、贴标、装配、包装……走进该公司生产

车间，数百名工人正戴着口罩赶制一批海外

订单。

“有了金融的支持，企业增资扩产的底气

更足了。”冠豪体育公司总经理助理滕静介

绍，今年疫情期间，企业从当地农商行申请了

一笔 990万元的纾困贷款，用于新厂房建设、
扩大生产。“新厂房预计今年 8月投入使用，
将给企业带来 30%的销售增量。”
对企业而言，物流畅通至关重要。在有关

各方的共同努力下，4月 30日，一趟满载纸尿
裤、服装、鞋帽等日用品的中欧班列从泉州东

站鸣笛启程，前往欧洲。这也是自泉州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当地开出的首趟中欧班列。

“本趟班列，我们公司走了 30个货柜。此
次中欧班列恢复运行，解了企业运输之急。”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邱志强

说，在国际海运一柜难求、运费高企的形势

下，货物从家门口就能搭乘中欧班列出国，不

仅缩短了运输时间，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

输成本。

泉州市人社部门积极开展“线上”招聘

会、“引工大使”“以老带新”等活动，帮助企业

解决用工需求问题。

“如果你对汽车感兴趣，不妨来试一试汽

车销售这个岗位”“我们需要缝纫工，欢迎大

家报名”……几天前，在丰泽区举行的“复工

复产”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上，一些企业 HR
走进直播间，与求职者“屏对屏”沟通、互动。

据了解，从 4月 15日起，丰泽区多次举办类

似的网络招聘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3000多
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近千人。

截至目前，泉州市 5400多家规上工业企
业已全部复工复产。泉州市工信局总工程师

陈传芳说，下一步，当地将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不

断改进、优化服务，推动企业满工达产、增资

扩产、提质强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

来。

5月 22日，奔跑彩云南九大高原湖

泊领跑赛在云南财经大学圆满落幕，

2000余名学生分别在云南财经大学安

宁校区、龙泉校区欢乐起跑。

“奔跑彩云南”作为云南省在“十四

五”时期重点创建的引领性全民健身示

范活动，自 2021年 7月启动以来，以“奔

跑传递健康生活”为主题，围绕云南九大

高原湖泊开展。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赛事活动，使民族文化、健康生活

目的地得到了更好的宣传。

李全 摄影报道

■ 岳德亮 唐弢

近段时间，浙江杭州建德市下涯镇之江

村乡村振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录成了

乡亲们的“参谋”，前来咨询开办民宿的人越

来越多。

“我家民宿 10个房间，去年收入 40多万
元。现在村里有意向做民宿的有几十户。”王

建录说，他们原来在外地种草莓，现在想回家

乡安居乐业。

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的进程中，浙江省大力推进“扩中”“提

低”行动，通过发展产业推动更多人就业，人

人参与、人人奋斗，做大做好“蛋糕”，着力补

齐短板弱项。

每天清晨，在杭州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碗

比锅大”小吃店，七八个师傅排成一排制作

“豆腐包”，蒸笼里不断散发出香气。“店里的

师傅月收入从 5000元至 1万元不等，现在想
学做‘豆腐包’的人越来越多。”正在忙碌的小

吃店主徐文斌说。

自去年 5月开始，建德市政府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统一分期分批培训“豆腐包”师

傅，至今已经有 1000多人领到“豆腐包师傅
证”，其中不少人已开始创业。

在金华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村企”融合

发展，研学、民宿、非遗技艺等业态不断延伸。

“目前，本地村民开设农副产品店、旅游

商店 40余家、餐饮店 20余家，2021年直接
带动本村及周边地区 3000余人就近就业创
业。”诸葛村党支部书记诸葛坤亨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浙江省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1.94:1，城乡群
众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山区 26县一定程度上是浙江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短板”。如今，曾经的山坳渐成

资源要素涌流的价值高地。

记者赶到衢州市龙游县罗家乡席家村村

委会时，村党支部书记席金富正在准备新项

目的宣讲材料。此前浙商银行帮扶的“茶光互

补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去年给村集体增收

32万元。
独具地方特色的黄茶认养项目，被纳入

山海协作的范畴，产业共富，村民增收。席家

村村民席美花说，全村共有 200多户，目前参
与黄茶项目的农户已有 40多户，每户年增收
3万多元。“每到采茶季节，我母亲去采茶，一
天还有 300元的劳务收入呢。”
“协作帮扶，不能‘只给钱’，而是要落实

到项目产业发展，推动持续致富。”席金富说。

去年，浙江山区 26县多项经济指标增幅
高于全省，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幸福邻里中心、

儿童之家、美术馆等公共服务功能逐渐深入

乡村，5分钟邻里生活圈、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30分钟镇村服务圈……村民生活品质不
断提升。

龙游县溪口镇翠竹小区依街傍水，白墙

黛瓦。居民赖菊兰说：“我们以前住在山上，政

府组织我们搬迁下山，现在生活环境好多了，

15分钟就能逛遍镇街。”
更让赖菊兰欣慰的是，以前工作的公司

也跟着过来在小区内设点。“我们下楼就能工

作赚钱，工作时间灵活，去年收入 5万多元。
有生活，有生计，获得感满满的。”

做大做好“蛋糕”
着力补齐短板弱项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一线走访记

奔跑彩云南
九大高原湖泊领跑赛
在昆明圆满落幕

亚马逊云科技李晓芒：数字技术驱动企业出海

外资流入折射中国市场持久吸引力

惠企帮扶 实招纾困
———福建泉州企业复工复产见闻

●5月 19日，石狮市冠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在制作球拍。

张华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