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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外贸开拓拉美市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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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浙江与拉美之间的外贸总量的连年上升，拉美地区日益成为浙江重要的新兴市场。在开拓拉美市场 

方面，浙江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也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与阻碍，需要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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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浙江与拉美地区的外贸现状 

由于浙江与拉美之间的地理空间遥远，传统上拉美市场 

不是浙江对外出口的重点地区，2001年，浙江对拉美的贸易 

总量仅为 15．31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为 13．1亿美元。但是 

2008年金融危机给了浙江认识拉美市场的重要性，随着浙江 

传统的市场的凋敝，拉美市场异军突起 ，在浙江省对外 出口 

的市场份额连年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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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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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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对拉美的出口额出现了一 

定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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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底，浙江与拉美的外贸总额达到302亿 

美元 ，其中浙江对拉美的出口达到 241亿美元，较上一年增 

长 9．3％，占浙江省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9．7％，浙江从拉 

美的进口达到 61亿美元，同比增长 一9．6％，占浙江对外进口 

总额的比重为 7．0％，显示出了拉美良好的外贸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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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2013年间浙江对拉美进出口情况(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商务统计年鉴历年数据绘制。 

浙江对拉美的出口基本 已覆盖到拉美地区的全部国家 

和地区，其中巴西、墨西哥 、巴拿马、智利等经济实力较强的 

国家是主要的出口地区。浙江对巴西的进出口额占了中国与 

巴西贸易额的 10％。2013年底，浙江对巴西的出口额达到了 

69．4亿美元，占中国对巴西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18．6％，在 

浙江对外出口市场中紧跟美国、日本 、德国、俄罗斯 、英国和 

匿  

年份 

印度之后，长期保持第七的位置。墨西哥是浙江出口拉美市 

场的另一个重要地区，2013年 ，浙江对墨西哥的出口达到 

39．8亿美元，占中国对墨西哥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名列浙 

江对外出口30个主要市场之列。 

2012年来，在国际市场萧条 、要素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 

力等多重因素“倒逼”下，浙江外贸增速大幅度回调。201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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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014年年增速分别为 0．92％、7．5％、4．7％，连续三年 

的增速均低于 10％，已然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挡期。浙江出口 

的欧洲、日本 、北美等传统的发达国家市场的比重逐渐下降， 

拉丁美洲 、非洲等新兴市场的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也将保持 

长期性和经常性。这就要求浙江外贸必须大力开拓拉美市 

场，寻找新的增长点。 

二、浙江开拓拉美市场的有利因素 

(一)浙江的地理环境先天具备与拉美地区的亲近感 

浙江省地处东海之滨 ，濒临太平洋，拥有宁波、舟山等天 

然良港，海洋资源丰富，交通便利 ，在与拉美国家的交往中具 

备先天的地理优势。尤其近年来，拉美许多国家对太平洋越 

发重视和亲近，一些国家甚至以“太平洋国家”自居。例如， 

2011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四国成立了“太平洋联 

盟”，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浙江与这些可望回归 

太平洋的拉美国家可谓隔洋相望，在对海洋的亲近方面，易与 

拉美地区的居民拉近心理上的距离。 

(二)发展模式上的对接性强 

进入 21世纪以后 ，拉美国家重新回归“初级产品出口” 

发展模式，主要靠出口优质的自然资源、初级加工制成品和 

农产品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浙江省素有“七山二水一份田”之 

说，自然资源较为缺乏，主要依靠出口轻工业制成品。这样， 

浙江与拉美地区的发展模式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即拉美能 

为浙江提供优质的资源从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而浙江 

省能为拉美提供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在浙江和拉美之 

间的发展模式上具有很强的对接性。 

(三)双方在贸易上的互补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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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类产品上，拉美还是仅次于美欧发达国家的第三大 

市场。而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就是在浙江省。 

传统上，浙江出口这些商品的主要目的地集中于欧美、日本 

等地。随着欧美、日本等地的经济衰落，浙江省完全可以和拉 

美市场形成对接，转向拉美市场进行出口，这也是近年来浙 

江省对拉美地区出口增幅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浙江企业家精神与拉美作风的契合 

企业家精神是浙江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之一。浙江企业 

家精神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 

务实协作的精神。目前，已有一批温州商人早已登陆智利等 

国，建立了规模不小的“智利温州城”。在拉美地区，浙江籍的 

侨民已经初具规模，许多地方还组织了由浙江侨民、商人参 

加的商会组织，这些组织可以为浙江中小企业进军拉美市场 

提供各种情报和服务。 

相比之下，拉美人民乐观向上，安于现状，正好与浙江企 

业家的精神与性格可以做到互补契合。一方面，拉美人民对 

于浙江企业家开拓本国市场会报以友善、欢迎的态度 ，不会 

加以排斥 ，这会为浙江企业家创造一个友好和谐的创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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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另一方面，拉美人民略显散漫的生活作风也会给勤劳的 

浙江企业家留出更多的机会和发挥空间 ，减少创业的难度 

和竞争。 

(五)浙江雄厚的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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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0亿元人民币，整个浙江地区的民间资本的存量 

大到难以估计。长期由于没有比较合理的投资渠道，一时问 

被迫转为地下游资，催生了民间高利贷和“炒作大军”。这不 

但让这些游资承担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同时也严重影响到我 

国的金融体系乃至国民经济的稳定。温州金融改革的试点方 

案为个人海外投资打开了一扇窗户。 

目前，拉美地区正兴起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如 

巴西举办 2014年世界杯和即将举办 2016年奥运会，急需改 

善场馆、交通等基础设施。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也 

加紧对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将会创造一个巨大 

的资金需求缺口。如果这些资金能够合理地投资到拉美地 

区，不但可以获得比较丰厚的回报，也可以加强中国与拉美 

之间的经济联系。 

(六 )第六届中拉企业家高峰会议的促进作用 

2012年 10月 l6—19日在杭州胜利召开的第六届中 

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议将浙江与拉美问的交往推上了一个 

高峰。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的500余家中国企业参加此次 

峰会。通过此次峰会，浙江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近距离地直观感 

受、考察和了解拉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成效显著。 

峰会也给拉美官员和企业家提供了深入 了解浙江的机 

会。会议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余家拉美企业 

参会 ，其中不乏像巴西食品业巨头 、世界领先的风力涡轮机 

公司，阿根廷风电公司、秘鲁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商和阿 

根廷最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商等一大批行业巨头。中拉企业间 

举行了对 口洽谈 1 500余场，成交额逾 1 000万美元 ，意向成 

交额数亿美元。参会人数 、对口洽谈场次、成交金额均创历届 

之最。拉美企业家通过走进杭州、走进浙江企业考察，对浙江 

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和营商环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进 

了对浙江企业的了解。 

三、浙江开拓拉美市场的困难与阻碍 

(一)企业规模小 ，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开拓新市场的决 

心不够坚定 

中小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规模小，资金有 

限，难以承受较大的风险。浙江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有 

资金占比较高，许多甚至是辛辛苦苦打拼多年的成果，这样 

对风险表现出本身的规避性，不愿意冒“走出去”的风险。 

(二)融资困难，“走出去”能力不足 

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难题之一。 

由于在海外拓展市场和投资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小企 

业融资途径有限，既不可能如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享受到国 

家开发银行的扶助，也不容易从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贷款。要 

想获得借款，比较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民间借贷，这种借贷 
一 般期限很短，利息相当高，稍有不慎就有“赔了夫人又折 

兵”的风险，给企业经营埋下不稳定的因素。 



 

(三)对拉美市场缺乏足够的了解，“走出去”准备不足 

对于大多数浙江中小企业而言，拉美还是一个相当陌生 

的地域，对当地的基本情况都欠缺足够的了解。更何况深入 

了解政治 、经济、法律、税收等与经营息息相关的政策信息。 

不少企业家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和直观感觉，盲目地“进入 

到”拉美市场后发现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四)缺乏面向拉美的专门人才，加大了企业走进拉美市 

场的难度 

由于长期以来拉美地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浙江 

企业也缺乏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熟悉拉美地区法律和税法等 

情况的综合性人才的储备。企业“走得出去”派不出人才到拉 

美当地工作，这些无疑会为浙江企业开拓拉美市场加大难度。 

四、促进浙江开拓拉美市场的对策建议 

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理应高瞻远瞩作为 

全国开拓拉美市场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要使得浙江中小 

企业能够开拓拉美市场，既能够扎下根，又能够获得长足的 

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支持。 

(一 )开拓思路，在顶层设计中要重视拉美市场 

由于传统上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的主战场是亚洲和欧 

美市场，对拉美市场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浙 

江省政府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思路，重新认识世界经济格局中 

拉美市场的重要地位，力求体现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 

要提高对拉美市场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中共浙江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报告已经明确提出：“抓住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 

新机遇，加快构建主动有为、层次多样、内外联动、布局合理 

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在这个开放性经济新体系中，拉美必 

然是重要的一环。在保持对亚洲和欧美市场等传统市场的稳 

定的基础上，将对拉美市场的开放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浙 

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出 

口市场多元化。在深耕和巩固欧美 日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 

时，努力扩大东盟 、中东、东欧、南美等新兴市场出口。”其中 

已经提及到南美新兴市场，但也体现出对拉美整个市场认识 

的不足。事实上，除南美之外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及加勒比地 

区，也是浙江省对外开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换句话说， 

对整个拉美市场的全面开放，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加强宣传 ，增进浙拉企业之间的了解 

鉴于拉美与浙江之间相隔遥远的“空间距离”和人文交 

流有限的“心理距离”，政府首先要承担起“指南针”和“宣传 

筒”的双重职能，为浙江企业和拉美之间牵线搭桥。一方面， 

加强对省内的企业在拉美方面的宣传，为企业开拓拉美市场 

提供有效的引导和知识准备。政府向浙江省企业提供 与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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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书籍、研究报告、信息，组织浙江省企业进行拉美地区 

投资贸易相关的法律 、税务、产业发展 、历史文化等相关知识 

的培训，推进浙江省企业对拉美国家和企业的了解。另一方面， 

省政府可利用出访 、考察等交流机会 ，主动“走出去”，向拉美 

国家的政府 、企业介绍浙江省情和企业的基本情况。省政府 

领导出访拉美国家的代表团可加大企业家组成的比例，定期 

在拉美国家举办“浙江月”“企业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向当 

地企业介绍浙江企业。 

(三)打造各种商务平台，为企业开拓拉美搭台 

省政府 目前拥有的许多商务平 台可适当向拉美地区倾 

斜 ：如在浙江省举办的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杭州 

西湖博览会、中国浙江商务周 、中国中华老字号精品博览会 、 

浙江省连锁加盟展览会、中国浙江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浙 

江省百强外商投资企业峰会等商务平台，可以加大力度引 

入拉美国家的企业 ，帮助拉美企业了解浙江的文化和企业 ， 

实现两地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的对接。 

进一步发挥“中国一拉美企业家高峰会”这一交流平台， 

动员浙江中小企业参会参展 ，加强与拉美企业的交流。对于 

浙江省已经参加的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巴西圣保罗国际 

建材博览会、阿根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览会等活动，应进一 

步夯实与主办方之间的合作，通过设立“展中展”“馆中馆”等 

形式多样的展览，向拉美国家宣传浙江省企业。在财政上给 

予资金扶持，鼓励企业赴拉美设立营销网络平台。 

(四)出台财政 、金融、税收等相关政策，进行重点扶植 

财政政策方面，可在扶植企业“走出去”的专项资金中适 

当向开拓拉美的企业倾斜 ，探索浙江省中小企业开拓拉美市 

场支持基金，打造一批浙江优势产业在拉美聚集发展的基地， 

支持有条件、有实力的中小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方式开拓搅美 

市场，快速获取核心生产要素，培育跨国公司，对海外投资项 

目考察、营销费用、项目贷款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给与政策 

优惠、补助或者贴息，对在开拓拉美市场中成效良好的企业进 

行重点培育，对发展远景广阔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予以扶植。 

(五)加强外语专业建设和研究智库建设 ，大力培养面向 

拉美地区的外向型人才 

中小企业走进拉美市场意味着对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等语 

种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也需要了解拉丁美洲政治、经济、文 

化、法律等全方位的知识，需要智力支持。这就对外语专业人 

才培养和研究机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尽快对原有的专 

业学科的培养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如将国际贸易、国际经济、 

旅游管理、应用经济学等学科融入拉美方向，培养学生成为既 

掌握拉美领域的贸易、经济、旅游、税法等方面的知识，又具备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基本语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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