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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 妮

从汽车轴承到轮胎，从车膜到散

热架，从真皮座椅到雨刮片……在广

交会网站上的搜索栏中输入“汽车配

件”这一关键词，显示有1011家展商，

展品数量达53747个，而这些数字每

天还在增长。

这正是海量展商和产品汇聚到广

交会平台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制

造”全产业链的重要展示平台、集纳平

台、交易平台，广交会为境外采购商提

供了一站式的采购盛宴，对助力中国

产业链、供应链之“稳”作出了重要贡

献。

成立于2006年的肇庆骏鸿实业

有限公司，主营家用小轿车轮胎，产品

远销北美洲、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等

地区的120多个国家。该公司在本届

广交会除小轿车轮胎外，还带来了适

合国外皮卡车、休旅车、越野车的轮胎

产品。

“疫情给我们的出口业务带来了

挑战，广交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好的海外市场拓展渠道。”该公司销售

部长何广权表示，前几天，他们首次参

与了一场广交会组织的与南美采购商

的会前对接活动，期间与两家采购商

进行了“一对一”洽谈。“这种方式很新

颖，期待广交会期间能有更多对口的

采购商来找我们。”

在何广权看来，广交会是一个全

产业链的平台。对参展商而言，在广

交会上可以遇到很多同行，拥有共同

的客户和销售渠道，进行资源共享，经

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对境外采购商而

言，无论其属于哪个行业领域，都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接触更多的供应商，实

现一站式采购。

何广权说，今年公司仍以服务老

客户为主，订单比较稳定。在挖掘新

客户方面，除了通过老客户的介绍外，

就是借助广交会这样的线上平台寻找

合作了。“我们希望开发更多的中东、

非洲以及在疫情前就有增长的美洲的

客户资源。同时，由于今年中国对东

盟汽车出口量持续增长，我们也将重

点关注东南亚区域。”

首次参展线上广交会，斯凯孚（广

州）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耿继钊的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参展广交会是我们

梦寐以求的，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包

括品牌定位打造，产品品质升级和工

艺创新，专业化、精细化的网站及功能

建设，虚拟展位VR制作，新产品视频

制作等，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获

得更多的海外订单。”

初次亮相，斯凯孚带来了王牌产

品——全球自动化领域独具优势的薄

壁精密轴承产品系列，产品主要出口

东南亚、中东和东欧市场，其中，在马

来西亚的合作伙伴已持续5年实现业

务增长。

耿继钊表示，“得益于公司近年来

专注定制化产品的开发，更好地满足

了客户的需求，今年我们的出口订单

稳中有升。例如，埃及客户使用了我

们为其定制的产品后，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品质不输欧洲厂家，已追加订

单。此外，来自中国台湾的客户需求

旺盛，订单排到了明年。因此，我们对

疫情后的境外市场依然充满信心。”

汽车轴承是此次斯凯孚带来的主

要展品之一。耿继钊告诉记者，在当

下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背景下，原来

的一些配件已经不适用了。他们正根

据新能源汽车的特点和需求，研发新

能源汽车专用的汽车轴承，以求在市

场上占据先机。

瑞立集团是中国商用车汽配

制造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居国

内第一、国际前三。其产品

涵盖 65类和约 2000种规

格的汽车制动系统相关零

部件，在美国、阿联酋、比

利时等国家设立海外分支

机构，产品出口13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据瑞立集团瑞安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洁

介绍，本届广交会，他们共带

来了 26 个展品，包括冷凝

器、前分室、铸造件、空

压机、储气筒、雨刮器

等。“今年以来，尽

管受汇率、乌克兰

危机等因素影

响，我们的出

口额仍实现了

总体增长。这

主要得益于海外的分公司与客户的主

动对接。本届广交会，希望借助这一

线上平台，进一步开拓中东、非洲、东

南亚市场。”

云涌广交

“中国制造”全产业链魅力四射

□ 本报记者 孟 妮

消费者如今对个性化、娱乐化消费以及支

付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正敞开怀抱，他们期待这

些创新能够提升消费体验，并更方便发现新品

牌，实现便捷购物。面对日历中已有的诸多购

物节，不仅消费者在寻求更多节日优惠，中小

企业也在利用各类新方式建立客户群。中小

企业和消费者都认为，繁荣的电子商务行业未

来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近日，联邦快递委托Harris Interactive

进行的一项名为《电子商务未来趋势》的调查

结果显示，亚太地区覆盖了中国大陆、印度、日

本、韩国等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网络购

物用户规模已达到该地区总人口的57%，预计

2022年该地区电子商务销售收入将高达2.09

万亿美元。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电子商务的增

长更是领先于亚洲其它地区，2021年其网上零

售额达到13.09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

17万亿元。

根据调查，亚太、中东和非洲的中小企业

和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运用正趋于成熟，疫情

所推动的电子商务使用热潮仍将持续。80%

的中小企业认为，未来三年内电子商务将在他

们的业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90%的中小

企业则表示，他们已为此做好充分准备。另

外，80%的消费者表明，过去3年内，电子商务

在他们的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有所增加；71%的

消费者还认为，这一占比在未来将继续增大。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按需经济

中，不断增加的出货量也给电子商务卖家带来

压力，保障客户服务质量变得至关重要。调查

显示，在电子商务客户体验方面，中小企业的

自我评价与消费者的看法之间存在10%的显

著差距。其中，“拥有高效的退货服务”（13%）

和“享有客户支持服务”（11%）两项的差距最

大。此外，“递送时间过长”（53%）是消费者的

最大痛点，其次是“处理退货”（42%）。通常情

况下，消费者期望货物可以在三天到一周内送

达，但倘若递送时长无法缩短，消费者则明显

希望能获得更可靠的递送服务。

尽管前景可期，但据调查，仍有65%的电

子商务卖家表示，他们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应对

不断增长的订单量。

□ 本报记者 孟 妮

10月8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发布8月份全球航空货运市场定期数据显

示，行业在经济不确定性中展现出韧劲。按

照货运吨公里（CTKS*）计算，2022年8月

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比下降8.3%（国际需

求下降9.3%）。与7月份（同比下降9.7%）

相比略有改善。运力同比2021年8月份增

长6.3%（国际运力增长6.1%），比7月份增

幅3.6%有显著改善。

对此，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

示：“航空货运持续展现出韧性。货运量虽

然低于2021年的优异表现，但在经济不确

定性和地缘政治冲突面前相对稳定。市场

信号仍然喜忧参半。8月出现了几个具有

上升潜力的指标：油价稳定、通货膨胀放

缓、全球贸易商品略有增长。但除美国外，

其他市场的新出口订单都在减少，提示我

们未来几个月的发展仍需谨慎。”

从区域看，同比2021年8月，2022年8

月亚太航空公司货运量下降8.3%，北美航

空公司货运量下降3.4%，欧洲航空公司货

运量下降15.1%，受乌克兰危机影响，该地

区连续四个月在所有地区中表现最弱，中东

航空公司货运量下降11.3%。拉美航空公

司货运量增长9.0%，在所有地区中表现最

为强劲。非洲航空公司货运量增长1.0%。

相比货运，客运市场的增长更为喜

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定期数据显

示，航空旅行复苏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2022年8月，航空客运总需求（按照收入客

公里或RPKs计算）同比2021年同期增长

67.7%。全球客运量为疫情暴发前水平的

73.7%。其中，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

26.5%，为2019年8月水平的85.4%。国际

客运量同比增长115.6%，恢复至2019年8

月水平的67.4%。

“北半球夏季旅游旺季高调收官。虽

然经济存在不确定性，但旅游需求发展趋

势向好。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主要亚洲目

的地取消或放宽旅行限制，必将加速亚洲

的复苏。”威利·沃尔什如是表示。

具体而言，国际市场方面，2022年 8

月 ，亚 太 航 空 公 司 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449.2%。载客率上升40.1个百分点，达到

78%，实现了最强劲的同比增长。欧洲航

空公司客运量同比增长78.8%。载客率上

升14.7个百分点，达到85.5%，仅次于北美

地区，在各地区中排名第二。中东航空公

司客运量同比增长144.9%。北美航空公

司客运量同比增长110.4%。载客率上升

16.9个百分点，达到87.2%，在各地区中最

高。拉美航空公司客运量同比增长

102.5%。非洲航空公司8月份客运量同比

去年增长69.5%。非洲和邻近地区间的国

际客运量接近疫情前水平。

广交会见证企业

“爱拼终会赢”

调查显示

电子商务使用热潮仍将持续
中小企业迎来更多商机

□ 本报记者 刘叶琳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实现稳

步增长，这份成绩的取得与产业链供应

链循环畅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广交会是

国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

的展会，为在广交会上充分展现“中国制

造”全产业链魅力，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循环畅通，激发市场活力，各省交易团积

极作为，让广交服务常态化，增强广交会

贸易促进效应，取得一定成效。

维护新老朋友 促进订单落地

广交会为外贸企业提供了获得新订

单、开拓国际市场的平台，越来越多的企

业认识到展会是帮助企业结实新朋友、

开拓业务渠道的有效方式。“在第131届

广交会上，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获

得了多家意向客户，并且已有部分客户

下单生产，对于参展第132届广交会，我

们信心满满。”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企业通过多种

途径发力，实现出口额逆势增长。今年

前7个月，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实现

出口同比增长274.42%。

如何加强外贸企业与广交会上结识

的新老朋友保持业务联系，如何助力外

贸企业与广交会上接洽到的采购商实现

“面对面”洽谈，促进订单落地，浙江省的

有效举措值得借鉴。此前浙江出台全国

首个《加快开通商务包机和定期航班实

施意见》、率先出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助力浙江企业“走出去”出入境便利化服

务实施办法》，为商务谈判、签订合同等

多种情况提供保障，企业受益颇丰。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在属地商务

局的指导和动员下，企业负责人乘坐定

期航班赴境外进行客户拜访，走访了澳

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20多个客户，其中

拜访了一批广交会的新老朋友。“拜访新

开发客户的效率比远程邮件来得更有

效，新客户均表达了合作意愿。有些两

年多没有见面的老客户，也通过这次拜

访增进了关系，明确了长期合作意愿。”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

公司经过与客户商谈，使得大部分广交

会老客户表示会重点关注第132届广交

会线上的展会情况。

助企纾困解难 支持高效参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更趋严峻复杂

的国际环境，福建省多举措鼓励外贸企

业拓展国际市场，帮助外贸企业纾困解

难，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

今年以来，福建省商务厅先后出台

促进外贸稳增长提质效、促进外贸平稳

发展和采取超常规措施提振提速外贸发

展的实施方案等系列外贸促进政策，大

力培育外贸主体，促进新业态加快发展；

会同信保、进出口银行等单位出台金融

信保支持外贸发展政策，帮助企业解决

融资问题，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全

力促进福建省外贸提质增效。此

外，福州海关出台了促进外贸保稳提

质二十条措施和进一步助企纾困降成

本若干措施，与福建省商务厅联合开展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联合调研。

为助力外贸企业高效参展、开拓国

际市场，辽宁交易团科学制定2022年重

点国际性展会计划，安排重点境外展会

61个、重点境内国际性展会22个。引导

企业以代参展方式参加重点境外展会，

鼓励和支持企业线上开拓国际市场。

辽宁省支持宝马、恒力石化等企

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进出

口贸易。紧盯大连船舶重工和中远

海运重工钻井平台、大连国际冷

链交易中心、大连俄贤俄罗斯

埃尔加煤炭进口等项目。

持续扩大机电产品、资

源性商品及农产

品进口。

交易团为企服务常态化
不断增强广交会贸易促进效应

□ 本报见习记者 邵志媛

在第132届广交会上，参展企业信心十足，“爱拼才会

赢”“爱拼终会赢”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正是较早通过广交会开拓国

际市场的中国家电企业之一。

在拓市场的路上，格兰仕可谓历经风雨，终见彩虹。格

兰仕东南亚市场负责人Alvin回忆道：“10年前，格兰仕就

已尝试布局越南市场，主推产品是微波炉。但是，由于当

时的越南市场几乎被某国际品牌独占，格兰仕作为‘新

人’吃过不少亏。2017年，格兰仕以属地化人才为主，

以自主品牌加快布局，产品逐步受到当地消费者

的认可。”

Alvin介绍，2021年，格兰仕产品在越南市场

的销售初见成效，增势良好。目前格兰仕自主品

牌已进入越南线下最大渠道，同时还入驻了当地

各大电商平台。

无独有偶。专业研发制造和营销各类低压断路器的加

西亚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也有着相似经历。该公司市场营

销总监英正北告诉记者，在断路器方面，菲律宾市场一直使用

美标产品，而不是像其他市场那样普遍使用白色断路器；当地

的电力配套系统接线、安装方式也与大多数市场不同。

“为了顺利进入菲律宾市场，从去年开始，公司在进

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先后投资100多万元，针对该

市场的需求开发模具，研发新产品，产品投入市场

后收到了较好反馈，当地大客户纷纷前来与公

司洽谈合作，今年客户订单量比去年翻了一

番。”英正北言语间难掩兴奋。

“去年公司对东盟市场的出口比前

年增长近150%。RCEP生效实施后，

公司为进一步开发市场，专门成立了

针对RCEP成员国市场的业务组，

不仅在政策扶持方面予以倾斜，

还赋予了业务组独立自主权。”英

正北说，此次参展广交会，公司

希望能够挖掘更多商机，斩获更

多订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众

多外贸企业眼中，广交会是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的“助跑器”。

英正北表示，公司多年来结识

的客户和获取的订单几乎都来自

于广交会。广交会是公司与客户

之间增进感情的平台和桥梁，其作

用不可取代。

作为广交会的“老朋友”，格兰仕依

然倚重“广交力量”。“广交会给企业提供

了一个与世界对话、交流的广阔平台，格兰仕从

上个世纪开始就通过广交会与全球主流销售渠道

建立起联系，结成日益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Devin介绍，本届广交会，格兰仕带来包括空气炸锅、微

波炉、微蒸烤一体机、洗碗机在内的“宇宙厨房”场景系列健

康家电，“我相信公司在本届广交会上必将满载而归。”

在不确定性中展现韧性

全球航空运输业全球航空运输业

一站式采购惠及全球客商

广交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