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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宇丹

如意“西部棋局”：
不是转移过剩产能，而
是产业升级

在中国宁夏、新疆、重庆，
印度、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
沿线，如意集团已布局了 10 个
工业园，总投资超过 300 亿元。

作为国内最大纺织龙头企
业，如意在下一盘什么棋？

先看看国家发改委学术
委员会研究员、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对“一带一路”这盘国
家大棋局的解读。

张燕生说，“一带一路”使
中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由东部
沿海转向西部地区。在这场战
略转移中，新疆成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云南成为面对
东南亚的桥头堡。

以时间维度看，过去3 0
年，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针对
西方，未来3 0年将主要针对

“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

在这场战略大转移中，那
些懂得“抓趋势，盯政策”的山
东企业正在抢占政策红利，为
自己赢得转型良机。

宁夏如意科技时尚产业公
司是如意集团在“一带一路”沿
线布局的首个产业项目，这家
工厂是国内首个数字化智能科
技纺纱示范基地，肩负着如意
转型升级的强烈诉求。

为什么是宁夏？看看宁
夏现在的身份，它是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永久举办
地，也是国家级内陆开放型
经济试验区，成为通往阿拉
伯市场的桥头堡。

从产业成本来讲，这个产
业园地处内蒙古鄂尔多斯、乌
海及陕西榆林“能源金三角”核
心位置，电力可直接交易，每度
电费不到山东一半，蒸汽价格
是山东的2/3，光这两项费用一
年可节约成本近3亿元。

2014年，如意集团投资
4 5亿在喀什建工业园，在如
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看来，
新疆是如意在“一带一路”布
局的“棋眼”，这个新棋局，

“从北疆石河子，南疆喀什，
到印度、巴基斯坦，甚至通过
瓜达尔港到欧洲，这是一个
非常广的市场。”邱亚夫说。

如意通过这样大跨度转
移，不仅可以打开中亚、南亚
十几亿人的市场，还可以直
通欧盟。

跟着国家大棋局走西部
的还有临沂商城。如今，这家
北方最大商贸物流中心在瓜
达尔港投资2 . 5亿建设海外
商城，意图在这个印度洋出
海口下先手棋，打通到北非、
欧洲的新商路。

中国项目为旁遮
普贡献GDP

“中国搞‘一带一路’，用沿
线老百姓话说，中国人送钱，送
机会来了。”张燕生对齐鲁晚报
记者说，现在全球流动性过剩，
美欧日搞量化宽松，拼命印钞
票，但钱没有办法变成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没有钱，但有
需求有消费。

去年英国脱欧和普朗特胜
选，被看做是反全球化风潮兴

起。张燕生说，这说明一些国家
和地区没有从全球开放中得到
机会，没有共享成果。中国企业
走“一带一路”，一定要让沿线
企业参与，让沿线老百姓获取
利益。

2015年4月，如意集团联合
华能投资18亿美元，在巴基斯
坦旁遮普省建设当地最大火力
发电厂。

旁遮普省极度缺电，这个
项目不仅给如意在当地投资项
目提供电力，也会极大改善旁
遮普的电力供应，得到巴基斯
坦政府高度支持，他们在工地
现场派驻了最强安保力量。

这个项目又为旁遮普贡献
了多少GDP呢？

就业方面，现场参建人员
5272 人，其中雇用巴基斯坦工
人2186人。

商贸方面，自项目开工后，
当地建材、水泥市场交易活跃，
财政税收也增加了。

在最苦的地方培
养狼性

张燕生到非洲、南亚、东南
亚去考察，到世界最穷的地方
调研，他发现，只要开中资企业
调研会，一定有华为。

难道华为不知道“一带一
路”最苦、“一带一路”最难、“一
带一路”上风险最高吗？

“架设设备时，要找村民弄
几个大牲口，才能把设备搞上
山；某国政变时，听着枪炮声讨
论技术方案；非洲某地上站，爬
了几十米高铁塔，下来后就吐
了一地……”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华为一
位中层的讲述。这些故事的主
人公都是在海外死磕N年的老
员工，现在作为中层充斥于华
为各个要害部门。

浪潮集团也有一条规定，
必须有派驻海外经历的，才能
被提拔。浪潮海外事业本部东
南非大区高级客户经理王佳特
被派驻到埃塞俄比亚，在这个
GDP排名全球第178位的国
家，他学会了吃生牛肉和“英吉
拉”这种带馊味的主食。刚开
始，王佳特为尊重习俗硬着头
皮吃，吃了后去洗手间吐掉，出
来后接着吃，时间久了才慢慢
适应。

2015 年，埃塞俄比亚一个
信息化项目招标，这是埃塞俄
比亚10年来规模最大信息化项
目，吸引了体量比浪潮大数倍
的多家跨国公司来投标，这让
王佳特的团队直接切换到通宵
达旦的“攻击模式”。

埃塞俄比亚经常停电，
没有电，就点蜡烛沟通方案；
没有车，就顶着非洲特有的
高温徒步拜访客户。投标前，
反复模拟竞争对手可能拿出
的方案找准弱点精准打击。
最终，这个项目花落浪潮。

在埃塞俄比亚这三年，王
佳特以奥斯卡获奖片《荒野猎
人》为喻，“与狼搏斗，必须有胜
似狼的野性，更要有猎人的智
慧。到埃塞俄比亚开拓市场，必
须像荒野猎人一样，利用有限

资源打击对手。”
“在最苦的地方培养狼性，

活下来，发展壮大，明天你才有
可能在美日欧，在全球跨国公
司竞争最激烈的地方打胜仗。”
张燕生对齐鲁晚报记者说，“一
带一路”沿线政治、市场风险都
很高，但全球化竞争也最薄弱，
跨国公司不愿去，中国企业机
会就多，这也是山东企业在风
险最高的地方完成由弱到强，
由中国到世界的脱胎换骨式转
型的机会。

为什么是脱胎换骨式转
型？

张燕生以杯子盖作比，中
国制造卖0 . 8元，其他国家卖2
元钱。过去30年能买到中国杯
子盖享受到1 . 2元经济剩余
的，是欧美人。

“过去30年，中国杯子盖怎
么生产，卖给谁不是中国人决
定，是跨国公司决定的，中国企
业只做代工。”张燕生说，跨国
公司不愿去“一带一路”沿线，
中国企业要把杯子盖卖到沿线
国家，就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建立自己的品牌和渠道。

“现在全球产能过剩，
‘一带一路’沿线产能不足。
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水泥
厂、钢铁厂、纺织厂，得到的
经济回报更高。”张燕生说，
这对山东企业的过剩产能来
讲，既是国际化机遇，也相当
于增加了一块蛋糕。

中国制造往“一带
一路”卖什么产品

在印尼，张燕生看到，当地
人骑的都是日本产摩托车，很
少见到中国摩托车。印尼经济
不发达，为什么老百姓骑的是
价格贵的日本摩托车？

原来，中国摩托车曾进入
过印尼市场，但质量不稳定，售
后服务也不好。当地人收入不
高，花钱买一辆摩托车不容易，
如果动不动就趴窝，他们宁可
买贵的。

“对中国企业来说，如何生
产出高品质产品，如何构建一
个好的售后服务和全球维修体
系，这是关键。”张燕生对齐鲁
晚报记者说。

但“一带一路”沿线朋友
也 对 张 燕 生 讲 了 这 么 一 句
话，“中国传统优势在‘一带
一路’就是最好的，如果中国
企业升级得太快，产品太贵
了，‘一带一路’沿线老百姓

也买不起。”
现在，浪潮正在泰国和

越南推机顶盒。浪潮集团董
事长兼CEO孙丕恕说，中国
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产
品，不是低质低价，也不是高
质高价，而是价位适中。“如
果拿着卖给欧美同样品质的
机顶盒卖给越南，他们会说，
你怎么卖那么贵？发展中国
家质量标准低于中国，他们
想要便宜的我可以给，但质
量不能比国内的差。”孙丕恕
说，印度市场机顶盒十来美
金一个，有大量的单子，但浪
潮不接，这个价位的机顶盒
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目前，印度市场的机顶盒
都是深圳一些小厂生产的，有
些几天坏了，客户会反过头来
骂。非洲市场现在也是这样。一
些企业大量低价接单，产品质
量没法保证，对中国企业声誉
危害很大。

孙丕恕透露，现在，浪潮
在越南、泰国的机顶盒业务
比在国内做得还好。“中国质
量能在这些国家立住脚，中
国企业的整体品牌形象才能
起来。”他说。

把“吃饭开发票刮
奖”的经验搬到非洲

张燕生到非洲调研，那里
的孩子拿石头跟他交换。石头
有什么用？但穷孩子手上又有
什么可交换的呢？

张燕生说，习近平总书记
提到，“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中
国的技术、资金、管理，和“一带
一路”沿线资源、市场需求、劳
动力结合到一起。从这个角度
看要进行模式创新。

现在，浪潮在埃塞俄比
亚、突尼斯、尼日利亚推广税
务系统，类似订单浪潮在“一
带一路”沿线做了2 0多个国
家，包括老挝、斯里兰卡、巴
基斯坦。

如果没有模式创新，又如
何“把梳子卖给和尚，把鞋卖给
光脚走路的人”？

“我会跟客户讲三个故
事。”浪潮东南亚区总经理刘峰
说，首先讲政治故事。政府客户
要在任期内搞公共建设，惠民
工程，首先得有钱，政府没钱做
不了很多事。

第二，讲财富故事。非洲国
家税负低，偷税漏税严重，这是
政府痛点。通过这个税务系统
让客户知道怎么能够增加税
收，能增加多少税收。

第三，讲中国故事。讲30年
前中国和现在的非洲一样，手
写发票，还有好多不开发票的。

“不光讲，还要把非洲客户拉到
中国，让他们看中国怎么做的。
他们到了北上广深一看，就信
服了中国模式和中国产品。”孙
丕恕说。

比如吃完饭开发票可以
刮奖，浪潮把这个法子复制
到非洲，效果很不错。非洲税
务系统怎么收税，也参考了
中国标准；在泰国推广机顶
盒、数字电视，浪潮把中国标
准改进后变成泰国标准，按
照这个套路来推进。

在孙丕恕看来，这是一
个更好的模式——— 把中国标
准输出去，在当地设厂，再设
计，本土化生产，拉动当地经
济发展，可以减轻国家与国
家间的贸易摩擦。

帮帮““巴巴铁铁””涨涨 GGDDPP 教教非非洲洲人人征征税税
发改委专家支招“一带一路”，鲁企要把“鞋子卖给光脚走路的人”

65 个国家、44 亿人
口，23 万亿美元经济规
模。在“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面前，山东企业如
何抓住机会？在日前举
行的齐鲁大讲坛上，国
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
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予以了解读。

▲如意集团董事长邱

亚夫在巴基斯坦项目签约

仪式上。（资料片）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

会研究员 张燕生

本报记者 王鸿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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