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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塑造優勢
內外市場兼修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
出，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關鍵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
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社會主
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
要求不斷提高，經濟長期向好，市場
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正在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深企不斷激活發展新動能 打造國內外雙循環新樞紐

作為我國外向型經濟高地，深圳正以
強大的配置全球資源能力，在穩住外貿
基本盤、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同時，
以強勁的內生動力暢通國內大循環，激
活經濟發展新動能，探索形成新發展格

深圳四個「協同發力」
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局的路徑。多位學者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從「兩頭在外」到內外兼修，深
圳經濟特區在擁抱「雙循環」、構建新
格局中不斷塑造發展新優勢。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近日表
示，深圳正重點推進四個「協
同發力」，加快形成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今年以來，不少企業受國際疫情影響，經
營面臨着巨大挑戰。在深圳市兆馳股份
有限公司，今年以來裝貨區卻是一派繁忙景
象，叉車司機常要加班加點。

電視巨頭：着重研發增加內銷
作為中國最大的電視生產企業之一，兆馳為
全球多個一線品牌提供 ODM（原始設計製
造商）製造及技術服務，外銷佔比近40%。今
年一季度，面對海外訂單減少兩成、不少客戶
延期提貨或者取消訂單的情況，公司提前制定
三套方案應對海外市場變局，如更換了產品的
主板，使之符合國內銷售標準，並調整產品銷
售結構，增加國內銷售份額，一季度整體銷量
增長了10%左右。
從「兩頭在外」到內外兼修，看似水到渠
成，實則久久為功。兆馳始終將科技創新放在
首要位置，從而獲得出口和內銷的雙重優勢。
多年來，公司不斷地推動產品的技術標準化創
新，其65吋的電視機生產線，一天的電視機產
量相比同行能多出50%，在外觀造型和混光距
離方面獲得了突破性成果。旗下風行品牌的互
聯網電視贏得了 2017 年全球聞名的德國紅點
獎。目前，兆馳生產線的自動化率超過70%，
智能化和研發能力均處於行業領先水平。

耳機新貴：自給自足轉攻電商
兆馳是深圳外貿企業發力內銷市場的縮
影。面對外貿困局，從事耳機研發生產的萬

1. 堅持
「新基建+傳統基建」
協同發力，以有效投資擴大內
需、增強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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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聲學亦早謀劃、早布局，調整產品結構，
發力內需市場。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謝冠宏
表示，今年大力發展線上電商，國內國外電
商銷量同比去年大幅提升，其中海外一季度
上升 80%、國內一季度提高 30%。二季度海
外國家疫情嚴重，4月業績僅達標60%，但國
內銷售部銷量上漲 30%，彌補了出口下滑衝
擊。公司一季度加大淘寶直播投入，天貓銷
量大幅提升 30%。公司招聘一位員工擔任主
播，未來計劃每天 1 場直播，發力成為新的
銷售增長點。
萬魔聲學的業績增長主要來自公司在自主
知識產權方面的優勢。謝冠宏介紹，
1MORE 耳機供應鏈的超強韌性背後主要是
得益於其關鍵零組件，從設計到組裝基本實

現國產替代。公司擁有聲學專家、聽力學
家、藝術家近 30 餘人，專攻技術門檻高、能
與國外聲學品牌對抗的高精聲學技術產品。
公司已經獲得國內外獎項及稱號 55 項，擁有
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外觀專利及海內外註
冊商標等自主知識產權350餘件。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分析，深圳作為外向型城市的典型代
表，數十年來名列全國出口冠軍，內外經歷
過數次金融危機等出口下滑衝擊後，深圳市
和企業不斷調整優化，雙循環內外兼修。深
圳外貿依存度已從 2008 年前的 300%降到目
前的100%。在疫情和中美貿易戰等影響下，
深圳企業在國內、國際雙循環方面成為全國 ■消費者在萬魔聲學門店選購
萬魔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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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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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均消費能力在迅速增
加，中國零售市場規模在快速壯
/1 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
2019 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突破 40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正成
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中國（深圳）綜合
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中國 14 億人
口帶來巨大市場規模，這為出口企業拓展內銷帶
來了龐大的機遇。

可以有大半年甚至近一年的業務，並且不拖欠債
務。而國內市場不但單小，而且競爭激烈，同行
相互壓價。企業還需自建銷售渠道，無論是線下
還是線上，均要花費大量精力和費用。此外，重
建品牌也是一個長期投入的過程，費用不菲。
郭萬達認為，出口企業以國內為主不等於放棄
國際市場，而是國內市場越來越重要，將來將逐

轉內銷憑品質取勝
郭萬達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全國人均
GDP突破1萬美元，帶來巨大的需求增長。未來5
年至 10 年中國市場規模和結構增長速度都是不俗
的，給許多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帶來難得的機
遇。出口企業優勢是創新和設計能力強，生產品
質優良，他們轉向內銷市場時，這一優勢仍將十
分明顯，可以較好地把握消費者需求。」
他稱，出口企業轉內銷也會遇到很多壓力和挑
戰，以前出口供應蘋果或者沃爾瑪，一個大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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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加，以減少海外需求萎縮或者貿易戰等帶來
的衝擊。

結合兩地產研優勢
深圳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認為，深圳要
發揮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廣深港國際創新走廊
和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優勢，將深圳科技產業
與香港眾多大學研發及東莞、中山等先進製造等
優勢結合起來，將國際產業鏈、供應鏈與國內結
合起來，形成經濟內外雙循環的活力和動力。
正如中銀國際研究董事長、中國（深圳）綜合
開發研究院理事曹遠征撰文表示，唯有創新驅
動，改革引領，才能開拓對外開放的新局面。
他認為，推進深圳向產業鏈的高端攀升。通過
這一攀升，以經濟一體化重塑大灣區。一方面，
發揮這一產業鏈服務業發展的功能，擴大就業，
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梳理大灣區的進出口
產業鏈，實現進出口和內外資金流動的高端化，
開創國際國內循環互促的新格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國內市場+國際市場」
3. 堅持
協同發力，更好利用兩個市
場、兩種資源
「先發地區+後發地區」
4. 堅持
協同發力，助力對口地區打贏
脫貧攻堅戰

利用灣區輻射力 助深擴內外循環

外貿企業拓內銷 機遇與挑戰並存


「新興產業+支柱產業」
2. 堅持
協同發力，加快提升產業鏈供
應鏈現代化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
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提出構建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粵港澳大
灣區正好是國際和國內循環很好的結合
點。他認為，廣東省是出口導向型的外向
型經濟體，還是要堅持國際大循環的優
勢，同時照顧到國內大循環。
如何推動雙循環的發展？他建議，在融
入國際大循環方面，針對當前的國際形
勢，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後，東南亞成
為中國重要的貿易合作地區，從粵港澳大
灣區往南走，就正好對接東南亞市場，走
國際大循環。在內循環方面，要提升粵港
澳大灣區的輻射力，加強與海南自貿區，
甚至福建地區的互聯互通，擴大內循環。
他認為，放眼國際上其他灣區，雖然二
戰以後西方國家危機不斷，但是如紐約灣
區和舊金山灣區，對人才資金技術還是有
很大的吸引力。粵港澳大灣區也需要思考
如何構築一個可以留住資本和人才的「堤
壩」，打造優質的世界級經濟平台。

《人民日報》評論員：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16 日發表題
為《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論學習貫
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的評論員文章指，習
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
大會上深刻指出，廣東、深圳經濟發展水平
較高，面臨的資源要素約束更緊，受到來自
國際的技術、人才等領域競爭壓力更大，落
實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根本出
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
展理念，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
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率先推動質量變
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努力實現更高質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
安全的發展。
文章指出，「一滴水可以見太陽」，一個

地方可以體現一個國家的風貌。深圳的發展
成就，充分證明新發展理念具有很強的戰略
性、綱領性、引領性，是我國發展思路、發
展方向、發展着力點的集中體現，是管全
局、管根本、管長遠的導向，必須貫穿發展
全過程和各領域。黨中央對深圳改革開放、
創新發展寄予厚望。深圳要肩負起新時代黨
中央賦予的歷史使命，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的城市範例，就要提高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能力和水平，緊緊扭住新發展理念推動發
展。

發揮經濟特區輻射帶動作用
文章進一步分析，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經濟、科技、文化、

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國
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
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
段，正在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
量發展還有許多短板弱項，經濟特區發展也
面臨着一些困難和挑戰。只有辯證認識和把
握國內外大勢，從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大局
出發，落實新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
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
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
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才能把經
濟特區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高，在全國一
盤棋中更好發揮經濟特區輻射帶動作用，為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推動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
文章續稱，新時代經濟特區建設要堅定不
移貫徹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策
部署，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發展理念上來。
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使生產、
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託國內市場，提升供
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以高質量供給滿
足日益升級的國內市場需求。要堅定不移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新動能，提升新勢
能，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
地，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
產業鏈，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
未來產業，發展數字經濟，加大基礎研究和應
用基礎研究投入力度，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
絡。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發展

能級和競爭力。要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重大歷史機遇積極作為，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繼續鼓勵引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充分發揮
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重要作用，在經濟特區
發展中作出新貢獻。
文章最後指出，40 年來，經濟特區在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歷史進程中譜寫了
勇立潮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在新的起
點上，經濟特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錨定
新的方位，把握好新的戰略定位，大力提升
發展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競爭力、創新
力、抗風險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就一定
能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
創造新的更大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