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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危机到转机：贸易的未来是怎样的？”系列的一部

分，我们主办了“新冠疫情如何永远改变全球贸易”网络研

讨会，并鼓励小组成员探讨这场疫情对贸易的影响。小组讨

论由Atradius首席营销官Andreas Tesch做开场发言，并由记

者Daisy McAndrew主持。小组成员包括：牛津大学全球化

与发展教授Ian Goldin、Marcegaglia Holdings S.p.A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Emma Marcegaglia、Electrolux亚太地区和中

东及非洲地区信用总监Johan Melander、Atradius全球商业

险核保团队负责人兼荷兰核保业务负责人Edwin Kuhlman。

小组成员讨论了新冠疫情对贸易的影响。他们指出，这场危

机对不同市场和行业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探讨了从全

球化到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本白皮书总结了他们讨论的主

题和要点。此内容并不一定反映Atradius的观点。请访问 

Atradius YouTube频道，获取此次网络研讨会的摘要版本。

新冠疫情如何永远改变全球贸易 
探讨2021年及以后企业面临的机遇、挑战和趋势。1

贸易机会（市场） 

亚洲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机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越南。

世界经济重心  
世界经济重心已明显转向亚洲（按全球GDP计算）。

贸易机会（行业） 

流媒体服务、在线视频会议和电动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了增长，

并在封锁期间出现增长高峰。对于许多消费者而言，采用新技

术也是长久计划。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随着个人和企业在网上交流、合作和交易，国界变得愈发不 

重要。

可持续发展 

在疫情期间，消费者和企业对绿色产品和工艺的需求增强。

供应链 

供应链的中断导致许多依赖货运物流的企业寻找替代方案。 

政府支持 

政府缩减新冠疫情的一揽子财政计划给许多企业带来了极高

的破产风险。

关键主题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观众问答

这场疫情证明了保持敏捷性对未来

的成功至关重要。

Andreas T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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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输家是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和南亚，包括孟加拉国、 

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不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而是源于经济危急状况， 

但由于资金匮乏、债台高筑，政府应对不力。 
Ian Goldin 教授

这场疫情并没有永远改变贸易局势， 

但它把原本需要10-20年才会出现

的事件压缩到了1-2年。

Ian Godin 教授

观众调查 #1

展望2021年的潜在业务增长，您是否大体上感 
到积极/消极/两者都不是？

消极积极 两者都不是

23%6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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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趋势加速 

全球疫情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现有趋势地加速。经济重心

东移的速度尤为明显。随着亚洲市场的增长，经济学家在2011
年预测，到2050年经济重心将转移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某个地

方。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使钟摆快速地向东摆动，而且

无论从近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没有向西回摆的迹象。

亚洲经济体表现出的韧性 

东亚有效遏制了疫情，这正是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事实证明，

由于严格的封锁措施、大规模的检测以及人口年轻化，该地区

对疫情的抵抗力相对较强。潜在基本面因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

转变，包括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衰退情况

并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那么严重，这是因为它们采取了成功的防

疫措施和有力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这两个因素也都将在该区域

2021年的增长机遇（相当好的机遇）当中起作用。

亚洲市场的增长机会 

大多数亚洲国家/地区都已经开始了经济恢复进程，潜在增长势

头最为强劲的当属越南和马来西亚。全球GDP在2021年预计将

回升4.9%，而亚洲的经济活动预计将在2021年回升6.5%左右。

随着各经济体重新缓慢开放，被抑制的需求和出口的复苏将刺

激2021年的GDP增长。但印度和菲律宾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当

局政府不得不与旷日持久的疫情作斗争。

2021年前景看好的市场 

Atradius的经济学家认为马来西亚和越南是2021年市场前景较

好的国家。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这些市场的GDP复苏步伐强

劲，新冠肺炎病例相对较少（每10万居民），政治和体制条件

稳定。

贸易机会：市场
2021年世界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尤其是马来西亚，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商业环境、优质的基础设

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就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而言，该国比

所在地区其他国家表现得要好。在未来几年内，该国的GDP预
计将保持强劲增长。尽管该国在2020年经历了衰退，但预计

2021年GDP增长率将回升至6.2%。政府宣布在2021年实施强有

力的财政刺激计划，总额为3225亿林吉特（650亿欧元）。该计

划包括增加社会部门和基础设施支出。鉴于该国是东盟成员国，

它可从与邻国的强大贸易联系中获益。马来西亚拥有相对熟练

的劳动力，使得该国在中等技能的电子制造业中处于强势地位。

越南的情况也同样乐观，该国在2020年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

预计2021年GDP增长率将加速至7.7%。一段时间以来，越南一

直是该地区的亮点之一，是东盟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是

该地区出口表现较好的国家。对于希望将低技能制造业从中国

转移出去的企业来说，越南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除了低

工资成本之外，该国还参与了多项贸易协定，可从中受益。

 

亚洲是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

Edwin Kuhiman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未来前景光明，并将继续增长。在处理疫情和贸易，包括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方面，

中国领导有方，表现非常出色。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克服不平等和

消除贫困。它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将越来越多的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Ian Goldin 教授

观众问答

疫情对贵司的业务有多少影响？

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为“是”，那么贵司未来会保持哪
些业务的改变呢？

为了在疫情中生存下来，贵司是否改变了业务？

消极积极 保持不变

20% 30% 50%

是

89%

否

9%

不确定 1%

在家工作

89%

数字化程度提高

76%

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

51%

不同的产品

13%

不同的客户群

12%

不同的供应链

11%

活动前的问题
我们提前问了3个问题。 

我们想快速了解世界各地的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情况。  

因此，在本次线上活动报名流程中，我们向与会者提

出了三个问题（自愿回答）。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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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机会：行业
新冠疫情使不同行业的赢家和输家之间泾渭分明。

趋势加速和永久性改变 

疫情很可能在流媒体服务、在线视频会议和电动汽车领域开

始了加速趋势，在封锁期间出现增长高峰。许多消费者以后

也会一直采用新技术。消费者在投资电动汽车后，不太可能

再选择内燃机汽车。尽管环境足够安全后，商务旅行可能会

恢复，但频率可能会比以前要低，因为企业会继续利用视频

会议省钱省时的优势且大量员工也表示对在公司和在家办公

的混合模式感兴趣。

其他可能的永久性变化包括制药行业的开发和生产实践。

疫苗的开发和推广速度（涉及技术和医学进步）之快前所

未有。

对一些企业来说，2020年既不像在线零售业那样繁荣，也不

像旅游业那样萧条。例如电信业基本保持稳定。拥有多样化

产品组合的中游制造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受新冠疫情经济危机重创的行业 
受新冠疫情限制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非食品类传统零售业（即没

有在线业务的零售商）、旅游业、观光业和酒店业。2020年有

超过40家航空公司倒闭，而其他航空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勉强

维持生存。2020年国际旅游率下降了74%，收入损失在 9100亿
美元至1.2万亿美元之间。时尚行业的利润同比大幅下降，降幅

估计接近90%。

由于新冠疫情驱动的变化而出现增长的行业 
但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如此惨淡。随着全球各地颁布居家令，数百

万人网上工作、购物、社交和娱乐。因此，在线支付、云计算和

家庭娱乐等领域的许多企业的市值大幅增长。

根据2019年的预计，美国的网上购物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24%。
但截至2020年7月，网上购物已经占到零售总额的33%。2020年
前6个月的网上销售额增幅相当于过去十年的增幅。

其他行业也有所增长，包括耐用消费品。与2008/09年经济衰

退时消费者节衣缩食、减少消费不同，2020年大件家用电器的

销售量实际上有所增长，尤其是与健康和卫生有关的大件商品

和产品，如蒸汽洗衣机。也许是由于节省了通勤和节假日的费

用，而且待在室内的时间更多，很多消费者在家居上进行了投

资。Johan Melander描述了这一经历，包括Electrolux在内的

耐用消费品企业在2020年的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

观众问答

为什么由女性领导的国家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拥有更多元 
化代表的企业比没有更多元化代表的企业表现得更好吗？ 
就巴西和美国而言，也许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态度，即领 

导人认为他们比问题更强大。不过确实有一些女性领导的 

国家就像非常聪明的母亲，悉心照顾民众，试图以最好的 

方式保护民众。如果企业拥有多元化的董事会，不仅仅是 

性别多元化，而是更广泛的多元化，它通常运作得更好， 

而且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更强。 

Emma Marcegaglia
大约1/3的公司受到了疫情的严重 

影响。1/3并没有真正受到冲击， 

另外1/3从疫情中真正受益。

Edwin Kuhlman

观众调查 #2

贵司预计贸易的趋势和变化是永久性 
的还是暂时性的？

永久性 暂时性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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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还是无国界合作 

许多评论家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由贸易战和日益加剧的民族主

义政治引发的去全球化迈出了的重要步伐。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如制

造业回流、保护主义、全球旅行减少，以及为缩短供应链和就近采

购原材料而采取的措施。 

然而，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Ian Goldin认为新冠疫情加速了

全球化发展。他解释道，随着个人和企业在网上交流、合作和交易，

国界变得愈发不重要。随着线上会议取代实体会议，其更高的效率

可提升参与度并加快思想的流动。全球媒体和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快

了思想的传播速度，“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等

运动或抗议活动就是这样迅速席卷各大洲。 

生物制药领域的全球化相当成功，各地进行跨国科学合作，以取得

在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事实上，研制新冠疫苗的竞赛就产生了国

际合作的杰出范例，使疫苗的开发在六至七个月内完成，而这一过程

通常需要十年左右。 

当然全球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事实上，全球疫情本身就是全球化

导致的问题，因为它是沿贸易和旅游路线通过全球旅行传播的。 

Atradius讨论小组成员认为，解决之道不是关闭边境。Ian Goldin 
和Emma Marcegaglia特别阐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若要有效防

范流行病、计算机病毒、全球变暖和冲突等全球威胁，以及有效促

进贸易和创造体面工作，就必须加强全球合作，实现更具包容性的

全球化。 

注：全球化主题，以及我们目前看到的趋势是增长还是下降，这本

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所以我们将在第四次线上小组讨论活动

专门更详细地讨论这个主题。 

去全球化与全球化：我们将走向何方？

在疫情期间，文化价值观显然转向了更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与我

们在危机中看到的其他趋势一样，这种情况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就已出现，但现在似乎正在加速。 

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而消费者也要求

和购买更环保的产品。尽管汽车销量因经济衰退而大幅下滑，但电

动汽车的销量却在增长。人们购买了更多可持续的家居耐用消费

品。Johan Melander指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了可持续发展

的Electrolux产品线，同时整个公司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企业也在推动一场绿色革命。作为二十国集团在工商界的喉舌， 

B20正在讨论这样一种观点，即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承担起不平等

和气候变化的责任。政府和企业必须合作并进行技术投资，以转向

更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此外，企业越来越多地审查其供应链， 

加速实现更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并选择与能够提供更好社会和气候可持续性的供应商合作。Emma 
Marcegaglia说道：“这是疫情带来的一件好事。对我的公司来说， 

2021年将是增长的一年，我们的增长也将更加可持续。” 

无法敏捷地跟上可持续发展议题速度的企业和市场可能面临风险。

例如，日本目前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而大企业正在准备搬迁以减少

碳足迹，日本可能失去与其贸易的机会。 

Emma Marcegaglia

保护主义似乎正在抬头，这对持续的全球化有何影响？  
亚洲将成为开放和一体化的全球引领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过去亚洲是迫于形势走上了全球化道路，而现在却是全球化的

引领者。美国曾经走在全球化的最前列，现在却成了沉默的伙

伴。非洲和拉丁美洲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需要全球化，因为它

们仍然需要增长。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我们需要为建设一个

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而奋斗。 

Ian Goldin

观众问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疫情表明我

们需要加强全球化，我们需要更多

的多边方法。新冠疫情表明，解决

全球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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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3月以来，各国政府支出超过12万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缓解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

经济冲击。Ian Goldin指出，虽然全球财富不平等意味着大约20个
富豪拥有的财富比40亿人和约150个国家拥有的财富更多，但钟摆

又回到了政府和政府的权力上。 

措施包括减税或延税、国家保险制度、修改破产法以及提供补助金

或贷款，以保护就业和避免企业倒闭。 

有迹象表明，这些计划取得了成功，破产率并没有疫情开始时那么

高。自2020年3月以来，各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为支持企业、医疗

和弱势群体的一揽子财政计划支出超过12万亿美元。这对位于财

政支持很少或没有财政支持的国家的上游供应商也产生了积极的

连锁反应。这些供应商中有许多能够继续进行贸易，因为它们知道

自己的客户不会破产，它们能收到付款。 

仅仅依靠政府支持能否维持全球贸易？ 
政府计划结束后将如何应对？

预计破产将会增加 
随着经济复苏加快，预计政府将在2021年缩减支持，这给许多企业

带来了更高的破产风险，其中资本结构不可持续的企业最为脆弱。

预计2021年全球破产企业将会增加。 

企业可以通过谨慎的信用管理措施来防范这些风险，包括：严格的

尽职调查、投资组合多样化、与客户和供应商保持密切关系、深入

了解供应链健康状况，以及信用证、保证或信用保险等适当的金融

工具。企业也应警惕疫情后的恢复期，建立财务缓冲并准备周转资

金，从而为增长提供资金。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内，陷

入困境的公司和违约数量都有所增加。 

运输成本飙升  
疫情期间，许多供应链被迫中断。这一点在集装箱价格飞涨的

航运业尤为显著。检疫、港口人手不足（由于疾病和自我隔离）

以及非必需品零售商取消订单造成了混乱。从港口的集装箱船

积压，到有需要的地方缺乏船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企业正

在寻找替代方案，但许多企业无法像过去那样准时交货，还有

许多企业面临库存堆积问题。部分企业就近寻找供应链，另一

部分企业则利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舍弃遥远的廉价

劳动力，转而在更靠近市场的地方进行制造。 

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疫情引发了对制造业回流的讨论，因为企业在寻求重组其全球

供应链，以使其采购网络更能抵御冲击并更具可持续性。我们

可能会看到更多本地化物流中心。自动化趋势也可能导致制造

业更加靠近消费市场。供应链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预计将持续

到2021年。企业为防范供应链风险而采取的策略包括与各级供

应商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方法是增加联系与定期风险评估的

频率。许多企业计划提高其市场情报和风险数据的质量或范围，

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

同时增强灵活性，以便在有需要时快速更换供应商，这一技术

也受到服务提供商的青睐。在网络直播中，Emma Marcegaglia 
解释了跨国多元化如何帮助应对供应链中断，并解释了敏捷的

制造和分销方法。

观众问答

 
由于贸易不平衡，导致了集装箱设备的方向不平衡。50多艘集

装箱船还在洛杉矶港口外等待卸货，出现了严重的积压。新冠

疫情相关的集装箱处理规程、检测、员工疾病都对此有影响。

由于上周（2021年1月底）提箱价格较高，所以我们可能已经看

到了峰值。 

Johan Melander

为什么运输集装箱短缺会中断与亚洲的贸易？

观众调查 #3

在今天听取了讨论小组成员的见解并展望 
2021年的业务增长后，您现在是否感觉更 
积极/更消极/无变化？

更消极更积极 无变化

41%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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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觉得本白皮书对您有帮助，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atradius.com，查看Atradius发布的关于全球经

济的更多出版物，包括国家/地区报告、行业分析、信用管

理建议，以及关于当前商业问题的文章。  

本白皮书总结了网络直播线上讨论小组成员的观点，此 

内容并不一定反映Atradius的观点。请访问Atradius 
YouTube频道，获取此次网络研讨会的摘要版本。 

新冠疫情如何永远改变全球贸易1

2 贸易关系和关税如何影响全球贸易

3 数字化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去全球化是一种新的贸易方式，
但它会持续下去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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