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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國際輪胎日論壇發佈《藍皮書》

「帶路」予內地輪胎業新動力
殷江宏

山東報道）首屆

中國國際輪胎日論壇前日
（15 日 ） 在 山 東 廣 饒 舉
行，此次論壇發佈的《中
國輪胎品牌海外競爭力藍
皮書》顯示，近年來受貿
易摩擦和市場技術性貿易
措施影響，內地輪胎出口
歐美市場份額呈下滑趨
勢，內地輪胎企業已尋求
海外建廠等方式來減緩貿
易壓力。與此同時，「一
帶一路」沿線市場開始為
內地輪胎企業海外發展提
供新機遇和新動能。

■首屆中國國際輪胎日論壇日前在山東舉行，此次論壇發佈了《中國輪胎品牌海外競爭
力藍皮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藍皮書》由中國國際商會汽車品牌
競爭力調研課題組發起。數據顯

示，2018 年內地新的充氣橡膠輪胎出口
量為 4.86 億條，出口金額達到千億元人
民幣規模。其中，汽車輪胎出口超過 3 億
條，佔橡膠輪胎出口總量的 60%左右，
歐美等發達國家仍是內地輪胎的主要出
口市場。但近年來受制於貿易摩擦和市
場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歐美市場份額
已成下降趨勢。

■中國（廣饒）國際橡膠輪胎暨汽車配件
展覽獲1,600餘名採購商參展。 殷江宏 攝

海外建廠減緩貿易壓力
《藍皮書》認為，通過海外建廠實現
本地化生產，短期來看可在一定程度上
幫助企業保持出口規模和海外業績的穩
定，但由於無法排除發達國家針對第三
國發起新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可能性，
因此企業經由第三國加工出口仍存在一
定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
宏）「面向國際市場，必須是
全系列商用車才能發揮出規模
效應、提升整體競爭力。」中
國重汽集團黨委副書記、總經
理蔡東在此間舉行的媒體開放
日活動表示，中國重汽正在進
行新一輪改革，未來將聚焦主
業實行全系列商用車戰略。
據其介紹，今年前 4 個月該
集團累計實現整車銷售 11.76
萬輛，實現營業收入 434.37 億
元，同比增長 2.24%；實現利
潤總額 25.11 億元，同比增長
28.69%。
自譚旭光去年 9 月出任中國
重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以
來，中國重汽的發展備受外界
關注。目前公司正在進行人
事、預算管理體系、營銷等多
方面改革，力度空前。
蔡東表示，目前來看改革總
體進展非常順利。今年前 4 個
月，面對同行的強有力競爭和
改革帶來的陣痛，中國重汽頂
住了壓力，亦表現出強大「韌
性」，成績來之不易，值得自
豪。他並指出，去年底曾預測
今年中國重卡業務會有所下
降，降幅或在 10%左右，從前
四個月來看，重卡行業已出現微降。

行佈局，未來將繼續發揮優勢，提升服務水
平，使中國重汽品牌形象在「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與國際重點品牌並駕齊驅。
據悉，中國重汽多年來精心佈局國際市
場，產品銷往全球 110 多個國家和地區，
銷量連續 14 年位居中國重卡行業出口首
位，佔據中國重卡行業出口總量的近一
半。目前，中國重汽在全球已累計出口整
車超過 35 萬輛，共建立了 69 個海外代表
處和經銷服務辦事機構，在 60 多個國家發
展了110家一級經銷商、105個服務網點和
101 個配件網點，建立了 9 個境外合作 KD
生產工廠，在 12 個國家或地區合作建立了
16 個配件中心庫，基本覆蓋非洲、中東、
中南美、中亞、俄羅斯和東南亞等發展中
國家和地區。

計劃打造香港模板
此前，中國重汽中標香港特區政府洗街
車項目，這是內地品牌歐VI重卡首次在香
港市場實現銷售。
劉偉表示，該訂單雖然只有 34 輛，卻是
中國重汽歐VI排放產品在香港市場的一次
重要嘗試。他坦言，與內地相比，香港市
場對於產品精細度和質量要求都很高，以
前主要以日本和歐洲品牌為主。未來中國
重汽將進一步通過完善產品質量和售後服
務以提升產品品牌美譽度，樹立公司重卡
和輕卡的高端品牌形象。「中國重汽高度
重視香港市場，未來將把香港市場打造成
模板向高端市場複製。」

首 4 月重卡出口稱冠

去年出口額達 67 億美元
《藍皮書》還顯示，受益於「一帶一
路」倡議的提出，內地輪胎企業已經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表現出較高的市
場參與度和活躍度，建議輪胎企業跟上
全球經濟重點逐漸東移的步調，加大
「一帶一路」沿線市場開拓力度。數據
顯示，2018 年，內地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汽車輪胎出口額達到 67 億美元，
同比增長 8% 左右，乘用車輪胎出口額佔
年內內地汽車輪胎出口總額的比重超過
40%，商用車輪胎出口額佔比則超過五
成。
中國（廣饒）國際橡膠輪胎暨汽車配
件展覽會同日開幕。米其林、佳通、固
特異、中策等 54 家世界輪胎知名企業，
以及來自美國、俄羅斯、迪拜、加拿大
等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1,600 餘名專業採

重汽： 續佈局「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 中國（東營）「一帶一路」跨國採購
對接會現場。
殷江宏 攝
購商到會參展。當日舉行的中國（東
營）「一帶一路」跨國採購對接會，吸
引了來自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印度
尼西亞、印度、迪拜、香港等 40 多個國
家和地區共 67 名採購商參與，達成意向
貿易額近4,000萬元人民幣。
作為內地重要的子午胎生產基地、內
地汽車零部件出口基地，山東廣饒輪胎
產業綜合生產能力達到 1.75 億條，約佔
內地的近四分之一。2018 年全年實現出
口 總 額 193.2 億 元 人 民 幣 ， 同 比 增 長
10.3%，出口市場分佈六大洲 180 多個國
家和地區。

今年前 4 個月中國重汽集團出
口業績仍是亮點，共實現出口車
輛 12,589 輛 ， 佔 行 業 市 場 的
48%，繼續保持內地重卡行業出
口第一。
「2019 年中國重汽出口目標是
4.5萬輛，」中國重汽集團副總經
理劉偉表示，「一帶一路」沿線
是內地卡車企業的出口重點地
■蔡東指，曾預測今年中國重卡業務會下降。
區，中國重汽已在大部分國家進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上月內地樓價 西安升24%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公佈的數據顯示，在信貸寬
鬆背景下，4 月內地 70 大中城市中，新房
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為 67 個，繼 2 月
的 57 城、3 月的 65 城之後繼續增加。為近
四年來上漲城市數量最多，一二三線房價
齊升。不過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各地嚴格
遵循「一城一策」的調控方針，房價「露
頭就打」將成為各城市不約而同的態度。
數據顯示，70 城中，僅贛州、韶關兩城
新房價格微跌，桂林與上月持平，多達 10
城新房漲幅超過 1%，既包括廣州、重
慶、杭州、西安、昆明、武漢、濟南等一
二線熱點城市及省會城市，也有秦皇島、
北海、洛陽等三線城市，其中秦皇島領
漲，上漲 1.8%。從同比看，呼和浩特、貴
陽、西安、秦皇島、大理 5 城新房房價漲
幅超過20%，西安漲幅最大，為23.8%。
在二手房方面，4 月 55 個城市房價環比
上漲，13 個城市漲幅超過 1%，其中，西
寧環比上漲 2%領漲全國，呼和浩特、唐
山、秦皇島漲幅均達到 1.5%，南寧上漲
1.4%，廈門房價再次轉升，上漲1.3%。

三線城市中秦皇島領漲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樓市風向標的一線
城市新房及二手房價漲幅均有所擴大。中
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信貸政策
寬鬆疊加人才政策是房價小陽春的主要原

因。從信貸投放看，在一季度受到降準等
影響，包括 2018 年部分房貸按揭需求轉移
到2019年。前4月居民戶中長期貸款達1.8
萬億元人民幣，數據是歷史高位。
從房地產資金面看，張大偉認為，房企
融資難度有所降低，大額融資明顯增加。
降準帶來的信貸對房地產影響開始逐漸出
現。從房地產調控內容看，多城市出現寬
鬆並疊加人口政策放大。

70 城上月賣地逾 3300 億
「從信貸市場看，樓市最緊的時間已經
過去，包括認房又認貸政策，首套房與二
套房的認定標準，貸款成數、按揭利率的
變化，將是未來幾個月影響房地產市場走
勢的最關鍵要素。」張大偉指出，4 月以
來，超過 15 城樓市政策再收緊，限售與公
積金收緊再現。出現加碼調控政策的城市
主要原因是部分區域房地產市場有失控風
險，房價明顯上漲，土地市場明顯過熱。
最新公佈的 4 月經濟數據中，在多數指
標回落的背景下房地產成為亮點，房地產
投資和銷售均在加速，土地市場亦明顯活
躍。據中原地產統計，70 城 4 月賣地高達
3,321億元人民幣，同比上漲了47%，環比
上漲 36.9%，賣地比較多的城市有武漢、
杭州、合肥、溫州、寧波、廣州、鄭州，
賣地溢價率高達 22.71%，也是最近 2 年的
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