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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 月 4 日，由沃尔沃汽车
成都工厂生产的XC60 首次搭乘“长安
号”中欧班列抵达比利时根特车站。这
批 XC60 T6 及 T8 插电混动车型将销
往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荷
兰等25个欧洲国家。

至此，沃尔沃汽车中国工厂生产的
各类车型已出口至全球超过70个国家
和地区，出口率近40%。而就在此前的
7 月 3 日，沃尔沃汽车公布其最新销量
数据，今年上半年，沃尔沃汽车在全球
范围内共交付 340826 辆新车，同比增
长 7.3%；在华累计交付新车 67741 辆，
同比增长10.2%，再创历史新高。

“沃尔沃汽车能在中国乃至全球豪
华车市场保持稳健增长，得益于对品质
的不懈追求，得益于不断完善的体系力
建设，还得益于沃尔沃汽车把企业战略
融入国家发展，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
议并成为这一伟大构想的受益者。”沃
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沃尔沃
汽车亚太区总裁兼CEO袁小林表示。

中国制造 全球品质

袁小林介绍，中国是沃尔沃汽车全
球三大本土市场之一，中国制造在沃尔
沃汽车的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着战略核
心和全球制造业出口枢纽的重要作用，
也是沃尔沃汽车全球制造布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中国，为世界”是沃尔沃汽车提
出的愿景。沃尔沃汽车是我国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向欧美发达国家成熟市
场出口豪华汽车的制造商。与其它品
牌在中国实行的“国产化”战略不同，沃
尔沃汽车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完全遵循
沃尔沃汽车“全球设计、本土制造、面向
全球销售”的生产战略。沃尔沃汽车在
中国的制造基地在规划、建设和生产过
程中，严格秉承沃尔沃汽车生产制造系
统（VCMS），遵循沃尔沃汽车全球统一
采购、制造、技术和品质标准，拥有精准
的规范化生产流程、世界一流的工艺技
术以及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

袁小林说，早在2015年，成都工厂
生产的 S60 Inscription 就开始出口美
国市场；从2017年4月开始，沃尔沃大庆
制造基地生产的全新S90豪华轿车陆续
向欧美市场出口。如今，沃尔沃汽车成
都工厂生产的XC60 又首次通过“长安
号”中欧班列销往英国及欧盟国家。

凭借“中国制造 全球品质”的承诺
和实力，沃尔沃汽车中国制造基地得以
迅速响应全球市场需求，并得到市场的
广泛认可。这也意味着大庆工厂和成
都工厂在沃尔沃汽车的全球制造布局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持续推进体系力建设

在袁小林看来，沃尔沃汽车近年来

取得的优秀成绩同样得益于不断加强
的“体系力”——“沃尔沃要快速赢得市
场，需要有完善的体系能力，这样才能
发挥出品牌的真正价值，才能被消费者
持续认可”。

在“体系力”的指引下，沃尔沃汽车
积极开展全球布局。随着 2018 年 6 月
美国查尔斯顿工厂的落成，沃尔沃汽车
实现了横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三大市
场的全球制造版图。

目前，沃尔沃在哥德堡（瑞典）、根
特（比利时）和成都、大庆、路桥（中国）、
查尔斯顿（美国）设有汽车主机制造厂，
在舍德夫（瑞典）和张家口（中国）设有
发动机制造厂，在乌洛夫斯特伦（瑞典）
设有零部件制造厂。

产品的规划、布局和生产以及放眼
全球战略的工厂布局，这些“可见性”较
强的举措只是沃尔沃汽车“体系力”的
一部分。“一个优秀的体系，能够自发
地、快速地根据市场需求展开应对。比
如在一个优秀的体系下，销售、市场、售
后应为同一个计划服务，不能各自为营
地完成规定任务。沃尔沃汽车的高质
量发展正是受益于此。”袁小林表示，沃
尔沃中国工厂和欧洲工厂、美国工厂正

协同服务沃尔沃汽车全球市场，为全世
界消费者制造高品质轿车。

整合全球资源

在汽车行业，强大而灵活的体系能
力以及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是所有
汽车厂家都梦寐以求的。在中国和欧
洲市场之间，沃尔沃汽车正紧跟“一带
一路”倡议，利用横贯“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中欧班列，形成了高效完善的铁
路运输网络，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完善
资源优化配置。

“沃尔沃是中国第一家在亚欧大陆
通过铁路运输整车的汽车制造企业。”
袁小林说，面对全球市场日益增长的交
付需求，沃尔沃汽车积极运用欧亚大陆
铁路运输能力，降低产品静置时间与成
本，让产品更迅速地响应市场需求。

自2017年6月开始，沃尔沃汽车就
启用中欧班列将中国工厂生产的 S90
轿车出口至欧洲。此后，中欧班列成为
沃尔沃汽车向欧洲出口中国制造产品
的唯一方式。仅今年上半年，沃尔沃汽
车通过中欧班列铁路运输的出口量已

达到出口总量的26.4%。
“利用铁路运输，我们向终端消费

者交付成品车的速度比传统的海运快
了50%，大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沃尔
沃 汽 车 亚 太 区 物 流 副 总 裁 David
Pansinger 表示：“铁路运输的速度更
快、成本更低，在环保方面也有不小的
优势，这更符合沃尔沃汽车所坚持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同时，铁路受天气和交
通条件的限制较小，能够更加有效地保
证成品车完美交付到客户手中。”

据悉，此次搭载 XC60 车型出口欧
洲的“长安号”中欧班列抵达根特后，还
将把沃尔沃汽车瑞典图斯兰达工厂生产
的XC90车型及比利时根特工厂生产的
V系列旅行车带回中国。至此，沃尔沃
汽车实现了中国与欧洲两大本土市场之
间整车进出口运输的互通闭环。

对此，袁小林表示：“这不仅可以使
沃尔沃汽车进一步实现全球物流体系
的优化整合，也使我们的全球产业集群
能够更好发挥协同效应，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中国和欧洲两大市场。我们将努
力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互利共
赢的典范，为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贸
易合作作出贡献。”

图图①①、、图图②② 当地时间7月4日，由沃尔沃汽车
成都工厂生产的XC60首次搭乘“长安号”中欧班列
抵达比利时根特车站。

图③③ 沃尔沃汽车成都工厂生产的 XC60 整
装出厂。 （资料图片）

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近日传来好消息。作
为率先攻克“甜苷”含量40%及50%的罗汉果提取技术
难题，并成功实现商业化的企业，吉福思已经拥有50余
项国际专利和中国专利、50余项国际商标和40多项国
内商标，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进入了美国、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让自家的“甜蜜事
业”惠及全球消费者。

桂林市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总裁蓝福生告诉记
者，“甜苷”是罗汉果的提取物，比蔗糖甜300倍，且几乎
不含热量，因此健康价值很高。多年来，很多企业纷纷尝
试提取“甜苷”，但大多以失败告终。除了相关技术储备
不足、科研团队不够强大等原因之外，研发资金不充裕是
最主要的“拦路虎”。

众所周知，企业要发展壮大离不开自主创新，为此，大多
数企业需要长年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吉福思也是如此。

“巨额的研发投入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经营压
力，所以我们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层面出台减税降费政策，
为企业实实在在减负。近段时间，国家一系列减税降费
政策接连出台，确实太给力了！”蓝福生举例说，比如，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断加力，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扣
除率不断提高让吉福思受益良多。同时，税收优惠办理
也比以前便捷了，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办税负担。

统计显示，近 3 年来，吉福思的出口退税额超过
2050万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又为企业
带来了70余万元的“额外收入”。“钱袋子鼓了，企业坚定
信心搞研发、昂首阔步‘走出去’的底气也更足了。”蓝福
生说。

蓝福生还表示，对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来说，优质原
料基地也是重要保障之一。多年来，广西桂林市税务部
门严格落实促进农业生产税收优惠、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税收优惠、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等惠民
政策，全力推动当地罗汉果产业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当
地的罗汉果专业合作社在5年间新增了20多家。产业
大环境成熟后，罗汉果企业联盟还创新探索“公司+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为签约种植户提供全程免费
的技术指导。

统计显示，最近10年间，桂林地区的临桂、龙胜、全
州等10多个区县150多个村兴起罗汉果种植热，罗汉果
种植面积接近20万亩。仅吉福思一家公司的原果供应
渠道就涉及34个罗汉果专业合作社，关联农户5000多
户，直接为当地农户带来经济收入近10亿元，户年均收
入达2万元。

“如今，罗汉果产业已经呈现出‘全球发展看中国，中
国发展看桂林’的良好态势。展望未来，吉福思将携手更
多行业企业，共同造福更多消费者。”蓝福生说。

罗汉果深加工企业吉福思：

让“甜蜜事业”惠及全球
本报记者 梁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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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汽车持续深耕市场保持稳健增长——

全球品质 世界情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志奇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是
一家活跃于营养、健康和绿
色生活等领域的全球科技公
司，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可以
追溯到1963年。上世纪9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化，帝斯曼加大了对
中国的投资力度。

在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
论坛期间，帝斯曼中国总裁
蒋惟明接受了经济日报记
者的采访。蒋惟明表示，中
国经济拥有光明的前景，中
国市场是帝斯曼在全球最重
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将坚定
不移加大在华投资，参与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蒋
惟明说。

有110多年历史的帝斯
曼经历过多次大的业务转
型。如今，动物营养、人类营
养以及材料是帝斯曼的三大
主要业务。

蒋惟明表示，帝斯曼的
业务发展一直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推动力。在动
物营养产品方面，帝斯曼已
走在全球行业企业前列。

“以家畜业为例，我们的
产品和服务致力于提高家畜
产仔率和成活率，提升家畜
营养水平和肉质等。帝斯曼
希望通过自己的产品让人们
吃得更健康。”蒋惟明说。

蒋惟明表示，如今，对
健康生活的追求正成为中
国消费者的普遍消费趋势，
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健康生
活付费。同时，中国是全球新旧材料转换最活跃的市
场，功能性强、低碳环保的新材料将成为中国市场的主
流选择。

除了当前的三大主要业务领域，帝斯曼还时刻关注
新技术。蒋惟明介绍，帝斯曼在光伏发电材料以及器官
移植材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研发，并将
其视为未来重要的业务领域。

近年来，帝斯曼还与多家中国公司合作，加强了在
维生素、绿色涂料等方面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目前，帝
斯曼在中国的销售业绩约占全球业绩的 15%。蒋惟明
认为，只要帝斯曼做好业务本地化，这一比例预计还将
继续提升。

“在中国，要打开市场，不能依靠价格战，企业的科
技研发能力才是核心竞争力。当前，我们不断加大在
中国的应用研究，努力让自己的产品适应中国市场不断
变化的需求。”蒋惟明说：“从短期来看，我们的目标是把
当前的业务做好，争当市场的领先者。从长远来看，帝
斯曼会坚定不移扩大在华投资。帝斯曼在中国追求的
不仅仅是业绩增长，也坚定希望深度参与中国的可持
续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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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挖掘新兴市场价值的道路上，趣
头条“一路狂奔”。

不久前，移动内容平台趣头条与江
苏卫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
用户互驱、台网资源共享、定制化跨屏
联动营销等多维整合方式，同台打造纵
深化、全方位的融媒体平台战略合作。
双方合作的《新相亲大会》第二季定档7

月14日首播。
对于双方的合作契机，趣头条联合

创始人兼COO（首席运营官）陈思晖表
示，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性移动内容平
台，趣头条在低线城市用户比例超过七
成，女性用户占比达六成，24岁至40岁
用户占比约五成。这与《新相亲大会》
的观众群体画像“30岁至60岁、68%为
女性”非常吻合。

作为一家迅速崛起的互联网公司，
趣头条仅用27个月便在美国纳斯达克
成功上市，并发展成内容中概股增速最
快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在业界看来，短短两年多就完成上
市的“趣头条速度”，主要得益于其对新
兴市场的有效挖掘。“挖掘互联网市场
的新流量红利，关键在于对新兴市场人
群的深刻洞察。”陈思晖说，新兴市场是
一个约有 10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趣头
条平台上的大部分用户都集中在三线
及以下城市。

来自咨询机构易观的数据显示，
2017年，有超过一半的移动互联网用户
集中在新兴市场。目前，以三线及以下
城市为“主力”的新兴市场移动设备大约
为5亿台，平均人均仅有0.5台。同期，
一二线城市人均拥有1.3台移动设备，新

兴市场的发展潜力可见一斑。
趣头条通过对新兴市场的深度挖

掘，打造出差异化的内容生态，获取了
广大新兴市场人群的高度关注。截至
2018 年底，趣头条的日活用户已达
3100 万 ，用 户 日 均 在 线 时 长 约 为 1
小时。

最新数据显示，趣头条今年一季度
净 营 收 为 11.1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3.3%；广告及营销收入为 10.872 亿
元，同比增长371.3%。另据分析，其广
告及营销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公司用
户规模、使用时长的增加以及公司变
现能力的提升。

陈思晖表示，趣头条将继续专注于
内容生态建设，增强产品社交属性。在
内容生态建设方面，将努力打造“最接
地气，最符合普通百姓需求”的内容生
态。例如，在本地资讯领域，趣头条已
推出“合伙人计划”，生产原创度高、地
方特色强的内容等。

围绕内容生态，趣头条对产品的社
交属性也极为重视。从行业来看，大多
数互联网巨头均看好社交，同时，引流
成本的激增也凸显了社交属性对互联
网产品的价值。

“社交是互联网行业中公认的商业

模式最好的领域，高频、自然的分享价
值很大。趣头条最初的发展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此。”陈思晖说，接下来趣头条
会继续加强产品的社交属性。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海量信息
与优质内容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资
讯类互联网产品。对此，陈思晖表示，
趣头条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服务于内容
审核工作，另外还有相当规模的算法人
员在做自动化审核系统优化。在内容
方面，趣头条除继续加大对优秀内容作
者端的扶持外，还会尝试更多机制提升
内容质量。

对于下一步发展，陈思晖表示，趣
头条短期内将继续专注于深耕新兴市
场。“目前，新兴市场人群的价值仍亟待
挖掘。新兴市场的人群需求与一二线
城市用户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他
们不如后者。”

趣头条创始人谭思亮则表示，趣头
条将坚持以长远发展为前提，理性竞
争，不盲目追求低效增长，通过持续推
进内容生态建设、升级组织能力等，不
断加固公司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目标
是，用较短时间将趣头条打造成一个有
独特价值和用户群的资讯与娱乐内容
平台。”谭思亮说。

挖掘新兴市场，趣头条“一路狂奔”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趣头条认为，新兴市场人

群的价值亟待挖掘。新兴市场

的需求与一二线城市用户有较

大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

如后者。目前，以三线及以下

城市为“主力”的新兴市场移

动设备大约为 5 亿台，平均人

均仅有 0.5 台，新兴市场的发

展潜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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