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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给中国沿海地区外经外贸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困难和挑战.作为沿海开放省市代表的宁波,其外经外贸在遭受冲击和应

对冲击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宁波外经外贸遭受危机冲击的情况、
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举措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有益于中国外经外贸转变发展方

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外经外贸　转变对外发展方式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宁波外经外贸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宁波外经外贸呈现出快速增

长的态势.外贸进出口总额２００２年为１２０７亿美元,超过１００亿美元大关;

２００４年为２６１亿美元,超过２００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５年为３３４亿美元,超过３００
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６年为４２２亿美元,超过４００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７年达５６５亿美

元,超过５００亿美元大关;２００８年达６７８４亿美元,超过６００亿美元大关.

２００８年,宁波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处于全国３６个省、市、自治区和计

划单列市的第１１位、第９位和第１１位;人均外贸额超过１万美元,相当于全

国人均水平的６倍左右;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为１１８９％和８１２％,
分别高于全国５９７和４８２个百分点,高于浙江省５０６和３１１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宁波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大冲击,出现了大幅下

滑.２００８年７月,宁波进出口总额环比开始出现下降,且日趋恶化,１１月份出

现同比－１３１％和环比－２１９５％的下滑.进入２００９年,宁波进出口２月份

同比增 长 率 为 －２９％,为 同 比 下 降 最 严 重 月 份,环 比 下 降 幅 度 也 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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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３０５１％.２００９年８月份之前,宁波进出口各月同比数据均呈现两位数的负

增长,３~７月份增长率分别为－１７１％、－２３４％、－２３３％、－１６９％和

－１６２％.

　　与全国、浙江省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情况相比,宁波的进出口波动较

为剧烈.在２００８年７月之前,宁波进出口同比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浙江省水

平.在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之后,宁波进出口下滑的速度也高于全国和浙江

省水平.例如,全国、浙江省和宁波进口同比负增长最严重的月份都是２００９
年１月份,全国同比增长－４３１％,浙江省同比增长－３６８％,而宁波同比增

长高达 －５０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全国和浙江省出口同比增长分别 为

－２１８％、－１９６％,而宁波同比增长高达－２２９％,同期深圳、青岛、大连、厦
门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１５３％、－１０８％、－１３５％、－９６％.

　　从贸易方式来看,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受金融危机冲击程度更高,
波动幅度更大.宁波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占到宁波出口额的

３/４左右,加工贸易只占到总出口的２０％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０８年７
月~２００９年１月,宁波一般贸易同比下滑程度一直低于加工贸易;在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和１２月加工贸易同比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一般贸易仍然保持正增长

的态势;一般贸易月度同比增长率只有两个月(２００９年２月和８月)低于加工

贸易;加工贸易的波动幅度更为显著,在出口下滑阶段,加工贸易下滑更为严

重,占出口额的月度比重也在受冲击最严重的２００９年１月下降到１９００％.

　　从市场分布看,宁波对亚洲、欧盟的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对北

美洲市场冲击弱于平均水平.从累计增长率的波动程度来看,宁波的主要出

口市场亚洲、北美洲、欧洲这三大洲,受到危机冲击时,亚洲市场下滑的速度最

为显著,较好的为北美洲市场,欧洲市场处于两者之间.从占出口累计比重数

据来看,２００８年３月底,宁波对亚洲出口额占到全部出口额的３２５７％,到

２００９年１ 月底和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底,对亚洲出口额下降到占全部出口额的

２７２６％和３０８７％.２００８年７月底,宁波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

３１０４％,到２００９年的１月底和３月底,对欧盟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并没

有明显变化,金融危机对欧盟市场的冲击位于平均水平.美国是宁波对外出

口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危机期间宁波对美出口商品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不但

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从企业结构看,外贸公司出口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其次为外资企

业,自营进出口企业受冲击的程度相对较轻.在金融危机之前,宁波各类型企

业出口的大致比重为４︰２︰４,即外贸公司出口大致占总出口额的４０％左右,
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占总出口额的２０％左右,外资企业出口占到总出口额的

４０％左右.金融危机爆发后,宁波外贸公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在２００８年７
月,外贸公司出口为１７１８亿美元,占到总出口额的３９１１％,之后逐月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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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月份为２００９年２月的５３８亿美元,绝对额只相当于最高月份的３０％
多,占出口额的比重也大幅下降到３１０２％;外资企业出口波动情况基本上与

宁波出口波动情况大致相同,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保持在４０％左右的水平;

２００８年７月之后,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额开始下滑,下滑的幅度要小于其他

两类企业,表现为出口的绝对额下降,相对额即占出口的比重上升,到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上升到２５５６％,之后略有下降,但也高于危机前的比重.

　　从产品结构看,宁波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受影响程度和波动幅度高于工

业制成品,价格弹性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下滑较为显著,纺织

服装类产品受影响程度则低于平均水平.宁波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比重达

到９６％以上,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只占出口额的３％左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到

２００９年６月,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各月同比增长率分别为４９０８％、

２４１３％;－１９８６％、－０４９％;－１０４８％、７４５％;－２５６０％、－１４３１％;

－３７４３％、－３４４０％;－１１７５％、－１８１９％;－０２９％、－２１８４％;

－４１３７％、－２７３６％;－１７６７％、－２４４３％.宁波初级产品占进口额的比

重大致在２４％~３３％之间,工业制成品大致在６７％~７６％之间.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到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各月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１５９２％、３７３％;－ ４３１８％、－ ３２８５％;－ ２７４３％、－ ３９４２％;

－５２８６％、－４８８８％;－３５８３％、－１２１６％;－１９１９％、－１４０２％;

－４１２９％、－２０３０％;－１２８８％、－１４８７％;－２１０４％、６７５％.宁波出口

产品有近６０％为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占全部产品出口额的１２％~１５％,
纺织服装类产品大致在２０％左右.由于机电产品占有一半以上的出口比重,
机电产品下滑基本上与宁波出口下滑保持相同的节奏.高新技术产品下滑的

程度较为显著,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份出现了同比－１１２８％的负增长,之后进一

步下滑,到２００９年２月达到同比－３３２７％的负增长,２００９年５月则加深到

同比－４３８０％的负增长.纺织服装类产品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除

２００９年２月同比增长率为－３８３８％,低于宁波当月出口同比增长率之外,之
后各月份同比增长幅度都好于宁波整体水平.

　　在外贸进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的同时,宁波外商投资也受到危

机的较为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两年,宁波外商投资已经出现下

滑,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一趋势.从整体情况看,２００８年全年,全国实际利用

外资增长了２３６％,宁波市仅增长了１３％.进入２００９年,宁波实际利用外

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到２００９年８月同比增长－３５２％.从产业分布

看,外商投资第二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所受

影响相对较轻.２００９年１~８月,第二产业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数

额分 别 为 １７１８ 亿 美 元 和 １１３２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分 别 为 －２０６％ 和

－２１２％,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数额４２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９％.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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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来源看,来自周边地区的外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占总外资的比重上

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外资下降较为明显,来源于自由岛外资呈现快速下

降.２００９年１~８月,来自香港的实际利用外资达到７７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９％,比重上升到４９９％,周边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
来自美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３４３２万美元,同比增长－６２８％,比重下降到

２２％.

　　与外贸、外资相比,宁波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宁波境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营业额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同比

增长５８４８％,２００８年７月之后,境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营业额快速下降,同
比和环比都出现了负增长.与其他经济指标形成反差的是,宁波境外投资增

长势头强劲.到２００７年底,宁波历年累计对外投资额为３５１亿美元,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３１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２２％,２００９年１~８月又增加了２７８亿

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４２％.尤其是,宁波对欧洲的投资不仅没有受到金融危机

的影响,反而呈现出强劲增长的趋势.２００８年１~６月宁波对欧洲投资总额

为１３３６６万美元,同比增长１０７９７％,２００８年全年宁波对欧洲投资８９７８１
万美元,同比增长４９１２５％,占到对外投资总额的２８９８％.进入２００９年,对
欧洲各月份累计增长依然保持良好的势头,１~８ 月份累计对欧洲投资

２７９８９万美元,同比增长９５６０％,占对外投资总额的１００６％.

二、宁波外经外贸受到金融危机较大冲击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对宁波外经外贸造成的严重冲击,既与宁波目前所处的国

内外环境有关,也与宁波外经外贸自身的特点有关.

　　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致使欧美国家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幅萎缩,造成

出口困难,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引致的其他市场需求下滑程度更为严重.宁波

外贸出口的主要国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占到

宁波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当地的投

资和消费需求导致对其出口大幅下滑.其中,亚洲市场下滑的速度最为显著,
较好的为北美洲市场,欧洲市场处于两者之间.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利润快速下滑,经营困

难.２００５年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开始了持续升值,对美元

从２００６年７月底的人民币８元左右兑１美元,一直上升到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０日

人民币突破７元大关.宁波出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附加值低、技术含

量低的产品,人民币持续升值,使以外汇进行结算的出口企业收入减少,利润

率降低,减弱了本来利润空间十分有限的出口企业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宁波商品出口.宁波出口市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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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宁波商品出口构成重要影响.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３日,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反倾销案件做出终裁,裁定中国紧固件

在欧盟倾销并决定征收７７％~８５％的高额反倾销税,宁波众多紧固件企业只

能退出欧盟市场.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宁波紧固件行业销售额同比下降了１０％,
利润下降了１０％,出口额更是下降了３０％.４月８日,欧盟发布公告将对中

国产无缝钢管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裁定中国输欧无缝钢管对欧盟产业构成损

害威胁,决定征收１７７％~３９２％的最终反倾销税.２００９年１~９月,宁波口

岸对欧盟出口无缝钢管及空心异型材１７６２吨,价值４９０万美元,同比分别下

降４４６％和４７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３日,欧盟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

中国出口欧盟的铝合金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宁波是国内重要的汽车零部件

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汽车轮毂产量很大.在这场反倾销官司中,宁波市共有

５０多家企业涉案,涉案总金额达２５００多万美元.２００９年初,美国商务部以中

国产钢丝层板存在政府补贴为由,初步裁定对该产品实施最高为４３７７３％的

惩罚性关税,宁波市企业涉案金额达４０００多万美元.

　　２００８年８月前,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及时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削弱了企

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２００７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出现经济过

热,抑制CPI、PPI快速上涨和股票、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采取了一系

列严厉调控政策.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中央政府仍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

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
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两年多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

使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艰难,加之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快速上

升,很多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出现大面积亏损.

　　地方政府反映较为迅速,但可使用政策空间有限.在２００７年底,宁波市

政府通过调研和企业反映的信息,逐渐意识到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从紧的

宏观调控政策已经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逐步采取了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对困难行业进行补贴、增加信贷资金供应等措施,惠及部分企业,但毕竟政策

空间和力度有限,难以改变众多企业面临的恶劣市场环境,无法扭转外贸急剧

下滑、外资大幅萎缩的不利局面.

　　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上升,致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增加,降
低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我国外贸领域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成本优势,成
本优势又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较低

要求,宁波外贸生产企业也不例外.近两年,随着国家开始注重提高农民收入

和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以及规范土地出让制度,上述成本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

势,出口企业的传统竞争优势受到削弱,降低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贸易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２００８年,宁波出

口产品的５８３２％为机电产品,１３５９％为高新技术产品,１９９５％为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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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类产品.除服装及衣着附件和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两类商品外,出口排名前

十位的其他产品分别为:液晶显示板、船舶、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电线和电

缆、钢铁或铜制标准紧固件、塑料制品、汽车零件、家具及其零件.宁波出口的

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大都处于低端,绝大多数商品的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也相对较低,容易受到金融危机较为严重的冲击.同时,宁波企业

顺应国际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开展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自主研发新产品、新
技术和培育自主品牌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滞后,终端客户把握能力较弱.宁波企业获得海外订

单主要是通过各种类型的订货会,通过海外的贸易商或采购商来销售产品,通
过建立海外营销机构直接销售产品的企业还仅占很少的部分.与宁波庞大的

出口规模和一般贸易占绝对优势的出口结构相比,海外分支机构尤其是营销

机构建设非常滞后.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底,宁波历年累计海外企业(机构)家数

仅为９８６家,其中贸易公司为２８４家,经贸办事处为４８０家.宁波海外投资机

构普遍规模较小,很多外设机构仅有几个营销人员,很少有企业建设成相对完

备的面对终端用户的营销网络.截至２００９年８月底,宁波所有海外企业(机
构)投资规模在２０万美元(含２０万美元)以下的为６５２家,２０万美元至５０万

美元(含５０万)为１３２家,从占比情况看,５０万美元(含５０万)以下投资规模

的企业占到总数的７９５％.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没有海外营销机构,企业

就很难降低客户流失和获得新客户来减缓需求下降给企业造成的严重影响.

　　外经外贸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完善的

外经外贸金融支持体系能够帮助企业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与发达国家

的外经外贸支持体系相比,宁波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为落后.尤其是金融方

面的支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做到一站式服务,并能够针对外经外贸企

业的要求和商品特点提供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宁波已经引入了大批国内金融

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但限于金融政策和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企业的经营水平,
几乎没有一个金融企业能够为宁波外经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能够

根据企业要求和外贸商品特性设计个性化产品的更是微乎其微.

三、宁波市外经外贸领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举措

　　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宁波市对外经贸相关部门坚定不移转

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及早研究形势变化,适时制定多项对策,逐步由被动防

御转向主动调整,努力实现外经外贸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１及时对危机冲击做出了应急反应,充分利用危机冲击形成的“倒逼机

制”将各种结构性矛盾更快地提上了解决日程,逐步将“保出口、促调整、拓市

场”确定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促进外经贸发展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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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宁波在深入研究宏观发展环境及自身发展阶段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一条以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开放强市为中心任务的外经贸工作思路,积
极实施“以质取胜”工程,加强传统“三外”的领域延伸和基础夯实,同时发展特

色国际服务贸易,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努力树立“宁波以外就是外”、
大开放大集聚理念,努力把内源性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萎缩逐步显现之后,宁波一些外经外贸

企业步入经营困境,市外经贸局等管理部门及时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将研究应

对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纳入到工作日程之中;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宁波又陆续出台了３０多个政策意见,措施实施的速度之快、密度之大、力度之

强和配套之全都超过以往.应当说,来自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宁波开放型

经济在迈向优化结构、以质取胜的新一轮提升进程中遇到的重大外部风险和

障碍.因而,尽管宁波在应对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应急性措施,但并没有因此而

打乱整体战略部署;同时,又充分利用危机冲击和自我加压形成的“倒逼机

制”,将现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纳入到未来发展的视野中,将宁波开放型经济

存在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更快地提上了解决日程.总的来看,宁波市应对危机

冲击、促进外经贸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保出口、促调整、拓市场三个方

面.

　　首先,力保外经外贸局势平稳并逐步回复增长态势.保持开放型经济的

平稳运行及外经贸企业的稳定经营,是防范风险继续扩散的首要任务,也是调

整对外开放经济结构的基础.宁波强调要牢固树立“保出口就是保增长”的思

想,市政府将市优化外贸结构领导小组调整为市外贸保稳促调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及时分析全市外贸运行情况,提出应对措施.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制定多项措施对重点行业和部分困难企

业加以扶持,助其解决困难、增强信心,尽力避免企业亏损面扩大和成批倒闭,
力保外经外贸在局势平稳的基础上回复增长态势.

　　其次,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开放型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结构的调整优化,
是宁波开放型经济抵御危机冲击、实现发展阶段新跨越的必经之路,也是外经

贸企业稳定当前经营和谋求长远发展的治本之策.宁波注意标本兼治,立足

当前保增长,着眼长远促转型,主动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企业自

主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将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加速从“宁波制造”迈
向“宁波智造”作为推进外经贸工作的基本方向.

　　第三,将拓展国内外市场作为保增促调的关键和着力点.宁波抓住主要

矛盾,明确提出全力开拓市场是促调整、保增长的关键,通过拓市场来保增促

调,重组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坚持以企业开拓市场为主体,以建立对接海内外

的现代营销物流体系为根本,以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市场为重点,以完善政务、
口岸和金融服务为保障,以优化商务环境和完善政策体系为支撑,推动外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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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贸平稳发展.

　　以上政策导向的最终落足点在于宁波市数以千计的外经贸企业健康发

展.从微观主体看,以开拓市场为着力点,在稳定经营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产品

转型和技术升级,这正是广大企业应对危机冲击与市场竞争的整体思路和必

然选择.

　　２各政府部门不仅创造有利条件用足用好中央金融信贷和财政税收等

政策,而且结合地方实际出台创新举措,从加大地方财政补贴、增强融资促进

力度、改善政策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帮扶企业应对危机冲击.

　　第一,促进政企联动、部门联动,提升综合服务水平和效率.宁波设立了

市外贸保稳促调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市外贸投诉协调中心,同时继续加强关

贸、检贸、财贸、税贸、银贸、汇贸、工贸、农贸、贸贸、港贸等双边和多边合作机

制,不断完善应对危机的政策体系,健全对外开放领导管理组织.

　　２００８年７月危机初显之时,宁波市便启动了“干部进企业,服务促发展”
活动,２００９年又开展了“创建服务型机关、促进企业发展”活动,外经贸系统在

此基础上开展“百名外经贸干部联千企”和“服务百强外贸企业”活动,各级机

关干部深入企业走访调研,对重点外贸企业加强联系监测,并协调解决了大量

实际困难和问题.

　　外经贸主管部门还进一步优化公共信息服务环境,健全预警监测体系,加
强发展趋势研判,及时为上级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提供业务指导.外经贸局

调研了一千多家外贸企业的“商业秘籍”,编写成«宁波外贸企业开拓市场１００
招»向企业免费发放;邀请业内专家举办讲座,收集汇总应对贸易摩擦的案例,
在来势汹汹的贸易保护浪潮中助企业一臂之力.

　　第二,实施积极的地方财政政策,安排多种专项资金鼓励外贸企业拓市

场、调结构,奖励优质外资项目和服务外包业务.为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宁波逐项清理了行政收费,临时下浮了社保

费,并对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认真梳理,制定具体操作办法抓好落

实.另外,宁波运用多种专项资金对重点外贸企业、外资项目和外经业务加以

扶持,使地方财政补贴“好钢用在刀刃上”,迅速而精准地发挥了杠杆作用和良

好效益.

　　宁波整合外贸扶持资金,对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给予展位费补贴;设立开拓

国内市场专项资金和在国内重点城市举办“宁波周”活动的专项资金,支持外

贸企业内销;安排专项资金开展电子商务的试点;对创办或引进外贸产品研

发、设计、检测机构给予奖励;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外贸企业投保进出口信用保

险;等等.

　　为实现利用外资的量质齐升,宁波从２００８年起每年从“三外”扶持政策资

金中安排４００万元,用于优质外资项目的引进奖励;为鼓励企业发展服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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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市财政安排１０００万元服务外包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对年高端服务外包业

务额前１０名企业予以奖励.

　　第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打造多层次融资平台,保持外经贸领域的信贷

资金总体供应规模较快增长,同时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试点步伐,着
力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宁波市积极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各金融机

构主动了解企业融资需求,保持信贷总量较快增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回升和

外经贸企业发展.在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与市外经贸局的共同协调

下,宁波建立了国内首个外经贸企业网上融资平台,打造了一个常态化的银企

网上洽谈会,实现融资供需双方的快速对接,成为“永不落幕的银企对接会”.
同时,宁波从本市９０％以上的外贸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想方设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宁波市共批准１１家小额贷款公司,小
额贷款公司试点已实现１１个县(市)区“全覆盖”,充分发挥“小额、分散”的特

点,解决了不少小企业由于受到规模、担保、授信额度等限制,较难获得发展所

需资金的难题.宁波还加快了村镇银行试点步伐,组建了鄞州银行等村镇银

行;积极引进外地金融机构,如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包头商业银行,进一

步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体系.２００９年９月起,宁波开展了“小银行进外贸小企

业”活动,由宁波银行、包商银行、泰隆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为小型外贸企业提

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此外,宁波市首次设立 “宁波市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

保专项资金”,引导贷款担保公司更多地支持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

四、宁波外经外贸领域应对危机冲击实践的几点启示

　　宁波既是国内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早、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走出

危机阴影最早、经济复苏最快的城市之一.到２００９年末,宁波外经外贸发展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积极变化.从宁波近两年遭受危机冲击和应对危机冲击的

实践,可以获得若干借鉴和启示.

　　１从政府外经贸管理部门应对危机的工作思路和政策实践来看,要在稳

定企业政策预期的基础上,适时进行动态调整.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既
要及时研判、迅速反应,注重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又要配套齐全、多管齐下,注
重政策操作的实效性;既要立足当前、稳定全局,力求恢复外经外贸的增长态

势,又要放眼长远、有保有放,抓紧调整开放型经济结构;既要政策扶持、组织

有力,政府部门不遗余力地设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又要突出主体、政企合力,
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以促其提高竞争力.而且,必须保持一定

的政策持续性和稳定性,以便外经贸企业的长期经营决策,例如稳定人民币汇

率政策和提高并稳定出口退税率政策.当然,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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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企业对政策支持的期望与需求不断提高,这些因素都对政府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的科学性、准确性与长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完

善,部分举措需要适时调整.

　　２从沿海开放城市在后危机时期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来看,要在坚定进一

步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对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保持清醒认识.沿海开

放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多年积累形成的人文精神、硬件设施等综

合优势,当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任务十分迫切,因此,今后必将坚定不移地

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此次国际金融危机预示着世界

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低速度高风险时期,市场需求波动和产业投资乏力将长

期持续,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措施将频频出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和

人民币汇率走势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反复发

作.这意味着,国际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沿海开放城市要寻求外经

贸可持续发展,只能靠加快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步伐,而不能寄希望于恢复原

有的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环境和资源较高损耗为手段的粗放型

对外开放模式.另外,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当有选择地借助世贸组织等

力量的影响,倡导自由贸易原则,努力营造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３从沿海地区外经贸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向来看,要在转变对外经济发

展方式、“苦练内功”的前提下,增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其关键在于“三个提

升”:

　　一是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外贸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随着土地和人

力成本的增加,传统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利润空

间会越来越小,“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

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并伴随巨大代价,而且会遭遇日渐增强的贸易

壁垒.因此,沿海地区利用危机冲击的“倒逼机制”调整外贸结构正当其时:在
产品结构上,引导外贸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力促由薄利多销型

向科技含量高的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品牌结构上,鼓励企业创建自主出口品

牌,到境外注册商标;在市场结构上,鼓励开拓国际新兴市场和国内市场,不仅

境外是“外”,内陆地区也是“外”,要利用在国际竞争中获取的经验与国外商品

和外资企业竞争国内市场;在进出口结构上,积极扩大进口业务,鼓励企业扩

大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原辅材料和重要资源.总之,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要变

“比较优势”为“知识产权优势”,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
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尽快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

强国的转型.

　　二是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提升利用外资的效益和中外资协同效

益.沿海地区通过利用外资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进步,但也为此付出了巨

大的土地成本、税收成本和环境成本.另一方面,在国内资本日渐充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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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盲目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因此,应当适

当控制外资依存度,将“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效

益.为此,要合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投资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承接跨国公司

的外包业务;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鼓励外国公司将更

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

合作,加强引导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全球配套网络;鼓励外商通

过并购参与多种所有制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化存量资源的配置.

　　三是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对外投资收益和外汇使用收益.国际金融

危机使得许多国外企业陷入困境,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参股、收
购、新设等模式“走出去”,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定价权,既获得战略资

源和投资利润,也有助于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外汇使用收益.为此,要不

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促进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便利化;通过与投资目

标国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的海外

利益;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提供信息、
咨询等服务;推动建立海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

合作构建安全高效的平台;着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超越千军万马搞外经贸

的粗放发展阶段,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兼并重组,打造

外经外贸的“航空母舰”,带领中小企业共同“走出去”,并且走稳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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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sBigImpactonForeign
TradeinCoastalAreaofChinaandourCountermeasures

———TakingNingboCit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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