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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人民日报：2020年 12月我国服务出口增长 6.9%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2020 年 12 月我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

是 2020 年出口增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

增长 76.6%；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运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

据介绍，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额 45642.7 亿元，同比下降 15.7%，服务进出口增速降幅逐季收窄趋稳，服务出

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2020 年我国服务出口 19356.7 亿元，下降 1.1%；

进口 26286 亿元，下降 24%。服务出口降幅小于进口 22.9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

贸易逆差下降 53.9%至 6929.3 亿元，同比减少 8095.6 亿元。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2 月 05 日）

国际商报 ：一带一路”外包合作持续加温

2020 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经贸合作却未冷反热。

这一点在服务外包领域也可见一斑。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 1360.6 亿元，同比增长 8.9%。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我国的“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截

至目前，中国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有很多都位于东盟。2020 年 1-11 月，我国

企业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额 649.9 亿元，增长 6.8%。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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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东盟服务外包执行额 365.1 亿元，增长 7.6%。

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外，美国、中国香港、欧盟为 2020 年我国

承接服务外包执行额前三大市场，占比 53.8%。其中，我国承接美国服务外包执

行额 1550.6 亿元，同比增长 17%。承接中国香港、欧盟离岸外包执行额分别为

1198.3 亿元和 1176.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7%和 5.8%。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承接发达国家业务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或将有颇多看点。”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研究员郑伟分析道。

近期，商务部等 1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对外设计咨询高质量发展有关

工作的通知》。郑伟认为，“对外设计咨询服务是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又是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重点。可以预见，

2021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规划、咨询、勘察、设计、造价、监

理、项目管理和运营维护等领域的服务外包或将迎来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在 BPO、

KPO 业务方面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BPO 和 KPO 业务或将增长较快。

此外，郑伟还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好，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普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大大提升，数字

产业领域的服务外包或将成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

（来源：国际商报 2020 年 02 月 04 日）

石家庄日报：石家庄市 57家企业被认定为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近日，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认定河北省中小微服

务外包示范企业（平台）的通知》，认定 192 家企业为河北省服务外包示范企

业（平台），其中石家庄市有 57家企业入列其中。

全省以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便利居民生产生活和促进民生消费需求为

出发点，聚焦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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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和城乡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在全省范围内

认定一批具备“专精特新”特点的服务外包示范企业和平台，激活产业供应链

条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该示范企业评定有效期为 3 年。石家庄市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对示范企业（平

台）的指导和支持，强化政策措施扶持，鼓励“小企业”发挥“大动能”，推

动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中小企业平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社

会生产生活中促进“内循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引导、

扶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通过培育，政策扶持效应业已显现，一批规模骨干服

务外包企业逐步壮大，一批服务外包载体也陆续建成。下一步，石家庄市将进

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在大力拓展市场方面下功夫，重点吸引以北京为主的服务

业企业和项目入驻；培养专业人才，通过河北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与培训基地建

设，引入国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来源：石家庄日报 2020 年 02 月 08 日）

国际商报：湖北用“三个思维”推进服务外包新发展

湖北服务外包业务培训班以视频方式开班，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武汉市服务贸易（外包）协会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对湖北省商务

厅及全省各地市州、园区企业约 150 余人员开展线上培训，为推进执行全国商

务工作会议和湖北商务经济会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发展新格局，推动后疫情

时代服务外包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服务外包作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引擎，

正在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展示出广阔的发展远景，要充分认识发展服务外

包的重要意义。”湖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省口岸办副主任杨青松在培训会上

提出，希望全省参训人员要用战略思维展望服务外包前景，危机思维助推服务

外包发展及用创新思维应对服务外包挑战方式，着力抓好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以全新的理念，一流的标准，扎实的工作，精心营造发展服务外包的良好环

境。”杨青松说，当前，要抓好挖潜力、树品牌，不断提升竞争力；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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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不断完善体系链；搭平台、建载体，不断织密促进网。杨青松表示，

要建立完善省市两级服务贸易联系会议机制，加强服务贸易宏观指导，切实抓

好重点领域、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督导问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统筹使

用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鼓励市（州）加大服务贸易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和项

目争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政策支持，落实国家对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零

税率或免税优惠政策，支持金融机构有序开展金融创新，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

多样化、综合化金融服务。杨青松还表示，要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发挥其

在反映诉求、处理纠纷、加强自律、协助监管等方面作用，推动构建企业自治、

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服务贸易监管新机制，助力服务外包

产业健康发展，并且建立服务贸易行业专家、重点企业信息库，为服务贸易发

展提供决策咨询，为创新驱动，加速转型，务求实效，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在

推进湖北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来源：国际商报 2020 年 02 月 04 日）

国际商报：“中国服务”逆流而上勇争先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却逆势上扬，

“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2462.3 亿

美元，执行额 1753.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5%和 10.9%，其中，承接离岸服

务外包合同额1404.1亿美元，执行额1057.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和9.2%，

带动服务出口提升 3.8 个百分点，实现“十三五”超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2021 年，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吗？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的答案是

肯定的。“总体来看，2021 年我国服务外包仍将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中国服

务外包研究中心研究员郑伟表示，具体表现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将进一步显

现，行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保持稳定增长等。

2020 成绩单亮眼

“2020 年，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展现了强劲发展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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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活力，实现逆势快速增长。这一亮眼成绩单也是‘中国服务’品牌影响力

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标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西林如是说。

在李西林看来，这一成绩：一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疫情

发生后，中国率先取得抗疫重大战略成果，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稳外贸

稳外资等政策措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及时出台工作举措，全力为企业

排忧解难，帮扶企业稳业务拓市场，为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复苏、逆势增长创造

了前提条件。二是彰显了数字服务固有弹性优势。面对疫情，服务外包发挥了

数字服务的零接触、跨时空、敏捷性、普惠性优势，通过灵活用工、在线协同、

共享资源等方式，更快速地作出了应对，更好地保障了业务及时、按质、稳定

交付，成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途径。三是彰显了新型产业生态优势。服

务外包领域创新创业活跃，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5 万多家内外资企业

同台竞技，累计获得 2 万多项国际国内资质认证，在深耕专业服务市场、发展

固定客户和商签长期合约中日益增强了客户黏性，服务外包不仅是聚焦主业、

降本增效的手段，更是价值共创、战略共赢的新途。

对此，郑伟也有同感，他说，我国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代表的传统服务外包

产业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比较优势，是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同时，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加速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新一代信息技术开

发服务和价值链两端的研发、检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此外，我国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新兴数字化业务和生物医药研发服务等知

识密集型业务增长较快，一部分是因为各国“抗疫”导致相关需求增大，但更

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在数字技术和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业务

离岸执行额 490.9 亿元，同比增长 41%；知识密集的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业务离

岸执行额 488.1 亿元，同比增长 25%。

2021 迸发新生机

2021 年，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将何去何从？

“2021 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要加快推进落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08 日 • 总第 056 期 | 7

实服务外包转型升级政策举措，立足新起点谋划推动服务外包高质量发展，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作出积极贡献，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李西林认为，应主要聚焦五个方向：一是数字化转型

将加快推进，二是在岸业务市场潜力将加快释放，三是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布局

将进一步优化，四是服务外包发展综合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五是国际市场多元

化将进一步拓展。

“新阶段，要充分发挥服务外包在畅通双循环中的‘黏合剂’功能，加快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服务外包接发包中心，奋力将服务外包发展成

为打造‘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李西林补充道。

郑伟也从行业、市场、区域三个角度预测了 2021 年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走

势。

他表示，从行业看，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效果将进一步显现，行业结构

将进一步优化，ITO 业务仍将是我国服务外包主力军，BPO、KPO 所占比重将继

续提升，数字技术、生物医药、测试研发等产业将加速发展。

从市场看，虽我国承接欧美市场业务有所复苏，但受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

叠加影响，欧美国家市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受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

带动，我国与东盟、东北亚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随着共建“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推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将保持稳定增

长。

从区域看，服务外包区域发展将更趋均衡，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仍将保持

发展优势，京津冀、中西部、东北地区将继续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此外，海南

在自由贸易港利好政策带动下或将继续高光表现。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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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 15.7%。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各方共

同努力下，服务进出口增速降幅逐季收窄趋稳，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

逆差减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 12 月当月服务出口增速创年内最高。12 月当月我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是 2020 年出口增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增长 76.6%；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

运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2020 年我国服务出口 19356.7 亿元，下降

1.1%；进口 26286 亿元，下降 24%。服务出口降幅小于进口 22.9 个百分点，带

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3.9%至 6929.3 亿元，同比减少 8095.6 亿元。

三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2020 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20331.2 亿元，增长 8.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4.5%，提升 9.9 个百

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10701.4 亿元，增长 7.9%，占服务出口总额

的比重达到 55.3%，提升 4.6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分别增长 30.5%、12.8%和 12.5%。知识密

集型服务进口 9629.8 亿元，同比增长 8.7%，占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36.6%，

提升 11 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分别增长 28.5%、22.5%。

四是旅行服务进出口大幅下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世界范围内

旅行服务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2020 年，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10192.9 亿元人

民币，下降 48.3%，其中出口下降 52.1%，进口下降 47.7%，是导致服务贸易下

降的主要因素。剔除旅行服务，2020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2.9%，其中出口增

长 6%，进口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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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商务部网站 2020 年 02 月 05 日）

我国首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酝酿出台海南自贸港喝下“头啖

汤”

央广网北京 2月 3日消息（记者佟亚涛）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报

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半年来，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取得

突破。商务部自贸区港司相关负责人 3 日介绍，商务部正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出

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介绍，服务贸易的提供模式共有四种：包括跨

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其中以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

然人移动的方式来提供服务，统称为跨境服务贸易。“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就将列明在这三种模式项下境外服务提供者向海南自由贸易

港提供服务，将面临哪些特别管理措施，而在清单之外的领域，对境内外的服

务及服务提供者都将一视同仁。”袁园说，“目前，商务部正会同海南省和有

关方面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我们将力争早日出台这份清单。”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是当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一种主要模式。之所以

选取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第一个吃螃蟹”，袁园解释说，主要从海南自贸港的

定位、特点、产业发展需要等多方面考虑。“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是海南着力发展的三大产业，（这三大产业）或为跨境服务贸易当中非常

重点的发展领域，或为跨境服务贸易实施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推动海南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也将有助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落地实施，能够推动三大产业实现开放发展。”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认为，海南产业发展的重点是服务业，而

服务业开放一定更高水平、限制更少。“海南自贸港第一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

清单，将会带来几个方面的改变。”邢厚媛说，“第一是（服务业）扩大开放

的水平会更高。第二是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转变。原来依靠正面清单去管理，

对于外资来说什么不能做是未知的。如今用负面清单把限制和禁止的领域列出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08 日 • 总第 056 期 | 10

来，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外国服务提供者来说更加明确，会带动管理效率的

提高。第三是法制化水平会更高。因为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配套的是更

高的开放水平，要求有更高的法制化水平。而一个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更有利于海南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高地，推动海南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标杆。”

（来源：央广网 2020 年 02 月 03 日）

经济日报：“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的三大趋势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对服务贸易需求明显加大。要顺应发

展趋势，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呈现加快的大趋势。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要着力实现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要突破，同时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

整体上看，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更高水平开放环境的支撑，

我们既要着力打造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新高地，还要推进以服务贸

易为重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水平开放有着鲜明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以服

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为重大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

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重要方向。“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

点的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总的来看，我们要牢牢把握好服务贸易发展

的三大趋势，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下功夫，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

趋势一：

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首先，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

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后期，

服务业将呈现较快发展态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望从 2019 年

的 53.9%提高到 60%左右，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次，我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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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消费新时代，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预

计到 2025 年，我国消费规模将达到 60万亿至 65 万亿元；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

占比有望达到 55%左右，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占比有望达到 52%。我国开始

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再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服务贸易发

展业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预计

到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 6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55%左右；

到 2035 年，数字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百万亿元。

要看到，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需求明显加大。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

对服务贸易需求明显增强。到 2025 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达到 52.5%左右。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对服务贸易的需求明显加大。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存在

较大空间。未来 5 至 10 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提高到 55%以上。此外，我

国产业升级与服务贸易发展将深度融合。比如，服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服

务化，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过去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服务贸

易规模将达到 1万亿美元左右，占外贸总额比重将由 2019 年的 14.6%提升到 20%

左右。“十四五”时期，我们要顺应发展趋势，着力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

开放新格局。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争取到 2025 年，我国知识密集

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提升至 40%以上；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

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比提高至 30%以上。二是要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

力。比如，到 2025 年，估计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占服务贸易额比重将下降到 15%

左右；在保持制造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优势的基础上，明显

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

竞争力。三是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争取到 2025 年，在进一步扩

大电信、计算机、信息等服务贸易优势基础上，实现知识产权与数字技术等服

务贸易顺差。此外，还要提升数字相关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争取到 2025 年提升

至 30%左右。

趋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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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较快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当前，我国服务业

市场开放进程呈现加快的大趋势，不仅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而且重点领域开放

实现重大突破。

“十四五”时期，推动服务贸易较快发展，一方面，要着力实现服务业市

场开放的重要突破。一是推动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鼓励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并在打破服务业市场垄断方面实现实质性破题。二是加

快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争取在近两年，率先实现教育、医疗、养老、旅

游等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按照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基本完善外商投资的

服务体系。三是清理并大幅削减服务业领域边境内壁垒。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

率先引入相关发达国家对旅游娱乐、体育养老等重点生活性服务业的管理标准，

并实现资格互认；建议全面推广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负面清单外的境

外企业在我国提供相关服务，逐步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市场监管等领域实

现与国际接轨。

另一方面，还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一是强化服务业领域的竞

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比如，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

少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全面实施普惠化的产业政策；减少选择性

补贴、投资补助等举措，建议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

核心技术的领域；更多采用普惠性减税、政府采购、消费者补贴等手段，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强化要素获取、准入许

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等等。二是推进服

务业领域内外标准对接。要加快推进与发达国家在相关服务领域的职业资格互

认，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管理标准体系，推进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相适

应的监管变革。

趋势三：

服务贸易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的作用提升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08 日 • 总第 056 期 | 13

当前，服务贸易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点、焦点。2010 年至 2019 年，

全球服务贸易额年均名义增长 4.8%，是同期货物贸易增速的 2 倍；服务贸易额

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0.3%提高至 23.8%，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有报告预测，

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在贸易中的占比将提升到 50%左右。整体上看，推动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更高水平开放环境的支撑，我们既要着力打造以服务贸

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新高地，还要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

进程。

着力打造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一是对标世界最高开放

标准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自贸港建设，要充分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

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排，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

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议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经贸规则，

借鉴并率先实施国际最新投资贸易协定的相关条款，尽快开展电信、环保、政

府采购等领域的先行先试；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全面实施自由企业制

度，建立严格的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为全世界投资者、创业者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

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此外，建议率先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自贸港政策与制

度的“早期安排”。比如，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大

开放政策，取得自贸港产业发展的早期收获；建议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

游、教育、科技研发、会展等服务业行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用

品设备的进口实施“零关税”，并免除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是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随着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港澳

拓展发展空间的需求日益迫切，粤港澳服务贸易互补性明显增强。加快实现粤

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在拓宽港澳服务业发展空间的同时，将带动广东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推动粤港澳服务业产业深度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建

议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的开放政策扩大到整个大湾区，实现广东对港澳服务业

开放的重要突破；赋予广东在负面清单制定中更大自主权，实行更加开放的市

场准入政策；加快实行与港澳在旅游、金融、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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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粤港澳服务业市场体系直接融合。

比如，可考虑逐步建立与港澳对接的、以信用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管理体系与资

格互认体系，允许符合港澳标准的服务业企业、具备相关职业资格的人员，在

广东备案审核后直接开展相关业务活动；加快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

并逐步加强粤港澳产权保护规则的对接，形成产权保护的合力和法治基础。

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一是尽快实现中日韩服务

贸易发展新突破。在疫情冲击下，以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为目标，推动形

成中日韩服务贸易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新机制，其迫切性、现实性全面增强。

一方面，建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率先打造中韩自贸区升级版。在这一过程中，

既要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还要逐步推进双边服务标准的对接、服务市场

的融合。另一方面，还要率先实施服务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取得中日韩服务

贸易发展的“早期收获”。比如，适应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积极开展旅

游、教育、文化娱乐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推进

医疗、健康、养老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适应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变革大趋势，

开展智能制造产业项下的深度合作。二是要抓住机遇，以服务贸易合作为重点

形成中欧经贸合作新局面。

总之，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不仅适应国内服务型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形

成与各国、各地区合作共赢的巨大市场空间，成为推动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

要引擎。我们要找准关键点，不断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从而更好助力高水平对

外开放。

（来源：经济日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2021 年 02 月 05 日）

西安网：服务贸易推动中国发展迈向更高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外贸和国内产

业升级，是扩大开放的着力点，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培育新的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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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的“晴雨表”，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

业容量大、附加价值高等特点，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19 年世界贸易报告》

显示，服务贸易自 2005 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 5.4％，增速超过货物贸易 4.6％

的增速。同时报告预测，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有望增长50％。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是不可能缺席服务贸易的盛宴，然而以往与制造业

相比，中国服务业发展起步晚是不争的事实，有认识上的问题、结构方面的原

因，也有体制机制的制约。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服务贸易内生动力不断积聚，服务贸易越来越成为中国消费增长和结构升级的

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服务进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

当今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

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样背景下，世界看到中国一直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将在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积极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加速向服务经济转型。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中国服务出口 2316.2

亿元，增长 6.9%，是 2020 年出口增速最高的月份。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

79.4 亿元，同比增长 76.6%；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 13.5 亿元，同比增长 46.5%；

运输出口 509.7 亿元，同比增长 56.9%，显示出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

发展柔韧性更强，社会环境稳定，科技创新动力十足。

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器。看国际，服务业对当今世界不可

或缺，不仅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产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分之

二的就业机会，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五分之四的就业机会。看国内，服贸发展的

内生动力不断积聚，服务业产业基础不断增强。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同比下降 15.7%，服务进出

口增速降幅逐季收窄趋稳，服务出口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

型高端服务出口成为亮点，这些因素都能够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进行转

变，已经从粗犷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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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化，中国的服务贸易迎来了新的机遇，需要继续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以“一

带一路”为统领，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服务网络；要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外包市场；要加大与世界组织的紧密合作，促进服务贸

易的均衡发展。同时，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

境后”壁垒，让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是战胜危

机的根本之计。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能阻挡世界的携手合作，也

更加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相信，未来在各国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下，

定能走出经济低迷的阴霾，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西安网 王鑫博 2021 年 02 月 03 日）

人民日报：提振措施持续出台 全球旅游业有望加快恢复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许多国家相继推出旅游行业振兴计划，力促旅游

消费转型升级。多个旅游相关国际组织预测，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推进、统一

旅行标准的制定以及国际旅行者信心的逐步恢复，世界旅游市场有望在 2021 年

逐步回暖。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近日发布最新预测指出，全球旅游业将从今年 3 月

下旬开始复苏，夏季旅游需求将强劲反弹，2021 年将有多达 1.11 亿个旅游相关

工作岗位得以恢复。这一乐观预期极大提振了全球旅游行业从业者信心。

逐渐显露回暖迹象

随着 2 月份冬日假期临近，法国旅游咨询公司 Protourisme 总经理阿里诺

忙碌了起来。“现在预订海岸游、山区游的游客数量较新年假期有所增加。不

少顾客预订了国内户外登山、海边旅行等行程，还有游客开始提前预订夏日出

游行程。”阿里诺说，这是法国旅游业重振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近期，法国一些滑雪胜地重点推出越野滑雪、雪地徒步等不需要登山缆车

的户外活动，为游客提供尝试新体育运动的机会，受到欢迎。法国负责旅游事

务的国务秘书勒莫因近日表示，法国本土旅游业市场逐渐恢复，展现出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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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

一些国家文旅机构的陆续开放及形式多样的游览方式，为旅游业复苏注入

活力。1月 21 日，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在关闭 77天后重新开放，意

大利 6 个低风险大区的文化机构也相继开放。相关机构执行严格的防疫要求：

戴口罩、量体温、消毒、保持社交距离。乌菲齐美术馆馆长艾克·施密特表示，

文博机构是意大利旅游业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开放带动了不同大区游客的流动，

预计在今年夏天将迎来更多欧洲游客。

欧洲多个国家的博物馆纷纷推出线上游览，并进一步完善网上预约和电子

导览系统，为解除“封锁”后开门迎客做准备。在泰国，近期一些酒店与当地

旅行社共同推广“美食在民间”活动，推出原创菜单和民族特色美食，为众多

游客提供别样体验。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指出，世界旅游业在今年年初已呈现缓慢回暖迹象，

许多主要旅游公司近日报告的出行预订量出现大幅度增长。据预测，在最乐观

情况下，全球旅游业有望从 3 月下旬开始逐渐复苏，这得益于广泛的疫苗接种

计划、实行全面核酸检测和病例追踪制度，以及各国政府间、政府与私营部门

间的协调合作。在此基础上，全球旅游业 2021 年将带来超过 1 亿个工作岗位。

如果 2021 年下半年国际旅行才恢复，全球旅游业今年将恢复 8400 万个工作岗

位。

提振措施持续出台

“旅游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最新

预测结果将为从业者带来巨大慰藉，并成为人们期待已久的复苏的开始。”世

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洛丽亚·格瓦拉说。

受疫情影响，全球旅游业 2020 年遭受重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年国际旅游人数减少约 11 亿人次，降幅在 70％至 75％之间。另据世

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数据，2020 年国际旅游业因疫情损失了 1.975 亿个工作岗

位，国际旅游人数下降 73％，各国国内旅游人数下降 64％。

面对疫情冲击，全球旅游行业积极寻求重启和复苏。在国际层面，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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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组织不仅编写了针对旅游业的综合分析报告，还组建了全球旅游危机

委员会，协调并推出统一旅行协议和旅行安全措施，为全球旅游业复苏提供指

引。在去年 10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旅游部长特别视频会议上，各方承诺将继续

通过国际合作和公私合作推动旅游业复苏，为依赖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

持，并对在疫情中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小微旅游企业提供帮助。

不少国家和地区持续出台措施，努力提振旅游业。目前欧盟正积极探索制

定一套统一的疫情防控措施，为欧盟境内旅游提供便利。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

日推出了一项优惠套餐，27岁至 59 岁的乘客可以七折的优惠价格购买周末卡、

家庭卡，并向特定群体发放国内旅行代金券，促进国内旅行；瑞士各州相继推

出各类“本土旅行”项目，游客进入景点可以享受折扣；意大利北部旅游胜地

南蒂罗尔为前往当地度假的人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泰国推出一项名为“泰国人

游泰国”的计划，这项预算为 224 亿泰铢（1 元人民币约合 4.6 泰铢）的项目旨

在通过政府补贴酒店和机票费用，鼓励民众国内旅游。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指出，相较于其他产

业，旅游业表现出较好的韧性、适应性和反弹能力。旅游业在后疫情时期具有

更快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潜力。

努力探索转型升级

业内人士普遍看好 2021 年全球旅游业发展前景。格瓦拉认为，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疫苗接种、放宽旅行限制的情况下，全球旅游业在未来几个月将呈现加

速复苏势头。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项研究指出，预计 2021 年全球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

将恢复至 2019 年的 70%以上，在欧洲、美洲、亚太等全球主要区域旅游人次和

收入将恢复至 80%左右。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认为，出境游人数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回升到疫情前的

水平，因此 2021 年“境内游”“区域游”仍将是主要旅行形式。“这要求行业

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游览体验。”法国利德尔旅行社创始人勒玛尚指出，在保

证防疫安全的情况下，提供高质量“精品游”或借助高科技打造互动体验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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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持续发展的“密钥”。

法国《快报》文章分析认为，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科技的探索和应用进一

步丰富了旅游体验方式。这些尝试将会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和多样化，促进旅游

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打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有专家提醒，全球旅游业全面复苏之路依然漫长。格瓦拉指出，全球旅游

业复苏进度不仅取决于疫苗接种的进展、防疫政策的变化情况，同时还需要各

国就入境和离境检疫建立标准。“这要求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此外，我

们需要继续分享准确和积极的数据，以建立游客信心，消除旅游障碍。”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小组指出，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旅行限制措施是

旅游业复苏的关键之一，而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对于重建旅游

业信心也至关重要。 （来源：人民日报 2020 年 02 月 03 日）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想办法、解难题、服好务

近年来，商务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中小微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关切，充分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优势，通过制定

出台扶持政策，加快资源整合，建立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为

入驻 6 万多家中小微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坚持科学防疫，多措并举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

推动入驻企业有序复工。

一、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打造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深圳福田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组建园区线上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展示、

销售服务，促进园区企业供需内循环，帮助企业通过线上拓展业务。同时，实

现园区业务“最多跑一次”办结，减少疫情期间人员的接触和聚集。成都市武

侯电商产业功能区集成党建服务、大数据、人才培训、创客空间、知识产权和

金融服务等功能板块，建成投用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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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全流程服务。同时，通过大数据可视化采集全网电商平台数据，解析展示

省、市、区及功能区电子商务数据上行情况，指导全省电商产业发展。

二、强化政策扶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福建海峡电子商务产

业基地每年向地方财政申请专项经费用于对入驻电商企业的奖补，并为入驻企

业提供免费宽带接入、公共会议室、培训中心等配套场所及设施。呼和浩特金

桥电子商务产业园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2016 年开园以来，累计为入驻企业

提供租金、运营等补贴费用 1 亿多元。同时，充分利用电商企业集群优势，加

强同快递部门沟通协调，让入驻企业享受 3 公斤以内物品物流费用每单 3.7 元

的价格，为电商企业降低 26%的物流成本。长春净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针对

地方对入驻直播类企业因场地面积的政策限制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情况，主动

向属地政府部门反映企业诉求，在引起当地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并经认真调

研后，相关政策规定得到及时调整，该基地为某直播企业提供 10300 平方米的

办公场地，同时规划 5000 平方米办公场地，引入“网红”配套服务企业，打造

长春净月“网红”经济总部基地。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福建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

地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扶持和引导入驻中小微电商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全

力助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积极为中小微企业对接银行、基金服务机

构，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成都市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强化金融服务，

在园区专设金融服务站，为入驻企业融资搭建沟通平台，提供专业知识咨询，

2020 年以来，共帮助企业获得各类融资 6 亿多元。常州创意产业园搭建以创业

投资基金、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为支撑，以银行证券、基金公司、投资公司、融

资担保、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相关金融服务机构为辅的金融服务体系，累

计帮助入驻中小微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融资 10多亿元。

四、加强孵化培训，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无锡旺庄科技创业发展中心针对

新型电商特色需求，启动实施“融智·电商云·众创空间”，准备约 3000 平方

米场地，联合无锡市中小企业跨境电商商会等单位，为电商创业者提供 3-6 个

月的全程预孵化服务，满足新型电商个性化需求。长沙信息产业园打造“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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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项目，由省、市、区三级财政联动，为创业者提供免费办公场地、无偿

资金补贴和服务，以投融资服务为核心打造全方位创业服务体系，为初创企业

项目解决缺乏办公场地、创业资金短缺、融资困难、人才资源稀缺等痛点，帮

助创业者实现从“0”到“1”的跨越。深圳福田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利用自身

影响力和中小微企业集聚效应，成立了创新创业大赛导师团，发动组织园区内

外中小企业参加深圳市创新创业大赛并进行专业辅导。该园区 2020 年辅导的某

项目以深圳创业大赛决赛第一名进入全国创新创业总决赛，并荣获初创组企业

冠军。

五、支持业态模式创新，促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成都市武侯电商产业

功能区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散、小、弱、难”的现状，创新校地企合

作渠道，采取引进来、搭平台、建机制、重引导等措施，共同打造电商直播间，

帮扶小微企业直播突围。目前，该电商产业功能区打造的电商直播基地已成为

某平台鞋靴行业全国首个数字化赋能产业带，为传统鞋业转型突围注入强大动

力。福建石狮青创城国际网批中心开辟 5000 平方米场地成立青创直播基地，在

其成熟的实体市场发展和 B2B 鞋服产业带批发平台的创新服务基础上，以“采

销-内容-营销”为电商新媒体新流量的推进模式升级。目前，已与各大平台打

造了多个直播基地、直播中心，为石狮本土服装产品赋能，抢占新零售新机遇，

推动传统品牌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来源：商务部电子商务司 2021 年 02 月 03 日）

中国江苏网：20条举措，江苏助力跨境电商“新业态”成为“新常态”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省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

意见》，这是我省统筹推进跨境电商发展的首个专门文件。

为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培育外贸新业态新动能，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南京海关、省邮政管理局等七

部门联合制定《关于促进全省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制定 2022

年和 2025 年的全省跨境电商发展目标，明确载体平台建设、市场主体培育、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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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模式融合、贸易便利提升、发展环境优化等“五项工程”共 20项具体举措。

提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载体功能，建设一批具备跨境电

商全产业链服务能力的产业园区，引进培育一批跨境电商孵化基地和孵化中心，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主销市场和新兴市场布局公共海外仓，推广“产业带+跨境

电商”模式，推动传统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引进平台型龙头企业和跨境

电商服务企业，鼓励企业应用跨境电商平台或自建平台承接出口订单，发展以

海外仓为支撑的 B2B2C 备货模式，发展 O2O、网购保税进口+实体“新零售”等

跨境电商进口新模式，支持综保区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推动跨境电商、

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新业态融合发展。

作为贸易新业态，跨境电商在江苏发展迅速，目前拥有苏州等 10个跨境电

商综试区。根据南京海关统计，去年全省纳入海关监管的跨境电商 B2C 进出口

66.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其中出口 63.4 亿元，增长 2.5 倍，进口 3.1 亿元，

增长 1.9 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 46.1 亿元。省商务厅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

工作，大力发展各类跨电业务模式，积极推动“互联网+外贸”，支持外贸企业

应用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手段发掘新客户、开辟新业务、拓展新市场。南

京海关以跨境电商 B2B 出口试点为契机，量身打造新的监管方式，在叠石桥家

纺城创新采用“拼箱出海”查验方式，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也首开全

国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的先河。

省商务厅外贸处负责人表示，将抢抓发展机遇、完善顶层设计，着力推动

跨境电商发展与江苏外贸规模体量相得益彰。切实推进《工作意见》落地见效，

强化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的考核评价。立足我省人才基础、产业集群等实际，

挖掘适宜跨境电商发展的产业链优势，针对发展氛围、产业生态等不足，锻长

板补短板，支持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支持各地加快打造跨境电商产业

园、集聚区和企业孵化基地，努力将新业态变成新常态。

（来源：新华日报 2020 年 02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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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邦动力：2020 年江苏省跨境电商 B2C 出口 63.4 亿元

2020 年美国零售电商销售同比增长 44% 亚马逊占据 31.4%的市场份额

Digital Commerce 360 估计，2020 年，美国零售电商销售额达到 861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占零售总额的 21.3%。这是至少 20年来美国电商最高

的年度增长。据预计，2020 年亚马逊占据美国电商市场 31.4%的份额，低于亚

马逊 2019 年的 43.8%。这可能是其他大型竞争对手在 2020 年取得了增长。

2020 年江苏省跨境电商 B2C 出口 63.4 亿元

江苏省商务厅发布 2020 年全省商务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0 年，江苏

纳入海关监管的跨境电商 B2C 进出口 66.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其中出口 6

3.4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 46.1 亿元。

亚马逊实施“支付服务商计划”：卖家须选万里汇 Payoneer 等指定服务商

亚马逊全球开店即日起正式推出“支付服务商计划”，凡使用支付服务商

收款的卖家今后只能选用参加该计划的支付服务商进行收款。目前，在该计划

内的支付服务商包括万里汇、Payoneer、连连支付、pingpong 和亚马逊全球收

款共 5家。

PayPal 将逐步关闭在印度支付业务 重心转向企业跨境贸易

PayPal 一位发言人表示，PayPal 将在今年逐步关闭其在印度的支付业务。

取而代之的是，该公司将扩大现有的小企业跨境贸易业务规模，以获得印度市

场的重要份额。该发言人表示：“印度对 PayPal 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市场，

经过全面分析后我们认定，在印度市场，我们最适合专注于为旨在走向世界的

印度企业实现跨境贸易和出口。”

全文阅读连接：https://mp.weixin.qq.com/s/sZQ51-iixCiHW9OohcfxMQ

（来源：亿邦动力 2021 年 0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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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国常会，推进 RCEP落地实施以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新华社北京 2月 4 日电（记者班娟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月 3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国内相

关工作汇报，要求以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升级；部署完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退出相关政策，提升市场主体活跃度。

会议指出，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实施，是扩大开放进而促

进改革的重要举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关部门加快协定生效国内相

关对接准备工作。目前协定条文司法审查、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承诺表转换方案

制定已完成，原产地累积规则实施技术准备取得实质进展，对协定涉及的 701

条约束性义务 85%已做好履行准备。下一步，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一是充

分认识实施原产地累积规则有利于降低享受关税优惠门槛、促进区域内贸易合

作、稳定和强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抓紧推进国内相关管理制度改革，制定原

产地管理办法和实施指引，完善业务流程，有针对性做好相关技术准备，确保

协定生效即可落地实施。二是适应协定实施后更加开放环境和竞争更加充分的

新形势，对标国际先进产业水平，梳理完善我国制造业质量标准、规则等，促

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围绕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做好提升标准、完善规则等相关准备。加强部门协同，

对照协定规定抓紧完善国内相关法规政策，选择重点领域分行业制定实施方案，

并推动成员国加快开展关税承诺表转换、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转版、原产地规

则实施指引磋商，为协定生效实施做好制度保障。三是加大协定实施相关培训

力度，帮助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熟悉协定规则内容和成员国关税减让情况，熟

练掌握原产地证书申领程序、证明材料等要求。引导企业增强转型升级紧迫感，

增强专业精神和精益求精意识，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本

领。

“RCEP的落地实施对我国在新时期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大有裨益，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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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维护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体系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服

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郑伟说，一是区域内经贸合作将得到制度化保障，这在推动我国外贸、投

资增长的同时，也将极大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二是 RCEP

将大幅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倒逼我国部分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提高产品质

量，提升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三是为

我国服务业高层次、全领域扩大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将有力推动中国服务

提升发展质量，参与国际竞争。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2 月 04 日）

人民日报：2020年我国规上互联网企业利润增 13.2%
记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2020 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完成业务收入 12838 亿元，同比增长 12.5%，呈现前 4 个月低速增长、5—7 月

增速达到高点、再逐月小幅回落态势。从利润水平来看，2020 年，规模以上互

联网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1187 亿元，同比增长 13.2%。得益于成本控制较好，营

业成本仅增长 2.4%，行业营业利润高出同期收入增速 0.7 个百分点。

分业务看，信息服务收入增速稳中有落。2020 年，互联网企业共完成信息

服务收入 7068 亿元，同比增长 11.5%，增速低于上年同期 11.2 个百分点。

互联网平台服务收入增长平稳。2020 年，互联网平台服务企业实现业务收

入 4289 亿元，同比增长 14.8%。其中，以在线教育服务为主的企业增长提速，

业务收入高速增长；网络销售平台企业的业务收入增速平稳，直播带货、社交

团购等线上销售方式持续活跃；以提供生产制造和生产物流平台服务为主的企

业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此外，互联网接入服务收入恢复增长，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增势突出。2020

年，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收入 447.5 亿元，同比增长 11.5%，

其中包括云服务、大数据服务等互联网数据服务收入 199.8 亿元，同比增长

29.5%，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3.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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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2 月 03 日）

中国贸易报：RCEP中的贸易救济条款该如何发挥作用？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

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目前涉及全球人口最

多、经济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是全面、现代、高质量、互惠

的自贸协定。目前各成员国正依照各自适用法律程序进行核准、接受或批准，

积极推动协定生效。RCEP 生效后我国将与多数成员国实现 90%以上农产品零关

税（日本、韩国、缅甸、老挝为 60%左右），区域市场开放必将给各成员国经贸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国内涉农企业可充分利用关税优惠实现出口利益。同时，

RECP 协定还涵盖了产业和企业如何减少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维护自身利

益的贸易救济条款，这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贸易救济”条款的必要性

根据协定中的关税承诺表，我国对RCEP成员国农产品自由化水平普遍在92%

左右。其中，对东盟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比重为 92.8%、对澳大利亚为 91.5%、对

新西兰为 92%、对韩国为 88.2%、对日本为 86.6%。对成员国取消或削减关税将

不可避免促进农产品进口增加。若因进口激增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

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需要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来维护

国内农业产业安全；若发现成员国存在倾销或补贴行为，则需要通过征收反倾

销反补贴税来维护我国涉农企业利益。与多边框架下贸易协定中相同，区域性

自贸协定中“贸易救济”仍然是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和涉农企业利益必不可少的

措施。

RCEP 协定中的“贸易救济”

“贸易救济”相关内容出现在 RCEP 协议文本中第七章，共包含两节十六条

以及第七章附件内容，具体介绍了 RCEP 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两反一

保”有关内容。

（一）RECP 中的“两反”——反倾销反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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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反倾销反补贴税内容与世贸组织多边框架下贸易救济措施相关内容一

致。具体内容包括：

1.前提条件：成员国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将其商品销售至我国，或对其

出口商提供财政资助、价格支持等，对我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且损害

与倾销、补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具体执行：应符合《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反倾销协定》、《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要求，同时对书面信息、磋商机会、裁

定公告和说明等实践做法进行了规范。

（二）RCEP 中的“一保”——过渡性保障措施

RCEP 保障措施最主要的特点是设立了过渡性保障措施制度，即成员国只能

在协定生效之日起至关税承诺表中取消或削减关税完成后 8 年过渡期内实施保

障措施，过渡期结束后将不能使用。具体内容包括：

1.前提条件：因 RCEP 协定削减或取消关税，导致自成员国原产货物进口激

增，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

2.保障手段：只能通过关税税率方式，例如中止进一步削减关税税率，或

提高关税税率但不超过最惠国关税水平，而关税配额或数量限制等方式均不被

允许。

3.保障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如程序认定必要，可再延长不超过 1 年，

总实施期不得超过 4年。如若过渡性保障期期满，不得再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

4.特殊规定：各成员国不得对缅甸、老挝等最不发达国家实施过渡性保障

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RCEP“两反一保”条款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我国有出口优

势的农产品同样也可能在与 RCEP 成员国贸易交往中遭遇“两反一保”诉讼，届

时国内产业代表也需进行应诉。因此，各涉农企业在推动农产品出口中应遵守

协定规则和相关规定，避免因其他成员国发起诉讼而使企业利益受损。

涉农企业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

若成员国违反“两反一保”协定要求，我国涉农企业该如何运用 RCEP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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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条款来防范和化解风险。

（一）找证据

1.反倾销反补贴税需收集以下证据：一是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存在倾销或补

贴；二是对申请人所代表的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三是倾销、补贴与损

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保障措施需收集以下证据：一是因协定削减或取消关税导致进口数量增

加；二是对申请人所代表的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三是进口增加与损害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找支持

发起申请必须得到国内产业同业者的支持，且所有支持者产量需占支持者

和反对者总产量一半以上，只有这样才可认定申请是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

业提出的。

（三）找对门

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条例，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责，具体部门

为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涉及农产品的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

农村部进行。其中，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简称贸促中心）可提供专

业的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分析和农业贸易救济相关咨询服务。2021 年贸促中

心将针对 RCEP 涉农内容组织系列系统性培训，欢迎广大农业从业者和企业积极

参与。

（来源：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 2021 年 02月 03日）

经济参考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大国地位持续巩固

2 月 2 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20》（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稳步健康发展，规模不

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效益不断提升。2020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329.4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559.4 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大国地位持续

巩固，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我国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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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经贸关系，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保持稳定。《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1988.8 亿美元，

占全球比重 6.4%，与上年保持一致。

《报告》指出，201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流量规模

和占比双双呈现上升。根据《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当

年在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 20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增幅较上年提高了

41.2 个百分点，占当年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4.8%，占比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2 月 03 日）

中国贸易报：预见 2021：中国企业国际化十大趋势

经过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中国企业在 2021 年将呈现哪些国

际化新趋势？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贸易报》邀请了美国罗威尔麻省大学创新

创业副教授孙黎、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业学副教授李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路江涌三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头脑风暴，列出 50多条

可能的趋势，然后相互讨论压缩成 26条重点方向，随后在海内外国际商务领域

的专家、企业高管人员、财经媒体人中进行了调查，并基于调查所得数据，利

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分析归纳出十条专家最为认同的十大趋势。

趋势一: K 型复苏

疫情后经济将呈现出 K 型复苏的趋势，疫情防控工作做得较好的国家将加

快复苏，而一些疫情防控不力的国家会缓慢复苏。这种 K 型趋势其实已经在去

年各国吸引海外投资的金额上体现出来了：东亚吸引了全球所有外国投资的三

分之一，是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最大份额，创下了新纪录。而欧盟则下降了

71%，即使是疫情控制较好的德国也下降了 61%。而中国更是继续吸引跨国公司

的投资，四十年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

在经济 K型复苏的 2021 年，中国企业将进一步加强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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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中与东盟这个 6.5 亿人口、3万亿美元的大经济体连接更加紧密。

趋势二：“一带一路”优先

已故著名国际商务学者鲁格曼（Rugman）二十多年前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各

国时便有洞见地指出了所谓的全球化言过其实。他在《全球化的终结》这本书

中用财富 500 强大型跨国企业销售和投资的数据说明，真正能做到全球化经营

的企业是极少数，大部分大型跨国企业的国际化业务集中在企业母国所在的区

域。究其原因，是跨区域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限制了企业的跨国经营。无独有

偶，著名国际战略学者杰梅沃特（Ghemawat）在同期分析指出，国与国（地理、

经济、制度、文化等）距离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与其说是全球化，

不如说是“半全球化”更接近现实。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亚洲国家处在接近

母国的区域，在地理、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由于历

史的渊源，这些地区华裔工商业势力比较强，通过族裔的纽带开展经贸相对便

利。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企加大对亚洲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应

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指导对外关

系的核心，当在西方发达国家拓展市场受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将会进一步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入和合作。

趋势三: 非市场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加重了很多国家的社会结构性裂痕，疫情后的复苏又可

能进一步放大一些国家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社会撕裂，使复苏在各国

间变得极不平衡。同时，疫情让国家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一些国家间可

能会出现地缘政治冲突，也可能会围绕某些资源展开争夺，这使得全球化充满

不确定性，各国的外交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例如最近印度以国家安全为由禁

止中国多款网络应用。加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会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间

选边站队。这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与运营中将更加注重各类非市场问题，

尤其是防范政治风险和各类合规问题。对此，企业需要加深与各利益关联方的

沟通、协调，也需要更多地运用国际法律工具。

趋势四: 招贤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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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人才的流动，也让多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多层面的

矛盾更为突出。这不仅对旅居海外的华人生活和就业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也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与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的人才供给结构和关系。统计表

明，2020 年回国求职的海外华人同比大幅增长，其中不乏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突

出成就的杰出代表。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间的商品流通、

资本流动和技术合作受到一定限制，海外人才回流能够给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创

新带来新动力，能够部分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回流的海外人才可以帮助

中国企业在推进新型国际化进程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更多国际关

系维度获得关键能力。同时，中国企业也积极聘请海外专才，例如比亚迪从奥

迪、宝马等挖角多名国际设计师，艾格基于中国元素打造出 Dragon Face 设计

语言，让比亚迪车型具备了独特的颜值。在本地化驱动下，中国企业在海外也

聘请了大量专业人才。

趋势五:数字创新

数字化环境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国际化生存的新环境。数字化、智能

化和网络化的新技术蓬勃发展给企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运用带来了全新的可

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深刻改变配置着全

球资源的策略。中国在数字经济等方面具有独特、领先的比较优势与重大发展

机遇。大量数字化平台型企业的出现，使中国国际创业格局呈现出新特性。同

时，以数字创新驱动的国际化也面临挑战。数字化虚拟社会拓展了个体的自我

身份，满足了人们展示自我、获取归属感、减少无聊感等需求，但也带来了很

多问题，尤其是在不同的海外市场，文化以及消费者行为的差异会带来多元的

市场反馈。这要求企业对不同种类的组织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当地政府、

当地社区）给予相应的重视。近年来“科技向善”等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

企业国际创业的发展趋势，除了关注企业创新的经济类指标外，也需要关注其

国际社会影响，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视、对社交压力的缓解

以及数字平台的监管等问题。

趋势六:无形资产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2 月 08 日 • 总第 056 期 | 32

新年伊始，苹果供应链上的中国公司立迅精密被美国同行起诉。立迅精密

被指控在电气连接器和保持架及组件和下游产品侵犯对方专利权，遭到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的 337 调查。这提醒中国企业，随着中国企业近年在全球价值链

上更快速地攀升，就必须重视无形资产、IP 的价值，在专利上需要提前布局。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组建知识产权部门，聘请专业人员，积极申请、购买知识产

权，对各种无形资产、IP 进行保护和运维。近年来，中国进一步重视知识产权

的法治建设，知识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高，例如 ICT 产业（包括半导

体、通信设备、电脑软硬件、电子和电气产品零部件等等）、医疗保健、汽车

产业等产业。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国内国际专利的申请量也大幅增长，由于

重视无形资产的投资与运营，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也将得到释放。

趋势七：国际标准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已经成为中国企

业的共识。中国企业以前在出口贸易中，往往依靠残酷的价格战来站稳脚跟。

随着海尔、华为等大型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大型企业在国际竞

争中的技术话语权得到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也通

过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达到不战而

屈人之兵的目的，逐步掌握技术走向的控制权。例如格力电器董明珠担任国际

标准化组织制冷和空气调节技术委员会制冷压缩机的实验和评定分委会主席；

再如，华为的 IP运营经验也表明，掌控了标准，还可以提高标准必要专利的谈

判价值，可以与跨国公司在专利互相授权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

际标准的制定，还可以增强与国际各类组织、相关政府机构、同行企业、学术

机构的沟通、谈判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软实力。

趋势八：互利共赢

在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尽管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业务取得

高速成长，但其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愈加严峻和复杂。特别是在近年中美经贸

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跨国公司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业务时，在投资、技术

合作、环境保护、员工关系、隐私管理等方面遇到前所未有的合规要求，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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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面临着歧视性对待。同时，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活动也被部分政治势力和媒体污蔑为“新殖民主义”。从长期来看，中国

企业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在东道国耐心扎根，进一步深化本地化，深

入理解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与其建立长期互利关系，运用“天下”的思

维，为东道国的社会福祉和全球稳定增长作出贡献。

趋势九：全球风控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规模的增长及其全球地位的变化，在中国企业国际

化过程中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企业面临卫生防

疫、国际关系和产业链条等多方面的业务连续性挑战。虽然像华为这样的中国

企业常年在业务连续性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投入，但由于面临多个维度的冲击，

业务连续性和风险管理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相比较而言，更多的中国企业由于

国际化经验不足，当遇到外国政府禁令、市场价格巨变、国际物流不畅等问题

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业务不连续性冲击。经历了这一轮国际营商环境的多维

度变化，中国企业将在建立全球危机指挥系统、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和提升业务

连续性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高国际经

营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

趋势十：环境治理

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使贸易与碳排放联系在一起。

各国纷纷降低与碳排放问题相关产品的关税，简化绿色服务贸易流程，中国也

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碳排放目标。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时指出：“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不会是最后

一次，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亟待加强。加大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关

系人类前途和未来。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

对、全球合作。”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也要顺应这个趋势，在建设“绿色一带

一路”方面下足功夫。

虽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这几年在数字上有所下降，但其他数字表明，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在增强，国际化的方式也在多样化，例如在海外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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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量、专利国际授权量一直在上升；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包括信息技术

外包、知识流程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电子电路设计外包、医药和生物技术研

发外包）等业务快速健康发展；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增强；领英的大数据也

表明中国跨国公司对海外人才的需求逐年增长……在这次专家调研中也发现，

一些专家并不认可某些趋势，例如在“制造业国际跨国公司继续撤出中国，转

投其他国家”；“中国企业科技发展更强调自主可控，加速与西方科技生态的

分离”等方面有一定分歧。这也表明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并非全

面乐观。在此，我们祝福中国企业在 2021 年的国际化征程中直挂云帆，乘风破

浪。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2 月 04 日）

参考消息网：俄罗斯经济创 11年最大降幅

据路透社莫斯科 2 月 1 日报道，俄罗斯国家统计部门 1 日提供的初步估值

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该国经济 2020 年收缩 3.1%，为 11 年来

最大降幅。

2020 年底接受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预计 2020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

会收缩 3.7%，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早前预计 2020 年该国 GDP 将收缩 3.9%。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称，2020 年的经济收缩“与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限制措施以及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下降有关”。

报道称，俄罗斯 2009 年和 1998 年曾出现更大经济降幅，经济分别萎缩 7.8%

和 5.3%。在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约 7%。

2020 年初，在俄罗斯关键出口品石油价格暴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之前，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曾预测，在 2019 年增长 2.0%之后，2020 年该国 GDP 将增长

1.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计，该国 GDP 将在 2021 年恢复增长，扩张 3.3%。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0 年 0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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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欧盟力推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欧盟近期加紧落实“恢复基金”，通过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努力缓解

成员国财政压力、稳定就业市场。在各项刺激政策的推动下，欧盟经济整体表

现好于预期，相关机构预计欧盟经济有望进一步反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预测，

2021 年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4.2%。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分析认为，欧盟制造业

数据持续呈现向好趋势，制造业已经成为引领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经济数据好于预期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尽管欧盟经济 2020 年出现萎缩，但

在欧盟及各成员国积极政策的推动下，衰退幅度大幅小于此前预期。

据统计，欧元区 19 国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滑 6.8%，欧盟

27 国 GDP 下滑 6.4%。2020 年第三季度，欧盟经济强劲反弹，欧元区和欧盟经济

环比分别增长 12.4%和 11.5%。受第二波疫情影响，欧盟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再

度下行，但环比经济萎缩幅度在 1%以下，大大好于欧洲央行此前预测的收缩

2.2%。

值得注意的是，欧元区制造业指数已经连续 7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德

国、荷兰等制造业比重较大的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更加明显。以德国为例，去年

11月德国商品出口额环比上升 2.2%，连续第七个月环比上升，商品进口额环比

上升 4.7%。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欧盟各国为应对第二波疫情采取的防疫措施对经济的

影响明显缓和，未来欧洲经济反弹前景较为乐观。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

纳特认为，欧盟经济恢复进程较为曲折，主要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疫情造成

诸多行业停摆，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严重依赖旅游业，旅游业又

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二是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比跨国企业更大，

而欧洲的中小企业众多。

“恢复基金”加紧落实

眼下，欧盟正加紧落实“恢复基金”，推动经济重回增长轨道。欧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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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近日宣布向意大利、比利时、波兰等 9 个国家提供总计 140 亿欧元的优惠贷

款，以帮助成员国纾解财政压力，稳定就业市场。此次拨款为“缓解失业风险

紧急援助”项目，是欧盟“恢复基金”的一部分。

据悉，“缓解失业风险紧急援助”项目将一直持续到 2022 年底，债券发行

规模最高可达 1000 亿欧元。这一项目受到欧盟成员国欢迎，在债券市场也获得

超额认购。去年 7 月，欧盟领导人就总额为 7500 亿欧元的“恢复基金”达成一

致，去年 12月就落实“恢复基金”达成协议。但受欧盟内部程序限制，“恢复

基金”框架下的多数资金仍未发放到位。

欧元集团主席帕斯卡尔·多诺霍分析，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和经济挑

战，欧盟国家多措并举，持续出台有效应对措施：一是在成员国层面，充分运

用税收、社会保障体系和政府补贴，全力保护就业；二是在欧盟层面，出台“恢

复基金”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强欧盟应对经济萎缩的政策工具，并努力推

动欧盟经济的绿色与数字转型；三是欧洲央行实施紧急资产购买计划，向市场

注入了流动性。

根据“恢复基金”发放计划，各成员国需在 4 月底前提交详细的资金使用

计划，待欧盟委员会批准后，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开始获得发放的资金。希腊等

多个成员国都表示希望加快资金发放速度，以缓解经济压力。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快速批准欧盟“恢复基金”，力争半年内开始发放

“恢复基金”。

葡萄牙将推动落实“恢复基金”当作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工作的重中之重，

强调推动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用“恢复基金”和欧盟多年预算框架提供的创新工

具，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公平、绿色、数字化”的经济复苏。

复苏前景总体看好

欧洲央行认为，欧盟经济 2021 年有望加速反弹，但复苏前景仍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

多诺霍认为，2021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态势将比前一年更好，新冠疫苗接种

计划将加速推动社会经济秩序恢复正常，欧盟此前出台的紧急援助措施等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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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显著作用。当前，欧盟经济恢复应该逐步转向深挖自身经济潜力。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欧元区经济复苏虽然有延迟，但并未“脱

离轨道”，2021 年有望成为欧洲经济的“复苏之年”，但复苏的第一阶段仍将

伴随高度不确定性，第二阶段则向数字化、绿色转型。拉加德称，欧洲央行将

继续通过提供有利的融资条件，支持欧元区经济增长。

得益于临时就业补助措施等，欧盟劳动和就业市场保持了稳定。德国安联

保险分析称，2020 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就业补助计划帮助欧盟前五大经济体保

住了约 4500 万个就业岗位，约占这些国家总就业人数的 1/3。

欧盟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威瑟评论认为，欧盟国家财政政

策在缓解疫情对社会、经济影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疫情仍未得到遏制，

经济复苏前景存在不确定性，2021 年这些财政刺激政策仍将持续。不过，欧盟

必须要考虑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合理统筹经济恢复与债务管理，及时作

出政策选择。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奥斯卡·几内亚对本报记者说，

欧盟国家处于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恢复基金”的顺利落实能够

给欧盟经济带来更多利好，尤其是对财政紧张的南欧和中东欧国家来说，“恢

复基金”的作用更为关键。欧盟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受疫情影响程度不一，

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对此，要有针对性地推出应对方案。欧盟可以通过落

实“恢复基金”，推动欧盟绿色与数字转型，同时推动必要的结构改革，建立

更加坚韧的共同财政政策，以更好应对危机。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2 月 08 日）

参考消息网：新冠疫苗争夺战烧至WTO 发展中国家要求豁免知识产

权规则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 2 月 4 日报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抑制新冠病

毒大流行之战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打响了。2 月 4 日，南非和印度对《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引入一项临时特例的要求，可能会再次得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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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试图让某些国家确信，种种保护各大医药工业集团的规定变得灵活有其必

要性。

南非驻 WTO 代表穆斯塔吉姆·德伽马表示：“各个国家，无论富有还是贫

穷，都应该可以拥有一切战胜新冠病毒的手段。然而，全球范围内与新冠病毒

相关的物质短缺情况存在于各个方面，如新冠病毒疫苗、病毒检测试剂、医护

人员的防护装备……而且，造成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某些企业所处的垄

断地位。生产所有这些重要产品应向其他运营商开放。公共卫生的紧迫性可以

证明，摆脱现有不适合重大危机的种种框架是正确的。”

报道称，这两个新兴国家对 WTO 的请求在去年 10月初就提出了。这一要求

从那时起就遭到了包括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反对，因

为它们都拥有致力于遏制新冠病毒的大型制药集团。南非和印度提出的请求就

是要求临时取消有关专利证、复制权、进入生产程序的“未公开信息”的知识

产权限制，直至新冠疫情得到控制。

报道指出，有 11个国家正式附议这一倡议，包括埃及、肯尼亚、突尼斯和

巴基斯坦。据德伽马说，另外还有百余个国家也表示支持。然而，目前尚未考

虑对该决策进行投票表决，尽管 WTO 章程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这样做。

德伽马愿意相信，“讨论会取得进展。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共同的解决办法，因

为只有表现出团结互助，我们才能战胜新冠大流行”。他的国家南非目前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占非洲的 40%。

而那些工业化国家也认为，它们通过资助“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承担

了互助的责任，该计划从现在至 2021 年底将免费向 92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提供 20 亿剂疫苗，相当于可让这些国家 20%的民众获得接种。而德伽马则反

驳说，“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一项好的倡议，可是，即便它们可能会遵守

承诺，也将只会走一段路”。

法国国际前景研究与信息中心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让提醒说：“鉴于情况

万分紧急，发达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确保全球疫苗供应。应对大流行仅限于为

了某些制药公司的利益，这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什么可证明无限的囤积居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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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之举。”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2 月 08 日）

—— 报告摘编 ——

IDC FutureScape: 全球区块链 2021年预测——中国启示

IDC FutureScape 针对增长中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市场做出

10 个预测。这些预测都受到 IDC 定义的在技术、行业、经济、政治、甚至文化

方面总体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或外部驱动因素为企业和业务部门的技术领导

者提供了部署 IT战略的工具。与往年一样，许多趋势来源于影响业务和技术的

变化速度不断提升。但是今年，许多外部驱动因素也反映了全球 COVID-19 疫情

的持续影响以及企业为保持抵抗能力并适应下一个正常状态所做的努力。

2021 年 FutureScape 所涵盖的预测未按优先级或重要性排列，具体如下：

预测 1：法律诉讼和控告阻碍电子选举的进程。到 2025 年，基于区块链的

电子投票方案将成为主流的解决方案，会有 5%的司法辖区进行区块链投票系统

测试。

预测 2：到 2024 年，医疗保健区块链数字身份标准将来自卫健委或其他卫

生机构，可以实现以下四点：医疗数据互操作性、完善的客户/患者数据信息、

患者"健康评分"、利于 AI 技术更好的服务医疗体系。

预测 3：到 2025 年，供应链行业中 15％的机构将与区块链服务公司合作，

整合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平台，以此记录 M2M 通信所需的数据。

预测 4：到 2025 年，将有 15％的消费贷款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形式支付。

预测 5：到 2025 年，将有 8％的金融机构使用区块链技术来满足 KYC 合规

需求，以此创建透明的、可审核的实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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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6：到 2025 年，在立法要求下，将有 50％的跨洲航运会运用区块链技

术记录船员健康信息、船用燃油来源和货物来源数据。

预测 7：到 2025 年，10％的供应链交易将使用区块链完成道德信任溯源与

可持续业务证实，以增加数据可信度。

预测 8：到 2025 年，中国通证化资产市场将达到 1000 亿美元。

预测 9：基于区块链的跨境汇款网络将在特定的地域持续发展。到 2023 年，

支付规模将超过 15亿美元。

预测 10：COVID-19 会在短期内阻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融资业务转型，

但到 2025 年，15%的商业银行用户将被纳入区块链平台。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CHC47098920

IDC FutureScape:全球金融行业 2021年十大预测——中国启示

2020年的疫情给科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各行各业都不

同程度地加速了数字化进程，以提高线上经营的能力和对市场变化灵活反应的

能力。疫情为金融机构带来挑战的同时，同样也带来了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深

化数字化转型来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本报告结合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技术热

点及金融业务发展状况，给出 2021-2025年间最重要的 10条预测，并分别阐述

外部驱动因素、对 IT及业务的影响、对金融机构技术选型的建议等，希望对中

国的金融服务行业深化数字化转型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CHC46701021

IDC releases 2021 top 10 IT Industry Trends for New Zealand
Global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IDC has released its 2021 Top 10

IT Industry trends for New Zealand. The report, IDC FutureScape : Worldwide IT

Industry 2021 Predictions –New Zealand Implications provides IDC's vision for how

New Zealand organisations will deploy and consume technology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DC predicts that the focus of digital decision makers in New Zealan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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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e on filling the gaps exposed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ns. Decision

makers will focus on cloud centric infrastructure, hybrid by design workforces and

operating models that flourish beyond the perimeter of the organisation.

"The 2021 IT Industry predictions reflect the speed of how New Zealand

businesses have adapted to the next normal, with a crystalised focus on how

innovation will help them grow and thrive in a post COVID-19 economy, " says

Louise Francis, Country Manager, IDC NZ. "The mantra of business and digital

resiliency will be amplified in 2021 as organisations prepare to respond to continued

uncertainly and disruption throughout the year."

"Throughout this period, it is essential that businesses understand how the IT

landscape is morphing. This understanding includes where to start, how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mindset, and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and implement the changes

required to enable responsiveness during times of ambiguity and change, " says

Francis. "This year's predictions provide the compass heading for digitally

determined organisations to reassess, strengthen and relaunch their future enterprise

roadmap fit for the next normal."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is year's predictions, tune in to IDC's 2021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T Industry FutureScape webinar on 23rd February 2021. At this

virtual event IDC will present the Top 10 IT Industry trends and the implications,

which will influence and shape how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organisations

recalibrate their future enterprise roadmap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Trends at a Glance for New Zealand (in no particular order)

Cloud Centric IT: By the end of 2021, based on lessons learned, 60% of New

Zealand enterprises will put a mechanism in place to shift to cloud-centric

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s twice as fast as before the pandemic.

Edge Acceleration: Through 2023, reactions to changed workforce and

operations practices during the pandemic will be the dominant accelerators for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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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dge-driven investments and business model changes in most industries.

Hybrid by Design: By 2023, two thirds of NZX companies will commit to

providing technical parity to a workforce that is hybrid by design rather than by

circumstance, enabling them to work together separately and in real time.

Remediate Technical Debt: Through 2022, coping with technical debt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andemic will shadow 50% of CIOs, causing financial stress,

inertial drag on IT agility, and "forced march" migrations to the cloud.

Digital Resiliency: In 2022, enterprises focused on digital resiliency will adapt

to disruption and extend services to respond to new conditions 50% faster than ones

fixated on restoring existing business/IT resiliency levels.

Automation Platforms: By 2023, an emerging cloud ecosystem for extending

resource control and real-time analytics will be the underlying platform for all it and

business automation initiatives anywhere and everywhere.

Opportunistic AI Extension: By 2023, driven by the goal to embed intelligence

in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e in ten NZX companies will acquire at least one ai

software start-up to ensure ownership of differentiated skills and IP.

ICT Ecosystem: By 2025 65% of enterprises will overhaul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 providers, and partners to better execute digital strategies for ubiquitous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and for autonomous IT operations.

ICT Joins Circular Economy: By 2025, 85% of NZX companies will mandate

reusable materials in IT hardware supply chains,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for

providers' facilities, and lower energy use as prerequisites for doing business.

People Still Matter: Through 2023, a third of enterprises' hybrid workforce and

business automation efforts will be delayed or will fail outright due to

underinvestment in building IT/Sec/DevOps teams with the right tools/skills..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AP4743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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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2021年重要战略科技趋势告

行为互联网（Internet of Behaviors）

行为互联网（IoB）不断涌现，许多技术都在捕获并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数字尘埃”。IoB 汇集了面部识别、位置跟踪和大数据等当前直接关注个人的

技术，并将结果数据与现金购买或设备使用等相关的行为事件相关联。

企业机构使用该数据来影响人的行为。例如为了在疫情期间监控对健康规

定的遵守情况，企业机构可以通过使用 IoB 计算机视觉来查看员工是否戴着口

罩或通过热成像来识别发热者。

Gartner 预测，到 2025 年末，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至少参加一项商业或

政府的 IoB 计划。虽然 IoB 在技术上可成为可能，但社会各界将对各种影响行

为的方法展开广泛的伦理和社会学讨论。

全面体验（Total Experience）

Burke 表示：“去年，Gartner 将多重体验定义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科技趋势。

而在今年，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体验（TX），将多重体验与客户、

员工和用户体验相联系。Gartner 预计在未来三年中，提供 TX的企业机构在关

键满意度指标方面的表现将超越竞争对手。”

由于新冠疫情，移动、虚拟和分布式互动日益盛行，因此企业机构需要有

TX策略。TX 将改善体验的各个组成部分，实现业务成果的转型。这些相互交织

的体验是企业运用创新革命性体验实现差异化，从而从疫情中恢复的关键驱动

力。

隐私增强计算（Privacy-Enhancing Computation）

随着全球数据保护法规的成熟，各地区首席信息官所面临的隐私和违规风

险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不同于常见的静态数据安全控制，隐私增强计算可在

确保保密性或隐私的同时，保护正在使用的数据。

Gartner 认为，到 2025 年将有一半的大型企业机构使用隐私增强计算在不

受信任的环境和多方数据分析用例中处理数据。企业机构应在开始确认隐私增

强计算候选对象时，评估要求个人数据转移、数据货币化、欺诈分析和其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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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敏感数据用例的数据处理活动。

分布式云（Distributed Cloud）

分布式云将公有云分布到不同的物理位置，但服务的运营、治理和发展依

然由公有云提供商负责。它为具有低延迟、降低数据成本需求和数据驻留要求

的企业机构方案提供了一个灵活的环境，同时还使客户的云计算资源能够更靠

近发生数据和业务活动的物理位置。

到 2025 年，大多数云服务平台至少都能提供一些可以根据需要执行的分布

式云服务。Burke 先生认为：“分布式云可以取代私有云，并为云计算提供边缘

云和其他新用例。它代表了云计算的未来。”

随处运营（Anywhere Operations）

随处运营是一种为全球各地客户提供支持、赋能全球各地员工并管理各类

分布式基础设施业务服务部署的 IT运营模式。它所涵盖的不仅仅是在家工作或

与客户进行虚拟互动，还能提供所有五个核心领域的独特增值体验，分别是：

协作和生产力、安全远程访问、云和边缘基础设施、数字化体验量化以及远程

运营自动化支持。

到 2023 年末，40%的企业机构将通过随处运营提供经过优化与混合的虚拟/

物理客户与员工体验。

网络安全网格（Cybersecurity Mesh）

网络安全网格使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访问任何数字资产，无论资产或人员

位于何处。它通过云交付模型解除策略执行与策略决策之间的关联，并使身份

验证成为新的安全边界。到 2025 年，网络安全网格将支持超过一半的数字访问

控制请求。

Burke 先生认为：“新冠疫情加快了耗时数十年的数字化企业变革过程。我

们已经越过了一个转折点，大多数企业机构的网络资产现在都已超出传统的物

理和逻辑安全边界。随着随处运营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网状组网将成为从非

受控设备安全访问和使用云端应用与分布式数据的最实用方法。”

组装式智能企业（Intelligent Composabl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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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先生表示：“为了提高效率而建立的静态业务流程非常脆弱，因此在

疫情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首席信息官和 IT领导者正在努力收拾残局，他们

开始了解适应业务变化速度的业务能力有多么重要。”

智能组合型业务通过获取更好的信息并对此做出更敏锐的响应来彻底改变

决策。依靠丰富的数据和洞见，未来的机器将具有更强大的决策能力。智能组

合型业务将为重新设计数字化业务时刻、新业务模式、自主运营和新产品、各

类服务及渠道铺平道路。

人工智能工程化（AI Engineering）

Gartner 的研究表明，只有 53%的项目能够从人工智能（AI）原型转化为生

产。首席信息官和 IT领导者发现，由于缺乏创建和管理生产级人工智能管道的

工具，人工智能项目的扩展难度很大。为了将人工智能转化为生产力，就必须

转向人工智能工程化这门专注于各种人工智能操作化和决策模型（例如机器学

习或知识图）治理与生命周期管理的学科。

人工智能工程化立足于三大核心支柱：数据运维、模型运维和开发运维。

强大的人工智能工程化策略将促进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可扩展性、可解释性

和可靠性，完全实现人工智能投资的价值。

超级自动化（Hyperautomation）

业务驱动型超级自动化是一项可用于快速识别、审查和自动执行大量获准

业务和 IT流程的严格方法。在过去几年中，超级自动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

而因为疫情，一切事物都被突然要求首先实现数字化，这大大增加了市场的需

求。业务利益相关者所积压的需求已促使 70%以上的商业机构实施了数十种超级

自动化计划。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02592.html

GPBullhound：2020年第四季度亚洲投资报告

总体活动继续复苏，更多的美国/欧洲科技投资进入中国。

▪由于对欧洲目标的兴趣与日俱增，投资交易量环比增长了 3%，并购活动增

长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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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在第四季度以 5 笔交易重返科技投资领域。随着经济复苏和有效疫苗

的积极进展，相信跨洲交易将逐步恢复。第四季度中国科技海外投资与 2019 年

第四季度持平，但对欧洲的投资大幅下降。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复苏，中国投资者更多地投资于海外科技行业。

▪第四季度中国投资者的交易量增长了 40%，交易额增长了 80%，表明中国投

资者对海外市场变得更加乐观。但是，欧洲的交易量环比下降了 20%。

▪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减弱。投资印度的交易量与第一季度

持平，投资美国的交易量增长了 82%。

▪腾讯继续其海外投资步伐，强烈倾向于数字媒体资产，宣布了 5 笔交易，

其中 3笔在英国。

▪欧洲投资者在亚洲的 32笔交易中投资超过 29亿美元，这意味着交易价值

增长了 89%，但交易量环比下降了 38%。与美国投资者不同，欧洲人将关注点转

向中国，避开东南亚和印度。

▪美国投资者仍然相信印度，但交易量环比下降了 20%，投资者的投资速度

有所放缓。他们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交易量环比增长 33%，这是自 2019 年

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增长。

▪就行业而言，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都更青睐亚洲的金融科技和软件公司，

而美国投资者则更看好市场和教育技术公司。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98377.html

毕马威：2020年 Q4全球风险投资报告

风险投资者专注于科技驱动的解决方案

2020 年第四季度，鉴于疫情仍在持续，各司法管辖区的风险投资者继续关

注价值主张较强的公司，包括物流和交付、健康和生物技术、金融科技和企业

生产力方面的公司。

IPO 市场继续飙升

2020 年第四季度，IPO 市场继续飙升，特别是在美国，三家独角兽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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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初的两天内上市。快递公司 DoorDash 在 IPO 中筹集了超过 33 亿美元，人

工智能驱动的企业 SaaS 公司 C3.ai 筹集了 6.51 亿美元，度假租赁市场 Airbnb

筹集了 35 亿美元。

健康和生物技术为持续增长做好了准备

第四季度，健康和生物技术仍然是全球所有地区风投的一个非常热门的领

域，多家公司筹集了 1亿美元以上的融资，包括美国的 Resilience（7.25 亿美

元）和 Tempus Labs（4.5 亿美元）、英国的 LumiraDX（3.89 亿美元）、中国

联拓生物（3.1 亿美元）和瑞科生物（2.24 亿美元），以及德国的阿泰生命科

学（1.25 亿美元）。在本季度，总部位于中国的京东健康还举行了亚洲规模最

大的医疗保健 IPO，在香港交易所筹集了 35亿美元。

消费者行为的永久性转变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接受

数字技术。曾经依赖面对面服务渠道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将技术用于一整套活

动，从进行日常银行活动到订购食品杂货和其他家居用品。其中许多活动的便

利性预计将持续到大流行之后，推动消费者行为以及他们对数字渠道的接受和

兴趣发生永久性转变。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967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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