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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相通激发
友谊迷人芳香

王宝锟

芬兰是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芬
兰创新产品在中国拥有大量忠实“粉丝”，
就IT产品而言，在智能手机普及前，不少
人拥有的第一部手机就是诺基亚，那熟悉
的铃声至今仍能唤起人们许多美好回忆；
至于“愤怒的小鸟”，更是陪伴许多年轻人
度过大量闲暇时光，成为最受欢迎的手机
游戏之一。诺基亚和“愤怒的小鸟”这两

款创新产品可谓芬兰创意的典范，也是国
人认知芬兰的窗口。

无疑，创新是芬兰发展的基因。芬兰
多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
争力的国家之一。欧盟委员会最近发布
的创新比较报告也显示，芬兰的创新能力
在欧盟名列前茅。奥秘何在？从20世纪
80 年代开始，芬兰着力推动经济从要素

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过多
年的探索与完善，芬兰建立了颇具特色的
创新机制，增长模式成功升级为“以创新
为驱动”，已形成从教育研发投入、企业技
术创新、创新风险投资到提高企业出口创
新能力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受益于此，芬兰中小企业活跃，创新能力
强。芬兰的创新与中国的资金和市场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合作领域广阔，具
有很大发展潜力。

目前，创新正成为中芬经济合作的亮
点。近年来，中芬企业投资合作的几个大
手笔，无不带着深深的“创新”烙印。如中
国移动采用诺基亚技术部署公共云服务
器；北京信和洁能收购芬兰雅威科技85%
的股份，瞄准空气净化设备研发生产；腾
讯控股牵头的财团以86亿美元价格收购
芬兰手游公司 Supercell；芬兰 ZenRo-
botics 公司与江苏绿和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就机器人分拣垃圾技术应用展开合作；
芬兰楼宇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努卡公司
与浙江中睿低碳技术公司合作改善大型
商业楼宇的可持续性能。中科创达收购
芬兰汽车软件厂商Rightware，后者为汽
车仪表盘和信息娱乐屏幕设计开发的人
机交互界面已经广泛应用在全球超过20
家知名品牌汽车中。支付宝与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机场合作，使其成为欧洲第一家
接受支付宝付款的机场。此外，通力、芬
欧汇川、美卓、斯道拉恩索等一批芬兰公
司纷纷加快对中国投资步伐，开拓中国市
场，中远、华为、中兴、东软、比亚迪等公司

则不断拓宽对芬投资领域。中芬创新合
作亮点纷呈，方兴未艾。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发展
的关键。在中国，创新位居“五大发展理
念”之首。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芬兰在森林纸
业、电子电气、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领
域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技术，在
信息通讯、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独具专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
场广阔，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并致
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芬兰的先进产品和高新技术存在需
求。芬兰的高新技术产品，也需要到中
国这一大市场接受检验，赢得客户，尤其
是科技型初创企业更需要中国市场这样
的成长环境予以孵化。中国市场对芬兰
企业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多数欧盟国
家。去年前 10 个月，中国自芬兰技术引
进项目数 22 个，合同金额 1.2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44%。中芬两国创新合作可
谓互补性强，合作领域多潜力大，前景十
分美好。

可喜的是，中芬两国已就构建和推
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
要共识，这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
向。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十三五”规划
和“芬兰 2025 发展愿景”的深入对接，芬
兰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和理念，与
中方资金与市场相结合，双方创新合作
潜力不断释放，必将为两国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能。

中芬创新合作潜力不断释放
本报记者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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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芬经贸合作迎来新契机
本报记者 王宝锟 王志远

芬兰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政府贸易
协定的西方国家，自上世纪 50 年代建立
外交关系以来，中芬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
展。两国在创新合作、新能源、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冬季运动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合
作前景，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芬兰地处北欧，人口约 540 万，国土
面积 33 万多平方公里，依靠科技创新走
出了一条成功的强国之路。芬兰在森林
纸业、电子电气、机械制造、金属加工等领
域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技术，在信
息通讯、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先进技术独
具专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质优
价廉的纺织、服装、音像、电子、电器、化工
等产品在芬兰很受欢迎。中国正在全面
推进现代化建设，并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芬兰的先进产品
和高新技术存在需求。

目前，中国为芬兰第 5 大贸易伙伴、
第 4 大进口来源地和第 6 大出口目的地，
连续第14年保持芬兰在亚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地位。据芬兰海关统计，2016 年中
芬贸易额 67.18 亿欧元，同比增长 3.3%。
其中，芬兰对华出口 26.69 亿欧元，同比
增长 5%，占芬兰的出口比重为 5.2%。芬
兰从中国进口 40.49 亿欧元，同比增长
1%，占芬兰的进口比重为 7.4%。对华投
资方面，2016 年芬兰对华投资项目数 32
个 ，同 比 增 长 128.6% ，实 际 使 用 金 额
2.5804亿美元，同比上升375%。

芬兰以创新兴国，中国正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芬技术创新领域合作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2015年，中芬共同举办的“Slush
中国国际创新创业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关
村管委会同芬兰贸易协会签订协议，创立
了规模约为3000万欧元至4000万欧元的
中芬创新基金。

当前，中芬正在抓紧落实两国元首关
于推进和构建面向未来新型合作伙伴关
系的重要共识，双边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下阶段，中芬双方将中国的“十三五”
规划与“芬兰2025发展愿景”实行战略对
接，旨在赋予中芬关系更多时代特色和战
略内涵，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切实造福
两国人民。

与此同时，中国对芬兰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形式和主体也在不断丰富。根据中
国驻芬兰大使馆经商处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3 月份，在芬中资企业总数为 27
家，大多数集中在大赫尔辛基地区。其中
最大的一项投资，是腾讯于 2016 年 6 月

份以 86 亿美元收购了移动游戏工作室
Supercell 的 84.3%股权。从投资形式来
看,绿地投资 9 家，占 33.33%；公司及机
构代表处 3 家，占 11.11%；并购参股 14
家，占 51.85%；研发中心 1 家，占 3.7%。
从投资领域来看，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包括移动游戏）行业 11 家，占 40.74%；
制造业 8 家，占 29.63%；其他行业还包括
交通运输业、采矿业以及商业服务等。

据介绍，湖北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
2016年在芬兰设立分公司，宣布未来3年

将投资9亿欧元在芬兰北部投资建厂，生
产生物质燃料，预计 2019 年底投产。中
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近期也在调研
芬兰投资机会，有意在北部凯米哈维市投
资8亿欧元建设年产40万吨纸浆厂，计划
于2018年开始建设，2020年投产。中国
驻芬兰大使馆经商参赞乔首武表示，企业
感兴趣的项目有蓝莓萃取、瓶装纯净水、
高端旅游、无人机销售、机器人研发、新能
源和清洁技术等。习主席此次访问将带
动更多的中资企业对芬兰投资。

中国的通讯企业和产品越来越多成功进入芬兰市场。图为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华为专卖店。 本报记者 王宝锟摄

图为芬兰一家科技初创企业的办公室内景。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赫尔辛基市中心欢迎世界游客的旅游标识“我的赫尔辛基”。 王宝锟摄 宏伟的赫尔辛基大教堂是赫尔辛基市重要地标建筑。 王志远摄

中远海运芬兰公司：

优质服务促互利共赢
本报记者 王志远

这两天，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中国元素开始多了起
来。芬兰民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
芬兰展开的国事访问。在他们眼中，中芬友好契合两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年是芬兰独立 100 周年，习主席此
时来访是对芬兰人民的重视和友好，期待中芬友谊散发
更加迷人的芳香。

在芬兰一家知名科技创新企业工作的莱卡宁先生表
示，芬兰的科技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能
够推动中国与芬兰在科技合作领域取得更大成果。他表
示，中国的科技产业也在蓬勃发展，两国应该增加电子、
信息、通讯、纳米、清洁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产品合作，把
市场与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同时，也希
望更多中国科技企业能够到芬兰投资，把中国的资本优
势和芬兰的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利用好芬兰成熟的研发
平台和创新模式。

经营有机农产品的农场主马尔利文科告诉记者，他
刚刚从中国考察回来，没想到中国的市场那么广大，对有
机农产品的需求那么旺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
象。他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能够推动中芬两国农业合作
深化发展，希望芬兰的优质农产品能够从中国快速增长
的需求中获益。按照他的计划，未来5年，要让自己的原
生态有机农产品更多地出口到中国市场，还要把芬兰优
质的牛奶和肉类带入中国市场。

艾文娜是一名刚刚从中国留学回国的芬兰学生，回
国后很快在赫尔辛基一家知名国际旅行社找到了满意的
工作，专门负责中国旅游业务。获知习主席即将来访，她
很兴奋。2010 年，习主席访问芬兰时，她刚刚开始在赫
尔辛基学中文。现在从中国留学归来，又赶上习主席来
访。她认为，习主席的访问会在芬兰掀起一股“中文热”，
会有更多的芬兰人去中国。许多芬兰人还不了解中国，
但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比如中国的高铁，很多芬兰人都
感到神奇，许多去中国旅行的芬兰人已经把乘坐高铁当
作一项重要的旅游体验。

大熊猫在芬兰是很受欢迎的中国话题，无论大人小孩，
谈起中国时，很多人都会提到大熊猫。他们期待习主席的
访问能够把大熊猫也带到芬兰，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看
到憨态可掬的“中国国宝”。不到7岁的小马娜可爱地表
示，如果大熊猫能来芬兰，要用芬兰最好的蓝莓派（芬兰
特色食品）款待它。为了证明有能力在较为寒冷的北
欧地区饲养大熊猫，赫尔辛基动物园成功测试了适宜
大熊猫生活的温室环境，也是为了表明真诚欢迎大熊
猫的信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2010 年，习主席访问芬兰，
时值中芬两国建交 60 周年。2017 年，芬兰独立 100 周年
之际，习主席再次访问芬兰。两国关系重大时刻的国事
交往必将成为推动和巩固民间交往的重要契机，促进两
国民众之间的互知互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沟通交往，
巩固中芬友谊之树根基，并促其茁壮成长。

今年 3 月份，世界大型纸浆制造商芬兰芬宝公司正
式宣布中远海运特运以“Excellent”的优异成绩通过该
公司可持续发展供应商审核，正式进入其优质供应商名
单。中远海运芬兰公司总经理陈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得益于中芬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中远
海运凭借优质的服务近几年在芬兰屡屡中标。

据陈锋介绍，中远海运芬兰公司是1995年由中远和
芬兰努美能公司共同组建，双方各出资 50%，主要负责
中远海运集团及所属下属企业在芬兰及波罗的海地区的
船舶总代理和集装箱运输业务。2009 年至 2016 年，中
远海运芬兰公司营销收入从 291 万欧元攀升至 4035 万
欧元。与此同时，中远海运在北欧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大，
与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所占集装箱货运市场比例由
2009年的1:21缩小至2016年的1:4。

在为中国母公司带来效益、为芬兰政府创造税收的
同时，中远海运芬兰公司也为芬兰当地创造了就业岗
位。目前中远海运芬兰公司赫尔辛基本部共有员工 23
名，其中仅有总经理陈锋一人为国内外派，其他 22 名员
工均为芬兰籍员工。作为芬兰籍员工，Teemu Ant-
tikoski有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戴暮”。他告诉记者，自
己对能在如此国际化的公司工作倍感荣幸，而且从中受
益良多。

中远海运芬兰公司在芬兰的成功经营与当地政府对
外资的开放态度以及政府服务意识密切相关。芬兰政府
是服务性政府，乐于为企业搭建平台，并组织企业到国外
与客户直接对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2012年上任伊始，
便邀请中远海运芬兰公司参加在总统府举行的驻芬外资
企业总经理座谈会。针对在欧洲港口换班船员经常面临
的签证问题，芬兰国家移民局批准了中远海运的落地签
请求。不仅如此，芬兰航空还允许无芬兰签证的船员凭
芬兰公司签发的“OK to Board”证明便可登机。

对于习近平主席访问芬兰，陈锋最大的期待是能够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芬兰落地。“目前，在‘一带一路’
倡议引导下，中远海运芬兰公司正大力扩展北欧、北大西
洋、北极‘三北地区’业务：一是深化航运服务；二是探索
开通从芬兰至中国的铁路运输通道；三是协助深化北极
航运服务；四是加强与芬兰船舶工业合作，协助提升船舶
研发和建造能力”。

此外，中远海运芬兰公司正在研讨北极航道服务常
态化的可能性。近年来，北极部分海域出现 30 天无冰
期，为商船通行提供了必要条件。东北航道比传统航线
节省时间和里程，正在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的新航线，
开发这一航线的商业潜力成为中远海运芬兰公司的新
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