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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谈 2021年 1-5月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情况

2021年1-5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6491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

执行额 406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9.0%和 30.8%，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34.7%

和 42.9%。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3648 亿元，执行额 2376 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 25.9%和 24.4%，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9.2%和 37.6%。（以美元计

算，1-5 月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965 亿美元，执行额 605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42.1%和 33.4%。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544 亿美元，执行额 353 亿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 29.5%和 26.9%。

从结构看，2021 年 1-5 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

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 1104 亿元、428 亿元和

84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1.0%、17.0%和 20.3%。

从地域看，2021 年 1-5 月，全国 3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额 3046 亿元，执行额 204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3.0%和 23.0%，占全

国总额的 83.5%和 85.9%。长三角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656 亿元，执

行额121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5%和20.9%，分别占全国总额的45.4%和51.1%。

从市场看，2021 年 1-5 月，我国承接美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外包执行

额分别为523亿元、467亿元和300亿元，合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54.3%，

分别同比增长 24.6%、31.9%和 14.3%。我国承接“一带一路”国家离岸外包合

同额 714 亿元，执行额 424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1.0%和 24.6%。

从企业性质看，2021 年 1-5 月，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854 亿

元，同比增长 42.8%，执行额 569 亿元，同比增长 37.5%。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876 亿元，执行额 111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0.9%和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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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 51.4%和 47.1%。

从就业看，截至 2021 年 5 月，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达 1326 万

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841 万人，占 63.4%。2021 年 1-5 月，服务外包新增

从业人员 35.3 万人，同比增长 18.4%，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21万人，占 60.4%。

（来源：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2021 年 06 月 18 日）

商务部：有序新增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6月 17 日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商

务部将加快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

业态新模式。引导产业创新升级，积极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工业设计等高附加

值业务。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完善示范城市动态管理机制，有序新增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支持建设全国性公共服务平台，办好中国国际

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开展对外发包业务的研究，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优化

资源配置。

高峰介绍，近日，商务部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全面系统、公开公正、科

学量化的原则，对 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 19个申请城市，2019 年和 2020 年

两个年度服务外包发展情况开展了综合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公示。

从评价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相关城市在产业发展情况、综合创新能力等方

面具有较强优势。中部地区有关城市立足区位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加强政策支

持，优化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关城市坚持差

异化定位，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业务规模增速较快。总的来看，此次评价结果

符合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际和工作预期。

（来源： 中国证券报 2021 年 06 月 18 日）

镇江日报：服务外包产业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能

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综合考核结果新鲜出炉：镇江市综合得分位居全

国 31个示范城市第 14位，继续保持良好位次。

镇江特色，从申报环节开始一路领先。市商务局党委委员虞军介绍，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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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所有示范城市中唯一报送“外汇合规性”相关佐证材料的参评城市，这一

做法受到商务部表扬和推广。省商务厅同步要求江苏其他 4 家示范城市和 2 家

申请城市参照镇江模式上报。“这段考核前的插曲，来自镇江服务外包产业的

自信，也从侧面佐证了我们的服务外包工作正扎实推进。”这也为现场答辩环

节积累了领先优势，最终现场专家评审答辩得分居全省第二，仅次于苏州。全

国第十，好于北京、天津、武汉、济南等城市。

漂亮成绩单背后，是镇江市服务外包产业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能。

先从结果导入。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镇江入库列统外包企业

数、外包执行总额、离岸外包执行额这三大核心指标分别比“十二五”末增长

77.1%、120.9%、83.9%。全市已建成外包产业园区载体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米。

4 家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连续 3 年顺利通过省厅考核验收。

而高质量招引则为一次次加速、领先，提供了原动力。市商务局服务外包

处处长孙亚斌介绍，近年来，一批产业龙头纷纷抢滩镇江，包括全球最大的基

因合成供应商金斯瑞、全国服务外包十强软通动力、全国电影 3D制作龙头视程

影视等知名企业落户运营。尤其是去年，一批业内亮眼的服务外包企业，将镇

江纳入了“新版图”。

（来源：镇江日报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光明日报：用市场和资本带动数字文化服务

疫情防控常态化改变了社会运行的形态及秩序，大量线下经济活动转移到

了线上，也催生了多样化的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的异

军突起，不仅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

文化创意产业是城市创意经济的朝阳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数字科技相结

合，将有力带动创意经济的腾飞。研究还发现，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还对数字经

济有着极强的带动作用，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引擎和核心竞争力。当前，城市

发展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化转型对于每个城市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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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在发展路径上可将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数字产业的第一突破口，在路

径选择上可率先建成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城市，并在此基础上将自身打造成

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率先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城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提和内容，

也是文化创意产业深层转型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关键。数字内容生产是数字产业

门类社会化资本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中国，不仅影视、游戏、短视频及各类文

化云服务等数字文化创意新业态不断涌现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存在着

庞大的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潜在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 70%，网民规模接近 10 亿。此外，中国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网络支付使用率接近 9 成。这些基础优势不

仅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将进一步释放数字文化创意

产品的消费潜力和市场价值。

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引擎，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事实上已成为文化建设和

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不过，目前大多数城市还只是在数字经济的狭隘圈子

里打转，尚未彻底厘清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与数字经济间的关系。不少城市在推

进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方面持续发力、夯实基础，在数字内容

生产、运营、社会实现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和不足。而后者恰是产业增值、价值

实现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未来，多地有必要将数字文化产业作为重点领域来抓，

加快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加快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首先要处理好“数字+”与“文化+”二者间

的关系，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深层转型，以求在数

字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次要继续完善数字文化数据库建设。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一系列基础性文化数据库平台已搭建完成，还需在此基础

上进行统一整理、标记、完善与发布。另外，数字文化服务和数字文化产业同

等重要、相辅相成，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应坚持完善数字公共文化服

务的方向，革新数字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探索以市场和资本带动数字文化服务

的路径。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文化资源潜能被激活，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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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现纵深发展。

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以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策的配套与扶持。

当前，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关于支持数字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政策，有待学界和业界进一步研讨。

（来源：陈红玉首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1 年 06 月 18 日）

经济日报：加快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系统

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全国“10+1”地区及场景进行测试。与形形色色的

虚拟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有何不同？接下来，要如何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民币

生态系统？

“以比特币、天秤币为代表，目前全球虚拟货币的数量高达约 8000 种，

但数字人民币与它们有本质不同。”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

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说，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化的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的一种

形式，将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以国家信用背书。而虚拟货币的本质是虚

拟商品，作为一种投机资产，价格波动大，由私人部门运营，不是也不会成为

货币。

董希淼表示，与虚拟货币和非银行支付工具相比，数字人民币具有法偿性、

强制性、通用性三个突出特点。因此他建议，接下来应及时修改中国人民银行

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为其正式发行

和流通提供法律保障。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落地应用问题，董希淼认为，应构建一个开放、包容、

共赢的数字人民币生态系统，让全国广大用户能够方便用、喜欢用，进一步强

化数字人民币法偿性、强制性和通用性。具体来看，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

鼓励多主体参与。在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

科技公司、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已参与其中，应进一步发挥好各方的特点和优势。

目前参与的商业银行已从最初的 4 家大型银行扩展到 6 家大型银行和两家民营

银行，下一步，可让更多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运营机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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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现多场景覆盖。当前数字人民币已同时支持线下线上场景，覆盖生

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应

继续加大场景拓展，线上通过推送子钱包嵌入更多应用场景，线下加快商户拓

展、原有机具改造，努力实现小额、零售支付的全场景覆盖。

三是拓展多功能应用。支付是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功能之一。现在的支付功

能已有扫码、“碰一碰”、离线支付等多种方式，接下来，应支持数字人民币

对银行账户及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充值、提现等；同时，通过商业银行柜台、ATM

等渠道，实现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现金的双向兑换等功能。

四是开发多形态钱包。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从四方面设

计了数字人民币钱包矩阵，包括实名钱包与匿名钱包、个人钱包与对公钱包、

硬件钱包与软件钱包、母钱包与子钱包。要注意软件载体和硬件载体的结合，

例如，在 IC卡及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中嵌入数字人民币钱包芯片，以方便用

户使用。

（来源： 经济日报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出台 18项具体举措山西推进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

为推进我省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发展，日前，省商务厅印发《关于推进服

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 2021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从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支持服务贸

易和商贸服务业重点项目发展等 3个方面提出了 18项具体举措。其中，在推动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方面，将着力推动我省文化出口基地建设、中医药出口基地

建设以及重点领域发展。

在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增效方面，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培育重点餐饮企业，

丰富提升菜品品质，引深“千品万店美食荟”活动，举办 2021 中国山西面食文

化节、中国山西特色品牌火锅节、地域特色美食节，强化家政服务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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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家政服务品牌龙头企业建设，建设家政劳务输出基地，开展家政服务人员

“回炉”培训，实现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全覆盖。

（来源：山西省商务厅 2021 年 06 月 16 日）

新华社：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4万列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日召开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五

周年工作座谈会。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4万列，合计货值超过 2000

亿美元，打通 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 22个国家的 160 多个城市。

会议指出，中欧班列为中外数万家企业带来了商机，为沿线数亿民众送去

了实惠，彰显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地位和作用，铸成了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

桥梁纽带，开创了亚欧陆路运输新篇章，带动了沿线通道经济快速发展。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向欧洲发运 1199 万件、9.4 万吨防疫物资，

并有力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11 年 3 月，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发出，开往德国杜伊斯堡，开启了中欧

班列创新发展的序章。2016 年 6 月 20 日，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首达欧洲（波兰）

仪式在波兰华沙举行，中欧班列进入跨越发展的阶段。

会议强调，经济全球化仍是时代潮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共识

越来越广泛。要巩固扩大中欧班列发展规模，不断提升发展效益。

一要着力增强中欧班列设施保障能力。以瓶颈路段和拥堵口岸为重点，积

极推动中欧班列西、中、东通道“卡脖子”路段升级改造，着力提升枢纽集结

能力。

二要着力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效益。不断完善中欧班列开行方案，动态

调整和优化开行线路，大力拓展回程货源，持续提高通关效率，同时充分发挥

好考核导向作用。

三要着力推进中欧班列市场化发展。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

业主体”的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和竞争规则，为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

好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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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着力增强中欧班列持续发展动力。加快中欧班列信息平台、智慧口岸

建设，推进中欧班列与丝路海运、西部陆海新通道等联动发展，积极推动“运

贸一体化”，积极探索开行“人文班列”“旅游班列”。

五要着力加强中欧班列国际合作。始终秉持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惠及各方、携手前进。

六要着力确保中欧班列安全稳定运行。加强重点口岸疫情防控，科学消杀，

严防输入，坚决守好国门。不断完善中欧班列运行中人防、物防、技防“三位

一体”安保措施，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运行。

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06 列，同比增长 50%，首次突破“万列”

大关，综合重箱率达 98.4%。截至 6月 18 日，2021 年中欧班列已开行 6739 列，

运送 64.5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44%、53%。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6 月 21 日）

成都日报：紧盯国际会展之都目标 成都持续扩大会展全球竞争新优势

2021 年 5 月 28 日，彰显成都建设国际会展之都决心的重要法规——《成都

市会展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查批准，标志着成都会展进入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对此，市博览局（市

贸促会）负责人表示：“立法立规，是成都会展业不断提升产业能级的必然路

径；这个《条例》对正在跻身国际会展之都的成都而言，是一剂强力的‘助推

剂’！”

这在国际上并非个例——国内外主要城市均对会展业高度重视，为了将会展

业带动效应最大化，纷纷出台了促进其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成都紧盯国际会展之都目标，围绕产业生态集聚、

要素资源共享、内外市场联通、基础功能优化、城市名片打造，推动会展经济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不断提升，正持续扩大成都会展全球竞争新优势。

市博览局（市贸促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市博览局（市贸促会）将始终把握学习教育的正确导向，注重守正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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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重浓厚氛围、注重统筹结合，确保“规定动作”不变形、不走样，积极

谋划富有会展贸促特色的“亮点动作”。

关键词：突破千亿元

成都会展业各项主要指标亮眼

已成为国内外重大会展中西部布局首选城市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増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増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

“増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眼下蓬勃发展的会展业，正是备受

城市青睐的一个“增长中心”。

1332.6 亿元！这是 2019 年成都给出的会展业收入总成绩。

其实，回顾 2010 年至 2019 年的十年，成都重大会展活动年度数量由 359 个

提升至 866 个，增长 1.4 倍；展览面积由 233.1 万平方米提升至 622.1 万平方

米，增长 1.7 倍；国际性展览由 23 个提升至 75 个，增长 2.3 倍；会展业总收

入由 375.4 亿元提升至 1332.6 亿元，增长 2.5 倍……成都在会展业的各项主要

指标表现，无一不亮眼。

近年来，成都会展业主要指标保持两位数年均增长率。需要强调的是，随着

国内外知名组展商和会议组织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西部地区，成都凭借在市场辐

射能力、航空条件、会展环境、旅游资源、城市魅力等方面的优势，在西部城

市承接国内外重大会展转移过程中取得了领先发展的态势，已成为国内外重大

会展活动在中西部布局的首选城市。

全球商务旅行管理公司嘉信力（CWT）研究成果显示，成都连续 2 年跻身亚

太 10 大会展城市；在 ICCA 国际会议研究及培训中心（CIMERT）发布的《2020

年全球会议目的地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成都位列全球第 38位，形象感知竞争

力位列第 21位，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国内会议目的地“第三城”……市博览

局（市贸促会）负责人认为，殊荣背后，正是成都将一个个项目、一场场活动

转化为推动城市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

关键词：超过 200 个

国际会展之都影响力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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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会展业正迈向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归根结底体现在世界城市分工和全球产业体系中的战

略地位，而会展国际化既得益于城市国际化，也推动着城市国际化。来自市博

览局（市贸促会）的数据显示，成都引进的国际知名会展企业英国英富曼、瑞

士迈氏、法国智奥三大公司都在蓉设立了独立法人机构或区域总部；落地成都

的国际合作驻馆项目 21 个、国际领先会展企业 6 家，全球会展业 10 强中 7 家

在蓉开展项目合作；拥有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会员 11 个，居内地城市

第三；获得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会展项目 13个，会员 13 家；年度举

办符合 ICCA 标准的国际会议 33个，数量居内地城市第四。

这也意味着成都拥有了会展业更高层级要素及要素源的集聚与配置能力。

2018 年 8月 29 日，三大会展跨国名企——荷兰皇家展览集团（Jaarbeurs）、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VNU）、意大利展览集团（IEG）同时宣布进驻成

都，并落户一系列知名会展项目。“进入成都市场，是在两年调研和准备的基

础上，做出的慎重决定。”在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亚太区主席、上海万耀企

龙展览有限公司总裁仲刚的调研中，成都会展业显示出两大优势：一是政府支

持、特别重视，这是最大的优势；二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西部城

市崛起不可阻挡，成都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

有评论称，成都会展业正迈向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但回顾成都会展历

程，成都会展业的国际化进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都世纪城会展集团有限

公司展览经营管理总公司总经理左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5 年以前，

成都会展业一直处于国际化初期探索阶段，发展较为缓慢，“从 1999 年到 2005

年，其实我们每年最多也就一两个国际性展览和会议，主要是展览，比如四川

电视节、中国医疗器械博览会等。”

为了打破“1”的尴尬，成都会展业做了许多努力。早在 1999 年，左霖所在

的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就已经带团赴法国、德国等地招展请会。也是那一年，

该公司定下国际化发展战略。令左霖印象深刻的是，2006 年后，几个大型展会

开始与成都亲密接触：占地 11万平方米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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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会的“世界华人保险大会”、2000 人参会的“世界 FIAP 国际摄影艺术大

会”……它们为成都会展业带来了新的、国际化的氛围。

到 2020 年，成都举办重大国际展会活动不仅数量增加到 208 个，而且展会

质量也逐步提升。“这一期间，成都成功举办了众多国际性高端会议，比如世

界华商大会、全球财富论坛、世界航线大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第八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市博览局（市贸促会）负责人补充道，成都会展品

质、规模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国际化发展步伐越走越稳，国际会展之都的影响

力愈发凸显。

关键词：“全国第四”

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引导人和企业流动

成都将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机遇“窗口期”

在商务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排行中，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成都连续 4年排名全国第四、中西部第一，位列上海、北京、

广州之后。成都在近四年来的竞争力指数排行中，“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宜

商竞争力指数”两项指标明显呈现上涨态势。活跃的经济环境，与成都强化会

展与产业关联性，努力让会展与城市产业同频共振、互促共进密不可分。

单就意义而言，中国城市会展业竞争力指数是一个城市发展会展业的综合

考核指数。要想提升城市会展业竞争力与发展潜力，既需要重视城市整体环境

竞争力的增强，又需要高度重视会展业专业竞争力的拔高，还需要长期关注城

市会展教育竞争力与城市会展主管部门服务能力的提升。

成都会展积极构建国际会展新秩序，呈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都会展表

达，与会展国际组织合作成立了全球首个 ICCA 国际会议研究及培训中心

（CIMERT）、首次实现了产业发展实践经验国际共享、编制了首部 ICCA 国际会

议专业教材、举办了首个国际会议业 CEO 峰会、首次发布了国际会议目的地竞

争力指数，提升了国际会展之都的话语权。

2020 年，“全球会议目的地竞争力指数”首次推出并在成都发布。“从排行

榜的数据来看，成都在会议目的地宏观经济与生态环境、会议目的地专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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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以及会议目的地营商环境等指标方面表现较为抢眼。”时任 ICCA 亚太区

总监努尔·艾哈迈德·哈米德看来，成都在国际会议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投

资满意度以及政策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得到了 ICCA 众多会员的肯定性评价，这些

也为城市持续提升会展产业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感知优势。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国家战略的‘指挥效应’和城市发展的具体举措，

引导着人和企业的流动，成都会展应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机遇‘窗口期’。”市

博览局（市贸促会）负责人如是说，成都会展乘势而上，推出了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机遇的系列举措：推动规划同步、协同发展、双圈融合，谋划一批

引领性、带动性和标志性的展会项目，成立成渝地区会展联盟，举办成渝地区

会展业创新发展大会，发布《成渝地区会展业合作发展倡议书》并现场签署十

大会展业合作项目。

“贸促工作不仅是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联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刘正富曾表示，期待成都会展贸促系统加强

交流协作、相互支持，共同提高专业化能力，成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

里手。

作为回应，市博览局（市贸促会）负责人强调，成都将坚持培育“名展、名

馆、名企、名业”，加速成都会展业国际化进程；将坚持内培外引、引育结合，

加快形成会展品牌集聚效应和“成都造”会展 IP；继续深化会展业跨界融合，

推动会展与产业一体化发展；继续协同布局会展经济产业生态圈，坚持创新赋

能，提升产业功能区发展能级，大力推动会展新经济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会

展业国际营商环境，为会展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提升会展市场化程度，“最

终实现成都会展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全球会展目

的地城市和世界会展经济发展极核。

（来源：成都日报 2021 年 0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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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观察：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与国际治理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贸易新业态，近年来快速发展，与数字经济相伴相生。

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加速数字转型，跨境数字贸易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

在廓清数字贸易定义基础上，总结全球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我国跨境数字

贸易发展背景与现状，分析数字贸易面临的壁垒和国际治理中的观点分歧，进

而就我国未来发展跨境数字贸易和参与相关国际治理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国际上对数字贸易的定义

目前对数字贸易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定义，这里先列举几个国际组织和主要

国家的定义。

经合组织认为，数字贸易是指数字化赋能使得商品和服务贸易能被数字化

或物理交付的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更多地采用“电子商务”概念。1998 年世贸组织启动电子商

务计划，该计划下对电子商务的定义为“通过电子途径生产、分配、营销、销

售、交付商品和服务”。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将电子商务定义为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销售

和购买。电子商务既涵盖可以数字化交付的有形商品，也涵盖无形（数字的）

产品和服务。UNCTAD 将电子商务分为四类，即 B2B（企业到企业）、B2C（企业

到消费者）、B2G（企业到政府）、C2C（消费者到消费者）。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在其 2017 年 3 月发布的《国家贸易预测报

告》中“数字贸易关键壁垒”部分提出，数字贸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囊

括消费品在互联网上的销售和在线服务供给，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成为可能的

数据流、使智能制造成为可能的服务， 及无数其他平台和应用程序。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 2013 年 7 月发布的《美国与全球经济中

的数字贸易》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

和国际贸易活动，交易标的包括：音乐、游戏、视频、书籍等数字内容；社交

媒体、用户评论网站等数字媒介；搜索引擎；其他产品与服务。

综上，本文采用经合组织的定义来概括数字贸易。但从目前的数字贸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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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式上看，认为其主要还是电子商务。

全球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

随着全球范围内网络普及率的提升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快速发展。

据国际通信协会统计，2013 年全球有 23 亿人能上网。而据《数字 2020：

全球概览》报告，到 2020 年初已有 45 亿人使用网络、38 亿人使用社交媒体。

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来说，过去十年通信连接的增长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移动

手机和光纤网络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在线连接度。这些都促进了贸易向在线

交易转变，原有的实体市场部分转变为电商平台。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随着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发展，并应用于信息的

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信息共享和社会互动方式，改造了生

产、销售模式，同时也诞生了数字经济。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

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

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近

年来，不少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发展战略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例如，美国 2018

年出台了《美国国家网络战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国均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总体来看，数字经济仍

呈较快发展之势。从全球来看，据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图景（2020 年）》

报告，2019 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 31.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5.3%；其

中，高收入国家占比较高。在该报告统计的 47个经济体中，34个高收入国家数

字经济规模占到了 76.9%。

伴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产品，越来越

多的服务可在线提供， 这些都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例如，电子书、数字影

像、数字音乐、动漫、电游、软件等数字产品愈发丰富，还有搜索引擎、社交

媒体、卫星定位、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

关于全球数字贸易的规模，从数字贸易定义出发，主要有两种统计口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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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是电子商务，二是数字服务贸易。

关于电子商务。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数字经济报告数据，全球电

子商务销售额 2017 年就已达到 29 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36%，比上年增长

13%。跨境电商方面，2017 年全球跨境电商商品销售额达 4120 亿美元， 占到

B2C 销售的 11%，比 2015 年增长 7%。2017 年全球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已有 1/4

的人在网上购物，人数比 2016 年增长 12%。可见，未来，随着电信等基础设施

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消费习惯的转变，跨境电商仍有很大

发展潜力。

从全球电子商务销售的国别结构看，美国、日本、中国、韩国、英国分别

列电子商务销售额前五名（如表 2 所示）。从电子商务销售额占 GDP 比重看，

韩国、日本、美国较高。在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我国 B2B

电子商务销售占比相对较低。

从全球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中消费的商品/服务结构看，旅游（包括住宿）、

服装等时尚品、电子产品、玩具和 DIY 等爱好品、食品和个人护理品、电子游

戏、数字音乐依次是消费最多的几大品种。

关于数字服务贸易（这里是指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交付的产品和服务，

不仅包括 ICT 服务产业、数字媒体产业等几乎全部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交付的

服务，还包括养老、金融、知识产权等可数字交付程度较高的服务）。据 UNCTAD

数据，2008-2018 年，全球数字交付贸易出口规模从 18379.9 亿美元增长到

29314.0 亿美元，增长接近 60%，年均增长约 5.8%，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

长 3.8%，占比从 45.66%增长到 50.15%。

从国别结构看，发达经济体是数字服务贸易的主体，2018 年美国和欧盟的

数字服务出口在世界数字服务出口中合计占比超过 65%。从服务构成看，2018

年占比最高的 5 类数字服务贸易分别是工程研发、保险金融、知识产权、计算

机、管理咨询，分别在数字服务出口中占 25.8%、21.4%、16.9%、16%和 13.6%。

电信、文化娱乐、信息服务出口分别仅占 3.15%、1.87%、1.28%（引自中国信通

院，《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2 0 1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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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方预期全球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未来仍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各国间存在相当大的数字鸿沟， 对数字贸易的关注点也

不同。2019 年发达国家 87%的人能用上互联网，而发展中国家仅有 47%。高收入

国家产业数字化水平普遍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且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和技术（5 G、人工智能、物联网、V R 等）准备上投入较早较多或基础较好。

未来数字鸿沟仍将存在甚至扩大，数字贸易竞争优势仍将分化。

我国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背景和现状

我国的跨境数字贸易也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产生并与之相互促进的。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根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 年）》数据，从 2005 年到

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 2.6 万亿元扩张到 35.8 万亿元；数字经济

占 GDP 比重从 14.2%升至 36.2%（如表 3所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

显。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2019 年名义增长 15.6%，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约 7.85 个百分点，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抓手。国际比较发现，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排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从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这一相对指

标看，我国依次低于德国、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爱尔兰、法国、新加坡

（数据引自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 年）》）。在 IMD 世界

数字竞争力排名中，我国被排在 22名（该项数字竞争力排名分析一国在多大程

度上采用和开发引领政府实践、企业模式、社会发展的数字技术。排名方法中

考虑到了知识、科技、未来准备度三种因素）。

（来源：戴 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2021 年 06 月 16 日）

推进高水平开放，补齐服务贸易短板提升价值链

原标题：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推进高水平开放，补齐服

务贸易短板提升价值链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 全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2.16 万亿元，进

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均创历史纪录，我国也是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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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得到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不仅逐步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且在去年还超过美国成为全球

最大外资流入国。

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哪几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特征？“十四

五”时期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 NBD）近日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

部长赵晋平进行了专访。

架“桥梁”：设经济特区，鼓励外商投资

NBD：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哪几个重要阶段？

赵晋平：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是从 1978 年

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要

的历史转折点。从那时开始，通过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来发展中国经济，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首先，20世纪 80 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从 80年代初到 90 年

代初这 10 年当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实际还处于计划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

场经济转变的阶段，聚焦这个阶段，国家主要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一些特

殊方式，同时通过“三减两免”、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土地税收优惠等方式

来吸引外商投资。

第二个阶段是 20世纪 90 年初至 2001 年前。在这个阶段，国家从经济体制

改革的角度去扩大开放，包括设立保税区以及局部地区的特殊功能区建设，为

外商投资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上述两个阶段，是中国加入 WTO 之前主动探索对外开放的过程。

NBD：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哪些您记忆最深刻的政策措施？

赵晋平：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这就架起了对外开放的“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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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深圳特区的设立，很快就建立起与香港的经济联系，通过香港这样一

个自贸港，又迅速打通与其他境外企业的联系，不仅吸引了海外的资金，同时

还能引进更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所以，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中起到了

重要的桥头堡和开放门户的作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还设立了第一个保税区即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通过局部地区的特殊功能区建设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对于扩大进出

口贸易，包括跨国公司在保税区内进行保税加工等，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这种先行先试的对外开放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比如自贸试验区建设，包括

海南自贸港，都是运用通过特定区域的先行先试，为整体开放积累经验。在积

累经验的同时，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实现跨境资源要素的流通。

促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NBD: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赵晋平：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启了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世贸

组织要求成员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都是非常具体而全面的，至少贸易制度和贸

易政策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因此成员原有的与世贸组织不相适应的制度，

都要进行改革。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对标世贸组织的规则，我国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法

规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安排，调整的规模非常大，涉及 2 万余个政策法规的调

整。应该说，中国对外开放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显著的特征就是全方位、宽

领域、多层次的开放。

总结这个阶段，我认为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体现出更强的对标更高水平的

国际规则所建立起的对外开放体系和框架。

NBD：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一个怎样的新阶段？

赵晋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围绕深化改革的问题，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问题，特别强调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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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强调的是资源跨境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是

非常高的标准，哪怕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未必能够做到。一方面强调要素跨境自

由流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强调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做

到深度融合，实现跨境要素资源流动的开放。

2018 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

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如果说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带来了规则的开放，那么近年来我们更强调制度型的开放。

补短板：扩大服务贸易，提升价值链

NBD：“十四五”时期中国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有哪些特点？

赵晋平：高水平的开放就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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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它一定是更加开放的新发展格局，而不是相

反。如何走好开放的融合之路，这本身也是对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强有力的支

撑。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高水平、开放的自贸试验区，实际上就是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能起到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而国内国际双循环

要联通起来，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和国际上许多经济体之间加强制度性合作，

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连接纽带。

NBD：“十四五”时期，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您认为需要补齐哪

些短板？

赵晋平：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农业和制造业，也就是第一、第二产

业方面的开放是遥遥领先的。从外商投资准入的角度讲，在工业领域，我们国

家也基本上放开了。但是，在服务业开放方面始终存在不足，这是一个短板。

因为服务业本身带有一些敏感性，并且涉及许多公共领域的服务，业界一

直有顾虑，担心完全放开后可能存在系统性的风险。

在服务贸易方面，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且还存在比较大的逆差，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还不够强。因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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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我们下一步促进贸易发展的重中之重。

尽管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还不算大，但从近十几年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

来看，服务贸易在其中占的比重逐步提升，而且服务贸易连续几年的增长速度

也快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占的比重越高，贸易的附加值

率就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就越高。

因此，发展服务贸易有助于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附加值率，通

过单笔贸易获得的价值回报会明显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也会明显提。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21 年 06 月 17 日）

人民日报：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规模破千亿 跨境电商增势强劲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发展新亮点。商

务部等六部门近期联合印发《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严格落实监管

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

扩大至所有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所在城市(及区域)。试点范围扩大将带来哪些影响，

跨境电商当前发展态势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规模已破千亿元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离我们并不遥远，境内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境

外商品就构成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行为。据统计，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规模已突破 1000 亿元。

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自 2016 年起探索对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商品实行“暂按个人物品监管”的过渡期政策安排，此后过渡期两

次延长至 2017 年底和 2018 年底。2018 年 11 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完

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北京等 37个城市试点，

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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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或备案要求，保证了过渡期后监管安排的连续稳定。2020 年试点进一步扩

大至 86个城市及海南全岛。

“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意味着手续更简便、流通更迅速。在试点先

行先试带动下，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快速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自 2018 年 11 月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以来，各部门和地方积极探索，不

断完善政策体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同时，风险防控和监管体系

也在逐步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有力有效，具备了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条件。

“此次扩大试点范围，主要是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

发，推动跨境电商进口更好发展。”高峰介绍，今后相关区域所在的城市，只

要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即可开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便利企业根据发展需要灵活

调整业务布局，便于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购买跨境商品，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着力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我国消费者对优质进口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更多消费群体希望足不出户买遍全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督促各试点城市严格落实要求，促进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支持政策密集出台，为飞速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今年 3 月，首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在福州举办，共吸引 2363 家企业参展，

覆盖全球 33个跨境电商平台。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展会共达成意向成交金额超

35亿美元。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1.1%。跨境电商已逐渐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表示，近些年跨境电商保

持两位数增速发展，对我国外贸发展贡献显著。特别是 2020 年，我国外贸在严

峻挑战下实现 V型反转，与跨境电商的发展不无关系。跨境电商发挥突破时空

限制、低成本、高效率的独特优势，成为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选择和外贸

创新发展的排头兵，为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发挥了积极作用。

支持政策的密集出台也为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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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新增 46家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大到 105 个。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鼓励跨境电商综试区开

展服务、业态和模式创新，支持整合设计、生产、营销、交易、售后等跨境电

商全链条发展，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各地以跨境电商综试区为抓手，建

设线下产业园区，积极吸引龙头企业入区，带动周边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目

前，各跨境电商综试区已建设 330 多个产业园，带动就业超 300 万人。

通关方面，海关总署创新开展跨境电商 B2B(企业对企业)出口试点，新增设

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97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9810)贸易方式，现已在

北京等 22个直属海关开展试点，将跨境电商监管创新成果从 B2C(企业对个人)

推广到 B2B 领域，并配套便利通关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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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关进行出口监管试点、各地纷纷加快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背

景下，跨境电商将在政策和环境的鼓励下继续蓬勃发展，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

注入新的活力。”张建平说。

数字技术在各环节广泛应用，监管方式需与时俱进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跨境贸易各环节的广泛

应用，驱动跨境电商不断转型升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晓红表示，这种数字化外贸新业态

以全链路跨境贸易平台为依托，形成了整合生产商、供应商、零售商、消费者、

物流、金融及政府监管部门在内的生态系统。它不仅包括跨境商品流通，还包

括与之相关联的物流、金融、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财税等配套服务，高

效的通关、收汇、退税等外贸综合服务，以及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新型

监管方式和新的国际规则体系。

“正是由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上产业促进机制、包容性监管方式，促

进了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快速成长壮大，企业规模、实力快速跃升。”王晓红说，

但也应看到，跨境电商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仓储、运输、配送、售后服务、

体验、支付结算等配套设施仍待完善，监管方式也需与时俱进，要坚持规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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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重。

此次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扩大的同时，也明确要求各试点城市(区域)

应切实承担本地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试点工作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监管

要求规定，全面加强质量安全风险防控，及时查处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

“网购保税+线下自提”、二次销售等违规行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共同

促进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市场有需求，政策添活力，跨境电商增势强劲，配套设施也在逐渐跟进。

据介绍，目前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数量超过 1800 个，2020 年增速达 80%，面积

超过 1200 万平方米。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6 月 21 日）

中国新闻网：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

试点业务成功落地

6 月 11 日，中国银行钦州分行运用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跨

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试点政策，为广西蚂蚁洋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功

办理了一笔 300 万元的跨境人民币融资支付业务，标志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

融创新双向流动便利化业务落地实施。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中国

境内第三个国际园区，该园区与马来西亚—中国关丹产业园共同开创“两国双

园”国际合作新模式。

据悉，在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业务试点政策下，白名单内企业即可

凭直收付款指令直接办理“两国双园”直接投资、跨境融资、其他投资等资本

项下跨境人民币收支业务，无需事前、逐笔提交真实性证明材料，减少资金和

汇兑成本，资金进出更自由便利。

据了解，在中国人民银行钦州市中心支行的指导和协助下，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以下简称钦州港片区)管理委员会积极推进中国-马

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有效促进该笔业务的成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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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次办理的这笔业务为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募集人民币融资给境内公司，

业务操作时间从之前的 3 小时左右缩短为现在的 20分钟，节约了时间成本，大

幅提升企业融资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

在推进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工作中，钦州港片区管委

积极完善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企业“白名单”管理，在对

入园企业进行调查基础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审核同意，截至 6 月

10 日共向试点银行公布了 43 家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企业白名单企

业。

据悉，钦州港片区管理委员会下一步将紧抓关键重点，一方面围绕投融资

便利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更多新的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推动产业加

快发展，不断扩大试点企业“白名单”，助推形成新的业务增量。另一方面通

过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更有效地推动金融创新试点政策实

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6 月 16 日）

亿邦动力：今年前 5个月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超 30%达 8.04万亿元

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增超 30%达 8.04 万亿元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4.7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28.2%，比2019年同期增长21.6%。其中，出口8.04万亿元，同比增长30.1%，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6%。

今年前 5 个月阿拉山口出口跨境电商包裹量同比增超 28%

数据显示，2021 年前 5 月，阿拉山口出口跨境电商包裹 1862.08 万件、货

值 2.57 亿元，同比分別增长 28.43%、8.05%。

消息称京东与 TikTok 秘密接洽 共谋电商生态大闭环

京东与抖音的 200 亿元 GMV 年框协议已于日前正式落地——京东商品接入

抖音，用户可直接在抖音购买京东商品（不需要跳转外链），享受京东提供的

物流、仓配和售后等服务。不仅如此，日前还有消息称，京东和抖音的这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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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或将延伸至海外市场——京东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正在秘密接洽，准备

携手开拓欧洲市场

Facebook 拟在 VR 设备中测试投放广告

Facebook 宣布将开始测试在 Oculus 设备中投放广告。按照计划，Facebook

将会在两款应有程序和 VR 射击游戏《Blaston》中测试投放广告。开发者将会

从广告中获得一定份额的收入，不过 Facebook 并没有公开透露分成的比例。

Google 与独立站建站平台 WooCommerce 达成合作

谷歌日前表示，作为电商业务新一轮扩张的一部分，公司将与独立站建站

平台 WooCommerce 推出新版整合方案。新方案将帮助 WooCommer 旗下 440 万卖

家更轻松地将自己的商品清单整合在谷歌的搜索页面上。之后卖家可以在

WooCommerce 的控制面板上免费创建谷歌商品搜索列表，还能投放搜索广告。而

在此之前，谷歌还与另一家独立站建站平台 Shopify 进行了类似的整合

跨境电商 WOOK 完成数亿元 C 轮融资 亦联资本领投

跨境电商 WOOK 宣布完成数亿元人民币的 C轮融资。本轮投资由亦联资本领

投，天鸽互动跟投，高鹄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四个方

面：一是本地仓库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品类的拓展，三是加速布局新国家、新

市场，四是探索新场景下的新模式。

资料显示，WOOK 于 2011 年瞄准东南亚市场，在印尼建立了“VIVAN”和

“ROBOT”两大 3C 数码配件品牌。2015 年，WOOK 在印尼推出 B2B 电商平台，一

方面整合中国优质制造资源，另一方面让本地线下店铺可通过 WOOK APP 一站式

订货。2019 年，WOOK 开始布局东南亚其他国家，在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

西亚陆续成立分公司，并成立 B2C 电商部门，在 shopee、lazada、JD、tokopedia

等东南亚电商平台上运营品牌旗舰店。

快时尚跨境出口电商品牌“全量全速”完成 1 亿美元 A 轮融资

原车好多集团联合创始人、CTO 张小沛离职后新创业的跨境电商项目——

“全量全速”，宣布完成新一轮 1 亿美元的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今日资本、

红杉、IDG、山行资本、五源资本等。据悉，全量全速是一个类 SHEIN 的快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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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出口电商品牌，去年 7月获得 3000 万美元左右天使轮投资，投后估值 1.5

亿美金。

印尼电商点评 Bukalapak 计划 8 月 IPO 拟筹集 8亿美元

印尼电商平台 Bukalapak 计划于 8 月在雅加达上市，募资额在 5 亿至 8 亿

美元之间。据悉，Bukalapak 如于今年年中完成上市，将会是印尼近 10 年来最

大 IPO，同时也将是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创企 IPO。

成立已 11 年的 Bukalapak 身后不乏知名企业及投资机构的身影，如蚂蚁集

团、瑞银、微软、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当地媒体巨头 Emtek、渣打银行投

资部、韩国门户网站 Naver 等。早在 2019 年，Bukalapak 就曾表示其估值已超

过 25亿美元。

（来源：亿邦动力网 2021 年 06 月 20 日）

国家发改委：中国吸引外资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 6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

玮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外商投资

信心进一步增强。

发布会上，记者问：由于海外疫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许多订单向国内转移，

除了订单以外，是否有重大外资项目正在或者有意向落户中国？近期吸引外资

总体情况如何？

孟玮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稳外资工作，积极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

在产业规划、用地、环评、用能等方面给与政策支持，惠州埃克森美孚、湛江

巴斯夫、无锡 SK海力士等重大外资项目有序推进。

今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外商投资信心进一步增强。

1—5 月份，我国吸引外资 481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4%，较 2019 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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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0.3%。据了解，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新能源、汽车制造、医药制造等

领域一些新的大项目正在洽谈、签约。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

的企业计划 2021 年增加在华投资；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60%的企业表示

将扩大在华业务的规模，比上一年提高 8个百分点。

下一步，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推进以下三方

面工作：

一是加快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 2021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推动服务

业等领域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持续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实施。把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作为重

大外资项目支持的主要方向，鼓励外资参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

三是推动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

依法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

境。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6 月 18 日）

中国贸易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通过 贸易监管将“低干预、高效

能”

6 月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并明确提出要以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分步骤、分阶段”地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

制度体系，体现中国特色，借鉴国际经验，创新监管模式，发挥海南优势，推

动构建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通过，为企业接下来的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法

律保障。”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辛表示。据了解，在立法权限和管理体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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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该法规定国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领导机制和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根据需要，依法授权或者委托海

南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行使相关管理职权；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结合实际需要，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涉及法律保

留事项或者应当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事项的，应当分别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批准后生效。

在贸易争端解决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也作出了规定。“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立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国际商事纠纷案件集中审判机制，

鼓励通过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多种非诉讼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陈辛介绍

说，国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进行了重点强调，就货

物贸易而言，除纳入负面清单的货物及物品外，其余货物、物品可以在境外与

海南自由贸易港之间自由进出，并由海关依法监管；货物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

入境内其他地区的，按照进口管理，物品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的，按规

定监管，运输工具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的，则简化进口管理；反之，货

物、物品及运输工具由内地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按国内流通规定管理。就

服务贸易而言，负面清单之外的跨境服务贸易按照内外一致原则管理，并实施

配套的资金支付和转移制度。

此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明确要求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依法开展

的货物贸易及相关活动实施“低干预、高效能”监管，并实施通关便利化政策，

简化货物流转流程及手续，为市场主体提供通关便利服务。此外，还允许海南

自由贸易港内的进出口货物在符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前提下，自由选择存

放地点，不设存储期限，以推动高效、快速、便捷物流发展。

同时，极简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多管齐下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要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在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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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经营、注销等环节简化办事程序，优化破产程序。同时，《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对投资收益保护，加强中小投资者保护，加强知识

产权领域保护，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多角度、多方面保护

并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有序公平竞争。”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鞠然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表示，为保障法律更好实施，

海南省可以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际需要，用足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制定权；各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应当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要求，及时制定

出台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本法施行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

关运作前，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按照职责

分工，对本法规定的事项制定过渡性的具体办法。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6 月 18 日）

中国新闻网：今年前 5个月上海对欧盟东盟进出口均两位数增长

据上海海关 17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 5 个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总值

1.54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其中，出口 5802.6 亿元，

增长 9.4%；进口 9610.3 亿元，增长 25.4%；贸易逆差 3807.7 亿元，扩大 61.4%。

据统计，今年前 5 个月，上海市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其

中对欧盟进出口 3152.8 亿元，增长 28.8%；对东盟进出口 2130.2 亿元，增长

19.3%；对美国进出口 1939.4 亿元，增长 8.1%；对日本进出口 1626 亿元，增长

10.5%。

今年前 5个月，上海市出口机电产品 3971.6 亿元，增长 10.9%，占同期上海

市出口总值的 68.4%。其中，集成电路出口 611.7 亿元，增长 7.3%；笔记本电

脑出口 368.6 亿元，增长 34.5%；汽车出口 168.6 亿元，增长近两倍。

进口方面，今年前5个月，上海市进口高新技术产品2841.9亿元，增长12.4%，

占同期上海市进口总值的近三成。铁矿砂、初级形状的塑料和未锻轧铜及铜材

进口分别增长 50.5%、26.3%和 29.9%；医药材及药品进口增长 12.4%；汽车进口

增幅近七成；肉类进口增长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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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6 月 21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全球税制改革有望提速

七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发布公报，就全球税制改革议题达

成共识，提出对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利润高于 10%的部分征收 20%以上的所得税，

并同意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置为 15%。G7 国家希望在 7 月份举行的 20国集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达成更广泛的协议。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曹鸿宇

分析，协议如果达成，短期内对中国影响有限。

全球税制改革加速推进。为应对全球经济数字化发展给国际税收政策带来

的挑战以及与之相关的单边数字服务税、平衡税等问题，G20 委托经合组织(OECD)

启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研究。2019 年，OECD 提出包含两大支

柱方案的 BEPS 第二阶段倡议，其中第一支柱重新划分跨国企业全球剩余利润在

各税收管辖区之间的征税权，第二支柱解决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至低税或免税

地来逃避税收的问题，也就是“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议题。2021 年 4 月，美国

财政部长耶伦高调表态支持“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倡议，并获得德国、法国等

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赞同。此次 G7 财长会

议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标准及征税权划分问题达成一致。全球税制改革进程获

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发达国家推进国际税制改革的政治意愿十分积极，预计接

下来更广泛的多边税制改革谈判将有所突破。

部分经济体对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持保留意见。在全球范围实施统一、

合理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有助于稳定各国政府税收制度，提高政府宏观调控

能力，还能够降低政府债务负担，防范公共债务危机，提升政府财政可持续性。

但对爱尔兰、瑞士等低税率经济体和“避税天堂”地区而言，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将会侵蚀其市场低税优势;而对部分依赖低税率吸引外资来满足国内资本需

求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倡议又会降低国内税收政策空间。因此目前各方对推

进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态度并不一致。但美国在 G7方案中提出“未及税率支付

规则”，对于不实施 15%最低企业税的国家，将对该国企业进行惩罚性加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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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可能会迫使中小经济体接受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主张。

关注全球税制改革的长期影响和发展包容性。总体来看，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对中国短期影响有限。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标准为 25%，海南自贸港等少

数地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适用 15%的税率标准，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整体高于

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标准，且 OECD 倡导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只适用于营收

超过 7.5 亿欧元的大型跨国公司，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不在适用对象之列。部分

中国跨国科技企业可能采用离岸架构，在海外地区设置实体，但大多数企业设

置离岸架构目的并非跨境避税而是便于赴海外上市，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

企业海外避税问题并不突出。现阶段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和征税权重划对中国不

会带来显著冲击。中长期来看，伴随着国内科技企业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

未来其面临的跨境数字税等约束可能会有所提升，企业对此应有预判。此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支持按照 G20 授权在多边框架内推动 2021

年中期就经济数字化税收方案达成共识，应妥善处理各国的重大关切，在方案

设计上体现包容性。这一表态反映出中方积极推进谈判的立场，并表达了对广

大发展中经济体利益的关切。多边税制改革方案可以考虑纳入对发展中经济体

的例外条款，在政策制定方面赋予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一定的灵活性，并提供

规则实施过渡期等措施。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6 月 17 日）

参考消息网：美经济复苏推高全球通胀 多国央行被迫进入加息通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6 月 18 日报道，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正在推高

全球通胀和美元汇率，迫使一些国家的央行提高利率，尽管这些国家的新冠感

染人数仍然很高，经济也未完全复苏。

全球各地的央行都在密切关注美联储将如何应对通胀上升问题，担心被卷

入美国经济异常扩张的漩涡中。全球股市周四下跌，此前美联储官员暗示，随

着美国经济升温，他们预计将在 2023 年加息，这比 3月份时预计的时间提前。

报道称，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全球加息行动有可能扼杀某些地区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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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债务上升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长期以来美国金融市场

的重要性对全球各国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格外明显的影响。而对于仍在从去年疫

情的打击中恢复的世界经济而言，美国经济今年异常强劲的增长至关重要。根

据周三公布的预测，美联储官员预计美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7%。

报道还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的央行均提高了利率，

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抑制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世界各地

的工厂努力满足美国需求之际，从锡到铜在内的多种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英国牛津经济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巴西克·瓦西列夫说：“面对这场疫情

带来的种种后果，这些国家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收紧政策。”

报道称，美国经济繁荣正提振美国进口以及其他地方获得的侨汇，从而支

撑世界各地的经济，但同时也在推高借贷成本和通货膨胀，并推动美元走强，

导致全球金融环境趋紧，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制约因素。

其影响因地而异。美元走强不利于以美元借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有利

于欧洲和东亚出口较多的经济体，美元升值会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相对于

美国产品更具竞争力。

报道还称，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官员大多认为，通胀上升将是暂时的，除非

消费者预期通胀将持续并要求涨薪。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但一些

经济学家建议做好应对意外局面的准备。

经济学家表示，欧洲和日本的央行需要与美联储的宽松立场保持同步，否

则欧元和日元汇率将出现飙升，从而破坏经济复苏。

美国贝莱德公司宏观研究主管埃尔加·巴奇表示，为了防止欧元走强，欧

洲央行需要像美联储一样保持宽松立场，由于欧美在通胀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情

况不同，这可能带来难题。

报道称，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常无法等待。即使是短暂的通胀也会严重影

响它们的货币，并损害公司和家庭偿还通常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债务的能力。

但随着全球通胀加速、美联储开始转变路线，一些央行的考量正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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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央行当地时间周三公布连续第三次加息 0.75 个百分点，并暗示未来可

能会有更大幅度加息，以抗击超过 8%的通货膨胀。

俄罗斯央行今年已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5.5%。该国通胀率本月加

速升至 6%以上，为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央行行长埃莉维拉·纳比乌林

娜当地时间周二表示，俄罗斯将继续提高利率，并且预计这不会阻碍经济增长。

报道称，土耳其央行 3月份大幅上调关键利率至 19%，以对抗高达两位数的

通胀率以及里拉不断贬值之势。而最近几周，里拉再度承压，与此同时，投资

者也在判断土耳其央行是否会遵从该国总统埃尔多安的要求下调利率。

在低收入国家，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在消费者支出中的占比通常更高，因

此当必需品价格上涨时，决策者会更迅速地采取行动抑制通胀。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央行和韩国央行已表明计划收紧货币政策，以抑

制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挪威央行周四表示，它将在 9 月

份加息。预计匈牙利和捷克等中欧国家的央行也将很快加息。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6 月 21 日）

经济参考报：日本二季度经济仍面临衰退风险

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汽车及零部件需求旺盛，日本 5 月出口额创下 41年

来最大增幅。然而，由于疫情反复以及紧急状态应对措施的实施，日本经济增

长仍然面临较大下滑压力。

日本 5 月出口增长近 50%

当地时间 6月 16 日，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对汽车及相关零部

件的需求强劲，且得益于对中国和美国出口的大幅增长，日本 5 月份的出口较

去年同期增长 49.6%至 6.2613 万亿日元，连续三个月实现增长，并创下自 1980

年 4 月以来最大增幅，当时出口跃升了 51.4%。

从进出口地区看，日本 5 月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分别增长 87.9%和 69.6%，均

创下1980年1月以来最大增幅；对美国和欧盟商品进口分别增长28.7%和39.4%，

其中医药产品的贡献最大。消息人士称，可能是日本购买新冠疫苗推高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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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当月，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3608.6 亿日元，对欧盟的贸易逆差为

1881.3 亿日元。日本 5月对亚洲整体的出口增长了 32.5%，进口增长了 13.2%，

顺差达到了 5325.9 亿日元。

日本财务省的初步数据还显示，5 月进口大幅增长，跃升 27.9%，达到 6.45

万亿日元，这是日本进口连续第四个月增长。4月进口为增长 12.8%，主要由国

内消费复苏及原油价格反弹驱动。5 月日本贸易 4 个月以来首次转为逆差，逆差

额为 1871 亿日元。与 2019 年 5 月疫情暴发前相比，出口增长 7.3%，进口下降

5.2%。

日本财务省表示，在今年 3月和 4月分别增长 16.1%和 38%之后，日本出口

连续第三个月增长，部分原因是去年 5 月日本出口同比下降 28.3%。今年 5月，

日本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35.5%和 139.1%。外务省

官员表示，日本汽车相关产品的需求非常强劲，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需求。

巴克莱证券日本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前田和二表示：“在经历了去年的大

幅下降后，日本出口今年 5 月大幅增长，而经过季节性调整后，与 4 月份相比

几乎持平，这表明出口复苏可能正在放缓。”前田和二还指出，汽车出口量已

连续第二个月较前一个月下降，可能受到全球半导体短缺的影响。对于未来前

景，前田和二表示，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将从商品转向服务，这可能抑制对汽车

和汽车零部件的需求，未来几个月整体出口将承压。

16日同时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 4 月份核心私营部门机械订单也较前

月增加。内阁府数据显示，4 月份的订单（不包括波动性较大的船舶和公用事业

的订单）较上月增长了 0.6%。政府的数据显示，该季度的订单总量为 8028.7 亿

日元，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机械订单是衡量企业资本支出的一个关键先行指标，政府利用该数据预测

未来 6 至 9 个月企业支出的强劲程度。这类企业投资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中国需求带动日本出口增长

据共同社报道，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日本 5 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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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增长 23.6％，达到 1.3927 万亿日元，连续 11 个月增长。其中半导体制

造设备出口增长 63.9%，汽车出口增长 42.9%。5月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 4.8％，

包括手机和服装在内的产品的增长超过了纱线和纺织品等产品的下降。这导致

日本对华贸易逆差达到 1918 亿日元，连续 2 个月出现逆差，出口和进口均创出

5 月单月的历史新高。5月，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也创出新高。

此外，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近日发布了 4 月的机床订单额数据，中国 4 月

进口的日本机床订单是去年同期的 3.3 倍，达到 378 亿日元。这一金额仅次于

2017 年 11 月，达到历史第二高的水平。2020 年 1-11 月，中国累计机床订单额

同比增长 12.7%，达到 1720 亿日元，占日本海外订单的 1/3。

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从进口来源国看，日

本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额为9697.9亿元，增长 14.9%，占比 6.6%。

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 4313.6 亿元，增长 8.9%；自日本进口 5384.3 亿元，增

长 20.1%；贸易逆差 1070.7 亿元，增长 105.1%。

分析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中日双方有

望降低制造成本并扩大市场空间，制造产业链或将受益。日本拥有相对丰厚的

资本和尖端科技，中国则是制造大国，两国经济产业存在互补空间，产业链高

度融合，在 RCEP 框架下可实现共赢。

二季度经济或继续下滑

分析认为，虽然出口恢复较快，然而由于疫苗接种进度落后，日本陷入疫

情反复的困境，甚至可能会因此面临经济技术性衰退的风险。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下降 1.0%，按年率计算降幅为 3.9%，显示经济复苏势头大大受挫。

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 4 月份起疫情死灰复燃，日本二季度 GDP 很可能会继续

下滑，面临二次衰退的风险。

日本市场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指出，自去年 2月到今年 6 月 14 日，受疫

情影响而破产清算、或者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停业公司个人业主等的数量累计

已经达到1600家。目前日本因疫情而进入紧急状态的地区经济活动均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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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日本倒闭的公司数量将会持续增长。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 17 日将决定是否解除东京都、大阪府等 10 个

都道府县原定实施到 20日的紧急状态，如果解除，部分地区可能将转而实施力

度小于紧急状态的“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并持续到东京奥运会期间。目前日

本除了 10个都道府县实施紧急状态外，还有 5 个县部分地区实施“蔓延防止等

重点措施”。

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在 6 月 17-18 日的政策会议上仍会将政策利率维

持在-0.1%，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 0%左右。不过日本央行可能会

延长疫情救助计划，以支持脆弱的经济复苏。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6 月 18 日）

—— 报告摘编 ——

IDC：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格局震荡，下一代智能驱动 AI新繁荣

IDC 于近日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研究报告-2020》，报告

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在过去 5 年间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呈现出无

可比拟的规模与速度：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市场规模在 2020 年达到 230.9 亿元人

民币，约为美国 AI 软件市场规模的 6 成左右。尽管在过去 18 个月内因为疫情

等原因，很多创企增长受挫，以及部分创企上市之路波折坎坷，影响了大众对

于人工智能产业的信心。但从整体市场角度，IDC 看到行业用户对于 AI 价值的

认知以及AI落地的方法论与实践方面日趋成熟，进而带来市场规模的平稳增长。

市场平稳发展的动力与阻力

政策驱动力十足：新基建、国企数字化转型、策源地、数字经济政策发布。

行业企业进行产业智能升级的原生驱动力也促进了 AI的广泛应用。对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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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解决方案商、ISV，也需要新兴技术对产品、解决方案进行升级迭代。诸多

因素促进人工智能市场在疫情中仍然平稳增长。

当然，随着应用场景的下沉，缺乏垂深场景用于训练的数据源及普惠 AI工

具，也成为市场发展的挑战。

成就过去一年 AI 的热点

技术热点：预训练模型（小样本数据训练被忽视）在 NLP/CV 领域全面铺开；

联邦学习/隐私计算；AutoML。

应用热点：风控/反欺诈、AI数字人、城市大脑、工业质检、巡检等。

热点产品：AI中台（对应机器学习平台产品）、智能客服、人脸识别、文

本解析、机器翻译。

市场格局

计算机视觉市场：增长低于预期

计算机视觉市场整体增速受疫情影响明显，2020年市场规模达16.6亿美元，

相比 2019 年仅增长 14.1%，远低于预期。在 IDC 追踪的所有计算机视觉创企厂

商中，仅商汤科技和创新奇智保持两位数正增长。海康威视在整体市场中排序

以及份额都在不断前进。在下图列出的厂商之外，BATH 也在该市场取得快速进

展。本次未区分云服务厂商与本地部署厂商，暂不在市场份额饼图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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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语义市场：大厂居上

语音语义市场 2020 年相比 2019 年增长 26.2%，市场规模达 15.5 亿美元。

头部厂商仍然以大玩家为主，Top3 的厂商包括科大讯飞、阿里云、百度智能云。

阿里云本次市场份额提升最为明显，原因是阿里云在智能语音、对话式 AI、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商业化进展明显。百度智能云也仍然保持领先地位。由于语音

语义市场涵盖的技术及产品比较广泛，例如有语音识别、对话式 AI、语义理解、

会议转录等等，各家厂商目前都有一定的差异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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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平台市场：增长超出预期，市场不断洗牌

受益于行业用户数据中台、AI 中台的建设热情，且机器学习平台的建设用

户已经从金融行业扩展到制造、能源等更广泛的领域，2020 年中国机器学习平

台市场呈现明显增长。第四范式仍然保持领先地位，华为云跃居第二，九章云

极、创新奇智紧随其后。

IDC 中国助理研究总监卢言霞表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才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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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以及市场格局也仍处于不断演进的迭代期。下一

个五年将是中国 AI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也是大浪淘沙的整合阶段。创

新企业与老牌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制定新的竞争策略。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双

重目标将驱动中国人工智能进入下一个新繁荣时期。”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002621

IDC MarketScape：中国零售信贷风控解决方案市场厂商评估报告正

式发布

2020 年至今，银保监会先后颁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

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等与互联网贷款业务相关的监管办法，不但界定

了互联网贷款的范围，并且就贷款风险、合作机构、合作方式等内容提出了具

体要求，明确提及银行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

理，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

键环节外包。自此，互联网贷款业务及相关的风控环节再次受到市场各方关注。

在 IDC 2021 全球金融服务 10 大预测中有四项与信贷相关，其中“智能化

贷款决策”一项中指出，到 2023 年底，全球范围内 75% 的零售类贷款决策将得

到来自新兴金融科技的支持。这一趋势也凸显出传统银行与 Fintech 加速融合

的趋势。IDC 金融行业研究团队认为来自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实践早于同

业，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IDC 开启并发布了《IDC MarketScape:

中国零售信贷风控解决方案市场厂商评估，2020）》研究报告。

本次报告所定义的零售信贷风控解决方案，包括应用软件/平台，以及与之

配套的咨询、实施、运行管理、支持和培训等 IT服务，该解决方案应涵盖欺诈

识别、客户预筛、信审模型、自动审批支持、风险监测、贷后风险预警等功能，

覆盖整个零售信贷业务的生命周期。该类解决方案定位于技术服务输出，涉及

到获客导流、贷款撮合、信用保证、风控兜底等内容的业务不纳入本次研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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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受到国内各金融科技厂商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最终有 360 数科、

冰鉴科技、邦盛科技、第四范式、氪信科技、蚂蚁集团、同盾科技、腾讯和新

希望金科（按照厂商名称拼音首字母排序）共九家厂商入选报告。本研究仅从

纯技术输出的角度，对上述厂商提供的零售信贷风控解决方案进行研究。评估

报告从相对市场规模，能力及未来战略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评估，最终以 IDC

MarketScape 矩阵象限图的形式进行呈现。

基于本次研究，IDC 认为：

互联网贷款从服务对象和额度上来看，具备普惠金融的性质，依托于线上

渠道，向长尾客户提供高效、小额的信贷服务。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包含

互联网贷款在内的零售信贷业务，是其在同质化竞争日益严峻的环境下倾向于

选择的突破方向，但是零售转型的浪潮之下，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面

临更多挑战，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选择与自身需求匹配的外部合作模式及主体，

进而提高对零售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是所有金融机构面临的新课

题。

传统的风控模式数据来源单一、审核流程冗长、人力成本高昂，已经不能

满足当下业务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实时分析和多样化风险识别的需求，使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拓展风控能力边界，满足金融信息安全诉求，

是金融行业的普遍共识。

在金融机构自身风控能力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往往需借助科技厂商的力量，

补足相应短板。面对诸多可提供相关解决方案的厂商，金融机构在选择时要注

意以下方面：

立足现状与目标，梳理需求。金融机构需根据自身零售信贷业务的发展情

况和定位以及已有的风控基础，明确相关风控能力的建设与提升需求，选择匹

配度高的厂商，从而以合理的成本引入最适合的方案，提高有效性。

选择风控技术实力雄厚的厂商。为达到对风险的识别准确度高并误判率低

的效果，厂商在零售信贷风控解决方案相关的技术优势是应考虑的核心因素。

通常具有自研核心技术的厂商值得较大关注，例如拥有对大量数据的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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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对风控算法有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实际成果等都是值得重点考虑的方面。

选择重视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的厂商。金融机构作为具有强监管特征的机构，

其零售信贷业务必须满足合规性。厂商在提供风控能力输出的过程中，若对数

据隐私安全、系统安全稳定性等能提供较高的保障，对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的开

展能起到较大的合规助力作用。

注重厂商对零售信贷业务的理解。在考察厂商的技术与实际业务的结合与

应用情况时，优先选择充分经过业务验证的方案，注重具体解决方案的案例实

施和应用效果。

重视后续维护和持续性的运营效果。随着市场不断变化，风控系统上线后

的模型与策略的更新、系统维护升级、运维的及时性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

素。能及时且全面提供后续相关配套服务的技术厂商更有实际业务支撑价值。

展望未来，IDC 中国金融行业研究团队分析师王晨表示：“零售业务由于具

备受经济波动影响小、潜在市场空间大等优势，成为银行及其他类型金融机构

发展增量业务新方向；零售转型浪潮正在席卷金融行业。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针对信贷业务尚未全面覆盖的个人及小微客群，如何兼顾普惠价值与风险水平

是急需解决的难题。在满足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技术应扮演工具型角色，在零

售信贷风控流程中发挥欺诈识别、精准描述客户画像、风险预警等作用，同时

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客户的信贷操作体验，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科

技带来的便利。”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7999921

EMEA External Enterprise Storage Market Takes a Breath and Eyes
Recover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Says IDC

The EMEA external storage systems market value was up 4.5% year on year in

dollars but down 4.3% in euros in 2021Q1,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s (IDC) EMEA Quarterly Disk Storage Systems Tracker. Once again, the

exchange rate played a key role in making the year-on-year compariso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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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rable when looking at it in dollars rather than euro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was more positive for Western

Europe, whose value was up in dollar terms (6.6%). CEMA, however, was down

0.9% (also in dollars).

The all-flash-array (AFA) segment recorded slight growth of 0.4% year on year,

while the hybrid flash array (HFA) segment recorded the highest growth (+8.2%),

followed by HDD-only (+7.8%).

While AFA system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adopted in EMEA datacenters,

covering 45% of total new shipments for the quarter, many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still opt for HFA, whose price-to-performance combination hits the

sweetspot for less-mission-critical data. On the other hand, sales of HDD-only arrays

have been pushed by a particularly buoyant PBBAmarket.

"As restrictions are being lifted in several major economies, IT investments have

resumed following growing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among both consumers and

enterprises. Alongside refreshment cycles returning to normal, some strategic

investments in more innovative areas such as AI, 5G, and edge are back on the

priority list of enterprises that view them as fundamental to competing in a

post-pandemic economy. Opex-based consumption models are also being adopted or

at least evaluated by enterprises," said Silvia Cosso, associate research director,

Storage Systems, IDCWestern Europe.

Western Europe

The Western European external storage market value was up by 6.6% in dollars

and down 2.4% in euros.

"From a geo perspective, growth resumed in major economies such as Germany

and the U.K., thanks to improved macroeconomics and a resumed appetite to invest

in innovation. From a system type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hyperconverged

systems [HCI] were the single greatest force for growth in Western Europe, thank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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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ease of use, automation, and versatility for private cloud deployments," said

Cosso.

Although the signs of recovery are lining up for the subregion, the outlook

remains cautious and heavily dependent on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lifting of restrictions in some major economies, which will be a key factor in boosting

the recove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 CEMA external storage market remained flat (0.9% YoY or $519.5 million

in value) in 2021Q1, which was better than forecast. Large deals in Israel, Russia, and

Turkey managed to negate the impact of the slowdown in economies and the

component shortage on the run-rate business.

HCI in the MEA region and PBBA in CEE recorded double-digit growth rates

and stabilized overall storage spending, but traditional storage systems declined.

All-flash arrays decreased marginally in value (by 0.3% YoY) but improved over

the previous quarter to reclaim their dominance on the CEMA market, with AFA

investments shifting to HCI and lower price bands. Hybrid arrays were the only

segment to record growth, while all-HDD arrays continued their downturn, despite

the good PBBA performance.

"Despite the resilience in the market in the first quarter, the slowdown in public

spending, the prevailing capex-based expenditures, and the ongoing shipment delays

caused by component shortages will push the CEMA storage market recovery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2021. Investments will gradually move to more emerging workloads

and outside the core datacenter, but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demand will not undergo

dramatic change over the next year," said Marina Kostova, research manager, Storage

Systems, IDC C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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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EUR147994821

FACEBOOK&branch：2021年金融科技行业白皮书 1.0
2020 年，新冠疫情加快了数字⽀付的渗透。根据⻨肯锡的报告，2020 年，

中国的现⾦交易量只占到整体交易量的 41%，这⼀数字在 2010 年为 99%。在主

要的成熟市场，这⼀⽐例在 2020 年都低于 54%。

2020 年，美股虽然在年初经历了数次熔断，但随后在科技股的带动下，标

普 500 指数从 3 ⽉的低点⼀路上涨，在 12 ⽉创下历史新⾼。在疫情的冲击

下，“居家”概念相关的科技股 势喜⼈。同样也是在 2020 年，⽐特币⾸次站

上 20000 美元⼤关。

“理财”的概念不断地出现在⼤众的视野当中，更多的消费者开始通过数

字投资平台进⾏投资。根据 App Annie 的数据统计，2020 年，很多国家的⽤
⼾在投资和交易应⽤上的使⽤时 同⽐都有显著的增加，其中美国、韩国、加

拿⼤、墨西哥四国同⽐使⽤时 增 率超过 100。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63941.html

亿邦智库：2021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

企业采购一般指办公用品、MRO、生产辅料、员工福利等非生产性物资的采

购，整体市场规模在十万亿级。这其中，以 MRO 和办公用品采购数字化进程走

在前列，两大品类市场规模都超过 2 万亿，但数字化渗透率均不足 5%。此外，

企业福利礼品、定制化产品、团餐供应链等细分领域也都是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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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发展主线 国内数字化采购发展可以分为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始于央企、政府机构集中采购、数字化采购改革，以办公用品

电商化采购为核心，带动了以京东企业业务、苏宁大客户为代表的互联网背景

平台，以欧菲斯、齐心、得力集什为代表的行业背景企业进入数字化采购领域。

第二条主线得益于资本市场重心由消费端向产业端的转移，以 MRO、采购类

SaaS 为代表的创业企业快速崛起。

2021 年，数字化采购市场正式进入成长期（Growth）。

三大发展趋势

针对数字化采购市场发展趋势，亿邦智库给出三个重要研判：

一是 B2B 全国物流交付体系势在必行。过去十年在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下，以分布式仓储、信息化协同和末端的劳动力支撑为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形

成了以快递核心的电商供应链体系。而对于数字化采购，目前仍以原有的仓储

物流方式为主，尚未形成体系化的 2B交付供应链。针对企业采购的业务特性，

2B 供应链将通过云端协作，将供应商、平台方、经销商的仓配能力协同起来，

配合末端网点专业服务，成为企业采购新基建。

二是数据智能将大面积普及应用。在企业数字化采购流程中，大部分环节

具备人工智能或机器人解决方案应用潜力。罗兰贝格对采购负责人的一项调查

显示，在寻源、供应商管理尤其是对账环节，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需求最为迫切。

未来，企业采购各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将成为常态。

三是数字化采购领域将诞生一批双千亿平台。2021 年，国内几家数字化采

购重点平台交易额将集体突破百亿。从目前发展形势看，在企业采购市场更倾

向于多家平台齐头并进的趋势，在各自优势领域内形成平差异化优势。在十万

亿级、数字化渗透率不足 5%的采购市场内，将有希望诞生一批营收过千亿、市

值过千亿的双千亿平台。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56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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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IT：2020年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马来西亚

在你准备赴马来西亚（Malaysia，以下简称“马”）开展投资合作之前，

你是否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

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

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

法律法规有哪些？在马来西亚开展投资合作应特 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

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

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马来西亚》将会给你提

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马来西亚的向导。

全文链接：http://www.ccpit.org/yingshanghuanjing/date/malaixiya.pdf

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跨境海淘行业白皮书

多数情况下，通过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平台购进海外商品是消费者首要且最

优的选择。

根据艾瑞咨询测算，2020 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的市场规模约为 2050

亿元，预计在未来政策、疫情、消费等各类环境趋于稳定的前提下，2021-2025

年行业年均复合增速可维持在 25%左右。由于平台发展速度差异拉大，市场进一

步整合，头部平台的竞争地位进一步提升，2020 年，进口 B2C 电商市场的前三

大平台市场份额可达到 68.7%。虽然购买转化率低于女性，男性用户在各品类的

渗透率都有着明显的增幅。

95后、00 后等年轻群体消费潜力不断提升，为跨境电商行业快速增长带来

新的增长动力。00 后用户在触达、购买和忠诚用户中增速均较高，且购买转化

效率高。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62207.html

德勤：制胜数字化，新冠肺炎疫情推动金融服务业加速转型

疫情在数周之内打破了金融服务业的现状与惯例，不仅推动客户消费行为

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大比例的经济活动转移到线上，客户对数字化交互的熟悉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37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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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接受度有所提升。数字化成熟的金融机构在疫情危机后展现出卓越的敏捷

性和韧性，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国际金融协会（IIF）和德勤联合编撰“制胜数字化”系列报告增刊《制胜

数字化：新冠肺炎疫情推动金融服务业加速转型》。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疫

情之下推动金融服务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四大根本性转变，探讨数字化在金融

机构应对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洞悉金融机构在未知前路中可能受到的影

响。为在新常态下实现蓬勃发展，提出供金融机构参考的，当前可在三个关键

领域采取十大“无悔”措施。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16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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