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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各国经
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不少人对世界经济
前景感到担忧。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为全世界带
来了希望。其中，前期疫情严重的武汉按下

“重启键”，意味着中国企业正在全面复工复
产。海外中企的正常运转，在疫情全球暴发
的特殊时期，“托举”起全球的产业链。

中国企业恢复运转对陷入危机的世界
经济来说是件好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如今，日益强大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
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

不久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一段采
访中表示，中国对世界来说太重要了。马
丁·雅克认为，这个论断在疫情中得以佐
证：中国企业交货速度的滞后，将延迟苹

果新品的发布；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延
期开工，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多米
诺”效应……

面对困难局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勇于扛起这一重任。一方面，这份责任源
自中国企业自身的实力。《财富》杂志去年
公布的 2019 年度世界 500 强榜单，上榜的
中国企业达到129家。一篇题为《中国的世
界》 文章写道：这标志着重塑当今商业格
局的深刻竞争，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这不仅改变了商界，也改变了世
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政策支持。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
际，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当前贸易政策的
核心是稳住外贸基本盘，通过双边及多边
经贸合作机制的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优化公共服务和鼓励创新发展，营造
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阿里巴巴、
联想、复星、中国能建、青岛造船等企业
各展其长，或稳定企业生产，或积极捐助
物资，或全力创造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国
际经贸合作方式……这些，不仅体现出中
国企业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与国际产业链

布局愈加完善，更显示出超强的全球供应
链管理能力和动员力量。

中国企业积极稳定经贸合作基本盘，
更为全球经贸合作及产业链稳定注入了强
大的信心与正能量。

有人担心，疫情过后，贸易保护主义
是否重新抬头？其实，“脱钩论”“逆全球
化论”者显然低估了全球贸易深度融合的
惯性。疫情虽然短期内让全球供应链受
挫，但无法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相反，疫情催生的数字化医疗、在线教
育、数字化交易、跨境电商、高效物流

等，还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在客观上催生了全球化新的转型。

这一过程中，中国扩大开放的逻辑不
会变，而中国企业也一定会把该做的生意
继续做下去。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是当今世界
最大的医用防护服和口罩生产国，在全球
医疗及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着重
要地位，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疫
情，努力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可靠的
物资保障……

对此，西班牙媒体的评价很中肯：“中
国向世界证明，隧道尽头，光明犹在。”这
光 明 ， 值 得
珍 视 ， 中 国
也 绝 不 会 松
开 经 贸 合 作
之手。

科学防护，海外项目有序运行

确保生产有序运行，首先就要做到科学
防护，确保员工安全。

在海外疫情蔓延之初，中化集团旗下
Emerald 哥伦比亚公司立即部署防疫控制方
案，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发布疫情防控
手册，借鉴国内防疫经验，建立信息上报机
制、入办公室测体温等有效防控手段。然而
最初一段时间里，这些对中方员工来说再自
然不过的措施，在当地居民中却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在人口密集的机场、商场等地，
很难见到戴口罩的人。

为了提高当地员工对新冠病毒的重视程
度，提前做好科学预防，Emerald哥伦比亚公
司中方员工动员当地员工一起，在办公室、
生产现场广泛开展防疫知识宣讲，让当地员
工、民众了解新冠病毒传播途径和防控措施，
不断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
Emerald哥伦比亚公司员工在完成中化集团每
日要求信息填报的同时，主动向公司和当地
政府上报个人活动场所和健康信息，休假回
来后的员工主动在居所隔离14天。在中方员
工带动下，公司上下的防护机制越来越健全。

赴海外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在积极防护
的同时，尽力稳定生产经营。联想集团在巴
西、墨西哥、美国、印度、日本等地都有工
厂。疫情发生后，联想集团一方面加强对物
流、产能、部分元器件供应及成本等方面的
监测和关注，另一方面成立了涵盖各部门、
贯穿端到端的疫情应对委员会，实施充分的
疫情信息公开和防护宣传，建立完善的员工
健康通报机制以及疑似病例紧急处理机制。
连日来，联想集团海外工厂积极借鉴国内防
疫经验，采取加强工厂消毒、增设洗手液、
降低就餐密度等措施，实现了有序生产。

“联想在全球有 33 个制造厂。截至目
前，疫情对联想海外工厂的生产没有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我们正密切关注着各地疫情，
并听从当地疫情防控主管部门的建议，随时
采取行动。同时，联想各个部门也在持续与
供应链上下游的全球供应商和客户进行沟

通，制定采购、交付方案，以保证我们的全
球供应链持续正常运转。总体来看，海外市
场需求依然强劲。”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杨元庆说，伴随着中国制造的稳步恢
复，相信企业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其他地区疫
情带来的冲击。

商务部外贸司一级巡视员江帆表示，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环环相扣，疫情确实对上下
游产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一定的影
响。中方将在做好自身复工复产、加强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的同时，继续加强与
贸易伙伴的合作，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结合
自身能力及时提供必要帮助。同时，加强外

贸供应链国际合作与交流对接，为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作出应有贡献。

合作不停，“一带一路”稳步推进

3 月 25 日，阿里巴巴与比利时合作打
造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 （eWTP） 比利时公
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据阿里巴巴全球化
办公室秘书长宋君涛介绍，中小跨境商家
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快速清关，大大降低
国际贸易门槛。此前，菜鸟网络在 eWTP

列日枢纽布局覆盖欧洲的智慧物流体系，
帮助中欧跨境商家缩短运输时间、降低物
流成本。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也复制到
了比利时，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中国商家
直接从列日保税备货仓清关发货，在防疫
期间实现“不打烊”。

近期，eWTP 列日机场枢纽帮助义乌、
深圳、上海等地的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欧
洲，也帮助欧洲商家出口中国。这段时间以
来，每周有超过 400 万件中小企业包裹从这
里送到中欧消费者手中，产品涉及美食、营
养保健、美容彩妆、个人洗护、手机配件、日
用消费品等诸多种类。“eWTP列日机场枢纽，

已经成为一条可保障紧急物资快速及时运输的
空中桥梁。”比利时瓦隆大区投资促进署海外
首席运营官康蓬年在当地社交媒体上表示。

不仅如此，阿里巴巴集团还利用自身在
采购、信息、物流等方面的优势，为“一带
一路”合作伙伴供应抗疫物资。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王瑞合告诉本报记者，截至
目前，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马云公益基金
会分别向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意大
利、比利时、西班牙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多
个国家捐赠医疗物资，更多的物资还在路上。

物资供应不断流，重点工程不停步。
3 月 21 日，土耳其胡努特鲁火电站 2 号

锅炉第一根钢架缓缓移向钢架基座，顺利吊
装到位，标志着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
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土耳其胡努特
鲁火电项目2号锅炉安装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胡努特鲁火电项目是中国在土耳其的最
大直接投资项目，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和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对接的重点项
目。为解决国内施工队伍受疫情影响不能及
时返工而造成的人手短缺问题，中方企业出
台多种举措，大力引进属地施工队伍，建立
属地人才资源储备库，培育一批属地优秀人
才等，确保工程建设平稳推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多亏了中方企业因
地制宜、提前响应！土耳其确诊首例新冠肺
炎病例后，在我们这里果断实行‘封闭式’
管理模式，并免费为土耳其员工提供充足的
口罩及宿舍，周到的准备及防疫措施给我们
吃了颗‘定心丸’，使得我们本地员工可以放
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当地一家劳务公司负责
人戈卡尼说。

携手抗疫，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朋友多了路好走。
3 月初的日本北海道，乍暖还寒。新冠

肺炎疫情的蔓延，让当地很多人措手不及。3
月 5 日，搭载复星集团援助物资的货运车辆
从青森县出发搭乘渡船，几经周折，历时近
18 个小时，最终将防护物资顺利运至北海
道。3000 只能够进入医院“红区”的口罩、
3000 副专用护目镜，以及 3000 件防水防护
服、2000 副鞋套、20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
5000副医用手套……一件件来自中国的物资
直抵医院、温暖人心。

“一个多月前，在中国国内最急需物资的
时候，复星得到了包括日本、韩国、意大利
等23个国家和地区在抗疫物资上的支援。如
今，在海外各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
尽自己的一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复
星作为一家植根中国的全球化企业，就是要
在关键时刻发挥全球化布局的优势，展现企
业的社会责任。我们相信，大家互相支持帮
助，一定可以跨过难关！”复星国际高级副总
裁、复星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对本报记者说。

不久前，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收到
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一封感谢信。欧尔班在
信中说：“患难见真情。中国建设银行是匈牙
利真正的朋友，在困难时刻也与匈牙利人民风
雨同舟，我为此由衷地感激。”据了解，3月23
日，中国建设银行在欧洲分支机构向匈牙利政
府捐赠的2万只N95口罩历经4天长途跋涉运
抵匈牙利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另外10台呼
吸机也于3月28日搭乘专机运抵布达佩斯。

在意大利，中国建设银行与倍耐力集团
通力合作，克服诸多困难，紧急采购了一批
重症急救呼吸机、防护服、医用口罩，通过
意大利政府专机带给了该国疫情最为严重、
同时也是建行欧洲米兰分行所在的伦巴第大
区。在呼吸机外包装上，用意大利语和汉语
同时写下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句名言：

“爱能战胜一切。”
身处中国的外贸企业，也通过各种方式

向海外供应链上下游的伙伴们送去温暖。宁
波金田铜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本报记者：“2 月底至 3 月初，金田铜
业陆续向海外疫区40多家供应商及客户赠送
口罩防疫物资，遍及意大利等19个国家或地
区，赠送口罩数量超过10万只，以帮助上下
游共同做好防疫工作。最近，随着供应商和
客户逐批收到口罩物资，我们也收到了海外
合作伙伴们用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等各种
语言的回函或感谢信。”

更多携手共克时艰的佳话正在被书写。
疫情或许会给中外经贸合作带来一时的困
难，却难以阻止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寻求共
赢的坚定脚步。

车间里，机器隆隆
作响，紧锣密鼓生产着
一批批外贸订单；港口
码头，满载着各国急需
物资的集装箱运上远洋
货轮，驶向目的国……

最近，中国率先实
现了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
快恢复，但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让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面临
着愈加严峻的抗疫形
势。面对疫情对全球经
济特别是国际经贸合作
带来的冲击，不少中国
企业纷纷加强海外机构
管理、大力供应防疫物
资、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分析人士指出，这
些举措，不仅有利于中
国企业稳住对外经贸合
作基本盘，更将加深企
业与当地社会的联系，
为进一步扩大经贸合
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夯实基础。

经贸合作的手不会松开
杨子岩

海外机构加强防护、贸易往来“不打烊”、供应抗疫急需物资——

中企全力稳住经贸合作“基本盘”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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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位于山
东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女
岛船舶重工业基地的青
岛造船厂加快完成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大型散货
船及其他特种船舶的交
付任务。图为造船作业
现场。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不久前，匈牙利
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帕豪奇 （左） 接
收了中国建设银行捐赠
的抗疫医疗物资。

翟朝辉摄
（人民视觉）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昌吉市三工镇的中疆
物流园，依托自建铁路专
用线与国铁接轨，搭乘煤
炭专列、铝锭专列等班
列，建立了联通“一带一
路”地区的国际物流货运
枢纽。图为3月19日，工
人正在堆场卸货。

梁宏涛摄
（人民图片）

▶重庆市黔江区工业
园区花神丝绸有限公司生
产的丝织品、绸缎、服装
等产品远销日本、韩国、
印度等地。图为一名女工
正在并丝。

杨 敏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