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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新商机 新都30余企业组团赴印度

“2014南方丝绸之路新都之旅·印度商洽会”本月15日将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中印双方近百企业将寻求国际合作

印度商洽会的承办单位中，“新都北部

商城商业联盟”尤为引人注目。数据显示，

目前该联盟已经有17个成员单位，总投资逾

330亿元。成都海宁皮革城、西部电器交易中

心、申蓉汽车商务服务园、北欧知识城北欧

国际管理学院、一汽大众培训中心、成都国

际物联港五金机电城等六个项目已经建成

投运，以展贸经济、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旅

游经济为支撑，北部商城已经形成“一带两

轴四区多组团”的产业空间布局和“四个商

圈，一个核心”的产业规划布局。

国际化的视野， 是联盟企业的特质。

“南丝复兴路，新都再出发！”，北部商城以

宽阔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 又将以开放的

姿态走出去，寻找更多的国际合作机遇。随

着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范围逐步扩大，“外

资西进、内资西移”步伐加快，成都深度参

与国际国内分工合作正迎来重要机遇，加

之丝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实施，

成都国际化城市的建设步伐也驶入全速前

行的新航道。在此背景下，新都提出的“六

个新都”建设中，“开放新都”被放置在尤

为重要的首位， 而具有开放基因和国际化

视野的北部商城， 不仅仅是新都产业转型

升级的“孵化器”，更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都

国际化先行区！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报道

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巨大的中产阶级人口数

量，2025年将达到5.83亿人；2/3的本国产品在国内

消化，家电、酒店、汽车市场潜力巨大......在日前由四

川省贸促会主办的“印度商机”专题讲座上，印度中

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给与会

企业代表带来了一个“充满惊喜”的印度。

于中国人而言， 印度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

家，虽然相邻，但文化和生活习俗迥异。印度是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贫穷？腐败？基础设施落后？穆罕默德·萨

奇布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印度。丰富的自然资源、发

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不断上升的购买力，巨大的消

费市场，人口最年轻......听到这些机遇，很多在座的企

业代表都流露出了惊异和兴奋的表情。 萨奇布分析，

接下来的6年，印度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之一，

而这对“中国制造”而言将是巨大的机遇。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

先知先觉的新都已经嗅到了机遇，“南丝复兴路，新都

再出发”系列活动应运而生。今年6月，汇集了南方丝

绸之路上沿途国家和地区特色商品、新都本地名优特

商品的“新都北部商城2014南亚特色商品博览会”在

新都锦门举行。这是成都首次举办以南丝绸之路为主

题的大型商贸活动， 加强了新都与云南以及缅甸、泰

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的商贸往来。

如果说“博览会”是请进来，9月16日，沿着南方

丝绸之路，新都将“走出去”，举办“2014南方丝绸

之路新都之旅·印度商洽会”。此次商洽会由中国丝

绸协会 、中国酒店用品协会、四川省丝绸协会主办，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 新都区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 、新都北部商城商业联盟、 成都信基润茂酒店用

品博览城、 成都传媒集团联合承办。30多家企业、行

业协会、高校商业代表团，将与来自印度服装、医药、

食品、饮料、电子、建筑等行业协会和企业进行各种

形式的专场商务洽谈， 而新都区也将向与会代表推

介新都整体投资环境、投资机遇。

但是，该如何同印度人做生意，很多企业知道的

并不多。 四川朗瑞丝绸有限公司就曾遇到在印度的

合作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海关、 税收上，

有的时候合作伙伴也无能为力， 这该怎么办？”“印

度商机”专题讲座上，朗瑞副总经理王涛问道。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姚卫民的经验是， 拿出自

己的诚意，相信当地的合作者，相信专业的律师事务

所等机构，而作为企业自身，对当地的法律也要有所

了解，不能过度依赖当地的合作者。

一场专题讲座，化解了很多企业的“心结”，并

期待此次商洽会带来的机遇。“全球酒店行业发展

迅速， 酒店用品市场在中国不断成长， 在印度也一

样。”四川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秘书长胡云岩说，这

次协会组织的酒店用品企业，既有生产制造企业，也

有酒店用品经销商，开拓市场是一方面，更多的经销

商是想看看印度有哪些特色商品，如果合适，将引入

成都，而这肯定是一片资源富集的“蓝海”。

“这次商洽会是双向的，‘新都造’将在印度开

拓新的市场，而印度的企业，也将通过商洽会了解新

都，将优质的印度商品和服务介绍到新都。”此次商

洽会代表团团长刘锦对商洽会信心满满。

12亿人口的消费市场； 巨大

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2025年将

达到5.83亿人；2/3的本国产品在

国内消化，家电、酒店、汽车市场

潜力巨大......没错，以上说的这个

国家就是印度， 一个对成都人而

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 在日前

由四川省贸促会主办的“印度商

机”专题讲座上，印度中国经济文

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穆罕默

德·萨奇布给与会企业代表带来

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印度。

在与会企业代表中， 有很多

都来自新都， 成都润璟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四川朗瑞丝绸有限公

司、四川长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好风景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

酒店用品协会等等， 他们来的目

的只有一个：沿着南方丝绸之路，

打开印度这个大市场。 本月16日

~19日，2014南方丝绸之路新都

之旅·印度商洽会将在印度软件

之都班加罗尔举行， 来自新都的

丝绸及酒店用品、食品药品、家具

电子电器等行业企业和协会50多

位商务代表、高校负责人，将在三

天时间里举行各种形式的专场商

务洽谈、企业拜访等，与印度的企

业、行业协会面对面。而作为南方

丝绸之路起点的新都区， 将整体

亮相国际舞台，为“六个新都”建

设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寻找“双向机遇”

30余新都企业本月赴印

新都作为成都乃至西部商贸业重镇，

尤其是北部商城近几年的迅猛发展， 区内

企业从来不缺世界眼光， 越来越多的国际

化项目也选择落户新都。

“早在2005年， 我们的产品就出口到了

印度，每年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四川朗瑞

丝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涛说。作为“四川

省外贸出口领军企业”，朗瑞主营蚕桑生产、

丝绸加工、外贸出口、市场开发、丝绸文化传

播与产业发展， 自2005年以来， 始终保持蚕

种、蚕茧、蚕丝生产能力全省第一，蚕丝出口

规模全省第一。而这么多“第一”的取得，与

印度市场的贡献密不可分。王涛这次参加印

度商洽会，除了维护与客户的关系，还有一个

想法，就是考察在印度投资建厂的可能性，而

这对朗瑞而言，又将是一次发展的台阶。

科伦医药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2013年， 位于新都的科伦高端软包装生产

线、出口线正式动工。也是当年，科伦医贸

销售额超过150亿元，是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评定的“2008~2012年度中国医药商业企业

十强企业”。实际上，科伦药业已经在积极

拓展国际市场，百尺竿头，也知更进一步，

将在印度商洽会上寻找新的商机。

已经入驻新都北部商城的南通杰艳纺

织品有限公司、 南通顺杰家用纺织品有限

公司都拥有产品自营和出口权利， 生产的

床上用品等早已畅销美国、欧洲、韩国、东

南亚和东非。位于新繁的长德·新世贸食品

城提出了打造“亚洲辣椒之都”的目标，并

积极与南亚、东南亚辣椒、胡椒、八角等产

地对接， 形成最为地道和品种齐全的香料

集散中心。

而作为新都支柱产业之一的家具产

业，更将触角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成都好风

景家居， 是香港好风景国际集团在大陆的

授权生产企业，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专业生产高、中档民用家居的

大型现代化家居企业。 位于新都的成都浪

度家私现已发展成为西部地区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大型家具企

业，产品畅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合作不仅限于企业， 高校也在探

寻与国际知名企业、机构合作。西南石油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与印度NIIT、塔

塔、WIPRO等知名IT企业建有深度合作关

系， 长期执行人才定制培养计划并与部分

外资企业建立了人才输送绿色通道， 使优

秀毕业生有机会直接赴日本、印度、欧洲等

海外地区工作。

国际视野的新都企业 放大发展格局

带头走出去 北部商城成新都国际化先行区

今年中秋节前，从中央到地方，狠刹公款

送礼、严打节日腐败的一道道禁令密集出台。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昨日上午，全国至少

有28个省份中秋节前发布了节礼禁令，“加大

查处力度”、“及时通报典型案例”、“零容

忍”等成了禁令中出现的高频词。

严规禁令下的中秋节， 往年大行其道的

“天价”月饼已不多见，企事业单位的月饼团

购行为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类散装月饼

和廉价礼盒，月饼消费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28省份密集发布反腐禁令

据记者统计，今年中秋、国庆节前，全国共

计有28个省份发布了与中秋国庆两节反腐相

关的禁令。

发布时间最早的是浙江省。 据 《浙江日

报》8月4日报道， 浙江省纪委日前发出通知，

坚决防止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期间公款送月饼

等不正之风的反弹回潮。通知中禁止公款送月

饼等“六个严禁”，并“加大问责力度”，如有

顶风作案者，将严肃查处。值得注意的是，9月5

日，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浙江省纪委

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中秋国庆期间各项禁令严格落实”。

浙江“带头”发布中秋反腐禁令后，黑龙

江、天津、河北、广东、重庆分别在8月中旬发布

禁令。8月下旬， 则到了一个禁令发布 “井喷

期”———10天时间里17个省发布了中秋禁令，

其中26日当天就有5省份纪委发布中秋国庆期

间的相关规定。

除了中秋和国庆，10月初， 新疆还将迎来

当地的一个盛大节日———古尔邦节。8月2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察厅发出《关于切

实抓好中秋、国庆、古尔邦节期间作风建设和

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对构成违规违纪的行

为，要快查严处。

提早释放严打两节腐败信号，成了各地

纪委的共识。 比如天津市纪委在通知中称，

“做到早部署、早提醒、早检查、早预防，防

患于未然，确保节日期间不发生违规违纪的

人和事”。

违规发月饼等8名校长受处分

在如此严规下，依旧有人顶风作案。昨日上

午，中纪委在其网站公布了2014年9月1日至7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77件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案件。记者注意到，其中有20人是因为

违规发放月饼、福利、补贴等行为遭到处分。而

违规发放月饼等现象在学校中出现较多， 至少

有8名校长(含副校长)被处分。

比如泉州开发区实验学校校长、党支部书

记胡福进违规公款聚餐、发放月饼券，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南开区天津大学附属中学滥

发实物，给予校党支部副书记、校长肖伟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党支部副书记闫世明党内警告

处分；菏泽市牡丹区第五小学校长李凤真违规

发放福利，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有分析人士认为， 持续不断节日反腐，是

根据中国国情打出的一组直击官场要害的反

腐重拳，意在配合“打虎拍蝇”，着眼长远整治

官场积弊和歪风。

（法制晚报）

针对月饼、 高端烟酒销售量下降

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副

教授竹立家。

竹教授说， 今年这种销售状态是

节日礼品销售进入常态的表现， 希望

这种常态能够保持下去， 抵制住行贿

受贿的不正之风， 抵制浪费公共资源

的行为。

竹教授表示， 今年中秋节期间礼

品类产品销售量大幅度下降， 是反四

风取得的明显效果。 节日期间礼品类

产品销售量下降，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集团购买力的下降。 往年销售商的销

售量绝大部分也都是企业单位所做的

贡献，现在企业不购买了，当然销售量

要受到较大影响。

再有， 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了公款

消费， 普通老百姓很少会选择高档产

品自己消费， 高端礼品市场受影响是

必然现象。

竹教授说，往年的礼品销售市场

是不正常的销售状态，受行贿受贿的

不正之风的影响，是浪费公共资源的

表现，“我们是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

需要感情的沟通，但之前的状态是虚

假人情状态”。 过年过节我们需要给

自己的亲友、老师等送些礼品交流感

情 ，我们需要感情的真实表达 ，真实

感情的表达不需要高端的礼品，今年

的礼品市场销售量下降是进入常态

的表现。

自十八大以来， 每逢节假日，从

中央到地方均三令五申狠刹歪风，密

集出台禁令，已经成为震慑官场腐败

的 “高压线 ”。从 “光盘行动 ”渐入人

心 ，到高端餐饮转型平民化 ，再到高

端月饼、粽子遇冷，老百姓拍手称快，

“清廉过节” 正成为当下中国官场的

新常态。

(

新京报、新华社

)

昨日是中秋节，也是假期最后一天，月饼

的销售市场也迎来尾声。那么，在中央八项规

定、反四风的号召下，成都的月饼市场都有什

么变化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市场走访、调查

了解到，受反四风等影响，国企单位的基本不

再采购月饼。今年几家成都月饼企业的生产计

划，本来就比去年定得低。即便这样，今年成都

月饼的销售量仍然比去年、前年低。

单位：福利务虚成趋势

在中秋节前几天， 前程无忧在其官方微博

发起企业中秋福利的在线调查。 根据对1415名

在职人士和253家企业HR（人力资源）的调查

显示， 约10%的雇主今年不再向员工赠送月饼

（券）。调查显示，2014年，不少企业调整中秋福

利方案，现金和消费卡发放大幅减少，福利务虚

成为趋势。对在职人士的调查显示，92人称今年

现金福利将取消，占受访国企员工的36.9%。

商场：月饼礼盒半价多

从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各个商场、超市的

月饼销售就已经开始了打折促销。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王府井、伊藤、伊势丹等

市内大型超市。

在王府井超市， 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元祖月

饼的展板。但是，该品牌月饼已经撤柜。剩下的

两个柜，分别是一家香港、一家广东品牌的月

饼，折扣在5～7折左右。

在伊藤洋华堂， 天伦的月饼正在打折促

销。原价128元一盒的月饼，现在买一送一，相

当于5折销售。 而原价300多元的礼盒装月饼，

也都在7折销售。

从几家超市最后一天的销售情况来看，顾

客基本都是从专柜走过，看的、买的都比较少。

一位月饼柜台的销售人员介绍，今年的

月饼， 尤其是高档礼盒装月饼销量不太好。

昨日下午3点， 这几家超市月饼专柜都纷纷

撤柜。

厂家：产量销量双降

市场上月饼销售“遇冷”，受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生产厂家。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

芝芝、安德鲁森等3家生产月饼的企业。他们的

负责人纷纷表示，今年本来制定的月饼生产计

划就比去年要少，但最终月饼销售情况仍然不

理想，与去年、前年相比都有所下降。

芝芝月饼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反四

风”对市场的影响，该公司之前制定月饼生产

计划的时候， 就比去年降低了 “一大截”。但

是，最终销售情况来看，还是没能完成既定的

销售目标。

安德鲁森负责人也坦承，该公司今年月饼

产量、销量比去年有所下降。她表示，这是整个

月饼行业呈现的趋势，“普遍的都有所下降”。

另外一家成都大型月饼生产企业表示，公

司今年销量确实比去年低。 为了扭转局势，该

公司减少高档礼盒月饼的产量。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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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秋当天 就有超市月饼撤柜

调查显示：约10%的企业今年不再向员工发放月饼或券

专 / 家 / 观 / 点

反四风见成效

礼品消费步入“常态”

这个中秋节，一系列提倡节俭的政策、规定让“清廉风”劲吹，豪华包装下的天价月饼几乎消失，“月饼”界

流行起以手工月饼、散装月饼引领的怀旧风，中秋逐渐回归团圆本意。

自十八大以来，每逢节假日，从中央到地方均三令五申狠刹歪风，密集出台禁令，已经成为震慑官场腐败的

“高压线”。从“光盘行动”渐入人心，到高端餐饮转型平民化，再到高端月饼、粽子遇冷，老百姓拍手称快，“清

廉过节”正成为当下中国官场的新常态。

反四风 月饼消费圆亏之变

28省份中秋节前发反腐禁令，20人顶风作案受处分 月饼市场产销双降

位于新都北部商城的成都信基润茂国际酒店用品博览城

印度商机专题讲座上， 新都企业与主

讲嘉宾充分沟通

昨日下午

2

点半， 伊势丹超市一个月

饼柜台已被撤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