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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洲蜜蜂展将
在突尼斯举办

简介：2019非洲蜜蜂展将于 11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在突尼斯纳布勒市举
办，主办方 WAFT 国际公司欢迎中
国企业参展，参展报名可通过以下方
式与主办方联系：电话： 00216-
72223287/31528262；邮箱： sarl.wa⁃
fainternational@gmail.com。▲ （信息
来自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商参处）

2.斯里兰卡出口发展委员会就“如何进
入中国市场”公开征求研究提案
简介：为帮助斯里兰卡企业更好地进入
中国市场、增加斯对华出口，斯里兰卡
出口发展委员会现向国际咨询公司/顾
问就“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公开征求研
究提案，以开展一项包含市场信息和分
析的数据驱动型研究。提案提交截止日
期为2019年9月30日。▲（信息来自中
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经商参处）

成熟的商业环
境和良好的

契约精神使得日
本作为投资地受
到越来越多中国
企业的青睐。但
与早期“出海”
的餐饮业、服务
业不同，现如今日本市场的需求正在悄
然发生变化。《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参
加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和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北京创新
领域对日投资论坛”时了解到，“地方”
和“创新”已成为当今投资日本的最新
热词。

地方城市绽放魅力
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

的最新数据表明，在投资
日本的外资企业中，大约
七成将据点设在东京，其
余多数设在地处首都圈内
的神奈川县，再次是日本
第二大城市大阪，敢于深
入地方城市的外资企业少
之又少。实际上，日本地
方隐藏了大批手握技术、
稳步发展的中小型企业，
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大量优惠政策扶
持。对于初次涉足日本市场的外资企业
来说，相较于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日
本地方正在绽放独特魅力。

“我发现中国公司比较喜欢去东京、
大阪等大城市投资，我的建议是也可以
考虑其他地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
事务所所长堂之上武夫在接受《环球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各地有很多
技术优良的企业，像静冈县、爱知县、
岐阜县等地都是不错的选择，有技术，
土地和运营成本还便宜”。

神户是一座位于日本西部兵库县的
港口城市，聚集 354 家医疗相关企业，
形成了日本规模最大的生物医疗集群。
日本神户市政府驻中国总代表处首席代
表梅泽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医
疗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后，神户正积极挑
战尖端领域，大力吸引以中国企业为首
的外商投资。梅泽章介绍说，神户针对
外资企业有一套扶持制度，比如给予最
长一年时间的公司筹建签证，提供事务
所租金补助，3年最多补助 3300万日元
（1万日元约合657元人民币），还可提供
通信费、高级人才费等多项资金支持。

在日本地方的优惠政策中，横滨市
出手最为阔绰。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
华为、比亚迪、长城汽车、中国银行等
大型中国企业陆续落户横滨。为了吸引
更多优质企业，横滨不惜为满足一定条
件的落户企业推出最高提供50亿日元补

助金的优厚政策。横滨市的派驻机构日
本公益财团法人横滨企业经营支援财团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川岛知子向《环球
时报》记者透露，横滨尤其注重人工智
能（AI）、物联网、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
等高新产业的发展，推出了针对相关领
域国内外企业落户的支援政策。此外，
还提供孵化器办公室、介绍专家和商务
顾问等特殊支持。

《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颇为意外地
发现了唐津市的身影，这座位于日本九
州地区佐贺县西北方位的城市对大多中
国企业来说是个陌生的存在。唐津市经
济观光部化妆品产业科负责人副岛沙织
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唐津市的土地
租金仅为东京的1/4，人工费约为东京的
1/2，具有相当明显的成本优势。从地理
位置来看和中国的海运距离近，物流条
件便利。副岛说，唐津市计划打造化妆
品集群，已有中国企业前去考察。

创新企业受追捧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创新”是中日

双方政府和企业代表挂在嘴边的关键
词，AI等先进领域将成为投资日本的一

片“蓝海”。
根据东京商工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

显示，预计 2030年日本AI市场商业规
模将达约 200亿美元，届时AI将渗透进
更多行业，市场规模有望不断扩大。与
此同时，日本人口将在 2053 年跌破 1
亿，因此日本亟需通过AI等先进技术提
高工作效率。“中国和日本一样面临人
口老龄化问题，日本可能在某些方面更
有经验，但在全面数字化的进程中出现
重大延迟，日本企业迫切想要提升技术
能力。”日本DIP株式会社商品开发本部
新时代事业准备室负责人小泽健祐在接
受 《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时称，“中日
可以联手解决共同面对的课题”。

株式会社DEEPCORE孵化和创新部
门经理渡边拓认为，在AI等创新领域，
中日具有极强互补性。渡边在接受《环

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相关管
制措施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法规的限
制，日本市场可获取的数据内容匮乏且
质量低下，而且在零售、娱乐、媒体等
领域的B2C案例较少。而中国不仅拥有
海量大数据，B2C应用案例丰富，更是
拥有很多日本没有的实用经验。

事实上，早有中国创新企业试水布
局日本市场，并取得一定反响。有统计
称，日本放射科医生只有不到 5000人，
无法应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就诊患者。
人工智能医疗创新科技企业推想科技将
AI“出海”的首站选在日本。他们以临

床试验样本为基
础研发的 AI 产
品可以帮助放射
科 医 生 “ 阅
片”，找出有可
能病变的病灶，
将近八成放射科
医生从基础性重

复工作中解放出来。其亚太分社社长周
晓妍对《环球时报》记者说，AI产品现
阶段不能代替医生，却能成为医生的得
力助手。今后将根据日本医生的反馈，
不断更新迭代，让产品更好地融入医疗
过程。

中国是重要玩家
如果说“地方”和“创新”是当前

赴日投资主要方向的话，中国企业在其
中扮演什么角色？堂之上武夫表示，日
本地方高龄化问题严重，而且各地有各
自的难题。日本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固有思维模式，很难
酝酿出新的想法。在学习中国新科技的
过程中，日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头疼
已久的问题，可能用中国的新科技就能
轻易解决。特别是年轻的中国企业，掌

握很多与 AI 和大数据
相关的技术，如果能用
这些崭新的技术和想法
帮日本解决难题，将让
人无比期待。从这种角
度看，能刺激日本、给
日本带去全新活力的中
国企业毫无疑问是日本
市场里的重要玩家。

论坛当日共吸引超
过 200名中日各界人士
参加，自由交流和圆桌
洽谈环节场面火爆，受
邀嘉宾被人流围得水泄

不通。一位不便具名的中方风险投资人
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此前并未关注
过日本地方的投资环境，预测二三线城
市未来在发展尖端科技方面也会有所作
为。不过，他也表示，还需要利用其他
渠道进一步考察，目前重点关注医疗、
环保、人工智能等领域。

对于有意赴日投资的中国企业，周
晓妍提醒说，过往在中国的经验大概率
不适用于日本市场，建议对此做好心理
准备和预案，积极适应日本的规则。此
外，还应充分遵守日本的法律法规，保
证产品质量，建立良好声誉。▲

二三线城市开优惠条件二三线城市开优惠条件 中小型企业盼技术升级中小型企业盼技术升级

日本投资最新热词：“地方”“创新”
本报记者 邢晓婧

为了让跨国企业提高利润，选择去
肯尼亚农村、菲律宾贫民窟等开

拓市场——很多人对此充满怀疑。但
是玛氏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世界经济
论坛成员布鲁诺·罗奇用亲身经历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通过近十年研究，他
发现企业如果对社会和环境的利益进行
投资，关注“金字塔底层”市场，找到
当地生意的“痛点”，秉持互惠理念，就
可以取得比传统经营模式更大的利润。

布鲁诺于2013年组建团队在肯尼亚
的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地区，开展一项名
为“马乌阿”的微型创业、微型分销的
商业试点项目。该项目通过招募当地人
销售口香糖的方式，解决企业“最后一
英里”的挑战。被招募进项目团队的当
地人，以“微型创业者”等身份用自行
车搬运货物，向消费者兜售产品，到达
传统分销路线难以抵达的市场。

通过项目，布鲁诺和团队找到当地
经济发展的两个核心“痛点”：第一个是
当地贫困人口迫切想知道自己如何做生
意；第二是赚到钱后，如何安全地向亲
戚朋友们转账，因为在肯尼亚贫民窟和
农村地区，带大量现金出门是非常不安
全的。为此，在进行“马乌阿”项目过
程中，团队与非政府组织 （NGO） 合作
开发商业课程，教会当地人如何成立公
司，还跟当地电信公司合作，通过类似

微信的一种软件，解决当地人的转账问
题。布鲁诺称，进行这个项目投资并不
大，但释放了当地的商业能量。数据统
计显示，项目启动后，当地“微型创业
者”数量已经从刚开始的 7名增长到第
二年的 450多名，营业利润也以每年两
位数的速度增长。如今，“马乌阿”项目
已经成为玛氏旗下口香糖企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帮助企业打开当地的知名度。

布鲁诺告诉记者，后来团队又在菲
律宾的城市贫民窟、科特迪瓦的咖啡可
可农民群体中复制了“马乌阿 2.0”项
目。对大多数企业来说，贫民窟等“金
字塔底层”市场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
域，这给了布鲁诺团队更多机会，他们
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也发现，低收入农
村群体比城市居民更信任自己的同胞，
他们彼此熟悉，并且更具有协作性。布
鲁诺表示，企业如果抱着赚钱的目的进
入到这些地区，失败的概率很大。但是
如果能找到当地市场“痛点”，创造一个
有利润的解决方案，就能借此解锁更大
的市场，毕竟从全球范围内看，贫困人
群占据全球数十亿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布鲁诺将上述称为“互惠经济学”。美国

“弗里德曼模式”认为企业经营的根本目
的就是要给投资者即股东带来最大投资
回报，但“互惠经济学”认为企业除了
利润，还应该兼顾社会责任。

“相比于欧美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更
能接受‘互惠经济学’”，布鲁诺告诉记
者，因为中国儒家学说跟“互惠经济
学”有一定的兼容性，“当我在美国讲

‘互惠经济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疑惑
的眼光，但是中国企业家反而比欧美企
业家更快 get到这个点”。布鲁诺在其书
——《互惠资本主义——从治愈商业到

治愈世界》一书中表示，西

方经济影响力正在加速缩减，与此同
时，世界其他地区正忙于从“金字塔
底层”产生新的中产阶层，每三至五
年就增加一个相当于德国的经济规

模。因此，现在抓住“金字塔底层”，企
业未来将收获更大市场。

布鲁诺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在数
字经济革命中已经取得领头羊的位置，
未来会有“蛙跳式”进步，不必走过去
西方以赚钱为目的老路。近30年来，很
多企业已发现上市就意味着必须对股东
的短期利益负责，这种过分关注股东利
益的做法，会把企业带上万劫不复之
路。互惠理念会让企业更容易成为“百
年老店”。布鲁诺认为，有了这种理念，
企业不仅能在农村或者扶贫项目中成
功，在经济发达地区也能。▲

投资“金字塔底层”将获更大市场
本报特约记者 曾 实

图为日本医生使用中国产品进行诊断。

2010年，比亚迪收购日本荻原公司旗下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