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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形势整体向好 外贸企业冷暖自知

受全球经济低迷、成本上涨影

响，同时还要面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的竞争，近年来，头顶“世界工厂”荣

耀、广东出口重镇东莞企业出口遇到

极大挑战。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人

们对东莞出口并不看好的 2012年，东
莞进出口总额 1444.16 亿美元，比
2011年增长 6.8%。其中出口 850.66亿
美元，增长 8.6%。

东莞出口经济运行情况到底如

何，实体企业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寒意曾浓

“世界鞋业看东莞，东莞鞋业看

厚街”。

东莞厚街镇地处粤港经济走廊

中段，北连东莞市城区，南邻虎门港，

以制鞋为特色产业，聚集了几百家鞋

企以及产业链配套企业。

去年夏天，《中国企业报》记者曾

到东莞厚街，亲眼见证了寒冬里鞋企

的冬天。

彼时，当地很多家鞋企倒闭。

去年 4月份，有 1000多员工的
大邦鞋业倒闭，供货商被拖欠约一千

万货款。供货商将大邦的客户、以国

际贸易为主的麦斯鞋厂堵住大门，在

业界引发轰动。

今年四十多岁的王志强，二十年

前从湖北老家到珠三角打工，先是在

深圳做保安、业务员。在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后，在家人的资助下，王志强

到东莞厚街开办了一家制鞋厂，主要

是做出口。

王志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

忆说，由于东莞制鞋业配套相当完

善，2008年以前，海外订单很多，一年
到头根本不愁没有业务。

“那些年利润也高，每年毛利率

都超过 50%。尤其是在 2005到 2007
年，每年利润能达三四百万元。”王志

强向记者介绍，“随着 2008年金融危
机的爆发，东莞出口型企业受到直接

影响。订单下滑、成本上涨、利润下

降、企业外迁、关闭甚至破产成为普

遍现象。”

五年前，广东鞋业经历过一波倒

闭潮，让业内人士至今仍心有余悸。

作为广东制鞋业基地，东莞在这

波倒闭潮中成为重灾区，倒闭企业达

200家—300家。
五年后，诸多不利因素叠加，部

分企业被迫关闭甚至跑路。一时间，

有关东莞企业“倒闭潮”的消息不时

在坊间流传。

“从 2009 年起制鞋业有回暖趋
势，让我们做出口的鞋厂一度看到了

希望。但从 2011年下半年开始，形势
又变得不容乐观。2011年全年我们鞋
厂销售下滑了 40%以上。成堆的成品

鞋仓库里都放不下。原有的一百多名

工人，被迫裁掉了近 1/2。”王志强说。

借助电子商务出海

作为上万家出口企业中的少数

派代表，王志强选择留了下来。

早在 2008年，在与业内同行的
交流、政府组织的各种培训中，王志

强意识到东莞步入困境。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尝试积极应对困局，创新生

产经营模式。

“这个冬天实在太冷，我们制鞋

企业必须收缩战线，减少出门，保存

体力，多穿衣服，度过严寒。”王志强

一语双关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据我了解，很多业内同行选择收

缩战线，以渡过眼前难关，待形势转

暖时再寻找更好的机会。有的企业主

则购进先进生产设备，以降低劳动力

成本的压力。”

近日，当记者再次跟王志强联系

时，与去年夏天相比，王志强的心情

明显好了许多。

王志强在两年前就花费一百多

万元从欧洲引进了先进的电机设备，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省去了

“招工难”之忧。

不过，与多数制鞋厂不同的是，

除了采取上述“被动防守”的策略，高

中毕业便在市场上打拼的王志强眼

光颇为长远。

他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尤其对

电子商务等经营模式十分感兴趣。

就在部分企业将电子商务运用

于国内市场时，王志强已经高薪聘请

营销和网络方面的专业人士，打算借

助电子商务专攻海外出口市场。

“电子商务在国内市场运用的比

较成熟，但运用于海外市场目前还比

较陌生。因此，做海外电子商务，我们

是边摸索边总结经验。刚开始除了思

路，一片空白，没有客户的详细信息

和资料，也不知道国外鞋业的具体行

情和需求。”王志强对记者说。

据王志强介绍，虽然开始时进展

很慢，但他丝毫不气馁，和聘请的专

业人士天天泡在网上，查看国际鞋类

展览网，在网上查找展会名称，然后

找到国外客户的邮箱、名字、电话、产

品介绍等。此外，鞋类外贸企业也是

他主要的搜索对象。

找到国外正规厂家和外贸商的联

系方式后，王志强便让公司专业人士

与对方负责人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联

系上。“如果双方条件谈妥，我们会签

订协议，加入到对方生产营销网络。这

种电子商务平台能够实现实时互动，

速度快、效率高，外商能够及时掌控产

品生产进度和质量，很受外商欢迎。”

据了解，自运用电子商务主动出

击海外以来，王志强已经积累了相当

的海外客户，甚至有新的客户通过网

络找到他。“经历了前两年的出口低

迷后，我的制鞋厂有了明显的好转。

现在每个月销售都增长。从去年一年

的销售情况来看，我们厂的销量跟

2008年相比持平。目前的发展趋势很
好。”

在线外贸交易平台敦煌网最新

披露的数据显示，DHgate 移动平台
GMV在全平台占比量较 2011年有显
著增长，截至 2012 年 11 月，其移动
平台的 GMV总和为去年同期 454%。
数据表明，随着手机登移动设备的普

及，全球采购商通过移动设备上网采

购量在快速增长。

敦煌网数据显示：2012 年，敦煌
网平台上移动询盘量占到了总询盘

量的 25%，移动平台流量占到了
26%，移动平台成交量占到总成交量
的 17%，高于美国圣诞季水平。据调
查，2012 年美国圣诞季，移动电子商
务流量占到电子商务总流量的

25%，移动成交量占总成交量的
14%。

跳出微笑曲线底部

借助电子商务主动出海、购进先

进生产设备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走出

低谷的王志强的制鞋厂是东莞寻找

主动突围的万千中小企业的缩影。

据悉，东莞厚街诸多鞋企开始发

展“高级定制”模式，如与国内外名

人、明星俱乐部合作定制鞋子，同时

在高端路线上逐渐自创品牌。

在遭遇房产调控、市场萎缩的家

具行业，有东莞家具企业“城市之窗”

另辟蹊径，通过试水“全屋定制”，实

现逆市增长。

2008年以来，东莞转型升级明显
加快，正在跳出微笑曲线底部，并向

“微笑曲线”顶端爬升。

在政府层面，东莞还出台了“全

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建设

工作方案，提出实现“三个高级化”：

产品制造高级化、企业形态高级化、

贸易产业高级化。

东莞厚街政府部门力促“鞋业产

业集群”整体转型升级，将安排 1 亿
元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

对企业的帮扶，推进鞋业实现研发、

技术、设备和管理同步升级，以实现

集群内总部型企业数量、龙头骨干

型企业规模和产业产值规模各增加

一倍，力促厚街鞋业产业集聚区向

产业规模化、产品精品化、品牌高端

化发展。

日前，东莞市统计局与国家统计

局东莞调查队联合公布东莞企业调

查报告。

报告称，去年，在国际经济形势

不容乐观的形势下，东莞的出口增速

却依然强劲，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全

省。去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1444.16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6.8%。其中，出口
850.66 亿美元，增长 8.6%，比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7.9%）快 0.7个百分点。

东莞外贸企业转型记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上接第一版）

“大概还有 200 多万元的库存

吧，市场马上就要关门休假了，得赶

紧处理出去。”该店主说。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曾认为，就其所接触到的义

乌、温州企业而言，去年外贸企业订

单整体上有所减少，四季度企业经

营状况非但没有改善，所遇到的困

难相比往年而言更为严重。

阿里巴巴一达通外贸服务平台

监测显示，2012 年月度中小企业外

贸景气指数总体呈现小幅下降趋

势，显示中小出口企业盈利压力较

大。

中国信保在出口信用保险方面，

客户也主要来自于汽车、纺织品、农

产品、机电设备行业。其他行业相对

较少。

交通银行分析师陈鹄飞告诉记

者，机电等产品出口有所增长，比较

稳定。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较去

年下降约 9.2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

口增速放缓，主要原因是国内生产

成本大幅上升，出现加工贸易转移

到东南亚等国家。整体来看，加工贸

易占比下降有利于外贸结构的改

善。

中国信保有关负责人预计，在出

口信用方面，家具纺织服装行业和

化学制品行业可能会有所下降。这

也折射出这两个行业出口形势并不

乐观。

内迁企业出口快速上升

马国光告诉记者：“我的一个表

弟，原来是做服装出口的，在 2010年

去湖南开了分厂，去年，彻底把温州

的服装厂关掉了。那边的成本确实

要更低一些，据我表弟讲，仅人力成

本就能下降 20%左右。湖南交通现

在也很便利，可以直接将产品通过

高速公路运达广州出关。”

转移到河南的一家贸易公司目

前的出口额已经接近 2000 万美元，

而 2011年，该公司的出口额仅为不

到 150万美元。

“从广东搬到河南之后，当地政

府很支持，帮着介绍客户，同时给予

贷款扶持，目前已经贷款 2000多万

元，使我们的资金链变得宽松。”该

公司副总周先生说。

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

后，不少外贸企业选择了产业转移，

并将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陈鹄飞告诉记者，从国内出口区

域格局看，中西部地区出口明显加

快，产业梯度转移效应初显成效。去

年，广东、江苏等东部 7 省市整体外

贸增速基本保持稳定，进出口总值合

计占我对外贸易总值的 79.9%。但从

区域出口贸易增速看，中西部地区出

口增速远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

目前，中西部一些省份外贸增

长速度非常快，像重庆、四川、河南、

广西、江西等省份外贸增长速度都

超过了 40%，这说明沿海地区向内

陆的产业转移以及内陆的对外开放

和出口竞争力正在增强。

交通银行预计，今年中国对东

盟、金砖国家和其他部分新兴市场国

家的贸易增速也将普遍回暖，今年中

国出口增长可能将达到 8.5%左右。

不过，亦有专家对此表示谨慎

的乐观。

在日前召开的中华民营企业联

合会年会上，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

会长保育钧告诉记者：“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这回是真的要转了！”保育

钧说，转变增长方式喊了多年一直

转不过来，原因在于过去的模式还

有市场。不过，眼下情况正在逆转，

过去依赖的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经

济增长，都正在呈现负效应。

以出口为例，保育钧指出，过去

每年超过 20%的增速，最近几年连

10%的增速都达不到。在这种形势

下，一方面外贸企业要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主动转型升级，另一方面，

外贸企业还可以调整方向，向巨大

的内需市场掘金。

2008年以来，东莞转型升级明显加快，正在跳出微笑曲线底部，并向“微笑曲线”顶端爬升。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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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从中蒙边境运输到中国东部沿海（焦煤的主要

消费区域）港口的公路、铁路运费、损耗、杂费等长距离物流

成本，是澳洲至日本的海运费的数倍，每吨高达近 100 美
元，加上洗选费用、增值税等因素，类似品质的澳洲焦煤如

果倒推至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在 2012 年大多数时间
里，甚至比蒙古煤进口到中国的价格低十几至几十美元。

而根据目前的行情来看，炼焦煤进口价格已经升至每吨

190美元左右，去除掉中间环节，价格和当时每吨 70美元的定
价差距不大。

蒙古投资风险：随意性较大

“到蒙古投资，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方在合作上随意性比较

大，不按合同协议办事。另外蒙古的政策变化也比较频繁。”内

蒙古一家贸易企业的老板李经理（化名）说。

李经理曾经作为中间人安排过山东的一家企业和蒙古的

一家矿企负责人见面。“在呼和浩特待了 5天，蒙古企业方面
的几个人就是喝酒，根本不谈合作事宜，山东的那家企业去蒙

古投资最终也没了下文。”李经理说。

新疆一家矿业企业 2010年曾经到蒙古进行投资，也是通
过中间人看上了一座矿山，在没有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盲

目相信中间人，进行了投资，到后期，双方发生了合作纠纷，这

家新疆企业才发现，蒙方竟然擅自转让了中方的股权。

“这在成熟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李经理说。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去蒙古投资的热情仍然很高。根据商

务部的数据，在 2003年的时候，中国对蒙古投资只有 1.3 亿
美元，去年，中国对蒙古投资总额超过 20亿美元，已连续多年
成为蒙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漂亮数据的背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李争荣曾公

开表示，目前大约有 5000家中资企业在蒙古有业务，有 50家
能获益就不错了。李争荣还认为，在中国周边国家中，蒙古投资

环境是最差的，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在蒙古的投资无法获利。

据记者了解，中色股份在蒙古投资开发的图木尔廷敖包锌

矿属于比较成功的项目，或许可以为中国其他企业提供经验。

很多中国企业前期调查不到位

曾经在非洲试图投资铁矿的山东一家民企负责人刘先生

曾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本来对项目还算满意，但是我当

时留了一个心眼，向当地人打听了一下，发现还有 3家中国企
业也就这个项目进行着谈判，并且出价都比我高。”

最后刘先生放弃了该项目的投资，最后刘先生得知，另外

3家中国企业对该项目的报价比他高了 1亿美元。
而西洋集团尽管对项目进行了调查，但却栽在了政策等方面。

朝鲜方面出具了由朝鲜对外投资协会出具的承诺书，承

诺给西洋集团的政策 30年不变。但投产一个多月后，情况突
变。朝方要求对 2006年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 16处修改。

西洋集团研究后发现，按照朝鲜方面的修改意见，西洋集

团在朝鲜的投资将会变成赔钱的投资。经过很长时间的拉锯，

西洋集团目前仍然讨债无门。先期 2.4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
“就是赖着不给，现在都不理我们了。”吴希胜告诉记者。

刘先生表示，从目前看，不少企业对项目的情况会做一番

调查，但场外因素中国企业容易忽略，觉得项目有赚头，就着

急进行投资，生怕对方反悔。

笔者不久前分别赴义乌、厦门等地进行调研，并向全国

201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还对其中 57家企业作了访谈。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外贸回升趋势并不稳定，2013年的

外部经济形势依然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根据海关统计和制造业出口交货值统计来看，2012 年对

外贸易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贸易顺差同比扩大。2012 年由于进口增速明显低于

出口，导致贸易顺差比 2011年有所扩大，达到 2311亿美元，同

比增加 49%；贸易特化系数由上年 4.3%上升到 6%，与 2010 年

水平相近。

二是面向主要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增长较快。如面向东

盟、俄罗斯、南非等的出口增长明显快于平均增长水平；虽然

面向美国的增长形势也好于平均水平，但与日本、欧盟的双边

贸易增长较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三是消费品出口增长较为稳定。根据制造业出口交货值

统计，增长最快的主要是文体用品、食品、饮料、农副产品等行

业；黑色金属、化工、造纸、专用设备、仪器仪表、交通设备等行

业增长也快于平均水平；但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中间投入品

则出现了负增长。

四是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加快，产业转移效果明显。2012

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同比增长 26.8%

和 40.1%，而东部仅增长 4.2%。

五是民营企业增长快于其他企业。1—11月民营企业出口

交货值增长 10.7%，高出平均水平近 4个百分点。

不过，综观整个 2012年，会发现外贸增长波动较大，虽然

在年中曾经出现过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回升趋势并不稳定。实

际上，去年 12 月份之所以出现较快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企业年末集中出口，而不能说明外需形势已出现明显改善。

相关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当前出口形势的严峻性。

在 201家受访企业中，四成左右的企业出口呈现负增长，其中

还有 10%的企业下降 30%以上；只有 25.6%的企业出口实现

10%以上增长，低于下降企业 15个百分点。

趋势

外贸回升趋势尚不稳定
赵晋平

中铝蒙古遇阻
警示赴欠发达国家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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