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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制造艰难转身：
中国小商品尝试“直联”海外
左振乾

10 月 21 日，义乌小商品城的 Chinagoods 平台正式上线。通过此平台，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上的 200 余万家企业将能够与全球
219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直联”
。
在新冠疫情改变全球经济生态格局的逆境下，
中国制造的小商品选择了一条去掉中间环节、
借道数字化
“送货上门”
的直达路径。

数字增长背后的
企业隐忧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
散中心，背后连接着 200 多万家中
小企业。2019 年，被誉为“世界超
市”的义乌市场，进出口总值占到
浙江全省总值的 9.6%。在一定程
度上，
义乌已经成为浙江乃至中国
外贸经济的重要窗口，
也是外贸经
济状况的风向标。
义乌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前 8 个月，义乌市进出口总货值
2001.5 亿元，增长 4.4%；其中出口
1925.1 亿元，增长 3.8%；进口 76.4
亿元，增长 24.0%。玩具、家具及
灯具、
纺织成品等均保持两位数以
上增长。6 月由负转正后，7 月和 8
月义乌外贸保持较快增长。
但是，一些义乌企业却无法
持久乐观。综合多家受访企业意

见 ，他 们 普 遍 存 在 以 下 几 方 面
担忧：
一是海外疫情反复，
后续订单
存在不确定。
“生产爆棚”与“需求
不足”
并存导致的
“产能过剩”
正在
给义乌企业带来新的压力。派对
文化集团董事长陈圣弼表示，
对下
半年的出口订单不做乐观判断，
一
来海外客商反馈上半年出货的产
品至今仍有库存，
势必影响下半年
新订单；二来今年下半年的中东、
美国的专业展会也明确取消，
企业
海外拓展新渠道受限。
二是账期变长，企业金融压
力大增。浙江天派针织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营
销、服务于一体的无缝内衣龙头
企业，年产值突破 6 亿元，合作客
户均为大家熟知的世界知名品
牌。尽管占据行业龙头地位，无
缝 内 衣 龙 头 企 业 表 示 ，疫 情 以
后，行业账期不可避免地从 60 天

推迟到 120 天，只能企业自己去
支撑和消化，对企业运转有很大
影响。
三是对全球化有点失去信
心。有企业反映，
欧美客户强烈要
求其在全球布局产能，
企业在埃塞
俄比亚设立工厂后，
才保住美国订
单。此次疫情下，
企业对全球化有
点失去信心，
今后国际贸易可能倾
向多国别配置产能。

借道数字化的
逆境救赎
一盏美颜灯、一台电脑、一部
手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专门
搭建的直播厅里，80 后淘宝女主
播“大大王”一边试穿试戴各类首
饰和服装，
一边和网友互动。直播
还没结束，主播身上同款的 2000
件黑色针织衫就已经卖断货了。
“直播合作是双赢。
”
银蒂饰品

负责人朱素芳已经尝到了甜头，
她
介绍目前商铺一半销量来自直播
带货，今年上半年营收不降反升，
同比增加了约 20%。
中国小商品城饰品行业商会
会长陶小燕说，
以前商户是拒绝主
播进入的，疫情促使商户转变观
念，
如今半数以上商户已接受直播
卖货甚至主动触网直播。
不但要通过互联网“直联”国
内客户，
加强中国制造与海外消费
者“直联”能力亦成为义乌企业的
最新诉求。
义乌小商品城负责人表示，
目
前义乌企业普遍依托互联网、
海外
仓、境外营销网络等加强产业链、
物流链的全球布局，
发挥好新业态
与供应链创新结合效应，
利用好疫
情下海外无接触消费需求的迅猛
发展趋势，
加强中国制造与海外消
费者
“直联”
能力。
此次上线的 Chinagoods 平台

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义乌小商品市场将通过中国
国内外上百万专业采购商覆盖，
依
托中国国内二级批发市场以及各
个海外站点，在 Chinagoods 平台
上导入大量的贸易资源，
嫁接更多
服务，开发更全面的功能，建立更
完善的生态体系，
推进义乌市场线
上线下无缝对接，让贸易更简单，
让义乌市场更具竞争力和发展
活力。
“义乌一家露营产品的视频
在 TIKTOK 上有上千万播放量，
面
对海外买家，
视频可以越过文字翻
译的门槛，
展示作用更强。
”
阿里巴
巴副总裁、
全球速卖通总经理王明
强表示，
一方面海外线上零售渗透
率还很低，发达国家约为 10%，发
展中国家甚至不足 5%；
另一方面，
疫情背景下海外无接触式消费需
求猛涨，
跨境电商将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

联想智慧中国行鄂尔多斯签署智慧教育 1.6 亿合作订单
本报记者 梁隽妤

10 月 30 日，
“ 联想智慧中国
行——智慧教育论坛”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召开。来自当地教育
界、信息技术界学者、专家以及联
想生态合作伙伴 150 余人出席论
坛，联想华北大区总经理单铁军
以及联想大客户晋蒙战区总经理
杨永岗发表演讲。联想展示了融
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多
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当天，鄂
尔多斯立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易达教育集团有限公
司以及鄂尔多斯市众联电子行业
商会三家单位与联想签署 1.6 亿
元合作协议。与会者就智能技术
融合教育应用的趋势、新环境下
教育信息化改革以及鄂尔多斯市
新型教与学模式建构等多元议题
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国家级信息化教育实验区积
极探索教学新模式
2020 年 8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
布了国家级信息化教育实验区名
单，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和兴安
盟名列其中。
联想华北大区总经理单铁军
表示：联想自三年前确立两大转
型和三大业务方向的战略，两大
转 型 即“ 以 客 户 为 中 心 转 型 ”和
“Device+转型”，三大业务即智能
物联网产品、智慧行业解决方案
以及智能服务。三年时间，联想
的 IoT 产品走进企业、步入家庭；
智慧业务涵盖到 40 余个行业，特

联想华北区总经理单铁军发表演讲
别在智慧教育行业联想优势突
出，目前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联
想的智慧服务每年实现 40%以上
增长，成为推动联想自身业务增
长的新引擎。
单铁军还指出，
教育是立国之
本，
国家级信息化教育实验区名单
的发布是国家推动地方教育信息
化升级的重大决策，
联想将与内蒙
古各级学校、信息化专家、生态伙
伴一起探讨新环境下教与学的新
模式，
为内蒙古的教育信息智能化
改造提供优质服务。
人工智能+“数据”驱动为学
生减负，
为教师增效
近年来，
国家对学生教师减负
问题十分重视，
多次出台具体措施
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教师的工
作压力。提倡素质教育、
减轻应试
教育，
但是，
随着竞争加剧，
减负并
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融合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教育将

有效降低师生的负担，
真真正正实
现学生减负，
教师增效。
联想大客户晋蒙战区总经理
杨永岗说：
“课堂教育老师要面对
几十个学生授课，
教师会考虑大多
数同学的接受能力来控制自己的
讲课速度和内容深度。而智慧教
育可以实现由学生自主选课，
因材
施教，
课外作业也可以做到因人而
异”。如联想“智慧课堂”方案，学
生使用平板电脑与老师进行互动
式授课和学习，
老师通过系统还可
以了解每个学生的听讲情况。
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技术可有效提升教师的工作效率,
降低压力。比如，
联想利用文档识
别和分析技术研发了智能阅卷系
统，
大大减少教师在阅卷环节上的
工作时间，
效率提升的同时准确率
也得到提升。
联 想 智 慧 中 国 行 深 化 RISE
战略为行业赋能
2020 年的疫情让各行各业都
在思考智能化升级，
特别是人员密
集型的行业，
制造、
教育、
智慧城市
等正在加速智能化改造。作为中
国智慧服务的龙头提供商联想公
司深谙客户需求，于今年 8 月提出
RISE 智能化服务战略。RISE 中
的 RI（Range-wide Intelligence）代
表全域智能化，
S（Services）代表服
务，
E（Ecosystem）指生态系统。
RISE 是依托“端边云网智”新
一代技术架构和智能化服务生态
联盟两大基石，通过设备服务、智
能运维服务、智慧解决方案、智能

化全周期服务等 4 类服务，满足智
慧城市、
智慧教育、
智慧农业、
智慧
商务、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
行业客户智能化升级所需的全场
景、
全周期的服务需求。
RISE 战略中的全周期服务是
指 联 想 将 推 动 SIoT 云 平 台 的 合
作，通过第三方场景服务嵌入、云
端对接、开发者平台支持、开放协
议等整合品牌、平台开放、服务赋
能、
共拓市场、
利益共享的效应，
形
成智能开放生态联盟，
为客户提供
全生命周期服务。
倾情教育 30 载，联想场景化
方案助智慧教育落地
联想 36 年前成立之初就把教
育行业确定为重要业务领域，
至目
前联想已为全国 20 多万所院校提
供服务，
积累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和
实践经验，
今天的联想已经成为中
国教育信息化改革中 IT 解决方案
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30 余年的技术积累联想建立
起一套“教学、教务、教研”智能化
场景创新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覆
盖“教、学、考、评、管”的教育系统
的业务链条各环节，拥有“战略调
研—教育生态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平台资源统筹—长期运营服
务”
的全链条服务实力。
内蒙古地区是联想华北区重
要市场之一，已经有许多院校、教
育局选择联想的智慧教育解决方
案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智能服务。
过去 36 年，联想在全球建立
了 17 个研发基地、4 个 AI 创新中
心，同时拥有超过 1 万名工程师、
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拥有超过 2.8
万件专利。
如今，
中国正站在智能化社会
的门槛上，
面对科技与产业变革的
洪流。联想始终秉承“产业报国”
的企业发展理念，
在多个领域建立
竞争力，
助力智能化社会发展。

联想智慧中国行鄂尔多斯盛大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