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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对国外基础设施进行修建或现代化改造，中国正在日益满足土地、企业和居民在交通、运输和连接方面的

重要需求（还不能称为首要需求）。在此层面上，不能低估中国投资背后所显露的地缘政治上的野心。

基础设施在经济竞争和贸易便利化中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我们

认为它不再像往常一样重要。可事实远非如此！

 电子商务领域的飞速崛起在五湖四海蔓延，远程服务需求的大量提升，数据交换（视频，短信，电子邮件

等）的蓬勃发展……所有这些非物质性趋势的集合加强了对有形的基础设施的需求。

中国亦未避开这现实的洪流，为了更好地以自身优势抓住机会，中国逐渐将海运、铁路和数字通路建设密集化。

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在内的基建可以让人越来越方便地通达各地，并帮助内陆或偏远地区提高竞争力。

这种技术的革新还带来了另一种转变：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

 社会-人口结构的变革（新兴国家中的中产阶级，经合组织的人口老龄化），新的消费模式（合作式平台，

新用途，感官需求，个性化等）价值转向服务行业1……这一切都增强了全球范围内的服务需求，从而进入到服

务带动生产的时代，这一切已与昨日截然相反2。

我们正在经历从工业时代到服务时代的转变，中国人也希望在新丝绸之路的框架内抓住这个机会。

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与市场接轨。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在制造业一直遥遥领先。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可

能地贴身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在进入经营链条（例如物流）时得以跻身于最具附加值（无论是在生产的上游还是

下游）的环节中3。

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的世界里，重新洗牌亦有可能，中国人不可能去冒与这两场变革擦身而过的风险，尤其

数字革命提供了将消费与生产“再联结”的可能，即将生产地重新定位邻近设置在消费地的可能；而个性化需求也

推动了小型工厂的建设。

1 企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来源于服务的提供。
2 巴黎大区工商会（2019），法国经济向服务型转变挑战下的法国企业，跨领域工作组研究。
3 这一生产环节曾经被部分转移至低劳动力成本（全球价值链）国家；它成为低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正如正如宏基（Acer）品牌的创始人施振荣在其著名的微

笑曲线理论中所提出的：http://observateurocde.org/news/fullstory.php/aid/3483/Qui_a_le_sourir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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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丝绸之路的关键是增加高价值产品的流通量，而中国现在是这些高价值产品的消费者；与此同时，缩

短交货期限，优化服务同样至关重要。解读新丝绸之路需以这些转变为线索。每一条路线——海运，铁路，数字—

—因此都具有其特殊的挑战性：

 海路（海上丝绸之路），为使亚欧非三洲间的经济和商务贸易更加便利，减少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因为

当今的关键就是更贴近客户并从其所需或所用出发；

 铁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使欧洲和中国西部省份间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得以发展，其中集装箱列车

和运输服务比海运更快，比空运成本更低；

 数字化道路，建造数字基础设施，以传输或增加流量，并超过现有网络，以创建一个可以使用中国标准的

全球数字市场。

表格 1 • 2006和2017年以四种运输方式从上海至汉堡（站对站）运输一个货柜4所需的平均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对比

表

运输方式/

上海 – 汉堡（距离）

铁路运输

11 249 km

海运

20 053 km

空运

8 822 km

海运/空运

16 008 km

2006 2017 2006 2017 2006 2017* 2006 2017

运输时间
(天） 47 16 30 32 5 4 19 19

运输成本

(美元/40英尺标准集装箱）
8 450 6 350 2 740 2 410 25 000 32 490 22 600 16 650

* 现在接近50 000 $（根据 重量/体积）

来源 ：美国商会（2006），欧亚陆地运输选择,商业可行性研究，Washington cité in ：Zhang，X. and Schramm，H. J.

（2018），

一带一路时期的欧亚铁路货运，克兰菲尔德大学，

研讨会论文，6月

同时，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大幅增长，新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看作是北京为保证中国的新需求而开发的产品供应

4 40英尺的满箱（相当于2个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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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中国想要通过新丝绸之路创造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物质和财政资产：

国内市场的规模、长远的目光（“中国制造2025”，“人工智能2.0”）、若干领域的技术领先、大量的外汇储备、

国家龙头企业的规模、高水平的研发、行业巨头和其他创新企业国际化的意愿。

但是仅有“内在”是不够的。中国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各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在透明度、排

他性和负债问题上都引发了强烈的焦虑……欧洲的投资疲软，亚非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某些国家政府政

权不稳或在政治及财政上的不力也使其“渗入”国外市场成为可能。因为中国喜欢参与那些不是由自己引起的斗争。

因此，欧洲人的“秘密武器”令中国尤为关注：资产，尤其是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引起了中国的全部注意（历

史悠久的品牌，创意和设计感，具有稳定客户群的名望，邻里社交网络，特殊技能，琢磨不透的工程技术和内容，

服务实力，规范和标准，等等）。因为只有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结合才能最终赢得胜利。而中国企业正力图获取

这些技巧并正在获取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宝藏。

不管怎样，务实地说，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汲取力量，那就是各方确定目标，然后协同合作。在中国，征服精

神虽被称道，但只是在她是征服者的时候。而当中国持开放的姿态时，她同样会赞扬自己无法独立实现的成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法企业之间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合作，本研究也因此统计了因新丝绸之路而展开的一系

列实际案例。在物流/运输，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B2B平台和旅游业这四个领域里，合作呈现出向阳之势。但

在许多其它存在真正合作机会的领域内逐渐减少（健康，环境，智慧城市等）。

除一些特殊情况外，我们的合作均展示出了“双赢”而不是“50比50”的局面，因为既有的合作能带来新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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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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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挑战

1.1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运发展

中国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图2）的目的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海上运输连接来支持

国际贸易和中国出口贸易。但这也打开了更宽广更多维的视角，包括对海洋生态的忧虑、海洋资源开发、海事安全、

科技创新以及国际合作。这种长远之见是由中国政府上层制订并精心规划的5。

图 2 • 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 ：Merics cité in Der Spiegel，2016年9月8日

中欧海上运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的增长、80%以上的流通量集装箱化、集装箱货船规模的

提升、对港口码头适应协调的高投入，对物流链相关环节及多式联运的数字化过程的高投入，这是指通过各种不同

运输方式（铁路、公路和水路）的配合来确保港口和内陆的连接。

产业的变革，与中国政策的相结合，造成了欧洲港口为了获取与中国贸易的份额而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也导致

国家和国际性投资的集中化，他们所倾向的港口必须既具备最佳的船只接待能力和货柜流通管理能力，又能够提供

最佳的进入欧洲内部终端市场的渠道。

这导致了海运产业的巩固和这个原本就高度集中的高资本产业全球联盟化的发展6。2018年，前十位运输企业

5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6 UNCTAD/RMT（2017），《2017年海运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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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海上商船的70%。五位海上集装箱运输的全球领袖分别是马士基集团（丹麦），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地中海航运

公司（MSC），达飞（法国），中远集团（中国）和赫伯罗特货柜航运（德国）。

在欧洲船商试图增强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在中欧市场的份额时，中国船商，例如中国船运行业领头羊中国远洋

运输公司也正在快速发展其在欧洲和非洲的市场，向中国客户和国际客户提供他们的服务。

极地丝绸之路：中欧轴线上的另一条路

东北段（极地丝绸之路）因全球气候变暖而开通（图3）。2018年9月，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第一艘破冰船在取

道极地路线后乘风抵达鲁昂。无论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还是在土地治理及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上7北极航路都对俄罗

斯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

这条路线会同苏伊士运河航线一样，成为中欧轴线上的另一条通路；它将不可取代。

图 3 • 亚欧（横滨-鹿特丹））经东北北段和经苏伊士运河航线的运输

来源：《贸易杂志》，https://www.joc.com

事实上，极地丝绸之路并不会明显改变全球贸易的地理分布8，但它为能源部门提供特殊益处。中国是北极圈亚

7 Sorensen，C. and Klimenk，E.（2017），《中俄在北极区的新兴合作》，SIPRI，政策论文 46，6月。
8 Hugot，J. et Umana Dajud，C.（2018），《新的极地航线对全球贸易的地理分布改变甚微》，国际视野和信息研究中心,国际视野和信息研究中心的信 ，n° 392，

北方海路

约29天

苏伊士运河航线

约39天

鹿特丹

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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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半岛（俄罗斯）上液化天然气（LNG）大型项目的主要外国投资方，法国道达尔集团也成功参与了这项投资。

这个项目启动于2013年，估值270亿美元，它联合了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Novatek（50,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CNPC）（20 %），法国道达尔集团（20 %）以及丝绸之路基金（9,9 %）。中国还通过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来资助该项目。万喜建筑工程公司的两家分公司也参与了液化天然气联合体的发展：建造了

储存液化天然气的四个低温仓库。2018年，敦刻尔克液化天然气港口迎来了向道达尔租用的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

第一艘破冰船；它13天前刚从亚马尔半岛9出发。2018年，道达尔和Novatek在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中再次展开投

资合作10。

1.2 欧洲港口的中国投资

中方经海上贸易路线对欧洲进行投资的宗旨是掌握和发展亚欧非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终端港口及物流中心以

降低运输周期成本，方便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欧洲和中国对于中欧海上贸易的发展有着共同利益目标；但与

此同时，欧洲人也在中方份额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所带来的可能风险中寻求自保11。

2018年，已有四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运营商：中远集团（位居第一）、和记港口控股（位居第

二）、招商局港控股（位居第五）和上海港运营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位居第八）。特别是中远集团和招商局港控

股十五年来一直在地中海和大西洋-英吉利海峡以北的沿海城市进行投资。

地中海

苏伊士运河对于中欧贸易交换至关重要，这里有25%的集装箱都来自中国。作为埃及的异地贸易合伙人，中国

在与运河扩展相关的项目、中埃经济特区以及铁路建设方面进行了投资。新运河加强了埃及作为经济、贸易和物流

枢纽的关键作用12。

在地中海，中国最重要的投资项目在比雷埃夫斯港（希腊）、热那亚港（意大利）以及包含了50%中西贸易往

来运输的巴伦西亚港（西班牙）。中远集团和中国招商局集团同样对土耳其第三大集装箱港口，位于伊斯坦布尔附

10月。
9 EDF（2018），《敦刻尔克液化天然气港口迎来第一艘从亚马尔半岛出发的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破冰船》，新闻公报，1月26日。
10 道达尔（2018），《俄罗斯 ：道达尔 与 Novatek 就北极液化天然气2项目 展开合作 》，新闻公报，5月24日。
11 Duchâtel，M. & Sheldon-Duplaix，A.（2018），蓝色中国：驶向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ECFR 255，4月。
12 Deandreis，M.（dir）（2015），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影响，SRM海事经济与Alex Bank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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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昆波特港持有多数股份。

比雷埃夫斯港是中国在南欧和土耳其的战略核心13。比雷埃夫斯港对于北欧港口、汉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亦

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里可以节省4~10天的运输时间。中远集团在2009至2015年间定期投资比雷埃夫斯港，于2016

年拥有了其67%的资产，近4亿欧元。其目的也是发展与内陆的往来和多式联运系统：综合水路、铁路和公路运输，

不断降低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长。中远集团自2017年以来提供面向中欧和德国的物流快递服务（“中欧海陆快运服

务”），不仅服务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客户，也服务像索尼和惠普这样的国际客户。自中国宁波海运出发至比

雷埃夫斯港铁路运输到达布达佩斯需要26天的时间。

中远集团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大大增强了该港口同欧洲及北非贸易往来的吸引力。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已

颇具影响，包括估值为33亿的自埃尔哈姆达尼亚至歇尔谢尔大型港口，此项目将通过中国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中国

投资方对摩洛哥的关注同样日益加深，两国于2018年创建了丝绸之路联合商业理事会。

与此同时，中国将为意大利热那亚港建设总额的49%进行投资，用以加长堤防并为货船开放一个新的港口。自

习近平主席2019年3月访问过后，中国还将对的里雅斯特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改造后的新港将会拥有两个入口：

一个面向西欧；另一个面向中欧和东欧。

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岸

中国的投资影响力同样蔓延至大西洋沿岸：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对其港口终端及联盟的

投资上。

2013年，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将其全资子公司Terminal Link49%的股份以4亿欧元的价格转让给招商局国际有限公

司。该交易涉及8个国家15个集装箱港口，其中包括比利时（泽布吕赫和安特卫普）、法国（敦刻尔克、勒阿弗尔、

蒙图瓦德布雷塔尼和滨海福斯）、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马耳他以及科特迪瓦。以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的

财政情况而言，此次转让时机极为恰当，也表明了两大集团进行国际协作的发展愿望，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们在集

装箱港口运营的经营行为14。

13 Van der Putten F.-P. and alii.（ed.）（2016），比雷埃夫斯与中国至东南欧和土耳其的新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关联，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11月。
14 SPort Technology（2013），“CMA CGM将Terminal Link49%的股份出售给CMHI”，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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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北岸的法国港口在中欧贸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图4）。勒阿弗尔，拥有290万个20英尺标

准箱能力的法国第一大集装箱港口，远远落后于欧洲第一的鹿特丹港（1450万个标箱）、安特卫普（1110万个标箱）

和汉堡（870万个标箱）15。

图 4 • 欧洲集装箱港口前十名(2018年）单位：千标箱（20英尺标箱）

来源 ：《经济港口》，2019年

中国占鹿特丹运输量的25%，占汉堡运输量的1/3，这些港口占中欧贸易的主导地位。德国在中欧贸易交往来中

排名第三，其铁路、公路和运河极好地连接了德国和中欧市场，汉堡便从中受益。中远集团同样持有安特卫普港入

口股份的20%，港务局、商会、弗拉芒区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下看到比利时出口贸易在中国的发展机遇。

1.3 海上航线的中方参与者

这些成为了欧洲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中国企业都是体量巨大的公司，通常是其国内市

场的领导者，并投身到自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战略（go-global）中。他们通常是国有企业或国营企业。为了让这些

国家龙头企业做好面对国际竞争的准备，中国政府，特别是在过去五年中，在保证国内竞争充分的前提下，鼓励企

业的合并和重组。

15 Bourdin，S.（2017），《勒阿弗尔在欧洲和世界港口中的竞争》，对话，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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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远航运在政府的支持下由两家中国大型企业合并而成，然而它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悠久国际历史的集

团。1980年，中远集团在鹿特丹创建了第一家国际合资企业，后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中远韩国和中远日本集团。

中远集团作为比雷埃夫斯的终端经销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9年。这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长期战略，并在国内和国

际市场上有条不紊地实施着。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是法国达飞海运集团Terminal Link项目的合伙人，是中国招商局集团的子公司，中国招商

局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872年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商船队，也是中国第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1978

年，中国招商创建了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自1992年以来，在香港上市的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就是全球第五大

港口运营商，第一家曾是中远航运港口。在新丝绸之路的发展框架之下，招商港口控股公司作为中国各大港口的运

营商，正在亚洲，非洲和地中海迅速发展其活动。

因此，在中国新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中国商业巨头，如中远集团或招商局集团，是欧洲和法国公司的强有力竞争

对手，但它们也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1.4 法国港口面对海上航线的挑战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开发的比雷埃夫斯港，对地中海的大多数港口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对于北部的

港口：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港、威尼斯港和的里雅斯特港，斯洛文尼亚的科佩尔港以及克罗地亚的里耶卡港，这些

港口同样也是通往德国和欧洲中部的便利途径。

意大利长期以来就与北京积极合作，并于2018年表达了其在丝绸之路框架内与中国合作的愿望16。威尼斯和基

奥贾港口于2019年与中远集团管理的比雷埃夫斯港签署了合作协议，其中中远集团也明确表达了对克罗地亚里耶卡

集装箱港口特许权的极大兴趣。2019年3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宣布了在

的里雅斯特和热那亚的投资计划。

这些在中国丝绸之路新政中迎来的飞速发展，对于那些有兴趣或是可能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法国港口（例如：

马赛港、勒阿弗尔港和敦刻尔克港）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6 Casarini，N.（2019），“罗马—北京：改变游戏。意大利拥抱中国的连运项目，对欧盟和美国的影响”，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IAI Papers 55，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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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

马赛，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不仅要面对来自北欧港口的竞争，还要面对来自亚得里亚海、西班牙和希腊港口的竞

争。希腊、土耳其、意大利和西班牙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在与中国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开放经中欧和东欧轻松直达欧

洲市场通道的的里雅斯特港，积极寻求通过容纳最大的集装箱船来吸引中国投资者。

马赛-福斯港（2014-2018年）的战略项目突出了欧洲层面其“南方门户”的作用，是北海港口的地中海替代品，

集中了欧洲大部分国际贸易流量。马赛力求在新丝绸之路的框架内参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已经是马赛-福斯港

最大的贸易伙伴，拥有40万标准箱。

马赛港口当局及其合作伙伴明确表示希望与中国一起发展工业、物流、数字和旅游（发展邮轮旅游）的项目合

作17。2018年马赛港与上海港签订的协议涉及三个具体领域：减少环境影响，工业生态以及围绕长途模式转变的货

运量大规模化，特别是铁路运输领域18。

勒阿弗尔与塞纳轴

勒阿弗尔港在法国和亚洲之间的集装箱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aropa（勒阿弗尔-鲁昂-巴黎）进口的集装箱

货物中有73％来自亚洲。但勒阿弗尔-鲁昂-巴黎运输线并未形成与巴黎市场的最佳对接。与大巴黎地区相接铁路线

的欠开发，直接阻碍了大巴黎地区的企业参与到新丝绸之路之中，尽管大巴黎地区集群极具吸引力19。加速实现塞

尔克-吉索尔铁路线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解决方案，它能为塞纳轴带来新的竞争力。

勒阿弗尔集装箱港口（港口2000）最初是为了促进和发展铁路和水路的海运集装箱流而设计建造的，但其建造

时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目标。与德国汉堡和杜伊斯堡的高效物流中心以及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汉萨港口相比，这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不足，这些港口均拥有高度发达的多式联运腹地。

2018年，法国政府宣布将自2012年就以为经济利益联盟（GIE）为指导联合运营的勒阿弗尔、鲁昂和巴黎三个

港口进行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公共机构。这一决定引起了大量反思，考虑加强港口治理和以塞纳轴20为规模来进行

17 UMF（2019），马赛海港的战略项目—— contribution de l’UMF，1月14日。
18 Grand Port de Marseille（2018），新丝绸之路上的马赛及其港口，圆桌会议，5月31日。
19 Mykolenko，L.（2018），《新丝绸之路：哪条通往巴黎大区？》，IAU- IDF，Note Rapide 784，9月。
20 CESERÎle de France（2017），区域化及巴黎自治港和赛奎尼海港的合并：塞纳轴的发展机遇亚，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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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定。事实上，巴黎地区偏离于欧洲经济脊柱，在塞纳轴的连通上也显得相对薄弱。2019年2月，法国总理宣

布塞纳轴港口合并的轮廓线。该项目最迟应在2021年1月1日完成。

将贡比涅（瓦兹）与欧邦舍洛巴克（北部）连接起来的欧洲塞纳北部运河项目（SNE）旨在最终确保巴黎大盆

地与北欧国家之间的与塞纳轴互补的内河航道连接。

上法兰西大区

拥有敦刻尔克港和杜尔日铁路节点的上法兰西大区在丝绸之路上大有可为。2018年，该大区与浙江省签署的合

作伙伴关系突显了该地区的两项优势：敦刻尔克-宁波海上线路和杜尔日-武汉铁路线路。

如今，在中欧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比利时和荷兰港口也是法国的主要物流枢纽；我们有时甚至会说安特

卫普是大巴黎地区第一个真正的港口。比利时正在多个层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合作。目前正在新鲁汶成立的中比科

技园也致力于帮助中国公司扎根欧洲市场。2018年，第一条直达货运列车将列日集装箱港口与中国郑州市连接起来。

阿里巴巴集团也在同年选择了比利时和列日机场作为其子公司菜鸟智能物流网络的物流中心和货物集散仓库。

2. 铁路运输的经济挑战

2.1 亚欧铁路货运的发展

铁路货运仅占中国与欧洲之间价值往来的2％左右，但随着中国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创举的陆

运发展而快速增长。穿越中亚后，最繁忙的铁路走廊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到达西欧，特别是在杜伊

斯堡的物流中心21。

从1998至2018年，中欧铁路运输所需的天数大幅减少。2019年初，德国与中国中部和西部城市之间比如重庆、

成都和武汉的运输时间为12～15天（图5）。集装箱列车变得更长、更重、更快，连接也更优。在运输成本方面，

重庆和杜伊斯堡之间的铁路运费是海运的两倍，但比起海运的45天的运输时长铁路运输却只需要12天。铁路运输线

并不会形成与海上航线的竞争，但却可以为某些产品和目的地提供高效的物流解决方案22。

21 “Germany’s ‘China City’：杜伊斯堡如何成为习近平的欧洲通道”，卫报，8月1日，2018。
22 Hillman，J.E.（2018），“中欧铁路线的兴起”，政策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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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丝绸铁路线

来源：Hillman，J.E.（2018）,“中欧铁路的兴起”，CSIS，March 6

使用欧亚走廊线的集装箱列车满足了中国和国际制造商的需求，这些制造商将位于中国中西部大都市的工厂生

产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因此，欧亚大陆的铁路线直接促进了中国这些远离主要海上航线、地理位置不利于与欧洲进

行贸易往来的省份的经济发展。其中某些省份还能获得中国政府的补贴。

中国通过对基础设施和物流服务发展的投资，大力支持中欧铁路货运的发展。自2016年起，中国铁路的物流活

动称为CR Express（中欧铁路快运），旨在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提高质量，运营效率和信息化23。其中一个目标是提

高回程中集装箱的使用率，2018年了达到67％。运输的货物包括纺织品和鞋类、木材、农产食品、机械和电子产品

以及化学品和汽车零部件。几个中国城市向西部提供铁路货运补贴。从长远来看，中国四个城市注定成为中欧铁路

交易的支柱：重庆，成都，郑州和武汉24。

重庆是全球首个个人电脑生产中心，拥有宏基、华硕、惠普、索尼、东芝和富士康科技集团等公司；2011年，

惠普公司首次通过铁路将产品运输到欧洲。亚欧铁路运输的另一个利基市场是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这些制造商在中

国北部或西部甚至欧洲都设有工厂。例如，大众、宝马、沃尔沃汽车公司和其母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及标致雪

铁龙集团与东风汽车的合作均属这类情况。自2011年，全球国际货运公司德铁信可为宝马在莱比锡的物流中心及中

23 HKTDK Research（2018），“利用中欧铁路快运轻击‘一带一路’市场”，5月3日。
24 “没有政府补贴的新丝绸之路：会是怎样？”，Railfreigth.com，7月4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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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北沈阳的工厂组织了第一批CKD运输集装箱列车。合资公司神龙汽车，在武汉及中国中西部的四川省会成都都

设立了工厂，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商和分包商。

丝绸之路列车现已通达欧洲大多数主要城市，如伦敦、里昂和马德里。法国不是目前部署的核心，但于2016年，

发自中国的第一批列车已经抵达法国：一个载有41个集装箱的列车，列车装载了用于索尔维轮胎、标致雪铁龙集团

汽车零部件及纺织品制造的硅石，途径德国和法国，16天内完成了武汉-里昂距离11300公里的旅程。在这类路线上，

斯特拉斯堡市也可以成为德国、中欧、中国或俄罗斯的交通枢纽。

2017年底，欧洲汽车物流领导者捷富凯在连接中国与北部-加來海峽地区的新铁路线上通行了首发单元列车。从

武汉出发，三周后抵达位于杜夫兰（多弗尔海峡）25的标致雪铁龙集团工厂。自2017年以来，迪卡侬位于中国的运

动鞋及服装厂也从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中获益。列车从武汉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继而在最后的一段路程中采用公路

运输，从安特卫普到迪卡侬仓库所在地达杜尔日（多弗尔海峡）三式联运物流平台。

可以看出，中欧直达铁路运输线的存在对中国产品出口欧洲（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大有裨益，同时也大

大促进了欧洲对华的产品出口（农业产品和动物饲料）。

中国的创举还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经中国港口如江苏省的连云港与西方的欧洲、土耳其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

和韩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哈萨克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包含了欧盟、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法国是哈萨克斯

坦的第六大供应国，位居俄罗斯、中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之后。

中欧之间的贸易发展和互联互通也促进了沿途价值链重组的开始，为中国西部、中亚、北欧和东欧的偏远及周

边城市和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

2.2 中国对铁路的投资

两条主要走廊通过欧亚大陆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

 最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或从北京到莫斯科，然后通往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

 南部线路始于中国西部，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继而抵达波兰。

经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到达土耳其的新路线也在展开。俄罗斯起初对中国的倡议犹豫不决，在制定自身战略

25 Gefco（2017），《三周内捷富凯将首发中国至法国的单元列车！》，新闻公报，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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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却也开始考虑中国项目的实际情况、欧亚经济联盟（UEE）的发展状况、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以及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连通性26。基于共同的目标之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27。

中国新丝绸之路创举的起点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霍尔果斯物流中心，距离中国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约

670公里。霍尔果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它同时也是一个铁路节点，一个切换到俄罗斯铁路轨距的技术平

台和一个经济特区。每年约有70％的中欧货运列车穿行而过28。中国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了哈萨克斯坦与其

首要客户欧盟以及继欧盟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交换发展。

欧亚大陆铁路线上第二大中资物流枢纽是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中白“大石头”工业园。由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支持的工业园位于欧盟与独立国家联合体（CEI）之间的布雷斯特边境站附近；确保过境列车转换至国际标准轨

距29。浙江吉利已经在明斯克为俄罗斯市场开发汽车装配厂：对中国而言，明斯克市位于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地理

位置优越。

中国和俄罗斯主要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在铁路建设方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联合项目。这就是莫斯科-喀山快

速列车，全程770公里，预算2240万美元，部分资金将来自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该协议于2016年签署，联合

了俄罗斯铁路（RZD）和中国铁路、俄罗斯投资公司Sinara Group以及中国铁路设备建设领导者中铁公司（CRRC）。

德国工业企业同样希望参与该项目，并创建了一个由西门子、德国铁路和德意志银行组成的联合体：一个可能投入

270万欧元参与其运营融资的德国财团30。

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高速铁路项目也由中国铁路集团引领的联合体牵头，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

行资助。该项目价值32亿欧元，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均对此项目高度期待，该项目2017年已占中国在中欧和东欧投资

的50％。而另一方面，欧盟对此项目犹豫不决：它不符合欧盟的招标程序；并打乱了跨欧洲运输网络（RTE-T）的进

度表和指导方针。但是，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比雷埃夫斯走廊必须满足中国和欧盟在该地区的利益。

在新丝绸之路背景下针对中欧的中国创举是在中国特定合作和对话形式下构建的：2019年春季随着希腊的加

入，2012年建立的“16 + 1合作”将变为“17 + 1合作”，其分别为12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

26 Bardal，A. B.（2018），“新丝绸之路，带给俄罗斯远东运输系统的机遇和威胁”，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Vol. 60，6月5日。
27 Yongquan Li（2018），“更大的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两者能否被关联？”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 9，Issue 2，7月。
28 《哈萨克斯坦视自己为北京丝绸之路的枢纽》，回声，2018年4月12日。
29 EBRD（2018），“白俄罗斯能否有助于提高GDP”，11月13日。
30 “西门子投资乌拉尔高速铁路”，RaiTech.com，201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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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和巴尔干

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的融资能力有助于该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他们也十分愿意促进从黑海和亚得里亚海到波罗的海的南北通信轴线。作为中国合

作方，这对渗透欧洲市场具有潜在价值31。

2.3 欧亚大陆铁路企业的合作

受铁路运输过程中边境轨距转变及报关流程的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铁路运营公司都希望能够改善基础

设施，优化物流并增强服务。中国铁路、哈萨克斯坦铁路（KTZ）、俄罗斯铁路（RZD）、白俄罗斯铁路（BC）及其

欧盟合作伙伴均致力于减少中欧之间的过境天数并提高铁路货物运输的竞争力。

德国铁路公司是中欧铁路物流中最活跃的欧洲铁路公司，2016年与中国铁路公司就铁路货运协作、高速列车维

修和第三国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签署了协议。德国铁路和中国铁路公司预计2018至2020年期间沿欧亚走廊运输的集装

箱数量将增加两倍。

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对此也很感兴趣；芬兰于2017年开通了芬兰东南部城市科沃拉与中国郑州之间的连接路

线，铁路线过境时间为10-12天，而海运则需要8周。

2018年，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与俄罗斯铁路公司就双边合作的发展线路达成一致，并将同时针对乘客和货运的“欧

亚大陆”高速走廊的发展纳入考量。

中国新丝绸之路创举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铁路货运量，同时还影响到那些通过不同路线与中国主

要城市相连的欧洲道路和物流枢纽。负责跨欧洲运输网络（TEN-T）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欧盟边境国家的连通事

务的欧洲委员会流动和运输总局，继而就此问题与中国当局展开了思考与研讨（图6）。最后，摩尔多瓦、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与欧盟邻国一起参与了欧洲邻国政策（“欧洲邻国政策”）项目，这也使得与中国在运输方式上的对话

更为便利。

31 Kratz，A.（2018），中国在中东欧运输部门中的影响，IRSEM研究 55，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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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泛欧运输走廊

来源：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流动和运输总局

2.4 铁路运输对于欧洲产业主体的挑战

中国通过对新丝绸之路的投资，正在实现其铁路部门活动全球化的雄心目标，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许多项目

都正在开发中：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这些项目通常与方方面面的投资

相关联：港口基础设施、经济特区、能源和电信。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CRRC）是中国铁路国家龙头企业，一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总部位于北

京，于2015年由两家中国铁路领导企业合并而成；其营业额达到了3780万美元。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约18万

名员工，并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公司的目标是利用欧洲、南非、俄罗斯和中亚的11个国际发展中心，

在2020年实现占领10％至15％的全球市场份额32。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投资221亿美元基金用以支持中国中车的全球化战略。2013年至2018年期间，

中国中车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超过90亿美元，中国创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化网络的高速列车。

规模并不总是最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但中国中车在国内市场的经验和对创新的大量投资使其成为西方企业的

32 “CRRC准备其全球扩张”，RailwayPro，201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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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竞争对手，特别是在第三国33。

与中国中车相比，阿尔斯通与西门子之间的合并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此重要概念34：2016年，中国中车的

营业额几乎是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四倍。该合并项目于2019年2月被欧盟委员会拒绝，因此阿尔斯通、西门子和加

拿大庞巴迪可能不得不寻找新的联盟。欧盟委员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显然是竞争规则和互惠原则的问题：中国企业进

入欧洲市场以及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的更大开放。阿尔斯通、泰雷兹、西门子和庞巴迪通常寻求与中国当地企业的

合作，他们已经在中国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中车于2018年曾试图收购捷克机车和铁路设备制造商斯柯达运输公司以支持其在欧洲的发展，但该公司最

终被捷克投资者收购。

3. 数字化道路的经济挑战

在数字通信渠道中，有两个问题贯穿始终：一是数据传输的体量越来越大，二是其成本越来越低。这便带来了

战略网络部署，如第五代（5G）电信网络、数据中心、海底电缆和小型卫星。

在此背后，中国有志于通过新网络超越欧洲向既有的电缆系统出手。促进数字数据的交换，并为全球数字市场

奠定基础。中国似乎也试图扭转模式：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是海上基础设施先于贸易路线，以创造新的流量。

部署数字道路所使用的三种手段

 中国国内市场：中国人善于利用国内市场建立标准并从规模效应和渗透国外市场方面受益。在18个月的时

间里，中国的支付已进入非物质支付阶段。也可以在第二次数字化浪潮中看到作为中国重大发展的人工智能（AI）

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发展。

 中国标准：习近平主席认为中国标准是好的并希望它们被采纳；这就是我们在5G发展上所观察到的。自此，

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轴之一可以是在一些相关领域制定共同的标准。

 国际合作：为了建立数字化发展，中国开展合作和回购。它同时寻求技术和市场作为增长载体，令它感兴

趣的是具备美国市场规模的欧洲。从技术角度来看，法国是中国收购初创企业的核心。中国主要市场主体的国

33 Zhu V.（2019），“中欧铁路竞争-越大越好？”，蒙田学院，Blog，2月11日。
34 《“主观”基础上研究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合并》，Capital，201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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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战略也涉及合作。因此，必须了解中国合作或收购项目背后的利害关系。

3.1 人工智能和云端运算领域的中国战略

中国数字市场主体的巨大进步体现在这个首字母缩合词BATX（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里；也包括其他

国家龙头企业，如华为，京东或天猫。这些市场主体对实际市场的适应能力35都很强：它们对于客户来说也很实用；

此外，腾讯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提供了一个整合大型生态系统的多服务平台。

总之，他们的模式不同于美国：“中国互联网巨头在数字化潜力巨大的行业对当地合作伙伴进行大量的投资。

为了助其快速发展，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数字技术，并提供受益于自身内部市场关键规模的工具”，波士顿咨询集团

副总裁François Candelon强调36。这些重要的参与方背后还有无数的创新企业。

中国企业创新的三大特点

 隐身的龙头企业：他们认为技术是创造机会和进入利基的一种方式，在五到十年内实现国际化并迅速做出

决策

 技术薄弱方：他们的数字很难识别竞争威胁；它们从先锋技术发展而来，几乎未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变革者：他们经常无处不在，并以用户为中心将数字商业模式应用于所有行业

来源 ：Mark. J. Greeven，George S. Yip and Wei Wei（2019），“理解中国的下一次创新浪潮i”，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9年2月7日，Spring Issue

我们必须识别并追随这些挑战者，因为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竞争格局，并干预数字路线不同环节的建设。

例如，我们在人工智能和云端运中就能看到。

在人工智能（IA）中

作为中国谷歌，中国巨头百度近年来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助手）。它加入了“人

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37，这是一个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处于最佳和最安全状态的联合体。2018年，除了2013年

35 François Candelon，《迈向数字丝绸之路》，回声，2016年4月29日。
36 《如果欧洲技术的前景忽略了中国？》，Le Cercle回声，2017年12月7日。
37 此合作关系联合了数个企业。其中包括：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这个联合组织的宗旨为了解并解释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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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深度学习实验室外，百度还开设了两个旨在开发商业智能、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新实验室。它们致力于基础

探讨和研究开发。据百度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的研发有助于中国赢得21世纪38。

作为第一物联品牌（可穿戴技术），中国的小米也试图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IOT）与一种名为“AIOT”的策

略结合起来，并在2019年1月宣布未来五年投资15亿美元的意愿。该战略的实施与5G的部署密切相关。总而言之，

中国品牌打算投资亚洲、非洲、金砖四国甚至欧洲的一系列实体店网络，以更好地预测客户对互联物体领域的期望

39。

在云端运算中

预计到2022年，云端计算（Cloud computing）40市场将以每年50％至55％的速度增长。直至近期，这一领域的

领跑人仍旧是以美国网络企业为主；现如今，中国（阿里云、百度和腾讯）正在迅速发展，以更贴近客户并在国家

数据法律法规层面力争做到合规。

云端运算基础设施的供应通过阿里云公司。阿里云是阿里巴巴于2009年创立的子公司，阿里云41已成为该领域

的领头羊。它有意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客户公司的数字化转型42。作为中国排名第一43、世界排名第四44的阿

里云如今正在推行一项国际化战略，其目标是毫不掩饰地取代亚马逊网络服务（AWS）45。虽然赶超亚马逊AWS和

微软Azure的征程长路漫漫，但其增长势头强劲：2018年营业额就高达21.4亿美元。

3.2 中国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中国技术部署的四个载体：电信网络（5G）、海底电缆、数据中心开发和卫星。

电信网络（5G）

38 Chalifour A.（2018）《人工智能，中法合作的领域？ IRIS，Asia Focus #64，亚洲计划，3月。
39 《打破底价壁垒的中国品牌小米是如何在法国发展的，这一步棋它怎么走》，新工厂,2019年3月20日。
40 电脑云是一种“能让企业把信息来源（数据、文档、应用等）存储在虚拟平台上（云），然后可以通过网络安全连接进行访问的技术”。来源：《阿里巴巴意

图征服欧洲”云“市场》，回声,2018年2月28日。
41 或称阿里云。
42 《阿里云在伦敦设立两个数据中心》，MtoM-mag.com，2018年10月。
43 40%的中国网站都使用阿里云的安全服务服务。
44 Synergy Research Group。
45 AWS 排在微软Azure，谷歌云和其它世界云巨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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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的第一个目标显然是通过提高移动互联网的连接速度来应对数据流量的增长。“数字化转型和新用途（人

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等）只会增加数据的创建，从而增加对存储的需求46。5G用作物联网的接口。5G、AI和大数

据“融合以产生实时或按需服务”47；其传输速度是瞬时和连续的48。

5G的目标的第二个用例：满足投资超连接以发展业务的行业需求：物联网（IoT）和工业物联网（IIoT）。5G网

络使得机场和港口、高速公路或是工厂的基础设施相连接：“与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相关联的5G网络能够进行实时信

息捕获，从而使得机械的远程操控成为现实；工厂范围的连接大大提升了效率，制造商向客户提供的价值也有所提

升”49。

目前，5G网络还远未部署；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预测，到2025年，它们将覆盖全球40％的人口和15％

的全球移动连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进行长期规划。并快速了解了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的5G的好处；

中国参与了工业物联网，对工业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

中国的5G网络开发远远先于美国，这就是为什么5G现在成为中美竞争的主题，这种竞争超越了华为案例。其战

略和军事影响增强了竞争。“赢得5G，赢得21世纪”50。欧洲和非洲也因此成为了这场战役的主战场。在这两大洲上，

中国旨在赢得5G和其所有相关工业应用。

美国给各欧洲成员国施压令其对华为关闭贸易大门51。此举并未成功。美国于2019年5月决定阻止华为获取美国

技术，这可能会导致全球5G部署重新洗牌。

因此，谷歌决定切断华为对Android操作系统的访问，导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松下以及英国智能手机不可替代

的芯片设计者安谋控股公司，现在由日本软银拥有，也因此切断了华为的贸易关系。

就欧洲委员会而言，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包括5G在内的新型通信设备认证系统。建立测评机制，对潜在威胁进行

分析并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以确保5G在欧盟的发展是安全可靠的。

更广泛地说，欧洲在缺乏主导运营商的情况下存在的问题就是欧洲市场对中国参与者的依赖性。如果对其5G网

46 《法国未来第一个迎接欧洲数据中心之地？》，ZDNet，2019年2月20日。
47 《MWC 2019：更好理解5G炒作的一些数字》，ZDNet，2019年2月25日。
48 5G依托于毫米级的波，使传输速度超过10GB/秒，比现有的4G快14到20倍，等待时间能降至毫秒。来源：《5G的地缘政治——关于未来网络的中美冲突》，

GEM，理解策略挑战的关键，n° 223，2019年2月14日。
49 ZDNet，2019年1月25日。
50 根据Nicolas Baverez，编辑部，观点，2019年1月7日。
51 在法国，华为的设备不允许使用在法国网络核心上；不能超过运营商网络的50%，也不能在巴黎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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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部署存在限制或禁令，华为的技术领先优势将使欧洲失利。华为在法国的两大客户是布伊格电信和SFR（法国

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其中华为分别占比50%；此外，Orange（法国电信运营商）还与华为在法国以外的移动

网络（例如非洲）及其cloud产品等领域有所合作52。

在非洲，正如一年一度最大的电信活动非洲国际通讯技术展览会所示，中国在非洲电信领域的投资已经全面铺

开。中国有能力将互为竞争的中国企业有序规划；并能够将不同的市场主体转入商定的商业策略中：

1/ 光纤企业，

2/ 电信运营商，例如有意安装网络，进军企业市场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华为，

3/ 像BATX（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这样的专业公司，

4/ 商业企业

海底电缆的部署

如今，几乎所有（99％）53全球电信通讯（电话、数据、文本或视频）都经海底电缆54传输。1990至2015年间

已经安装了300根电缆，全球范围内的通讯连接大大提升。海底电缆的传输能力远远超过卫星（卫星会造成与距离

相关的延迟）。它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成为“最重要的数字资产”55。随着全球电信业务的爆炸式发展，

对电缆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根据国际电信地图（Telegeography），2014年已有263条电缆，而2018年增至430条。

电缆的优势还在于与数据中心的直接连接（参见Infra）。它们通过提供更高效的网络访问来提高公司的绩效。

我们因此理解为什么电缆商不再是投资海底电缆的唯一参与者。需要更大通频带的网络大公司们也开始投资自己的

电缆：谷歌近年来投资了13条海底电缆56；并于2018年宣布建造一条连接弗吉尼亚海滩和法国大西洋沿岸的电缆。

鉴于电缆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中国也在此领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雄心。2016年，中国国务院在五年国家计算

机计划（2016-2020）框架内发布了关于改善新丝绸之路相关参与国之间的互联网和电信连接指导文件（国务院，

2016年）。这一新政在亚洲和非洲迅速实施。且随之建造了最大的光纤生产厂。

52 《华为，或者电信冷战》，回声，2019年3月28日。
53 卫星从80年代开始发展，然而至今仅占网络通信的1%。
54 这些电缆现在是光纤材料（不再是皮质的）；从很长期来看，其技术支持度比经济回报率要更高。
55 《海底电缆，世界网络战争的核心》，费加罗，2018年12月2日。
56 《谷歌购买第二条私人海底电缆》，经济论坛报，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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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于2008年进入海底电缆市场，与一家拥有150年经验的英国公司全球海事系

统成立合资企业华为海洋网络。华为海洋网络尤为阿尔卡特潜艇网络公司（ASN）的竞争对手，该法国公司自2016

年起所属诺基亚，专门从事海底电缆网络建设。其51％的股份由恒通收购。华为已经完成了亚太和非洲的众多项目。

2018年，华为海洋网络赢得了将非洲与拉丁美洲连接起来的喀麦隆-巴西电缆建设合同。该项目借鉴了Telefónica（西

班牙大型跨国电信公司）的成功经验，并将由喀麦隆电信（CamTel）和中国联通资助完成。

在巴基斯坦，作为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实施其主要投资之一——中巴经济走廊（CPEC），将新疆省

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连接起来，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已经颇具规模（公路、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石油管道、

电信网络、发电和经济特区）。这条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光纤地面电缆项目于2016年启动，全长820公里（从伊

斯兰堡到中巴边境）57。该项目由华为、中国电信和巴基斯坦机构共同执行;其中85％的资金贷款来源于中国进出口

银行。

随后便是来自瓜达尔的和平项目（“巴基斯坦和东非快线”）（图7），一条连接巴基斯坦与红海和埃及长达

12,000公里的海底电缆。继而连接至马赛（而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威尼斯），而另一边则通往东非（古丝绸之路

上的吉布提、索马里和桑给巴尔）；最终，这条电缆直达南非。它将于2020年投入运营。网络拓扑——短途和直接

路线——以及连接路线的多样化都能够应对亚欧非之间日益增加的数据交换量。

图 7 • 亚非欧连线：海底电缆和平路线

来源 ：http://www.peacecable.net

57 在亚洲，电缆也和亚洲主要电缆通路相连（新加坡是连接点）。

法国

吉布提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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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发展

跨境数据流量在2014年高达2.8万亿美元，到2020年可能会增加8倍58。在此背景下，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希望扩

大其IT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各大洲提供服务。它在2018年拥有全球约45个数据中心；这些中心选址越来越多的选择

在中国境外（图8）：

 在美国 ：弗吉尼亚和硅谷 ;

 在亚洲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

 在中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在欧洲 ：法兰克福和伦敦。

图 8 • 全球阿里巴巴数据中心

来源 ：TheCloudandMe

虽然阿里云在亚太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鉴于中美关系恶化，阿里云会增强对欧洲的投资。转向欧洲可以

使其获得亚马逊（AWS）的市场份额。欧洲占全球云市场的20％。此外，由于存在两种类型的客户，其发展潜力巨

大：一方面是中国公司在欧洲部署，另一方面是本地欧洲公司。

阿里云在欧洲的发展

阿里云在欧洲创建了多个数据中心，通过与欧洲主要运营商联手推广其云服务：

 得益于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阿里巴巴数据中心，沃达丰为其客户提供阿里巴巴云服务，如存储或数据

58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新时代”，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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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在英国，这家中国龙头企业与英国电信集团合作创建了两个数据中心（伦敦），以提供云端运算和大数据

服务；这种合作关系类似于沃达丰和阿里巴巴之间的伙伴关系59。

此外，阿里巴巴于2018年开启了与法国波洛莱集团的合作：这一合作关系将使其能够向波洛莱提供云服务，并

共同开发新的移动联合项目；阿里巴巴对波洛莱的吸引力可以解释为波洛莱的其中两项业务（媒体和视频游戏）对

云服务有结构性需求。阿里巴巴还于2018年7月在F站“阿里云生态系统峰会EME 2018”举办了一场活动，其目标是

成为其主要客户的全球参与者60。

阿里巴巴还未在法国开通数据中心；法国政府的宗旨是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数据中心接收国，许多IT基础设

施应该在那里发展。

卫星的发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实施的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旨在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空间力量。

中国拥有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其首个北斗一号版本，拥有三颗卫星，自2013年起开始运营。至

2020年，北斗系统的空间部分将包含五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导航定位服务。

2017年，中国已宣布计划扩展到东南亚和非洲。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各种航天器（包括具有众多工业应用的电磁和光学卫星）来增加其空间接入能力。并开始

发射小型卫星以降低交易成本，还通过开采小行星来发展基础设施和空间经济。中国也因此公布了一个安装在太空

中的太阳能发电厂的项目。2019年1月，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

中国“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为卫星、运载火箭以及云端运算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首批获益者为东盟。中

国在多边和双边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与俄罗斯和巴西密切合作。在

欧洲，其主要合作伙伴是欧洲航天局（ESA）、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2018年，外国科学家参与其空间站也成

为可能。

59 在伦敦，阿里巴巴数据中心还提供24/7对网站的安全工程服务支持。
60 《阿里巴巴云向欧洲发起攻势》，Solutions numériques.com，201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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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航天工业，如海运和铁路工业，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国项目的

规模和介入的资源体量为有接收国市场提供了许多科技合作的机会，例如电信、工业、能源或运输中的卫星导航技

术。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利用这种合作让自身始终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以增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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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二部分 行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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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输和物流机遇

1.1 海路运输的机遇

航运领域的世界领先者——丹麦马士基（Maersk），意大利瑞士地中海船运公司（MSC），法国达飞海运集团

（CMA CGM）和中国远洋（Cosco）——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者。凭借强大的财务资源和必需的专业技术，

这些公司有效地消化了亚欧非之间日益提高的货物运输量。他们需要定期投资新船、港口和物流服务以增强其国际

影响力和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他们与竞争对手建立联盟，以实现规模经济并优化每周服务。

自2017年以来，海洋联盟运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将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中国远洋、长荣海运和东方海外集团汇

集在一起，合作协议刚刚更新至202761年，“这项与亚洲合作伙伴的新协议将使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无与伦比且

极具竞争力”法国达飞海运集团总裁Rodolphe Saadé说到62。

海洋联盟：竞争对手之间的运营伙伴关系

 合作期限：2017年建立合作关系，直至2027年

 合作伙伴：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中国远洋集装箱线、长荣海运线东方海外集装箱线

 目标：使联盟中的每个合伙运输公司都能为其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快速运输时间，有竞争力的出发频率和

市场上最佳的港口覆盖范围

 产品：“海洋联盟第三日产品”（2019年4月），由四个合作伙伴共同提供的38条服务航线：亚洲-北美洲

-太平洋西南（8条服务航线）；亚洲-北美洲-太平洋西北（4条服务航线）；亚洲-北美-东海岸（7条服务航线）；

亚洲-北欧（7条服务航线）；跨大西洋（2条服务航线）；亚洲-中东-海湾（4条服务航线）；亚洲-红海（2项条

服务航线）和亚洲-地中海（4条服务航线）

执行方案：海洋联盟运营的330艘船舶，其中有111艘由法国达飞海运集团部署

来源：法国达飞海运集团

这项全球化领域的企业参与者必须持续投资以获得更大、更高效、更环保，但也更为自动化和数字化的集装箱

61 法国达飞海运集团（2019），《海洋联盟：至2027年全球大型海运企业间的最大联盟新闻公报，1月18日。
62 法国达飞海运集团（2019），《海洋联盟：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布其无以伦比的新服务，海洋联盟第三日产品》，新闻公报，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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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2019年3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宣布订购由两大中国造船业商之一的中

国海军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建造的10艘新集装箱船。

中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和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投资也迫使亚欧非港口当局进行投资以争取获得最大贸易份额。这

涉及港口的物质基础设施投资和内陆连接，以及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处理、更多产量所需的无形投资，以便为

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好的服务。

法国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BTP）和建筑领域的龙头企业，如万喜集团、布伊格电信和埃法日集团在法国和

海外的港口平台设计和建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非洲港口的现代化和扩展自2000年以来得以飞速发展，因

为它们是非洲商业发展的基石之一，为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的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2019年，埃法日集团完成了

特马港至加纳港之间的港口扩展工程：一个能够确保大型货船对接的拥有2000米水深的集装箱港口63。

非洲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港口、机场、铁路等）是中国丝绸之路的优先事项之一。但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很

少有机会可以参与由中国基金主导资助的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企业与中国建筑巨头之间存在正面的竞争64。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是西非最大港口阿比让港的两个新码头的建造者。中国是科特迪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其投资旨在扩大港口现代化并支持其发展。这笔投资约为17亿欧元，其中85％的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

15％来自科特迪瓦国家和地方及区域银行65。基础设施的建设被委托给中国公司，但其管理工作由波洛莱物流、布

伊格公共工程和马士基码头（马士基集团）组成的联合体负责。

丝绸之路的融资主要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基金——丝绸之路基金以及其它用于双

边项目的基金，如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与此同时，中国还为建立新的国际开发银行做出了贡献，例如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它们可以调动重要国际出资人的资金66。

63 《Eiffage将在加纳建造一个97公顷的港口》，箴言报，2017年10月10。
64 《中国在非洲难以置信的掠劫》，Challenge，2018年11月24日。
65 《17亿欧元投资阿比让港口的现代化》，L’Antenne，2018年3月20日。
66 DG宝藏（2018），《新丝绸之路》，Trésor-Eco n° 229，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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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行业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创建的一家投资银行，旨在填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4年正式成立，2016年开始运营。其总部设在北京，总裁为中国人。

欧盟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拥有超过20％的股权。自2016年以来，法国一直是亚投行的成员。亚洲开发银行

已经批准了2017年和2018年的一系列项目，涉及亚洲、中亚以及高加索、北非和中东的交通基础设施或能源生产或

输送。运输行业核准的项目如下：

 老挝 ：国道13的改善和维护项目(2019）

 印度 ：安德拉邦（Andhra-Pradesh）农村公路项目(2018）

 印度 ：中央邦（Madhya Pradesh）农村连通项目（2018）

 印度 ：班加罗尔（Bangalore）地铁项目-R6线（2017）

 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农村公路（MMGSY）项目（2017）

 格鲁吉亚 ：巴统（Batumi）支路公路项目(2017）

 阿曼 ：杜丘贸易港口和运营区开发项目(2016）

 巴基斯坦 ：国家高速公路 M-4 项目(2016）

 塔吉克斯坦 ：杜尚别-乌兹别克斯坦（Dushanbe-Uzbekistan）边境道路改善项目(2016）

来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8）

外国企业的机遇在以下三类项目中较为开放：

 由东道国直接资助的项目，

 由多边发展银行直接资助的项目，

 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资助的项目67。

此外，最后一种方式受到中国当局的鼓励，因为它有助于中国在限制经费的同时发展国际运输基础设施：在丝

67 《非洲越来越吸引国家-私人合作者》，Afrimag，n° 122，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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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创举中起到了杠杆作用68。

集装箱港口运营商，如德国物流集团欧门国际和法国波洛莱物流也在中欧贸易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

与中国港口、港口运营商和船运公司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他们也对亚非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丝绸之路项目

进行投资。

欧门国际控制着欧洲最大的港口网络，并在德国不来梅港、汉堡港和威廉港拥有强大的业务。欧门在意大利也

非常活跃，拥有意大利康世集团33.4％的股份。总部位于汉堡的专业子公司欧门联运 （EGIM）通过公路和铁路，

为中欧、东欧和地中海以北海轴线方向的运输提供量身定制的集装箱运输解决方案。欧门三分之一的营业额来自中

国市场，其目标是发展与中国港口的合作并帮助中国公司在欧洲进行分销。它与中远集团、中国外运集团和招商局

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扩大其在中国的销售网络，并在上海和深圳设有代表处69。

波洛莱物流在105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601家代理商和21200名专业人士。其国际网络主要由非洲、美洲、欧

洲、中东和亚太地区构成。波洛莱物流的一个特别优势在于：中非贸易快速发展和中国在非洲大陆投资的同时，它

是非洲最大的综合物流网络。非洲港口基础设施和与内陆的连通性在这些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70。

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波洛莱物流便提供端至端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电信、高科技、时尚、香水和

化妆品领域。

2018年，由波洛莱港和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组成的联合体赢得了建设新尼日利亚深水港阿克瓦伊博姆的招

标，该港口可以容纳新巴拿马型的大型船只通过71。波洛莱物流在欧洲、非洲和中国拥有强大的业务，这也使其在

新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与中国公司合作变得非常有利（参见波洛莱案例，第41页）。

1.2 铁路运输中的机遇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的货运子公司德国铁路货运部是欧洲领先的货运代理公司，拥有十年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发

直达列车的经验，而且将会在欧亚走廊上实现强劲增长。向塘和汉堡之间的第一列火车于2008年开通。2018年，两

68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行PPP模式”，新华社，2017年1月15日。
69 欧门（2014），“欧门在上海2014中国运输物流会议上展示服务”，6月16日。
70 Alix，Y.（2018），《非洲港口：应对可预见的上升的挑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便利时事通讯，7月24日。
71 《尼日利亚：波洛莱港将建设阿夸伊博姆州港》，运输物流新闻，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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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间共有3600列火车通行，德国铁路货运部在柏林、莫斯科和上海设立了专业部门（德国铁路欧亚货运公司），旨

在发展欧亚大陆的交通运输72。德国铁路货运部的网络平台允许从任一台计算机上24小时跟踪任一集装箱，立即获

取其位置和特征。

在法国，铁路运输陷入困境，政府有四个优先目标：改善基础设施，使货运网络更具竞争力，加强多模式，并

鼓励技术创新和数字化73。法中铁路货运不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物流部门优先考虑的核心；然而，2016年，法国国

家铁路公司将其在铁路运输委员会的欧洲业务合并为一家新公司Forwardis），该公司定位为围绕单元列车、成批货

车和孤立货车服务的全铁路解决方案供应商。

Forwardis致力于发展在德国、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客户群，这项政策也使其直接受益于新丝绸之路上的铁路货

运发展。如果中欧在2020年年通行5000辆列车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将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国内业务活动的两倍以上

74（见FORWARDIS案例，第44页）。

Geidis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另一家子公司，是物流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涵盖所有物流业务领域：供应链

优化、国际运输委员会、海关、公路运输、合同物流和分销。Geodis在欧洲排名第四，在67个国家开展直接业务，

提供横贯大陆的铁路服务，经西伯利亚铁路（TSR）或速度更快的中西铁路（TCR）。2012至2017年，4,000辆Geodis

列车连接了28个中国城市和15个欧洲城市。

2016年，Geodis为牛仔品牌卡普若制造商完成了武汉和里昂之间的铁路运输75。Geodis确保端至端运输：汇集中

国不同供应商的商品，通过集装箱列车横穿亚欧大陆运输到马赛附近的物流平台，继而准备订单并分发到科普若的

销售网点。

2018年，Geodis设立了一个全方位渠道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全球总监的职位，以加强其在欧洲和全球不断发展的

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地位。Geodis的“2019-2023雄心”战略计划还包括在欧洲、德国、荷兰、美国和墨西哥通过收

购来获得增长的方案。在中国，Geodis希望依靠当地运输供应商确保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货运服务来发展合同物流

72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为新丝绸之路的交通设立欧亚货运公司”，RailFreight.com，2018年10月9日。
73 《铁路运费：改造商品运输方式成为必要》，www.gouvernement.fr，2018年4月18日。
74 Wanderpepen，X.（2017），《国际铁路运费的地缘政治学挑战：以欧亚为例》，RIS 107，秋。
75 《Geodis把卡普若牛仔送上了丝绸之路铁道线》，回声，2016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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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储存和分销）和货运服务76。

1.3 航空运输中的机遇

飞机占货运总量的比重很小（低于5％），但其运送的货物价值却占比35％至40％。航空运输对于新鲜产品、

药品、易坏食品、快速陈旧或寿命有限的产品至关重要。在遇见紧急订单，库存缺货或准时运营时，航空运输通常

是首选。最重要的是，航空货运现在在国际电子商务的快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大力支持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卢森堡之间的“空中丝绸之路”项目。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是一家成立于1970的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货运公司之一。2014年，卢森堡以1.2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在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的股份中的35%出售给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的提案在众多的提案中脱颖而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两个航空货运平台之间的联系：卢森堡服务欧洲，郑

州机场则服务中国和亚洲。2014年至2018年间，航班频率从每周2次增加到13次，这一结果无疑加强了卢森堡当局

推进合作的信心。2018年，双方同意加强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与郑州机场的合作，成立河南货运航空公司，中方占

75%的股份，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占25%77。得益于郑州和卢森堡之间的空中丝绸之路合作，卢森堡得以巩固其欧洲

中心多式联运物流枢纽的地位。

郑州，空中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物流中心

•中国东部河南省（1亿人口）省会：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有中央政府政策倾斜的物流枢纽

•“iPhone之城”：富士康工厂每分钟可生产350部iPhone；苹果和其他智能手机品牌、微软和联想的产品、宝马

和戴姆勒零件等的配送中心

•郑州的物流公司和电子商务平台：天猫、京东、菜鸟（阿里巴巴集团）、唯品会、苏宁

•铁路货运：每周16列郑州-欧洲的单元列车、德铁信可-全球国际货运公司、郑州-欧洲的单元列车运营商。列

日-郑州铁路货运专线（2018年开通）

空运：27家航空货运公司，每周110次航班，其中包括29个国际航班

76 《2019-2023 雄心:增长和技术为Geodis增光》，Actu-Transport-Logistique.fr，2018年10月11日。
77 《卢森堡国际航空公司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日报，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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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KTDK研究，尼德兰公司代理和郑州航空港经济区

在此背景之下，巴黎戴高乐机场亦大有可为：它是欧洲货运领军者，占法国航空货运的90%。机场拥有三大物

流巨头——法国航空货运、联邦快递和法国邮政，14个最具规模的国际货运企业中有12家也在此落户，如：敦豪航

空货运、全球国际货运代理德铁信可、德迅、WFS和美国联合包裹78。与客运相比，货运的重要性仍排不上首位，

因为现阶段大部分的货物运输都是通过客机的机舱实现的。

巴黎至中国航线的运输量正在稳步提升，巴黎机场也正在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这使巴黎成为中国游客最喜爱的

欧洲目的地，也是与中国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首都。巴黎机场拥有九家服务于中国航线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法国

航空公司、法国特大航空公司以及七家中国航空公司。在法的中国旅游业和空中货运的发展正好得益于这强大的航

空企业网络的支持。2018年，巴黎-戴高乐机场和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加强了在机场运营、客运发展和货物开发方面

的合作79。其目的是促进高增长领域的空运货物运输：电子商务、温控食品运输、奢侈品运输或医用品运输。

自2015年以来，法国航空公司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建立货运合作伙伴关系。两家公司的货运子公司

因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为货运能力及货机航班的优化打开了新的通道，航线除了包含中欧航线外，还涉及双方从各

自的机场发往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航班。为了更好地抓住电子商务贸易的增加所带来的货运新机遇，法

国航空公司和南航还计划加强在快递货运和邮政服务领域的合作。

2019年，法荷航集团宣布将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厦门航空公司合并现有的联营合作协议，以巩固其在中国市

场的地位80。这四家航空公司在中欧联营航线中每年运送共计1250000名乘客。法国航空公司在中国强大和多元化业

务的发展成为了巴黎机场和大巴黎地区的主要竞争优势：旅游、商务旅行和空运方面的吸引力因素。

法国第三方物流公司（3PL）和货运代理商班瑟国际集团为来自中国的客户提供欧洲电子商务市场的“门到门”

解决方案。该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中欧市场的市场主体（参见班瑟国际集团案例，第47页）。

78 巴黎戴高乐机场（2016），货运：巴黎机场的雄心，新闻档案，10月。
79 《巴黎戴高乐机场加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Capital，2018年6月21日。
80 《中国：法荷航集团和中国南方航空及厦门成立合资公司》，Reuters，201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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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莱物流

企业—产品—服务—技术

波洛莱物流是波洛莱集团的运输和物流部门，是全球十大物流集团之一，在全球拥有600个办事处和两万名专

业员工。波洛莱物流的服务涵盖海运，空运和陆运（公路，河运和铁路）。 该公司遍布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各种

港口和机场枢纽，是新丝绸之路的主要物流合作伙伴。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波洛莱物流自1994年起在中国开展业务，目前已在中国18个城市拥有30个办公室和1000名合作商。该公司在北

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设有配套齐全的分包商物流集散仓库，以及位于主要港口、机场和工业区的集装箱货运中心

（CFS）。

波洛莱物流在勒阿弗尔拥有一个多式联运枢纽，并在塞纳轴的物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公司于2018年推出了

勒阿弗尔与马恩河畔博纳伊港口之间的河运航线，马恩河畔博纳伊港口是巴黎东部多式联运的枢纽。

在海陆运输上，波洛莱物流提供一种特殊的铁路运输服务：该线路起始于中国西部各大城市，通往杜伊斯堡 - 杜

塞尔多夫枢纽。该路线运输的产品类别包括电子、电信、纺织品、化妆品、葡萄酒和烈酒以及汽车。在中国生产的

产品首先被运往位于武汉和重庆的波洛莱物流中心，它们被装进铁路货运集装箱并运进火车站。这些产品每周一次

运送到达杜伊斯堡火车站，接着在 波洛莱物流仓库被拆分，最后被卡车运送到各个欧洲目的地。

2018年，在航空货运领域，波洛莱物流中国分公司位于浦东国际机场的物流平台获得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的CEIV Pharma认证（独立验证机构卓越中心）。在中国市场上，该项认证对医药产品的航空运输具有重要

的竞争优势。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多年来，波洛莱物流和中国远洋运输一直在海上运输方面进行合作，近年来决定加强合作。2018年，两家公司

在航空货运、机场贸易领域（旅游零售）和豪华汽车进口方面签署协议。2019年，两家公司宣布加强在运输和物流

http://www.baidu.com/link?url=8rpe50-6CjqbWj6FcAXwg4MPE9lnWcfqmryri-ylDcKryekNJS4rvkY1jihLdh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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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大陆的合作。波洛莱集团在非洲经营17个集装箱码头，拥有76家海运办事处和三条铁路

的特许经营权。

2018年，波洛莱集团宣布与中国在线销售市场领导者阿里巴巴达成全球合作协议，并展望了在移动、云端和物

流三个主要领域的合作前景。在物流领域，波洛莱物流与菜鸟智能物流网络正在研究其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

的物流范围、枢纽和物流网络之间的互补性。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波洛莱物流在中国的落户和工作经历使其具备了与中国大型物流和电子商务公司谈判所需的经验，技能和分

量。中国合作伙伴对波洛莱物流在非洲市场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和落户经历尤其感兴趣。

来源：阿里巴巴集团，Alizila，波洛莱物流，菜鸟智能物流网络和中远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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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IS公司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Forwardis于2016年由五家铁路货运代理子公司合并而成，是一家铁路和多式联运货运代理公司，负责法国国家

铁路公司物流部门的经营活动。Forwardis的业务遍布欧洲和亚洲，主要集中在液体散装、干散货和工业制成品三个

市场。该公司拥有约100名合作商，他们讲12种语言；拥有三个运营中心，为欧盟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勒瓦卢瓦－

佩雷（大巴黎地区）、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客户提供服务。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法国政策支持铁路部门在地理定位、货物跟踪、安全性提升、维护优化、为客户提供的新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统筹着两个分别负责设计自主列车和自主货运列车的联合企业。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联合法国

法国铁路制造公司阿尔斯通（Alstom）、工程咨询公司欧创（Altran）、安萨尔多STS铁路信号公司（日立集团）和

Apsys公司（空中客车公司专门从事网络安全的子公司）。阿尔斯通在中国和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在哈萨

克斯坦制造的新机车直接参与了新丝绸之路的项目。

在Forwardis看来，在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三国间的货物运输方面，位于上法兰西大区的杜尔日市的三式联运物

流平台（铁路 - 公路 - 水路）能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提供高效的铁路运输解决方案。2017年，迪卡侬成为首批使用

整列列车运输的法国企业之一：使用整列列车运输41个集装箱，里面装有630000件体育用品，其中大部分的纺织品

和鞋子为中国工厂生产。武汉和杜尔日市相隔10800公里，整个运输行程耗时20天。

在迪卡侬看来，武汉 - 杜尔日铁路航线有三个优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节省航运时间和运输成本。通过水运

输、葡萄酒、农产品或法国加工零件的运输，三式联运预计返程货物运输装载约为70 %。穆里耶集团的其它品牌目

前使用的主要物流枢纽位于安特卫普，它们也可能会用铁路运输取代海运。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Forwardis于2017年与联合运输和物流公司（UTLC）签署了一项协议，用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集装箱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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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运输和物流公司总部位于莫斯科，是由俄罗斯铁路及其在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合

资企业。在该协议框架下，联合运输和物流公司主要负责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机务段，而Forwardis负责

位于欧盟境内的部分线路。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Forwardis及其合作伙伴在欧亚铁路走廊上提供的新方案促进了法国、俄罗斯、中亚和中国中西部主要城市之间

的贸易发展。

杜尔日的多式联运物流平台的成功是法中贸易的优势。法国和比利时的港口与铁路接驳的发展将增强这种竞争

优势。

来源： 对FORWARDIS公司项目设计、创新、研发经理Xavier Wanderpepen的采访、阿尔斯通，迪卡侬、Delta 3、

Forwardis、联合运输和物流公司以及欧亚铁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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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瑟国际集团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班瑟国际集团（Bansard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63年，是一家法国第三方物流公司（3PL）和货运代理公司。 起

初，该公司专注于欧洲的公路运输，于1965年在奥利开设了第一个办事处，现已成为该集团的总部，接在巴黎戴高

乐机场成立了第二个办事处。如今，这家纯家族资本企业提供多式联运解决方案（空运，海运，公路和铁路）及相

关服务（物流，海关等）。 它在全球拥有5000多名客户和600名合作商。 2014年，班瑟国际集团收购了CrossLog

公司，后者更名为CrossLog International，专门从事电子物流、电子商务软件和电商IT工具的发行。与此同时，班瑟

国际集团还提供对B2B和B2C从头到尾流程的优化管理和工具。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该公司在欧洲、北非、中东、亚洲和美国发展货运和物流业务，以实现国际化。公司很快对中国市场产生了兴

趣，并于2004年在中国建立了它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WFOE），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起初，纺织行业

的需求最多。随后需求迅速增长并且多样化，产品涉及电子产品、纺织品、家电产品以及家用娱乐电器等。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选择在中国成立外商独资企业后，班瑟国际集团便直接投资给其在中国的办事处。2019年，总部位于上海的中

国班瑟国际在全中国拥有9家办事处，275名三语员工（英语，法语和中文）。办事处主要设在大城市，为中国的进

出口提供私人定制解决方案：空运，海运和物流。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和大连设有四个CFS（集装箱货运站）

和保税区仓库。

贸易仍旧处于不平衡状态：中国的进口业务占班瑟国际营业额的40％，而出口仅占1％。在进口方面，自中国

子公司成立以来，航空和海运量一直稳步增长，尽管近三年涨势有所放缓。欧洲工业的衰落使得人们不可避免地使

用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产的产品，这使得进口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班瑟国际拥有越来越多的法国出口商客户，他

们的产品集中于奢侈品和法国卓越产品：如葡萄酒，美容和制药行业。然而，公司指出，中国和欧盟之间在简化海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vr0PClaD72pRSOCCC4w9RAv0w0DbJHhCrtVkPPdGO8fOdpq9aR2LMCtxA6U_S1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vr0PClaD72pRSOCCC4w9RAv0w0DbJHhCrtVkPPdGO8fOdpq9aR2LMCtxA6U_S1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vr0PClaD72pRSOCCC4w9RAv0w0DbJHhCrtVkPPdGO8fOdpq9aR2LMCtxA6U_S1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vr0PClaD72pRSOCCC4w9RAv0w0DbJHhCrtVkPPdGO8fOdpq9aR2LMCtxA6U_S1
http://www.baidu.com/link?url=E0vr0PClaD72pRSOCCC4w9RAv0w0DbJHhCrtVkPPdGO8fOdpq9aR2LMCtxA6U_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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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方面没有足够的互惠关系，而且中国的进口手续仍然过于复杂。

班瑟国际认为，落户中国的决定使公司能够快速和可持续地发展。中国产品大量出口欧洲的情况仍将继续，但

不久的将来最有前景的贸易将处于亚洲内部。公司已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开设分公司：印度 （2013年），孟加

拉国和泰国（2014年），越南（2015年），柬埔寨和新加坡（2016年），缅甸（2018年）。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尽管没有大型合作伙伴公司的支持，也没有合资企业， 班瑟国际集团在中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司独

自承受住了投资的压力和风险。但另一方面，它可以自由采取行动，从根本上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另一个心得是，中国的成功经验打开了东南亚蓬勃发展市场的大门。

来源：与班瑟国际集团总经理Jean-Michel Benattar的访谈和市场营销总监Charles Mathey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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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机遇

2.1 智能港口和数字中枢

与中欧和中非丝绸之路有关的航运公司、港口运营商及他们的物流合作伙伴不仅在实体交通枢纽、码头、道路、

货物集散仓库的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还在物流场所和所有的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化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在

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运载电话和电子商务数据的玻璃纤维电缆也推动了一系列巨型数字中枢的发展。

智能港口和智能社区系统

大型欧洲港口鹿特丹港和汉堡港，以及中国的青岛港是该领域数字化领域的先驱，其他所有的大型欧洲和亚洲

港口紧随其后81。数字化的目标是提高货运量、效率和吸引力。法国港口与中国的贸易量约占其集装箱贸易货运量

的三分之一，法国港口也在其发展计划中纳入了一项数额巨大的投资预算，以发展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智能数据管理

工具。

法国港口联盟Haropa（勒阿弗尔—鲁昂—巴黎）的副首席执行官Antoine Berbain称82，Haropa港口联盟“智能

走廊”的目标是利用计算机工具，与供应链上所有的合作伙伴互联且共享信息，为客户提供“具有非物质化流程的、

100％数字化的中途停靠港”。

所有的这些物流合作伙伴，包括港务管理局、船运公司、港口运营商、海关、货运代理人、运输商，必须能够

实时共享信息，以优化船舶和集装箱在该港口的运输、货物在该港口的实际流通。该系统的目标是提供具有预测性

的物流服务。在信息和自动化领域，港口以及机场和物流枢纽都会向外求助大公司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会求助于

数字和供应链领域的初创企业。在法国，大型港口的生态系统为技术开发和专业初创企业提供了一个有利环境，这

些初创企业例如勒阿弗尔的Soget和马赛Gyptis国际公司（MGI）。

Soget于1983年成立于勒阿弗尔，是一家国际货运软件开发商，也是港口社区系统（PCS）的全球领先者之一，

该系统是为港口领域的所有政府部门和私企提供服务的一站式窗口。

Soget与微软自2011年开始合作，2018年，他们决定深化这一合作，为海运和港口经济领域的企业和机构提供

81 《鹿特丹港与IBM一起开始数字转型计划》，数字供应链，2018年2月1日。
82 Soget（2018），《勒阿弗尔港数字化合作的新成功》，新闻稿，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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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数字环境。利用在勒阿弗尔获得的专业知识，Soget赢得了非洲（阿比让、科托努、洛美）、毛里求斯（路易

港）、亚洲（雅加达）和牙买加的许多国际客户。

Soget、微软和雅加达港口的数字化

海上运输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内交通和国际贸易都至关重要。自2008年港口改革以来，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提

高港口的竞争力，促进多式联运系统在印尼贸易中的广泛利用。根据世界银行的文件，印尼港口在东盟港口中，位

列末位。印度尼西亚港口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国有公司，经营着12个印尼港口，包括雅加达港口和两个与哈

金森港口控股公司组成的港口合作企业。2012年，印度尼西亚港口公司请法国公司Soget和微软帮助建立雅加达丹戎

不碌港的港口社区系统——印度尼西亚港口网络系统。雅加达港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港口，其集装箱运输量大约占

该国总运输量的一半。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港口吞吐量和降低物流成本，使其成为区域性的第二或第一大港口。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的创举也为中印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雅加达港的扩大工程是世界上最大

的港口工程项目之一，预计将于2023年完工。

来源：印度尼西亚港口公司，在线商业期刊和Soget

马赛Gyptis国际公司（MGI）成立于1985年，在港口领域、机场领域和陆地领域为货运（货运社区系统，简称

CCS）和港口（港口社区系统，简称PCS）设计和安装智能社区系统。该公司拥有约30名员工，股东为马赛大海港（38％）

及海事和河事联盟（62％）。其合作伙伴包括Thales Services和CEA Tech。

MGI软件在马赛—福斯港，以及法国和海外的其他11个港口（波尔多、布雷斯特、敦刻尔克、圭亚那、洛里昂、

里昂、马提尼克岛、马约特岛、新喀里多尼亚、圣马洛和赛特）中投入使用。自2018年起，凭借其新软件的开发，

MGI开始发展国际客户。此外，MGI还启动了一个新项目：跟踪从马赛—福斯港和宁波港（中国）过境的集装箱货

物。该项目使得中国客户可以通过扫描产品上的QR二维码，对货物（如奢侈品或葡萄酒等高价值产品）的产地进行

验证。

勒阿弗尔—Haropa：“智能走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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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1月，法国港口联盟Haropa宣布了塞纳河沿线地区港口的新目标定位：成为促进塞纳河谷发展的“智

能走廊”83。Haropa的目的是在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同时，改善货物通行的流动性，提高对客户的服务质量，

并加强与该地区的融合，这些都可以整合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措施。Haropa希望打造智能港口走廊，使勒阿弗

尔、鲁昂和巴黎的这些港口变得互联、创新，并具备联合性84。

第一个目标是继续数字革命，并对最新一代协作平台进行投资，例如Soget的S)One软件，使商品的通行变得畅

通无阻。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整合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工业生态学、多式联运的发展、新燃料的使用，或通过无人机

进行生态监测，使能源和生态变革成为成功的手段。

第三个目标是联合前沿技术解决方案领域的政府部门和私企社群，以便同时提高本土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由

Haropa、法国海关、Soget、高等物流研究所和勒阿弗尔大学共同设立的Trafis科学兴趣联盟致力于为国际贸易提供

方便，并提高货物通行的能力。

第四个目标是通过发展其与城市及其居民的联系，以及与内陆的联系，将自己定位为区域性枢纽，以便每个人

都能充分利用港口发展带来的益处。

马赛：一个国际数字中枢

马赛的战略重要性与港口有关，也与海底电缆有关，这些电缆将欧洲与非洲、中东和亚洲相连，交换互联网数

据。得益于Orange（法国电信运营商）安装的和平电缆项目（连接欧洲和巴基斯坦、东非），马赛全球数字中枢的

地位得到了巩固。对于需要联网和发展的公司而言，这种数字交换枢纽的存在非常有用（见第57页ORANGE的案例）。

正如ONIS公司（Orange集团）的执行副总裁Jean-Luc Vuillemin所说：“光纤电缆带来了很多活力：它吸引了数字方

面的技能和数据”85。

由于Orange的网间分组交换（IPX）86互连点（容纳专业设备的技术基础设施，该设备可以使电信运营商能够通

83 Haropa（2018年），《智能走廊——为塞纳河谷发展服务的港口，或如何进行塞纳河沿线地区港口和土地的数字化改造》，新闻报道，11月。
84 《凭借其“智能走廊”，HAROPA寄希望于创新和互联的港口》，经济论坛报，2018年12月5日。
85 《Orange电话运营商的背后，是全球海底电缆网络》，新工厂报，2018年10月31日。
86 无连接数据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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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长途网络接入互联网和移动服务）设在马赛，因此马赛取代了法兰克福的枢纽地位：连接欧洲内容运营商的能力

达到了160TB，比之前翻了一倍。海底电缆（总共13条电缆汇合在马赛）在那里创造了一个数字中枢，以港口枢纽

的形式存在。马赛已成为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的第三个欧洲中枢87。

创建这个开放的数据中心为该地区产生了新的活力：许多公司发现，在这里存储数据的好处是可以为客户提供

本地解决方案。数据存储公司在这里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计划也培育了马赛的生态系统。作为位于海上丝绸之路

和数字丝绸之路十字路口上的城市，马赛变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88。

Traxens和智能集装箱

在马赛的海洋生态系统中，Traxens于2012年诞生，这是一家初创公司，经过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里

尔—北欧分所的Fun项目团队在历经四年的合作研发后，创建了联网式集装箱。该集装箱具备一个设有传感器的外

壳，可以实时了解集装箱的精确位置、温度、湿度、振动等级或门的开启。世界领先的两家航运公司——达飞海运

集团公司和地中海航运公司已对Traxens进行投资，并为它们的集装箱配备了专为跟踪和监控目的而设计的可追溯系

统（见第61页的TRAXENS案例）。

2.2 电信网络和物联网（IoT）

物联网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主要包括英特尔、微软、思科、谷歌和IBM等美国巨头，以及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华为和小米等中国巨头。这些公司正在大力投资多领域的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程序：健康、能源和智能电表、

农业和畜牧业、智慧城市、联网汽车和道路安全，或联网商业（智慧零售）。

以上每一个应用程序都需要开发通信网络，而这种网络在范围、功耗和价格方面的特征与短程无线技术（如蓝

牙或Wi-Fi）完全不同。因此，该通信网络对于大型集团而言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挑战，但同时，这对于人工智能（AI）

和物联网初创企业而言却是一次机遇。

在中国，数字化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特别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中国的电话运营商和华为等公司正在

87 《马赛将欧洲连上世界》，回声报，2018年8月7日。
88 Tejeda，F。（2018）《如何对港口城市进行转型，以更适应数字时代》，经济论坛报，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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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且大规模地开发自己的物联网设计、解决方案和标准89。

在法国，电子文化产品零售商Fnac Darty、乐华梅兰集团、法国邮政或巴黎公共交通运营公司等大型公司以及

移动网络运营商正在积极寻找国内和国际合作的机会，利用物联网来实现其核心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投资专业的

初创企业。

法国有两家出色的初创企业，Sigfox和Actility，专业从事物联网中的中程和远程网络：LPWAN网络（低功耗广域

网络），通过中继天线覆盖大面积区域。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实施的项目使他们能够得到城市规模上的新经验，并在

中国和第三国找到与中国同行的合作机会。

Sigfox：物联网的通信运营商

Sigfox是一家于2010年在图卢兹成立的初创公司，对专用于物联网设备的通信网络进行开发。Sigfox建立了一个

全球无线网络，将数十亿台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同时尽可能低的能耗90。Sigfox具有国际化的

发展目标，正在60个国家部署其网络。Sigfox在2023年的战略重点是开发其生态系统和低成本模块，以增加全世界

连接到其网络的设备数量。Sigfox把重点放在了三个大市场：印度、俄罗斯和中国。2018年，Sigfox与成都市签署了

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并提供智慧养老远程救助解决方案91。

Sigfox：在成都测试的远程救助解决方案

Sigfox与成都市政府的合同签订于2018年。

该项目涉及Sigfox于2012年开发的一种远程养老监护系统SeniorAdom，用于自动检测由于跌倒、不适或精神反

常行为（阿尔茨海默氏症）而导致的异常情况。

该设备基于自动学习算法和Sigfox开发的技术，能以非常低的成本传输数据，同时非常节能。

中国有2亿多老年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部署远程救助解决方案。该合同约定对成都市1 500人的样本进行第一

阶段为期一年的测试。

89 华为（2018年），《华为发布人工智能战略与全栈全场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新闻稿，10月10日。
90 《Sigfox希望在2023年让十亿个设备联网》，网络日报，2019年2月19日。
91 2018年1月9日，SeniorAdom/Sigfox集团与成都市政府签署战略协议，以在中国部署一个远程救助的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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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诺投资近3亿欧元，在中国20个大城市部署该解决方案。

来源：Sigfox

Actility和LoraWan技术

于2010年在布列塔尼“硅谷”拉尼翁创建的Actility公司，依托了LoraWAN（Long Range Wide-area network，远

程广域网）无线电技术。这是一种电信协议，可以使联网的低电耗设备进行低流量无线电通信。

中国政府选定该公司，在西安市碑林区建立了一个23公里的物联网测试网络，包括一个环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平台92。为了在中国发展，2017年，Actility与富士康（专业从事电子产品制造的台湾工业集团）旗下的风险投资公

司Ginko Ventures成立了合资企业ThingPark中国（见第64页的ACTILITY案例）。

2.3 智慧货物集散仓

十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物流领域进行投资，特别是在仓库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方面。亚马逊于2012年收购了

一家美国公司Kiva，该公司是货架搬运机器人的生产商，并成立了现在的亚马逊物流机器人公司。亚马逊继续在法

国扩大仓库网络，并在那里部署这些机器人。亚马逊未来位于奥尔日河畔布雷蒂尼的厂房将配备3 000台机器人，该

厂房的设计理念借鉴了位于伦敦附近的邓斯特布尔模型。

阿里巴巴于2015年进入欧洲市场，这促进了电子商务巨头之间的竞争，以及对物流、存储和交付领域新技术的

投资。其物流平台——阿里巴巴菜鸟智能物流网络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每天1.45亿次的交付，并且尽一切努力加

快网上订单产品的交付速度93。阿里巴巴十分重视物联网、大数据、边缘计算（在网络周围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

能技术，以提高物流链的效率。

阿里巴巴选择在列日机场建设一个220 000平方米的物流中心，预计在2021年初投入运营94。初期投资高达7500

万欧元。但为了签署这项协议，比利时政府不得不克服联邦快递的反对，以及列日机场的小股东——巴黎机场的保

留意见。这份高级别协议的最终达成，是基于阿里巴巴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倡议，以及比利时首相夏尔·米

92 《Actility公司被选中，在中国创建丝绸之路的物联网网络》，信息世界，2017年7月31日。
93 《阿里巴巴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每天处理10亿个包裹的物流网络》，ZDNet网，2018年6月1日。
94 《菜鸟智能物流网络选择列日，作为其在欧洲的桥头堡》，列日机场，新闻，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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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和阿里巴巴总裁马云之间的直接对话，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交易平台，使企业能够“更广

泛和更公平地获得跨境商业的机会，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95。

与中国的物流枢纽一样，阿里巴巴在海外的物流枢纽也倾向于完全自动化。该公司的目标是在中国大陆提供24

小时的全天送货服务，并向国际市场提供72小时到达的送货服务。法国是阿里巴巴旗下子公司全球速卖通的五大全

球市场之一；这家中国巨头希望通过其法国子公司增加法国产品在其平台上所占的份额96。2018年，250个法国品牌

已经在全球速卖通上创建了他们的网上店铺，主要集中在化妆品、奢侈品、时尚、食品和葡萄酒领域。全球速卖通

也在寻找更多的法国商业伙伴97。

Exotec Solutions：货物集散仓的机器人化

智慧仓库为法国的数字初创公司提供了机会，例如2015年在里尔成立的Exotec Solutions，该公司基于大量的协

同移动机器人，设计订单备货系统，并安装该系统。作为卡西诺集团的子公司，Cdiscount是法国领先的电子商务企

业，仅次于亚马逊。Cdiscount大量投资最新一代的智能仓库，利用英国网上超市奥卡多的物流平台，Exotec Solutions

的机器人也在其仓库内工作。

2017年，Cdiscount在波尔多附近的Cestas仓库中测试了与实物同样大小的系统，随后在塞纳－马恩省98的仓库中

部署了该系统。Exotec Solutions的Skypod机器人能够以团队为单位在货架之间工作，同时，它们也能够抓住货架，

爬上10米高，取下放有所需商品的托盘。2017年，Cdiscount成为了这家初创企业的首位客户。Exotec Solutions计划

在2019年生产1000台机器人，并开发国际市场：首先在欧洲发展，特别是在英国、西班牙在意大利，因为那里的仓

库自动化程度低于德国；之后，公司将“进攻美国和亚洲市场......我们打算通过集成商在国外开展业务”，Exotec

总裁Romain Moulin表示99。

在数字和机器人搬运技术领域，中法企业之间的合作潜力很大。这种合作不仅可涉及到大型集团，如Orange，

也可能涉及到初创企业。这种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法国产品和专有技术的出口，也可以帮助中国的商品进口。

95 《比利时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将共同推动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倡议框架下的包容性世界贸易》，美国商业资讯网，2018年12月5日
96 《全球速卖通在欧洲加速发展》，LSA，2018年12月12日。
97 阿里巴巴因此收购了欧尚中国子公司高鑫零售的36％股权。
98 物流创新：Cdiscount与初创公司Exotec Solutions合作，在仓库里部署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器人订单备货系统，Cdiscount-Exotec Solution新闻稿，2017年12月11

日。
99 《Exotec Solutions筹集了1500万欧元，用于发展高速自动化仓库》，数字工厂，201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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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法在卫星领域的合作

在太空领域，中国是欧洲的竞争者，特别是阿丽亚娜卫星运载火箭的竞争者。但是，与中国的空间合作仍然是

两国科学合作的重要领域。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海洋观测领域开展合作。该合作的成果

是中法海洋卫星（CFOSat）由中国长征-2C发射器于2018年在酒泉（内蒙古）基地发射成功，进入地球轨道。2019

年3月，中法两国深化了太空领域的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行星探测、航天医学和月球机器人探索等领域确定了

新的联合项目。

欧洲通信卫星公司总部位于巴黎，是世界上最大的卫星运营商之一，于2016年在中国开设办事处。2018年，欧

洲通信卫星公司与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通信网络运营商——中国联通签订合同，提升从北美西海岸到亚洲和澳大利

亚的卫星通信服务能力。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主要股东是法国政府，但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变为主要股东（拥有7％的股本）。



57

ORANGE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司

（简称Oinis，属于Orange集团）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作为电信运营商，Orange集团还通过其子公司Orange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司（OINIS）对海底电缆的国际

网络进行管理。该公司拥有海底电缆铺设船，可以在海洋中进行电缆的安装、维护和监控（通过Orange海事公司的

六艘海底电缆铺设船）。Orange是全球450 000公里电缆的所有权人、共同所有权人和承租人100。它拥有25％的全球

电缆。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Orange国际网络公司的业务包括修建基础设施，以促进全球互联网的发展。Orange国际网络公司于2018年，在

数字丝绸之路的框架内与中国合作伙伴亨通集团签署了一项关于和平海底电缆项目的协议（连接欧洲和巴基斯坦、

东非）。和平电缆项目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首条中国海底电缆，Orange负责该项目在马赛终端站的建设和运营（基

于Orange现有的基础设施），以及与开放性数据中心的网络连接。这种合作使得Orange能够同时加强与非洲（Orange

在非洲拥有30家子公司）及亚洲的网络连接。

Orange将根据自身需求、其批量业务以及客户公司的联网要求，来利用这些新技能101。和平电缆项目提供了一

个新方式：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在中东和非洲开展业务活动102。丝绸之路的方向主要是自东向西，而Orange

国际网络公司在和平电缆项目方面的这项合作则形成了一个自西向东的丝绸之路。

如果和平电缆项目延伸到印度洋、东伦敦和德班（南非），Orange可能会有其他的商业机会：这是Orange与印

度洋岛屿建立网络连接的机会。同时，西非和南部非洲之间也有Orange国际网络公司的电缆，因此它们也可以相互

连接。

100 《电话运营商Orange的背后，是全球海底电缆网络》，新工厂报，2018年10月31日。
101 《 Orange将修建中国海底电缆在法国的终端站》，费加罗报，2018年10月26日。
102 《电信：中国对非洲的进攻》，经济论坛报，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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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在部署和平电缆项目时，ORANGE国际网络公司已与中国亨通集团103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在法国建设海底

电缆终端站。亨通集团是全球第三大光纤电缆制造商，但缺乏铺设海底电缆所需的基础设施。法国运营商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拥有自有海底电缆敷设船队的运营商之一，可以在全世界各处铺设电缆，这也是法国运营商的一个差异

化特征。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等中国运营商却还不能提供这些基础设施。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向像Orange这样的外国运营商提议，希望有偿租用它们建造的基础设施。

Orange已经完成了法国境内电缆终端的技术部分：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并获得了行政许可证。Orange还为中国

解决了所有关于行政许可方面的问题（出借方），这对选择马赛作为电缆终端所在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下的其

他一些因素也促成了这项协议：

 香港电信运营商电讯盈科与Orange之前已达成协议；

 由Orange海事公司的船舶在地中海铺设了电缆；

 Orange是亨通集团的客户，也是该中国公司的服务提供商。

同时，和平电缆项目也促进了中国网络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或小米）与他们的非洲和欧洲客户的交流

发展。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从该合作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经验：我们与中国进行丝绸之路的某些项目合作时，更应该在一个或两个领域

上寻求利益，而不能包揽所有领域。事实上，务实的中国人也会将某些领域的利益留给第三方。Orange国际网络公

司与亨通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显示出中国人具有较实用的财产观。因此，这是一种长远的关系。

无可否认，数字化方面的合作相对有限：海底电缆基站需要的劳动力很少，但这些基站可以在未来促进数据中

心的创建。但是，只有当这些数量不多的海底电缆运营商进行数据交换与联网时，这种合作机会才可能出现。这个

例子也说明，我们必须时常关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项目。

来源：对Orange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司执行副总裁Jean-Luc Vuillemin的采访

103 亨通集团曾经是橡胶手套的制造商，后来成为橡胶电缆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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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XENS公司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Traxens成立于2012年，由原Gemplus的员工Michel Fallah和十几位合伙人共同创立，总部在马赛，位于Gombert

城堡工业科技中心内。这家初创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受到达飞海运集团公司的支持，并受益于其专业知识。最初，

Traxens主要专注于海洋运输领域的研发，并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合作。该公司拥有100多名

员工。

Traxens开发了一种电子设备：一种集成了多个传感器的集装箱外壳，能够提供货品周围的物理状态（温度、湿

度、撞击等）、地理定位，以及行政和海关状态的数据。因此，物流链上的相关企业可以掌握关于智能（smart）

集装箱的可靠且安全的可追溯性信息，不论其位于全世界何处。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该公司于2012年获得了达飞海运集团公司的投资，并于2016年获得了地中海航运公司（MSC）的投资，也就是

说，全球三大集装箱海运公司中的两家（约占全球集装箱数量的25％）已对其进行投资。2017年，Traxens与法国国

家铁路公司的运输和物流部门——法国国家铁路物流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创建新一代数字货运列车。因此，

Traxens在2018年为物流链上的企业提供了多式联运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监控和协调方案。2018年，航空设备制造

商Daher和Traxens签署了一项商业协议，旨在对Daher客户所拥有的敏感设备进行监控和追踪。

Traxens的市场是一个综合性市场：国际物流、海运、公路和铁路运输、港口码头管理等。2018年，Traxens与

地中海航运公司及瓦伦西亚港在西班牙开展了物联网（IoT）试点项目。地中海航运西班牙公司的卡车配备了由

Traxens开发的物联网设备，人们可以几乎实时地跟踪车辆的运动，从而港务管理局能够更好地管理它们的路线。该

项目为Traxens打开了创新和数字化的未来港口市场。

中国在新丝绸之路框架下开发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增加社会需求，这些项目同时也提出了该领域内

全球标准的问题，特别是运营商、中国船商和集装箱制造商在做选择时应采用什么标准。毕竟中国是航运、港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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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集装箱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IMC）是全球最大的海运集装箱

制造商，占有48％的市场份额。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在2016年底，Traxens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部门——中集集团信息技术部联系

频繁，该部门在过去10年内一直在开发智能集装箱的应用程序，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许多软件知识产权。中集集团

信息技术部的战略也是“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一部分。两家企业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的集装箱监控全球标

准。 Traxens的智能集装箱将在中集集团信息技术部使用的船只上使用，反之亦然。中集集团将把Traxens的集装箱

外壳安装到其为达飞海运集团公司和地中海航运公司制造的新型集装箱中。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Traxens能在全球智能集装箱市场上立足，这多亏行业领先者达飞海运集团公司和地中海航运公司的支持。法国

和中国公司在海事国际标准领域的合作将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技术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来源：对TRAXENS总经理Jacques Delort的采访

达飞海运集团公司、马赛大港口、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里尔—北欧分所、马赛普罗旺斯工业科技中心

Gombert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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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lity公司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Actility于2010年诞生于Lannion（Côtes d'Armor），是物联网（IoT）中LPWA（低功耗广域）网络的引领者。它

促进了物联领域远距离无线技术的全球开放性标准LoRaWAN（远程广域网）的兴起和发展。该标准具有三个特点：

低功耗，远距离，并比传统蜂窝网络的成本更低，因为物联网需要的是极低功耗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电池应可

运行数年，且极少需要维护。

Actility是的创始成员之一，该联盟的目标是促进不同电信网络的互操作性，并推广LoRaWAN标准，为物联网部

署本地网络。LoRa联盟成立于2015年，汇集了该领域的各类参与者：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终端

用户。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LoRa网络可用于多种领域：智能电表、已联网设备的可追溯性（跟踪）、物流、健康、工业控制、智慧城市。

2015年，Actility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融资，主要投资方为Ginko Ventures，还包括台湾富士康公司、一些电信运

营商（Orange Digital Ventures、荷兰皇家电信和瑞士电信），以及原投资方：法国国家投资银行、翼迪投资公司和

Truffle Capital。这项融资帮助该公司开发一项集成解决方案，用于在全国范围内部署物联网网络：ThingPark参考平

台。

2016年，Ginko Ventures和Actility创建了ThingPark中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目标是为中国物联网发展LoRaWan

型网络解决方案。据Actility公司负责人介绍，中国是“物联网独一无二的市场”，因为“这是一个年增长率为30％

的市场”：“到2020年，中国将有150亿件联网设备”。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2017年，Actility从新投资方处得到了7000万欧元的融资，这些投资方包括森合（穆里耶集团的家族控股公司），

博世（领先的德国物联网集团）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该融资旨在为技术发展（例如联网设备的地理定位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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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金，并加速其国际化发展，特别是在北美和中国的发展。

2017年，ThingPark中国的第一次商业合作是采用LPWA解决方案，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出发点——西安市碑林区

安装一个覆盖范围达23公里的测试网络。该项目的合作方是碑林区政府、陕西广电网络集团和ThingPark中国。该网

络主要用于环境监测和智能跟踪。与此同时，ThingPark中国在北京创建了物联网实验室，使客户、采购顾问和开发

人员能够在ThingPark LoRaWAN平台上测试他们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由于其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支持，Actility才得以进入中国。因为富士康已经拥有了在中国的市场经

验，并与政府决策者和私企决策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西安的测试项目使得Actility能够向政府机构当场展示其解

决方案，了解市场规则，并吸引中国人才，发展其本地团队。

来源：ACTILITY的创始人兼总裁Olivier Hersent的采访，Actility，Ginko Ventures，升特半导体有限公司和ThingPark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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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商务和B2B平台的机遇

预计到2020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B2C）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将占国际贸易的近30％（2016年为16％）。到那

时，国际销售额可达到12亿美元。企业间（B2B）跨境电子商务的销售额将更高，根据麦肯锡104的报告，2014年该

销售额约在18亿美元到20亿美元之间。

对于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最明显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小包裹的运输。根据万国邮政联盟（UPU）的数据，

2011年至2014年期间，通过海关的小包裹数量增加了48％。2014年之后，增长率回落到了中等速度。

图 1 • 全球市场包裹的数量

来源：埃森哲（2015年）引述Evdokia Moïsé的文章：“包裹贸易：善恶丑”，经合组织，2019年3月14日

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首先出现在欧洲和北美；当今，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涨势十分强劲。

了解中国消费者

对于当今的中国消费者而言，网络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了；依靠电子商务，中国消费者从现金支付时代过渡到了

移动支付时代。在社交网络、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视频的作用下，网上销售得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化妆品105行业。

尽管其他国家奢侈品市场的销售额在下降，但中国在该领域的表现仍旧可喜。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途径主要如

下：

10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数字全球化：全球流通的新时代”，3月。
105 “在中国，奢侈品行业正在抵御危机”，回声报，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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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品牌的实体店购买：针对位于中国的消费者；

 在电子商务网站上购买：产品往往更便宜；

 在品牌官网上：针对在国外旅行时发现这些网站的客户（全球购物者）。

根据中国的新法规，品牌公司无需合作伙伴，也无需注册公司，即可在中国境内进行产品销售。另外，在广州

国际博览会上发布的一份重要通知也促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份通知鼓励增加进口和网上购物，例如将跨境

网上购物的限额提高至5000元。这项措施将大力促进跨境贸易的发展106。

对于法国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在中国新兴大城市寻求增长：如果说一线的中型城市是经济发展重要的蓄水

池，那么更应该关注具有数百万居民、且进入市场的成本较低（更实惠的租房费用）的城市（三线城市）。同时，

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城市使用无人机送货的可能性。

来源：印度尼西亚港口公司，电子商务期刊和Soget

电子商务也是互相影响的各方面的整体：通过为供应和需求牵线搭桥、支付或客户关系，从而完成从订单到交

付的一系列程序。

在B2C的竞争中，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平台取得了胜利。然而，在一些细分市场中，例如如何在搜索引擎中优

化“品牌”、交付、支付等，法国公司也可以发挥出相应的优势。

另一方面，在B2B中，我们的对手还没有获胜。对于像阿里巴巴或京东这样的市场主体来说，重要的是进入市

场的宽度，但同时也要注重市场的深度。与专业公司的合作可以为他们在这方面提供机会。同时，它们还描述了在

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其他合作关系的方式。

在这种发展进程中，中国公司也在努力地与客户靠近，以便更好地获利（在当地设立实体、与线下分销企业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收购初创企业）。

在这里，我们将阐述可以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的三类合作：“品牌”在搜索引擎中的优化、交付/最后

一公里和B2B平台。

106 跨境交易是电子商务市场的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购买变得尽可能简单; 没有税收也没有增值税；也没有任何商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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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平台与法国品牌的合作

阿里巴巴是中国主要的电子商务企业之一，其在2018年底拥有6亿用户。该平台上入驻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产品

店铺，而阿里巴巴的中国消费者主要对化妆品、食品和葡萄酒、时尚、儿童产品、婴儿食品等商品感兴趣。截至2018

年底，有300家法国店铺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入驻。这些法国店铺通常与授权代理商（“天猫合作伙伴”）签订协议，

该代理商在阿里巴巴零售网站上用中文创建他们的页面，并帮助他们进行本地营销、客户服务和物流。

阿里巴巴还开发了一个专注于奢侈品的平台——天猫奢品，以吸引外国大牌。通过这个平台，奢侈品牌可以更

好地了解中国奢侈品需求的变化。自2015年起，阿里巴巴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致力于帮助高端法国品牌进入中国

市场。通过这个奢侈品平台，消费者可以购买时尚产品和皮革制品，也可以购买与餐具艺术相关的产品，甚至是豪

华轿车。

和京东一样，阿里巴巴上的商品具备多元化特征。例如，它正在与福特公司一起进行试营业，准备在中国南部

城市广州设立一台汽车自动售货机，让您可以在十分钟内购买汽车，然后在经销商处取货。

该中国平台的目标是在中期吸引那些小型贸易商，他们可以在该网站上销售少量商品，而无需开设一个需要多

种证明并有很多限制条件的实体商店。

总的来说，阿里巴巴的国际化战略似乎取得了成效。

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第二大市场主体是京东。它在中国占有约16％的市场份额。但其营业额正在强劲地增长：

2016-2017年增长了40％，目前增长了30％（或5500万美元）。同许多中国企业一样，京东的国际化发展尚未与其

规模相对应107。

与阿里巴巴108不同，京东的模式更类似于亚马逊109。京东的营业额的60％为自营业务，40％的营业额来自于为

第三方商户提供的交易平台（集市模式的平台），这显然对股票和物流有影响。京东称，其品牌比阿里巴巴更高档，

而对终端客户而言，价格比阿里巴巴更低。

京东拥有自己的物流子公司（京东物流），并在欧洲拥有三个仓库，用于“桥到桥”的物流，而没有覆盖最后

107 事实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中国企业在国内的发展比在国外的发展更快。
108 为供应和需求牵线搭桥的模式，阿里巴巴营业额的增长来源于为第三方商户提供交易平台（集市模式的平台）。
109 但是，京东比亚马逊多两三个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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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里。这些仓库位于德国、西班牙（巴塞罗那）和英国，但在法国没有仓库。根据货物的类型，通过海运或铁路

进行运输；在新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京东在例如里昂—成都线上也预留了车厢。京东还致力于完善产品的可追溯性，

以便能在中国的7Fresh商店使用区块链技术控制生产链。对供应链进行完全控制是京东110的主要王牌。

因为需要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中国平台目前正在进行一些战略性变革。京东目前在电子产品和食品方面发展得

十分迅速，之后也会发展以品牌为中心的时尚和化妆品。

巴黎与北京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中国将在两年内进口价值20亿欧元的法国产品111。京东负责该协议的实施，

因此需要在其平台上推广法国品牌。2018年，京东在巴黎开设办事处，旨在提高知名度，购买法国产品，并为未来

在法国的销售铺平道路112。但到目前为止，该协议尚未在事实上进行运营。

京东还开发了奢侈品平台（Top Life），专注于手表的网购，并提供高端的用户体验，因此由平台开发的传统送

货模式并不适合这些专属产品。

此外，京东还对服务产品进行销售：如旅行套餐（京东旅行）、房地产，甚至是汽车与零部件服务（由30 000

个自营点或京东验证的合作伙伴进行运营）。

与京东这种市场主体的合作，除了可以在中国发展之外（中国的购物平台发展迅速），在未来还可以探索其他

国家的发展机会，如京东已在东南亚的三个国家开展业务：

 在越南，京东已经与越南的主要市场主体co-Vietnam建立了联盟；

 在印度尼西亚，京东已经有了自己的平台；

 在泰国，京东已与该国的领先零售商尚泰集团建立了合资企业。

京东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很快，但其渗透率仍然很低，因为这些国家是小市场。同时，还要重视当地一些强大的

市场主体，如德国Rocket基金创建的来赞达（Rocket基金也是非洲购物平台吉米亚的投资方）。来赞达是2018年东

南亚最常用的电子商务应用程序；它于2016年成为阿里巴巴的子公司113。

110 如果中国客户退货，则由京东退款，产品则在中国进行再次流通。
111 该协议符合中国政府希望进口更多外国产品（广交会，2018年11月）、并鼓励国内消费的意愿。法国商务投资署是代表法国推进这项协议的法国组织。
112 《京东的国际化雄心》，Frenchweb，2018年10月3日。
113 为了东南亚发展，阿里巴巴已为来赞达投资了40亿美元，为在当地排名第三的应用程序Tokopedia投资了11亿美元，其排名位于Shopee（SEA的子公司，新加坡

企业）之后，并在Bukalapak之前（另一印尼企业）。资料来源：来赞达集团首席执行官Pierre Poignant（根据Lind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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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国Chronopost快递公司与中国快递业

欧洲的快递业是电子商务巨头关注的焦点，也是向中国消费者销售欧洲产品的欧洲公司关注的焦点。

2018年，法国Chronopost快递公司与顺丰速运114签署了商业协议，使得法国企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并用最好

服务，将快递包裹运输到中国115。在这一方面，与其他快递公司不同，Chronopost并没有选择在中国设立公司。

这家法国快递企业在欧洲排名第二，目前在250个国家开展业务116，利用其网络在法国运送包裹。顺丰速运是

中国排名第一的快递企业，特别是在中国最后一英里的运输上，顺丰提供了快速的交货服务。此外，在两个企业名

称（Chronopost和顺丰速运）中，法国Chronopost公司也会将中国合作方的名称告知给客户，这也为中国客户提供

了保证。

该合作主要涉及从法国到中国的包裹寄送，并主要针对中国消费者（B2C）。它与大型批发商和电子商务平台

合作，因为中国人需要大量的商品。这项合作也带来了以往在全球服务上不存在的交付模式。法国Chronopost公司

将该合作项目的寄送定为“优先配送”117服务，为26 000个商业客户提供服务，并可能会引起其他行业/客户的兴趣

118。小品牌可以从这些跨境（无国界零售）模式起步，然后通过集市模式进行发展。

Chronopost-顺丰速运为法国企业提供快递服务

 门到门送货的期限：大城市为3天（所有其他城市为6天）

 海关清关管理

 全中国的统一价格

 从0到30公斤的包裹

 最后一公里的交互式送货服务：送货当天，司机给收件人打电话，了解收件人在家时间，通知包裹快到达

时在微信上提供送货员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并实时跟踪包裹

114 顺丰速运于1993年在顺德（广东）成立，是中国快递物流业领先的全方位服务商之一。
115 《法国Chronopost公司与顺丰速运合作，向中国寄发货物》，法国Chronopost公司新闻稿，2018年7月6日。
116 法国Chronopost公司属于DPD集团，归GeoPost（法国邮政集团）所拥有。
117 法国Chronopost公司还提供其他服务，如针对电邮包裹的“精准配送”。
118 “希望加速对中国出口的领域包括：汽车工业、房建与公共工程、电子、纺织工业以及高附加值领域，如电子、医疗设备和牡蛎养殖业。‘法国制造’也是

一个真正的出口杠杆，特别是葡萄酒酿造业、本地产品或化妆品和护理产品；对中国消费者而言，法国制造也是质量保证”。资料来源：Chronopost研究——言

论之路，B2B出口企业，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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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的收件人提供每周7天、24小时服务的客户服务，并提供微信公众号，以确保售后服务。

来源：Chronopost

在未来，法国Chronopost公司可以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与顺丰速运一起复制这一成功案例。除了与顺丰速运的合

作之外，Chronopost还提供电子商店+店内（出口+电子商务）服务，使其能够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挑战销售环节，

而不仅仅是运输业务。

3.3 平台与B2B会晤

电子商务为网购平台和B2B119会晤提供了机会。Wabel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B2B集市模式的平台，致力于为国

际性购物中心提供搜索、联络、资格认证的服务，并提供与农副产品和健康美容领域自有品牌供应商会见的机会。

该公司积极为供应商和中国买家提供服务。

Wabel基于大数据分析，提供在线牵线搭桥的服务，并同时提供面对面会谈的服务，这对所有的重要业务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我们就越需要真正的会见”120。

因此，该公司阐述了如何利用牵线搭桥服务的专业知识和数字领域业务创新能力，开创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机会。

Wabel改革了B2B会晤的方式，以及一些会议活动（会展、大会、展览会）的举办方式。法国在举办会议活动方面拥

有真正的专业技能（见第75页WABEL案例）。

事实上，法国在会议、展览和会展筹备领域，拥有很多领先企业，如高美艾博、法国国际专业展促进会、Unimev

和智奥会展，以及会议和展览场地管理的领先企业，如巴黎展览馆集团。法国“希望在国际会议筹备的领域中保持

其领先地位”121。

该领域要求企业具备数字技术，同时也会有专门化甚至个性化的要求。最重要的要求是具备创新精神，能够与

客户零距离，以便在大都市间竞争十分激烈的背景下，遵循客户的习惯。这也是会议活动领域企业的创新平台French

Event Booster所面临的挑战。此外，B2B会议和普通会议业务不仅仅是提供后勤服务（展台，营销等），还要“同时

119 De Panafieu O.（2018），B2B集市模式平台正在蓬勃发展，Roland Berger Focus，6月11日。
120 “会议活动所重视的是：其是否能得到最佳成效”，回声报，2018年3月27日。
121 《专业化和数字化所要求的会议活动》，回声报，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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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户体验和人脉关系（...），并提供业务联系人”122。并能按需向客户提供进一步的简单或复杂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领域也有雄心壮志。自1980—1990年经济开放以来，在中国领土上已经组织了数百个

会议活动，中国从中受到启发，并发展了自有产业。长期以来，对于高美艾博这类会展组织方，中国一直为它们提

供了很多机会，然而它们仅仅是在不同地点复制同样的会展模式。中国因此设立了一些合资公司，但汽车领域除外。

此外，除了少数例外，如广交会之外，中国之前并没有举办B2B展会的习惯。于是，中国人来到欧洲，了解如何举

办会议活动，并签署了一些谅解备忘录（MOU）。

但中国的服务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发展壮大的：它展示的是中国日益多元化的技术。中国现在是全球领导者之一，

特别是在技术型会展上；而且，它开始采取展销商品免税的模式，以此推动展会的发展。对于那些向世界各地输出

大型专业会展的法国会展组织方而言，中国与他们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另外，中国还打算在境内组织越来越多的

大型国际会展。

中国在该领域有雄心壮志，而法国的专业人士则希望抓住这次机会：例如，智奥会展已与多个城市的企业（广

州、深圳）或一些市政府（成都，希望成为中国国际会展之都）签署了一系列建立合资公司的协议或合作协议，主

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组织B2B展会。智奥会展，这个总部位于里昂的整体方案提供商在中国开展三种业务（现

场运营、会展设备和组织短期活动）123，事实上，中国市场也倾向于接受整体方案，包括会展的管理和组织。智奥

会展还持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的股份，该集团的部分股份属于中国政府所有。

中国在与会议和会展有关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对意大利、法国或德国的专业知识表现出了巨大

兴趣：邀请德国人和美国人设计中国的会议和会展场地；同时，德国人也提供了许多咨询服务，毕竟很久以前，德

国就拥有丰富的筹备会展和交易会（Messen，德语：展会）的专业知识。同样，这些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可以延伸到

新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地区124（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并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简而言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工具，中国的电商平台也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迅速发展。对于法国中小企业

和中小型产业而言，这是一个不仅可以与中国合作，还可以进入新市场的独一无二的机会。的确，虽然使用电商平

122 《会展领域世界排名第三的Comexposium再次成为纯粹的法国公司》，回声报，2018年12月6日。
123 《GL Events在中国雄心勃勃》，回声报，2019年2月13日。
124 例如，GL Events开始在南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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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存在风险，但这是电子商务领域相对有限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国家，中国在丝绸之路方面做了大量投资，

中国的这些基础设施为进入这些市场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增长，这对于电子商务和B2B平台而言，

也敞开了机遇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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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el公司

公司—产品—服务—技术

Wabel成立于2011年，是一个B2B集市模式平台，致力于促进国际购物中心与农副产品、饮料和化妆品行业的工

厂之间的交流。该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拥有两名在这三个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员工。

作为一个为B2B牵线搭桥的主要企业之一，Wabel基于大数据分析，提供在线牵线搭桥（配对）的服务，并同时

提供面对面会见的服务，这对所有的重要业务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种双重措施，该公司覆盖了所有的分销

渠道。公司的使命是成为一个提供牵线搭桥服务的交易平台（集市模式平台）。

Wabel可以找到所有对欧洲快速消费品感兴趣的进口商，并与非欧洲的国外品牌合作。该公司会与购物中心的

经理举行会议，以便尽早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特别是关于在搜索引擎中优化产品/供应商的需求和期望。Wabel

还可以协助品牌商家，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企业资料并完善其国际业务的发展战略。由于“市场越成熟，则市场划

分越精细”，因此掌握需求的特殊性就变得愈加重要。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Wabel目前已进入了欧洲和中国市场，马上将进入北美市场。Wabel的远期计划是在非洲投资，以找到在非洲大

陆上加工产品的供应商。从这个角度来看，Wabel适合与中国企业，例如设备提供企业进行合作。对于公司而言，

中国既是市场又是供应商，也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事实上，像Wabel这样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修建的新基础设施。也许丝绸之路会让人们担心是否会对宏观

经济产生新的依赖，但丝绸之路会为公司提供可用于发展其业务的新基础设施。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杠杆的力量，毕

竟以前并不存在这些商机。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在中国，Wabel与高鑫零售、永辉超市或阿里巴巴等大型购物中心进行合作。一般而言，即使对于B2B模式，法

国公司也需要购物平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平台）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相反，购物平台也需要像Wabel这样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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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因为它们很难同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发展：Wabel可以提供真正的专业知识，帮助寻找专业的供应商，并

提供专业的快速消费品B2B贸易分析。

Wabel在中国的业务受到了国内消费强劲增长的推动。许多中国企业，从“线上”和“线下”的分销商，到大

型购物中心，都想要购买大量的外国产品。他们会定期来欧洲，并希望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产品在中国的

销售。这些经销商不仅仅是为了购买产品，他们也有投资的积极性（股权合作）。他们期望供应商不仅知道如何制

造，还必须拥有能与中国消费者产生共鸣的品牌：这可以帮助生产商和品牌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中国得以发展。因

此他们愿意投资，而这项投资的目的也是为了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作为一个提供牵线搭桥服务的平台，Wabel是一家拥有高价值专业知识的公司的典型代表。这种专业知识不会

很容易地被转让给中国企业或被中国企业所效仿。

Wabel通过创建专业的行业工具，详细地绘制了农副产品和化妆品/美容的行业地图，以提供真正的行业知识; 它

还为未来的B2B（线上和线下）会议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中国快速消费品行业购物中心和经销商的宝贵合作伙伴。

在中国购物中心希望进入的其他地区中，这些行业技能很可能存在有各种形式。

来源：对WABEL的首席执行官Pierre Asseo和WABEL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Aurélien Van Berten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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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游业的机遇

围绕丝绸之路举办的一系列旅游主题的活动（不论是由中国机构125，还是由西方机构组织的），均向世界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业市场主体展示了中国新丝绸之路项目所具有的潜力。据人民日报网站报道，2016年至2020年，

1.5亿中国游客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概产生了相当于2000亿美元的消费。

人们因此而了解到，旅游吸引力是如此重要。如果中国游客的数量呈指数增长，那么接纳他们的国家之间、地

区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大。

近年来，中国游客的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游客更倾向于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喜欢自由行（50％），而不一定是跟团游；

 超级依赖网络（网络对于00后而言，十分重要）

 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可以观察到旅游档次的提高（更深度的游览）；对于购买力强的游客，应提

供高品质的服务（专门服务、奢侈品店等），以吸引他们的注意。

但在第三国，也有发展机会。例如，由于中国的投资，且当地安全问题得以改善，近年来巴基斯坦的旅游业增

长了300％。如今，最重要的是让旅游服务符合中国新游客的期望，以更好地抓住这个机会。

4.1 中国游客的兴旺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关于中国旅游潜力的事实和数据：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的出境

旅行次数将达到2.08亿（2005年为3100万，2015年为1.23亿）。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是旅游业发展突飞猛进的亚洲

国家之一。中国游客在世界和欧洲的快速增加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信息，亚洲机票价格更适

中，中国交通运输公司在欧洲的发展，欧洲航空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设立的一些合资企业，实行更快的欧洲签证程

序，以及更加开放的旅游政策。

欧洲和法国的机遇

欧洲是中国游客的第二大目的地，仅位于亚洲之后。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资料，中国人的海外旅行地国

125 例如2019年11月22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巨港举办的“一带一路一旅游”会议，支持单位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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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排名中，法国位居第10。根据区域旅游委员会（CRT）记录的酒店入住人数，200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游客人数

增长了3.7倍。但在2015年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旅行次数大幅下降。预计黄背心事件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

2019年初，抵达巴黎机场的中国人数量的确有所下降，然而，2024年的奥运会和2023年的橄榄球世界杯应该会促进

中国游客到法国旅游。

总体而言，长期来看，中国人去法国旅行的人次会上升：法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每年接待2000万中国游客。而

且法国多样性的旅游资源也深深地吸引着中国人。自2012年以来，法国旅游发展署在其拥有超过一百万订阅的平台

上推广法国旅游；另外，法国国家铁路公司Voyages-sncf.com也于2016年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子公司。

为吸引中国游客，大巴黎地区致力于提升城堡与建筑的旅游吸引力，例如，巴黎市政府在中国微博平台上开设

了账户。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巴黎的酒店相对较少，而随着中国游客的增长和多样化，承载能力的问题也

随之而来。

ADP集团（巴黎机场集团）也特别重视中国客户，巴黎已经积极地向中国游客表达了欢迎（巴黎的魔力）。巴

黎机场的标识也很重要：ADP集团在机场指示牌上已经标出了中文，因为对于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法语的游客来

说，通道的标识是很重要的；机场还投入了中文的地理定位应用程序，并招募了讲中文的销售人员（现在已有150

人，而十年前才10人）。

最后，巴黎机场也增加了去中国的航班。2017年，有250万中国游客途径巴黎机场（包括到达和出发的游客），

“在巴黎机场，中国是旅客量最多的亚洲国家，这也证明了巴黎是中国游客最喜爱的欧洲目的地，也是与中国航线

往来最密切的欧洲首都”126。

巴黎机场向中国客户提供的服务

巴黎机场是第一个获得“欢迎中国”好客称号（需符合多项标准）的欧洲机场，提供以下适合于中国游客的服

务：

 在最繁忙的航站楼内配备800个包含中文的标牌

 普通话和粤语的问候和信息

126 资料来源：ADP集团。



79

 受培训的商店、酒吧和餐馆员工，提供多元文化的迎宾服务：在这些商店的4 700名员工中，近200名销

顾问会说普通话

 与中国旅游信息网穷游网和大巴黎地区旅游委员会合作

 可用支付宝或微信程序进行支付

 在中国社交网微博和微信上注册账号，用户可以实时关注巴黎机场新闻

来源：ADP集团

在第三国的机遇

丝绸之路可以为法国和欧洲的市场主体在中国、亚洲（那里主要游客是中国人）、以及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

辟其他机会。但是，要适应中国游客的期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非洲和中东，中国带来的旅游增长相对强劲（2017

年增长率分别为+7％和+10％，该数据包括了所有的旅行目的地）。

非洲被视为途径（运输）之地和投资（基础设施和网路）之地，但非洲同时也是那些跟随企业项目而来的中国

公民的居住地。因此，对于那些休闲、娱乐、度假和安全场所相关领域的、已经进入非洲市场的法国公司而言，这

些中国工程师和工人的存在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好消息。不仅是因为法国人熟知这些领域，也是因为法国在旅游业方

面具有先进的专业知识（例如关于旅游开发方案的工程项目），我们可以预计，法国公司拥有很多发展机会。

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业发展也为机场创造了机会。在东南亚，旅游人数的增长（包括休闲和商务旅行）

对基础设施和服务提出了要求：管理三个柬埔寨机场的法国万喜集团已经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开始了一些重要

工程，目的是让柬埔寨的两个机场（金边和暹粒）的承载能力增加一倍127。此外，由于中国游客对机场服务的需求，

管理者128同时也在完善店铺所提供的服务，并为旅客提供一系列的娱乐或休闲活动。但是，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因

为越来越多的亚洲机场（新加坡、曼谷等）开始陆续将数字或互联网解决方案应用到服务中去。此外，中国也在用

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建立自己的机场。

127 《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商务旅行，2018年12月10日。
128 ADP集团管理着全球26个机场。



80

4.2 集团间的有限合作

地中海俱乐部和复星之间的合作是法国和中国大型旅游企业之间最早的合作之一。现在，这个法国集团属于复

星，几乎每年都新建一个度假村。复星的旅游部（包括地中海俱乐部）于2018年底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该集团

近年来在亚洲和美洲地区已变得高度国际化。

法国滑雪场开发产业内的全球引领者阿尔卑斯集团与复星也签署了工业合作协议。阿尔卑斯集团已与一些中国

滑雪场签署了多项咨询合同。但要指出的是，冬季运动的发展还取决于气候条件，以及是否能满足年轻一代的期望：

“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万达室内购物中心）已在中国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开放，这个城市以其冰雕节而闻名”

（包括六条轨道，可以容纳3000名游客）129。

复星对阿尔卑斯集团的投资可能会加强和加速其发展，但在现阶段该方案已被否认。

锦江酒店集团收购了卢浮宫酒店集团，它可能也对雅高集团感兴趣。GoEuro旅游预订平台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

高瓴资本的1.5亿美元投资。

此外，另一个中国公司大连万达集团与欧尚的子公司颐莫尚在法国的休闲和景点产业内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项

目：欧洲城（位于Gonesse市）。开发商预计这个新的综合体每年会迎来3000万游客，包括马戏团、水上乐园、水

疗中心、城市农场、2 700间酒店客房、商店和餐馆。然而，它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例如在农业土地上修建混凝

土建筑物），因此不确定其是否可以最终建成。

中国海航集团承诺投资皮埃尔度假及中心公园集团（PVCP集团），在中国开设度假村，但在2018年底，海航放

弃该项目。“由于海航集团正在进行财务重组，因此通过一个转让协议，结束了海航旅业集团与皮埃尔度假及中心

公园集团之间的所有资金和商业联系。但这展示了与中国领先的金融和专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130。

PVCP：中心公园度假酒店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心公园类型的度假酒店的发展机会也变多了。其他因素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与休

闲度假的需求相比，基础设施的数量仍然不足，政府也希望将中国变成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129 Fiorina，J.F。，“滑雪地缘政治学：传统体育活动变得全球化且得以重新创造”，GEM，案例研究 – 企业的地缘政治学，第21期，2019年1月31日。
130 PVCP（2018），“皮埃尔度假公司的控股集团通过购买海航所持有的股份，来增加其持股比例”，新闻稿，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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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这些项目的投资者同时也可能是开发商、国有企业甚至是旅行社。PVCP集团的服务理念是针对家庭客户，

与欧洲项目类似，并针对中国市场做出了一些调整：例如，住宿类型应与本地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大多数中国家庭

只有一个独生子女）。该集团的目标客户群是社会中的中高产阶级。

PVCP集团进入了中国市场，并希望在此长期发展；其中国合作伙伴希望能得到该集团在其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所取得的专有技能，以快速地完善适应中国的旅游解决方案，这些专有技能也为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人才培训做出

了贡献。

对于PVCP集团，最重要的是应与合作伙伴一起，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且知名的品牌。

来源：PVCP

在这些合作和股权投资背后：

 对于法国公司而言，从长远来看，法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在由中国修建基础设施的国家内（特别是在东

南亚）有开展旅游合作的可能性；法国的专有技能可以在那里找到未来新的市场（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

等）。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最重要的是更接近客户。在这个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过程中，有时候仅仅掌握技术是

不够的。

在2015年，当海航集团对困境中的弗兰集团，及其实体旅行社网络和旅游业务感兴趣的时候，海航集团所寻求

的正是这种与客户的亲近。合作协议或并购初创企业等行为的目的也在于更接近客户（因为这些行为可以取得数据

并打破数据孤岛），从而可以向客户提供全方位途径的“无缝”游览路线。此外，这些与欧洲的合作可以使中国能

够更快地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发展其旅游服务。

最后，通过投资或并购大型酒店集团131，中国人可以接近高端客户。“酒店业吸引了中国投资者，因为它既是

房地产（...），也是通往中国或亚洲高端旅游业的入口”132。作为这一产业升级的见证，由六善集团在中国四川省

建立的健康和水疗中心致力于在其精品酒店内迎接外国客户，酒店拥有众多独立套房，并十分重视与当地环境的融

131 近年来，香港的公司在巴黎开设了很多酒店：香格里拉酒店、文华酒店和半岛酒店。
132 “为什么中国横扫旅游业冠军，”回声报“开始”版，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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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33。这座六善度假酒店位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青城山，该集团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广泛的发展。

4.3 与旅游数字化和项目工程有关的机遇

由于客户/游客越来越容易被数字渠道所吸引，法国企业也因此迎来了许多机会。由于中国游客人数在欧洲和

全世界范围的巨大增长，法国企业可以借助于其开发的解决方案而从中受益。这些数字解决方案可以涵盖广泛的应

用领域，从旅行到幸福体验，从购物到付款。

因此，旅游业的数字化促成了大巴黎地区与阿里巴巴于2018年6月签署的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涉及了三个方

面。

大区旅游委员会与阿里巴巴网上旅游平台飞猪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飞猪平台上创建巴黎地区门户网站，该网站复制了于2018年夏天推出的visitparisregion.com旅游网站的内

容，其目的是增加人们对除了人满为患的景点以外的大巴黎地区的认识。为了满足中国客户对崭新体验的需求

（48％的中国游客是再次到访者，也就是说他们在最近五年内已经到过巴黎地区至少一次了）

 在巴黎地区为中国人设立行程路线，包括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旅游方案和服务

 通过中国人的主要支付方式之一支付宝，部署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来源：https://www.iledefrance.fr

博物馆工程和结构

法国旅游发展署也与中国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村庄一起开展旅游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旅馆）。奥尔良市与中国的

一个省份最近达成了一项协议，旨在设立一个迎接中国游客的标准。包括在海外领土上的项目，例如留尼旺。在这

些合作中，有很多是关于项目的工程或设计，或土地的可持续规划。

在法国的其他大区也有一些比较小范围的合作。它们由地方政府和大区政府进行：中国省份和法国大区签署了

一些合作协议，在中国建造一些博物馆或公园，或主题巡展（印象派画展、美食或时装周）。例如，狂人国主题乐

园在中国有一个办事处。蓬皮杜艺术中心带来了其博物馆工程项目方面的知识，用于开发蓬皮杜中心在上海的分馆。

133 最早成立于马尔代夫和泰国，这座环保型和高档酒店于2018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酒店集团。2019年，该酒店被英国洲际酒店集团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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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该领域的工程技能和专业知识十分有名，博物馆作为影响力的核心，是法国的软实力工具134。

最后，法国的工程项目在第三国（特别是非洲）也提供了一些旅游公园领域的机会。在非洲大陆上，可能的合

作途径之一就是利用法国原先的技术合作网络进行合作。

支付

支付习惯的转变（转为移动支付）以及中国游客到欧洲的人数使得与法国金融科技的合作成为可能。由阿里巴

巴集团子公司蚂蚁金服135开发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支付宝136于2016年在法国推出，目标客户是在中国就已经主

要使用移动支付方式的中国游客。

支付宝请求法国银捷尼科公司的协助，以使中国游客可以在已与银捷尼科联网的合作商户内使用支付宝。这应

该可以使支付宝这种支付方式在法国得以大规模部署，并满足92％的中国人的要求。这些中国人说：

“他们更有可能从那些提供支付宝支付方式的商家购买商品”137。因此，这些支付终端应可读取QR二维码。该

协议可能涉及的是较小的商户。法国巴黎银行则在老佛爷百货—BHV集团的商场内推出了支付宝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并在法国所有具备巴黎银行标识的签约客户内推出了腾讯集团的微信支付138。

同样，支付宝已经与勒克莱尔超市的Edel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对于Famoco而言，是与支付宝合作

的机会，以便在法国普及使用QR二维码付款。巴黎初创公司Famoco成立于2010年，专注于基于安卓系统的专业安

全移动终端，与勒克莱尔超市集团的子公司Edel银行合作开发了一种新型多方式付款终端，包括QR二维码交易。支

付宝和微信支付是首批在该终端上运行的支付方式（见第86页FAMOCO案例）。

因此，如果中国的市场主体融入到法国解决方案中，便可以为中国客户服务：摒弃复杂性并节省了时间。此外，

这也为法国运营商带来了人流量，例如Europass公司与中国社交网络公司微信支付在旅游方面的合作就可以证明这

一点。Europass为在法国和欧洲的中国游客提供社交媒体管理和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旨在为用户和跨境买家之间建

立联系。这些解决方案是微信中国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通过微信支付）。Europass与市政府和事业单位（B2B2C）合

134 “中国对著名西方博物馆的新攻势”，回声报，2019年3月12日。
135 与其他金融技术公司一样，蚂蚁金服希望与欧洲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使用中国的金融科技。
136 支付宝是中国人目前使用最多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拥有6亿用户，并占据60％的交易量。
137 “中国支付宝在法国进行‘大规模部署’”，法国经济论坛报，2018年3月27日。
138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公司（2017），“法国巴黎银行在欧洲推出微信支付”，新闻稿，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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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15个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主要包括欧洲城市。例如，在法国，它与巴黎公共交通运营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见第89页EUROPASS案例）。

总之，旅游业是丝绸之路项目的核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合作的例子仍然很少。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在

该领域进行合作，则必须要与中国省政府和下级政府进行协商，这往往就使得合同的达成过程变得相对漫长而复杂。

在某些地方政府或省政府更换了负责人时（较常见的情况），我们又需要从头开始协商，而这些延误会对公司产生

影响；最后，当协议完成后，它的具体实施又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于欧洲和法国公司而言，这些项目的透明性和资金问题也可能存在问题。最后的一个困难是，中国人不一定

希望对工程项目进行外包，他们认为工程的外包不会带来有效率的成果或具体成果。除德国公司外，欧洲公司很难

在中国提供工程项目的服务，但在其他国家或国际市场则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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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CO公司

企业—产品—服务—技术

Famoco是专业提供数字化电子支付系统方案的企业，其核心技术在于芯片卡。作为行业翘楚，Famoco公司开

发了安卓系统下运行，针对B2B交易的移动支付终端，旨在让商户，商业体以及交易员能够顺利读取芯片卡。对于

终端客户而言，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使用移动设备上的支付应用程序而造成的个人信息泄露。对于一些没有银行网点

业务的国家，这套芯片卡电子支付解决方案也可满足这些国家的交易业务发展需求。

除此之外，在休闲娱乐场所推广使用这些电子支付终端，是其发展的重大机遇。在一些类似音乐会的环境下，

需要应对高密度的公众人群，而电子支付手段（无现金支付音乐会）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效解决方案。最后，作为一

家联合国授权的电子支付公司，Famoco通过无现金票据（电子存根）为40多个国家提供食物援助。

另外，通过企业的现场技术人员，Famoco公司的设备可根据客户的物流需求，企业服务，甚至个性化服务需求，

实施定点或移动式安装设置；这也让公司发展能够有机会涉足到支付以外的其它业务领域。

企业目前有100多名雇员，将公司的支付解决方案铺设到35个国家的250 000多个安卓服务终端；在全球拥有6

个业务服务点（巴黎，布鲁塞尔，新德里，新加坡，深圳和阿比让）。在公司的客户与合作伙伴中，有诸多知名集

团企业，如法国Orange，法国ONET公司，Phoenix Group集团公司，法国凯奥雷斯公司，支付宝，银捷尼科集团，

Airtel公司。并与这些合作伙伴针对公司系列终端的部分产品开展联合研发。同时，得益于卓越的法国工程技术，公

司能够研发出更具备优势的技术方案。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在中国，机遇在于几亿中国国民已经倾向于移动支付，这正显示出了全世界范围内在支付方式使用上存在明显

差异。

 在亚洲与中国，用QR（二维码）的支付方式越来越受到推崇；

 在欧洲，通过银行卡含非接触刷卡支付依然是最主要的支付手段；然而，新的移动支付方式也在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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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已有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但是困难在于找到可兼容的支付手段

 在美国，仍然延续着最传统的支付方式；

今日的中国市场同往日一样复杂，不是提供一个满足需求的解决方案这么简单。今日的中国应该被看做为科技

迸发的一处源头，有对外输出的需求。联合微信和支付宝，Famoco有可能在其它地域提供这些服务终端。随着中国

在新丝绸之路框架下的配套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发展机遇也会随之激增。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Famoco公司与Edel银行（勒克莱尔超市集团子公司），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结盟合作，旨在法国推广QR（二维

码）支付手段。公司开发出一个包含QR支付方式并兼容多个支付方式的服务终端；这套支付解决方案会让游客与商

户双双受益。微信和支付宝是这套多支付方式兼容服务终端的首选支付方式。

为了在其它地域发展业务，Famoco需要联合当地的合作伙伴。作为行业一员，Famoco公司与行业其它成员都

是这条广阔支付产业链上的一部分。目前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虽然微不足道，但发展潜力却很大。Famoco公司的长

远发展目标是成为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与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的合作伙伴关系会让Famoco在业务经验和声誉上获得更多的国际竞争优势。Famoco可

以在全球更大格局内开展公司业务。Famoco与其一线中方伙伴们的合作也可公司在其它国家开展合作项目开辟蹊

径。非洲的一些国家一直以来面临数字化基础设施严重缺失的困境，而像数字化服务（比如说安全领域）就会给非

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来源：FAMOCO公司首席执行官Nicolas Berbigier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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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SS公司

企业—产品—服务—技术

EuroPass公司为前往法国或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提供社交媒体管理与移动支付解决方案，让跨境的使用者与购

买者之间能够创建联系。这套解决方案在中国的微信环境下运行（通过微信支付实现）。

这套解决方案旨在让中国的自由行旅客在其旅程途中不会受到任何技术层面的阻碍：在中国游客旅行以及购物

过程中，EuroPass向他们提供各类有关信息与服务，从而使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服务的便利。EuroPass力争成

为游客在当地旅游的接待指南。同时，EuroPass也为欧洲当地旗舰连锁品牌提供推介服务，旨在向游客开展针对品

牌及商品的口碑建设，推广，造势等活动内容。这些业务活动涵盖领域广泛：旅游业（包含游客的安全服务），零

售业/奢侈品行业，旅游活动业务，酒店/餐饮业与电子商贸。作为一家崭露头角的新兴企业，在Guillaume de Roquefeuil

的领导下，EuroPass成功迈入“新旅游阶段“，获得了2016年度最佳新兴企业的殊荣（参与“旅游电子商务”企业

家会谈）；现今，企业的40多名雇员分布在全球两处办公地点（上海与巴黎）。

市场—发展—《新丝绸之路》的机遇

中国游客赴欧旅游以及造访欧盟邻国的趋向态势将对EuroPass的发展前景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欧洲

各国之间的竞争不容小觑：众多中国游客涌向德国各个城市（其中大部分为商务访问），也流向英国（由于英国脱

欧而造成英镑汇率的下降，这吸引大量中国游客前往伦敦购物消费，势头赶超巴黎），而在北欧众国，中国游客则

偏爱另辟蹊径，打卡小众景点。所以提升法国本土旅游吸引力势在必行。到2020年，法国希望能够接待500万中国

游客。然而，法国接待中国游客的体量与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游客钟情于打破常规，热爱小众旅游胜地：东欧列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抑或

是地中海旅游胜地（希腊，土耳其，摩洛哥）。EuroPass的发展前景与不断增长的中国游客数量紧密相连。因此，

对于EuroPass来说，甄选出满足中国游客地接服务与旅游安全需求的旅游地区和国家至为关键。此外，自由行个人

游客的需求比旅行团游客的需求更难揣摩：年轻化，自主化，数码化，他们的旅途行程会根据微信上C2C之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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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制定。

面对“新丝绸之路”，EuroPass今后将会面临哪些业务发展机遇？长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契机会出现在专业

市场中，正如2018年10月份的全球旅游论坛(UNWTO)（萨洛尼卡）上描绘的；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200多位旅游业专业人士（各国旅游局代表，酒店业代表，旅游活动业务从业

人员）齐聚一堂，针对中国项目入欧进行探讨。论坛的主旨是研讨通过哪些举措的实施可以提升中国游客的旅游接

待（接待数量，品质，持续性等）质量，以及如何更轻松地推广这些措施。与会者得以了解到关于资助项目的相关

信息，并与东欧或是中亚等旅游目的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首次建立联系，便于开展相关旅游活动业务。

伙伴关系—投资—合作

EuroPass与各大城市以及机构联手开展业务（B2B2C）；它与15个城市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的大部分城市

都分布在欧洲。它在法国也有合作伙伴，比如说巴黎公共交通运营公司：通过500多个指示牌的设立（附加QR二维

码），巴黎城铁运输公司每天可载入300到2000多个中国游客的扫码记录。

此外，对于EuroPass而言，与中方地接社的合作也是很有必要的。今后，中国游客对于旅游的好奇心已远超出

单纯的游览与购物体验，因此EuroPass也需要其它的合作伙伴：与创业型公司建立合作联盟，2017年底，它就联手

拉加代尔体育在微信上向中国自由行个人游客开展欧洲体育的推送活动。

经验—评论—我们能学到什么？

对于EuroPass来说，在这些拥有”丝绸之路”资助项目的国家里，公司的长远发展机遇不容小觑。而这也提出

一个疑问，就是法国旅游业界如何开辟出与中国业界同仁合作的渠道。一方面，中国业界人士无法每次都能参与到

欧洲业界同仁举办的相关活动中。另一方面，法国业界人士对于参加像全球旅游论坛（UNWTO）这类活动的积极性

也有所欠缺。最后，一些中方业内同仁，比如说地接社或是旅行社的线上应用平台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合作的

关键在于甄别出互补的可能性，才能让法方进入到合作共赢的必然性中。

来源：与EUROPASS 公司创立人与首席执行官Guillaume de Roquefeuil以及业务主任Nicolas Groelly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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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从经济挑战角度的剖析，可以明白这正是中国新丝绸之路的关键，不管它们是海路，陆路抑或是数字化路

径。目的是要能够多层次理解这些“道路”，而非固守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问题，只有这般，才能更好地考量中

方合作伙伴的各项提议。

因为新丝绸之路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项目，对于其涉及经济利害影响的解析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些“道路”

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性，但相关举措的实施在今后会给欧盟的竞争格局带来变革，同时也会影响到中国，欧

洲以及非洲之间的地理面貌与经济商贸往来。美国清楚的看到了这些，所以才一心想要遏制中国在欧洲大陆开展经

贸活动的苗头。这般剖析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点心得：

参与企业需要具备的条件

我们了解到，对于中法企业的首次合作，需要满足一系列先决与必要条件。

 首要条件，笼统来说，就是需要反应极为迅速，以便能够及时“登陆”上新丝绸之路框架下的项目。

 第二条，要能够破译中方的需求，他们所期盼的合作是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他们要的是无论放到哪儿，

都是最优秀的合作；那些拥有无法轻易复制与转让技术的企业们，才可能拥有与中方合作的潜在空间。

 第三条，需要在中国或其它国家拥有一位中方合作伙伴；对于一家没有中方合作伙伴的企业来说，不可能

或基本没有太大希望能够参与到丝绸之路的项目中，除非企业领导曾经在华生活，懂中文，了解中国境况以及

在华拥有大量的人脉与资源。在欧亚大陆，在非洲，或是在东南亚的企业，会有可能被中方选中，也有可能了

解到丝绸之路框架下一些具体项目的信息。

 第四条，只有与中国建立合作的那些企业，随后才能够受益于丝绸之路，前往别的国家或地区获得更大发

展空间。

能够参与到这场动态盛事中的企业名录会比我们设想的更长。而丝绸之路带来的应用实效也会比现在即时想到

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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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鉴别三类能参与到或是有潜力参与到丝绸之路框架下的企业139：

 “隐身”型企业：经常是一些大型集团或企业通过外包形式参与；也有可能是参与到企业联合体中的一些

中小型或中大型规模的企业。

 “自主”型企业：目前还没有遇到这部分企业，抑或是它们还未能参与进来，但是这类型的企业会对一个

长远业务活动的开展紧密关注，使得它们能够在恰当的时刻把握住机会或是提出合作的建议。

 “无关联”型企业：这主要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偏爱构建联盟合作体，这可以帮助它们甄选优秀的合作伙

伴，随后这些企业可过渡到“自主”型企业。

中法企业的合作阶段

通过针对这次研究中不同案例的分析，合作阶段与紧密程度多种多样：从并无特别的优先关系到战略性结盟，

期间会通过一些长期专业性的合作契约或是经历一些联合项目。中法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幅度很广袤，因而也拥有

相当大的弹性。不管是在大型企业层面还是创新型中小型企业层面，我们都可归纳出7种合作类型。

需要特别注意是，在这次实地调查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中法企业合作的“成功案例”，这些成功案例有的在法

国，有的在中国或是在其它国家，涉及海路，铁路，或是数字化领域。

如果是我们只选择展示成功的合作，要明白，如同在所有的跨国合作经验中，都会存在失败的经历。最重要的

是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平衡，总结经验。

对于那些成功进入更深层次或更专业合作方案中的企业们，它们不仅可以巩固其行业技术龙头的地位，也能够

进军东南亚或非洲新市场，甚至斩获部分中国市场140。

139 法国企业运动中法委员会主任Sybille Dubois-Fontaine Turner访谈。
140 作者Candelon, F. (2017年),“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为了新的合作模式” Le Cercle Les Échos 期刊，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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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中法合作关系：7种合作类型

来源：Larçon, J-P. （HEC Paris）

企业间合作的关键要素

当法国企业有意向的时候，他们是愿意坐下来，围桌与中方同仁们洽谈如何联手从出现的机会中实现共赢，看

到这样的情况，即是积极合作的信号。

对于一家有意愿与中资单位在新丝绸之路框架下开展合作关系的法企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

 寻求在一或两个部分创造价值，需要达到的目的精准而明确，而不要执着于整条业务产业链

 不要固执强求把自己的经济思维模式硬嵌入中方的价值体系中，而是应该根据中方对话伙伴的期待与需求

调整自我的经济提案。

 探求共赢互补性和

 寻求在丝绸之路框架下能够良好运作的合作模式

• 达飞轮船航运公司（CMA CGM），地中海航运公司（MSC） ，集装
箱跟踪解决方案提供商Traxens公司与中集集团：集装箱跟踪

• 法国运输集团波洛莱与中国电建集团：伊博姆港口（尼日利亚）
• 达飞海运（CMA CGM）与香港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CMPort）：达飞轮船航运公

司子公司“Terminal Link”
• Forwardis公司与UTLC深圳海联泽海胜商贸实业有限公司：欧亚铁路联盟公司
• 法国达道尔集团与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Novatek，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丝路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亚马尔陆用天然气站项目（俄罗斯）
• 法国物联网服务商Sigfox公司与成都市政府：居家养老（SeniorAdom）项目

• Actility公司与Ginko Venture公司：ThingPark China中国公司物联网
• 法国Orange电信运营商，香港电讯盈科与亨通集团：PEACE海底光缆（马赛）
• 法国物联网服务商Sigfox公司与成都市政府：居家养老（SeniorAdom）项目

• 班瑟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中国外商独资企业
• Wabel一站式采购解决方案公司：多个合作伙伴
•

• 法国运输集团波洛莱和阿里巴巴集团：出行，云物流

组建合作的复杂性

互
动
协
作
的
阶
段

2
标准型合作

协定

3
长期合作契

约

4

联合研究

5

联合项目

•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与和中国国家航天局：中法海洋卫星

• 法荷航集团与西南航空公司：航空货载
• 法国Chronopost公司与顺丰速运集团：货运快递
• EuroPass公司与微信：移动支付
• Famoco和Edel银行以及支付宝，微信支付：支付终端
• “海洋联盟”: 海运领域的实施操作合作伙伴关系

6
联合经营

（合资企业）

7

战略联盟

1
自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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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与城市从中获益

最后，合作会促生法国与大巴黎地区中城区间强有力的互动与协作。

这正是造就了马赛福斯港口，或者更广义上说来，造就了马赛大都市成为丝绸之路“海路”链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同时，它也成为 “长途电子商务路径”的欧洲终端，使其所在大区或城市在连接亚欧非商贸经济往来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在马赛汇合的海底电缆打造了一个数字驱动枢纽中心，如同活力四射的港口枢纽一般；马赛成为了欧洲第三大

信息枢纽中心，紧随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企业们纷沓而至，入驻马赛及其近郊，以求依仗其所拥有的强大的数字

信息处理能力，从数据中心中获益。

这正是阿弗勒尔港口，以及另两处港口阿克斯和塞纳-诺曼底（在Haropa，鲁昂和巴黎交界与阿弗勒尔汇集处）

港口需要把握的重点，只有增强这些港口的国际联通性，才能让它们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总而言之，通过丝绸之路，城市和大区可以：

 一方面，增强了它们参与国际交流的份额

 另一方面，为城市与大区之间交流的企业与民众注入了更多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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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EL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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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MORTON，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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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SS公司

 Aurélien VAN BERTE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WABEL公司

 Jean-Luc VUILLEMIN，执行副总裁

ORANGE国际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司

 Xavier WANDERPEPEN，项目设计、创新、研发经理

FORWARDI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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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丝绸之路”的创举以及中欧之间不断增长的经贸交流促进

了在法，在华，以及全球的中资与法资企业之间新型合作关系的发展。

这些合作关系中不仅有大型企业，还有中小型企业与技术创业型企业，

涵盖的业务领域也非常广泛，涉及到海运，铁路运输与空运，电子数码，

能源与空间领域，旅游和电子商务。合作模式从长期商贸合同契约到合

资模式，甚至战略联盟。中方的这项举措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同时也通过创建互补型项目和/或一些可打开中国国内市场以

及开辟国外新市场的项目，增加中国企业与其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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