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7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马丽

跨国策 Transnational

对于欧洲企业而言，中国已变成
一个矛盾的市场。 一方面，人力资源
等各种商业成本的攀升使赚钱越来
越难，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需
求又像一块磁铁，牢牢吸引着他们的
眼球，让他们欲罢不能。

当离开还是留下成为一道必选
题的时候， 很多欧洲企业意识到，到
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形势倒逼在华欧企谋变
欧洲的金融危机曾见证过欧洲

企业的中国好胃口。 在那个特殊时
期，欧洲企业的踪影遍布在中国各大
商业推介会上。情况的改变始于 2012
年，虽然诸多欧洲企业依然走进和扎
根中国，但外企撤离中国的悲观论调
依然悄悄蔓延。

来自德国的大为在中国生活了
数年，他服务于一家德国汽车制造企
业。“现在的中国已经和我刚到中国
时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由于外资所
拥有的技术和资本是中国的稀缺资
源，所以，各地都很欢迎外资的到来，
但随着本土对手的崛起、中国对外资
的依赖度降低、成本提高，现在欧洲
企业要生存下来，需要面对更残酷的
竞争。 ”

由中国欧盟商会撰写的《中国欧
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3》称，营业
额呈增长态势的在华欧洲企业数量
收缩至仅有 62%，同时，实现利润增
长的企业数量亦下降至 44%， 仅有
64%的在华欧洲企业依然盈利， 低于
去年同期的 73%。

尽管业绩下滑挑战加剧，仍有超
九成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在其全球战
略中将会越来越重要或与去年重要
性持平。 同时，超八成企业表示将扩
大在华投资。

和大为有着同样看法的欧洲企
业并不在少数，中国欧盟商会不久前
发布了《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3》。 调查显示，欧洲企业继续坚定
于服务中国市场，超过八成的欧洲企
业计划进一步投资中国。

在华欧企纷纷“走西口”
不同于以往的是，在华欧企首次将

目光由“老根据地”中国沿海地区转
向了西部地区。 据欧盟商会调查显
示，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
将业务拓展到其它省份，其中，新疆、
内蒙古、四川等地成为欧洲企业拓展

业务的热门地区。
尽管中国光伏产业进入“寒冬”，

但跨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却加快了在
中国光伏产业布局的步伐，开始在内
蒙古投资建造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
站。 目前，该合资项目已得到相关政
府部门的审批, 内蒙古电力公司则提
供生产设施及上网。

今年 6 月，欧洲最大零售商家乐
福也宣布计划扩大在内蒙古的投资。
据悉，今年 3 月份，家乐福在内蒙古
设立的第一家门店于呼和浩特市开
业，年内，家乐福还将在呼和浩特市
摩尔街开设第二家门店，预计门店面
积超 1 万 8 千平方米，年利润过亿元
人民币。

中国政府已明确把新疆作为西
部开发的重点， 向西开放的通道，西
部能源基地。 集地缘、能源、政策等优
势于一身的新疆，吸引越来越多的欧
洲企业来此“淘金”。

2012 年 9 月，法国科麦思公司与
新疆一家物流企业正式签约，合作经
营“亚欧快速汽运物流新丝路”，开拓
亚欧大陆物流市场。“新疆有色金属、
石油、风能、光热、土地资源丰富，劳
动力价格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交
通、物流等方面的地理优势，这些都
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 ”法国科麦
思一位高层表示。

在法国企业看好新疆的背后，
是更多欧盟企业灼热的目光。 今天
的新疆，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欧企

成分”。
今年 3 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率

团访问新疆，进一步落实去年中国亚
欧博览会期间英国企业与新疆的相
关合作事项；4 月份，法国液化空气集
团在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工业气体项
目落户新疆，这是这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在新疆落地的第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3 年来， 大众汽车、德
国巴斯夫公司等欧盟一流企业，纷纷
在新疆投资建厂或者与新疆企业展
开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新疆正在编制《新疆向西
开放发展规划》， 争取把新疆向西开
放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加以推进，把
新疆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
堡，陆上能源资源大通道。

行业面临精细化“洗牌”
记者采访的欧洲企业家普遍认

为，中国依靠资源、低劳动力成本的
粗放发展阶段已经过去，随着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将实现“更精细化”的增
长，而这将为掌握高科技技术和优质
服务的企业带来巨大商机。

以汽车产业为例，据一些汽车企
业高层和分析师指出，即便中国经济
成长加速，或许也难以恢复到过去 10
年的辉煌时期， 如 2009 年中国汽车
销量激增 46%的增幅今后很难再出
现。 他们普遍认为，未来几年的增幅
更有可能介于 7%—8%之间。

事实上，这种增长瓶颈并不仅仅
体现在汽车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欧
盟公司迫切需要在中国实现转型发
展，寻求高新技术领域、现代服务业、
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共赢。 ”欧盟商
会主席大卫如是说。

专攻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法国
经济研究员罗哲文认为，欧企离开中
国不是一种趋势， 要区分不同行业。
事实上，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
区”， 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带来中国企
业的“阵痛”，也引起欧洲企业在华的
洗牌。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也印证了
外资的重新布局。 2012 年，中国实际
使用外资 1117.2 亿美元， 同比下降
3.7％。 其中，538.4 亿美元流入服务
业，领先制造业 4.5 个百分点，占全国
总量 48.2％。 服务业内部的分水岭加
深，房地产外资使用下降 10.3％，而分
销、计算机应用、金融业增长都超过
10％。虽然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48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6.2％，但通用设备、
交通运输设备等高端制造业行业外
资流入增长强劲， 分别是 31.8％和
17.2％。

大卫表示：“欧洲企业在中国投
资庞大，通过这些巨额投资，我们
非常适合为中国向更平衡的经济
增长模式转型做出贡献。 我们在高
科技、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和技术以
及服务业方面都可以提供许多经
验。 ”

在华投资谋变
欧企巨资突进西部

本报记者 江丞华

“特漂亮、性能特好！ ”在接触过
特斯拉电动汽车者中，绝大多数人给
出了这样的评价，“特斯拉的产品做
出来就跟一件奢侈品一样，同样是汽
车让人爱不释手， 让有消费能力的
人，趋之若鹜。 ”

在中国，特斯拉的神秘面纱或许
最早要等到今年年底揭开。

“可能也是走饥渴营销的路线。 ”
在评价特斯拉在中国迟迟未上市时，
中国电池网 CEO于清教这样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

本月初，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郑
顺景（Kingston Chang）通过微博流露
出，“德国销量不太清楚，听说欧洲反
应很不错，特别是挪威。 ”

未见其车先闻其名，特斯拉位于
北京东大桥路的 4S 店虽未开张，但
已吸引众多狂热者前往一探究竟。 据
说特斯拉已经斩获了来自搜狐张朝
阳、网易丁磊、万科王石以及爱国者
冯军等众多老总的订单。

中国诸多大腕的鼎力支持让特

斯拉管理者信心百倍。 CEO 艾伦·穆
斯克就曾多次表示，明年、最迟 2015
年，特斯拉将推出 3 万到 4 万美元的
电动汽车。

对于特斯拉， 有人这样评价，准
确的市场定位、 优越的动力性能、完
善的管理系统、舒心体贴的购买体验
和售后服务。

在资深汽车评论员贾新光看来，
“特斯拉将新能源车特有的元素很好
地体现了与传统汽车的差异化，加入
了更多的电子化元素，几乎实现了汽
车型机器人。 ”

“这些都值得国内市场加以研
究。 为什么有的做电动车能盈利，而
有的就赔本。 ”贾新光认为，“电动车
应该超脱原有机械之上，形成全电子
化的产品，让人怦然心动。 ”这或许就
是特斯拉不同之处，跳出技术更多的
引入消费需求元素。

但是， 对于特斯拉在中国的发
展，贾新光也有不同的看法。

“它可能在美国适用，但是在中
国，特斯拉的发展还需要多研究。 ”贾
新光表示，“目前特斯拉可能也是在

试探中国市场。 ”
“毕竟特斯拉目前走的是时尚高

端路线，这与中国大多数消费者的消
费理念有差距。 ”贾新光表示，“当然，
它也在开发低端市场，而且它的低价
位产品进入人们视线时也会让人眼
前一亮。 ”

公开资料显示，特斯拉，美国唯
一专业生产电动跑车的上市公司。 其
主要车型为 Roadster（已停产，总销量
达到 2400 辆）、Model S、Model S（2013
年底投产）、bluestar（2015 年投产、定
位低端市场）Tesla 在电池与控制系统
领域非常出色。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特斯拉的
目标是利基市场，也就是大众市场。 ”
于清教分析说， 从国内目前情况看，
200公里以内可以使用电动汽车，200
公里—600公里使用混合动力、高铁，
600公里以上坐飞机。“而大部分人的
生活半径到不了 200 公里， 以此来
看，电动车有着潜在巨大市场需求。 ”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处于市场
启动初期。 据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消
息，截至 2012 年 12 月，北京、上海、

深圳等 25 个试点城市共示范推广各
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74 万辆。

从目前“十城千辆”25 个试点城
市新能源汽车保有情况来看，新能源
公交车与公用事业用车（如环卫车）
占比较高达 76%，占据了目前新能源
汽车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新能源乘
用车虽然占比 24%，但其中绝大多数
都作为出租车，真正私人购买的寥寥
无几。 短期内，新能源公交车与公用
事业用车将是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主流方向。

据《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2013）》显示，从目前实际情况
来看，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因为动力
电池技术、 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充
电站基础设施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而并未实现产业化发展。 中国低碳经
济研究机构赛迪经智认为，这对于拥
有核心技术及配套解决方案的外资
企业来说却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
吸引力的市场。 外资企业如果能抓住
机遇， 提前布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将会提前分享这一场新能源汽车
“盛宴”。

“饥渴营销”开路，特斯拉逆袭中国？
本报记者 陈玮英

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 40 周年， 受中联部委托，7 月
18 日， 中国-西班牙企业项目对接会在中国企业报社会议室
举行。 中国企业报社国际部主任周净主持了此次活动。 随后，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致欢迎辞、 中联部西欧局刘克君处
长和西班牙卡斯蒂亚-拉曼恰地区对外贸易协会负责人安赫
尔·普列多（ANGEL PRIETO）分别发表讲话。

西班牙卡斯蒂亚-拉曼恰地区的葡萄酒生产在欧洲占领先
地位，并是西班牙的第二大橄榄油生产区，还有知名和独特的曼
切克奶酪和藏红花。 不少重要和知名的肉类加工企业和西班牙
火腿生产商皆聚集在拉曼恰大区。

会上， 天士力集团董事长崔勇，HXT 商业咨询有限公司
（HXT Business Consultant Limited）执行董事梁彦杰，北京拇指
动力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分别与西班牙卡斯蒂亚-拉曼
恰地区对外贸易协会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洽谈， 交流成果颇
丰。

会后， 吴昀国社长代表中联部向西班牙友人馈赠了极
具珍藏价值的中国画。 卡斯蒂亚-拉曼恰地区对外贸易协
会负责人安赫尔·普列多（ANGEL PRIETO） 先生为中国企
业报社手写赠言， 他表示感谢中国企业报为其提供与中国
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他们已经受益颇多，并希望将来会取得
更大的成功。 （王莹）

日本东北地区有许多技术水准较高的中小企业。 这些企
业有着技术含量高，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不大，企业发展走到
了一个颈口的共同现状。 谋求与国外的企业联手创办合资企
业、 寻找企业产品的海外营销商以及国外企业对于企业的收
购等各种商业模式。
企业联合会机构、地方银行：

东北经济联合会：（http://www.tokeiren.or.jp/） 目前有 800
多家企业会员。 管辖的企业包括东北六个县和北陆地区的新
潟县，共七个县的企业。

东北经济联合会商务中心：（http://tokeiren-bc.jp/）东北经
济联合会的咨询公司。

宫城县产业振兴机构：（http://www.joho-miyagi.or.jp/）
七十七银行：（http://www.77bank.co.jp/）东北地区最有实力

的地方银行。
东北地区有许多规模不同，技术含量高，具有独家专利的

企业。 除工业以外，农业，渔业，畜牧业，服务业等行业都想和
中国企业合作，开拓中国大陆市场。日本东北地区的企业比较
内向，和大阪、东京等地区的人有些不同。虽然技术水平很高，
但是销售能力稍弱。希望与中国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谋
求共同发展。

中国 -西班牙
企业项目对接活动开启

【企业信息 Information】

http://tomimateqs.co.jp/company/company.html

http://www.prospine.jp/

http://www.okagrate.com/top/index.html

http://www.okagrate.com/tohoku/index.html

http://www.harada-shindo.co.jp/company/index.html

http://www.universaltrike.com/trike/profile.html

http://www.reselber.com/company/gaiyou.html

http://www.kamidenshi.com/

冨田マテックス（株）

プロスパイン

岡岛グル一プ

东北岡岛工业（株）

（株）原田伸铜所

ユニバ一サルストライク

リセルバ一

加美电子

铁道线路、器材设备的检查、测试机器的制造

非接触动力伝达装置（无接触齿轮）

钢制光栅制造、销售

吊车、吊塔的生产制造、溶融亚铅镀膜加工、
电解研磨加工、不锈钢材的生产制造

青铜板的板块、条形有材料的生产及销售

两轮、三轮自行车

污水处理

电子产品、 机械、 工业产品的层面加工处理
（喷雾器技术是日本的顶尖技术）

宫城

宫城

宫城

宫城

宫城

宫城

宫城

宫城

企业介绍

（本栏目信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经济合作委员会提供）

在中国相关政策推动下，在华欧企首次将目光由“老根据地”中国沿海地区转向了西部地区。 王利博制图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右一）在会上介绍中国企业情况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日本（东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