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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海外疫情蔓延，全球贸易缩减——

外贸企业如何出口转内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随着海外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全球贸易缩减，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政策支持下，不少外贸企

业积极“掉头”转向国内市场，开辟内销渠道。专家认为，出口转内销要考虑调整成本，国内的市场标准和国外存在差

别，企业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去适应。企业要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根据实际情况在经营策略上作出相应调整。

本版编辑 胡达闻 孟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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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国内标准并轨’即将
实现。”中债研发中心副主任史祎日前
在中央结算公司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CBI）线上发布会上表示。

绿色债券标准是绿色债券领域的
“通用语言”，是规范绿色债券相关业
务、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壮大的重
要保障。研究构建国内统一、与国际
接轨、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是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规范健康发
展的重中之重。

中央结算公司和气候债券倡议组
织（CBI）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2019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贴标绿色
债券发行总量在2019年位列全球第
一。2019年,中国发行人在境内外市
场共发行3862亿元人民币（558亿美
元）的贴标绿色债券,较 2018 年的
2826亿元人民币（420亿美元）发行
量增长了33%。

联合资信发布的《2019年度绿色
债券运行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绿
色债券发行量大幅增长。2019年，我
国绿色债券共计发行192期，发行规
模为2803.44亿元，发行期数和发行
规模较上年的129期、2208.53亿元分
别增长48.84%和26.94%。

近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
迅速扩大，但标准不统一制约了市场
的发展。目前,中国国内的绿色债券
指引和国际定义仍有不同之处。这主
要体现在绿色项目定义的差异和对募
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不同。近年
来，不少业内人士反复呼吁，应统一绿
色标准并与国际标准接轨，才能吸引
更多境内外投资者，有效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绿色债券标准统一化趋势已经逐
渐清晰。联合资信债市研究部董欣焱
介绍，2019年，国际绿色债券新标准
出炉，各个国家或地区也纷纷发布了
绿色债券相关政策，如2019年12月，
CBI公布了最新的CBI绿色债券认证标准3.0版本；2019年6月，欧盟委员
会技术专家组（TEG）发布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等。各国绿色债
券标准的逐步明确和统一以及绿色金融战略的持续推进，对绿色债券的规
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也在持续推动绿色债券的标准统一。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
部委联合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业界一直在呼
吁的‘国内标准并轨’即将实现。”史祎表示，2020年版绿色债券目录的制定
是基于《绿色产业目录》，这在保证债券市场标准统一的基础上，还可以实现
与绿色信贷标准的对接，通过打通绿色债券与信贷的标准，进而推动绿色信
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也能对接其他基于绿色产业目录所制定的绿色标
准，可以说是“一窍通而百窍通”。

史祎认为，2020年版绿色债券目录也为进一步实现中外绿色债券“说
同一种语言”打下了基础。随着中国金融业以及债券市场开放步幅进一步
加大，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增强绿债市场的透
明度，将有望吸引更多境外投资人参与我国绿色金融领域投资，更好地推动
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接下来，我国绿色债券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史祎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
是绿色债券主力发行国家之一。尽管市场增长强劲，但投资者的观点表明，
国内的市场依然存在巨大潜力。三分之一的中国投资者表示，他们将在未
来两年内首次开始认真考虑投资此类资产。

董欣焱认为，2020年，随着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绿色债券的日益重视，
各国有望继续出台绿色债券相关政策推动绿色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国际绿
色债券发行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绿色债券发行人或将进一步扩容，绿色
债券在行业、地区等方面将更加多元化，绿色债券国际合作也将不断加深。

“2020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保持稳定增长趋势。”董欣焱表示，
2019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债券市场总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
的比例均不足1%，我国绿色债券在债券市场的占有率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时，绿色经济和低碳转型已成为近年来的发展主流，再加上我国绿色债券
相关机制的完善以及鼓励绿色债券发展政策的不断发布和落地，我国绿色
融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此外，今年将有超过1300亿元规模的绿色债券到
期，绿色债券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再融资需求。

中债研发中心统计数据也显示，未来5年，中国将有超过8000亿元的
绿色债券到期，占目前绿色债券存量的近90%。史祎表示，未来几年中国
市场通过绿色债券进行再融资具有巨大潜力，国内不断推出的绿色债券市
场激励措施也将会更进一步推动绿色债券发行量的增长。

订单减少、项目取消、开工困难……
随着海外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全球
贸易缩减，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企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
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要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
纾困。不少外贸企业积极“掉头”转向国
内市场，开辟内销渠道。外贸企业出口
转内销，说转就能转吗？还面临哪些现
实困难？

急需开拓国内市场

“年初那阵儿生意惨淡，到3月份仅
有出口到美国的几个订单。而2月份、3
月份恰好是我们公司生产食用菌的成熟
季节，若不及时采收加工，很快就会丧失
价值，我们每天都心急如焚。”江苏连云
港永同祥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林小龙回忆起年初公司的困境仍旧
记忆犹新。

意识到再等待下去就是坐以待毙，
林小龙下定决心开拓国内市场。“公司
生产的绿色无公害香菇品质过硬，肯定
会受到国内消费者欢迎。我们迅速转变
生产方式和销售模式，对一部分香菇按
照国内卫生许可标准变更生产线，抢抓
生产时间，抢占国内市场。”林小龙
介绍，目前生产线马力全开，国内销售
渠道基本铺设完成，公司经营逐渐步入
正轨。

林小龙的经历并非个例。受疫情影
响，今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衰退风险，国
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我国外贸面临重
大挑战，一些外贸企业遭遇订单跳水、项
目取消、无法开工的困顿，迫切需要打开
新局面以渡过难关。

由出口转内销，是不少外贸企业选
择的求生之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赵萍说，出口转内销是一个必要的、可行
的策略。从国外情况看，今年4月份我
国出口由负转正，同比增速达8.25%，而
5月份出口虽然延续了正增长的态势，但
增速已回落到1.4%，未来一段时间国际
市场仍不容乐观。从国内情况看，随着
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复工复产
复市全面推进，居民消费持续改善，6月
份国内制造业PMI上升至50.9%，处于景
气区间，经济显示出恢复趋势，供需两端
都在快速回暖。

“外贸企业转内销有利于企业利用
好身边的市场，借助国内供需两端快速
回暖的优势，对冲外需不足所带来的订
单减少压力，有利于外贸企业提高生存
能力，减少因全球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损
失。”赵萍表示。

转内销难在何处

但外贸企业“掉头”转向国内市场、
打开国内市场也并非易事。

“上半年我们接到的订单明显减少，
很多合作项目按下‘暂停键’。”燕加隆家

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张静珊
告诉记者，其公司主体业务涉及建材、家
具制造等，主要与东南亚、拉美等地发展
中国家的酒店、学校进行项目合作。自
疫情发生以来，多国停工停产，项目无法
正常开展，公司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谈及转向国内市场，张静珊感慨：
“对于大部分长期接收国外订单的外贸
企业来说，一下子转内销并不是件容易
的事。就我们公司而言，国内整个产业
链的经营模式与国外大不相同，项目回
款也相对较慢，同类型产品较多，竞争更
加激烈，我们并不具备优势。”种种困难
让燕加隆家居公司望而却步，始终徘徊
在“转”的边缘。

对大部分外贸企业来说，转向国内
市场，并不是说转就能转，面临诸多转化
成本。“出口转内销首先要考虑调整成
本，外贸企业原来的生产设备、标准都是
按照国外市场准备和设计的，国内的市
场标准和国外存在差别，企业需要付出
一定的成本去适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主
任、副研究员苏庆义还认为，企业在国外
销售已经有固定的买家，建立了固定的
合作关系，在转向国内销售的情况下，
需要去寻找新的买家，建立新的合作关
系，这也需要付出相应成本。

赵萍也认同这一观点，“很多外贸企
业的产品是根据出口市场需求而生产，
不一定适合国内的消费偏好。同时，一
些外贸企业专注于加工环节，对于产品
的研发和渠道推广并不熟悉，品牌知名

度也不是很高，在转内销过程当中，可能
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福建福州一家电子公司的外贸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电子钟、挂钟
等产品90%以上出口欧美，由于国内外
消费者需求、审美不同，开发国内市场成
本较高，且存在不确定性，“不少企业不
熟悉国内消费者，也不太懂电商运营。
企业转型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政府引
导和平台扶持”。

既借外力也练内功

今年以来，为助力外贸企业“回归”，
多家电商平台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支
持和流量倾斜，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直通
消费者。转战线上也成为众多企业在内
销市场快速“上手”的利器。

大连达伦特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制造香薰、蜡烛的企业，虽然凭借技术优
势和成熟的国际产业链布局，公司业绩
目前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这次疫情的
到来也给公司董事长王立新敲响了警
钟，“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要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得国内国外
两手抓”。

王立新告诉记者，疫情让公司决心
推动国内市场销售，尤其是加快铺设线
上渠道，通过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开
展合作，利用线上销售赢取国内机遇，

“线上营销能实现产品与消费者的快速
对接，可以用较小成本换取较大市场”。

赵萍表示，外贸企业借助电商平台

转入内销，精准的用户画像和营销策略
非常重要。“转内销不是简单地把本来要
卖给外国人的产品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向
国内销售，而是应该与电商平台进行深
度合作，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深度挖掘，更
深入全面地对国内消费者进行画像，根
据国内市场需求特点，选择合适的商品
在电商平台销售。同时，要积极利用直
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业态，打通直
接面对消费群体的销售渠道，实现转
内销的渠道建设。”

想要成功转内销、渡难关，在巧借
电商等外力之外，外贸企业还需苦练内
功。“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战略定
位。”赵萍认为，根据外贸企业转内销
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
是通过转内销来解决燃眉之急，未来还
会继续专注国际市场，另一种则是把转
内销作为企业的战略转型的着力点，准
备长期投入。对于第一种企业来说，在
转内销的同时，仍需积极开拓新的海外
需求，增强规模和实力。对于第二种企
业来说，则需要进行大规模、持续的资
源投入，通过铺设销售渠道和积极公关
等方式塑造企业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国
内市场份额。

苏庆义表示，帮助企业出口转内销，
政府要做好引导工作。比如降低企业转
向国内销售的成本，在监管、环境方面营
造良好氛围；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困难企
业解决资金方面的难题；各地政府要加
强协调，不能只照顾本地企业，而应该推
动国内各地区商品流动。

徐 骏作（新华社发）

2020年7月3日，上海银行与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锦江国际”）在上海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上海银行金煜董事长、锦江国际俞敏亮董事长、上海银行胡友联行长、锦江国际郭

丽娟总裁等出席签约仪式。上海银行黄涛副行长与锦江国际马名驹副总裁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锦江国际成立以来，深入推进全球酒店资源整合，加快传统业态创新转型，建成世界知名酒

店管理集团，使老字号民族品牌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上海银行作为立足于上海本土的商业银行，一贯秉持着深耕当地市场、服务本土经济的经营

理念。近年来，上海银行结合自身供应链金融、跨境业务等优势，支持实体经济，推动民生金

融，全力推进市国资体系下银企间的产融合作。

此次签约是上海银行与锦江国际携手共进的新起点。上海银行将进一步发挥产品、资源、平台

等优势，为锦江酒店全球化经营、“一中心三平台”打造、加盟商酒店升级改造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综

合金融服务，全力支持锦江国际全球化发展，共同赋能全球酒店业可持续发展。

上海银行与锦江国际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广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44

许可证流水号：00590732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31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果园8号楼一层1063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6月24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45

许可证流水号：00590737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甲20号一层商业裙房

11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6月24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枣苑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029

许可证流水号：0006803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枣苑小区1号裙房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2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四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06805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33号一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2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琉璃井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339

许可证流水号：00072567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乐林路69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29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