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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稳外贸稳外
资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形，
凸显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
活力。
2021 年春节，在国家“就
地过年”的号召下，无数“打工
人”选择了不返乡，随着企业
开年“复工招工难”现象的不
再，中国的外贸生产也早早地
活跃起来了。
近日，本报记者连线多地
的外贸外资企业，采访节后企
业开工情况，人勤春来早，从
天津到山东，从江浙到广东，
制造工厂里忙碌的生产景象
在我国沿海多地同时呈现，映
照出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融
融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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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开启春天的忙碌
□ 本报记者 刘叶琳
牛年春节，中国外贸圈的景象有些
不一样。
假期前后，记者分别联系了曾经采
访过的出口企业，不少企业告诉记者，这
一段时间他们都在忙个不停地赶订单，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生产热火朝天。新一
年里的新气象，让他们对今年的出口业
绩信心十足。
虽然每年春节前都是动力科技行业
接订单和发货的旺季，但是今年的这个
时间段尤其特殊。
“ 坦率地讲，2021 年春
节前的这段时间，市场的反馈和表现是
超乎我们预期的。公司的销售额相比去
年同期上涨不少，发货量相较于去年同
期大幅增长约 15%。腊月二十八，我们
的海门工厂和福建工厂仍在发运产品，
假期刚过，正月初七我们就开工了，目前
工厂的订单已排到今年的 3 月份。”首帆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售前工程师乔异
告诉记者，今年响应国家号召，首帆动力
不少员工在春节期间选择就地过年，大
家同吃年夜饭，欢度除夕，共迎新春。春
节开工后人员的到岗率达到 90%以上，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开线率。

据了解，2020 年受疫情影响，该公
司的出口业务也经历了起伏波折，公司
及时对柴油发电机组的衍生产品以及细
分领域产品进行了战略布局，紧跟“一带
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持续开发市场，
取得不错的业绩；同时追随国家“双循
环”
“ 新基建”的政策号召，从去年 10 月
份开始，陆续在国内市场获得数个大订
单。作为一家以外贸出口为主业的企
业，在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不明朗的当下，
首帆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最主
要的工作还是积极拓展全球市场，摊薄
经营风险，尽量使自己的“鸡蛋”遍布更
多的
“篮子”
。
“公司的客户群在 2020 年受到了极
大的冲击。客户与我们是合作伙伴的关
系，在疫情期间，怎样帮助合作伙伴们渡
过难关，追求新的发展和更好的前景，成
为了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乔异表
示，该公司今年将针对更多细分市场和
细分领域进行业务开拓，不断开发新产
品，改进经典产品，强化公司的研发能力
和新品的市场推广工作。例如，疫情期
间，冷链运输市场备受关注，首帆动力迅
速响应市场需求，在 2021 年新年来临之
际，推出 ISO 冷藏集装箱运输专用柴油

发电机组，为冷链运输提供可靠的能源
设备。同时，首帆动力还结合可再生循
环自然能源、储能系统和柴油发电机组
的长处，开发出更多移动应急新能源的
解决方案。
“春节前，我们集中精力在与主要客
户开展 2021 年一季度的订单下达及现
有订单出货工作。针对供应链上游供货
交期变长及原料成本上涨的情况，采用
多家采购、部分自制、提前下定等多种灵
活手段尽力满足生产供货需求。正月初
九，工厂正式开工，工厂车间首先就举行
了复工复产安全第一课的培训，将安全
生产放在第一位，员工们都井然有序地
进入了工作状态。”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
公司海外营销中心总经理施颖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为了保障产品质量稳定，
该公司在产品的质量改善环节上一方面
注意收集客户意见反馈，另一方面在内
部做好远程论证及检验工作。为了保障
人员的稳定性，在人员管理方面，该公司
启动多种员工培训，提升综合能力。此
外，在财务风险控制上则通过与中信保
等机构密切合作，最大程度降低不良货
款及目的国原因所导致的收汇风险。
记者了解到，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

生产线不停工，3500 名生产一线的员
工 98.3%的人春节在岗，每天生产 40 万片
手机 OLED 显示屏……
牛年春节，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犹
如勤恳的犁地黄牛，不停地耕耘着。2 月 19
日，量产的“大尺寸”屏幕正式出货，这是公
司新产品领域的首批出货。
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雨
笠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公司不仅每天生产
线不停工，筹备了两年的供笔记本、平板电
脑使用的 OLED 显示屏生产线也开始投入
量产。
“根据我们的计划，今年将生产一亿三
千万片显示屏，如果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的

大尺寸屏幕需求有所增加，企业还将考虑
再增加生产线，以进一步提高产能。”胡雨
笠表示，
“ 大尺寸”显示屏是企业新开辟的
生产领域，去年在各级部门的支持下，通过
包机专门从韩国总部将工程师接到天津，
调试新的组装生产线。目前，生产正在按
照计划如期进行。随着国内疫情的日趋稳
定，企业生产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而手机显
示屏的订单也在不断增加。
和生产线不停工的三星相比，同样位
于天津的 PPG 公司则是选择了在大年初四
全面开工。天津工厂是 PPG 公司全球最大
的涂料生产基地，主要合作客户为戴尔、奔
驰、宝马等车企。开工当日，七大生产车间
便是一片繁忙景象。1000 多名员工奋战一
线，生产线 24 小时运转，大家都在为公司手

中半个月之内将全部交付的 5300 多吨涂
料订单忙碌着。预计今年一季度，该公司
的产量将比去年同期实现翻番。
不止生产线上工人忙碌着，公司 300
多名技术人员也在全力推进着新研发项目
的攻关。日前，PPG 全球涂料创新中心如
期开工，首批招录的 60 多名研发人员正在
陆续到位，
培训工作的帷幕即将拉开。
春节前，奥的斯公司接到了雄安新区
1000 多台市政配套项目的订单，2 月底即
将交付。从大年初五开始，公司三个生产
车间的 6 条生产线即进入了满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企业新研发产品也进入了紧张
的调试阶段，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预计
今年将陆续新下线 4 款新产品，全年产量可
实现同比增长 15%。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集
团有限公司的缝纫工人在生产出
口到海外的服装产品。

江苏泰州靖江
市工业园区内钢铁
加工配套企业生产、
销 售 、外 贸 势 头 向
好，
车间工人们赶制
订单产品一派繁
忙。工人正在碳钢、
不锈钢仓储库吊运
钢卷。

助燃外贸，全力以赴！
□ 本报记者 刘

昕

牛年伊始，
“ 深圳速度”就与“牛劲”撞
个满怀。在蛇口口岸，深圳市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39 票价值 400 余万美元
的航拍无人机、地面影像设备等产品在享
受了“零延时”通关服务后，即将“漂洋过
海”。
“出货稳定！正常运营！全球消费者
可以随时共享‘中国制造’的科技之美！”大
疆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监谢阗自豪地说，春
节期间，大疆公司铆足了劲，
“ 不停工一方
面是响应了就地过年的号召，同时也是保
障海外市场供给，延续公司良好口碑的时
机”，同时，谢阗也感慨政府部门的服务越
来越有温度，
“ 不仅假期通关不打烊，还提
前对接了解企业春节期间的出货安排，给
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年销售额近百亿元，位列全球柔性线
路板产能产值前三甲的苏州维信电子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造、组装柔性线路板
于一体的外贸生产型企业，产品应用于手
机、消费类电子产品、计算机及医疗设备机
械等领域。去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出口订
单曾一度减少，但多年磨练的市场敏感度
让企业很快发现了新的市场机遇，疫情下
“宅经济”的火爆让国内外各类互联网线上
业务呈明显增长趋势，PAD 等电子设备销
量蹿升。
“关键要自己稳！”维信电子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新发展格局和政策的支持下，企
业增添了稳生产、稳出口的底气。2021 年
春节期间公司订单不少，公司积极响应就
地过节号召，通过一系列福利、奖励措施，
让更多员工留下过年，确保生产线的正常

运营。
支持企业留人就地过年，政府部门也
在业务保障方面做足功夫。春节期间，海
关部门纷纷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案。
“24 小
时预约通关，防疫物资、企业生产急需进口
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都被纳入‘绿色通道’
以确保通关‘零延时’。”说到帮助辖区企业
春节期间正常运营，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
处综合业务科科长张鸣告诉记者，在优化
通关流程、简化单证手续、两步申报、两段
准入等一系列通关监管创新管理措施与机
制下，进出口环节的时间和成本被进一步
压缩。
“ 企业发货人享受进出口货物‘即报
即放’的高效通关服务，保证春节期间通关
时效。”
在疫情的影响下，
“ 宅经济”带火的不
只有电子产品，一些食品和家居用品企业
出口订单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在浙江，以出口智能沙发为主的海宁
朗柏家居有限公司 1 月份出口值同比增长
超过 150%。整个春节假期，不少工人选
择加班过年，生产车间里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绍兴腐乳是中华老字号和原产地
地理标志产品，也是一类颇具地方特色的
传统食品，春节前夕出口尤为火爆。2 月
3 日，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收到 16.104
吨红腐乳出口到香港地区的订单。厂区
负责人戴宝灿欣喜地说：
“ 去年 1 月份我
们才出了 3 批货，工人早早回家了。今年
1 月以来已经出了 10 批货了，春节期间腐
乳 生 产 车 间 很 繁 忙 ，工 人 们 一 个 都 没 离
开。”
针对一些进出口企业订单充足、急需
出口货物储备较多的情况，口岸监管部门
早在春节前就已做好了预案。为力促春节

公司生产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产品主要
出口到印度、韩国、西班牙、美国、俄罗
斯、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英国、乌拉圭等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的产品连续
多年位居出口南亚印度市场、东南亚新
马市场、东亚韩国市场单一品类出口前
列。
去年，广东格美淇电器有限公司在
营运上通过多种手段灵活应对，从整体
上保障企业出口，通过清理不良库存、
降低资金占用、减少营运开支来确保总
体营运上的成本投入得到优化。谈及
今年的工作计划，施颖介绍，
“2021 年，
我们公司已制定较为符合企业发展实
际情况的增长目标，在确保稳健经营的
情况下继续做好企业降本提效及服务
提升工作；在产品策略上做好新技术导
入，继续做大高要求高利润市场，完成
各项能效升级，有针对性地做好技术预
研及新品量产落地保障，同步鼓励业务
结合产品差异化需求，不断提出并聚焦
中长期技术预研及前瞻性的产品规
划。”
“我们对今年的出口业绩充满了信
心！”
施颖说道。

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房山
镇民营体育器材制造企业工人正
在为“一带一路”出口国生产体育
器材。

外资企业开工干劲足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电子邮件：
myb_2018gs@163.com

期间绍兴腐乳出口，绍兴海关帮助企业强
化原辅料进厂验收把关，确保原辅料质量
安全；指导企业改善加工环境，实行清洁化
生产，避免产品受到杂菌污染；并根据历年
来的检测情况，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
析，指导企业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提升
自检自控能力；同时实施“抽样后即放行”
的便利措施，方便企业合理安排发货时间，
确保出口放行“零延误”。据悉，今年 1 月份
绍 兴 出 口 红 腐 乳 量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69.6%和 234.4%。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全国超 1 亿人选
择“就地过年”。
“ 原年人”
（指响应政府号
召，减少人员流动，就地过年的人）一时成
为网络流行语。
尽管没有大规模春运迁徙，但人们的
购物热度丝毫未降。各大电商平台的“春
节不打烊”活动持续火爆。春节期间，宁波
保税区海关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服务促
进跨境电商企业通关更快捷，满足消费者
随时随地想买就买的需求。一个个跨境电
商包裹经 X 光机“隐形监管”安全便捷运往
千家万户，7*24 小时通关窗口服务保障了
企业春节通关顺畅。
“公司跨境电商平台春节期间销量
22.37 万单，货值达 3807.4 万元，真是‘开门
红’。”宁波保税区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跨境仓储总监乐高峰认为，平台“春节
不打烊”既满足了消费者在春节期间旺盛
的购物需求，也符合疫情防控的需要。
“今
年是我们公司第一次参加‘春节不打烊’活
动，春节期间订单量达到了 56816 单。”对
于春节期间取得的“不错成绩”，宁波富立
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程元新同样也很满
意。

东方 IC 供图

经开区里的
“留”年春节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我家是外地的，节前公司说春节不放假，
我们积极支持，这既是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
还能加快生产进度。”德州经开区的山东有研
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内，单晶制造部部长崔彬
的牛年春节没有休息。和他一样在工作中度
过春节的还有公司的 200 余名技术人员。
德州经开区正在加快建设中国北方最大
的集成电路用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经开区
科技创新部部长赵兴直言，有研半导体项目的
落地，有力地促进了德州经开区乃至德州市产
业的转型升级，使经开区在集成电路这个大产
业上在全国具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
这个项目的引进也集聚了一批半导体产业方
面的高端人才，提升德州经开区的科技创新能
力，
为今后产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贾登锋是位于合肥经开区联保科技生产
四部的车间组长，来自河南的他决定积极响应
国家“原地过年”
的号召，留在合肥过春节。
“往
返河南的路上总归有风险，不如安心上班，一
是可以多赚些工资，二是还有政府给我们的补
贴。虽然有点不舍，但还是挺高兴的。”
贾登锋
说。
根据合肥经开区出台的方案，对区内工业

企业在岗参与生产、培训的省外留肥员工给予
2000 元津贴，在春节前后分两次发放到员工
手中。第一笔共计 1041.9 万元的资金已全部
发放完毕。随着节后园区内企业复工复产，第
二笔资金也将陆续发放。
根据摸排情况，复工复产一周后，合肥经
开区 655 家“四上”企业员工总人数预计将达
到节前的 95%左右。园区的包保小组也审核
了 600 余家企业复工复业疫情防控方案，并帮
助企业完善方案，细化措施，为大规模复工复
产
“保驾护航”
。
早在大年初三，九江经开区的一些项目就
吹响了开工复工“集结号”。
“ 九江综合保税区
标准厂房项目‘原地过年’的近百名工人大年
初三就已投入到复工建设当中。”经开区富和
集团工程管理者介绍说，根据项目建设总体计
划，集团春节前再次对现场施工安排进行了细
化调整，助力项目建设加速提速，确保实现今
年 3 月底主体全面封顶、6 月份竣工交付的目
标。根据经开区城建计划安排，今年由该区富
和集团实施的续建项目有 4 个、新建项目有 10
个，总投资约 48 亿元；总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
米的经开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将在 2 月底完
成设计单位招标。园区路网、新建安置小区等
一批拟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