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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浙江省外贸出口的 

主要目的地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 

美。2007年全年浙江省向亚洲、欧 

洲和北美的出口金额分别为 424．5 

亿美元、404．3亿美元和 272亿美 

元，占比分别为 33．09％、31．51％~D 

21．20％，占到整个浙江省对外出口 

的 85．8％。而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之后的2009年，浙江省出口到亚 

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实绩出现了大 

幅度的下滑，幅度高达 14％，在 20 

个主要出口市场中，有 l9个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浙江省对传统市场 

的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迫 

使浙江企业不得不开拓拉美等新兴 

市场，以寻求生存之机。目前，浙江 

中小企业“走进”拉美市场己成为一 

道新的风景线。 

一

、浙江中小企业“走进”拉 

美市场的现状 

(一)以贸易形式走进拉美市场 

对于浙江来说，传统上拉美市 

场不是浙江对外出口的重点地区， 

但是 自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浙江传 

统市场的凋敝，拉美市场异军突起， 

浙江省对拉美市场的出口额连年增 

加。2007年，浙江省对拉美市场出 

口额达到83．1亿美元，占浙江总出 

口的6．48％，从拉美进口额超过 

23．3亿 美元 ， 占浙江 总进 口的 

4．82％。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相比 2008年，浙江省对拉 品结构也日趋多样化。 

美的出口额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见 

表 1)，但是 2010年则迅速恢复过 

来，并且超过了2008年的成绩，此 

后几年，浙江省对拉美的出口一直 

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到 2012年底， 

对拉美的出口已经占浙江省总出口 

的9．84％左右，从拉美的进口占到 

浙江省总进 口量的 7．66％，拉美地 

区成为浙江出口的新兴市场之一。 

目前，浙江已与拉美几乎所有的国 

家和地区保持着贸易往来，出口商 

表 1 2007．2012年浙江与拉美的进出口概况 

(二)以投资形式走进拉美市场 

浙江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也 

进入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尽管由于 

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相比2008 

年，浙江对拉美地区的境外直接投 

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但从 

2010年开始，随着拉美地区经济的 

恢复，其投资价值逐渐显现出来，吸 

引了浙江企业投资的热情。2010 

年，浙江对拉美地区的境外投资企 

业 (项 目)达到 21个，投资金额接近 

年份 对拉美出口量(亿美元) 占比(％) 从拉美进口量(亿美元) 占比(％) 

2007 83．1 6．48 23．3 4．82 

2008 117．8 7．64 329．4 5．79 

2009 101．1 7．6 47．1 8．61 

2O10 157．2 8_71 58l7 8．04 

2011 205．1 7-72 75．4 8．1 

2012 220．9 9．84 67．1 7．66 

资料来源：浙江省商务厅，bttp：／／www．zoom．gov．crgcol／co13066／i~dex hm]l 

3 

2．5 

2 

1．S 

1 

O 5 

O 

／  

■_ ■■■■■ —一  

一 __--__-_● ---r __--_●-__r  ／ 

2008 

图 1 

资料来源：浙江商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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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亿美元 ，其 中中方投资额为 

6073亿美元，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十 

分抢眼。2011年后出现稳步回调趋 

势。2012年，全年浙江对拉美地区 

的境外投资企业(项目)为25个，投 

资额达到 1．2亿美元，其中中方投 

资额为8132万美元。 

浙江对拉美的境外投资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农业、矿业、零售、批发 

等领域。如浙江福地农业集团2010 

年在巴西投资 6632万美元购买 

100万亩土地，从事种植大豆等农 

产品种植项 目，引起各方的关注。还 

有杭州海兴集团通过与巴西、秘鲁 

等国的当地公司设立合资公司，中 

方投资金额分别为 800万美元和 

500万美元。另外，2012年浙大网新 

联合工程公司在巴西投资 3650万 

美元设立巴西南方输电能源有限公 

司，该公司与巴西当地两家企业合 

作，顺利通过巴西国家电网招标，以 

BOT的方式取得巴西南大河洲输变 

电项目建设经营权，项目总金额达 

到1．44亿美元。2012年，在浙江省 

国外经济合作前十位的国家(地区) 

中，拉美地区三个国家阿根廷、秘鲁 

和巴西也名列其中。 

(三)以民间方式走进拉美市场 

在“走进”拉美市场过程中，“单 

枪匹马”的个体户的力量不容小视。 

他们充分发扬敢于冒险、务实协作 

的浙江精神，依靠个人自身力量登 

录拉美市场，一旦扎下根之后，他们 

会动员亲戚、朋友前往，用抱团的方 

式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从而 

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如温州 

商人抱团在智利经营多年，于2006 

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办了 “中 

国(温州)商品贸易中心”，占地面积 

约40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包括服 

装、鞋帽、文具、饰品、皮革制品、美 

容美发用品等各类轻工产品。这种 

“温州城”在拉美多个国家已经出 

现，成为浙江商人以民间方式 “走 

进’’拉美市场的主要载体。 

二、浙江中小企业“走进”拉 

美市场的原因 

(一)中拉关系的迅猛发展．为 

浙企业 “走进”拉美创造 了良好的 

国际环境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拉高层交 

往更加频繁，政治互信 曰益加深，经 

贸、科技、文教等领域合作不断深 

入，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 

合。截止 2012年 6月，中国与智利、 

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 

协定，就双边投资保护还专门签署 

了补充协定的；中国与玻利维亚、阿 

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牙买加、 

古巴、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圭亚那、哥伦比亚、巴哈马、厄瓜 

多尔、墨西哥14国签订了双边投资 

保护协定；还与巴西、牙买加、巴巴 

多斯、古巴、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墨西哥7国签署了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中国企业在以上这些 

国家中投资可以得到相对完善的保 

护，给浙江中小企业“走进”拉美市 

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拉美地区经济平衡增长， 

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广泛的潜在市场 

近年来，拉美地区经济平稳增 

长，政局相对稳定，对外资来拉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需求 也很 强烈 。 

2010—2012年之间，拉美地区的经 

济增长表现突出，地区平均年增长 

率达到 5．9％、4．3％和 3．1％，拉美地 

区的GDP总量也从 2002年的2．54 

万亿美元增至 2012年的 5．44万 

亿美元，从占世界的7．9％增至占世 

界的8．7％2。2012年拉美人均 GDP 

达到 8999美元左右。拉美地区致 

力于区域一一体化建设，参与国际多 

边贸易组织，已经形成了如中美洲 

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 

利瓦尔联盟、太平洋联盟等次区域 

性组织。一个统一的充满商机的市 

场正在形成。 

(三)欧美在拉美市场影响力的 

削弱．留给浙江企业广阔的发展空 

间 

特别是欧美国家因受金融危机 

的打击而经济衰退，使得他们在拉 

美的影响下降，一些欧美企业撤出 

拉美市场所留下的生存空间，也给 

浙江中小企业可乘之机。特别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拉美国家更加 

清醒地认识了欧美模式的种种缺 

陷，对中国模式有了更为亲近的好 

感，同时他们也急切需要加强与中 

国的合作，尤其是希望用中国的投 

资来维持本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 

长。因此，拉美地区对于中国企业走 

进拉美市场普遍报以欢迎的态度， 

许多国家甚至开出许多优惠措施吸 

引中国企业。可以说，浙江中小企业 

进军拉美市场已经是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 

(四)浙江企业雄厚的民间资 

本，为“走进”拉美市场提供了资本 

驱 动 力 

浙江的民间资本非常雄厚。据 

估计，仅温州一地，民间游资就有 

8000亿元人民币，整个浙江地区的 

民问资本的存量有数万亿之多，由 

于长期没有比较合理的投资渠道， 
一

时间被迫转为地下游资，催生了 

民间高利贷和“炒作大军”。 

1999年 ，浙江省就提 出“两个 

推动”，把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作为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重要途径。 



目 

2001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 

后，浙江省政府根据浙江省民营经 

济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 

创造性地落实了中央的决策和战略 

部署，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利用民间 

资本“走出去”，这也是浙江企业走 

进拉美市场的重要动因。 

三、浙江中小企业如何加快 

“走进”拉美市场 

(一)选择合适的对象国和 目的 

地 

一

般说来，整个拉美地区的经 

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次区域性格局 

分布，浙江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水 

平 、企业发展规划 ，选择合适的对 

象地区。结合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 

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目前对于 

浙江中小企业而言，适用于以贸易 

方式开拓拉美市场的国家主要是 

巴西、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 

多尔 、洪都拉斯、危地 马拉 、苏里 

南、委内瑞拉等国，而以投资方式 

开拓市场的国家有安提瓜和巴布 

达、巴巴多斯、智利、多米尼克、墨 

西哥、尼加拉瓜、牙买加、巴拿马、 

巴拉圭、乌拉圭等国。此外，中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旅游资源比较丰富， 

自身建设资金比较匮乏，对海外直 

接投资有比较优惠的吸引政策，省 

内有关企业可以前往这些地方投 

资旅游业和酒店服务业，但要注意 

这些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局比较动 

荡，存在一定的风险。 

(二)制定更有远见的投资策 

略 

拉美地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 

普遍持欢迎态度，但有的国家管控 

比较严格，许多领域禁止或者严格 

限制外资进入。对此，浙江企业在 

准确把握当地投资政策的基础上， 

可以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变的投 

资方式，避开管制措施，实现投资 

目的。 
一

要选择主要的投资领域。拉 

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发 

达，当前 ，正在兴起基础设施建设 

的热潮，资金需求量较大 ，浙江企 

业可 以选择这些领域作为主要的 

投资领域。 

二要注意规避风险。尽量选择 

政局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的国家， 

以减小政治风险；同时要防范金融 

风险，选择合适的投资合作伙伴。 

(三 )有针对性地拓展适合拉 

美的产品市场 

目前，拉美是丝、陶瓷器、针织 

或钩编服装、自动数据处理设备、 

箱包、照明设备及配件和鞋类等 9 

种产品的全球最大市场，是普通棉 

织物，音箱接收与录制设备和贱金 

属制家用器具 3类产品的全球第 

二大市场；在纺织物制服饰用品、 

普通人造纤维织物、童车和玩具、 

蒸汽锅炉、刀具、建筑材料等其他 

l7类产品上，拉美还是仅次于美欧 

发达国家的第三大市场。根据拉美 

市场产品需求，浙江企业可以拥有 

利用义乌等国际商品市场的地域 

优势，制定有针对性的产品策略， 

以保证投其所好，供需两旺。 

(四)推动浙江中小企业集群 

式地“走进”拉美市场 

企业集群式地发展，有利于产 

业扩张，有利于产业价值链连接和 

延伸，把更多相关的中小企业聚集 

在一起，浙江中小企业在这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更应该从多方面鼓励 

和推进。 
一

方面，充分利用在拉美地区 

已有的 “温州城 浙江商贸城”等 

网络 ，将其打造成为浙江中小企业 

走进拉美市场的桥头堡，进而向周 

边地区辐射，打造集群式营销网 

络。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等国目 

前正积极建设新工业园区，中国企 

业是其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浙江 

中小企业可以“抱团”入驻，通过在 

当地的集群化发展，以加快推进产 

业转移和升级。 

(五)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平 

台和华商组织 

首先要利用好政府 搭建的平 

台，推广 自己的产品。目前，浙江省 

政府通过在拉美国家举办 “浙江 

月”、“企业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助力把浙江企业推介出去；还积极 

组织浙江企业参加与巴拿马国际 

贸易博览会、巴西圣保罗国际建材 

览会、阿根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览 

会等活动，再就是要积极利用拉美 

当地的华商网络，带动营销网络的 

构建与扩展。在拉美许多国家，当 

地华商已经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商 

会、协会，为中国企业走进拉美市 

场而努力奔走，其中不乏浙江籍的 

商人和组织。浙江企业可以利用这 

些商会、协会的网络，构建并扩展 

自己的营销网络。 

同时，一定要充分利用 目益 

兴起的国内外电子商务平台，迅 

速地和拉美企业对接，进行跨区 

域电子商务网络的拓展和布局。 

在电子商务业务方面，浙江企业 

具有一定的优势。“阿里巴巴”等 

浙江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可以发挥 

领头羊和开拓者，率先将其网络 

扩充到拉美市场，这也可 以为其 

他企业开拓拉美市场做好铺垫， 

并 由此可 以促进浙江中小企业在 

“走进”拉美市场的过程中，实现 

国内外市场的同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