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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疫情期间最大限度降低贸易
风险有何建议？
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也就是了解您
的客户，完成适当的尽职调查，拥
有良好的信用管理流程。还要保持
灵活性。
Eric den Boogert

观众问答

4 无论您在世界何处经营业务，开
展贸易，也无论您是否看到了这
种变化，贸易原则都是一样的。  

Andreas T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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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危机。它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工作和贸易方式。面临如此大规模的中断情况，我们必须

在此时反思、评估，并提出有关业务经营方式的重要问题。正

在发生什么？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企业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这便是我们推出“从危机到转机：贸易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系列网络研讨会的原因。明确当前趋势，然后询问“未来将如

何发展？”，我们在此基础上向经济、地缘政治、数字技术和

贸易领域的世界一流专家提出问题。

“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贸易方式，但它会持续下去吗？” 是该

系列的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正如安卓首席营销官 Andreas 

Tesch 在网络研讨会开场发言中所说，“此次活动专注于去全

球化，并从许多方面将之前几次网络研讨会的所有环节结合在

一起”。去全球化会受到疫情、贸易关系和数字化的影响，这

也是之前几次网络研讨会讨论的三个主题。

参加最后一期活动的小组成员包括一流经济学家、作家和学者 

Linda Yueh 博士，Valbruna 助理财务总监 Valter Viero，荷兰

贸易协会 evofenedex 主任 Bart Jan Koopman 和安卓亚洲常务

董事 Eric den Boogert。

小组成员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安卓的观点。在网络研讨会中分

享及在本白皮书中总结的任何观察意见或表达的观点都不应被

视为安卓的见解或建议。本次网络研讨会由安卓首席营销官 

Andreas Tesch 做开场发言，并由记者 Daisy McAndrew 主持。

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贸易方式， 
但它会持续下去吗？

去全球化与全球化

主要趋势是什么？当前，全球贸易放缓，是否表明出现去

全球化？如果是，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与跨境贸易

企业是否在调整供应链和生产方案，以便应对疫情引起的

供应链中断？

国际关系

跨境贸易关系、关税和贸易集团等问题是否会对去全球化

产生影响？关键问题是什么？

亚洲是否正在回流？

亚洲目前的制造和分销趋势如何？这些趋势将对亚洲和世

界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模式 5 服务的影响

什么是模式 5 服务？对全球贸易流动的重要性如何？会对

发展中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影响供应链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成本、客户关系、国际关系、碳足迹：许多因素均会影响

制造及销售地点相关的商业战略。

关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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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会停止海外的业务？我们是否会暂缓出游？
我们可以将去全球化定义为显著减少全球运动的影响。这种
萎缩可能包括海外出行、跨境贸易、出国留学人数等方面的
下跌。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难以维系且令人担忧的观
念。上述所有行为会伴随我们一生。这种状态是否会终结？

对 Linda Yueh 博士而言，这并非简单的是否问题，答案较为
微妙。她解释道：“我们是否会停止海外业务？我们是否会停
止出行？我认为答案是不会完全停止，但鉴于地缘政治和部分
技术原因，我们会发现跨境行为出现放缓趋势。我想，这可能
也更好地总结了去全球化的概念。”这种“慢球化”体现在全
球商品出口额对 GDP 比率的下降上。该趋势始于 2008 年，说
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化首次出现倒退。¹疫情也发挥
了一定作用，可能加快某些趋势的形成。这包括供应链中断、
货运成本上升和保护主义现象出现，在疫苗和 PPE（个人防护
装备，包括手套和口罩）领域尤为如此。然而，前景远不是非
黑即白那么简单。数字数据服务是全球贸易增长最快的一大领
域，因此加快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

去全球化与贸易再定义

1  Petersen 国际经济研究所：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pandemic-adds-momentum-deglobalization-trend

虽然企业可以选择贸易地点及方式，但未来的全球供应链可能
部分取决于决策者。正如 Linda 所言：“我认为，除非我们能
够实现公平贸易，而不仅仅是自由贸易，否则去全球化便有可
能持续下去，至少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制定全球规则，帮助人们适应日新月异的贸易和技术影响，而
这对许多国家/地区而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个充满机
遇的时代。“万亿美元”问题的答案在于我
们如何重新定义贸易。

Linda Yueh 博士

观众调查 #1

您是否认为公司正在转移生产和/或寻找新的供应商， 
以便重组其供应链？

否是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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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全球化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何联系？

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压抑许久的需求释放推动的。一旦人
们能够出门旅行，您便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您开始感
受到物价压力，这就是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一般来
说，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价格更低，因此全球化能够降
低物价……我认为以后这种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不会再
出现大规模的主要经济力量，但人口增长、供应链异常等
其他问题却会出现。

Linda Yueh 博士

观众问答

您所在行业是否出现去全球化趋势？

您认为您的业务（主要）属于哪个领域？

是

49%

否

51%

活动前的问题
我们提前问了 4 个问题。

我们想知道企业如何看待去全球化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在考虑
重组供应链。

服务

在您的制造或生产中，您是否已经采用或正在考虑将来采用
下列选项？

不适用

尚无计划

多岸（将生产转移至多个国家/地区）

回流（将生产转移回国内）

制造/生产分销

近岸（将生产转移至邻近国家/地区）

气候变化法律和可持续性问题是否会影响您的贸易方式？

有一点影响 影响很大完全没有影响 全方位影响 

13%9%

53%

24%

13%

5%

5%

37% 29%28%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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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贸易？
贸易流动和贸易路线
新冠疫情导致边境封锁、隔离和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造成了
巨大破坏，其中也包括对部分供应链的反思。然而，虽然这种
现象可能说明出现去全球化，但疫情本身是全球性的。同样，
针对疫情影响的一些应对措施（包括疫苗开发和数字化程度的
提高）也是全球性的。但是，企业在过去的 18 个月做了什么？
意大利制造商 Valbruna 融入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供应链。
该公司专门为发电、航空航天和汽车等行业生产高性能不锈
钢和镍合金棒材及线材。面对 Valbruna 助理财务总监 Valter 

Viero，我们询问疫情是否对贸易造成了困扰。他说道：“这一
趋势在疫情之前便已出现，至少在我们的行业是这样的。它始
于美国特朗普总统任期。特朗普当选后，人们开始大量讨论回
流问题。”Valter 解释了地缘政治和关税可能对供应链产生的
影响。不过，他承认新冠疫情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并且表
示：“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中断，我们在经营中更加迫切地需
要拥有更短、更紧凑、更有弹性的供应链。”

商业压力和破产
有趣的是，疫情并未如一些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造成大规模破
产。安卓亚洲常务董事 Eric den Boogert 解释称：“从逻辑上
讲，您认为会出现大规模破产。当然，政府已经大幅介入，这
种情况自 2008 年以来从未有过。这一次，他们介入地更早，
投入的力量也更大。因此，我们预计这将产生巨大影响。但即
便如此，过去一年半的实际违约水平如此之低，还是令我感到
惊讶。”

在所有使用过的不同单词中，我最喜欢的是“近
岸”，因为除非某个国家/地区很大，比如美国或中
国，否则通常很难想象一个国家 /地区内部可以形
成自给自足的供应链。

Valter Viero

对于 Valbruna 来说，答案不在于回流（保留意大利境内的制造
和分销业务），而在于近岸，即在美国市场附近发展制造能力。
其中包括在美国开设工厂，并在加拿大建立熔炼车间，无论是
实物交割还是文化理解和信息交流，公司都能更加靠近客户。

“该举措早于新冠疫情事件，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北美供应链。原
本，我们需要装载集装箱穿过大西洋，如今只需完成 400 英里
的公路运输。路程得以大幅缩短，成本和风险也大大降低，”
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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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5 服务是指作为商品的一部分出口的服务，例如智能手
机。手机本身是实物商品，需要缴纳特定的贸易税和关税。但
是，手机还包含创意设计和研发的增值嵌入式服务。物联网的
兴起是影响模式 5 服务增长的一种因素。例如，购买智能冰箱
的客户会希望获得联网增强服务。投资传感器增强连接型生产
线的制造商也是一样。

正如 Linda 所言：“多数产品的许多附加值源自研发，而非仅仅
来源于实物投入。因此，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也是技术
[设计]开始实体化的领域。理解这一点对贸易而言非常重要，因
为跨境提供信用保险无需缴纳关税。但如果将其具体化为实物
商品时，便需要缴纳关税。因此，改善这一方面的治理，实际
上能够使大量全球贸易通行无阻，这就是欧盟领导的一些国家/

地区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推动模式 5 服务的原因。换言之，
研究发现，如果您采用全球标准，全面了解如何处理贸易商品
的保险、研发和设计，便能真正促进商品贸易。”

模式 5 服务对全球贸易流动有多重要？

研究发现，如果您采用全球标准，
全面了解如何处理贸易商品的 [模式  

5 服务 ]，便能真正促进商品贸易。

Linda Yueh 博士

WTO 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国际贸易铺平道路？
WTO 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世界贸易流动尽可能平稳自由且容易预
测。它是管理国家/地区间贸易规则的国际机构。然而，尽管该
机构的作用是监管此基于规则的体系，但是网络研讨会小组成
员也承认其存在局限性。

Linda 表示，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时，WTO 要求 164 个国家和
地区达成一致共识。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再加上技术快速发展和数据管理等问题，情况只会变得更
加复杂。荷兰贸易协会 evofenedex 主任 Bart Jan Koopman 表
示：“WTO 的结构非常糟糕，要想摆脱该体系中的保护主义，
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我想，我们协会的很多公司至少都经历
过这种情况。”

7

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贸易方式，但它会持续下去吗？



哪些因素塑造了供应链的主要趋势？
Bart Jan 认为，在与荷兰和欧洲的许多企业合作时，需要关注
另一个关键问题——地缘政治。他说道：“根据经验，我们正在
进入真正由贸易集团主导的世界。并不是说全球化已经停止，
而是我们开始面临更多类似中美冲突这样的问题。但美欧问题
依然存在。我想，如果认为将特朗普政府换成拜登政府，美国
保护主义便能突然消失，那就太天真了。我不认为是这样……
钢铝关税仍然存在，而且不会取消。”

观众问答

您认为许多欧洲生产商真的会将业务从亚洲，尤其

是中国，转移到欧洲吗？

在某种程度上，部分生产商会这么做。但我认为大

部分不会。我想强调的是，我倾向于公司董事会会

对供应链重组进行更多的战略性反思。所以要考虑

的不仅仅是成本、劳动力或您具备什么条件。您需

要综合考虑一系列因素，从而有机会在中国或亚洲

调整供应链秩序，并专注于此。美国和加拿大的上

述组合可能也是如此。我认为欧洲的情况不会有太

大差别。

Bart Jan Koopman

成本是影响欧洲供应链决策的主要因素
疫情让影响供应链的一系列因素尤为凸显。在对网络研讨会观
众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发现，成本是影响企业决定商品制造和
销售地点的主要因素。Bart Jan 指出，虽然他所在组织的部
分企业正在选择将生产从中国等地转移回欧洲，但此过程耗资
巨大，目前仅限一小部分企业能够实现。不过他也承认，不断
上涨的运输成本对许多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他说道：“我们
许多客户都在抱怨集装箱价格飞涨，有时能够达到一两年前的 
十倍。”

Gartner 的研究发现，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弹性是企业考虑的两大
最重要因素。² 绝大多数受访企业均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两年
内提高供应链弹性，但也有许多企业表示，他们需要在弹性和
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可以通过回流和缩短供应链的方式来
提高弹性，但这并非唯一的解决方案，本身也未必能够推动去
全球化。

很大程度上，保护主义正在加剧，
这就是人们和公司不仅要调整供应
链，还要调整整体业务模式的一大
根本因素。

Bart Jan Koopman

2 https://www.gartner.com/en/supply-chain/trends/supply-chain-resilience-repor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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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而言，亚洲仍是具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
正如 Eric den Boogert 所说，担心供应链弹性、讨论回流或去
全球化的并非只有欧洲或北美。他说道：“几年前，人们希望中
美贸易战只是暂时性问题，但现在，许多公司已经接受了这将
是一场持久战的事实。出于成本以外的其他原因，多家公司都
在寻找采购、制造以及在中国制造的替代方案。”

Eric 解释说，在疫情之前，建设替代性供应链的做法在亚洲已
出现多年。此类例子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制造中心不断

欧盟商会近期在中国开展了一项企业信心研究，其中表明欧洲公司对中国的前景非
常看好。虽然部分制造业有可能转移，但对欧洲公司而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
强大的制造能力依然很有吸引力。

Eric den Boogert

观众调查 #2

考虑供应链变化时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请按重要性排序。

非常重要

相当重要

重要

不太重要

没那么重要

不重要

1. 成本

2. 尽量减少供应链中断

3. 信用风险

4. 靠近客户

5. 劳动力/技能 

6. 碳足迹/可持续性

增加。鉴于中国的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并且从出口导向型经济
向更加注重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内需的模式进行系统性转变，越
南等经济体也开始提供低成本劳动力。他说道：“如果您稍加观
察，便会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愈发高昂。 

他们正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这也显然是受到政策的驱动。但
从另一方面看，这里依然是非常高效的选择。因此，我认为针
对整个地区很难给出一个通解，因为这里面积广阔，多样性 
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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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通常是公司做出商业决策的结果。企业最有资格决定在
哪里制造或采购商品或服务，并确定最适合自己的市场。他们
会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他们希望服务客户，采取措施满足客户
需求，其中可能不仅涉及销售何种产品，也包括如何创造和交
付最终商品或服务。

正如 Valter 所说，成本不一定是驱动这类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例如，Valbruna 的关键驱动因素便是靠近客户，巩固客户关
系。他说道：“我们想说，靠近客户是主要因素。在其他一些行
业中，可能据调查结果显示，成本因素更为重要，而在其他情
况下，避免中断等因素则更为重要。因此，在我看来，没有正
确答案，具体取决于行业类型以及公司类型和理念。”

影响供应链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我们正处在气候及其他各种严峻问题环绕的过渡阶段。我认为，在这一过渡
时期实现再均衡，会面临相当多的地缘政治问题。我真心希望这种再均衡代
表我们正在享受并仍然维持全球化的优势。

Bart Jan Koopman

观众调查 #3

您认为去全球化能否持续下去？

否

41%
是

59%

Bart Jan 对此表示同意，并解释道，哪怕传统制造企业也愈
发在其业务模式中增加服务，在销售产品时提供配套软件或支
持，并在产品交付后很长时间内持续建立关系。

对某些企业而言，增材制造（3D 打印）等最新技术进展即代表
在地理位置靠近客户的同时开展生产，获得更多的准时生产机
会，可能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也更高效。正如 Linda 所言：

“推动回流的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以及效率和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所以我认为这些因素都会发挥作用。”她补充道：“希望
使供应链更具弹性，但也想保持技术领先。因此，增材制造便
属于另一项缩短供应链的技术。换言之，即使在准时制供应链
中，该技术也只是为了打印您所需的东西，然后将之粘合在一
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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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疫情已经暴露出制造商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重要的相互

依存关系，您认为供应商是否能够争取到更优惠的价格？

在短期内也许可以，但从长远来看，情况会有所调整。我认

为近岸的概念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例如，中国是稀土的主

要供应国，美国对此非常担忧。但是，加拿大也可以开采大

量稀土。因此，美国和加拿大跨境合作发展此行业，符合两

国的最大利益。

Valter Viero

观众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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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定程度的供应链弹性对任何企业的经营都很重要，但对
于具有关键战略意义的部门而言，其重要性更上一层。近期，
PPE 和半导体领域受到供应链的影响，其中便凸显出这一问
题。正如 Bart Jan 所确认的：“在互联世界里，如果无法获得芯
片，一切都会停止运行。”对于因当前半导体短缺而苦苦挣扎的
汽车行业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Linda 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外交委员会主席，长期与一
群经济学家合作，研究影响英国和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经济、地
缘政治和其他趋势。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建议是“指定具有系统
重要性的供应链并进行压力测试。”³

该建议指出，在 2008/2009 年银行业危机之后，由二十国集团 

(G20) 成立的国际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与国家当局及国有银行合
作，确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SIFI)。这些机构包括全
部或部分倒闭会导致国内或全球严重动荡的银行。这些银行必
须遵守审慎政策和年度“压力测试”的相关规定，确保能够承
受潜在冲击。委员会的建议是应当将类似制度应用于卫生、国
防或关键工业进口行业的供应链。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供应链弹性

如果边境封锁，我们还能否提供基本
服务？目前，至少可以说，这显然具
有挑战性，但是考虑到各国对供应链
采取的较为积极的态度，其前进方向
是一致的。我想，这种趋势会持续 
下去。

Linda Yueh 博士

Linda 解释道，这是主要经济体开始严肃对待的一大领域。她
说道：“如果查看 G7 公报，就会发现他们在其中一节同意在未
来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供应链进行压力测试。因此，这是经济
问题（即公司制定有效的商业决策）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情
报数据问题的结合。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3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reports/LSE-IDEAS-UK-Economic-Diplomacy-in-the-21st-Century.pd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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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成功的公司是能够完全按照客户需求交付产品并能为交易
提供附加值的公司。越来越多的人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要求
供应商采取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措施，或者倾向于选择
能够尽可能协助减少自身碳足迹的供应商。具体表现为，顾客
会选择购买本地商品，最大程度地减少食物、衣服或消费品相
关的飞行里程。而在 B2B 环境中，这种趋势也愈发明显，许多
合同会包含绿色条款以及供应链通过绿色审查的规定。由于运
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许多企业正在想方设法缩短供
应链、实现业务回流或近岸经营。

可持续的商业政策不仅仅受到客户偏好和消费者需求的推动。 

政府立法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正如 Bart Jan 所说：“例如，在
不久的将来，如果欧盟委员会向您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您实际
会希望在欧洲进行更多生产，并且受到更多保护。如果无法实
现这一点，您为什么希望改变生产？”

Linda 同意 Bart Jan 的观点，并表示：“如果欧盟在未来两年内
提出这一建议，同时符合 WTO 要求，这将对供应链产生巨大的
潜在影响。因为如果生产排放量不满足欧盟内部欧洲生产商所

对 ESG 的忧虑如何推动去全球化趋势发展

观众问答

就气候变化而言，地球能否在持续的全球化中幸存下来？地

球是否需要去全球化？

气候变化将改变我们贸易和生产的组织方式。因为我们都

说，企业需要为客户服务，客户希望以可持续的方式完成贸

易和制造，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因为人们担心气候变

化，这种态度会促使公司尝试改变自身行为。实际上，这种

改变可能会早于真正的绿色转型，交通运输领域尤其如此。

Linda Yueh 博士

遵守的相同环境标准，便会被征收额外关税，以便平衡碳排放
的影响。她补充道：“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应对气
候变化，我们最终都会征收碳排放税，但这并非解决所谓碳泄
漏问题的唯一举措。”

并非只有制造和生产企业对 ESG 表示担忧。“无形经济”，或
者是不生产任何实物，而是依赖数字技术的服务型企业，可能
也需要对碳排放负责。这是因为数据中心会排放大量能量，同
时也需要大量能量。也就是说，即使是服务业也可能对碳排放
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可能需要根据潜在的绿色立法反思经营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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