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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企業聯手採購 力穩供應鏈
大宗商品價暴漲 同心協力降成本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帥誠

廣州報道

「大宗商品震盪」 無疑是2021年的經
濟熱詞，布蘭特期油過去一年高低波幅達
48%；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玉米期貨一年
的漲跌幅達34%。王兵坦言，今年遇到最
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大宗原材料的上漲，
尤其是化工原材料，升幅達到幾倍， 「甚
至一個月漲幾次，一個禮拜漲兩次。」

王兵表示，其公司業務從石膏板進入
到防水材料和塗料業務，而防水材料和塗
料業務的重要原材料正是化工原材料。為
了應對大宗商品價格震盪，王兵透露，旗
下北新防水公司已經聯合行業的龍頭企業
成立供應鏈管理公司，實施聯合採購、規
模化採購來降低成本。

聯合投資 突破技術樽頸
王兵表示，另一方面，公司聯合投資

上游及數個龍頭企業，共同投資一些關鍵
的、大宗的原材料。他透露，公司旗下的
北新防水已經着手聯合投資，而北新塗料
下一步將跟進。王兵認為，今年化工原材
料價格暴漲，是因為在關鍵技術上被 「卡
脖子」 。 「防水和塗料行業要想成為世界
級行業，必須要在研發 『卡脖子』 材料上
進行大規模投資開發。」

同場的蒙牛集團（02319）總裁盧敏
放表示，作為乳業企業，也承受了糧食大
宗商品價格波動帶來的壓力。他坦言，原

材料的漲價，實際上並沒有傳遞到需求
端，導致整個供應鏈的壓力非常大。由於
乳業是基礎民生產品，為此儘管乳業整個
飼養成本在今年已經漲了十多個百分點，
但是在消費端不可能同樣幅度的價格上
漲。他說： 「需求是在的，但是如何用更
好的效率、更好的品質去消化通脹，這是
個比較大的挑戰。」

至於如何應對，盧敏放認為，首先要
在內地建設更穩健的供應鏈，維持合理的
自主供給水平。 「還要 『走出去』 ，要在
全球的供應鏈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建
議面臨同樣問題的企業，除了對內的依存
度要維持在一個穩定可靠的水平，同時必
須 「走出去」 建設全球供應鏈體系。

政策逐漸顯效 供求壓力降
同場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

長韓永文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過快，
讓今年中國經濟負重前行。他預測，隨着
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供給需求平
衡的壓力會減少，預料大宗商品國際市場
價格會有所回落。內地方面，今年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
施，比如在煤電供給上，今年三季度出台
的系列措施收效明顯，煤炭價格在下降，
電力供求增長穩定，預料明年這種態勢還
會繼續下去。

【大公報訊】對於外貿企業而言，出
口海運 「缺櫃」 仍然是今年頭疼難題。疫
情衝擊下，海外多國疫情嚴峻，工人不
足，集裝箱堆積如山；亞洲各大港口運輸
繁忙，卻時常受 「缺箱」 「少櫃」 困擾，
集裝箱價格飛漲，一些海運航線上漲近10
倍，仍然是 「一櫃難求」 。

蒙牛集團（02319）總裁盧敏放表
示，儘管蒙牛屬於 「出口小、進口大」 的
企業，然而依然受到 「缺櫃」 衝擊，不僅
乳原料進口時間變長，一些更先進數字化
工廠設備進來的速度也在放慢。

盧敏放說： 「我們這個產業中，更多
涉及供應鏈的置換。無論是供應端還是製
造端的置換變慢，都產生很大影響。」

RCEP亞太國成增長點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內地總代表鍾永

喜稱，儘管出口外貿產業依然面臨集裝箱
緊缺等困難，但明年外貿將繼續往高質量
發展的方向轉型。

他認為，臨近中國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亞太 「朋友圈」 將
有望成為中國外貿增長點之一。他說，目
前已經有大量中國企業將生產鏈轉移到東
南亞，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或泰國羅
勇工業園區。

鍾永喜說： 「隨着明年1月1日RCEP
的實施，很多工業原材料通關便利化、關
稅降低，可以促進中國供應鏈更好的跟海
外互動。有 『中國製造』 的部分會增
加。」 他認為，未來中國和RCEP成員國
的進出口交易，有望從原來簡單的進出口
貿易，增長為離岸貿易。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韓永
文認為，明年是RCEP第一年開始實施，
中國跟東南亞、東亞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
會進一步加大。 「去年疫情嚴重的情況
下，我們曾經有一個階段，中國的第一大
貿易夥伴是東盟國家，會有很好的市場潛
力和開發。」

韓永文又指出，中國企業對市場的應
變能力、對國際市場的應變能力極強。
「在大的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明年外貿

出口儘管會有所回調，但依
然會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
速度。」

【大公報訊】記者張昕怡報道： 「第十
二屆央視財經論壇．香港」 昨日舉行，北京
紫華律師事務所創始人錢列陽在會上互動環
節提到，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個原則
沒有變。金融資本在逐利的過程中必須把國
家和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求 「進」 的同
時，更要保證 「穩」 。

錢列陽表示，逐利是金融資本的本能，
這無可厚非。但在現實中發生很多資本在逐
利過程中損害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例，比如
在大數據和互聯網行業，這類企業掌握的數
據往往關乎國家安全和信息安全。錢列陽比
喻說： 「就像擁有一把長菜刀，它不僅能做
好菜，也能傷人，如果拿到敵人手裏也可能
會成為砍殺我們的利器。」 這時候，法律要
求企業必須讓位給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利
益，在此基礎上才能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

資本之水須合法流動
關於如何從法律的角度防範金融風險，

錢列陽在會後接受《大公報》採訪時稱，一
個是對外，一個是對內。對外要防止國際上
的輸入，例如木馬風險；另一個是對內，金
融領域財富很聚集，高智商的人也很多，而
中國行政監管的制度未能跟上，還有很多漏
洞。這個領域的犯罪案例是確實存在。從法
律上來說，刑法480個罪名裏，有38個和金
融有關，其中8個是以金融手段進行的財產
犯罪，30個是擾亂金融秩序的犯罪。完善對
金融犯罪的制約，是刑法一直在努力推進和
貫徹實施的。

錢列陽強調，資本之水必須在法制的溝
渠內流動，達到資金之水源豐沛，澆灌出沃
野千里的繁榮市場。如果沒有法治的溝渠規
範，必然是水漫金山、黃河氾濫的結果；也
會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資金財富分配不
合理，大量閒置資金和關鍵發展方面資金缺

乏並存。金融資本
的發展不僅要有內
生動力，更需要法
律為其野蠻生長踩
剎車。

經濟新動能 雷根基金看好新興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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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遇到最大的挑戰之一，就
是大宗原材料的上漲，尤其是
化工原材料，升幅達到幾倍。

北新建材董事長王兵

▲ 「第十二屆央視財經論壇．香港」 昨在廣州舉行，一眾企業管理層與專家分享對經濟形勢看法。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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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中有生機 困局中可破局

樂活投資：綠色轉型激發內生動力
【大公報訊】記者陳琰報道：雷根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總經理、雷根基金總經理李金龍昨日出
席 「第十二屆央視財經論壇．香港」 ，他接受
《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全球範圍看，未
來最好的投資機會仍然在中國。

李金龍說到，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交替
的關鍵時期，一些新興行業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
點。對投資者而言，不能再把眼光過多聚集於傳
統行業，而應該在緊貼國家的大政方針前提下，
結合經濟形勢的變化，為可促進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企業提供助力。

他介紹說，近年來，內地赴港
上市企業的數量和行業都發生較明
顯變化。數量上較往年有非常大的
提高，行業方面則由以前的傳統行
業發展到新經濟型行業，包括生物

科技、消費、互聯網科技、新能源企業等，這些
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又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行
業是非常值得關注。

港滬設總部 擬深穗拓業務
李金龍又指出，內地企業赴港上市，一方面

豐富了港股的投資標的，給投資者帶來更多選
擇；另外，內地投資者也可通過 「港股通」 等金
融工具投資。雷根擁有香港證監會頒發的1、4、9

號牌照，可在當地開展私募基金、
證券諮詢、證券交易、家族信託等
業務。目前雷根已經在上海和香港
兩地設立總部，也正考慮在深圳、
廣州等大灣區城市開展相關業務。

【大公報訊】樂活投資董事長楊拓昨日在廣
州出席 「第十二屆央視財經論壇．香港」 ，他接
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的
中央重大戰略決策下，期待未來能夠幫助企業完
成綠色轉型升級，為社會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
展，激發內生動力貢獻力量。

港集資市場及專業服務具優勢
談及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市場前景，楊拓指

出，今年7月，證監會及金管局共
同領導的督導小組宣布成立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中心，並組建專門團隊
評估在香港發展區域碳交易中心的
可行性，為國家綠色發展和實現碳
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融資支持。

他又提到，粵港澳大灣區成立

後的金融改革措施將三地聯繫起來，方便了企業
和個人的經營活動。香港是集資市場和專業服務
優勢的金融樞紐，整個大灣區未來將具有萬億級
的市場規模，且 「十四五」 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首次將深港河套地區納
入粵港澳大灣區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內地企
業與香港企業的合作是未來的必然趨勢，期待與
香港企業進行合作。

樂活投資於今年8月成立，為一家創新型投資
企業，重點布局新興產業，包括氫
能源產業、生物製藥、綠色礦業及
3D打印等，現已與國內的技術開發
團隊合作，探索相關技術創新。

「2022是不平凡的一
年，但我相信在座的企
業家，在發展這麼多年

也從來沒有平凡過。」 、 「在危機中看生
機，在困局中可破局」 。昨日的 「第十二
屆央視財經論壇．香港」 上，香港貿易發
展局中國內地總代表鍾永喜 「金句頻
出」 ，字字鏗鏘。他還說： 「我們過去都
是賣產品、賣杯子、賣沙發，未來我國外
貿不光是賣產品、賣服務、賣知識產權、
賣IP，更後面是賣我們的應用場景。」

香港 「免稅購物天堂」 金漆招牌是否
依然閃亮？鍾永喜稱： 「很多年前到南非
旅遊，準備買幾個鮑魚回去。老闆娘得知

我來自香港，她就說你不用在這裏買，香
港賣得比南非便宜。」

貿發局：把好東西引進內地
鍾永喜說，因為免稅，當年香港的購

物天堂正是這樣崛起。 「現在我們要繼續
發揮作用，把好東西引進內地。」

這一番話引來台下不少港商感慨點
頭，如粵港澳大灣區建築及建設專業人士
交流平台創會會長張浩然便覺得此行不
虛，稱論壇不少觀點讓他 「看到疫情後的
曙光」 ， 「港企港商在大灣區依然有自己
的特長，我對明年國家經濟發展有信心，
作為港人更要把握住國家機遇。」

花 絮

今年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甚
為動盪的一年，商品價格高低波
幅大，預期明年隨着全球央行收
緊政策，挑戰將可能加劇。面對
大宗商品價格震盪，企業要如何
保住供應鏈的安全？北新建材
（000786）董事長王兵昨日在廣
州出席 「第十二屆央視財經論壇
．香港」 時表示，該公司將透過

聯合採購、聯合投資關鍵原材
料、研發解決 「卡脖子」 問題
等方法，既降低成本，又可以
穩住供應鏈安全。

2021央視財經論壇

◀紫華律師事務所
錢列陽稱，資本之
水必須在法制的溝
渠內流動。

◀樂活投資楊拓稱，粵港澳大灣區
的金融改革措施將三地聯繫起來。

大公報記者曹嘉鑫攝
◀雷根李金龍在 「第十二屆央視財
經論壇．香港」 上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