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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株洲对外投资
截至 2018 年底，株洲在外投资的企业和机构共

计 60家，累计投资额达 10亿美元。

●“一带一路”成为株洲投资热土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株洲开放

型经济的新引擎。
截至 2018 年底，株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

目投资总额占总投资额 97%。

●目前，株洲已有轨道交通、陶瓷、有色新材料三个
国家级外贸出口示范基地，航空产业省级特色出口
基地。

3月，市民消费投诉举报
热点有哪些

电信服务、“预付式+生活服务”、食
品类问题排前三

株洲日报记者 刘芳
通讯员/肖利花

株洲日报讯 株洲市场，市民投诉举报热点有哪些？哪一
类问题投诉量位居榜首？日前，市市场监管局 12315举报投诉指
挥中心发布 3 月份我市“12315”举报投诉统计分析报告，全市
12315机构共受理 5616件投诉，较上月增长 91.02%，其中投诉举
报 855件，较上月增长 171.43%。

【热点分析】
商品服务类投诉，电信服务类最多

“3月因五大热线整合，又逢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整体受理量大幅提升。”据介绍，12315 信息系统受理投诉 643
件，是上月的 1.04 倍。按受理类型，服务类 387 件、商品类 256
件，分别占投诉量 60.19%和 39.81%。举报 72 件，与上月基本持
平，按受理类型，服务类 43 件、商品类 29 件，分别占举报量
59.72%和 40.28%。

从统计数据来看，投诉举报中商品服务类排前三名的依次
是电信服务类、“预付式+生活服务”类、食品类问题。

电信服务类投诉共有 56 件，同比增长 143%，从上月第四
名跃居榜首。上述负责人介绍，主要反映运营商未按套餐资费
标准收费；擅自更改套餐或开通收费业务；线路故障未及时处
理；手机欠费未尽到提醒义务或无故停机、注销；运营商赠送的
业务到期未自动取消产生费用等。

据介绍，3月“预付式+生活服务”投诉热度不减，预付式消
费投诉主要集中在健身保健、美容美发、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
类消费领域，包括发卡不规范、诱导性消费、服务缩水、霸王条
款、转卡退卡困难、关门跑路等侵权问题。

3 月 ，食 品 类 问 题 投 诉 激 增 ，共 有 37 件 ，较 上 月 增 长
311.11%，高达三倍。“因春季多雨温度变化无常，对食品生产过
程及贮存条件的要求更高，涉及食品霉变、食用后身体不适等
问题的投诉激增。”上述负责人介绍，3月投诉中涉及食品销售
虚假宣传 13件、预包装食品霉变过期 12件、职业打假人反映食
品包装标识问题 10件、肉类发现寄生虫 2件。

【典型案例】
【案例1】订制家具合同纠纷案

2月 28日和 3月 1日，邓女士和张女士先后到荷塘工商分
局月塘所投诉，反映她们均在株洲某公司预订家具，并各自交
纳预付款 60000元，但并未订制生产家具，要求退款被要求收
取高额设计费，与商家协商被拒，请求维权。

该所接诉后立即展开调查，确定合同两位投诉人都是在被
诉方 2018年 9月的营销活动中签订的订制合同，投诉人提供了
被诉方的宣传单和订制协议。该所执法人员发现宣传单中擅自
使用了国家领导人形象，且印有“免费设计”和“最终解释权归
商家所有”字样，协议中涉及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若未
产生消费收取 10%设计费”未予以显著方式提示。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秉承行政调解先行原则，该所执法人
员先后三次召集双方调解，3 月 11日，被诉方最终同意全额退
款，两位投诉人各 60000元共计 120000元，消费者对该所执法
人员表示感谢。

【案例2】美容院收取“预约金”拒退案
3月 15日，刘女士来电反映 2018年在株洲某医疗美容机构

交纳 1000元预约金，但一直未选定项目，3月份要求将该款用
于为亲人做美瞳线被拒，请求维权。

芦淞工商分局建设所接诉后立即展开调查，经了解，投诉
人交纳预约金时所选定的医生已经离职，投诉人于 3月初欲将
预约金转给其姐姐做美瞳线项目时，被告知该预约金只限本人
使用且不能退款。该所执法人员上门调查时，被诉方工作人员
承认投诉人交款时未尽重要事项告知义务，经执法人员宣讲法
律知识，指出其违法侵权行为，商家承诺在 7个工作日内全额
退还预约金。

【案例3】烟花燃放爆炸伤人案
3月 18日，林先生来电反映购买了醴陵市某鞭炮烟花有限

公司生产的烟花，3月 16日在燃放过程中突然爆炸，导致其本
人眼睛受伤，请求维权。

醴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泗汾所接诉后立即展开调查，确认
投诉人所述属实，投诉人在受伤之后多次通过包装上电话联系
被诉方协商赔偿事宜，均被推诿。该所执法人员多次联系被诉
方，于 3月 25日促成双方调解，被诉方解释因家人住院无精力
处理该事件导致延误赔偿，当场取得了投诉人谅解，双方达成
一致，被诉方赔偿消费者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共计
24000元，赔偿款于 4月底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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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③
3月末、4月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达哲率湖南代表团赴欧洲国家，开展经
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推动我省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开拓市场。株洲市政府作为唯
一一个市政府代表团，组织9家企业及外
经外贸战线工作人员，参加此次湖南团
在英国和爱尔兰两国共6天的经贸活动。

欧洲，世界工业发展的前沿；株洲，
一座因工业而生的城市。

漂洋过海，株洲与英国、爱尔兰相
遇，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欧洲之行，给
株洲企业带来什么启示？株洲企业该如
何“走出去”？

【1】

“技术+市场”走出去
IGBT，这位“工业美男”是大国重器，

大到高铁、船舰，小到家电、汽车，都靠他
神奇变频驱动；是“节能达人”，只要全国
五分之一的电机用上他，就可以节约三
峡水电站两年的发电量。

这项代表“中国芯”的技术，就得益
于“走出去”。

中车株洲所旗下子公司时代电气，
有资本、有市场，英国的丹尼克斯，拥有
从高压 IGBT芯片设计、制造到模块组装、
试验的整套研发制造技术和能力，只欠
产品应用支撑平台、设备和研发投入等

“东风”。双方确认过眼神，速配成功。
2008 年 10 月，株洲中车时代电气收购其
75%的股权，成为当时中国轨道交通行业
跨国并购的第一案，其研发中心专注于
尖端大功率半导体产品技术的研发，打
破了国外高端技术垄断，为新能源交通
工具、铁路牵引、航空航天等产业提供

“中国智造”。
此后，时代电气在 IGBT 技术与产业

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工
艺技术从丹尼克斯原有的 6 英寸一举跨
越到国际最先进的 8英寸。

在技术同向、市场同心的“基因”主
导下，近年来中车株洲所先后并购丹尼
克斯、代尔克、德国 E+M、BOGE（博戈）、英
国 SMD，较短时间内迅速拓展业务领域，
由轨道交通延至汽车，由陆地拓至深海，
实现“走出去”到“走进去”，成为我国轨
道交通装备“走出去”的先锋。

此次欧洲行，湖南代表团走进林肯
郡，走进丹尼克斯。

“简单点说，通过并购丹尼克斯，我
们进一步提升了研发能力。”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当地除了有许多大型跨国知名
企业，还有一大批像丹尼克斯这样在细
分行业里面有独特实力的中小企业，同
时，该地区教育发达，拥有伯明翰大学等
25所大学，近 50万大学生。

近年来，株洲轨道装备积极推动海外
战略，在我市对外贸易中一枝独秀，以中车
株机、时代电气等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大力
拓展国际市场，从单一产品出口，发展到

“产品+技术+服务+资本+方案”的综合输出。

【2】

“产业优势互补+市场”走出去
爱尔兰，全国绿树成荫、草地遍布，

生态环境优良，有“翡翠岛国”的美誉。
4月 2日，湖南经贸代表团赴米斯郡

首府纳文镇，参观湖南欧比佳乳业在爱
尔兰的工厂——艾姆瑞奶粉厂。

湖南欧比佳乳业成立于 2009 年，不
仅完成内蒙古呼伦贝尔、湖南长沙“一南
一北”两大生产基地战略布局，还先后与
荷兰、丹麦、西班牙、爱尔兰等多国著名
乳制品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将目标投
向世界。

“爱尔兰现代农牧业发达，奶源优势
得天独厚，在此地投资建厂，将实现两地
产业优势互补。”据介绍，爱姆瑞乳粉工
厂是欧比佳乳业集团全产业链和国际化
战略最重要的一环，项目占地 60亩，总投
资 4500万欧元，项目建成后，工厂还将在
技术研发方面和爱尔兰国家实验室合
作，以保证品控和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此次访问，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迎峰感慨颇深，他认
为，“企业要走出去，要结合两地产业的
特点，寻找合作契合点，互补才能走得
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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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渐成常态。

“但对株洲企业来说，还需要更多走出去的勇
气。”副市长黄芳说。

成立于2010年的株洲悍威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各种磁性起重设备、磁装夹工具等磁电产
品研究与生产的年轻高科技型企业，该公司的产品应
用于机械、造船、电力、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等行业。

“以前觉得企业小，只想先立足本地，再做全国市
场。”悍威磁电董事长任争胜是一名理科男，用他自己
的话来讲，“公司团队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

直到 2015 年，企业在业内露出尖尖角，国内市
场不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才开始意识到要
做外贸。任争胜通过网络满世界寻找客户，吃了数
百次闭门羹后，终于熬过那段“艰苦岁月”，将产品
销往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017 年，以前拒绝他的一家奥地利公司，又找回来
要做其产品的欧洲代理。去年，该公司的外贸出口
额有 50万美金。

“不走出去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不知
道技术更新得有多快。”任争胜说，企业要利用资源
主动走出去，不只是让产品走出去，更要让技术、服
务、理念走出去，与国际接轨，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市商务和粮食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有400多家
企业有外贸业务、60家企业在外投资。目前，株洲在湖
南省外贸出口总量排名第五。然而产品结构不均衡，
过度依靠机电产品和陶瓷产业，部分企业固步自封，
满足于广交会、法兰克福春交会等传统展会和市场，
缺乏主动走出去的动力，导致外贸体量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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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单打独斗，不抱团发展”
这次欧洲行，对株洲来讲还有一个突破，就是

醴陵釉下五彩瓷、茶祖茶叶也首次跟随湖南出访
团，作为礼品被推荐给当地友人。

“陶瓷作为一个传统行业，需要在新时代焕发
生机。”株洲天机巧陶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文澜说，醴陵釉下五彩瓷缺的不是生产和工艺，
缺的是对市场的了解和打开市场的方法，这次欧洲
行，是陶瓷走出去的绝佳机会。

自公司成立以来，黄文澜就有“走出去的野
心”，每次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行业展，都亲自穿着
旗袍向来自全世界的客商推销陶瓷。但让黄文澜感
到力不从心的是，“这种专业性会展，有一个弊端就
是参展的企业存在同质竞争，最终还会导致价格恶
性竞争。”

“政府用了心，企业也要发力。”黄文澜认为，陶
瓷行业缺少一个为行业发声的平台，这个平台不仅
卖产品，还要卖株洲的陶瓷品牌。“企业不能单打独
斗，得靠行业的凝聚力，抱团出海，加大株洲品牌在
海外的话语权。”

这一点，也得到株洲科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董
事长尹新成的赞同。他认为，行业要形成良性发展，
要善于“分工合作”，培育不同的产业层次梯队，各
自对市场、产品有精准定位。如大企业就要走高端
产品路线，而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
差异化产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1】引产业
“株企‘出海’路径各有不同，包括海外并购、海

外绿地投资等。”市商务和粮食局外经科科长何好
俊介绍，海外并购，中车株机等实现了全球资源的
优化配置；海外绿地投资，通过设立贸易公司和建
境外加工厂，可开拓国际市场，带动产品出口，积累
经验、培养人才。

那么，未来如何让更多企业走出去？株洲还有
哪些优势产业？

此次出访期间，株洲成功牵手英国第二大制药公
司——阿斯利康公司。这是一家全球性生物制药企
业，主要业务集中在心血管、肿瘤、呼吸、消化等治疗
领域。双方对接成功后，将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
打造专注株洲市场、辐射全省市场的创新医疗体系。

积极引进生物医药企业，这也符合我市之前发
布的《株洲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8-
2022）》。该文件明确，到 2022 年，全市生物医药健
康产业工业总产值力争达到 400亿元以上，其中，生
物医药制造产值达到 120 亿元以上，医疗与健康养
生产业服务产值达到 200亿元以上，形成年主营业
务收入超 100 亿元的企业 1家、超 50亿元企业 1家、
超 10亿元企业 3至 5家。

“企业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增添内动力。”市
商务和粮食局外贸科科长黄杰成分析，“株洲的优
势产业，有轨道交通、航空、陶瓷、服装这几个‘大
牌’，今后还要补上电子信息、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等新型产业。引进来、吸收新型产业的优势，才能更
好地走出去。”

新引进外向型实体企业工程，也是市商务和粮
食局今年开展的重点工程之一。

“今年，我市将开展外向型实体企业项目和加
工贸易项目精准招商，提升招商引资对外贸的贡献
度，力争新引进企业到 2020年新增进出口额 5亿美
元。”市商务和粮食局局长潘才良表示，结合我市优
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聚集带动作用，还将引进和
培育外向型配套产业集群。

【2】搭平台
学习参观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可以做什么？

“不仅‘大树’要走出去，‘小草’也要走出去。”
黄芳表示。

已经走出去的任争胜说，公司今年的主题是
“练内功”。

“这次随考察团出访欧洲，最大的感触还是咱
们缺少一种工匠精神。”任争胜说，“我们的技术与
欧洲差距不大，差的是做工工艺，是细节。”

今年，我市将参加全省的“万企闯国际”行动，
组织企业参加省厅举办的境外自办展，参加全省推
荐的欧洲(汉诺威)机床展、墨西哥汽配展、澳大利亚
铁路展、迪拜五大行业展等境外重点展会和专业性
展会，鼓励企业自行参加重要国际展会；推介芦淞
服饰、醴陵陶瓷、株洲硬质合金等地标产品抱团参
加国际展会，支持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
车、硬质合金、陶瓷、烟花等优势产品出海，带动外
贸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
场和非洲、美洲、中东欧、东盟等重点国际市场，不
断拓展外贸发展空间。

针对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法律知识、广告宣传等
问题，株洲市高新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将开展外贸
专业培训，组织海外参展等传统优势服务。株洲市高
新区外贸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连薇露表示，“将加强
信息收集，创新特色服务，尤其在融资方面，升级‘一
站式’外贸综合服务，为我市进出口企业提供便利。”

看 一 看 ，他 们 是
怎么走出去的

A

B
找一找，我们还差什么

C
想一想，未来可以做什么

株洲代表团向外国友人
赠送推荐陶瓷。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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