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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规划！揭秘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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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消息网：美媒报道，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已“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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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5G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报告

 世界旅游组织：2020-2021年间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损失高达 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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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人民银行等六部门：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据人民银行官网消息，为切实做好“十四五”时期农村金融服务工作，支

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近日，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关

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提出，金融机构要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金融资源倾斜、强化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融资保障、建立

健全种业发展融资支持体系、支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增加对农业农村绿

色发展的资金投入、研究支持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模式、做好城乡融合发展的

综合金融服务等八个重点领域，加大金融资源投入。

《意见》对原金融精准扶贫产品和金融支农产品、民生领域贷款产品等进

行整合优化，以小额信用贷款、产业带动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民生

领域贷款、农村资产抵押质押贷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保险产品等

十类金融产品为重点，充分发挥信贷、债券、股权、期货、保险等金融子市场

合力，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意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督促银行业金

融机构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强化金融科技

赋能。

同时，《意见》明确，将通过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支付服务

环境、推动储蓄国债下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持续完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并通过资金支持、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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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和风险分担、考核评价和监管约束等措施，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激励

约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加强与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充分总结借鉴金融精准帮扶工作成效经验，

强化统计监测，推进数据共享，推动《意见》落实落地，切实巩固好金融扶贫

工作成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助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来源：人民网 2021 年 07 月 01 日）

经济参考报：工业互联网释放“数字红利”

“十四五”规划对加快数字化建设、建设数字中国作出明确部署。实践证

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及生产模式

改变，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而工业互联网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基石，旨在赋能企业，促进经济向数字化转型。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工业互联

网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期，应该发挥平台和算力优势，推动我国工业企业数字

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维度赋能企业

记者调研发现，工业互联网可通过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虚实化管理五大应用模式，赋能工业企业，助力企业提质増效、

降本、减存。

智能化生产。水务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利时在传统的水净化场景中，仅

凭经验判断水质情况，无法精准把握用药数量。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

间协同计算架构，实现了对水质的实时动态检测，构建模型实现药量的动态调

配。最终实现能耗降低 10%到 15%，药耗降低 5%到 10%，综合成本降低 4%到 6%，

人工投入降低 20%到 30%。

网络化协同。中信云网通过工业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协同研发和全球计划排

产。通过工业互联网将所有产线集中起来，运用超过十条产线的数据，可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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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立期从原来的 6 个月缩短至两周，并将模型动态实时下发到所有产线，及

时进行调整，实现设备利用率提高 8%，库存成本降低 5%，优化了零部件的运转

效率。

个性化定制。海尔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了房车生产和使用的全链条，赋能

房车企业实现大规模定制，帮助山东康派斯实现订单增长 62%，综合成本降低

7.3%，交付周期从 35天降至 20 天。

服务化延伸。汇江集团与根云平台深度融合，统筹搅拌站、配送车辆及工

地客户，利用多种技术组合赋能运输共享；构建平台核心调度算法，并基于车

辆互联与实时位置信息，实现智能派单，打造混凝土运输的“滴滴平台”，为

集团节省运输成本 2000 多万元，提升综合产能 85%。

虚实化管理。在华龙迅达的数字孪生车间中，每个设备都安装了上千个传

感器，以感知设备状态变化，从而进行预测性维护和故障诊断。数字孪生使得

设备的平均维修时间从 2 个小时降低至 20分钟，生产效率提升 8%，设备维护费

用减少 10%，零备件库存占用资金在 3 年间从 1.2 亿元/年降到 0.48 亿元/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工业互联

网主要是从生产、经营、安防等方面赋能工业企业发展。生产方面，工业互联

网借助数字科技可以促进企业生产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经营方面，主要体

现在对市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和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安防方面，主要是形成

智能化的主动监控、主动防御系统，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性。

释放“数字红利”

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是释放“数字红利”、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新机遇、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数据正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关键生产要素。

盘和林表示，数据要素是数字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发展数据要素市场能

够促进数据主体在安全公平的情况下共享数据的意愿，从而增加数据要素供给，

为数据技术的发展应用创造良好基础。而且，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可以提升数据

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数据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交易也将决定数字技术的效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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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续产业发展的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工联智库专家戴建军表示，

未来的产业竞争将更加依赖数字创新。全球产业正在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数字增加值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比逐步提升。在数字创新方面领先的国家和

地区将逐渐占据全球价值链上游，传统依靠低成本劳动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国家和地区将受到冲击。

数字化转型将引发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变革。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

将引发研发、制造、产业分工、投资、贸易等一系列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引

发全球创新、生产、投资、企业和产业竞争、贸易等格局的变革。对国家而言，

数据成为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重要战略资源；对企业而言，数据成为发

展的核心资产。加快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是抢抓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机遇、激

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关键举措。

我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而“数据红利”正在到来。传统要素是

规模报酬递减的，而数据要素由于可复制、可共享，具有非竞争性，正呈现出

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是，数据只有流通利用才能“释放红利”，而市场化的

流通利用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途径。因此，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势在必行，我

国在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数据资源优势，数据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据 IDC 测算，

我国拥有的数据量全球占比将从 2018 年的 23.4%提升到 2025 年的 27.8%。工业

大数据在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中占比最高，超过 50%。同时，我国数字基础设施

比较完善，为数据流通利用奠定了基础。

让数字经济驶入“快车道”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已达 39.2 万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3.3 万亿元，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并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支撑。专家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在

诸多领域表现不俗，但仍未达到能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步。由此可见，数

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需类似工业互联网的“外力”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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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工业互联网已从起步期迈入战略机遇期，而平台和算

力是我国发展工业互联网的两大优势。但工业互联网生态共同体如何建立、如

何应对工业生产的差异性、企业如何在新时代中找准自身定位，仍是未来工业

互联网发展的难点。

首先，平台是工业互联网生态的关键，不同设备和不同系统产生出海量数

据，最终需要平台来实现数据汇聚、建模分析、应用开发、监测管理、柔性控

制等功能。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经建成“平台+”的生态体系，跨平台、跨

领域的区域性平台和专业性平台不断涌现，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比较

优势。

其次，我国的算力资源充沛，计算能力突出。数据作为工业企业重要的生

产资料，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帮助企业实现及时的生产监控以及远端数据的

采集控制，最终实现互联互通。而算力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础，是工业互联网

时代的关键生产力。

重庆金鑫科技公司首席科学家杨永东建议，推进 5G建设和商用，推动互联

网协议第 6 版（IPv6）规模部署。降低企业专线接入和云服务成本。推动企业

网络改造。支持企业利用 5G、IPv6、窄带物联网（NB—IoT）、工业无源光网络

（PON）、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新型网络技术，推进企业内部网络的 IP化、

扁平化、柔性化技术改造。

同时，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建设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围绕工业互联网核

心关键技术、网络技术、融合应用技术开展联合攻关，促进边缘计算、人工智

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研究和探。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7 月 01 日）

五年规划！揭秘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路径

近年来，烟台市以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引领，坚持不懈强服务、拓规

模、优结构、育主体，着力推动人才、技术、创新等要素集聚，取得显著成效。

在 24日举行的中国（烟台）服务外包领军者大会上，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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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烟台服

务外包的发展路径。

《规划》衔接过去，考虑烟台产业发展新成就、新阶段

2020 年，全市服务外包执行额 49.7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7 倍，“十三

五”期间年均增长 51.6%；其中离岸外包执行额 46.2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6.7 倍，年均增长 50.3%。

主体队伍更加壮大。目前，烟台服务外包企业总数达到 521 家，其中获得

CMM/CMMI、ISO9001 等资质认证的企业 149 家，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和高新技术

认证的企业 112 家。全市拥有省级服务外包培训机构 10家，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20.83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13.76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66.1%。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近年来，烟台市在大力推动信息技术外包（ITO）产业

升级、稳定服务外包基本盘的同时，充分发挥制造业优势，以现代汽车研发中

心、中集来福士、杰瑞油服等骨干企业为龙头，加快培育高端工业设计产业集

群，推动知识流程外包（KPO）跨越发展，打造“制造-服务”产业复合体，向

价值链、产业链中高端延伸。2020 年，烟台 ITO、BPO 和 KPO 三大板块占比为

65:3:32，同比分别增长 21%、7%和 70%。

园区载体更加多元。“重点区域+示范园区+特色集群”协同发展，芝罘、

莱山、烟台开发区三大省级示范基地总面积突破 100 万平方米，2020 年完成离

岸执行额 31.8 亿美元；招远轮胎检测、牟平呼叫服务、蓬莱海工装备设计维修

等一批服务外包特色产业集群快速壮大；服务外包与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

试区、中韩产业园等重大战略、重点区域有机融合，全省首个韩资独资职业教

育培训机构、律师事务所、旅行社等一批“首字号”项目先后落地，“多园联

动、多极崛起”的格局迅速成形。

综合效益更加显著。税收贡献稳步增长，2020 年全市 38 家重点服务外包企

业贡献税收 19.85 亿元，其中税收过千万元的企业达 22家。就业容量不断提升，

“十三五”期间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新增 12万多人，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才

纷纷进入，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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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立足当下，明确烟台服务外包领先发展新路径、新方向

“十四五”期间，烟台市将抢抓数字技术革新、“一带一路”、RCEP 等发

展机遇，全力克服经济波动、区域竞争、人才不足等困难，积极争创中国服务

外包示范城市，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服务化转型和创新示范应用，打造“中国

服务外包交易中心城市，东北亚服务外包新交付中心及制造业服务化领军城

市”，全方位叫响“烟台服务、数字交付”的城市品牌。

在产业支撑上，充分融合烟台优势。发挥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特长，夯

实提升工业设计服务、软件研发服务、呼叫中心服务等三大优势领域，立足机

械制造、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等产业集群延伸服务功能，拓展特色生产

性外包服务，构建工业设计产业集群；注重定制软件研发服务业务，支持信息

技术与价值含量高的业务成熟化融合发展；依托“北方声谷”打造专业呼叫中

心基地，创建呼叫外包品牌。大力发展云管理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等五大潜力领域，进一步

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到

2025 年，全市实现服务外包执行总额 500 亿元以上。

在空间布局上，明确三核多点崛起。按照“集聚发展、层次延展、示范引

领、特色布局”的思路，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三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为核心，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化发展和创新升级；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向核心

区两翼拓展，构建“沿海服务外包产业带”；支持蓬莱、龙口、莱州等区市立

足本地产业基础，培育一批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在全

市范围内构建“一核一带多区域”的新格局。到 2025 年，全市建成省、市级服

务外包专业园区超过 5家，服务外包产业载体建筑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

在培育主体上，注重形成梯队层次。实施科技创新名企工程和服务外包潜

力企业培育工程，立足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装备等重点产业，筛选一

批重点企业加强扶持、培育，鼓励开展多样化创新；引导生产和创新要素向契

合“十四五”规划方向、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集聚，促进企业快速成长。

加大“筑巢引凤”力度，推动烟台龙头企业与世界 500 强和国内服务外包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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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联手打造国际服务外包研发中心，招引境内外知名企业、平台来烟台设立

区域总部、研究院所、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到 2025 年，全市服务外

包企业超过 700 家，其中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的骨干企业超过 70家。

在人才集聚上，多措并举夯实基础。鼓励高等院校对接高端服务外包人才

教育培训和企业资源，推进相关学科建设发展，提升社会化培训容量，构建政

企学研四方联动、协调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招引力度，在生活配套、经

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强服务，打造更加优秀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吸引软

件架构、管理咨询、设计研发等高端人才来烟就业创业，不断拓展服务外包人

才的“蓄水池”。鼓励高校、人才培训基地和企业面向欧美、日韩等重点发包

国家和地区进行人才交流，为烟台离岸外包业务拓展提供新的动力。到 2025 年，

全市累计培训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次，服务外包就业人数超过 30 万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20万人。

在发展环境上，全面提升最优服务。以行业诚信、知识产权保护、资质认

证、质量监管等领域为重点，加快推进制度建设，不断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

平，持续优化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环境。支持橙色云等现有服务外包交易平台

做大做强，按照“特事特办”“一事一议”的原则，对接引进国内外领先的交

易平台和咨询机构，汇聚相关平台的服务类项目，形成集线上交易和线下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外包产业交易促进体系，为发包方、接包方、专业服务机

构等提供信息交流、协议签署、合约执行、质量控制、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

服务。

《规划》着眼未来，蕴含烟台服务外包开放发展的新机遇、新平台

十四五”是烟台动能转换全面起势、开放发展加快升级的黄金时期，服务

外包领域创新创业的舞台更广、活力更足、机遇更多。“中国（烟台）服务外

包领军者大会”的举办，为烟台市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拓展合作

提供了新的窗口。

烟台服务外包的未来，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当前烟台正叠加自贸区、新

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中韩产业园等重大战略机遇，成功争取国家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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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跨境电商服务试点城市、国家级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等一系列政策试点，

在做大做强服务外包产业、拓展服务外包领域、凝聚服务外包动能等方面，将

迎来重大的政策机遇期，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推动数字贸易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当

下，烟台服务外包市场巨大、空间广阔。

烟台服务外包的未来，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制造业

名城，烟台培育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高端化工、黄金冶炼 5 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技术与大健康、海洋经济、航空航天、数字创意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必将催生出大量新的生

产性服务需求。

烟台服务外包的未来，与营商环境相促并进。未来五年，烟台将继续深入

谋划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财税金融、放管服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改革，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对接发展所需、企业所盼、民心所向，全方位构建有

利于现代化强市建设的制度体系。在服务外包领域，烟台将依托先行先试的重

大战略机遇叠加优势，进一步提升政策水平、创新服务措施、打造最优环境。

（来源：中国山东网 2021 年 06 月 29 日）

国际商报：擦亮国家级“金字招牌” 江苏镇江服务外包产业加速快跑

近日，商务部、发改委等 9 部委发布了 2020 年度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综合考评结果，江苏省镇江市综合得分位居全国 31 个示范城市第 14 位，继续

保持中等偏上的良好位次。

参评认真准备充分

外汇合规性佐证成为典范。31 个示范城市申报材料中，唯有镇江报送“外

汇合规性”相关佐证材料，受到商务部表扬和推广，要求其它城市迅速补报；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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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专家评审答辩成绩优异。镇江市商务局长亲自参加的现场专家评审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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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环节，镇江最终得分居全省第二（仅次于苏州），全国第十。

产业提升特色鲜明

产业规模增长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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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招引提质增量。产业龙头纷纷抢滩镇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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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医药研发服务外包领军企业凯莱英、阿里巴巴电商

官方客服（镇江站点）、微软“镇江数字经济创新中心”、芯片设计封装测试

领先企业华祥耀、国际著名电竞投资机构奋荣集团等知名企业抢滩镇江。此外，

腾讯、字节跳动、华为等数字经济头部企业，以及中软、华云等知名公司看好

镇江。

产业特色更加鲜明。涌现出视程影视、江苏易乐、睿泰数字等一批数字文

创领域明星企业。视程影视参与制作了《速度与激情 7》《红海行动》《流浪地

球》等数十部票房大片，在行业内极具规模和口碑；江苏易乐开发的手游《攻

城三国》累计流水已达 32亿元，网游作品连续多年出口东南亚等国家；镇江睿

泰数字产业园是全国唯一的民营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睿泰·爱英语”与全

国 56家教培机构正式合作，为近 80个校区、3000 多个班、超过 16万名孩子提

供服务。

全力支持未来可期

当前，国家对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镇江市

商务局将继续以示范城市建设为抓手，全力支持服务外包新兴业态发展，着力

培育和引进市场主体，完善人才培训体系，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和各类特色载体

建设，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服务外包产业高质

量发展，让服务外包成为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倍增器”，助力镇江产

业强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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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7 月 03 日）

经济参考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世界制造强国纷纷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2016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希望企业通

过实施智能制造带来“两提升、三降低”，即：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资源综

合利用率大幅度提升、研制周期大幅度缩短、运营成本大幅度下降、产品不良

品率大幅度下降。

“十三五”时期，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已成为我国企业界的广泛共识，大量

企业初步解决了传统制造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实现从劳动力为主的重复生产

制造逐步向自动化设备普遍参与的数字化生产制造转变。一是有效缓解了制造

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解决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盲点”；三是打

通了企业研发、生产、物流之间的信息孤岛；四是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疫情期间，智能制造赋予了广大企业强大的生命力，

率先实现复工复产，部分企业通过业务转型拓展，及时调整生产线加工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用品，解决了现实迫切需求。

在智能制造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容易“虚化”，

过于超前网络化建设和部署，对于制造过程的数字化重视不够；广大中小微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仍然较慢，资金不足、技术缺失影响了中小微企业的积极

性；智能制造人才供给水平无法满足下一步全国大规模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

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实现制造业质量效益提升、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仍然离不开智能制造这一

关键手段。

一是要统一认识，强化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

过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实现了企业数据采集、数据互联互通，提高了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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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效率，并拓展了远程运维、定制化生产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了企业核心

竞争力，同时企业积累了大量数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

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与深入推进，智能制造能够解决由于经验缺失

导致的产品加工精度不高等传统问题，通过数据的积累，实现了产品加工精度

的提升，同时，一批智能产品得以生产、面世，促进产品更加满足居民日益增

长的生活需求。在“十四五”期间要更加重视智能制造的作用，要注意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相融合，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作为提升制造业企业效率、实现价值链跃升的技术手段，持续推动智能制造

发展。

二是要坚持制造业企业为主体实施智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制造业企业税率 13%，是金融业的 2 倍，是

名副其实的利税大户，只有切实提高制造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才能推动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

深入应用，激发新的价值、新的增长点。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智能制造要

避免“虚化”，避免互联网代表一切，避免脱离制造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要通过制造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要推广解决制造业实际

问题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三是要关注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智能制造。

中小微企业贡献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是中小微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往往处于

不利地位，缺少资金支持、缺少技术支持，往往使中小微企业在智能制造面前

望而却步。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智能制造要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数字化网

络化转型难题，开发低成本简易化的智能装备、工业软件，只有广大中小微企

业走向了数字化，才代表我国迈向智能社会。

四是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智能制造水平。

从智能制造的历程来看，“十三五”期间大多数企业开展了单机数字化、

生产线数字化、工厂数字化和企业数字化，智能制造在企业中逐步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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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智能制造要围绕产业链现代化，重点推动若干条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整体智能化，提升产业链协同制造效率，要鼓励产业链中的

龙头企业加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技术渗透、网络渗透、数据渗透，龙头企业

应协助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按照统一标准实施智能制造，并推动智能制造人才

在产业链中有序流动。

五是高等院校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机器人和数控机床的应用基本解决了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广

大企业可以通过“无人工厂”摆脱对劳动用工的依赖。但是“无人工厂”不等

于“零人工厂”，企业需要的熟练机器人和数控机床操作、维修人员，以及掌

握信息技术的人员大幅度增加，也就是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既

要懂得制造技术，也要懂得信息技术，培养这些人才必须要依赖高等院校培养

的本科生研究生。“十四五”期间，实施智能制造要抓紧智能制造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鼓励高校开设智能制造相关专业，鼓励企业和高校联合制定培养方案、

联合设置课程，解决未来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21 年 06 月 29 日）

商务部：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3.7%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 1—5 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 19380.6 亿元，

同比增长 3.7%；其中服务出口 9117.8 亿元，增长 20.1%；进口 10262.8 亿元，

下降7.5%。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6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7.3%

至 1144.9 亿元，同比减少 2355.9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下降

11.5%，两年平均下降 5.9%，其中出口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 8.3%；进口下

降 27.3%，两年平均下降 14.8%。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5 月当月服务进出口增长较快。5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3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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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同期增长 5.5%，环比下降 8.1%；其中出口 1656 亿元，同比增长 7.7%，

环比下降 17.4%；进口 2078.5 亿元，同比增长 3.7%，环比增长 1%。增长最快领

域是运输服务，增幅为 39.1%。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5 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8989.9

亿元，增长 11%，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6.4%，提升 3.1 个百分点。其

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4933.3 亿元，增长 14.4%，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4.1%；

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

权使用费，分别增长 32.6%、22.6%、14.7%。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4056.6 亿元，

增长 7.3%，占服务进口总额的 39.5%；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保险

服务，分别增长 20.7%和 13.2%。

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当前各国继续采取严格措施限制人员跨境流动，

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1—5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3070.7

亿元，下降 36.9%，其中出口下降 39.1%，进口下降 36.7%。剔除旅行服务，1

—5 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18%，其中出口增长 24.3%，进口增长 11.4%。

（来源：商务部 2021 年 07 月 03 日）

国际商报：中国服贸步入加速发展轨道

进入 5 月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渐暖，服务贸易的增长得以延续。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34.5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5.5%。其中，出口 1656 亿元，同比增长 7.7%；进口 2078.5 亿

元，同比增长 3.7%。

在这一数据的支撑下，1-5 月，中国服务贸易的成绩单也可圈可点：服务贸

易进出口总值 19380.6 亿元，同比增长 3.7%。其中，服务出口 9117.8 亿元，增

长 20.1%；进口 10262.8 亿元，下降 7.5%。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27.6 个百分

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67.3%至 1144.9 亿元，同比减少 2355.9 亿元。

对此，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表示，从数据来看，1-5 月，中

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逆差不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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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更趋均衡。中国服务贸易已基本摆脱疫情阴霾，实现快速复苏，走上加

速发展快车道。

在保持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

的表现就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商务部数据显示，1-5 月，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8989.9 亿元，增长

11%，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6.4%，提升 3.1 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 4933.3 亿元，增长 14.4%，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4.1%；知识密集

型服务进口 4056.6 亿元，增长 7.3%，占服务进口总额的 39.5%。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在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高。这

表明，我国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服务贸易创新、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

务贸易已呈现高质量发展趋势。”郑伟进一步谈到，当前，中国在知识密集型

服务领域已经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部分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已经进入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未来以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高端服务出

口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此言不虚。从行业领域看，在 1-5 月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中，出口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

费，分别增长 32.6%、22.6%、14.7%。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保险服

务，分别增长 20.7%和 13.2%。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作为服务贸易中主要组成部分的运

输服务，为中国服务贸易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以 5 月份数据为例，在服务进

出口中，增速最快的领域就是运输服务，增幅为 39.1%。

“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前 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 10年来同期新高，这是运输服务进出口实现跨越式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郑伟如是说。

而同为传统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旅行服务却依然徘徊在下降区间。商

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在发布数据时表示，当前，各国继续采取严格措施限制

人员跨境流动，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1-5 月，中国旅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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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 3070.7 亿元，下降 36.9%。其中，出口下降 39.1%，进口下降 36.7%。剔

除旅行服务，1-5 月中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18%。其中，出口增长 24.3%，进口增

长 11.4%。

郑伟表示，“因涉及到人员的跨境流动，旅行服务受疫情影响很大。当前，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社会继续采取严格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使得我国居民

因境外消费而产生的服务进口大幅缩减。同时，在疫情下，境外自然人来华提

供服务和旅行的数量和频次锐减，导致在自然人流动项下所产生的服务进出口

大幅减少。因此，对旅行服务而言，重回增长区间尚需时日”。

2021 年已经过半，中国服务贸易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

郑伟直言，总体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已回归快速发展轨道，预计接下来几

个月，服务出口将持续增长，进出口更趋均衡。具体从行业看，传统服务贸易

方面，运输服务有望持续恢复增长动能，旅行服务仍大概率处在下行区间。新

兴服务贸易方面，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额将进一步增加，占比将继续提

升。从区域看，随着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等平台载体建设不断深入，中国服务贸易有望形成既突

出重点又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此外，海南自贸港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即将出台。这是继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后，中国又一重大制度性开放举措，有望

带动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模式的服务贸易加速发

展。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7 月 05 日）

参考消息网：美媒，旅游业衰退致全球损失 4万亿美元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 6 月 30 日报道，新冠疫情导致的旅游业衰退将使全球经

济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损失超过 4 万亿美元，而疫苗接种的不均衡将使高度依

赖国际游客的发展中国家遭受严重打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说，即使美国、英国、法国等疫苗接种

率较高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在下半年出现反弹，仅今年一年的损失仍可能达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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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至 2.4 万亿美元。

这份研究报告凸显出世界各地在获得疫苗方面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代价高昂

的影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遭受的损失中，发展中

国家可能占到 60%之多。

报告还显示，旅游业危机还远未结束，许多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仍在实行

旅行限制和禁令。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完成的这项研究，世界各国可能要

到 2023 年才会看到入境国际游客数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报道称，泰国和土耳其等依靠外国游客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受到了最严重的

影响。旅游业衰退也威胁到食品、饮料、零售业、通信和运输等密切相关的行

业。

报道称，总体而言，旅游业衰退导致非技术劳动力的失业率平均上升 5.5%，

给一个雇用大量妇女和年轻人的行业造成了打击。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说：“旅游业是数以百万计人

的生命线，推进疫苗接种以保护社区和支持旅游业安全重启，对恢复就业和创

造迫切需要的资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7 月 03 日）

新华网：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5月贸易逆差环比扩大

美国商务部 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消费需求回升和进口增加，今

年 5 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 3.1%至 712 亿美元。

数据显示，5月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环比增长 1.3%至约 2773 亿美元，出

口额环比增长 0.6%至约 2060 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 5 个月美国累计贸易逆差为 35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8%。

英国牛津经济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卡蒂·博什蒂安契奇表示，得益于财政支

持和消费驱动，美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经济反弹，预计未来美国贸易逆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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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扩大。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美国贸易逆差达 6787 亿美元，较 2019 年增长

17.7%，创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7 月 05 日）

中国贸易报：中国-大洋洲及南太地区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线开幕

6 月 28 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展信合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承办的中国-大洋洲及南太地区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线开幕。

此次展览会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式相关指示精神，协助我

外贸企业开拓大洋洲及南太地区市场，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展览会为期 10天，旨在通过在线多维展示、数字匹

配、数据挖掘、信息推送、商洽对接、买家撮合等多种功能和手段，为中国和

大洋洲及南太地区企业提供在线交流洽谈机会和精准配对服务，帮助企业足不

出户抓订单、拓市场、增信心。

本次展览会共有 400 余家企业注册参展，展品类别涵盖农业及农产品加工

设备、新能源及智能制造、医疗防疫用品及设备、汽车及零配件、建材及家居

装饰用品、日用消费品、旅游经济等七大类，吸引了来自大洋洲和南太平洋以

及其他地区的 3200 余家专业客商上线观展对接。展览会同期还将在线举办“防

疫物资行业”“农业及相关设备”“日用消费品”“建筑建材”“汽车汽配”

“智能制造”等六大行业专场对接会，助力相关参展企业与采购商精准对接，

共洽商机。

6 月 28 日举办的“防疫物资行业”专场是此次展览会首场配套对接会。共

有来自北京、河南、湖北等省市的超过 25家防疫物资行业企业与来自澳大利亚、

新西兰、斐济等大洋洲及南太地区的超过 20名专业买家对接洽谈。洛阳爱森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赛维立工贸有限公司、北京圣医智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代表进行了发言推介。

洛阳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方星仪在发言中介绍，作为国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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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药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纳米生物磁珠技术为核心，发挥自主创新

精神，配合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为

各大医院及疾控中心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试剂检测盒超五百万剂。同时，公司正

在计划优化升级产品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次“提速”，愿与大洋洲及南

太地区的医疗机构充分合作，为世界人民共同抗疫做出贡献。

湖北赛维立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晓萍在对接会表示，该公司作为一家集

生产防护制品及五金磨具于一身的现代化专业制造工厂，在响应政府号召的从

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上，大力自主研发新型产品、五金磨具等，可更

好地适应新时期的不同需求。

各参展企业对本场对接洽谈效果表示满意，对开拓大洋洲及南太地区新兴

市场寄予厚望。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6 月 29 日）

经济参考报：全球 B2C跨境电商发展迅猛

2020 年，全球 B2C 跨境电商迅猛发展，中国 B2C 跨境电商平台“出海”步

伐也随之加快。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但对跨境电商而言，反倒是难得

的发展机遇。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货物贸

易总额下降了 5.3%，但全球 B2C 跨境电商贸易总额不降反升，预计将从 2019 年

7800 亿美元上升到 2026 年的 4.8 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27%。

进入 2021 年，跨境电商发展势头依旧迅猛，这从 Sensor Tower 发布的购

物应用下载数据可见一斑。截至今年 6 月 16 日，购物应用下载比 2019 年上半

年增长 32%。以亚马逊购物为例，该应用以 7880 万次下载居榜首，其中 1380 万

次下载在美国，更多下载来自海外。

跨境电商的“红火”带旺了业界。一方面，跨境平台逐渐成为传统成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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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出海的新选择。全球互联网渗透率不断扩大，使 B2C 跨境电商平台实现全球

覆盖率的速度要快于传统的出海方式，且更加容易实现下沉，成本更低。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支付等技术门槛的降低，大量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加入

跨境电商行业。它们往往比传统企业更善用数字平台，并从中获得了较快发展。

在全球跨境电商迅猛发展浪潮中，中国跨境电商的表现格外亮眼。中国海

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31.1%。其中，

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40.1%。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B2C 跨境电商交易市场，全球 26%的交易发生在此，

美、英、德、日则分别排列在第二到第五名。此外，印度、中东和俄罗斯的跨

境电商交易份额也在迅速增长。在全球 10大 B2C 跨境电商平台中，阿里巴巴等

三家中国平台已经分别占据了第一、第三和第七的位置（含国内市场交易总额）。

全球化智库近日发布的《B2C 跨境电商平台“出海”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

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原因，认为跨境电商平台的迅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

施服务，正在建设的新型自贸区及其出口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成

中国中小跨境电商快速“出海”。

中国平台在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也使得电商销售目的地、品类和消费

者逐渐多元化。根据阿里巴巴速卖通提供的数据，从 2010 年至 2020 年，该平

台 GMV 前十的经济体分别是俄罗斯、美国、法国、西班牙和巴西等。在销售产

品品类上，排列前五位的产品分别是手机与通讯设备、消费电子设备、家庭与

花园用具、运动与娱乐设施以及女士服装。

未来，随着全球物流、支付、贸易便利化条件持续改善，全球数字化进程

加速，跨境电商有望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7 月 05 日）

天津市跨境电商示范园区（滨海高新区）成立 打造跨境电商生态新高

地

天津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滨海高新区）暨天津开放大学跨境电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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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昨天成立。滨海高新区将推动园区提供创业孵化、人才培训、供应链金融、

物流海外仓、直播带货等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服务，构建全生态链条，撬动区域

联动发展，实现跨境电商企业聚集。

据了解，园区起步区位于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天百数字

经济服务基地”内，未来拓展区包括华苑科技园（环内、环外），将打造“立

足高新区、着眼天津市、辐射京津冀、覆盖大北方”的跨境电商产业集聚中心

区、跨境人才培养基地、跨境行业生态建设示范区、中国北方跨境电商生态新

高地。

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背景下，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逆势

而上，成为推进外贸发展、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石与纽带。2021 年

商务部支持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跨境电

商。2021 年 4 月，滨海高新区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凭借完备的基础

设施、良好的产业生态，成功获评天津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昨天，滨海高新区与天津开放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

进产教融合发展，共同建设天津跨境电商示范区、数字经济业态聚集区、应用

型人才“新高地”、年轻人乐学乐业“新社区”。

（来源：天津日报 2021 年 07 月 05 日）

跨境电商周报：大卖家致欧科技创业板 IPO获受理

年收近 20 亿 跨境电商子不语递交招股书拟香港 IPO 上市

日前，跨境电商子不语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子不语”)向港交所递交招股

书，拟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国内跨境电商公司子不语成立于 2011 年，着力于

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及自营网站进行服饰及鞋履产品销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培育 151 个品牌，包括 20 个是年销售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爆款

品牌。设计销售逾 2500 款热销产品。

招股书显示，在过去的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个财政年度，子不语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3.18 亿、14.29 亿和 18.98 亿元人民币，相应的净利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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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001.1 万、8,110.9 万和 11,396.1 万元人民币。

跨境电商企业致欧科技创业板 IPO 获受理

日前，中国跨境电商出海企业——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致欧”），创业板发行上市获深交所受理。致欧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 4015 万股 A股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

包括在深圳和东莞建设产品研发中心，在美国、德国、英国等地扩建海外仓，

建设和升级郑州总部运营管理中心等。

据悉，致欧主要从事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家具系

列、家居系列、庭院系列、宠物系列等品类，旗下拥有 SONGMICS、VASAGLE、

FEANDREA 三大自有品牌，多款产品常年位列亚马逊等第三方电商平台畅销榜前

列，是亚马逊欧洲第一大家居卖家。四川省开启 TIR 跨境公路货物运输模式

日前，四川省到欧洲的 TIR 跨境公路货物运输模式正式开启，此次 TIR 跨

境公路货物运输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到达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清关随后经捷克、奥地利，最终到达德国卸货全程约 9200 公

里，涉及 10个国家，7个 TIR 运输国家，预计 12天抵达最终目的地。与空运、

海运、铁路等运输模式相比，TIR 跨境公路货运对基础设施依赖较小，具有机动

灵活、装卸方便等特点，尤其适合电子零部件等货品单价高时效要求高的货运

需求。

中集物流和泰国 RCL 宣布成立合资公司

7 月 2 日消息，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和泰国 Regional Container

Lines 宣布成立合资公司。中集物流总经理胡鹏飞表示，未来，双方将借助合资

公司平台，全力打造端到端国际物流服务平台。中集物流是中集集团旗下子公

司，是国内 5A级综合物流企业，2020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同比

增长 16.15%，成为中集集团第四个营收突破百亿的业务板块。2020 年全球 IaaS

公有云服务市场中 亚马逊市场份额为 41%

Gartner 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2020 年全球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达到 643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的 457 亿美元增长 40.7%。2020 年亚马逊仍在 IaaS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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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一，其 2020 年的收入为 262 亿美元，市场份额为 41%。其中，在中国占

据主导地位的 IaaS 提供商阿里巴巴 2020 年收入超过 60 亿美元，相比 2019 年

的 40 亿美元增长了 52.8%。

（来源：亿邦动力网 2021 年 07 月 05 日）

新华社：六部门出台具体举措加快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

记者 3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证

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提

出准确把握培育发展优质企业的总体要求、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提高

优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 10个方面指导意见。

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

领航企业为代表的制造业优质企业，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迫

切需要。

指导意见提出，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格局。力争到 2025 年，梯度培育格

局基本成型，发展形成万家“小巨人”企业、千家单项冠军企业和一大批领航

企业。

指导意见明确，提高优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参与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大力推动自主

可控工业软件推广应用。依托优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开展协同创新，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

础工艺、高端仪器设备、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装

备攻关和示范应用。

指导意见强调，促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组织领航企业开展产

业链供应链梳理，鼓励通过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产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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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并在引导优质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促进优质企业加强管理创新和文化建设

等方面出台具体举措。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7 月 04 日）

中国贸易报：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挥重要作用

6 月 25 日，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纪念《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通过 40周

年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英文简称为 CISG）由联

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组织制定，于 1980 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

获得通过，旨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指引，减少国际贸

易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共有 94 个国家签署了

《公约》，包括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巴西、埃及等。

“《公约》建立了现代、公正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制度，为提升国际贸易的

法律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在研

讨会致辞时说。

联合国贸法会秘书长安娜·乔宾·布莱特认为，《公约》为促进贸易法规的

统一与协调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统一性法律文件之一。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詠箑表示，40年间，《公约》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实践，

为各国立法司法提供了有益指引。

中国作为早期缔约国之一，于 1986 年向联合国递交了正式参加《公约》的

核准书。《公约》自 1988 年起在中国生效，对中国市场经济和合同法律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入《公约》，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的

愿望，也促进了中国法制的国际化进程，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李詠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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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乔宾·布莱特充分肯定了中国参加《公约》的贡献。她说，中国是《公

约》早期缔约国之一，并将《公约》中的条款灵活运用转化至国内的合同法和

最新的民法典中。贸仲委率先在案件审理中适用《公约》，为促进《公约》的

适用与完善作出了贡献。

“贸仲委既是《公约》在全球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推进《公约》在中国适用

的践行者。”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表示，在中国，大多数适用《公约》

的仲裁案件均由贸仲委受理。早在《公约》对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即 1988 年，贸

仲委就开始了对《公约》相关案件的审理，至今已经审结了数百起案件。

据了解，美国佩斯大学收录的关于《公约》案例的数据库显示，1988 年到

2001 年，该校收录贸仲委审结的关于《公约》的案例 224 件。从 2002 年到 2020

年，贸仲委结案裁决库中统计的有关《公约》的裁决有 553 项。

“30 余年来，贸仲委在适用和解释《公约》方面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对

于《公约》的适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王承杰介绍说，在长期的案件管

理经验中，贸仲委在审理《公约》案件中发现《公约》适用、合同项目、电子

数据等问题。他以电子数据举例说，《公约》对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具有高度的

开放性。贸仲委所进行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注意到了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与订

立阶段对于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的广泛使用。在贸仲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中，

仲裁庭普遍尊重在商业实践中广泛使用网上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电子签名、

域名等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合同以及保存证据的商业习惯。而对于电子证据

的真实性，仲裁庭通常会判断发出者的身份、来源的可靠性和电子数据的完整

性等因素，同时对案件的事实情况以及其他关联证据综合考虑后决定是否采信。

安娜·乔宾·布莱特认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电子平台交易的形

式和种类、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及证据认定、审理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带来

重大变革。

如何运用《公约》更好地解决这些新问题？王承杰说，贸仲委将开展进一步

探索，尝试以数字图书馆方式分享典型案例和裁判要点，坚守仲裁保密性的同

时为仲裁透明度和裁判的统一性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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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公约》通过 40周年，贸仲委组织出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在中国仲裁的适用》中英文版，在本次研讨会上正式发布。

卢鹏起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性上升带来的

挑战，中国仲裁界要与联合国贸法会及世界各国同仁以《公约》的推广使用和

进一步研究完善为抓手，紧跟经济全球化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要求，坚持和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国际经济发展的稳定秩序；加快新型法律

问题研判，增强国际贸易和争议解决规则发展新动力；推动《公约》广泛运用，

为国际争议解决拓展更大空间。

“站在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要推动《公约》不断实现新发展，坚定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加快构建更加稳定共赢的国际经贸秩序和治理体

系。”卢鹏起说。

李詠箑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开放、积极的态度与包括联合国贸法会在内的国

际组织深化合作，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为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贸仲委仲裁院副院长解常晴表示，《公约》为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格局，加强国际法治环境建设的工作时不我待，

贸仲委愿与国际国内机构深化合作，共同助力国际争端解决事业的发展，为世

界经济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6 月 30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经济保持平稳扩张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6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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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53.5%和 52.9%，分

别比 5月回落 0.1、1.7 和 1.3 个百分点，但均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中国经济

运行继续保持扩张态势。

制造业保持平稳扩张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在解读数据时表示，6月份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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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供需两端一降一升。生产指数为 51.9%，比 5 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近期部分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芯片、煤炭、电力供应紧张以及设备

检修等因素影响，生产扩张放缓。新订单指数为 51.5%，比 5 月小幅上升 0.2 个

百分点，反映市场需求保持增长。

二是进出口指数有所下降。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1%，低于 5 月 0.2 个百分

点，表明制造业国外订货量回落，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低于 43.0%，回落幅度较大。

进口指数落至临界点以下，为 49.7%，低于 5月 1.2 个百分点，反映制造业生产

用原材料进口量比 5月有所减少。

“6 月 PMI 继续小幅回落，但景气度依然处于荣枯线以上，继续展现‘动能

弱化，韧性增强’的经济复苏态势。”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在接受

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从各项分指数看，生产活跃度下滑相对较快，可能

与成本传导效应有关。“尽管新订单指数下滑相对较慢，但 5 月份中游制造业

利润同比增速下滑较大，成本效应已传导至中游，压制生产积极性。此外，新

出口订单逐步企稳，显示外需依然有托底。这也与欧美经济景气度的提升相关，

其支撑全球设备和商品需求逐步回暖。”

陶金还表示，从价格看，原材料购进价格已在 5 月见顶，在 6 月出现较明显

的下行。这表明成本效应的源头正在弱化，后续价格下行的态势预计会延续。

“这将逐步消减成本传导效应，利好中下游制造业的生产积极性恢复。”

赵庆河也表示，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显现，制造业价格

快速上涨得到初步遏制。如 6 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由

升转降，分别为 61.2%和 51.4%，分别低于 5月 11.6 和 9.2 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延续扩张态势

赵庆河表示，6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5%，低于 5 月 1.7 个百

分点，非制造业延续扩张态势，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小。一方面，服务业保持恢

复态势。受个别地区局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

至 52.3%，低于 5 月 2.0 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临界点，显示服务业稳步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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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另一方面，建筑业在高位景气区间平稳运行。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60.1%，与 5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建筑业保持较快增长。

在陶金看来，当前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持续高于荣枯线，其中建筑业景气度持

续较高，起到了较大支撑作用。“这也表明，房地产竣工潮仍未结束，既推动

了相关施工的加速，也拉动了房企拿地和前期土地通平等活动，支撑建筑业继

续景气。”

陶金进一步表示，服务业经历了前期波段式复苏后，景气度有所回落，其中

很大原因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使旅游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终端消费依

然受到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储蓄行为恢复缓慢等因素影响。“但随着新冠疫苗

接种继续推进，后续服务业复苏仍有支撑。不过，第三季度国际旅行的放开可

能对疫情防控形势造成一定扰动，进而影响社交隔离和终端消费。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7 月 04 日）

中国贸易报：京津冀贸促协力共促双循环

21 个合作项目和战略协议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 142.48 亿元。近日，在河

北省邯郸市举办的 2021 京津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涵盖装备制造、清洁

能源、生态农业、基地建设、人工智能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项目集中签约。其

中，2 个合作类和 15个投资类项目，涉及投资金额约 140.01 亿元；4个贸易类

项目，所涉贸易额达 2.47 亿元。

2021 京津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指导，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贸促会和河北省邯郸市政府联合主办。本届投

洽会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机遇新未来”为主题，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发展机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办，主要安排了开幕式、中国—哈萨克斯坦投资推介会、京津冀物流协

同高质量发展峰会、京津冀国际商事法律论坛、京津冀国际智能装备制造推介

对接会等活动，大力推进京津冀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务

实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京津冀贸易投资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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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有关国际商协会组织、驻华使馆、境外机构代表，国内

有关省区市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京津冀贸促系统代表，河北省有关省直部门

和各设区市政府负责人、邯郸市各县（区）代表，京津冀、长三角企业代表等

现场参会。欧盟、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乌干达等 30个国家和地区 49

家商协会、政府机构代表参会。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表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贸促会充分利用京

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机遇，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加

强和拓展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新机制、新途径，联手打造了“京津冀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这一区域性品牌国际经贸活动。自 2015 年第一次成功举办以来，品

牌效益不断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已逐渐成为京津冀三地加强国际

务实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和贯彻落实协同发展战略、扩大京津冀区域对外开放

的重要国际平台。

卢鹏起表示，在国家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形势下，京津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中国贸促会将全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和相关各部

门各单位携手合作，搭建更多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推动政府间政策协调和营商

环境建设，为京津冀对外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更大发展提供新助力、作出新贡献。

河北省贸促会副会长索建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

投洽会围绕重点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各项活动，特色鲜明，国际化程度较高。

邯郸市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交

汇点。这里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发展状态良好。智能装备制造和现代物流等产

业的发展优势尤为明显。近年来，邯郸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并取得

丰硕成果。这对召开本届洽谈会，促进各方深入交流、投资兴业具有重要意义。

索建杰介绍，河北省贸促会自去年以来创新招商方式，举办了一系列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其中，以中韩产业对接会、中国意大利产业对接会等为代

表的活动特色鲜明，为帮助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展国内外有效合作

搭建了良好平台。“今年，我们将继续搭建高质量合作平台，努力推动全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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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贸易洽谈，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为积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在外经贸领域的务实合

作，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贸促会于 2014 年 12 月共同签署了《京津冀贸易促

进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建立了京津冀贸易投资协同发展合作机制，每年在

轮值主席单位省市举办京津冀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共同打造京津冀对外开放

领域高质量合作新平台。投洽会至今已举办 6 届，均取得良好效果。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6 月 29 日）

新华网：经合组织秘书长呼吁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赛厄斯·科尔曼 2 日访问雅典

期间表示，为应对当前挑战，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科尔曼当天在雅典与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举行会谈。在随后

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科尔曼表示，当前，国际合作对于应对挑战及寻找最佳

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经合组织为国际合作提供良好平台，其协

调谈判的双支柱国际税改框架有利于确保国际税收分配公平公正，并有效帮助

各国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经合组织于 7 月 1 日发布公告，截至目前，其协调谈判的双支柱国际税改

框架已得到 130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支持。

经合组织协调国际税收改革谈判近十年，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在经营与

盈利地纳税，同时确保国际税收体系确定性和稳定性，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数

字化。

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支持国际税改框架，认为世界经济复苏必须与减少

不平等和加强团结相结合，同时还应该与增加就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相结合。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7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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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美媒报道，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已“见顶”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 6 月 26 日报道，全球多家央行开始或计划撤回紧急刺激

措施，逐渐从达到峰值的支持政策中退出，各国政策制定开始分化，经济复苏

也随之进入新阶段。

报道称，美联储缓步接近削减救助规模的时刻，巩固了这一全球转向，英

国、加拿大、挪威、瑞典、韩国、新西兰等国的央行都在草拟退出计划。

上周墨西哥、匈牙利和捷克提高了利率，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巴西、土耳其

和俄罗斯就已提高利率。

报道称，但由于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持续传播使得经济恢复正常变得复杂起

来，而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货膨胀将逐渐趋缓，预计上述政策转变仍将

是缓慢的。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表示，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整体上看，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的经济学家估计，今年余下时间里，全球平

均利率只会小幅上升，从目前的 1.27%升至 1.28%。

然而，这一转变如何展开将是对全球复苏和市场的重大考验。行动太快，

央行有可能吓坏投资者、打击信心、阻碍经济反弹；行动太慢，则可能引发通

胀，导致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飙升而破坏金融稳定。

报道认为，在一致行动以扭转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后，各地开始以不同步

调采取行动也对市场产生了影响。例如，上周欧元区股市上涨，债券收益率停

止走高，因为人们断定欧洲央行的行动会落后于美联储。

报道称，在货币刺激政策从峰值回落的同时，有迹象表明，随着庞大的政

府开支减弱，全球经济反弹可能趋缓。

报道认为，尽管拜登正计划在美国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但预计推

出速度会比较慢。

澳大利亚 AMP 资本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沙恩·奥利弗说：“随着货币刺

激、经济重新开放以及财政刺激带来的动力开始消退，全球经济反弹将开始放

缓。”

乐观主义者说，复苏的势头足以抵挡央行逐步退出宽松政策的影响，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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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收紧金融状况仍是遥远的未来。新冠疫苗接种正在加速，持续的财政刺激将

支持经济增长，支持经济增长的还有价值数万亿有待释放的消费需求。

新加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曼苏尔·穆希丁说：“货币紧缩很可能是渐进的。

如果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继续让投资者和公众相信，随着经济重新开放，今

年的通胀飙升将只是暂时的，那么货币状况很可能会在今后几年里保持宽松。”

报道指出，历史表明，退出宽松政策并非易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

几年里，试图让市场摆脱低成本流动性的做法吓坏了投资者。

报道称，这种对官方支持的依赖从央行爆炸性地加速购买资产中可见一斑。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埃克森特数据公司高级顾问的克里

斯·马什估计，从 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5 月，十国集团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

大了 11万亿美元。而金融危机后花了 8年时间才达到这一增幅。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娅·埃雷罗说，就目前

而言，美国经济复苏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更快扩张的潜力给各央行提供了削减

紧急援助的窗口。

她说：“货币政策的支持已经见顶，也应该如此。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6 月 29 日）

—— 报告摘编 ——

结构性供需紧张持续发酵一季度中国 PC 显示器出货量仍同比增长

48.6%
IDC 中国最新发布的《IDC 中国 PC 显示器追踪报告,2021 年第一季度》显示，

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 PC显示器市场整体出货量 755 万台，同比大幅增长 48.6%。

疫情过后中国居民的消费、办公习惯发生巨大改变，智能终端协同办公、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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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等扩大了显示器的应用场景，拉动中国显示器市场规模的增长。其中，商

用市场需求增长尤其明显，一方面是行业需求顺延；另一方面经济恢复带来的

新增需求。从而带动一季度显示器商用市场出货 441 万台，同比增长 77.5%；消

费市场出货 314 万台，同比增长 20.9%。

竞争格局稳定，供需失衡下头部企业竞争力优势明显

显示器市场 TOP5 品牌长期占据着近 70%的市场份额。在供需失衡的市场环

境下，联想凭借其强大的供应链以及下游 PC渠道资源，一季度出货量实现翻倍

增长，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6.8 个百分点；AOC 作为传统显示器老牌，占据

着独立显示器近 30%的市场份额，在整体市场中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戴尔出货

量也大幅增长了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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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产品缺货严重，21.5”上游面板供应持续萎缩

显示器整体尺寸结构向中大尺寸方向发展。现阶段终端市场对小尺寸显示

器需求热度不减，尤其是 21.5”产品，且价格持续增长。短期来看，后进厂商

CSOT 和 HKC 积极规划 21.5”面板的供应，弥补 BOE\LGD 等头部面板厂对 21.5”

产能的削减。长期来看，整体市场对 21.5”产品的供应仍然持续萎缩。IDC 认

为，以小尺寸为主的头部品牌厂应积极推进大尺寸产品，提升自身在高端市场

的竞争力，以应对上游供应的变化。

三大因素推动 PC 显示器价格结构向千元以上迁移

PC显示器整体市场价格段逐渐向千元以上迁移，第一季度千元以上价格段

产品出货量占比突破 31.6%。主要有三大因素推动价格结构迁移：第一，驱动

IC 供应不足，原材料涨价，导致整机成本不断攀升，终端价格持续上涨；第二，

尺寸结构加速升级，消费市场对中大尺寸的需求推动了整体市场的平均尺寸，

带动整体均价结构的升级；第三，高分高刷高端产品加速渗透，随着消费主力

群体的变化，90后、00 后群体不仅对电竞显示器、设计师显示器有更高的要求，

对商务办公显示器的分辨率、刷新率以及画质也有更深刻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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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认为，尽管显示器市场比较成熟，但是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各种智

能终端的互联互通，显示器更多新的应用场景有待培育和挖掘。同时，市场也

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以及挑战，第一，面对“IC 荒”以及供应格局的剧变，品牌

厂应积极巩固加强自身供应链管理；第二，价格持续上涨，势必会抑制消费市

场的需求，品牌厂以及经销商应谨慎对待库存，以防价格拐点、市场需求拐点

的到来；第三，新产品要做到特点突出，抓住群体用户消费属性，从细分市场

突破、寻求更多市场机遇。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049021

IDC：2020年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市场回顾，数据为基，场

景为王

IDC 于近日发布了《中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市场厂商份额，

2020》。报告显示，2020 年一体化政务服务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增速相对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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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57.8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9.2%。从建设内容看，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相关建设目前已进入了平台互联互通和提质增效的深化建设阶段。一方面，实

现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跨省通办”成为当前

阶段的重要建设任务；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各地都在推行线上政

务服务，拓展在线服务边界、提升在线服务能力、加强在线政务服务的推广应

用成为现阶段的重要课题。

目前，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数据资源成为建设核心。随着数据成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已进入围绕政务数据资源汇聚、管理、共享流通的精

细化开发应用阶段。

融合发展趋势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

两方面共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能力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作为

政府数字化改革与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关键抓手，与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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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更加紧密，融合发展趋势显现。

跨界竞争加剧且商业形态转变。金融科技企业等非传统政府行业 IT 厂商

逐渐深耕该市场，通过“政银合作”的方式进行市场拓展，依托金融科技

和服务网点进行差异化竞争，带来了更多元的商业模式。

IDC 中国政府行业和智慧城市研究组分析师贾云轩表示，“在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中，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全国各地提供了疫情信息发布、健康码、补贴

发放等多种紧贴民众诉求的服务，展示出强大的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支撑能力。

未来，随着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建设进一步深化，“一网通办”和“跨省通办”

稳步推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作为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载

体，势必会衍生出更多的创新应用场景。”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042521

Organizations Are Forecast to Spend Nearly $656 Billion on Future of
Work Technologies in 2021, According to New IDC Spending Guide

All aspects of how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work is evolving, enabled by 3rd

Platform technologies like cloud and mobile computing and acceler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Future of Work (FoW) is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work

model to one that foster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enables new skills and

worker experiences, and supports a work environment un-bounded by time or

physical space. A new forecas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Worldwide Future of Work Spending Guide estimates FoW spending will be

nearly $656 billion this year, an increase of 17.4% over 2020.

"Traditional work models do not provide the agility, scalability, and resilience

required by the future enterprise. This was, of course, highlighted by the ongoing

health crisis. To drive growth and competitive differentiation, organizations will

invest in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hat power autom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leadership styles, dynamic learning

https://www.idc.com/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4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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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 reimagined workplace, and a digital work environment that is not

bounded by time or physical place," said Holly Muscolino, research vice president,

Content Strategies and the Future of Work.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to the new workplace and an evolving workforce,

organizations are investing in a wide range of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The largest

area of investment in 2021 will be hardware, where companies are expected to

purchase $228 billion in endpoint devices, enterprise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and robotics and drones. Services, including business, IT, and

connectivity services, will be the second-largest area of spending at more than $123

billion. Software will see the fastest spending growth with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21.3% over the 2020-2024 forecast period. This includes

investments in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content and collaboration, analy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resources applications, security,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ugmented/virtual reality are changing how work is getting done across all industries

and across the world. Seeking automated decision support and virtual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discrete and process manufacturing, the two largest spenders on Future

of Work technology over the forecast period, are investing in key use cases like

collaborative robotic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3D and digital

product design and review for improved cost control and higher process efficiency,"

said Eileen Smith, program vice president, Customer Insights and Analysis.

Together, discrete and process manufacturing will account for just over one third

of all Future of Work spending this year. Professional services, retail, and banking

will be the next three industries in terms of FoW spend in 2021.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ll see the fastest growth in FoW spending over the forecast period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23.7%. Media and retail will follow closely with CAGRs of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3643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9364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3925
https://www.idc.com/promo/customer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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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and 19.3% respectively.

The FoW use cases that will benefit from the most spending in 2021 include

collaborative robotic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automated

customer management. The use cases that are expected to see the fastest spending

growth over the 2020-2024 forecast period are adaptive skill development,

interconnected collaborative workspaces, and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IDC forecasts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es supporting Future of Work initiatives

to exceed $1 trillion worldwide by 2024 with a robust 17% CAGR over the five-year

forecast period. All aspects of how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work is evolving,

enabled by 3rd Platform technologies and accelerated by the pandemic. Indeed 3rd

Platform hardware, such as IoT devices, robots and drones, and IaaS, are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total spend, demonstrating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the

technologies enabling the reimagined workplace," said Karen Massey, research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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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Customer Insights &Analysis.

The IDC Worldwide Future of Work Spending Guide assesses and sizes the end

user investment opportunity related to the three Future of Work (FoW) transformation

pillars – Augmentation, Culture, and Space – that support transformation for an

improved employee and workplace experience. The FoW Spending Guide leverages

the IDC Worldwid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nding Guide as its foundation, then

determines FoW-specific opportunities by sizing the DX technologies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orker experience and/or the role of the human worker.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n the Future of Work Spending Guide (V1 2021) is presented

across ten FoW programs, 21 FoW use cases, and 22 FoW technology categories, as

well as 19 industries and nine geographic regions.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8040921

商务部：2021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2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32.2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9%，是全球唯一

实现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其中，出口 17.9 万亿元，增长 4%；进口 14.2

万亿元，下降 0.7%； 贸易顺差 3.7 万亿元，增长 27.4%。全年进出口、出口

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数据，2020 年中国出口增速高于

全球 7.4 个百分点， 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 13.1%、14.7%、

11.5%，均创历史新高，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2020 年，中国对前五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

额分别为 4.7 万亿元、4.5 万亿元、4.1 万亿元、2.2 万亿元和 2.0 万亿元，

合计占进出口总额的 54.3%， 其中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9.4 万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29.1%。对东盟、 欧

盟、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7%、5.3%和 8.8%，分别高于总体增速 5.1 个、3.4 个

和 6.9 个百分点。

2020 年，中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53.1 万家，比上年增加 6.2%。

https://www.idc.com/promo/customerinsights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41393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3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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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进出口 15.1 万亿元，增长 10.6%，高于整体增速 8.7 个百分点，拉

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4.6 个百分点，占整体进出口总额的 47%，比上年提升 3.7

个百分点。

从出口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20 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 10.7 万亿

元，增长 6%，比整体出口增速高出 2 个百分点，占出口总值的 59.4%，较上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

从进口看，疫情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为扩大进口提供了有力支

撑。2020 年，中国煤、原油、天然气、铁矿砂等资源型产品进口量分别增长 1.5%、

7.3%、5.3%和 9.5%。

2020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5642.7 亿元，下降 15.7%， 降幅逐季收窄。

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比明显提升。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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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提升 9.9 个百分点。

前 4 个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 11.6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28.5%，两年

平均增长 10.6%。其中，出口 6.3 万亿元，增长 33.8%，两年平均增长 11.8%；

进口 5.3 万亿元，增长 22.7%， 两年平均增长 9.2%；贸易顺差 1.0 万亿元，

扩大 147%。以美元计，进出口总额 1.8 万亿美元，增长 38.2%，两年平均增

长 13.1%。其中，出口 9737 亿美元，增长 44%，两年平均增长 14.4%；进口

8157.9 亿美元，增长 31.9%，两年平均增长 11.6%；贸易顺差 1579.1 亿美元，

扩大 171%。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72384.html

WorldSteel：2021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世界钢铁协会发布最新期刊《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2021》，该手册通过钢铁

产量、钢铁表观消费、全球钢铁贸易量、铁矿石产量及贸易量等主要指标介绍

钢铁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埃德温.巴松在该期刊序言中提到：“钢铁工业既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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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大流

行的影响，但由于各地区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到 2020 年底钢铁需求仅出现小

幅收缩，这对于全球钢铁行业来说无疑是幸运的。中国的钢铁消费量正在不断

扩大，反观世界其它地区的消费量正在不断收缩。得益于新冠疫苗接种在各个

国家的稳步推进以及全社会社交行为的改变，我们期待钢铁需求在 2021 年恢复

正常。”

《2021 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粗钢产量为 18.78 亿吨，

同比增长 0.5%，2015-2020 年的粗钢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0%。从工艺看，

2020 年全球转炉钢产量占比为 73.2%，电炉钢占比为 26.3%，全球平均连铸比达

到 96.9%。2020 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 10.53 亿吨，同比增长 5.2%，产量占比达

到 56.7%，较 2010 年提高 12.2 个百分点。

2020 年全球钢材(成品+半成品)出口量为 4 亿吨，同比下降 8.7%，出口量

占产量的比例为 22.9%，为仅高于 1975 年 22.6%的次低水平，较 2019 年下滑 2.2

个百分点。2020 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导致全球钢材出口量和出口比例

齐降的主要原因。

从表观消费量来看，2020 年全球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17.72 亿吨，同比

微降 0.2%。其中，仅中国、土耳其、巴西、中国台湾的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

土耳其增幅最高，为 13.0%。2020 年，中国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9.95 亿吨，

同比增长 9.1%，占全球的比重为 56.2%，较 2010 年提高 11.5 个百分点。2020

年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降幅最大国家的是意大利，同比下滑 20.4%至 1990 万吨。

2020 年，全球人均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227.5 千克，同比下滑 1.2%，仅

中国、巴西和中国台湾人均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韩国人均成品钢材表观消费

量排名全球第一，为 954.9 千克，其次是中国台湾，为 777 千克，中国位居第

三。2020 年中国人均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为 691.3 千克，同比增长 8.7%，增幅

居全球第一。委内瑞拉、印度和南非排名后三位，人均成品钢材表观消费量仅

分别为 3千克、64.2 千克和 67 千克。

2020 年，全球生铁产量为 13.19 亿吨，同比增长微降 0.6%；表观消费量为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7 月 05 日 • 总第 075 期 | 44

13.2 亿吨，同比增长 3.0%。2020 年全球直接还原铁产量为 1.06 亿吨，同比降

低 4.8%。

世界钢协同时公布了 2020 年主要钢铁公司的产量排名，中国宝武以 1.15

亿吨位居全球第一，安赛乐米塔尔、河钢集团、沙钢集团、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分别以 7846 万吨、4376 万吨、4159 万吨、4158 万吨位居第二、三、四、五位。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70780.html

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全年的医疗产品贸易数据

世贸组织秘书处昨日发布了关于应对COVID-19背景下的医疗产品贸易更新

信息。该更新提供了涵盖 2020 年全年的医疗产品贸易数据。

继去年 12月 22 日发布的修订说明之后，WTO 秘书处此次发布的最新更新包

括来自约 100 个经济体的 2020 年医疗产品贸易统计数据，以及与 2019 年贸易

统计数据的比较。

该报告还包括一项关于诊断试剂和检测试剂盒的特别案例研究，这两种产

品是监测病毒流行情况的关键产品，是各国政府确定防治 COVID-19 大流行病政

策的重要晴雨表。

与 2019 年同一行业的 4.7%的增长相比，2020 年医疗产品贸易继续录得

16.3%的惊人增长。

按贸易额计算，药品仍然是最大的类别，在 2019 年和 2020 年都超过了医

疗商品总份额的 50%。份额增长最高的是个人防护产品，2019 年仅占 13.7%，但

在 2020 年增加到 17.4%。

关键数据：

2020 年医疗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总额为 23430 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

16%。相比之下，世界商品贸易总值在 2020 年缩减了 7.6%。

2020 年 3 月，当 COVID-19 成为全球大流行病时，检测试剂盒和诊断试剂的

贸易急剧增加。在 2020 年 12 月，出口的月度同比增长达到 90%，进口的月度同

比增长达到 126%。新加坡和立陶宛是该类产品的前十大出口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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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 2019 年的 5.3%增长到 2020 年的 6.6%。

对抗大流行病至关重要的货物，如口罩、呼吸机、消毒器和超声波扫描仪

的全球贸易额在 2020 年增长了 31%。

中国在 2020 年成为 COVID-19 关键医疗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国全年出口

的产品总值为 1050 亿美元，约为 2019 年出口额的 2.8 倍。马来西亚在 2020 年

跻身十大出口国之列，同比增长 52%。

世界十大出口国提供了约四分之三的 COVID-19 关键产品的世界贸易，而前

十大进口国占世界进口额的 62%。

在 COVID-19 发病率最高的经济体中，诊断试剂和检测试剂盒约占 COVID-19

关键产品人均进口费用的 10%。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72743.html

普华永道：5G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报告

目前，中国 5G网络处于规模建设的中期，5G商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投资拉动和终端消费牵引。放眼长期，5G开启数字经济新篇章，以 5G为代

表的新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不仅将进一步拉动信息消费，还将成为社会信息流

动的主动脉，进一步促进智能连接、云网融合贯穿到各行各业生产环节，充分

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倍增作用。

预计至 2030 年，5G 应用将为全球 GDP 带来 1.3 万亿美元的增长，其中，5G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 2,200 亿美元。医疗保健、智能公用事业、消费者与媒体、

工业制造和金融服务这五大行业都将从 5G技术中获得显著收益。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72970.html

世界旅游组织：2020-2021 年间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损失高达 4 万亿

美元

联合国两家机构表示，新冠疫情对于旅游业的打击可能使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在 2020-2021 年间出现高达 4 万亿美元的损失。

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旅游组织在今天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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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包含疫情对于旅游业的直接影响，以及相关行业所产生的连带效应，且要

比去年七月所预计的损失数额更加严重。

贸发会议在去年七月预计，疫情将导致国际旅行停滞 4-12 个月，经济损失

1.2-3.3 万亿美元，但如今，疫情暴发已经超过 15 个月，跨国旅行仍然处于近

乎停滞的状态。

世界旅游组织表示，2020 年一到十二月间，国际游客数量较 2019 年下降近

10 亿人，降幅达 73%，今年第一季度的降幅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84%。

报告表示，国际旅游业在 2020 年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为 2.4 万

亿美元，今年的损失数额预计与去年持平，旅游业的复苏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情况。

全球免疫计划至关重要

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杜兰特表示：“世界需要全球免疫行动，以便保护劳

动者、缓和负面社会影响，并在考虑到可能的结构性调整的基础上，对旅游业

做出战略性决策。”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波洛利卡什维利表示：“旅游业是数百万人的生命线，

加快新冠疫苗接种，保护社区，支持旅游业安全重启，对于恢复就业和产生急

需的资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都高度依赖国际

旅游业。”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报告表示，疫情对于旅游业的打击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其严重，前往这

些国家的国际游客人数预计减少了 60-80%。而新冠疫苗获取不平等则进一步加

剧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预计可能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损

失的 60%。

在困境中复苏

报告预计，法国、德国、瑞士、英国和美国等新冠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

其旅游业的复苏速度将相对较快，但由于旅行限制、对病毒传播的遏制不力、

游客信心不足以及经济疲软等原因，国际旅游业可能要等到 2023 年或更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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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报告的模拟计算表明，虽然旅游业将在今年下半年小幅回暖，但全年的损

失预计仍将达到 1.7-2.4 万亿美元，上述计算并不包含经济刺激政策所产生的

收益。

三种可能的情况

针对今年国际旅游业的形势，报告列出了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最

为悲观，预计全年的国际游客数量将下降 75%，国际旅游收入将减少近 9500 亿

美元，全球国际生产总值实际损失为 2.4 万亿美元。

第二种预测相对乐观，预计全年国际游客数量将减少 63%。第三种情况则预

计各国和各区域之间的游客数量将出现显著差异，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

游客数量将下降 75%，而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和部分人口较

少的国家，游客人数则将减少约 37%。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72359.html


	—— 要闻快讯 —— 
	人民银行等六部门：持续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经济参考报：工业互联网释放“数字红利”
	五年规划！揭秘烟台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路径
	国际商报：擦亮国家级“金字招牌” 江苏镇江服务外包产业加速快跑
	经济参考报：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商务部：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7%
	国际商报：中国服贸步入加速发展轨道
	参考消息网：美媒，旅游业衰退致全球损失4万亿美元
	新华网：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5月贸易逆差环比扩大
	中国贸易报：中国-大洋洲及南太地区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线开幕
	经济参考报：全球B2C跨境电商发展迅猛
	天津市跨境电商示范园区（滨海高新区）成立 打造跨境电商生态新高地
	跨境电商周报：大卖家致欧科技创业板IPO获受理
	新华社：六部门出台具体举措加快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
	中国贸易报：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经济保持平稳扩张
	中国贸易报：京津冀贸促协力共促双循环
	新华网：经合组织秘书长呼吁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参考消息网：美媒报道，全球货币宽松政策已“见顶”

	—— 报告摘编 ——
	结构性供需紧张持续发酵一季度中国PC显示器出货量仍同比增长48.6%
	IDC：2020年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市场回顾，数据为基，场景为王
	Organizations Are Forecast to Spend Nearly $656 Bi
	商务部：2021年春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WorldSteel：2021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
	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全年的医疗产品贸易数据
	普华永道：5G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报告
	世界旅游组织：2020-2021年间新冠疫情重创旅游业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