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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刚刚过去的“黑五”，大家买嗨了没有？不过，在大家或直
接从亚马逊购买或者通过阿里京东拼多多嗨淘时，有一家河
南的跨境电商企业在“黑五”一天就卖出去了数百万美元。

这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河南企业，郑州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我们公司从成立起，就一直致力于中国品牌出海，希望成为
行业内顶尖的‘卖全球’企业。”致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
志钰说，作为国内首批从事B2B2C外贸业务开发的电子商务企
业，致欧的产品主要分为家具家居、宠物用品、办公家具、户外用
品四大类，并且一直瞄着本行业“‘卖全球’的领跑企业”在努力。

“黑五”当天销售额同比增长超六成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欧美国家圣诞节前的购物
狂欢季，传统的“黑五”是线下的购物狂欢，但近年来的“黑
五”，线上也与之同欢且销量频频刷新纪录。

今年的“黑五”，阿里、京东和拼多多齐发力，拼补贴、拼物
流，力图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买遍全球”。当下的“黑五”，年年
加大打折促销力度，对消费者的诱惑力自然也年年攀升。

据外媒数据显示，今年“黑五”线上销售额约 74亿美元，
刷新了去年62亿美元的历史销量纪录。

不过，在这场“黑五”的销售狂潮中，既有我们本土消费者
的“买”，也有来自河南的跨境电商企业的“卖”。

记者了解到，今年“黑五”前夕郑州致欧公司已有 3%的
产品订购量比平时上涨了 10倍—40倍左右，剩余 97%的产
品订购量也均比平时上涨了1倍—5倍左右，该企业“黑五”当
天销售额约 300万美元,同比去年增加了 67%。记者还了解
到，“黑五”只是这波流量高峰的开始，这股流量还会持续到原
本属于线上狂欢的网络星期一。尽管现下国际市场风云变
幻，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但“黑五”销售狂欢中的河南省跨境电
商企业并没因此“遇冷”，反而频频传来捷报！

央视新闻里初露“芳容”

由于一直致力于低调做事，尽管已经是本行业赫赫有名
的企业，但致欧公司第一次为众人所知，居然是因为央视的一
次报道。

央视的一条系列报道里，“中国椅业之乡”浙江湖州安吉
的恒昌椅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把把椅子畅销全球 36个国家
和地区，其搭乘的，就是河南的“网上丝绸之路”。恒昌椅业牵
手郑州致欧，跑出河南跨境电商企业“卖全球”加速度。

今年6月，有郑州本地媒体前往浙江采访时，正赶上恒昌
椅业在生产致欧的订单。新闻里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正在
生产的椅子，便是郑州致欧接收的来自法国的订单。”浙江安
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喜永指着正在加工的一批黑色
办公椅说，这批订单共有400把，生产完成后，经过40多天长
途运输，将送达法国消费者手中。

据王喜永介绍，该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办公椅、电竞
椅等座椅产品。2013年，该企业开始与郑州致欧建立合作关
系，经过短短6年，来自郑州致欧的订单已经占到该公司全部
订单的四成左右。

为什么是致欧？
王喜永说，“郑州在国际化市场战略布局中已经具备了

‘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并且正在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目标全
力迈进，我们和郑州本土跨境电商企业精诚合作，搭乘‘网上
丝绸之路’快车，为‘卖全球’找到了出口”。

“瞄准海外市场需求，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本土制造的优
化升级，并着力打造自主品牌，助推更多‘河南制造’‘中国制
造’走向全球。”郭志钰说。

用高质量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致欧产品畅销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日
本等36个国家和地区；

亚马逊欧洲市场第一大家具家居品牌，荣获2017年亚马
逊全球峰会欧洲“区域大赏全能卖家”，2019年旗下两个品牌
入选亚马逊“中国百强出海品牌”，目前是河南省排名前列的
B2B2C跨境电商出口企业；

公司员工 600余人，其中本科学历以上占比 90%以上，
研究生占比达到10%，外籍员工占到10%；

……
外界再次了解到致欧，是因为在 2018年，公司获得一线

风投 IDG资本、跨境电商行业领军企业安克创新的投资。
中美贸易摩擦大背景下，公司经营现状如何？
致欧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 1—7月，郑州致欧在

美国市场较去年同比增长60%。
“其实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基本涵盖了郑州致欧所

有品类产品。”郭志钰说，之所以保持逆势增长，主要是因为公
司用高质量发展的顺势加上外部形势变化的倒逼，用改革的
手段加速企业苦练内功，让“中国品牌”不可替代！并深度优
化供应链管理，加强企业内部成本管控，改进供应商生产流
程，降低供应商整体生产成本。

当然，我们同时也在拓展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开拓出
欧美的新兴市场，追随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扩大产品
覆盖区域，增强品牌影响力。

谈到公司及河南的跨境电商行业的整体发展，郭志钰充
满信心：“我们对行业的判断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河南本土跨境电商企业也正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就目前形势
来看，河南省跨境电商环境上佳，有待井喷式爆发，也希望更
多河南跨境电商企业把握这波机遇，在河南形成发展跨境电
商的良好生态，让跨境电商行业真正成为重要的支撑产业。”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2月 3日，河南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经
贸合作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

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海能达
公司、深圳航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华讯方
舟科技有限公司、中兴网信科技等企业代
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等机构代表
交流负责人在内，共约 300人出席了当天
的交流活动。

交流活动还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现场达成 36 个签约项目，总投资
415亿元，项目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
现代物流、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领域。

一

为什么要在深圳举行？
对标最前沿。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和市场

化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也
是创新要素高度聚集的地带，珠三角地区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
区，深圳正在从经济特区迈向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贸合作，对
于依托大湾区世界制造中心和雄厚的科
技创新资源，积极承接高水平产业转移，
引进高端项目和创新企业，打造优势特色
产业，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二

粤 港 澳 和 河 南 的 经 贸 往 来 有 多 频
密？

是河南省重要的经贸伙伴。
河南省与广东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农副产品深加工、机械制造、城市综合体等
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11 年—2018
年，豫粤合作项目共 4691个，广东企业实
际投入河南8472亿元，约占河南引进省外
资金总额的15%。

香港是我省最大吸收外资来源地，多
年来吸收港资占全省利用外资的六成以
上。香港在河南共设立企业6200多家，实
际到位资金接近 1000亿美元。香港也是
我省企业境外上市融资的主要地区，已有
27家河南企业在香港上市。

河南非常重视与港澳的经贸交流，多
年来在港澳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河南与
港澳企业家春茗活动、河南省情及项目推
介等活动，组团参加在港澳举办的国际投
资贸易活动，豫港澳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不
断深化。

三

河南推介了什么？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在现场推

介时说，希望将河南的优势与大湾区的
产业优势、科技优势相结合，实现合作共
赢。

当下的河南，持续打好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牌，全面打响转型发展攻坚战，把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向先进
制造业强省迈进。河南不断去掉“剩”的，
拉长“短”的，扩大“优”的，着眼战略需求和
前沿先机，重点培育10个新兴产业。

具体说：力争 2020年，全省新能源汽
车产能达到 30万辆，建成郑州 5000亿级
汽车产业集群；尼龙新材料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环保装备和服务产业规模超
2000 亿元。力争经过 3—5年努力，新型
显示产业规模超 1000 亿元，智能终端产
业规模突破 5000 亿元，形成新型显示和
智能终端联动发展格局；工业机器人、数
控机床、仪器仪表等智能装备产业规模超
1000 亿 元 ；智 能 传 感 器 产 业 规 模 达 到
1000 亿元；现代生物和生命健康产业规

模超 4000 亿元，成为国内重要的生物医
药 产 业 基 地 ；汽 车 电 子 产 业 规 模 达 到
1000 亿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 500 亿
元；面向未来发展 5G产业、建设在全国有
影响的 5G 产业发展先行区、创新应用示
范区。

同时，河南大力开展高效种养、绿色食
品、建筑装配、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现代物
流、旅游、健康养老、能源、电子信息、豫酒、
卷烟等12个产业转型发展行动，成效正在
显现。

粤港澳大湾区最快融入全球市场体
系，正在加快打造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和高地。

河南以上这些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特色
产业、新兴产业，为全面对接大湾区、深化
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领域，拓展
了新空间。河南将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
壮大现代服务业并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行，着力招大引
强，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

四

谁参加了此次活动？

除了政府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河南
省 45家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负责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河南有国家级经开区 9个，省级经开
区20个。各经开区竞相发展，郑州经开区
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物流、装备制造3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漯河经开区形成了食品
及配套、液压科技2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鹤
壁经开区光分路器芯片占国内市场 80%、
全球市场的 60%，金属镁综合加工能力全
国第一；许昌经开区是中西部最大的电梯
生产基地和国内最具竞争力的电力装备基
地；长垣经开区起重机械国内市场占有率
70%，有“长垣停产、全国缺货”之说；临颍
经开区休闲食品日产量居全国之首；长葛
经开区是全球最大的超硬材料生产基地，
年产量超过世界其余各国总和；商丘经开
区环保装备国内市场占有率 80％，智能电
网在线监测产品占有率 70%；武陟经开区
是全国最大的医药针剂生产基地，工业制
动器产量占全国的50%。

虽然整体上看，河南的发展水平和质
量与大湾区相比还有差距，但应该说有了
较好的产业基础，政策支持有力，具备了承
接产业转移的条件。

做“卖全球”的领跑者
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举行

签约36个项目，总投资415亿元

12月3日，河南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 马子占 摄

□本报通讯员 王亚楠

为学习借鉴广东省国家级经开区发
展经验，推动豫粤经开区合作交流，促进
河南省开放型经济全面发展，12月 2日，
由河南省商务厅牵头组织的省内 12家经
开区（组成的代表团）走进广东。

此次合作交流活动，旨在推动河南
省经开区与珠三角经开区在制度创新、
产业转移、园区共建、人员交流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

据悉，这也是继今年 8月份“豫苏浙
沪经开区合作交流”后的又一次经开区交
流活动。

12月 2日，河南经开区代表团到达此
次活动的首站——国家级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栏港经济区）。该区位于珠海
西南端，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珠江西岸
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全
国沿海主枢纽港及珠江西岸唯一的深水
港，高栏港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断增
强区域创新，推动重点项目、重大平台建
设，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清洁能源、化工
新材料和港口物流“3+1”现代产业体系。

据记者了解，珠海经开区已成功引进
英国BP、壳牌、美国福陆、路博润、比利时
苏威、德国巴斯夫、中海油等 30 家世界
500强企业入驻。

河南经开区代表团先后考察了高栏
港经济区规划展示厅、中海福陆重工有限
公司、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珠海国际
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广
东）有限公司等。

随后，河南经开区代表团与珠海经开
区召开了合作交流座谈会，珠海经开区管
委会副主任刘继承等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了
座谈会。刘继承对河南经开区代表团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对近年来珠海经开区在产
业集聚、体制机制、科技创新、产城融合等
方面的先进做法和主要成效作了详细介
绍，三门峡、长垣、濮阳三家经开区分别就
产业发展、合作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推介。

三门峡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瑞霞，
推介了三门峡经开区基本情况、产业发
展优势，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
中东部地区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长垣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宋太俊表示，
长垣经开区起重装备制造业和卫生材料
及医疗器械产业两大产业在国内颇具影
响力，桥门式起重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卫生材料及医疗器械产品覆盖率
65%以上，服务平台机构齐全，销售网络
队伍庞大，2600 多个销售网点遍布国内
外。濮阳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中山围
绕绿色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推介，希望借此
机会能够和珠海经开区在石油、天然气、
资源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交流。

在座谈会上，河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
陈凯杰向珠海经开区对本次河南省经开
区合作交流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详细介
绍了此行的主要目的和合作需求，希望以
首站珠海为契机，建立定期合作交流机
制，与珠海经开区在跨区域协作、人才培
养、对接合作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为双方的经开区创新发展提供合作平台。

河南经开区代表团走进广东

河 南 经
开 区 代 表 团
一 行 参 观 高
栏 港 经 济 区
规划展示厅。
王亚楠 摄

双 方 举
办 合 作 交 流
座谈会。
王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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