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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热点

外

□ 本报记者 刘

“

昕 晏澜菲 刘叶琳

今年 7 月，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在中国开市，助力产业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显示了中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决心。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外贸绿色
发展成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旋律。在第 130 届广交会上，能源、化
工、建材、照明等领域的外贸企业纷纷
推出了节能减排的绿色产品，走出了一
条减碳发展的出海新路。仅江苏的外
贸企业就带来 20 万余件绿色产品。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不少“老产业”
正向着低碳绿色赛道迈进，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发挥“绿色增长”作用。众多参
展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广交会这个广阔
舞台为国内外带来更多环保选择，通过
创新驱动经济绿色发展，为促进构建新
发展格局添一份力。

走前沿之路 优能源供给
作为传统电力储备行业龙头企业，
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前沿
性研究。
本届广交会上，海四达展示的一款
工商业储能系统形似集装箱货柜，实则
为一款“大型充电宝”。该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工业供电领域，能使用户用电与
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公共电网无缝对
接，供电稳定持续、安全可靠。
“我
们公司厂房楼顶上就安装了光
伏板，白天将太阳能收集到公司
自己的工商业储能系统里面，大
大减少了煤电消耗。”
海四达参展负
责人告诉记
者 ，工 商 业

铺展
色
”
绿

出的节能环保产品，节能可达到 80%~
90%以上，深受电力不完善、电费昂贵、
倡导节能环保的国家和地区的喜爱。
“对于非洲、东南亚电力不稳定和电力
吃紧的地区，我们为其提供经济环保的
LED 产品和太阳能灯，来帮助居民和
政府减少压力。”浙江利浦尔照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外贸部业务员章意曼说。

储能系统因其稳定兼具清洁能源和智
能改善电能质量的双重优势，让该公司
先后作为系统集成供应商参与到泰国
孤岛离网、国家电网镇江东部的储能项
目中。
在宁波欧达光电有限公司的展台
上，一个被称为“power bank”的小柜
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
子成为了公司的产品明星，吸引了来自
非洲、东南亚地区采购商频频询问。
在广交会琶洲展馆 A 馆的东北侧，
“我们以太阳能板为主业，持续深
南通伟越电器展位上人头攒动，参展负
耕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海外市场，
责人王松柏正在向两组客商详细展示
特别是为基础设施并不完善的新兴市
该公司的“绿色液晶电视机”3D 分解
场国家提供电子供应业务。这款产品
图。近年来，南通伟越电器紧跟国家
就是根据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需 “双碳”脚步，在产品外观差异、功能配
求设计的，是一款可傻瓜式安装的产
置方面持续加强研发投入。
品。”公司市场总监王海光告诉记者，此
据王松柏介绍，这款绿色液晶电
前太阳能光伏系统项目在这些地区推
视机将主板和电源板集成一体，改善
出后，需要专业的工程师去安装维护。 了以往主板负责解码电视信号，电源
这款产品将电池、逆变器、控制器集成
板负责单独供电这一模式下能耗较大
到主体箱中，通过一个接口便可使用。 的问题。过去一台 50 英寸液晶电视整
同时，还特意通过技术处理，适配当地
机功率在 108W 左右，如今经过改良，
启动电器时的瞬时电压，避免出现短路
整 机 功 率 降 至 75W，功 耗 下 降 30% 。
问题。
同时，两块电路板的集成也大幅减少
在王海光看来，为全球
了电子元器件的使用，提高了产品的
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环保标准。
是外贸企业义不容辞的职
“企业越大越要有社会责任感，伟
责和使命。这样的使命感
越电器一方面在用心锤炼产品的过程
同样贯穿于浙江利浦尔
中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另一方面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也深知，绿色低碳也是海外市场的
的发展中。
大势，希望利用好广交会这个国家级平
户外太阳
台向海外客商重点推介这款绿色电视
能路灯和太阳
机。
”
王松柏说。
能投光灯
“欧洲地区大力倡导环保，我们大
是公司在
力开发出适合欧洲市场的节能 LED 产
本届广交会展
品。”章意曼介绍，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

“绿色”
“ 减碳”
“ 节能环
保”产品的需求，公司全
套引进日本、德国先进技
术和设备，设立了国家级
水准的研发中心及实验
室，配备专业团队管理
运作。
“ 研发中心
将绝大部分精
力用在开发绿色环
保 LED 产品上，无论是
从产品的外观还是从性价
比方面，我们都向最优看
齐 ，为 环 保 尽 最 大 的 努
力。
”
在节能减排产品研发方
面下足功夫的还有浙江达柏林阀门有
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林海林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本届广交会他们就带来
了公司节能减排的供暖产品，这些产品
不仅能耗低，而且使用的舒适性也更
强。
记者还了解到，国内传统的集中
供暖一般不具备温度调节功能，供暖
的循环水源源不断流至千家万户。与
传统的集中供暖分集水器装置相比，
达柏林智能供暖温控中心将混水中
心、智能分集水器及压差旁通组件集
于一体。在产品安装完毕后，只需设
定一次，混水中心即可实现地暖系统
内的水温自动恒温调节，当家里各个
房间的室温到达所设定的温度后，分
集水器自动关闭，主管道的供水停止
进入地暖系统，等房间温度低于所设
定的温度后，供水重新进入地暖系统，
从而有效减少热能的损耗，节能可达
30%以上。
与传统供暖产品相比，节能减排
的绿色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更能
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
“为了能生产出
更好的节能减排产品，我们不断改进
生产工艺，与此同时，注重引进先进技
术，
提高创新水平。
”
林海林介绍，
目前，
公司建有国际先进标准的实验室，
拥有
多台检测设备，
可以完成材料元素成分
分析、产品物理强度、流量曲线、化学
抗腐蚀性等检验工作。

新面料 新设计 新制造

新面料、新设计、新制造……这些纺
织服装行业最前沿的展品纷纷亮相第
130 届广交会。得益于国内疫情的有效
防控，中国制造业率先复工，并且保持着
良好的开工率，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呈
现不俗的增长态势。首次线上线下融合
举办的第 130 届广交会更为企业出口提
供了有利的平台，独特的面料、时尚的设
计、先进的制作工艺，纺织服装出口企业
在广交会上向全世界展现着中国制造的
魅力。

的抗菌防水面料也在广交会上收获非常
多的采购意向。
”
环保面料、功能性面料也成为此届广
交会上纺织服装展的宠儿。红豆集团有
限公司外经负责人顾秋芳向记者介绍道：
“很多欧美的采购商都会要求服装采用环
保面料，包括一些可再生、再利用的面料，
或是一些环保种植、生产的面料，我们这
款米色风衣就选用了环保面料，同时还能
达到一定的防水效果。此外，我们这次还
带来了具有吸湿速干、抗菌功能的瑜伽服
和防水面料的棉服等。
”

布 口 罩 生 产 量 超 过 1.2 亿 个 ，销 售 额 超
8000 万美元，布口罩成为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众多参展的纺织服装企业普遍认为，
在自主研发能力、品质管理能力以及快速
订单生产能力的提升方面，中国纺织服装
出口企业仍需要努力。对此豪阜服饰（赣
州）有限公司也有着自己的计划，
“我们将
采购更加先进的生产设备，增加对企业管
理人员及员工的技能培训，不断提高生产
效率。
”
顾德康表示。

数字化技术实现持续发展
研发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新产品纷纷亮相
“本届广交会，我们带来的产品是设
计师团队设计开发的，由新型无缝电脑横
机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主要销往英国、
德国、美国及日本。”豪阜服饰（赣州）有限
公司董事长顾德康介绍到，与传统的电脑
横机相比，无缝的电脑横机从织片到完成
衣服制作，无需手工套口，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此次
带来了毛绒烫金面料参展，该公司设计发
展部胡阳洋表示：
“ 加入烫金元素布料的
衣服更有质感，显得新潮和奢华，很多品
牌的文化衫上面都含有烫金元素。我们

广交连线

受中美经贸摩擦、全球疫情起伏不定、国际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影响，许多外
贸企业面临订单减少、开拓国际市场渠道
受限、国际物流不畅等困难。为此，包括
五矿商会在内的行业商协会充分发挥
行业优势，积极利用行业资源，拿出硬
招、实招，
有效缓解了企业的压力。
在刚闭幕的第 130 届广交会上，
五矿化工馆的许多品牌企业都在主动
寻求转型升级，拓宽国内外市场，加快
培育竞争新优势，推出了一系列技术含
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新品。

贸产融合，推进产品创新
10 月 16 日，在广交会期间举办
的五矿化工行业产业推介会上，惠达
卫浴新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梦佳智能厨
卫股份有限公司、埃飞灵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蒙娜丽莎洁具有限公司等 4 家品牌企业代表发
布了 16 个新产品，其中包括智能马桶、浴室柜、SPA
浴缸、水龙头等。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更加智能化、环保
化、健康化，可满足消费者对于体验舒适、设计简洁等
方面的需求。
推介会上，燕加隆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介
绍了产业互联网新平台 BuildMost。该平台专注地
产、工程、建材、家具家居、设备等领域，旨在让全球地
产、工程领域的各类买家更加容易买到高性价比的建
材、家具家居、设备、设计等产品及服务。

创新服务理念 拿出实招硬招

五矿行业企业
加速融入新发展格局
□ 本报记者 刘 昕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紧
固件）、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五金制品）、中国水暖卫浴五金出口基地（浙江温州）
代表分享了各自在实施技术标准、科技创新、品牌战
略、产销交易、线上线下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
面的经验，
并表示将积极推动外贸转型升级，
推动贸易
高质量发展，
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新的贡献。
“紧固件是永年传统特色产业，
产销量占全国市场
份额 55%以上，永年是名副其实的‘紧固件之都’。”河
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区长陈涛介绍说，
目前，
永年区正在
全力推动紧固件产业上档升级，
聚力打造
“全球紧固件
生产销售集散中心”。永年将牢牢把握被认定为国家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这一机遇，将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作
为产业和贸易有机结合的平台，力促紧固件产业迈向
中高端。

围绕诉求，帮助企业渡难关

纺织服装广交会上魅力再绽放
□ 本报记者 刘叶琳 / 张 博

电子邮件：
myb_2018gs@163.com

面对同质化严重的纺织服装行业，如
何能让自家的产品在广交会上受到国际
采购商的青睐，唯有在产品研发方面进行
创新，这也是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方向。
“我们加强了新款产品的设计研发，在纱
线的选取和布片的设计方面不断创新。”
顾德康表示，为了让优质产品能够受到更
多国际采购商的青睐，该企业通过在线视
频，并依靠海外销售及设计团队增加与客
户的互动。
无锡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在疫
情期间研发了由自有面料生产的时尚“布
口罩”，该产品兼具遮挡口鼻、环保等特
点，花型款式多样。2020 年，该公司全年

在全球疫情不断反复的背景下，中
国疫情防控得力，制造业企业开工率较
高，东南亚纺织服装订单大量流向中国，
这给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带来了积极的影
响，参展广交会的不少企业普遍表示其
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2020 年全
年公司订单量大幅增长。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东南亚市场订单回流到中国，并且
回流高峰一直持续到了今年上半年。”胡
阳洋表示。
顾秋芳也有同感，她说，
“以前美国企
业的很多订单都交给了东南亚生产，但由
于海外疫情形势严峻，缅甸、越南等地的
工厂达不到企业的交单要求，因此美国采
购商又将订单转给了中国企业。
”

不过，也有一些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认
为，东南亚具有制造成本等优势，随着
疫情好转，各国逐步复产复工，传统制
造业的回流也有可能是短暂的。在此背
景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该如何实现持
续发展？
参加本届广交会的多位纺织服装出
口企业给出了答案：数字化技术将成为传
统纺织服装企业的新发展命题，线上广交
会模式的探索不仅让传统外贸企业数字
化水平获得极大提升，也打开了传统外贸
的转型思路。
多年来，服装行业一直都是以传统手
工为主，而在机器裁床、吊挂系统、智能
仓储等智能生产之下，
未来将会有更
多的科技产品来代替人工产品。
积极探索实践的企业中就有
南昌东申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近
年来，该公司持续加大智能制造
的投入，引进了 15 条先进智能吊
挂设备生产线，包括全自动 CAD
制图、全自动牵布等先进生产设
备，日产量可达 10 万件。该公司
总经理胡君成表示，
“ 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扩大工厂规模，不断更
新设备，提高产品质量，以达到客
户的要求。同时积极参加海内外
展会，让更多的采购商知道我们
的产品，
选购我们的产品。
”

今年以来，五矿化工行业进出口实现高速增长。
1- 8 月 ，五 矿 化 工 行 业 进 出 口 11721 亿 美 元 ，增 长
44.3%。其中，
出口 4427 亿美元，
增长 44.2%。尽管如
此，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包括五矿
化工行业在内的企业采购、生产、物流和销售的节奏和
模式。
在此背景下，
五矿商会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赴浙江、
湖北、山东、贵州、广西等地，深入行业调研 30 余次，通
过走访会员企业 300 余家，广泛了解企业在疫情下的
困难诉求后发现，
海运费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问题
最为集中。
为有效解决海运费高企问题，五矿商会及时开展
实地调研和问卷调研，分析其对低附加值行业和我
国外贸的长远不利影响，持续跟踪有关动向，参加交
通部、商务部专题工作会议，并撰写报告上报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为平抑运费提供对策建议。同
时，在卫浴陶瓷领域搭建 B2B 电子交易平台——“链
卫陶”
（国内、国际双站），整合卫浴陶瓷行业完整产
业链资源，实现卫浴陶瓷产业链内的上、中、下游所
有相关企业在原辅材料、陶瓷装备、卫浴五金、卫浴
制品的在线交易。目前，入驻企业已达到 237 家并已
实现线上成交。
此外，商会还在五矿化工行业内的 107 个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与 42 个商会共建出口基地之间搭建
交流合作与贸易促进平台，实现基地之间上下游产业
的精准对接。例如，组织龙头企业走进山东省临朐县
复合材料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对接当地铝型材、硅
酮胶、玻璃、不锈钢等复合材料产业，帮助上下游企业
开拓采购渠道、降低成本。
五矿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商会将稳步
推进下游采购商的市场开发，
与地产公司、精装平台和
商协会建立联系与合作，进一步与时俱进创新服务理
念，
助力行业企业更快更好地融入新发展格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