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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广西商务厅：广西服务外包执行额首超 10亿美元

2020 年，广西服务外包执行额 11.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3%，其中承接

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 2.86 亿美元，增长 71.42%。一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知

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首超信息技术外包(ITO)。2020 年，广西 ITO 执行额

3.9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41%，KPO 执行额达 6.0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36.88%，

占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 52.62%。二是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地稳定。承接东盟服务

外包市场稳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均是广西国际服务外包市

场的重要发包国；加工贸易项下的服务外包项目也发展稳定。2020 年，广西承

接东盟、萨摩亚、中国香港国际外包执行额合计占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97.89%。三是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广西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

纳从业人数达 68760 人，新增 7143 人。全区新增服务外包注册企业 260 家，累

计已达 736 家，同比增长 15.04%。

（来源：广西商务厅 2020 年 02 月 26 日）

中国新闻网：青海省对外承包工程同比大幅增长

从青海省商务厅获悉，今年 1 月，青海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170 万

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同比增长 275%，对外承包工程大幅增长。

青海省商务厅工作人员介绍，由于青海省地处西部内陆，信息不畅，国际

人才短缺，缺乏“走出去”的通道和平台依然是困扰青海省企业“走出去”的

现实瓶颈。

为此，为保持青海省对外投资合作稳步发展，青海省商务厅积极有效应对

疫情影响，研究出台支持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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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域“放管服”改革。2021 年 1 月，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170 万

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同比增长 275%，全省对外投资合作开局良好。

在对外承包工程建设方面，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2170 万美元，呈现大

幅增长。工程项目主要分布在玻利维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泰国和塔吉克

斯坦等国家；涉及高速公路、市政、输变电工程、铁路、矿产勘探等领域。对

外劳务合作方面。1 月当月外派各类劳务人员 15 人(去年同期为 4 人)，月末在

外各类劳务人员达 478 人。对外劳务合作岗位涉及选矿、窗帘缝纫和介护、井

下钻探、工程建设等；涉及国家有俄罗斯、日本、塔吉克斯坦、玻利维亚等。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2 月 26 日）

石家庄市 57家企业被认定为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平台）

近日，石家庄市 57家企业被认定为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平台）。

为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激活产业供应链条活力，河北省

聚焦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和城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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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为 3年。

近年来，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引

导、扶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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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将加强对示范企业（平台）的指导和支持，

强化政策措施扶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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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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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闻网 2020 年 02 月 25 日）

参考消息网：外媒：美国为向数字巨头征税扫清障碍

外媒称，美国当地时间周五为各方一致同意对数字巨头征税扫清了一个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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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因而得以恢复从 2015 年开始陷入停滞的数字税谈

判。

据法新社意大利米兰 2月 26 日报道，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 G20

财长线上会议上对其同行表示，华盛顿放弃特朗普政府2019年提出的一个条件，

即“安全港”规则。根据该规则，数字巨头可以选择是在新国家交税还是维持

当前纳税体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谷歌、脸书和其他数字巨头在 2020 年成为大赢家。与

此同时，很多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G20 财长会议承诺在今年年中前

确定一个跨国数字税的方案。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高兴地表示，一份协议就在“手边上

了”。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认为：“这是朝着在夏末达成协议迈出的

一大步。”

去年 10 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未能就从 2020 年底开始对数字巨头征税

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是美国在磋商中横加阻挠。本次线上会议的氛围似乎有所

缓和，毕竟美国在特朗普主政四年后开始回归多边主义。

另据路透社布鲁塞尔 2 月 26 日报道，G20 财长周五同意维持扩张性政策。

这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一次 G20 会议。拜登承诺让美国在国际机构中

开展合作。

在对包括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网络巨头在内的跨国企业征税这一棘手问

题上，本次会议似乎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德国财长朔尔茨和法国财长勒梅尔均称赞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朔尔茨表示，耶伦告诉 G20 官员，华盛顿还计划改革美国的最低税收法规，

以符合经合组织关于全球有效最低税收的提议。

意大利方面表示，美国的新立场应该能为在 7 月的 G20 财长会议上就跨国

企业税达成一项总体协议铺平道路。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2月 27 日报道，美国放弃了特朗普政府在

全球企业税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让税收体系适应数字经济扫清了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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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五表示，美国将不再坚持“安全港”规则。根据该规

则，税收规定中的一些内容将是可选的。“安全港”规则是她的前任史蒂文·姆

努钦在 2019 年底提出的，遭到欧洲国家财长们的反对。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3 月 01 日）

人民日报：欧盟加快推进数字欧元建设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欧洲央行将加快推动数字欧元建设，在未来

5 年内使数字欧元成为现实。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称，数字欧元

将作为实体货币的补充而非替代，有助于推动欧盟经济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

有效提升欧元的国际化程度。

欧洲央行将与欧盟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组成联合工作组，进一步研究数字欧元

在政策、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和具体设计方案，拟于今年夏季推出数字货

币的实施计划。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称，随着经济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特别是支付手段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密资产的不断出现，发行央行主导的数字货

币非常必要。

欧洲数字货币问题专家莎拉·艾伦认为，通过发行数字货币，欧洲央行可以

建立更有效率、更具兼容性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传导将更加精准有效。央行

数字货币具有透明性等特点，将使政策制定者获得更为宏观的国际经济视角。

2019 年底，欧洲央行宣布成立专门的央行数字货币工作组，并推出名为“欧

洲链”的新概念项目，探索数字货币的匿名性问题及其实践。2020 年 10 月，欧

洲央行发布首份数字欧元报告，详细阐释了数字欧元的定义和技术方案，为数

字货币项目的启动奠定了政策基础。去年 7 月，法国央行开始与欧洲清算系统、

汇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多家机构合作，进行央行数字货币银行间结算测试。

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也加快推进相关研究。

分析认为，数字欧元的发展有助于欧盟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确保欧盟更

好地适应外部金融环境变化，在全球电子支付领域抢占领先地位。

在此前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数字欧元的隐私保护、安全性以及适用范围成为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3 月 01 日 • 总第 058 期 | 6

欧洲民众关心的问题。对此，欧洲央行数字欧元工作组负责人法比奥·帕内塔

表示，数字欧元在应用中必须保护个人隐私，欧洲央行也将在数字货币设计过

程中谨慎考虑金融稳定性、兼容性等方面的问题。欧盟委员会表示，数字欧元

将结合数字支付的高效性与央行货币的安全性，降低数字时代支付体系的风险。

（来源：人民日报 2020 年 02 月 23 日）

中国新闻网：1月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收入 1542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 26 日在官网公布 2021 年 1 月我国国际服务贸易数据。数

据显示，2021 年 1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收入 1542 亿元，支出

2123 亿元，逆差 581 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1 年 1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收入 238 亿

美元，支出 328 亿美元，逆差 90亿美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3 月 01 日）

广州日报：“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的三大趋势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海南）改

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在《经济日报》撰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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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一是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要看到，经济转型升级

对服务贸易需求明显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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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二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较快发展。 “十四五”时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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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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

面，还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性变革。

趋势三是服务贸易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中的作用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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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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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冬梅 2020 年 03 月 01 日）

中新社：广东第一外贸大省地位稳固 新业态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2016 年-2020 年)，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受阻。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广东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不仅稳住外贸基本盘，更推动开放型经济迈上新台阶，外贸高质量

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28日介绍，据统计，“十三五”时期，广东外贸进出口

总值达 34.52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较“十二五”时期增长 8.2%。

广东的第一外贸大省地位稳固。2020 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7.08 万亿

元，比“十二五”末年(2015 年)增长 11.5%。2018 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首

次突破 7万亿元大关，之后两年受中美经贸摩擦和疫情等因素影响虽略有回调，

但始终保持在 7万亿元以上，稳居全国外贸第一大省地位。

一般贸易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相比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产业链更长、附加

值更高、更能反映企业自主发展能力。2020 年，广东一般贸易进出口 3.63 万亿

元，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 43.5%逐年上升至 51.2%，2020 年一般贸易占比

首次过半，占据主体地位。

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时期，广东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以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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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市场采购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市场采购试点自 2017 年在广东落地以来，规模稳步扩大，2020 年广

东市场采购出口 2944.5 亿元，占广东出口总值比重达 6.8%。

贸易伙伴多元共进。2020 年，广东与东盟进出口由 2015 年的 7040.9 亿元

增长至 1.09 万亿元，年均增长 9.1%。同期，广东与欧盟(不含英国)、台湾地区

进出口年均分别增长 7%和 7.3%，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长 7.5%。

内生动力更强。“十三五”时期，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每年均保持 5%以上

的增长，从 2015 年的 2.48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9 万亿元，占广东进出口

的比重由 39%上升至 55.1%，从 2018 年开始已连续 3 年保持广东第一大外贸主

体地位。

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值由 2015 年的 2.7 万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2.98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 67.5%提升至 68.4%；其中，技术

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集成电路出口年均增长 15%。

扩大进口稳步推进。“十三五”时期，广东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

进口年均分别增长 14.6%、10.4%；肉类、水海产品、化妆品和医药品等民生消

费类商品进口年均分别增长 33.3%、21.9%、48.7%和 11.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表示，展望 2021 年，世界经济有望恢复性增长带动全球

贸易反弹，国际机构预测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超过 4%，广东出口市场需求有望

回升；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机制不断完善，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将继续恢复，有

利于支撑广东进口增长；自贸协定潜力有望初步释放，RCEP 和《中欧投资协定》

将增强广东外贸发展动能。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多变，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的影响将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仍显乏力，广东外贸发展将面临诸多风险和

挑战。

（来源：中新社 2021 年 03 月 01 日）

人民日报：全球贸易复苏需要通力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2020 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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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强劲，延续了第三季度谷底反弹的势头。不过，由于全

球贸易的关键领先指标出口订单指数和汽车产品指数均出现见顶下滑趋势，其

扩张步伐在 2021 年上半年恐难以持续。全球贸易有望拉动经济增长，但其正面

效应需要更长时间显现。

短期来看，疫苗接种工作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势头。

受疫情影响，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甚至停产，造成国际物流迟滞和货物贸易成本

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信心降低也从需求端对全球产业链形成挤压。如果全

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发达经济体和东亚各国的生产供应能力有望充分释放，

届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环境将助推北美、欧盟和亚太等地区的贸易投资活动快

速修复，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早在疫情发生前，全球贸易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就有所减弱，

在经历最初一个阶段的补偿性反弹后，国际贸易可能保持与全球产出增速一致

的缓慢增长。2008—2019 年，世界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速与该时期全球总产出增

速几乎持平，与此前 10 年二者接近 2∶1 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在贸易保

护、地缘政治、各国要素成本优势相对变化等结构性因素推动下，国际贸易格

局正逐步发生改变，贸易及其带来的专业化分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

被削弱。因此，全球贸易规模和经济增长回归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

中长期看，各国应对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全球产业链重构是全球贸易复苏

和发展的关键。2020 年，我们既看到全球货物贸易相关保护措施新增 1146 条，

较前一年增加 5.2%；也看到多边、双边经贸合作得到维护，如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等。后疫情时代，

为强化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政府和企业将积极推动产业链布局多元化和区

域化。

总体而言，短期内，疫情形势的缓解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并在二者间形

成良性循环。全球贸易的中长期发展前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有赖

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以及各国政府对国际合作、维护贸易

环境的态度。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多边合作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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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通力合作克服现有障碍，国际贸易将有望在未来 10年焕发新生，为实现可持

续经济复苏提供助力。

（来源：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民日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国际商报：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

“十三五”时期，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服务消费几乎占据居民消

费的半壁江山。医疗、教育、旅游、文娱等服务消费市场迅速增长。商务部统

计显示，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所

占比重达 45.9%，北京市服务性消费额在市场总消费额中占比高达 55.1%。

市场快速发展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十三五”时期，在发展服务消费方面，国家优化餐饮、

文化、旅游、养老、家政等服务供给；建设家政信用信息平台，归集 1.3 万个

家政企业和 1000 多万条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积极协调出台减税降费、租金减

免等扶持政策，推广绿色餐饮，倡导粮食节约，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2020 年

四季度餐饮收入增长 0.2%，基本恢复至上年同期水平。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伴随着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

住行的消费，对教育娱乐、旅游休闲、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强

烈，这与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消费发展势头迅猛，增速明显快于实物消费，

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占比也不断提高。”付一夫说，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也发展

得如火如荼，特别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电商购物、在线拼团、到家服务、在

线教育医疗等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活力不断迸发，为消费市场及国民经济

的高质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主任许英明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亦

表示，服务消费不仅成为“十三五”时期的消费热点，也是消费增长的重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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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体现。“‘十三五’时期，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服务供给体系日趋成熟，更好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未来，服务消费仍将是培育内需体系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

点。”

增长空间广阔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消费所占比重仍然偏低，这也意味着增长空

间依然广阔。”在付一夫看来，未来一方面要围绕消费升级着力增加优质服务

供给，大力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民生的服务消费领域，切实迎合国人

的消费升级需求，并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

领域的市场准入，不断引导社会力量进入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服务、

教育培训、家政等居民需求旺盛的服务消费领域，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提供更

多更高品质的服务产品，以此助力消费市场的持续发展，并激发出国人的消费

意愿。

许英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加速了服务向“数字化”转型的

进程，线上服务消费全面提速。在促进线上服务消费方面，未来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着力：一是加快建设服务消费数字基础设施。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围

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城乡商圈体系建设等，用数字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消费基础设施的同时，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服务消费基

础。

二是构建多层次服务消费供给体系。“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发展服务消

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因此，要充分吸收社会资本，鼓励更多社会

力量涉足医疗、教育、养老、文娱等服务消费领域，有效满足多样化、个性化

的服务消费需求。

三是激发服务消费潜能。一方面，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服务

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物流体系、提高企业和消费者“触网”能力、

消费场景化可视化等持续畅通服务消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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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商报 2020 年 02 月 24 日）

中国贸易报：跨境电商快速发展 融资物流瓶颈待破解

日前，城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 2020 图说跨境报告梳理了过去一

年相关海关监管政策的进展。2020 年，9710、9810 海关监管方式已在 22 个直

属海关进行试点，跨境电商监管创新成果从 B2C 推广到 B2B 领域，试点企业可

适用“一次登记、一点对接、优先查验、允许转关、便利退货”等通关便利化

措施，一些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提质增效。

跨境购物消费集中在美妆个护、母婴、食品、保健品、运动户外、服饰、

电子产品、家居等品类，具体到杭州，2020 年杭州线上平台 B2C 进口品类 TOP3

依次为护肤品、婴幼儿奶粉、洗护用品，来源地 TOP3 为中国香港、日本、韩国；

B2C 出口品类 TOP3 依次为塑料制品、服饰、饰品，目的国 TOP3 依次为西班牙、

法国和俄罗斯。

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卖家总数约为 44万家。卖家数量排名前十的省市区是

广东、浙江和福建、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上海、安徽、湖北，卖家销售

额排名前三的省市区是广东、浙江和福建。

2020 年全年我国发往全球的包裹总数达 2.8 亿件，发件量占比前五的国家

分别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加拿大。中国国际物流 TOP5 分别为：中国邮

政、云途物流、燕文物流、DHL、顺丰。2020 年全球各地区发往中国的包裹数量

达 446 万件，排名前四的国家（地区）分别为日本、韩国、美国和英国。其中，

全球发往中国的包裹数量自 3 月起下滑严重，4 月仅有 23 万件。具体到杭州，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力引进国际全货机航班，在原有 8 个国际及地区全货机航

班的基础上，新增马德里、吉隆坡、新加坡、洛杉矶等 7 条国际全货机航线，

新开通厦门、烟台、青岛等 9 个网点。杭州、宁波两地机场还在 2020 年 10 月

顺利互设异地货站，国际快件（跨境电商）中心改造完成并获批投运，配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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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快件通道和 4条跨境电商通道，将大幅提升国际货运保障能力。

该报告分析认为，跨境电商物流建设方有平台自建物流、第三方货代、快

递/传统跨境货代、中小货代/平台四类，分别在运力资源、关务资源、运营能

力等有不同的组合优势。疫情期间，海外需求总体暴增，跨境电商物流费用一

般占比为 15%至 30%。现在的跨境电商物流多为依托行业红利期，对海外清关、

派送、干线运力掌控不易。跨境电商货代同质化、地域化市场竞争激烈。

而在跨境电商金融服务方面，跨境电商第三方支付公司业务开始较早，在

收款业务上有优势，并积极扩展生态服务。2020 年底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宁

波银行率先上线银行对接业务，为国内跨境电商用户提供北美站的收款服务。

受疫情影响，跨境电商企业急需普惠、便利的融资产品。但由于其轻资产、小

批量、高频次等行业特点，银行缺少对其企业数据的掌握，对中小微企业、外

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

除了物流和融资瓶颈外，该报告显示，跨境电商企业 2020 年的主要痛点还

包括选品、收结汇、利率成本、人才缺口、退税政策等。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跨境电商增长势头猛

2020 年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据海关统计，2020 年中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了 31.1%。跨境电商正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超

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提质增效，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首

选和外贸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中国制造”需求量上升

“2020年我们的跨境电商出口额达13亿元，预计2021年可以达到16亿元。”

浙江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从2014年开始进入跨境电商领域，

2018 年开始做跨境电商出口，近年来保持了 50%以上的高速增长。

这只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发展的一个例子。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

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作为新兴贸易业态，跨境电商在防疫期间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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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出现了不降反升的迹象。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 1.69 万亿元，强

势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各项指标均创新高。

当前，全球消费者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将消费行为转移到线上，跨境电商平

台成为消费者采购的重要渠道。受疫情影响，海外许多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上升，电子产品、日用品等受到海外消费者

的青睐。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出口笔记本电脑等“宅经济”产品 2.51 万

亿元，增长 8.5%。

对于海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中国卖家快速响应，利用国内制造业供应链

的成熟和完整度优势，灵活调整自身产品，实现了逆势增长。“我们隔壁有个

工厂，原来是生产家用灯具。防疫期间他们开始生产紫外线消毒灯，这个灯在

海外卖得特别好。”中山市一名 LED 厂商称。

亚马逊全球开店企业购亚太卖家拓展负责人杨钧对此深有感触：“防疫期

间，很多卖家开拓了很多新的业务机会。”她指出，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产生

了新的需求，除了医疗用品，包括蓝牙耳机、网络摄像头、升降桌、办公椅等

在内的远程办公品类有显著增长。

“海外仓”大大节约成本

“疫情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某跨境电商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国际航空数量锐减，跨境电商遇到了物流配送慢、成本上升、退换货和清

关难等问题。

在此情况下，国家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给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注入了“强

心针”。2020 年，中国与 22个国家“丝路电商”合作持续深化，双边合作成果

加速落地；国务院新批复成立 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大

到 105 个；海关总署增设“9710”“9810”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贸易方式，推动

通关便利化。目前多地的跨境电商综试区正继续推进关于跨境支付、电商平台、

物流公司等多个产业链的政策利好措施。

海外仓模式成为众多跨境企业的新选择。“物流时效实现了从 25 到 30 个

工作日甚至一个半月，向七日达、三日达、一日达跃升；区别其他物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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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仓帮助我们节省了 20%的物流成本；产品破损率降低的同时，买家服务体验

和店铺好评率直线上升。”敦煌网户外骑行用品卖家 Roy 介绍，截至 2020 年，

海外仓占到公司总量的 80%，布局海外仓的产品业绩销量增长了 3 倍以上。

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新外贸趋势，技术创新为出口赋能。例如，阿里巴巴国

际站通过线上展会、音视频洽谈等模式，以及智能化的翻译、报关、物流、退

税等服务，拉近买卖家之间的跨国距离。“我们既要解决商家精准获取订单的

问题，还要确保国际运输、跨境支付等环节的畅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

张阔表示。

迈进“精耕细作”阶段

“中国商品不仅物美价廉，产品设计也很出色，很多科技产品都好用。”

一位经常购买中国产品的海外消费者赞叹道。

随着出口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海外，全球消费

者的需求也不断升级。经历了快速成长、野蛮生长、产能调整之后，中国出口

跨境电商行业迎来了库存改善、经营稳健的新发展阶段。

亚马逊日前发布《从新业态到新常态——2020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趋势报

告》，总结出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五大趋势：卖家地域和类型更多元、全

球布局加速、品牌意识增强、产品创新提速、响应能力升级。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行业和卖家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

演变。出口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持力量，并正从外贸‘新业态’成

为外贸‘新常态’。”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负责人戴竫

斐表示，中国卖家在做全球业务的时候，要有全球视野和本土化的思维。

戴竫斐认为，一方面，多元化的发展可以为未来打造更好的发展基础，中

国卖家除了发展美国、欧洲、日本等成熟市场，也可以进一步走入很多新兴市

场，比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另一方面，中国卖家需要了解本地消费者的需

求是什么，以消费者作为出发点，做好产品的差异化设计，更好服务本地消费

者购买的需求，同时也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贸易法规和产品法规，在合规的

基础上获得更健康、持久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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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 年 02 月 22 日）

亿邦动力：2020 年美国电商销售额 7900 亿美元

阿联酋杂货电商销售额达 4.12 亿美元 印度位居供应商榜首

根据一项新数据分析显示，由于新冠病毒改变了购物行为，阿联酋杂货电

商消费在 2020 年激增至 255％。迪拜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杂货电商市场

2020 年销售额达到 4.12 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6.19 亿美元，复合年增

长率为 8.5％。

迪拜商会分享的数据显示，阿联酋在 2020 年的新鲜食品销售额增长了 6％，

达到 79亿美元；罐头食品的销售额也增长了 4％。至于阿联酋从哪里获得供应，

其表示印度成为最大的供应国，来自亚洲国家的食品占阿联酋全部粮食进口的 1

9％。

2020 年美国电商销售额 7900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的季度数据显示，2020 年美国电商销售额增长 32%，

达到 7900 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 5980 亿美元。电商占零售总支出的 14%，较 2

019 年的 11.3%有显著增长。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电商平均每年增长 15%。到 20

20 年，该市场的总销售额达到了原本要到 2021 年才能达到的水平。仅在 2020

年美国电商就已完成了两年的增长任务。

eMarketer：2021 年美国社交电商市场销售额将达 360 亿美元

近期市场调查公司 eMarketer 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2021 年美国社交电商

市场销售总额将达到 360 亿美元，同比 2020 年增长近 35%。同时，eMarketer

透露，即便美国社交电商市场按照数据预测实现增长，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电

商版块的收入也只占美国电商市场销售总额的 4.3%。

eMarketer 解释道，美国社交电商产业之所以占比仍旧很少，是因为用户仍

然只会将 Pinterest 和 TikTok 等社交平台视作决定和挑选个人喜爱品牌的地

方，但不会在这些平台上进行购物。值得一提的是，此前 eMarketer 和 Bizrat

es Insights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 8月，只有 9%的美国社交媒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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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会定期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

2020 年吉林跨境电商交易额 33.6 亿元 同比增长 25%

2020 年，吉林跨境电商交易额 33.6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跨境电商零

售进出口 9.7 亿元，同比增长 178%。此外，2020 年吉林全省上线阿里巴巴国际

站企业达到 417 家，同比增长 23%，150 余家企业上线环球资源网。据长春海关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11 月，吉林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 4.4 亿元，同比增

长 230.6%，进出口总货运量 1364.9 吨，同比增长 545.4%。

中东时尚电商 Namshi 沙特市场 2020 年收入增长 50％

迪拜零售公司 Emaar Malls 发布报告称，2020 年该公司旗下时尚电商 Nams

hi，在沙特阿拉伯市场的收入增长了 50％，未来将扩大利雅得的新仓库设施。

Emaar Malls 表示，2020 年公司收入下降 24.8％，至 35.1 亿迪拉姆（9.6

亿美元），但 Namshi 同期销售额增长 28％，至 13.16 亿迪拉姆，沙特是其最大

的市场，通常沙特市场占 Namshi 总收入的 70%以上。

报告：2022 年卡塔尔电商市场销售总额将超过 32 亿美元

近日，卡塔尔金融中心（Qatar Financial Centre）在发布的一项报告中

表明，由于疫情推动了线上电商发展，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和消费者转向线上平

台，卡塔尔的电子商务市场销售总额预计将在 2022 年突破此前交通运输部估计

的 32亿美元。据介绍，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线上支付平台，卡塔尔市场的电

子商务渗透率也从 2018 年的 15%增加到 2019 年的 37%，增幅超过一倍。

中国连续 5 年成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德国联邦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 2121 亿欧

元，同比增长 3%，中国再度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德方数据

显示，中国已连续第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全文阅读连接：https://www.ebrun.com/20210228/423500.shtml?eb=www_index_feed_news-cross

（来源：亿邦动力 2021 年 0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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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均 GDP连续 2年超过 1万美元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记者陈炜伟、邹多为）国家统计局 28 日发布的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447

元，比上年增长 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绍，我国经济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

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7%。

公报还显示，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502 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2.2 万户，

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1.4 亿户。

在科技方面，公报显示，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2442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0.3%，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4%。

（来源：新华网 2020 年 02 月 28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经济总量首破百万亿元大关

国家统计局 2 月 28 日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中

国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在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二

季度增速由负转正，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四季度增长 6.5%，走出了一

条令世界惊叹的“V”形曲线，最终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101.6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不仅如此，中国还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7%。

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来看，消费、净出口等均表现亮眼。

“压舱石”地位未变消费渠道再拓宽

“回顾 2020 年的消费市场，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消费市场

与交通运输及物流配送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在此期间，线上消费的全方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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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最大亮点，新兴业态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事实也正是如此。数据显示，2020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590 亿元，按

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比上

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

谈及“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付一夫

认为，虽然全年社零总额增速依然为负，但三、四季度已经转正，说明消费依

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付一夫分析认为，从二、三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再加上各地发放消费券等短期刺激手段的作用，

消费市场的复苏有目共睹。在线上消费新动能强度不减的同时，景点、餐厅、

酒店、影院等线下消费场景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很多消费者在疫情防控期间被

迫延后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兑现，汽车消费、餐饮旅游消费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第四季度，伴随着中秋国庆小长假以及“双 11”购物节的到来，国人的出行意

愿以及各方面消费需求集中爆发，很多行业都摆脱了疫情的困扰。

对于 2021 年的消费市场，付一夫言语间透露出信心：“增长将是今年的核

心基调。”他进一步分析，需求方面，国民经济的回暖带动了国人收入增速的

反弹，消费者信心以及对后续市场走势的预期都在改善，这将为消费需求的稳

定与消费潜力的释放打下基础;供给方面，在疫情的倒逼之下，各种新业态新模

式风生水起，国内免税经济的壮大也在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政策方面，从中央到

地方都将促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抓手，各种利好不断涌现。再叠

加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稳定向好，国民经济持续好转，2021 年的消费表现值得

期待。

“基本盘”夯实稳固 对外经贸提质增效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其中出口增长 4.0%。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

高，中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利用外资表现亮眼，全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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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

著成效。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在分析这份亮眼成绩单的动力及特点时对国

际商报记者表示，“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是企业短时间内‘回血’的重要原

因。国内市场逐步回补，在生产端补足海外供需缺口，在消费端有效促进全球

经济复苏，是外贸外资同比实现正增长、全球份额持续提升的重要动力”。

此外，庞超然表示，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不断增长，这是因为

国内产业对外竞争力逐步提升，消费升级态势明显，促进出口贸易提质增效、

高质量进口产品需求增加。另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国际双循环

畅通程度逐步加深，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经贸协定谈判有序推进，政

策措施有效推出，开放红利逐步显现，在制度型开放的有力带动下，各类要素

高效自由流动，促进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庞超然也提醒，今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对外

开放总体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对此，一要继续加强外部形势的跟踪监测，及时

发现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做好政策工具储备;二要继续加大国内市场培育力度，

多措并举提振民众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国内经济

大循环促外贸外资平稳有序发展;三要继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升级，提升

国内龙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创新带动开放质量提升，打造新时代

对外开放新优势。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2 月 28 日）

经济参考报：开局之年“热启动” 经济复苏跑出加速度

从 PMI连续 12个月保持扩张区间，到 PPI上行转正，一系列先行指标印证

经济向好态势；从春节消费实现“开门红”，到各地密集部署冲刺一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彰显“十四五”开局之年经济热启动。专家认为，“三驾马

车”动力十足，新活力不断迸发，将为全年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积势蓄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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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和综合 PMI产出指数分别为 50.6%、51.4%和 51.6%，连续 12个月保持在扩张

区间。调查显示，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普遍向好。

由于国内需求持续改善，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上涨势头，

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继续上涨，同比由降转涨，实现转正。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年，坚持扩

大内需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重要支撑。消费方面，春节期间，全国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28.7%，全国快递处理量同比增长

260%，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 75亿刷新纪录，一系列强劲数据彰显中国经济巨大

潜力和旺盛活力。投资方面，地产、基建、制造业等投资保持向好态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随着复苏加快，2021

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较快增长。特别是疫情防控得以有效控制，需求端开始释放

潜力，继春节消费启动后，消费有望步入正轨，而重大项目投资将加速开工建

设，进出口贸易也有望保持较高增长。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强、

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优势并未改变，“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

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有望迎来更强劲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动机。

从“三驾马车”的表现来看，高瑞东认为，出口层面，机遇来自全球经济

复苏过程中总需求的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生

效等。

消费层面，受益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消费动能有望持续释放。投资层面，制造业投资有望接棒成为新

的发力点，与之相关的“新基建”投资也将持续加码，高新技术投资将成为拉

动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动力，也将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他指出，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根

本途径仍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供给侧要推进科技创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3 月 01 日 • 总第 058 期 | 22

链自主可控能力；需求侧要坚持扩大内需，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

节，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此外，要抓住国际市场需求复苏的机会，特

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需求增长，发挥国内产业体系优势，保持出

口贸易强劲增长，优化贸易结构。

刘向东指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需要把握宏观调控的时度效，既要发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上的效应，也要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优

化结构上的重要作用，做到精准高效，着力激发消费潜力和扩大有效投资，切

实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经略既张，宏图将举。从部委工作会议到地方两会，纷纷敲定 2021年经济

政策施工图。瞄准高质量发展方向，加快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壮大新动能。

方向既明，干劲倍增。不少地方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火热启动一季度经济。

2月 28日，河北省沧州市举行 2021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暨“双

竞赛”第一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 836.48亿元的 444个项目集中开工，

项目数和投资额分别比 2020年一季度多出 1倍、高出 200多亿元。2月 27日，

2021 年一季度武汉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21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 3305.4

亿元，涵盖引领性科技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新基建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的背后，是不少地方加码冲刺一季度经济，力争开局之

年首季“开门红”，推动全年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2月 26日召开的河北省政府常务会议提出，要全力抓好投资和项目建设，

省市县 3月份开工一批大项目。要全力抓好消费扩容升级，加快研究制定鼓励

消费的创新举措。要全力稳定外贸外资，实施外贸主体培育、外贸平台提档升

级等 6大专项行动。

此前，吉林省提出，要在继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推动经济

平稳运行、持续增长，并围绕强化政策措施支撑、推动工业稳工稳产、加快复

商复市、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具体任务。

业内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当前全国上下铆足劲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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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发展格局上开好局、起好步，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澎湃动

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开启，中国经济航船将驶入新的壮

阔海域。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人民日报：外商投资法实施一年多 保障利用外资逆势增长 4.5%
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了外商投资法贯彻实

施一年多的情况。

臧铁伟说，2019 年 3 月 1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外商投资法，以实

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充分展

现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坚

强决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外商投资法实施一年多以来，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营造了更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投资环境，有力保障我国利用外资在新冠肺炎疫情

巨大挑战下逆势增长 4.5%，引资规模和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最大外

资流入国，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5.1 万户，助力‘十三五’圆满收官。”臧

铁伟说。

臧铁伟表示，实施外商投资法成效显著，呈现“五个更”的特点。一是外

资准入更自由。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入实施，限制措施得到

压缩。同时，投资主体选择更加自主，外商投资法为中国自然人直接参与外商

投资打开大门，2020 年外国投资者与中国自然人合资新设外资企业近 9000 家。

二是投资活动更便利。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审批备案，

实施信息报告制度，外资企业设立管理环节“两道变一道”。进一步简化外资

项目备案和核准手续，优化外资项目全流程服务。三是服务体系更健全。在国

务院外贸外资协调机制下组建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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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服务体系。中央层面帮助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突出的防疫物资短缺、跨境物

流不畅、上下游协同复工等困难问题 252 项。四是权益保护更有效。出台《外

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编制公布各地投诉工作机构名录，外资企业投诉

渠道更加通畅便捷、流程更加清晰可操作。五是市场竞争更公平。外商投资法

为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提供坚实法律保障，相关主管部门依法

制止涉及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有力维护

了公平竞争秩序。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3 月 01 日）

中国贸易报：贸易产业融合的新要求新期待新格局

江上年年芳意早，蓬瀛春色逐潮来。一年之计在于春，2021 年春节假期刚

刚结束，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泰普森实业集团就着手招贤

纳才、抢柜出货，无论是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都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国外贸企业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

情、中美经贸摩擦等多重考验，这使我国成为全球唯一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在 2020 年达到 32.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1.9%。泰普森实业集团发展部部长冯小兰说：“我们户外家居产品连续 8 年

的出口额都在全国排名第一。公司出口额以每年 10%左右的速度增长，2020 年

的出口额大约在 6 亿美元。这是因为我们早期布局了海外营运中心和海外仓，

缓冲了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带来的影响。”

展望 2021 年，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的动力将逐步由防疫

物资出口拉动转为外需回暖拉动。对此，一大批外贸企业加紧工作，生怕浪费

了这大好的春日时光。在外部环境依然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相关部门也不

断出台稳外贸政策，为外贸企业保驾护航。例如商务部在 2021 年将实施优进优

出、贸易产业融合、贸易畅通三大计划，着力从巩固和提升两个方面做好外贸

工作。

“贸易与产业融合发展本是题中之义，但新时代对其有了新要求和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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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广州市社科院现代市场研究所高级经济师揭昊说，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贸易产业融合有利于统筹利用好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利于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助力提升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生产力学会研究员杨枝煌看来，贸易产业融合的核心要点就是通过

贸易提升产业自主能力和产业影响，同时将贸易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更加重

视贸易在扩张商业存在、扩大市场占有率方面的核心功能。

杨枝煌认为，推出贸易产业融合计划，具有深厚的国内外背景，他分析说：

“就国内而言，中国货物贸易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比较低，需要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升贸易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中国贸易链安全和影

响力；就国际而言，国际货物贸易主要方式是中间品贸易、跨国公司垂直或横

向贸易、产业链内部贸易，贸易和产业融合程度非常高。”

在贸易产业融合计划中，提到了新认定一批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具体措施。

在前不久商务部公布的 2020 年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名单中，德清县入选，

其主打产业就是泰普森实业集团所从事的户外绿色家居产业。这极大鼓舞了泰

普森实业集团及其同行们。

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集生产、出口功能为一

体的产业集聚体，培育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是推动外贸转动力调结构、培

育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其优点就是将分散于多个部门的开发开放平台整合，

从而提升了我国外贸产品的影响力。

“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的要义是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支持贸易与产业融合发展。例如，针对产业发布了转型升级的规划，在细化

产业分工、提高创新能力、促进要素流通、资金支持等方面发力；我们还进一

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创新开拓市场方式，我

们在外贸发展上投入的资金达到每年 5 千万元左右。”德清县商务局副局长袁

陈云说，德清县的户外绿色家居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是在龙头企业引领下，不

断巩固欧美等优势出口市场，带动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从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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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树立起产业品牌。

“培育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不仅可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还可以推动

企业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这有利于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进而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揭昊指出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拥有的三个优点，是实现贸易产业融合的有效途径。

——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大。袁陈云介绍说，德清县的户外绿色家居产业起

步比较早，龙头企业在 1993 年左右就开始逐步成型，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户外绿

色家居产业集群。目前，归为这个类型的企业有 300 多家，其中有 100 多家是

规上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帐篷、户外家居等等，年出口额将近达到百亿元。

——企业科技创新动力足。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可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优渥

条件，例如设立种子基金、建设众创空间等都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提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袁陈云说，当地企业十分注重产学研合作，龙

头企业在欧美设有研发中心，一些企业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研平台，“我

们的统计结果显示，相关产业企业建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有两个，省级的企业

研究院有 3 家，省级研发中心有 4 个，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 3%。我们企业除

了重视对金领、白领人才的引进外，还特别重视对专业技术较强的蓝领人才的

引进。”

——企业品牌建设效果好。德清县企业的出口产品主要面向欧美地区，客

户对产品的品牌、质量十分认可。例如，泰普森的渔具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在

80%左右。冯小兰介绍说，企业通过贴牌生产和打造自有品牌双管齐下的方法来

拓展市场，她说：“这背后是我们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拥有多年的出口经验，

在全球的渠道已经铺开，外贸销售比较稳定；拥有比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在

全球都布局有生产基地；拥有领先的创新研发能力等等。”

“近年来，我们开拓市场的方式也在不断蝶变，从以展会拓订单到主动走

出去，依托海外样板间、海外仓来拓展市场，更好满足了客户需要。”袁陈云

说，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的进口发展和服务贸易，因为进口和服

务贸易也是提高产业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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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中国需要

通过贸易提升产业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未来贸易不仅仅是产业自身内部的

垂直贸易、跨国贸易，也包括产业之间的越界贸易和数字化融合贸易。”杨枝

煌认为，在新的发展趋势之下，贸易融合也要走创新发展之路，确定“科技为

首要、产业为核心、贸易为目标”的原则，打造“科技+产学研+贸易”的贸易

产业融合新格局。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2 月 25 日）

科技日报：去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超 3.3万亿

2 月 22 日，记者从国家信息中心获悉，该中心日前正式发布《中国共享经

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约为 33773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约 2.9%。

报告认为，疫情冲击下，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中国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巨

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疫情对不同领域共享经济产生的影响明显不同，使得不

同领域发展不平衡情况更加突出。

报告显示，知识技能、医疗共享等领域的市场规模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

长 30.9%和 27.8%；共享住宿、共享办公、交通出行等需要通过线下活动完成交

易闭环的领域市场规模同比显著下降，降幅分别为 29.8%、26%和 15.7%；生活

服务领域同比下降 6.5%。

报告认为，疫情冲击下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离不开一系列

保就业政策的实施，也得益于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测算表明，

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 8.3 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8400 万人，同比增长

约 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631 万人，同比增长约 1.3%。

报告指出，共享经济下的灵活用工模式也成为后疫情时代下的就业蓄水池，

为“稳就业”“保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同时还举了一些实际案例，比

如，围绕提升商业协作效率的命题出发，高灯自由薪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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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人企商业互联服务市场，打通金融支付基础设施，提高结算成功率和秒级

到账率，通过智能匹配引擎、招募引擎、工作任务管理引擎、结算引擎四大商

业协作引擎，整体提高了灵活用工模式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精细化运营水平。

报告也指出，中国共享经济领域量身定制的监管制度持续完善。过去有碍

新业态的制度性障碍取得重要突破，共享医疗是疫情倒逼下制度创新步伐加快

的典型领域；针对新业态发展中的问题，量身定制的监管力度也在加大。2020

年中国主要针对大型平台的竞争行为、网络营销和交易行为、个人信息保护、

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网络保护等方面加强监管和规范。

报告认为，在 2020 年共享经济增速因疫情影响而出现显著回落的情况下，

考虑到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强劲复苏，预计 2021 年增速将有较大回升，有望达

到 10%至 15%；未来五年，中国共享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10%以上。

（来源：科技日报 2021 年 02 月 24 日）

参考消息网：美媒，中国再成美最大贸易伙伴

据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 2 月 25 日报道，由于美国出口增加，中国在

2020 年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是由于从中国进口，是由于向中国出口。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墨西

哥 2019 年曾超过中国，首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 2020 年对华出口增长 16.9%。对华

出口总额是 1246.5 亿美元（1美元约合 6.5 元人民币——本网注），达到自 2017

年以来的最高值。2017 年是前总统特朗普任期的第一年，也是美中贸易战爆发

的前一年，这场贸易战在拜登任期第一年基本没有消退。

报道称，贸易战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使美国出口商吃尽苦头。2020 年，他

们得到了回报，但对华出口总额仍比2017年创纪录的1303.7亿美元低了4.39%。

请记住，出口占美国对华贸易的比例是 22%，仍然远低于出口占美国对外贸

易的平均水平（38%）。但 22%的数字是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 25 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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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达到这一比例。

报道指出，2020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 169.7 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

则增长 180.2 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略有增加。嘿，就连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都减少了。

那么这些出口包括什么？

死而复生”的大豆。

报道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出口大豆的主要买家，主要用来喂猪。中国是

全世界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

2020 年，对华大豆出口额反弹至创纪录的 142 亿美元，成为美国对华出口

的头号商品。单年增幅为 77.78%。

报道还称，同样“死而复生”或者至少是“濒死而复生”的还有石油。

2020 年，美国对华石油出口额增长 133.02%，达到创纪录的 67.6 亿美元。

中国 2019 年购买了 4.4%的美国石油，2020 年则购买了 13%的美国石油，领先全

世界。

报道指出，2020 年美国对华出口总共增长了 180 亿美元，其中大豆和石油

的出口增幅加起来超过 100 亿美元。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0 年 03 月 01 日）

中国贸易报：支持世贸组织 维护多边体制

在中国农历春节期间，世界贸易组织也“创造了历史”。据报道，尼日利

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被选为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首个执

掌该组织的女性总干事和首位非洲裔总干事，任期将从今年3月1日持续至2025

年 8 月 31 日。

奥孔乔-伊韦阿拉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世贸组织确保了一个公平竞争

的多边贸易环境，对于巩固公平、平衡、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极为重要。她强

调，未来世贸组织仍将致力于让所有成员，无论其贸易规模大小，都能成为受

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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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营造多边贸易环境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

群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奥孔乔-伊韦阿拉明确要通过多边贸

易体制维护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贸易稳定，这有利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可持续

发展。

近些年，世贸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自由、促进各经济体间突破贸易壁垒、

建设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等多个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2013 年年底，世贸组

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该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个多边协议《贸易便利化协

定》；2015 年，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就《信息技术协

定》扩围谈判达成协议。2019 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贸组织电子商务非正

式部长级会议上，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 76个世贸组织成员签署了关于电子商

务的联合声明，确认有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动与贸易有关

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

姚为群表示，除了农产品领域，世贸组织已经解决了大部分货物贸易关税

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货物贸易的非关税措施和服务贸易领域。

未来，世贸组织可进一步扩大多边规则的范围，比如，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

劳工问题、竞争问题等方面可添加新的一些内容。当然，这同时也具有挑战，

过去的规则讲究贸易自由化和国家优势，但是现在也要考虑到各成员的公共政

策和安全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经济演变的进程，尤其是数字化的进程，从而倒逼

世贸组织规则迎头赶上。”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表示，世贸组织改革要靠

国家间合作来实现。多边合作比较琐碎，也比较复杂，但不可或缺，必须通过

这种方式才能够管理起国与国之间相互连接的经济，通过开放的合作才能达成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

有专家表示，当前，区域合作发展很快，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

与经济发展，但如果没有世贸组织作为“主心骨”，这些区域合作可能出现相

互隔离的现象。要想继续做大世界贸易的“蛋糕”，让各国获利，就需要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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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的影响，消弭各国之间的争端，维护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

制。

中国积极维护多边规则

今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年。中国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作出了巨大贡献，

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履行相关承诺，积极助推世贸组织

改革。

2019 年，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文

件》表示，多边进程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佳渠道，《文件》在世

贸组织改革具体行动领域的第四点强调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其中还提及

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

室主任东艳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给出的改革方案不仅对 WTO 改革过

程中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作出回应，还站在全球发展的整体角度上，用整体的

视野给出务实、具体的主张。

“我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各项工作，加快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尊

重和全面履行争端解决裁决，并参与和推动世贸组织的相关谈判。”姚为群表

示，从多哈回合谈判到环境产品协议谈判、《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再到

电子商务谈判，我国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同时也主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起

了一些为推进投资便利化磋商活动。此外，我国也把落实世贸组织规则、履行

承诺和自身改革、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作为我国改革和开放的动力。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世界提供

更多机遇。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方将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

与世贸组织改革，以实际行动支持总干事开展工作，让世贸组织为完善全球治

理体系和增进世界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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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摘编 ——

IDC: 2020年全球平板电脑市场复苏；中国市场延续增长势头

国际数据公司（IDC）全球平板电脑季度跟踪报告的初版数据显示，2020 年

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表现出色，同比增长 19.5%，出货量约 5,220 万台。

受“新冠疫情”影响所带来的需求增长，让平板电脑市场出货达到了自 2017 年

第四季度 4,990 万台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用户现在对于生产力、灵活性和易用性的重视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高，所以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电脑)进一步扩大了在市场上

的地位，并且这类产品的销售往往会与笔记本电脑直接产生竞争。微软和苹果

都在推动该形态的产品，使得本季度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电

脑)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27.9%。此外，个人电脑的缺货使得一些消费者去购买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电脑)来代替笔记本电脑。与此同时，消

费者娱乐使用的需求帮助 Slate Tablet(传统直板式平板电脑)出货量在本季度

也增长了 13.7%。

与全球市场相比，2020 年第四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约 614 万台，

同比增长 5.6%。随着人口普查项目主要采购的结束以及头部厂商的供货不足，

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单季同比增幅低于全球市场。其中 Slate Tablet(传统直板式

平板电脑)出货量约 247 万台，同比下降 16.7%；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

键盘平板电脑)出货量约 367 万台，虽然同比增长 28.8%，但增幅为近 8 个季度

最低。

苹果和华为等头部厂商由于各自不同原因延续上个季度以来的缺货状态，

导致难以在年终促销季全部满足消费者的旺盛需求。其它厂商相对供货充足，

但是从品牌拉力，产品竞争力等方面还是难以迅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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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头部厂商的市场空缺。

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主要厂商概览：

苹果：再次以 36.5%的市场份额领跑全球平板电脑市场，同比增长 19.5%。

过去两个季度推出的新款 10.2” iPad 和 10.9” iPad Air 推动了苹果在节日

购物季的畅销。而由于“新冠疫情” 导致的居家隔离，远程教育目前仍然是最

主要的教学模式，因此 iPad 在教育行业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商用采购。

三星：以 19.4%的份额位居第二，同比增长 44.9%，其中第四季度出货量约

1010 万台，2020 全年出货 3,130 万台。三星仍然是最大的 Android 平板电脑厂

商，拥有 Galaxy Tab A 和 Galaxy Tab S6 Lite 等成功产品。与此同时，三星

一直在不懈努力提高 Android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电脑)的生

产力和可用性，从而保证了相比其他 Android 竞争对手的优势。

联想：以 560 万台的出货量和 120.6%的同比增长率在第四季度占据全球第

三位。虽然 Slate Tablet(传统直板式平板电脑)占据了联想平板电脑销售的大

部分，但是他们的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电脑)也显示出了良好

势头：最近推出的 Chromebook Duet 为 Detachable Tablet(支持官方键盘平板

电脑)带来了近 2.5 个百分点的增长。 西欧和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仍然是

联想平板电脑业务的最大市场。

亚马逊：四季度平板电脑出货量约为 360 万台，同比增长 7.6%。美国仍然

是亚马逊的最大市场，其次是西欧。亚马逊推出的廉价平板电脑销售良好，而

儿童版平板电脑也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疫情期间，家长们想方设法让孩子在

家娱乐。

华为：以 330 万台的出货量位居前五，但同比下降 25.7%。美国的制裁打断

了华为一直以来的增长势头。但是，华为在中国依然保持强势。

值得一提的是，TCL 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依然延续了上个

季度的大幅增长，同比增幅 229.3%，而全年也实现了 178.7%的增长,在全球前

十大厂商中增幅最大。

IDC 全球移动设备追踪项目分析师 Anuroopa Nataraj 表示: “由于在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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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和在线教育促使消费者和教育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全球

平板电脑市场的复苏。然而，因为仍面临来自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巨大竞

争，预计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不会长期保持这种增长势头。”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AP47448421

IDC Reveals Key Asia/Pacific* IT & Business Services Predictions for
2021 and Beyond

IDC has published the Asia/Pacific* contextualized worldwide services

predictions for 2021 and beyond titled IDC FutureScape: Worldwide Services 2021

Predictions – Asia Pacific (excluding Japan) Implications. With multiple data sources

(i.e. IDC COVID-19 wave survey and APEJ Enterprise Services Sourcing survey)

indicating that the business sentiments in Asia/Pacific was much more positive and

leading the recovery journey, leveraging technology to transition to the next normal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Furthermore, the reliance on IT and Business service

providers grows consistently.

"2020 was characterized by investment in business continuity and an

acceleration on the execution on digital strategy for most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sequently, we saw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services sourcing," says Linus

Lai, Vice President for Software and Services Research at IDCAsia/Pacific.

Some of the key Services predictions that will impact the IT industry and both

technology buyers and suppliers in Asia/Pacific* are:

Prediction #1: By 2025, 50% of organizations looking to drive revenue growth

will only select vendors that can offer a portfolio of strategy, design,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Prediction #2: By 2024, over 60% of firms will have utilized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as the primary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platform to develop custom

applications and drive DevOps maturity deeper through their application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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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various technology topics like multi-cloud management, automation, use

of PaaS and growing maturity of DevOps and agile development was particularly

highlighted and discussed in Prediction #2. Rijo George Thomas, senior market

analyst, the lead analyst for enterprise application services commented, "As

enterprises in APeJ turned to new ways of working and serving customers remotely,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 were quick to help enterprises remain resilient during

the pandemic disruptions. Although the challenges are expected remain in 2021,

service providers are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value proposition that

goes beyond cost and labor arbitrage by pivoting to a business model that is centered

around customer success, time to value, and experience transformation."

The COVID-19 pandemic really tests the resiliency of al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service providers themselves. Cathy Huang, Associate Research Director

for Services and Security at IDC Asia/Pacific adds, “Over the years, many IT Service

Providers may have sounded alike in their offerings, frameworks, and huge

investments (platform, autom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customer experience on the service delivery, quality, and support during the pandemic

will set them apart.” IDC predicts that by 2023, 70% of A2000 organizations will

have incorporated service delivery resilience assessment and assurance into over 75%

of their externally sourced business and IT services.

As the disrup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accelerates structural changes

that were already underway, it infused a sense of urgency and reprioritization into th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genda. IDC reveals that by 2024, over 90% of

Organizations Will Implement Some Level of Automation Across Multiple Processes

to Drive a Higher Level of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to Free Up Operational Cash.

“Intelligent Automation has shot up the enterprise priority list as a mechanism not

just to improve operational metrics, but as a mechanism to improve agility and

resilience across the breadth of an enterprise’s operation," says Pushkarak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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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bhag, Senior Research Manager and Lead Analyst for Asia/Pacific Analytics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ervices research at IDCAsia/Pacific.

Clearly, 2020 emerged as an inflection point for many organizations in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 IDC predicts that by 2022, just over 80% of

organizations with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will accelerate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X) projects (as 47% are accelerating now), making the remaining

firms increasingly disadvantaged. James Sivalingam, Research Manager for IDC

Asia/Pacific Services & Security ends, ”Businesses are waking up to a new reality,

where adoption of business models and operation processes anchored on strong

digital strategies are no long a luxury reserved for a few, but a critical imperative for

growth and existence in the coming years.”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AP47479921

Recovery Plans in Europe and Investments i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 IDC Overview

If 2020 was the year of the pandemic, and everyone had to face the crisis and put

in action the best possible response and resilience initiatives, 2021 is the year of

recovery, from a medical and economic standpoint. Everyone is waiting for vaccines

and national economic recovery plans, also leveraging the massive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called the Next Generation EU.

NextGen EU is a €750 billion temporary exceptional recovery instrument that

will allow the Commission to raise funds on the capital market. It will help repair the

immedi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amage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reinforcing

the 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for 2021–2027. The centerpiece of Next

Generation EU is the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with €672.5 billion in loans

and grants available to support reforms and investments undertaken by EU countries.

Member States are working on their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 to acc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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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s with the aim to mitig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nd

make European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more sustainable, resilient, and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Member states must

prepare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 submitting their plans by April 30,

2021, and these reforms and investm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2026.

"IDC expects that a great proportion, between 20% and 35%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of the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 will be spent on ICT by

2025," says Carla La Croce,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European Customer Insights &

Analysis.

While waiting for all countries to finalize their plans, it’s already possible

glimpse the key directions national recovery plan reforms and investments will take.

IDC analyzed the recovery plans in Europe, understanding how member states

allocated their budgets into areas of investments highlighted by the EU. The two

areas having a major impact on IT spending must:

1. Support the green transition: At least 37% of resources should contribute to

climate 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 Fost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least 20% of resources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EU's digital transition.

IDC estimates that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 will lead to

approximately €150 billion worth of European digital investments in the next 5 years.

ICT Investments will move along the key trajectories highlighted by the R&RF:

power up, CONNECT, modernize, RENOVATE, RECHARGE AND REFUEL,

SCALE UP, and RESKILLAND UPSKILL.

These investment areas fit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example, the

SCALE UP area targets data cloud capacities and sustainable processors, thus feeding

a cross-vertical horizon, from manufactur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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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anking. The modernize area, being focused on digitaliz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more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 and healthcare sectors. Meanwhile,

the CONNECT area is more focused on investment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DC estimates that National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s will lead to

approximately €150 billion worth of European Digital Investments in the next 5

years," says Angela Vacca, senior research manager, European Customer Insights &

Analysis.

Digital investment trajectories might vary strongly across countries, and it’s

important for European tech landscape stakeholders to consider key regional

differences. As an example, here is the case for Germany:

German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Plan (GRRP) — €131 Billion total.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EUR147491821

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

报告指出，这种增长突显了进行国际政策对话和监管合作的必要性，以便

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并更可持续地促进企业的增长。

报告指出，数字化劳动力平台正在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包括为妇女、残疾

人、年轻人和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的人。平台还允许企业灵活地接触

具有各种技能的庞大的劳工群体，同时扩大客户群。

报告重点介绍了两种主要类型的数字化劳动力平台：基于在线网络的平台，

工作任务由工人在线和远程执行；以及基于指定位置的平台，任务由个人在指

定位置完成，例如出租车司机和送货工人。

报告基于对世界各地多个部门的约 1 万 2000 名工人和来自 85 个企业的代

表进行的调查和采访而得出结论。

报告指出，这些平台的工人面临的挑战涉及工作条件、工作的规律性和收

入，以及缺乏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工作时间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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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且难以预测。一半的在线平台工作者每小时收入不足 2 美元。此外，某些

平台的性别薪酬差距很大。

许多企业面临与不正当竞争、数据和定价不透明以及高额佣金有关的挑战。

中小企业也难以获得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数字化劳动力平台创造的新机会进一步弱化了此前受

雇员工与自雇人士之间的明显区别。平台的服务协议条款很大程度上对工作条

件进行了规范，这些协议通常是单方面确定的。在分配和评估工作以及管理和

监视工作人员方面，算法正逐渐取代人工。

报告说，由于平台覆盖多个司法管辖区域，因此需要协调一致的政策以确

保它们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并促进可持续业务的增长。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表示，数字化劳动力平台正在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会，尤其是对于世界各地的妇女、年轻人、残疾人和边缘化群体。所有工人，

不论就业状况如何，都必须能够在工作中行使其基本权利。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09118.html

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

断采取行动，付出艰苦努力，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

策。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沉着冷静应对风险挑战，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国

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交出一份

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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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77754 亿元，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384255 亿元，增长 2.6%；

第三产业增加值 553977 亿元，增长 2.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为 7.7%，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7.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4.5%。全年最

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5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2.2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7 个百分

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

增长 4.9%，四季度增长 6.5%。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447 元，比上年增

长 2.0%。国民总收入[4]10091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9%。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5]比上年下降 0.1%。预计全员劳动生产率[6]为 117746 元/人，比上年

提高 2.5%。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比上年少增 166 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 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全国农民工[7]总量 28560 万人，比上

年下降 1.8%。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59 万人，下降 2.7%；本地农民工 11601 万

人，下降 0.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8%。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3%。农产品生产者价格[8]上涨 15.0%。12 月份，70 个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 60个，下降的为 10个。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32165 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 1086 亿美元。全年人民币

平均汇率为 1美元兑 6.8974 元人民币，比上年升值 0.02%。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按照每人每年生活水平 2300 元（2010 年不变

价）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551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党的十八大

以来，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

消除。全年贫困地区[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88 元，比上年增长 8.8%，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6%。在监测的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全年空气

质量达标的城市占 59.9%，未达标的城市占 40.1%。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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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于 2015 年 PM2.5 年平均浓度未达标的 262 个城市）年平均浓度 37 微

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7.5%。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全年水质优良

（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3.4%，Ⅳ类断面比例为 13.6%，Ⅴ类断面比例为 2.4%，

劣Ⅴ类断面比例为 0.6%。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

额之内。金融风险处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11]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装备制造业[12]

增加值增长 6.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3.7%。全年规模以上服务

业[13]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14]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8.3%。全年高技术

产业投资[15]比上年增长 10.6%。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145.6 万辆，比上年增长

17.3%；集成电路产量 2614.7 亿块，增长 29.6%。全年网上零售额[16]117601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0.9%。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502 万户，

日均新登记企业 2.2 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1.4 亿户。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分区域看

[17]，全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 5257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中部地区生产总

值 222246 亿元，增长 1.3%；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213292 亿元，增长 3.3%；东北

地区生产总值 51125 亿元，增长 1.1%。全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 8639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4%；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 471580 亿元，增长 2.7%；长江三

角洲地区生产总值 244714 亿元，增长 3.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

全文链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新跨境出口 B2B电商行业研究报告

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点，B2B 是跨境电商主体，未来 B2B 的主体地位

将不断强化。

随着国家政策对跨境电商的不断支持，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点，预

计 2020-2025 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将达 25%。 2019 年，中国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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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规模中 B2B 占比为 74.1%，未来 B2B 的主体地位将不断强化。

2：跨境出口 B2B 生态型平台实现资源整合共享，产业业态的融合与繁荣，

未来规模成长性较高。

2019 年，中国跨境出口 B2B 电商服务商总市场规模达 5391 亿元，预计

2020-2025 年跨境 B2B 服务市场的复合增速将达 27.0%。

3：聚焦小 B 市场，布局去中心化渠道的生态型平台更能把握社交化营销红

利。

海外电商线上获客渠道呈现更碎片化的趋势，个体从业者类型更加多元化。

具备用户基础，社交资源及供应链资源丰富的生态型平台能把握社交化营销红

利。以中小商户为主的 SaaS 电商平台近年均迎来了较快的增长，未来，围绕中

小商户提供整合供应链服务的电商平台将成为跨境交易平台的下一增长曲线。

全文链接：https://new.qq.com/omn/20210301/20210301A01GKW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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