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近来在网上热播。影
片讲述的是一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的故
事。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这部讲述两国产
业合作的影片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撇开影片中有关劳资关系、企业工作环境、
人物形象塑造等剧情的是非曲直不谈，这部纪录
片至少在发挥一种积极作用：有助于中美民众相
互了解，有助于沟通中美社会人心。

通过这部影片，中国观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相
关法律、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相信美国
观众也一样会感受到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和中国
式企业文化。相比当前美国一些人鼓噪中美“脱
钩”、中美“文明冲突”，这样着眼于反映中美合作
交流的影片，应景，写实，且有意义。

不可否认，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如今仍然缺
乏相互了解，尤其是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依
然存在扭曲。要避免和消除误解，迫切需要更多
地拉近彼此距离，不带成见地去理解对方的文化

传统、对方的现实国情、对方人民的感情世界。求
同存异，才是相处之道。

纪录片提到，中国企业在赴美投资经营过程
中，经历了一些摩擦乃至挫折，但这也正是相互
了解、相互适应、共同前行的过程。人与人之间
如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如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也
如是。

影片中有个情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即
将替代这家美国工厂的部分人力，技术升级带来
失业等挑战。这一摆在世界面前的问题，难道不是
两国应当携手合作共同迎接的挑战吗！

影片中还有个情节，中美员工在中国企业总
部一起欢度新年，快乐的气氛感染了所有人。一位
美国员工动情地说，这是个有些分裂的世界，但

“我们是一体的”。难道这不是许许多多与中国合
作的美国企业的心声吗！

彼此尊重、努力沟通、寻求理解，总能找到共
同前行的路。 （新华社）

新华新华
时评时评 《美国工厂》：“我们是一体的”

X9:金秋胡杨林：银川、额济纳旗、乌力吉镇、达来呼布镇、居延
海、胡杨林景区、八道桥风景区、怪树林、黑水城、嘉峪关城楼 张掖
丹霞地貌(平山湖大峡谷)武威 雷台汉墓、文庙、镇北影视城 卧去
飞回8天 10月10日 4590元

X7南北疆大环游: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
亭.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克拉玛依 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
鲁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库尔勒、博斯腾湖之莲花湖.罗布人村
寨.库车大寺 塔里木河.胡杨林.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
山神秘大峡谷.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卡拉库
里湖.温宿大峡谷双卧19日 9月9日 70岁以上7590元

65-69岁8190元 65以下8690元 卧飞17日8590元起

X4:北疆全景：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克拉玛依 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
番.坎儿井.葡萄沟.火焰山.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
十八湾、特克斯八卦城、喀拉峻草原、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
口岸、果子沟、奎屯河大峡谷、赛里木湖 双卧15日

9月9日 70岁以上5890元 65-69岁6490元
65岁以下6790元 双飞13日7590元起

X3【南疆深度】：乌鲁木齐.库尔勒.博斯腾湖.罗布人村寨.库车大
寺.塔里木河.胡杨林 塔克拉玛干沙漠、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
（库车）大峡谷.阿克苏.天山神木园.喀什.香妃墓.艾提尕尔清真寺.
卡拉库里湖.温宿大峡谷.吐鲁番 双卧13日

9月15日 70岁以上5490元 65-69岁5790元
65岁以下5990元 卧飞11日6590元起

S1:山西全景：芦芽山、万年冰洞、 汾河源头 大同、云冈石窟、五
台山、应县木塔、悬空寺、太原、绵山、晋祠、壶口瀑布、王家大院、平
遥古城、 运城盐湖、 普救寺、 鹳雀楼 飞去动车回8日 9月16日

10月13日 65岁以上3390元 60-64岁3790元 60岁以下4690元

G1:贵州大全线环游;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
城、舞阳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织金洞、黄果树瀑布、马岭
河大峡谷、万峰林、遵义会议会址、赤水大瀑布、四洞沟、竹海、佛光
岩、丙安古镇、贵阳、青岩古镇、黔灵公园、弘福寺、甲秀楼 卧去动车
回13日 9月14日 10月14日

70岁以上4990元 60-69岁5390元 60岁以下5990元

B5安徽+江西：琅琊山、九华山.太平湖风景区.黄山.九江、浔阳
楼、庐山、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
三清山 井冈山、黄洋界、南昌 双卧11日

9月16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3790元 60-64岁4690元
60岁以下5190元 卧飞10日4190元起

C1：山东全景+大连:济南 趵突泉 大明湖 泰山 曲阜三孔 临
沂蒙山 青岛崂山、太清宫、栈桥、威海 刘公岛 烟台 张裕酒文化
蓬莱 八仙渡风景区 大连 旅顺双飞10日 9月17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5390元 60-69岁5990元 60以下6190元

F1陕西全景：西安、亁陵、法门寺（地宫、珍宝馆）、黄帝陵、轩辕庙、
壶口瀑布、延安、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古城墙、大雁塔动车去卧回7
日 9月18日 10月16日 65岁以上2390元 65岁以下3090元

B1江西全景:九江、九江、浔阳楼、庐山、景德镇、石钟山、鄱阳湖
婺源（月亮湾 晓起、李坑、江湾）、三清山、井冈山、黄洋界、南昌双
卧9日 9月18日 10月17日 65岁以上26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390元 卧飞8日3090元起

B4:安徽全景:琅琊山 醉翁亭九华山.黄山..太平湖风景区、宏村.
西递.徽州古城.千岛湖.屯溪老街.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合肥双卧8日

9月16日 10月15日 65岁以上27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590元 卧飞7日319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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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五星皇家游轮 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长寿古镇、云阳大龙缸/
万州大瀑布、张飞庙、白帝城、瞿塘峡、神女天路/小三峡、巫峡、神女
峰、神农溪、西陵峡、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武汉黄鹤楼 高铁去卧铺
回7日 9月12日 22日 2290元/人

周
日
休
息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F2黄河神韵 晋陕奇观连线：太原、悬空村、万年冰洞、东寨、杨
家沟、李自成行宫、绥德、乾坤湾、清水湾、甘泉、下寺湾、雨岔大峡
谷、靖边龙洲丹霞、波浪谷、红石峡、榆林古城 双卧7日

9月18日 70岁以上2990元 65-69岁3090元
60-64岁3190元 60岁以下3290元 L1川渝精华:广元.阆中古城、昭化古城、南津关 剑门关 武隆、仙

女山、天生三桥、地缝、重庆 大足石刻 磁器口动车往返6日
9月17日 10月16日

70岁以上2390元 60-69岁2790元 60岁以下2990元

N1：湖南全景：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岛、南岳衡山、韶山、凤凰古城
九大景、芙蓉镇、张家界、天子山、天门山、袁家界、十里画廊、金鞭溪
长沙橘子洲头 双卧9日 9月18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2890元 65-69岁3090元 60-64岁3490元

N2湖北：襄阳古城墙、古隆中、武当山金顶.太子坡.紫霄宫.南岩宫
神农架、神龙谷.板壁岩.金猴岭.小龙潭.天生桥.神龙祭坛恩施大峡
谷.云龙河地缝 女儿城 土司城 卧去动车回7日 9月17日 10月15日

K1云南全景:昆明、丽江古城.�拉市海、束河古镇、玉龙雪山、丽水
金沙、彝族村寨 香格里拉 普达措、独克宗古城、虎跳峡、 泸沽湖环
湖游、里务比岛香巴拉时轮坛城、大理洋人街、崇圣寺三塔、蝴蝶泉、
洱海游船、南诏风情岛 昆明.石林.红河大桥.普洱.西双版纳.野象谷.
勐仑植物园.傣家村寨.打洛镇.独树成林.中缅国门.墨江.北回归线标
志园 双卧14日 超值赠送（720元/人）： 1、丽江大型演出--丽水金
沙！ 2、 泸沽湖-环湖游+篝火晚会！ 3、 张艺谋导演的'印象丽江'！

9月16日 10月17日
70岁以上4790元 70岁以下5590元 卧飞13日5290元起

H1河南深度：开封府、大相国寺、登封、少林寺、龙门石窟、白马寺、
云台山、焦作、万仙山、郭亮村、红旗渠 林州大峡谷、太行天路、殷墟
遗址、安阳 双卧8日 9月18日 10月12日

70岁以上27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G4:贵州精华:中国天眼 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织金洞、安
顺、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大峡谷、万峰林、贵阳 青岩古镇 黔灵公园
弘福寺 甲秀楼 卧去动车回8天

9月16日 10月16日 60岁以上2990元 60岁以下3690元

G2贵州北线：中国天眼（世界口径最大）、梵净山、镇远古城、舞阳
河、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 贵阳 卧去动车回7日

9月14日 10月14日 60岁以上2690元 60岁以下3290元

纯玩无购物

B6:庐山全景深度休闲（山顶住四晚，三叠泉、如琴湖、三宝树
等）双卧8日游 9月18日 1950元

C3山东: 济南 趵突泉 大明湖 泰山 曲阜三孔 临沂蒙山 青岛
崂山、太清宫、五四广场、威海 刘公岛 烟台 张裕酒文化 蓬莱 八
仙渡风景区飞去卧回10日

9月17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4390元 60-69岁4890元

E1浙东全景： 三大名山（雁荡山 天台山 普陀山） 大龙湫 灵岩
灵峰 国清寺 济公故居 琼台仙谷 绍兴 柯岩鲁镇 兰亭 鲁迅故
居、 周恩来故居 奉化溪口 蒋氏故居 天一阁 舟山连岛大桥 朱家
尖 杭州西湖双卧10日 9月15日 10月15日 70岁以上3290元

60-69岁3690元 60岁以下3990元 卧飞8日3790元起

E2华东八市:�全球规模最大影视基地横店（清明上河图、秦王宫）
杭州西湖 水乡西塘 南京（秦淮河夫子庙 中山陵 ）扬州（瘦西湖
大明寺 东关古街）无锡（灵山大佛）常熟 (沙家浜）、苏州（寒山寺
狮子林）、上海（外滩 城隍庙）双卧9日 9月16日 10月14日
70岁以上3190元60-69岁3690元60岁以下3890元卧飞8日3590元起

70岁以上2690元 60-69岁3190元 60岁以下34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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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耀的到来
为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回望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
全球之时，“锈带”工业城市代
顿未能幸免，昔日这里通用汽
车公司的一个装配厂宣布倒
闭，上万员工下岗。

通用汽车的废弃厂房一搁
置就是6年。2014年，中国福耀
集团买下代顿市郊莫瑞恩的原
通用汽车厂房，将之改造成玻
璃设计和制造工厂。

俄亥俄州众议员尼拉杰·
安塔尼说，能引进一个同样隶
属于汽车行业的大型公司在通
用原址上落户，对地方政府和
民众来说意义重大。

对当地居民来说，最大的收
获是有两千多人找到了一份工
资待遇不错、能学到技术又有晋
升空间的工作。除了直接招聘，
福耀在代顿的这个全球最大汽
车玻璃单体工厂每多创造1个直
接就业岗位，就能在供应链上间
接为当地创造2到3个工作机会，
因为物流公司、建筑商等需要更
多人力。

“代顿希望看到更多中国企
业来此投资形成协同效应”

但是，福耀在代顿落地生根
并非一帆风顺。如何处理文化隔
阂带来的沟通不畅，如何让公司
文化深入人心，如何融入当地社
区，都是摆在福耀面前的难题。

消除语言障碍是第一步。就
如纪录片里展示的一样，美国员
工和中国“技术师傅”之间在沟
通不顺时需要借助手机上的语
言翻译软件。但随着时间推移，
中方员工英语取得进步，美方员
工也记住了工作中会使用到的
高频词汇。为了让员工对中国文
化和福耀的企业文化有更直观
的认识，福耀在春节期间组织优
秀员工到中国旅游并参观福耀
在中国的工厂。

除了带来就业机会，福耀还
积极为当地社区服务，定期向当地
医院、公立学校和救灾组织捐款。

福耀的成功让当地对中国
企业充满信心。代顿地区商会
会长菲利普·帕克表示，代顿希
望看到更多中国企业来此投资
形成协同效应。 （新华社）

实地探访《美国工厂》
聚焦的俄亥俄州代顿市

国际·国内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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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9日表示，中美双方利益
深度融合，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美
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是谁想切断就能切断的。

针对美方一些人近日下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寻
找替代方案，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回应。

他表示，如果有人想强行将两国经济脱钩，结果必

然是害人害己，不仅严重损害美国企业和人民利益，也
将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危及国际贸易和世界
经济。

目前，美国各界人士已纷纷对上述言论表示反对。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近日发表声明，强调寻找替代
来源是一个代价高昂且漫长的过程。美国全国商会也
表示，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有利于两国人民。

高峰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
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应是互利互惠的伙伴。中方欢
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将
继续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滑的背景下，中
国今年前7个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4万家，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超53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美国

医疗器械巨头赛默飞近期在中国苏州高新区投资建设
新的生产基地，美国水处理设备制造企业滨特尔今年
在中国研发投入不减反增，投资额近1600万美元。

高峰还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有效沟
通。关于9月赴美磋商，双方正在讨论这一问题。当前最
重要的是为双方继续磋商创造必要条件。

（新华社）

热播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令全球目光聚焦美国俄亥俄州代顿
市。记者近日在那个“锈带”城市采访时，看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废
弃厂址上建起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工厂的生动案例，为人们探索全
球化下中美经贸合作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绝佳范本。

8月27日，美国大型连锁会员制超市Costco（中文店
名：开市客）在上海营业，开业首日开市客人气爆棚，吸引
大批消费者前往。

停车场等待需3小时、结账需排队2小时……27日中午
刚过，Costco就发布公告“为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今日下
午卖场暂停营业”，并表示将对“入场人数进行管控、卖场
内限2000人”。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周二上海市民“疯狂”的欢迎后，
当晚美股Costco股价突破前期平台大涨5%，28日晚间再度
上涨1.24%（截至北京时间29日0：33），其总市值两天增加
了78亿美元，即约560亿元人民币！

Costco是什么？
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超市

作为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超市，成立于1976年的
Costco在全球设有超过770家分店，也是全美第二大、全球
第七大零售商。美国90%以上的家庭都是其会员，每年会员
费收入达几百个亿。

Costco最大的特色就是大包装、大分量，以及足够优惠
的价格。根据Costco的公开数据，上海首店的非食品类百货
商品价格低于市场价的30%到60%，食品类则低10%到20%，
商品毛利率大都在10%~11%、大部分商品可无理由退货
……但“低价”而不“廉价”，广受普通及白领家庭的欢迎。

如此火爆超出预期
证明中国市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8月28日，当记者于9点左右来到Costco时，虽然现场
安保人员表示，“跟昨天比人少了很多”，但门口依然排着
长长的队伍。据记者粗略统计约有两三百人，以中老年人
为主。

记者看到，Costco门口有近十个安保人员在隔离栏
前，将客流隔成好几截，分段分量放人入场。Costco安保人
员表示,要入场仍要等待1~2个小时，有人闻讯返回，大部
分顾客仍坚持排队。

10点一刻，记者终于得以入场，由于进行了限流，场内
人数比27日少，不过仍然人气旺盛。

卖场入口陈列着香奈儿、普拉达等奢侈品包，据
Costco工作人员当时介绍，尽管已补过货，所有包仍然只
剩陈列架上的可售样品。酒水饮料区，网传售价1498元的
茅台已经被买空，工作人员透露，28日开店十分钟内这款
茅台酒就被抢光了。

直到记者11点30分左右离开，门口队伍仍然排得很长。
结账处和办理退会、入会等事宜的会员处同样人潮汹

涌。关于会员退会制度，Costco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在
会员期内任何时候都可办理退会。

开业首日如此火爆的场面虽然超出了工作人员的预
期，但也证明了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开业
的火爆场面是否能“坚持到底”，还有待未来的持续表现给
出答案。对于Costco来说，在中国市场的消费者争夺战才
刚刚开始，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上海市闵行区商委工作人员：闵行区1~6月份合同吸
收外资22.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2.2%，也是我们近十年来
非常高的一个增幅。这就表明在当前的改革开放的形势
下，外商对中国对上海的投资意愿依然强劲。（央视财经）

商务部回应美要求企业撤离中国：
中美两国经济联系不是谁想切断就能切断的

Costco
入驻上海

总市值两天
增加78亿美元

美国纪录片《美国工厂》近来在网上热播。
影片讲述的是一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
的故事。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这部讲
述两国产业合作的影片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一扇中美沟通之窗

美国工厂
走进

《美国工厂》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