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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门店人来人往，雅加达的许多
年轻人都在排队等待尝尝蜜雪冰城
带来的冰爽与甜蜜。”蜜雪冰城海外
事业部工作人员陈泰，回忆起2020
年 11月印度尼西亚首家加盟店开
业的情景，骄傲地说：“火爆程度，超
出了我们的想象。”

6月 12日，在郑州市北环路与
文化路交叉口的商务写字楼内，蜜
雪冰城总部工作人员与远在雅加达
的招商专员杨永强召开视频会议。

“根据消费数据，印尼的消费者最喜
欢的产品依然是黑糖珍珠大圣代。”
杨永强说，黑糖珍珠大圣代已成为
印尼的网红产品，在当地消费者眼
里，喝蜜雪冰城冷饮更是时尚的代
表。

一家总部位于中原腹地的冷饮
品牌，缘何能在东南亚受到热捧？
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孙建涛笑
言，时代是最大的机遇，公司深耕主
业几十年打造的完整供应链、服务
链则是勇闯海外大市场的底气。

正如孙建涛所言，当前，中国对
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RCEP让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降低了政策
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双方服务贸易
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蜜雪冰城开拓
海外市场可谓恰逢其时。“近年来，
东南亚市场上缺乏优质、平价冷饮
供给，给我们提供了天然商机。”孙
建涛说，从 2012年开始，公司通过
自建工厂，布局供应链，实现了产品
质量“标准化”，原料供给“亲民化”。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蜜雪冰城已经抢占了开拓海外
市场的先机。截至目前，该品牌稳
定发展了印尼和越南两国市场，门
店超过了 500家，不仅让当地人认
识了来自中国河南的品牌，还为
2000 多名年轻人提供了高质量工
作岗位。

与此同时，距离郑州不到 100
公里的温县蜜雪冰城产业园内，生
产“甜蜜”的车间里果香四溢，奶昔
粉、冰淇淋粉、可可粉等加工好的各
类原料，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全球各
地。③7

□本报记者 逯彦萃

“Hallo”“Hola！”“Bonjour”……
6月 13日，在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
的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服
部，能讲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外
语的客服人员，正在为海外客户提
供咨询服务。

与此同时，在公司销售部，伴随
着不断传出的“叮咚”“叮咚”声，世
界地图上的小红点跟着闪烁。每一
次声光提醒，都意味着一场“河南造
全球卖”的交易正在达成。

如此高频的跨境交易，如何保
障用户良好体验？如何实现物流服
务支撑？

“我们公司已经建成了 26个海
外仓，海外仓储、物流服务覆盖美国、
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全境。交
易在网上，仓储在海外，在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的情况下，有效避免了
海外贸易的‘断链’风险，解除了海外
客户的‘断供’之忧。”公司董事会秘
书秦永吉说。

作为一家土生土长的河南家具
品牌，致欧在海外仓和强大供应链
的支持下，跨境线上交易领跑同业，
稳坐亚马逊欧美市场第一大家具品
牌交椅，连续多年销售收入保持快
速增长，2021年营业收入达到60亿
元。

经过 10多年发展，在海外市场
上颇受欢迎的致欧公司，开始在“共
享”上做文章。公司副总裁郭志钰告
诉记者，公司创始人从 2007年开始
从事跨境贸易，深知开拓海外市场的
艰辛，更明白河南企业需要抱团出海
才能行稳致远。

在数字化的赋能下，海外的大
仓库正在向大平台转变，向出海豫
企共享数字仓储服务，让更多河南
企业出海有“落脚地”。“河南的出口
大枣曾经在我们的仓库落脚，名扬
窗饰等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我们
的带领下开拓海外市场。”郭志钰
说。

如今，公司在美国、德国、墨西
哥的海外仓库正在选址扩建，未来
将向更多国内中小企业开放，助力
更多河南品牌走向海外市场。③9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最近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小
伙子柏宇异常忙碌。作为万邦优选供
应链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项目的管
理人员，他刚忙完小麦的收储工作，又
要跟着团队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农业
技术。

万邦优选的母公司河南万邦国
际集团经营着中国规模最大的实体
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缘何要跑到乌
兹别克斯坦搞农业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源禀赋、气
候条件与咱们河南非常相似，由于当
地人口稀少，撂荒的土地非常多，并
且很多还是肥沃的黑土地，非常可
惜。”万邦优选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项
目负责人刘恒介绍，从 2018年，公司
开始布局乌兹别克斯坦农业项目，既
为当地提供了优质工作岗位、带去了
先进农业技术，同时也有效丰富了公
司下游交易环节的农产品供给。

刘恒介绍，项目实施以来，已开
垦了约 5万亩土地，种植了绿豆、小
麦、苜蓿、中药材等作物，为当地提供
了近百个优质工作岗位。“我们的农
机手、中层管理人员都来自当地。”刘
恒说。

如今，该项目不仅是一个简单的
种植园和加工区，还成为连接国内国
际两个大市场的重要平台。

在推动“走出去”方面，项目有效
推动了河南省农机设备向中亚市场
拓展，促进了先进农业技术输出。仅
去年一年，就帮助洛阳一拖出口“东
方红”大型农机 20余台，其他农用设
备近百台。当地不少农场主还看上
了河南产的节水喷灌设备，订购热情
非常高。河南研发的绿豆、小麦等良
种，在当地更成为高品质的代表。

在推动“引进来”方面，丰富
了我省的农产品交易。截至
目前，万邦优选已累计回运
近7万吨绿豆和100多吨
黑加仑，为河南利用
全球资源打开了
一扇窗。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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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通，促

进经济相通、民心

相通。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河南企业成为“丝

绸之路”建设的受益者、参与

者、贡献者。走“丝路”的豫企

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取代了

劳动力输出、资源输出的旧模

式，技术输出、服务输出等新气

象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今

天，本报聚焦走“丝路”的豫企，

旨在通过典型个案报道，为政

策优化提供镜鉴，为其他企业

参与全球合作提供参考。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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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受追捧

一杯冷饮
闯出海外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有效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豫
企“走出去”最爱哪些国家？哪些企业最爱“走
出去”？6月13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日前《河南省企业境外投资发展报告（2021）》
（以下简称《报告》）出炉。2021年，全省境外
投资备案项目总金额比 2020年增长 96.4%，
推动产能、装备、技术“走出去”，成为我省连接
世界的桥梁。

具体来看，2021年河南共有 36家企业实
施了50项境外投资行为，分别比2020年增加
8 家、17 项，境外投资分布在全球 24 个国家
（地区），按国别（地区）排序，中国香港、德国、
开曼群岛（英）、美国、新加坡，成为河南企业最
青睐的投资地，位列前 5名。按区域排序，投
资东南亚国家项目 8个，投资金额占全省的

31.9%；欧洲项目11个，占29.5%；北美洲项目
10个，占 18.3%；非洲项目 3个，占 7.2%；南美
洲项目 2个，占 2.2%。豫企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 24个，投资金额占全
省的67.5%。

在省发展改革委相关工作人员看来，
2021 年，全省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在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发力，捕捉先进技术、人
才和市场资源，中小企业开始较大规模走向
国际化，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经营理念不断增
强。

《报告》显示，我省制造业境外并购持续增
长，企业对德国电机、日本电子元器件等并购
项目顺利推进；技术服务领域境外并购快速发
展，美国生物医药研发平台、爱尔兰科技加速
器、日本电子元器件研发机构等项目落地实

施；企业海外仓等新兴产业境外投资较快增
长，家居、快消品等企业积极拓展海外消费市
场，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专精特新中小型“走出
去”企业持续涌现。

我省“走出去”企业成为推动东道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初步统计，我省“走出去”
企业 30强共雇用当地从业人员 1.9 万余人，
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5万个，并有效带动
了省内关联企业产品出口增长。总体来看，
2021年河南企业“走出去”在投资结构、技术
水平、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呈现新的亮点，反
映出河南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综合实力的不
断增强。

《报告》同时指出，由于我省企业“走出去”
起步晚、经验不足、实力不强，部分企业在开展
境外投资过程中也面临不少困境。“除了疫情、

海外风险等共性问题，我省企业之间缺乏横向
联系和协作，合规经营意识有待增强，国际化
复合型人才稀缺等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也成为
制约我省企业出海的最大障碍。”省发展改革
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在业内人士看来，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企
业“走出去”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河南省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文超看来，河
南企业应该抓住我国新一轮开放的重要机遇，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顺
大势做大事。“另外河南企业要增强自信，不少
企业通过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已经具备出海的
实力，应该主动对接全球先进技术和资源，融
入全球化经营，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
国际分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武文超
说。③9

河南省企业境外投资发展报告（2021）出炉

豫企“走出去”有了新指南

河南平台买卖全球

海外农场牵起
国内外大市场

海外仓储迎先机

企业走出去
有了“落脚地”

图① 凯普瑞公司总部的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图② 蜜雪冰城印尼首家门店人流如织。
图③ 致欧公司德国西仓内景。
图④ 万邦优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项目。
图⑤ 致欧公司德国维滕仓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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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6 月 9 日，在位于郑州高新区
的河南凯普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用自
主研发的流式细胞试剂对医院送
来的血液样本进行试验分析。“可
不要小看这一滴试剂，正是有了它
的帮助，我们可以精准判断出病人
细胞中有关肿瘤的指数，实现对癌
症的早发现早治疗。”公司负责人
王辉说。

在同一天，位于美国亚特兰大
的凯普瑞生物公司，23名科研人员
正在加紧研发新试剂。作为河南
凯普瑞的全资子公司，凯普瑞美国
公司依托当地人才优势，瞄准科研
攻关，在整个公司架构中扮演着

“实验室”的角色。“我们必须争分
夺秒，抓住技术窗口期和国产替代
的关键期，争取让国内肿瘤治疗中
用上更多河南品牌产品。”凯普瑞
美国公司负责人郭昕说。

据王辉介绍，河南凯普瑞与凯
普瑞美国公司原本是“两家人”。
2021 年，河南凯普瑞成功并购美
国凯普瑞，“两家人”变成了“一家
人”。二者能成功牵手，主要得益
于美国公司创始人李润沼博士是
河南人，让自己研发的先进技术服
务祖国大健康事业，是他多年的期
盼。

“美国公司的科研人才多，有
技术优势，而国内市场大，是公司
发展的主战场，双方牵手是强强联
合、相互赋能。”王辉说，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外产
的流式细胞试剂常常断供，国内临
床急需寻找替代产品。“我们在这
个关键时期，对美国公司实施了并
购，实现了研发在美国、生产在国
内，生产链、价值链全由河南人掌
控。”

强强联合后的溢出效应已经
显现。2021 年，河南凯普瑞成功
申请了河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成为
河南省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创新
人才聚集地。③9

市场与技术“手牵手”

盯紧“小细胞”
打造健康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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