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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贸易报：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关键力量

 克罗地亚政府在数字服务方面位列欧盟前列

 人民日报：东盟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对华合作不断深化

 新华网：前 7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创 10年新高

 推动离岸贸易产业集聚 培育优质国际教育资源

 国际商报：上海服贸的成功之道

 广东：力争到 2025年制造业整体实力达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贸易报：直面会展业标准化“病症”
 中国经济网：六种外贸新业态，为何跨境电商跑得最快?
 中国贸易报：稳外贸仍需加力 跨境电商未来可期

 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处：哈萨克斯坦支持出口商开拓海外市场

 政策密集发布 多地自贸区“十四五”发展路线明晰

 人民日报：在“双循环”中力促高水平利用外资

 中国贸易报：让数据赋能企业智能化改造

 参考消息网：印度将启动 1.3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

 新华网：欧洲跨国公司半年报出炉 中国市场成亮点

 中国贸易报：美推动八项网络安全法案

—— 报告摘编 ——

 IDC: “激战前的宁静” ，2021年上半年平板电脑市场出货稳步提升

 IDC：2025年中国网络安全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188亿美元

 IDC Forecasts Companies to Spend Almost $342 Billion on AI Solutions in 2021
 世界银行：2021经济包容性状况报告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为数据市场开发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毕马威：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

 Wunderman Thompson：2021年亚太地区零售报告

2021年 08月 16日 2021年第 031期（总第 81期）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16 日 • 总第 081 期 | 2

—— 要闻快讯 ——

中国商务新闻网：对外承包工程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

根据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国将进一步“支

持中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促进国内外产业协同，推动中国产品、

服务、技术、品牌和标准等‘走出去’”。

作为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稳步

推进。2021 年上半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10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

完成营业额 67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同期，中企新签合同额 5000 万美

元以上的项目数为 404 个，增长了 6%，重点大项目包括伊拉克纳西里耶

(Nasiriyah)国际机场项目及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水电站项目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演化的当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

对全球工程承包发展环境的冲击长期存在的现实，展望“十四五”，业内专家

认为，行业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行业企业更需适应环境变化，力争实现

覆盖更广领域和更多产业链环节的高质量发展，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

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合作空间也将更为广阔。

迎接新变化

“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质量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到 2020

年年底，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结营业额 1.92 万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的稳定发展，为中国和东道国创造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更为中国参

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秘书长

肖慧琳提醒，“十四五”期间，对外承包工程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较“十三

五”期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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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国际大环境发生巨变，全球经济发展受阻，全球

化的供应链与产业链面临重塑，区域化、本土化趋势逐渐明显。部分国家的贸

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

发展和总体订单额。”肖慧琳说。

另一方面，未来五年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

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也可能引起国际经贸合作的连锁

反应。

肖慧琳认为，“十四五”期间对外承包工程重点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转移，以更好地承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高科

技的进步也促使‘十四五’期间对外承包工程开始向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智能

化的方向转型，逐渐实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把握新机遇

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以及技术的创新升级，

在呈现新挑战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目标的实现和相关举措的实施，更为国际基础

设施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副会长于晓虹此前就表示，全球疫情的蔓延虽然对

国际基础设施合作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当前国际基础设施合作存在巨大需求

的基本面没有变，基础设施对各国经济复苏产生的巨大拉动效应没有变，后疫

情时代各方开展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的意愿将更加强烈、也更为迫切。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也

为中国提高对外劳务质量提供了新契机。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普通劳务需求

逐步向高技术劳务需求转变的大趋势也让各国对外籍劳务的限制逐步松动，尤

其在技术和智力劳务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肖慧琳表示，基于上述环境背景，需要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派遣劳务的素

质，加大技术人才培养的力度。“除了基建、制造业等行业外，还应培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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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对外劳务人才，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外派劳务人员结构。”但专家也提

醒，应注意到对外劳务合作中那些脏、累、险岗位的空缺，和服务型劳务需求

日益增长的趋势。相对而言，中国劳动力在这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减弱。

“我们更应该在巩固东南亚、印度、中非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拓展新的

劳务合作市场。积极利用双多边劳务合作机制与互联网跨境劳务合作平台，形

成新的精品项目。”肖慧琳强调。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8 月 15 日）

国际商报：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成“中国服务”新名片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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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 亿

元、545 亿元和 125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5%、15.5%和 21.2%。线上业务需

求大幅增加，特别是离岸信息技术外包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23个百分点。其中，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集成

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137.1%、54.7%、33.1%和

32.7%。

对此，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表示，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普及，服务外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

趋。我国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发展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准确抓住了未来

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已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各行业正加速数字化转型，

“数字+”发展迹象明显。

“从上半年数据中不难看出，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等新兴数字化服务离岸执

行额均实现跨越式增长，发展势头迅猛，这也是我国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已具

备较强国际比较优势的生动体现，为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竞争

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郑伟如是说。

在新兴数字化服务外包迅猛发展的拉动下，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外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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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总体稳中向好。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1 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承接服务

外包合同额 8793 亿元人民币，执行额 56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4%和 25.5%。

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944 亿元，执行额 328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4%和 22.5%。

郑伟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势头良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和执行额继续保持两位数双增长态势，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合同额和执行

额增长均超过 20%。可以说，在疫情仍在全球大范围蔓延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

服务外包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在这份答卷中，“一带一路”市场的表现功不可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中国企业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003 亿元，执

行额 63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0.5%和 26.7%，占离岸服务外包总额比重进一步

提升。

“‘一带一路’市场表现亮眼是近两年来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主要特点之

一。一方面，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

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潜力不断释放，未来仍有很大上升空间；另一方面，我

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外包领域相较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因此，承接业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更高，更有利于

我国企业以技术优势开拓国际市场。”郑伟分析到。

尽管上半年的成绩不错，展望下半年，中国服务外包也面临很多来自外部

环境的挑战。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在全球肆虐，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下

降，发包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给中

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离岸业务带来一定挑战。此外，若下半年疫情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有效控制，印度等世界主要接包国企稳复苏，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中国

的市场份额。

有挑战，也有机遇。郑伟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当前，疫情仍

在全球蔓延，医药研发、检验检测等领域的市场需求仍然很大，这为中国相关

企业增加业务来源提供了难得机遇。二是因抗疫需要，国际社会对数字化产品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16 日 • 总第 081 期 | 6

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这为中国数字服务企业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市场占有

率提供了机遇。三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将成为服务外包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服务外包数字化转型成效已经显现，有利于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

抢占先机。四是在疫情之下，欧美发达国家发包市场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摆脱固有市场依赖、积极开拓新的市场

需求，形成业务来源多元化发展趋势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五是随着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平台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有望形成既有特色、又有协同的发展格局！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8 月 16 日）

中国贸易报：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关键力量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面对经济恢复、国际格局重塑等挑战，各主要国家加快完

善数字经济布局，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复苏、重塑竞争优势和提升治

理能力的关键力量。”在日前举办的 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

会上，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显示，2020 年，

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为43.7%。

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大、占比高，2020 年规模达到 24.4 万亿美元，占 GDP 比

重为 54.3%，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增速更快，2020 年增速达到 3.1%。美国数字

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到 13.6 万亿美元，中国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 5.4

万亿美元。

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表示，在全球经济仍处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数字

经济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成为有效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下一步应加快打造创新引领、惠民为民、绿色低碳、

安全有序、合作共赢的数字经济。

《白皮书》研究了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立足产业基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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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活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促进；美国依托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

打造数字经济全球优势；欧盟以数字治理规则的领先探索和数字单一市场建设

为双轮驱动，打造强大统一的数字经济生态；德国依托强大制造优势，打造全

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英国完善数字经济整体布局，以数字政府引领数字

化转型。

《白皮书》显示，当前在 5G领域，5G 网络全面建设，全产业链技术进步和

产品创新快速演进，加速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在数据要素市场领域，各国强

化数据要素战略布局，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及市场化流通，建设数据要素市场。

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发展机遇，产业规模平稳增长，技术

创新迭代、应用场景迸发。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工业互联网引发制造业

系统性变革，推动传统产业新兴裂变和升级演进。在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金融

科技已成为全球共识，老牌金融强国力推金融业全面转型，金融科技用户渗透

不断提升。网络安全领域，全球强化网络安全部署，网络安全产业发展进入快

车道。

未来，我国数字经济该如何发展？余晓晖表示，一是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普及，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社会基础设施智能化发展。

二是拓展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新空间。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经

济新模式新业态，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三是构架

协商互利的数字经济新规则。探索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的国际规则，加强网

络安全国际合作，探索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的规则体系。四是打造开放

包容的数字经济新环境。持续扩大国际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间互利共赢，建

立多层次交流机制，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五是制定衡量数字经济共同框架路

线图。探索形成衡量数字经济的统一框架，分享衡量数字经济的最佳做法和经

验，研究制定统一的数字经济衡量方法。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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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政府在数字服务方面位列欧盟前列

克通社 6月 28 日报道，根据克罗地亚中央国家数字社会发展办公室统计数

据，截至 2021 年 5月 26 日，克拥有 1,281,911 名电子公民系统用户，比 2020

年 3 月 1日增加 441,976 名，增速超 50%。克在为公民提供数字服务发展方面位

列欧盟国家前列，共有 89 项电子服务可供公民使用。

克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博日诺维奇表示，新冠疫情迫使人们在数字世界中寻

找解决方案。克电子公民系统于 2014 年 6 月建立，当时发行了新的电子身份证，

并推出了作为电子服务中心的电子公民系统。在所有可用应用程序中，公民使

用内政部的应用程序最多，包括电子驾照、电子护照、临时居留电子登记、新

生儿永久居留电子登记等。内政部 IT 专家还启动了“进入克罗地亚”项目，方

便国外居民减少入克时在边境的等待时间，该程序现已升级包含新冠数字证书。

（来源：驻克罗地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 年 08 月 15 日）

人民日报：东盟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对华合作不断深化

东盟地区多国近期持续出台数字化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据

预测，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 2015年的 1.3%提高到 2025

年的 8.5%。专家指出，中国和东盟地区不断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将有力促进东

盟数字化转型、加快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

东盟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0 年东盟地区互联网行业商品交易总额超过

1000 亿美元，预计在 2025 年将超过 3000 亿美元。报告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泰

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数据，认为疫情防控期间东盟多国

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提速，前景看好。

数字业务蓬勃兴起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街头，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亮黄色的智能售货亭。它们

有着统一的样式和配备，主要售卖各种零食、饮料等。顾客还可以在这里充电

上网、购买火车票和飞机票等，付款时扫描二维码即可。售货亭店主可通过手

机应用程序接收订货信息，获取经营业绩报告、顾客反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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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能售货亭是由印尼一家零售科技初创企业开设的。该公司不久前在 B

轮融资中获得了 2750 万美元的投资。这家数字企业的兴起是东盟国家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疫情防控期间，从在线零售、网约车到远程医疗、在线

教育，数字化业务正越来越多地在东盟国家商业和社交生活等领域涌现，电子

商务、线上外卖配送等使用量激增。

今年 6 月由新加坡旅游局和零售商共同举办的新加坡热卖会期间，东南亚

电商平台来赞达前 9个小时的订单比去年增加了 20倍以上。东南亚网约车和外

卖平台格步推出的日用品配送服务在 3 个月内从两个国家扩展到 8 个国家，格

步集团 2020 年净收入同比增长约 70%。

在新加坡，远程医疗平台 MyDoc 去年开通了线上新冠肺炎诊所，用户注册

率较高。在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同志愿者医生合作，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

远程就诊服务，帮助一些轻症患者在家接受治疗。印尼一家在线教育平台在学

校停课期间为超过 1000 万学生提供免费在线课程。其线上终身学习产品推出仅

一年，用户就已超过 300 万。

数字支付业务也在东盟国家呈上升态势。东南亚网约车独角兽企业 Gojek

推出的支付程序，涵盖从打车、订外卖、买车票等各种支付场景。该企业泰国

公司总经理查可拉瓦迪表示，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服务。

出台多项支持政策

东盟国家将数字经济作为恢复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 1 月，首次东盟数字

部长系列会议通过《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提出将东盟建设成一个由安全

和变革性的数字服务、技术和生态系统所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体。规划

所制定的行动包括，提升固定和移动宽带基础设施质量并扩大覆盖范围、提升

电子政务服务质量、提供连接商业的数字服务并促进跨境贸易、增强企业和民

众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等。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表示，东盟国家经济得以从疫情

中逐渐复苏，其重要战略之一就是加快推动地区数字化转型。

地区各国纷纷出台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柬埔寨 6 月发布了《数字经济和

数字社会政策框架（2021—2035）》，确定五大发展目标：发展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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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字信任和信心、培养数字公民、建设数字政府以及促进数字商业，并制

定了 100 多项具体措施。柬埔寨政府还将成立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理事会，以

协调相关部门有效执行政策。

马来西亚 2 月推出了十年数字经济蓝图“数字马来西亚”，拟定了 3 个阶

段的落实目标。马来西亚政府将和企业合作投资建设 5G、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等

数字基础设施。政府还鼓励 87.5 万家中小微企业使用电子商务，并在未来 5 年

内催化 5000 家初创企业。马来西亚政府期待通过实施数字经济蓝图，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将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 22.6%，创造 50 万个就业机会；到 2030 年，

所有部门生产力将提高 30%。

新加坡政府早在 2014 年就公布了“智慧国 2025”十年计划，旨在通过广泛

深入应用信息技术，建立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去年底，新加坡政

府又公布了“研究、创新与企业 2025 计划”，加大对人才发展计划的投入，以

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数字人才。从去年至今年 5 月底，在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协助

下，超过 6000 家企业开展了加强数字能力、扩大网上经营的计划，这些企业主

要来自零售、餐饮和批发贸易等领域。

对华合作不断深化

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去年，双方成功举

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共同发布了《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

作伙伴关系的倡议》，并围绕数字防疫抗疫、5G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数字化

转型等多个议题举办了近 20场交流合作活动。今年 1 月，第一次中国—东盟数

字部长会议召开，各方计划在年内共同制定并通过《关于落实中国—东盟数字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1—2025）》。

中国和东盟国家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在数字基础设施、5G、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亮点。去年 9 月，华为在泰国投资设立 5G创新中心，

助力当地中小企业、初创企业、教育机构等提升数字技能，实现数字创新。今

年 1 月，中国银联国际宣布与越南一家金融机构合作，将发行 60万张银联虚拟

卡，支持当地居民在线申卡、扫码支付。4月，腾讯云宣布在印尼的首个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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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全面投入运营，以满足当地相关行业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中国与东盟的地方合作不断深入。“2021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

坛”7月在武汉举办。中方将着力从建立数字经济交流平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等 10个方面加快与东盟国家合作交流。广西壮族自治区已建成中国—东盟

跨境医疗合作平台、中国—东盟动植物疫病疫情联合防控大数据平台等多个数

字合作平台，正加快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东盟国家拥有不断

壮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更加青睐电子消费的年轻群体，通过逐步完善支付和

物流等基础设施，未来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将加速发展。东盟和中国不断加强数

字领域合作，将极大促进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林玉辉表示，中国在发展数字基

础设施等方面走在前列，是东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理想伙伴。相信中国的支

持将为东盟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8 月 11 日）

新华网：前 7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创 10年新高

根据商务部 10 日发布的数据，1 至 7 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4.5%、24.5%、24.4%，增速均为 10年来新高。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至 7 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

为21.34万亿元、11.66万亿元、9.68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6%、10.9%、

10.2%。7月当月，进出口 3.27 万亿元，规模仅次于 6月，为历史单月次高。

根据商务部消息，前 7 月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合计增

长 22.6%。同时，与新兴市场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

场出口合计增长 26.5%，拉高整体出口增速 13个百分点。

各类市场主体富有活力。1至 7月，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分

别增长 30.1%、16.7%、17.9%。新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超 11 万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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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占比近 95%。

值得一提的是，外贸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同比增

长 44.1%，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长 49.1%。新能源汽车带动汽车出口增

长，1至 7 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02.5%，增速创历史同期新高。

商务部外贸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进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依然面临全球

疫情持续演变、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多、贸易问题政治化倾向加剧等因素，经

济复苏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商务部将持续推进优进优出、贸易产业融合和贸易

畅通“三大计划”，努力完成全年量稳质升目标任务。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8 月 11 日）

推动离岸贸易产业集聚 培育优质国际教育资源

江东新区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制高点

近日，商务部印发第 3 号令，发布《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清

单》的出台，有助于为地区引进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丰富服务供给；有

助于深化产业开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园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目前江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蓬勃，

园区充分利用自贸港优惠政策，聚焦知识产权交易等重点领域，全力推进离岸

贸易发展，积极培育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扎根本土，激励园区企业开展服务贸易

进出口业务。

服务贸易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据介绍，服务贸易有四种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

然人流动。在跨境交付方面，去年 8 月，海南爱奇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落户江

东新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陆续从全球引进优质影视作品，着手开展版权代

理、文艺创作等版权交易业务。“得益于海南自贸港在资金进出自由便利等方

面的政策，该公司正有序开展服务贸易。”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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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消费方面，利用自贸港航材免税政策，境外航司可在海口江东新区

享受航空维修服务。今年 1月，澜湄航空（柬埔寨）股份有限公司一架空客 A320

飞机顺利在海南境内开展飞机维修业务，这也是 2021 年度江东新区第一个首单

业务。

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方式也在江东新区生动体现。今年 3 月，河北建设勘

察研究院在江东新区成功摘地。该企业面向国内外开展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治理、检测（监测）与监理等业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利用

自贸港 2025 年前新增境外投资所得免征所得税的政策，该企业将总部设在江东

新区，通过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方式向境外提供建筑设计服务。

此外，在自然人移动方面，江东新区引进国际顶尖教育品牌哈罗公学。该

校已于 2020 年 9 月正式开学，外籍师资团队由哈罗国际学校有限公司主席 Mel

Mrowiec 等具有丰富教育经验老师组成，利用海南自贸港 59国免签及人才引进

优惠政策，实现了境外自然人向中国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今年已完成国际离岸贸易超 8亿美元

离岸贸易属于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可享受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征收

15%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可利用海南自贸港外汇收支便利化的优势，

享受离岸贸易资金结算业务银行真实性审核从事前审核到事后核查。海口江东

新区致力于推动新型国际离岸贸易产业集聚，打造离岸新型国际贸易综合服务

平台，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落地。

今年 7 月，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上海聚升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又一个区域总部项目落户海口江东新区。该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企

业，此次布局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在江东新区开设聚升有色金属国际业务部，

借助自贸港的战略定位和政策优势，在离岸转手买卖业务上进行模式突破，更

好地服务海内外客户。同时，该公司计划在江东新区打造成熟的跨境人民币资

金池通道，作为跨境及离岸业务和铜铝现货业务的主要结算账户，大力发展跨

境结算及转手买卖业务。

据悉，2021 年 1-7 月，海口江东新区注册的山东能源、国开金属等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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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超 8 亿美元的国际离岸贸易额。此外，现阶段与江东新区在谈合作的离岸

贸易企业超过 15家。

（来源：海口网 2021 年 08 月 14 日）

国际商报：上海服贸的成功之道

上海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高地。数据显示，2021 年 1-5 月，上海服务

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80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5%，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

全国的比重从 2020 年的 25%提升至 29%。

之所以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与近年来按照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要求，上海围绕海外促进、重点行业领域、贸易生态等方面，搭建多种类型的

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多层次、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推动服务贸易各领域

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

海外促进服务平台

2018 年 5月，上海服务贸易全球促进联盟正式成立。3年多来已吸纳日本、

巴西等 10 余个国家的 30 多家机构会员，通过搭建海外推广平台、举办服务推

介洽谈会、编制上海服务贸易海外行系列宣传手册与服务贸易海外重点市场拓

展指南等方式，打造服务贸易海外促进体系，助力上海服务贸易高质量“引进

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借助该平台，大量国内优秀企业前往国外参加中东电影动漫展、芬兰赫尔辛

基 Slush 创投大会等业内知名展会。2020 年，通过搭建在线交流平台，西班牙

生物医药产业对接会、北爱尔兰创投对接会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助力企业开

展线上国际经贸合作。

重点行业领域服务平台

为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不同行业的企业，上海搭建了重点行业领域服务平台。

生物医药服务平台覆盖医药研发领域全流程，提供药物制剂研发、临床前研

究与注册申报一体化以及药物代谢服务；建设生物医药数据库，为医药企业研

发药物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共享服务。新型药物制剂的研发和中试服务平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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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为 85家医药企业的 42个口服固体制剂、3个长效注射剂、5 个外用制剂、300

多个药物分析项目提供了优质技术服务。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则聚焦数字内容服务，通过前沿计算机图形技术，融合超

高清影像、CG 制作、全息投影等多种数字科技，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数字新媒

体展示内容开发解决方案，同时通过“1+2+X”对接标准体系，为业内企业国际

合作提供多元化对接平台。

临港服务贸易平台整合信息、产学研、供应链等优质资源，通过平台推介，

为企业提供供需对接，建立可共享的服务贸易大数据库，实现信息归集和数据

共享。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为临港新片区 300 多家企业提供生产资源推介活动，

为 50多家企业促成工程设计、智能产品设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业务，为港

区内企业培训中高端专业人才超 300 名。

贸易生态服务平台

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商事争议解决是经常要遇到的问题。为此，上海

搭建了国际化商事争议解决服务平台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涉外法律服务站点，举

办“一带一路”投融资系列法律研讨会，为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

法律咨询、商事争议解决服务。其中，“面向‘一带一路’赴海外投融资法务

信息培训综合平台”已在全球设立 60多个涉外法律服务站点，服务企业总数千

余家，培养了一批海外投融资法律服务人才。

语言培训服务平台开展翻译专业学生实习实践培训，为企业提供针对性强、

专业化程度高的岗前和在岗培训。

国际物流服务平台通过云 SaaS 服务模式，为跨境运输企业提供物流追踪、

船期查询、运价查询等多种功能，确保企业获取准确可靠的物流信息。

在线直播服务平台

自 2020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服务贸易企业开展线下培训对人数、场地、

防疫要求较高。为满足企业培训需求，上海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

推出在线直播、录播培训服务，举办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在线研讨会，在提

供专业培训服务。同时，为服务贸易企业防控疫情及复工复产提供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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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通过在线直播服务，在较短时间内为业内企业举办 80 场在线直播培训课程

和 30余场录播课程，企业受众超过 3000 人，提升了服务贸易企业中高端人才

的专业素质。

这些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对企业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以“共用、共享、协作”为核心

为企业提供资源共享平台

企业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享受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管理升级等多方面的开放、

共享服务，解决在技术、研发、网络安全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为企业降低运营

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加速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助力企业提升发展能级

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搭建线上线下平台，提供律师、金融、语言等专业服务，

帮助企业更加精准对接需求方、降低法律风险、提高融资便利度，助力企业进

一步拓宽业务渠道、提升发展能级。

对接境外资源

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公共服务平台利用自身在海外市场中的资源优势，帮助国内企业搭建与国际

需求方对接的桥梁。

易保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为全球保险行业提供数字

化解决方案，在 14个国家拥有 1600 多名员工。2020 年以来，借助由上海软件

对外贸易联盟搭建的数字和软件贸易合作交流和促进平台，先后参与了在线下

举办的“中日软件企业商谈会”“欧洲企业项目交流会”以及线上“中日韩新

基建下的产业链合作云对话”等活动。不仅加强了其与海外数字贸易促进机构、

企业的交流，同时，及时了解到行业动态、国家的政策法规，掌握最新的数字

贸易动态信息，为公司发展决策及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上海晋飞炭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临港产业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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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是炭纤维新材料应用，产品涉及航天航空、高铁、汽车、医药等重要高

端领域。在临港服务贸易平台享受到的三项服务包括精准对接企业营销需求，

助力企业走向销售市场；精准对接企业共性个性需求，开展有效的服务活动；

精准对接企业生产能力扩大需求，促进加工贸易服务增长。在平台的助力下，

该公司加工贸易额实现快速增长。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8 月 14 日）

广东：力争到 2025年制造业整体实力达世界先进水平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9日举行《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规划》新闻发布会。该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广东全省制造强省建设迈上重要

台阶，制造业整体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培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

同时，到 2025 年，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30%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33%；应用工业互联网实施数字

化转型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到 5 万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省外贸

出口额的比重在 35%以上。

该规划显示，“十四五”时期，广东继续做强做优战略性支柱产业，高起点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发展未来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促

进产业由集聚化发展向集群化发展跃升，推动产业链、价值链迈向全球中高端，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其中，战略性支柱产业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

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

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十四五”时期，广东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合计营业收

入年均增速，要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基本同步。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

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

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十四五”时期，广东将保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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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年均增速 10%以上，加快部分重点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换道超车、并跑

领跑发展。

未来产业包括卫星互联网、光通信与太赫兹、干细胞等。“十四五”时期，

广东将着力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制造业未来发展战略

制高点。

发布会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吴东文表示，在该规划编制过程中，

广东认真梳理了“十四五”时期的全省重点产业项目 889 个、合计投资额 2.28

万亿元，重点企业 1471 个，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平台 2920 个，主要园区载体 245

个。“这是广东省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着力

点。”他说。

当前，广东制造业还面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端

挤压”等挑战。为此，该规划提出，广东要大力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核”

“立柱”“强链”“优化布局”“品质”“培土”六大工程。

据悉，2020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5 年的 2.66 万亿元提升

至 3.01 万亿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超过 5 万家，均居全国第一。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8 月 10 日）

中国贸易报：直面会展业标准化“病症”

根据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作为商务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已从 2011 年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L7272 会

议及展览服务”上升为目前的中类“L728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包含 20 个门类、97 个大类、473 个中类和

1380 个小类。由此可见，会展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成为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国会展标准制定可追溯到 2002 年，随着会展相关标准修订的推进，截至

2021 年 7月，现行的会展相关标准累计 89项，包括国家标准 12项、行业标准

15项、地方标准 36项和团体标准 26项。虽然我国会展业标准处于快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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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水平、标准化意识不断提高。但距离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欠缺。

问题一：标准化基础研究滞后。目前对会展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与团体标准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对于会展业标准在国

家服务业标准体系的定位和作用还不够明晰。

问题二：标准化需求与标准有效供给不足、矛盾突出。从标准化专业领域

看，会展业标准研制已涵盖会议和展览两个细分领域，从数量上看比较广泛。

但现行的会展相关 72项标准中，会议标准占比仅为 17.98%，而展览标准占比为

53.93%，可见会展业标准布局尚不均衡、结构不够科学，会议标准目前供给不

足，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远无法满足会议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标准化需求。

从标准内容看，展览标准已基本涵盖展览组织单位、展览场馆、展览服务

单位等三大类市场主体，并已包含基础标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和技术标准，

但仍尚有空白领域，且部分标准更新发展相对滞后，标龄过长，落后于会展业

快速发展的步伐。从标准类型看，以团体标准为代表的新型标准类型，现行会

展业团体标准仅占会展业标准总量的 29.13%，比重较低、供给不足，未体现其

快速响应市场与创新需求的优势。

问题三：标准缺乏统一协调。以展览标准为例，由于标准缺乏统一协调，

已经出现标准供给过渡集中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如在展览领域的展览展示服务，

与之相关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累计 10余项。由于标准

类型不同，标准起草单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各单位在制定

标准时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从而出现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

问题四：标准制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不足。目前，会展业现行的许多标

准在制定中未充分考虑吸纳利益相关方参与。如 2018 年 7 月起实施的 《经济

贸易展览会分级与评定准则》（GB/T 35659-2017），该国家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仅包括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两家，无论是从

机构类型、还是地域分布看，都存在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不足的问题。

问题五：标准“制用分离”现象严重。会展业标准不同程度存在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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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实施的现象，部分标准因为缺乏操作性，发布以后便“束之高阁”，形同虚

设。在会展业内的产业领域、教育领域，对标准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甚至难

以获取标准的文本。从而在政府供给标准的层面，出现了科研机构研制标准、

政府部门发布标准，但企业与院校不用标准的“制用分离”的现象。如《经济

贸易展览会分级与评定准则》（GB/T 35659-2017） 是我国用于展会分级与评

定的国家标准，然而业内对该国家标准认知度极低，无论是办展主体还是地方

会展主管部门均对国外的展览分级评比趋之若鹜。

问题六：区域之间标准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由于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地

方财政实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各地区会展业标准化水平发展不均衡。目前仅

有 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布过会展相关的地方标准，也仅有 2 个省建立了

会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我国会展业标准化水平总体呈现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

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阶梯特征。

问题七：标准国际化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会展业标准存量为 89项，从数

量上看是会展业标准的大国，但在质量上尚不是会展业标准的强国。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发布国际标准 23574 项。其中，中国牵

头 649 项，占比 2.75%。在会展业，目前尚无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我国现有的

89项会展业标准是否有机会可以转化为国际标准还有待商榷。

2016 年，中国曾向 ISO 提出成立“展览、活动与会议（Exhibition, event

and convention）”新技术委员会，在当年的第一轮为期 3 个月的投票里（8月

16 日至 11 月 16 日），全球共 37个国家参与投票，其中赞成票 11国、反对票

12国、弃权票 14国。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

丹麦、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由于第一轮投票不足

2/3 多数同意的要求，因此当年中国申请没有获得通过。

2021年 1月 2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管理局（ISO/TMB）发起了“Vote Form

12/2020 ”投票程序，针对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牵头提出的《展览会展

台 词汇》（Exhibition booth - Vocabulary）国际标准提案进行全球投票，

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 8 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挪威、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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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对票 3 国（法国、印度、俄罗斯）、暂缓投票 2 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未投票 2 国（巴西、阿根廷）。2021 年 6 月中下旬，国际标准化组织

技术管理局（ISO/TMB）结合投票结果，对中国牵头提出的《展览会展台 词汇》

国际标准提案以 2021 年第 58 号决议，决定否决该项目立项。

这表明，2016 年的“十三五”开局之年和 2021 年的“十四五”开局之年，

中国两度努力尝试牵头提出会展业国际标准，均未破局。为此，笔者有几点建

议：

一、加强标准化基础研究，建立标准化新路径。结合国家重大标准化战略

和服务业战略研究，加强会展业标准化基础研究，重点在会展业标准化基础理

论和工作方法、国外会展业相关标准的追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以会展业

科研带动会展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建立“会展业科研、会展业标准、会展业

治理、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二、紧扣行业需求，实现标准多元化供给。推动实施会展业标准补位计划，

根据行业需求，加大会议业标准的研制，完善会议业标准体系；针对展览业标

准，加强空白急需领域的标准研制；及时修订或废止会展业标龄过长，不能满

足会展业实际需求的标准；大力培育发展会展业团体标准，理顺政府标准与市

场标准的分工与定位，通过团体标准快速响应会展业的市场与创新需求，实现

标准多元化供给。

三、加大利益相关方参与，推动标准统一协调。在各级会展业标准化技术

组织、起草工作组以及标准研制活动中，应广泛吸收利益相关方参与。在制定

新的会展业相关标准时，应做好充分调研，切实了解利益相关方诉求，同时应

对现有各类标准进行充分比对和梳理，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以推动标准

统一协调。

四、加强宣传培训，提升标准执行力。结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的宣贯实施，积极探索会展业标准宣贯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建立会展业官

产学研媒“五方联动”的标准宣传推广和应用实施机制，加强对社会公众、会

展业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教育机构的宣传和解读，推动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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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进行业、进企业、进校园，形成“讲标准、学标准、用标准”的良好氛

围。目前国内已有约 300 所高校开设会展专业，可面向会展类院校开展会展业

标准化“进校园、进专业、进课本”活动。

五、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强化典型案例推广应用。标准化试点示范是推

动会展业标准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宣传和引导更多的会展业市场主体参与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建议在国家层面，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商务部和中国贸

促会联合推动组织会展业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专项，在省级层面可参考推

动。通过试点建设，提炼出不同的会展业市场主体的先进经验、特色做法和可

复制模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全面铺开。为大力培育会展业团体标准，建

议推动会展业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重点鼓励实施 6 个月以上，且技术水平

较高、应用效果较好，对促进会展业质量品牌提升、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较强引领作用，具有创新性、先进性和国际性的团体标准应用示范。

六、探索开展会展业市场主体商事认证，提升标准落地实施。目前，我国

商事登记的企业名称包含“会议”的市场主体近 2 万家，企业名称包含“会展”

的市场主体约 5.6 万家。建议可借鉴香港工业贸易局为香港专业服务商签发《香

港服务提供商证明书》的典型经验，结合中国贸促会“进一步拓展商事认证业

务”。通过商事认证，提升标准落地实施，同时促进服务贸易，推动“中国服

务”走出去。

七、创新思路善用民间外交，推动标准国际化。推动与引导标准国际化是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举措。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建立会展业

的新技术领域或新标准项目，不仅仅需要我国在会展业标准扎实的研究和深厚

的积累，也需要创新思路，探索多途径推动标准国际化，更需要加强民间外交，

扩大朋友圈，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

在笔者看来，这方面可利用中国贸促会广泛联系会展业国际组织和工商界

的优势，争取会展业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国家标准机构对我国提案的理解与

支持。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将“标准体系建设”纳入新章程，这也为中国贸促

机构深入和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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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秘书长姚歆 2021 年 08 月 11 日）

中国经济网：六种外贸新业态，为何跨境电商跑得最快?
从天津市着力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和生态链，到福建省将跨境电商作

为外贸转型升级重要抓手，再到武汉市引导制造业企业加快拓展海外销售渠

道……跨境电商持续发力，正有力推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快速增长的数据凸显出跨境电商良好的增长态势。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额达到了 1.69 万亿元，增长 31.1%。今年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前 6 个月实现了 8867 亿元，增长速度是 28.6%。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不久前表示，日前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

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主要提出六种新业态，“其中跨境电商是当前发

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一种外贸新业态”。

那么，跨境电商“领跑”外贸新业态的动力何在？

最大的优势在于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政策体系“四梁八柱”基本形成，快速

增长的体系初步建立起来。2015 年以来，国务院分 5 批设立了 105 家跨境电商

综试区，基本覆盖全国，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

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法”。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六体系两平台”等成熟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六体系

两平台”主要是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电商诚信、统计监测、风险

防控等监管和服务的“六体系”，以及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和线下产业园区

“两平台”。我国为此量身定制了近百项支持政策，初步建立起适应跨境电商

发展的政策框架。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国家口岸办还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了全国版、总对总的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跨境电商企业出口渠道也更加多元，有的依托大型电

商平台开展业务，有的自建独立站开拓市场，还出现了像直播“带货”、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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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营销等新型商业模式。一批中国企业和中国品牌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中

国经验”“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世界跨境电商发展的新样本，也为各个国家发

展电商提供了借鉴。

眼下，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

展的新抓手。接下来，应当从政府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着手，推进我国跨境电子

商务高质量发展。

从政府层面看，一方面应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更好地发挥综试

区对跨境电商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培育外

贸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业态融合和贸易产业融合，带动各地开放型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研究制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保护指南，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清单，便利跨境电商进出口的退换货

管理。

从企业层面看，则需进一步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要通过新一代信息技

术提升和拓展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同时，也要用好跨境电商政策，海

外供应商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打通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各个环节，逐步实现

向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的转变。通过不断加强政企协作，共同推动跨境电商发

展。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21 年 08 月 16 日）

中国贸易报：稳外贸仍需加力 跨境电商未来可期

海关总署 8月 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1.3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我国外

贸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保持了 14个月的正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提振了国际贸易需

求，有力促进了我国进出口增长。与此同时，跨境电商贸易表现亮眼，日渐成

为外贸增长点和新动能。

我国外贸保持良好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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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蓝庆新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与我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优势

分不开，当然也有全球疫情肆虐条件下的外贸转移和流动性宽松的因素。他提

醒，短期看，受疫情影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预期不确定，同时逆全球化势

头并没有根本扭转，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人民币升值带来

的出口压力仍存。“因此，我国下半年仍需要在稳外贸方面多下功夫。”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控

制住疫情。在做好防疫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帮助企业解决出口物流成本上升、

集装箱一箱难求等问题，为企业合理调配物流资源，增加新的集装箱服务。蓝

庆新也表示，必须积极推进外贸政策，改革外贸体制，推动贸易便利化。

“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短期影响，带来短期经济增长预

期下降，但从去年的恢复情况看，中国外贸的韧性良好。”白明认为，对于目

前的疫情，我国总体上准备充分，而且中国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一直没有放松。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国际产业链

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还有一个

巨大的优势就是可替代性较强，比如说江苏有疫情，同为制造业强省的浙江可

以迅速顶上，满足市场需求，为外贸平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白明说。

下半年外贸压力不容小觑

白明提醒，下半年我国外贸压力仍然很大。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最近三

个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 48.3%、48.1%、47.7%，均低于 50%，处于荣枯线以

下。据了解，采购经理指数（PMI）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

指数之一，通常以 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以上情况表明市场需求不足，经

济恢复的全面性、整体性仍然不够。

“受近期极端天气影响，基础原材料行业供需增速明显放缓，消费品需求

增速下行，市场价格加快上涨。”白明解释，由于部分基础原材料供给偏紧，

物流运输难度加大，原本增速有所放缓的原材料价格再次反弹。尤其此前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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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价格连续刷新纪录、人民币升值再次抬高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市场需求受

到影响。企业也因此对出口订单持谨慎预期。政府需进一步抓好扩大内需的各

项工作，着力增强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效果，切实推动市场需求持续回暖，支

持国内大循环全面畅通，积极助推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今年前 7 个月，我

国对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前四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

东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6%。同期，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 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5%。

蓝庆新表示，中国外贸市场已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今后仍需在巩固传统

市场的的基础上拓展新兴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稳住并扩展外

贸规模；推动外贸企业在“一带一路”布局，形成以我为主的贸易链和产业链；

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和协调，推动各国以联合防疫为契机减少贸易障碍。白明也

表示，我国外贸布局对哪个市场都没放弃，特别是“一带一路”和如今的东盟

地区，企业要多手抓，不要过多依靠某一个市场。他还特别提到企业出口转内

销，认为这是部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外部压力较强时的一种选择，属于应急

战略。一旦外部环境出现好转，企业又会回归主要目的国市场。“出于发展考

虑，企业当前应该把国内市场作为财政战略的支撑点之一，进可攻，退可守。”

白明表示。

跨境电商表现亮眼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疫情带动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持续攀升，成

为外贸发展新亮点。据海关初步统计，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继续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跨境电商进出口 8867 亿元，同比增长 28.6%。其中，出口 6036

亿元，增长 44.1%；进口 2831 亿元，增长 4.6%。业内普遍认为，疫情影响下跨

境电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突破时间地点限制，精准对接客户需求，能在

极大程度上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挖掘国际需求，增加外贸订单量提供大量机

会。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到来，未来跨境电商模式也是重要的外贸增长点和新动

能。“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势在必行。”蓝庆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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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创新贸易形态，推动企业发展在云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

务等方面的服务贸易；扶助外贸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面向国际市场多语

种电子化商品展厅；培育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外贸竞争新优势。

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开始习惯于在线购物，全球电子商务公司如亚马逊、

速卖通、eBay、Lazada 等在线用户激增，在全世界掀起网购热潮。同时，根据

《2020 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白皮书》发布的信息，2020 年以来，大量创业者和小

微企业加入跨境电商行业，其中很多初创型企业依托广大中国制造和数字化平

台，熟练操作并完成选品、采购、销售、物流、报关、收款、结汇退税等复杂

流程。有学者预测，2021 年会进入下一个数字外贸风口期。对此，蓝庆新表示，

应通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经营主体结构，支持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市场采

购贸易等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创新培育新外贸增长点，同时在信息共享、

贸易通关、出口退税等环节提供便利化服务。此外，为推动外贸均衡发展，应

适当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衡发展；还要扩大

进口，实现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

数字外贸强力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去年 11月，国务院印发

相关实施意见，支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和海外仓发展；今年 6 月，国务

院常务会议作出部署，要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跨

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外仓建设。蓝庆新认为，当前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已

经成为我国政策的着眼点，未来应从构建跨境电商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跨

境电商产业园区、支持海外仓发展、完善跨境电商海关监管、不断培养跨境电

商人才，为跨境电商提供便利化精准化服务等方面推进跨境电商发展。

当前，数字外贸的界限尚不明确，尤其是很多企业对于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没有清楚的认知。“现在很多贸易如果是产业数字化，其实就是利用数

字化技术推动智能制造的升级，普遍运用了电子商务模式。建议企业选择适合

自己的外贸模式。”白明说。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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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处：哈萨克斯坦支持出口商开拓海外市场

国际文传电讯社阿拉木图 8 月 12 日电，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

托列巴耶夫当天出席部务会，介绍支持本国出口商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关政策实

施情况。

托表示，2020 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会展行业遭遇重大挑战，多数商业

团组访问活动被迫推迟。2021 年以来，B2B 商务洽谈活动开始重启。哈萨克斯

坦分别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和

喀山组织了 5 场经贸考察活动，160 多家食品、机械、化工、建筑、IT 和物流

服务行业的生产企业参加上述活动，累计签署 40多项出口合同和协议，总金额

超过 1.62 亿美元。年底前，哈计划再组织 5 场经贸活动，并参加在上海和迪拜

举行的 2个国际展会。

托表示，哈贸易部为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措施。为

产品推广和运输提供部分费用补贴，是一项相对较新，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出

口支持举措。截至目前，哈贸易部已批准 182 份申请，累计拨款 37亿坚戈。下

一步，哈贸易部将对这一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评估，主要指标包括出口增长规

模、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实现税收收入等。

托表示，共有 35家食品企业参与了“出口加速”计划第一阶段的工作，累

计签订超过 3200 万美元的出口合同。2021 年，哈贸易部计划进一步扩大“出口

加速”计划的地域范围和行业覆盖范围，将参与企业的数量增加到 100 家，涵

盖 5 大行业和 5个重点出口国别。

托表示，“出口加速”计划项下，已支持 100 家哈企业入驻阿里巴巴电商

平台，其中 62 家企业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累计实现销售额 4500 万美元。未来

拟新增 50家出口企业入驻阿里巴巴电商平台。

（来源：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商处 2021 年 0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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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密集发布 多地自贸区“十四五”发展路线明晰

多个自贸试验区日前公布“十四五”发展规划，追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成

为关键词。业内人士认为，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未来改革发

展重点是通过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制度创新等路径，释放

更多制度红利，推动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自成立以来，各自贸试验区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自然成为自贸试验区未来 5 年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实现“五

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基本建成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开放新高地。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

出，到 2025 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形成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关、

汇、税、融”制度体系，实现货物、资金、人员等资源要素更加自由便利流动，

成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岸离岸两种业务、投资贸易金融物流等集聚融合的

对外开放新高地。

浙江近日召开的自贸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今后 5 年，浙江自贸

试验区将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

地和“重要窗口”示范区。

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

由最初的 190 项压减至 30 项，首张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仅 27

项。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崔卫杰认为，未来，各自贸试验区要继续探索更高水

平自主开放，进一步探索放宽货物贸易准入，出台实施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

率先突破，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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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司长唐文弘日前明确，商务部将研究制定自贸试验区跨

境服贸负面清单，通过更大范围的试点推动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制度创新力度将不断加大

制度创新也成为不少自贸试验区“十四五”规划的高频词。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聚

焦深化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广东自贸试验区发展“十四

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列出 33项制度创新清单，涉及深化审批制度改革、

建设粤港澳国际邮轮游艇自由港、推动特色金融平台创新发展等。天津自贸试

验区近日召开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专题推动会提出，编制自贸试验区规

划，要突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田”的特色，以制度创新为主线进行谋篇布局。

“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

所长白明表示，各地根据自身区位优势和发展特色，推出不少目标导向明确的

“自选动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这样能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平台作用，释

放更多改革红利。

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 278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地方层面，据不完全统计，前 18个自贸试验区已在本省份

内推广了约 1400 项制度创新成果。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袁园透露，下一步将推动和支持自贸试验区结合

自身战略定位和资源特点，围绕特色产业领域开放发展进行制度创新。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历经五次扩围，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 21个，构建起东中西协调联

动、陆海统筹发展的全方位和高水平开放格局。

商务部近日印发的《“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提出，完善自贸试验区布

局，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重要开放设施及功能区域纳入自贸试验

区，扩展发展空间和改革试点承载能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完善自贸试验区

布局，是在更加宽松的空间下，拓展自贸试验区范围，确保先行先试经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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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有效，为未来自贸试验区经验推向全国做好铺垫。

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陈洪日前表示，将继续推动各自贸试验区充分发

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以改革红利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21 年 08 月 16 日）

人民日报：在“双循环”中力促高水平利用外资

近日，商务部发布《“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一

项重点任务在《规划》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既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途

径，也是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成绩单成色

十足，呈现出增长幅度大、技术含量高、外资大项目多、支撑面广等特点。上

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创新高。20 个省份吸收外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引资前 6

大省市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北京分别增长 61.9%、36.4%、35.6%、

26.7%、20.6%和 13.5%。

上半年利用外资之所以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主要由于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恢复性增长，发展潜力和活力不断释放，经

济增长前景较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进一步加大了对外资的吸引力。未来，

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将不断显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将不断增强，成为吸

引外资的最大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重利好因素叠加的同时，当前中国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仍

面临诸多挑战。既有各国间引资竞争激烈、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地经济下行风险

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升温等外部风险，也有利用外资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仍然突

出、外资企业尚未有效嵌入和链接中国本地产业链等内部挑战，“稳规模、提

质量”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利用外资的主要任务。我们需科学研判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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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努力实现高水平利用外资。

要持续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新版负面清单，适时推出稳外资新举措。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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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清理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开放一般制造业，有序放开电

信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吸引更多的外资高端制造业项目落地。用好招商鼓励政

策，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推动降低外资研发中心享受政策门槛，引导外商加大在华科技创新投入。提高

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能力，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

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重点开

放平台作为地方产业集聚平台和创新载体的作用。在政策支持方面持续加强，

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已有政策措施，同时根据外资企业的共性诉求，

做好政策调研和储备，适时推出稳外资新举措。

积极推动外资来源地多元化，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

速调整时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形下，应推动更多双边和多

边贸易及投资协定落地；积极推动 RCEP、中欧投资协定落地生效；推动中日韩

自贸区协定成功落地；尽早推动中英自贸谈判。此外，要推动外资来源地多元

化，提升产业链国际合作安全水平，保持主要投资来源地稳定的基础上，积极

吸引东盟、美洲等新兴经济体外资。

引导地方招商引资转变传统观念，创新引资方式，增加当地产业链嵌入度。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应关注引资项目与当地产业链嵌入度和产业创新带动

力，注重产业链招商和本地产业支撑体系建设，营造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的良

好产业环境。建立科学的引资质量评价体系，谨防“高耗低出”的项目和空壳

项目流入。对于质量评价较好的外资项目，可在差别化水价、电价等方面予以

优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引资方式，灵活采取“以内引外”“以外引外”“以

商引商”等多种方式，吸引优质外资项目，以嫁接国际优质资源，融入国际经

济大循环。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赵静 2021 年 08 月 11 日）

中国贸易报：让数据赋能企业智能化改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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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8.6%，数字经济增速是 GDP 增速的

3.2 倍。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数字经济或将成为新的主体经济形

态。近日，宁波大学大数据智能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伯嵩在“数字社会：从数

智、数商到数改”讲座上，为企业解读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在企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升级，制造业

重点领域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涉及工具普及率增长至 52.1%和

73%，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刘伯嵩表示，全球制造业已经进入到以智能

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完善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通过机器换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产品检测等智能化改造，在提升生产效率、保持物美价廉优势的同时，进一

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产品”向

“中国品牌”转变。

到 2025 年，全球预计将拥有 65 亿互联网用户，85% 的财富 500 强企业将

通过运用大数据获取竞争优势，其 30%的业务将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数据变现或信

息产品创新。“数据是数字化发展的关键要素。以拼多多为例，2015 年成立至

今，已成为仅次于淘宝、京东的第三大电商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和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拼多多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刘

伯嵩说。

但是，刘伯嵩也提到，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并非轻而易举。“传统的信息

化核心是互联网，只需把信息连接起来，而数字化更深入，通过数字来驱动世

界。”比如，华为首先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企业的供应链、企业跟政府、企业

跟用户之间全量全要素的连接，跨越组织边界采集更多更全的数据；让数据能

够说话，能够被看到和感受到，动态地将客户需求和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实现

“随需”；利用数字化手段搭建的平台、提供工具自助满足需求，实现社交化，

完成数字化转型。“可以看出，对企业而言，数据已经从原本的一串字符进化

到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并驾齐驱的生产资料，这是中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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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巨变。”刘伯嵩说。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客流骤减、线下停滞、业绩大幅下滑，在这一艰难时期，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俨然成为优化市场分配和使用社会资源的关键依据。经济

进入新发展时期后，数据成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抓手，我国对数据要素的

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高层面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指导文件正在起草当中，

最快将于年内发布，业界都在期待一个更高效、规范的数据要素市场。”刘伯

嵩表示。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2 日）

参考消息网：印度将启动 1.35万亿美元基建计划

据路透社新德里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 15 日说，印度将启动规模达

100 万亿卢比（约合 1.35 万亿美元）的全国基础设施计划，这项计划有助于创

造就业机会，并有助于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实现该国气候目标。

8 月 15 日是印度独立日。莫迪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言时说，这项名为“加

蒂—沙克蒂计划”的基础设施计划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各行各业的生产率并提振

经济。

莫迪还设下到 2047 年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称该目标可通过推广电动车辆、

转向基于天然气的经济以及打造氢生产中心来实现。（编译/杜源江）

参考消息网 8月 15 日报道 据路透社新德里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 15

日说，印度将启动规模达 100 万亿卢比（约合 1.35 万亿美元）的全国基础设施

计划，这项计划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并有助于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实现该

国气候目标。

8 月 15 日是印度独立日。莫迪在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言时说，这项名为“加

蒂—沙克蒂计划”的基础设施计划将有助于提高印度各行各业的生产率并提振

经济。

莫迪还设下到 2047 年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称该目标可通过推广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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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基于天然气的经济以及打造氢生产中心来实现。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08 月 16 日）

新华网：欧洲跨国公司半年报出炉 中国市场成亮点

从汽车市场到日用消费品领域，欧洲跨国公司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继续

取得不俗业绩，助力其全球营收同比大幅增长。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成功

控制新冠疫情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中国市场和需求得以快速复苏，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为此，欧洲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投资意愿持续增强。

中国市场表现抢眼

今年上半年，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普遍增长显著。德国汽车

制造商宝马全球营收同比增长 28.1%，达到 553.6 亿欧元。中国市场上半年为宝

马贡献了约 46.7 万辆的喜人销量，同比大增 42%。

根据梅赛德斯-奔驰公布的成绩单，上半年共向中国客户交付了约 44.2 万

辆新车，销售业绩也相当亮眼。

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公司在中国市场同样取得佳绩，上半年在华累计

销售 5.5 万辆，同比增长 52%；截至 6 月，已实现连续 10 个月的同比增长。捷

豹路虎全球董事、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潘庆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持续增长，

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市场无可取代。

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二季度全球营收 197.5 亿欧元，

同比增长 56%。巴斯夫执行董事会主席马丁·布鲁德米勒表示，在大中华区，巴

斯夫在过去 5个季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欧洲跨国公司在中国日用消费品领域也取得亮丽业绩。法国美妆巨头欧莱

雅集团上半年财报显示，中国大陆市场为该集团贡献了 34.2%的增长，继续担当

其业绩增长的主要引擎。

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上半年在中国实现了 24亿欧

元的营收，同比增长 36.9%。

从贸易数据来看，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往来日益紧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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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数据，今年前 7个月，中国对欧盟进出口额为 2.9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23.4%。

市场信心和投资意愿增强

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和完善的工业基础设施，助推欧洲跨国公司在中

国取得强劲业绩，不断增强它们对实现可持续收入增长的信心，同时也增强了

它们在中国继续投资的意愿。

中国欧盟商会公布的《商业信心调查 2021》显示，中国市场已成为许多欧

盟跨国企业全球业务的重要支柱，68%的在华欧盟企业对业务增长持乐观态度，

同比增长 20个百分点；60%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在 2021 年扩大在华业务规模，比

去年增长 8 个百分点。

欧莱雅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行官法布里斯·梅加尔巴纳（中文名费博

瑞）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中国市场在欧莱雅全球

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作为集团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欧莱雅的全

球创新中心以及发展未来核心竞争力的主场。”

今年 5 月，巴斯夫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同意在中国共同组

建合资公司，生产锂电正极材料。巴斯夫首席财务官汉斯-乌尔里希·恩格尔表

示，通过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巴斯夫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亚洲的地位，为中国

及全球客户构建完整、独特的全球供应链。

随着中国与欧洲经贸合作的加强，中国强劲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欧洲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或在中国投资。正如费博瑞对记者所说：“今

天，中国大陆已经是欧莱雅全球第二大市场，我们坚信，中国大陆成为欧莱雅

全球第一大市场已指日可待。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8 月 13 日）

中国贸易报：美推动八项网络安全法案

7 月 21 日，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投票决定将八项两党网络安全法

案提交到众议院全体会议，以促进美国更安全的网络和供应链建设，使美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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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更安全的无线通信目标更近一步。这八项法案分别是《2021 年安全设备法

案》《了解移动网络的网络安全情况法案》《信息与通信技术战略法案》《开

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外展法案》《对可靠及增强网络技术的未来使用法案》《电

信与信息管理局政策及网络安全协调法案》《美国网络安全素养法案》《2021

年通信安全咨询法案》。其中，《2021 年安全设备法案》直指我国通信企业，

将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美的设备

销售。

《2021 年安全设备法案》确保不再审核或批准“通信黑名单”

《2021 年安全设备法案》只包含两个条文，旨在禁止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美

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通信设备进行授权。第一条规定了法案的名称为《2021 年

安全设备法案》。第二条包含两个条款：在本法生效后 1 年内，联邦通信委员

会应根据第二款完成规则制定程序以更新该委员会的设备授权程序；在第一款

的规则制定程序中，联邦通信委员会应确保不再审核或批准任何被该委员会依

据《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第 2.1 条列入“通信黑名单”的设备或服

务的设备授权申请。

其中，规则制定是指对《美国联邦法规》第 47章第 2 部分“无线电频率分

配事宜：一般规则和规程”进行修订。目前，联邦通信委员会已提出规则制定

的建议案：

1.在第 2.903 条中增加第 10项规定：本章第 1.50002 条中“通信黑名单”

上的所有设备被禁止获得设备授权。这些设备包括：（1）需遵守认证程序的设

备：禁止电信认证机构和联邦通信委员会为“通信黑名单”上的任何设备颁发

认证书；（2）符合供应商符合性声明程序的设备。

2.在第 2.906 条下增加第三款：生产或供应本章第 1.50002 条被列入“通

信黑名单”上设备的任何实体或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所生产或提供的所有设备

被禁止通过供应商的符合性声明程序获得设备授权。

3.在第 2.907 条下增加第三款：生产或供应本章第 1.50002 条被列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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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黑名单”上设备的任何实体或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所生产或提供的所有设备

必须通过认证程序获得设备授权。

4.将第 2.909 条第 1 款修订为：对于需要颁发认证书的设备，认证书被授

予方负有确保设备符合所适用标准的义务。如果无线电射频设备被授予方以外

的任何一方修改，且该方并非根据第 2.929 条第 2 款规定在获得授予方的授权

下进行修改，则进行修改的一方负有设备符合本章中管理和技术规定的义务。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责任方必须位于美国境内。

5.将第 2.911 条第 4 款第 5 项修订为：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应提供一份书

面和签字证明书，证明申请人请求设备授权的设备不属于根据本章第 1.50002

条制定的“通信黑名单”上的设备。

6.将第 2.1033 条第 2款第 1项修订为：申请认证时需提供设备制造商、认

证申请人和第 2.909 条中责任方的名称、邮寄地址、电话号码或网络联系的信

息。责任方必须位于美国境内。

《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试图减少通信设备或服务带来的安全风

险

与《2021 年安全设备法案》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为《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

信网络法》。该法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经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该

法围绕“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国民安全风险的通信设备或服务”，主要

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何为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国民安全风险的

通信设备或服务。其第 2 条规定联邦通信委员会应将下列通信设备或服务列入

黑名单：（1）根据第 3 款第 4 项中的决定，任一实体生产或提供的设备或服务

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国民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2）能够定向或重新定向用

户数据流量或允许查看这些设备或服务传输或处理的所有用户数据或数据包，

或远程破坏通信服务提供者的网络，或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或国民安全构成不可

接受的风险。二是禁止使用政府补贴基金来购买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通信设备

或服务。美政府禁止电信运营商使用每年高达 83亿美元的通用服务基金来购买

“通信黑名单”上的通信设备或服务。三是建立通信网络补偿计划以帮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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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地区中小型运营商更换“通信黑名单”上的通信设备或服务。

联邦通信委员会已对我通信企业采取行动

2020 年 6 月 30 日，联邦通信委员会发布官方声明，正式将华为和中兴列为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禁止美电信运营商利用政府补贴基金采购华为

和中兴的任何设备。华为和中兴均对此表示不满，并提出了复审请求。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兴的复审请求先被联邦通信委员会驳回，将对华为请求的回复期

限延长至 12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10 日，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了要求美国运

营商“拆除并更换”中兴和华为设备并设立一个至少 16亿美元的补偿项目决议。

同时，联邦通信委员会否决了华为对被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复审请求，声

称有“压倒性的证据”证实了相关机构此前对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担

忧。在同一天，联邦通信委员会还通过了实施《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

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 1.50002 条，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共安全和国土安全局

将根据《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第 2.1 条的规定制定对美国国家安全

和国民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通信设备和服务名单，即“通信黑名单”。

2021 年 2 月 8 日，华为向美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基于联邦通

信委员会的命令“超出了权限，违反美国联邦法律和宪法，属于武断、任意和

滥用自由裁决权的行为”，挑战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其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决定。然而，2021 年 6月，华为上诉请求被驳回。

2021 年 3 月 12 日，联邦通信委员会根据《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

宣布将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 5 家中企列入“通信黑名单”。

对我国通信企业的影响

《2019 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2021 年安全设备法案》反映了打压我

国通信产业是美两党的共识，也为美抵制我国通信设备和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极大降低了我国通信企业在美诉讼维权获胜的可能性。由于美国内主流运营商

已基本放弃使用我国的通信设备和服务，所以该法案将主要影响美偏远地区中

小型运营商对我国通信设备和服务的购买。值得警惕的是，上述法律和法案内

容可能会被其他国家主动或被动追随，形成联盟对我国通信行业进行国际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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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紧密跟踪美因网络安全风险抵制我国通信产业的政策和立法制定及实

施情况，及时向我国通信企业发布预警；加大对我国通信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尽快形成完整的通信产业链，加速国产代替，确保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积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和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有力回击

美对我国通信产业的无端打压。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3 日）

—— 报告摘编 ——

IDC: “激战前的宁静” ，2021年上半年平板电脑市场出货稳步提升

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存在诸多挑战，但 2021 年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市场

依然实现了同比增长。国际数据公司（IDC）全球个人计算设备季度跟踪报告数

据显示，平板电脑市场增幅稍有缓和，但仍保持了 3.9%的同比增长，总出货量

约为 4,040 万台。2021 年上半年全球平板电脑整体市场出货量 8,035 万台，同

比增幅 24.4%。

与全球市场相比，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约 715 万台，

同比增长 8.3%，继续稳步提升。2021 年上半年国内整体市场出货量 1,340 万台，

同比增幅 29.7%。虽然增幅高于全球，但国内市场上半年整体趋势呈现出“激战

前的宁静”。由于市场需求的日趋稳定，渠道库存的恢复以及大部分厂商年度

最有竞争力的新品都集中于下半年上市，预计未来数月中国平板电脑市场将会

进入“见血”的残酷竞争局面。

“尽管供应链仍有短缺，但平板电脑在教育市场的机会依然充足”，IDC 全

球移动设备追踪项目高级分析师 Anuroopa Nataraj 表示: “在线学习获得了快

速的发展，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虽然全球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但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16 日 • 总第 081 期 | 41

许多新兴国家市场继续加大 Android 平板电脑的使用率，而美国和加拿大等一

些发达国家市场的学校更倾向于 Chromebook。尽管如此，随着学校开始向开放

平台变革，欧洲地区以及一些亚洲国家最近也出现了 Chromebook 的兴起。更大

的担忧是，消费者对平板电脑的需求比 Chromebook 甚至更广泛的个人电脑市场

放缓得更快。”

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平板电脑商用市场出货量约 118 万台，同比增长

18.9%。教育市场依然强势，保持 2位数增幅。大型企业在金融、交通、制造和

服务等行业呈现强劲势头。消费市场出货约597万台，同比增长6.4%。今年“618”

期间部分机型优惠力度较大，推动了消费市场的稳步提升。

IDC 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翔表示：中国平板电脑市场上半年整体趋势表现稳

定，但下半年将会充满 “火药味” 。各大厂商对平板的重视程度相比疫情之

前明显提升，各方面投入随之增长。6 月开始，华为、小米、荣耀等厂商将会陆

续发布旗舰新品，苹果也会一如既往地在秋季更新产品。“后疫情时代”，消

费者需求逐渐饱和，难以继续保持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市场竞争之剧烈将前所

未有。如何在有限的市场容量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 继续紧抓教育用户。日前政府 “双减” 政策的颁布，给予在线教育

和线下课外辅导沉重打击。如果把“教育资源”看成是一个“产品”，政策的

变化是从“供应端”进行了限制，但是家长和学生的“需求端”没有下降，毕

竟高考、中考的考试政策并没有改变，尤其是高中录取率还会继续降低，教育

的竞争并没有减弱。因此消费者对于教育资源的需求依然存在，而提前在硬件

中植入大量优质教育资源将会是一种解决办法。教育政策的变化使得线上教育

资源难以获取以后，是否推动未来消费者对教育硬件，尤其是植入教育资源的

平板电脑的更大需求，值得拭目以待！

2， 加大硬件的差异化。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硬件趋同化严重：芯片、

屏幕、外观材质差异愈来愈小，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减弱。如何加大硬件的差异

化，提高产品辨识度，增加消费者的首先关注度将会更加重要。

3， 提升软件使用体验。各家产品硬件的趋同化，导致软件和使用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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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将会成为重中之重。怎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与其它终端的协同更为便

利，应用生态更加丰富将成为未来平板的核心竞争力。

4， 开拓新的使用场景。疫情带动的教育需求已经稳定，影音娱乐依然是

个人消费者最重要的使用场景。引导用户开拓新的使用场景，再一次成为厂商

的重要任务以及平板电脑未来长期存在的关键。对于个人消费者， “生产力工

具” 势必重新成为各家旗舰产品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政府和企业用户，“数字

化转型”也将带来更多对平板电脑的需求。另外，平板电脑作为便携式显示器，

与笔记本电脑搭配使用或许成为一种新的使用场”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156321

IDC：2025年中国网络安全总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188亿美元

最新发布的《IDC 全球网络安全支出指南 》（Worldwide Security Spending

Guide, 2021V2）对 2020 年全球网络安全市场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同时新增

了 2025 年预测数据，并从技术及行业等维度发掘出未来五年（2021-2025）网

络安全市场中的潜在机会。IDC 预测，全球网络安全相关硬件、软件、服务总投

资规模将在2025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2021-2025的五年预测期内达到约9.4%

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

聚焦中国市场，近三年，“等保 2.0”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和实施为整体

中国网络安全市场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与此同时，攻击事件的层出不

穷使得中国的网络安全威胁形势变得愈发严峻，在政策、市场需求等因素的推

动下，中国网络安全市场迎来高速发展期。根据 IDC 最新预测，2021 年中国网

络安全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 97.8 亿美元，并有望在 2025 年增长至 187.9 亿美

元，五年 CAGR 约为 17.9%，增速持续领跑全球。2021 年，安全硬件在中国整体

网络安全支出中将继续扮演主导角色，占比约为 47.8%；安全软件市场增长势头

强劲，五年 CAGR 将达到 21.2%。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prod_id=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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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市场

从安全硬件的角度来看，未来五年，网络安全硬件市场仍为中国最大的 IT

安全一级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7.1%。在 2021-2025 的五年预测期内，

中国超 90%的网络安全硬件市场 IT投资将流向统一威胁管理类产品（UTM & UTM

FW）、安全内容管理（Content Management）及入侵检测与防御（Intrusion

Detection & Prevention）三大细分子市场。其中，统一威胁管理产品及基于

UTM 平台的防火墙产品作为最终用户建设网络安全防御体系的刚需产品，将继续

以超过 15%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

软件市场

根据 IDC 预测，中国网络安全软件市场未来五年将成为网络安全三大一级

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子市场，2021-2025 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20%。其中，网络安

全分析、情报、响应与编排（AIRO）市场规模将在 2025 年超过身份与数字信任

（Identity and Digital Trust Software）软件市场规模成为最大的软件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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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市场。除此之外，在企业上云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软件安全网关市场

(Network Security Software)将以超过 25%的复合增长迎来市场的高速发展期。

服务市场

“等保 2.0”制度实施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服务市场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

道，2021-2025 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15%。其中，IT 安全咨询(IT Consulting)

市场未来五年仍将是最大的服务子市场，合规咨询、安全测试、应急响应等领

域将成为IT咨询市场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除此之外，托管安全服务（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未来五年在客户安全运营需求爆发的大趋势下快速发展，

年复合增长超过 20%。

IDC 中国网络安全分析师王一汀认为：“2017 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市场

发生了许多变化，变化集中体现在政策和需求两方面。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让

最终用户进一步意识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除合规之外，在攻击事件、攻击

形势的推动下，最终用户对于主动化、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化、实战化的安

全需求进一步提升，需求之下，网络安全市场未来五年将继续维持高增速发展，

IDC 也将与最终用户和技术服务提供商一起持续关注和跟踪中国网络安全市场

的发展。”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121021

IDC Forecasts Companies to Spend Almost $342 Billion on AI
Solutions in 2021

Worldwide revenues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market, including

software, hardware, and services, is estimated to grow 15.2% year over year in 2021

to $341.8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le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Worldwide Semiannu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cker. The market is forecast

to accelerate further in 2022 with 18.8% growth and remain on track to break the

$500 billion mark by 2024. Among the three technology categories, AI Software

occupied 88% of the overall AI market. However, in terms of growth, AI Hardware is

https://www.idc.com/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3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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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to grow the fastest in the next several years. From 2023 onwards, AI

Services is forecast to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category.

Within the AI Software category, AI Applications has the lion's share at nearly

50% of revenues. In terms of growth, AI Platforms is the strongest with a five-year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33.2%. The slowest will be AI System

Infrastructure Software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14.4% while accounting for

roughly 35% of all AI Software revenues. Within the AI Applications market, AI

ERM is expected to grow slightly stronger than AI CRM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Meanwhile, AI Lifecycle Software is forecast to grow the fastest among the markets

within AI Platforms.

"Disruption is unsettling, but it can also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innov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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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2020 was the year that accelera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engthened the value of enterprise AI," said Ritu Jyoti, group vice president for AI

and Automation Research at IDC. "We have now entered the domain of

AI-augmented work and decision across all the functional areas of a business.

Responsible creation and use of AI solutions that can sense, predict, respond, and

adapt at speed is an important business imperative."

The AI Services market was estimated at $19.4 billion in 2020, representing the

fastest growth relative to hardware and software. For 2021, it is forecast to grow at

19.3%.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t is expected to enjoy the best CAGR at 21%. This

technology category breaks down into two segments: IT Services and Business

Services. IT Services is the larger of the two, accounting for nearly 80% of all AI

Services revenues.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the two markets are similar with

five-year CAGRs of 21%. Overall, AI Services is expected to be a $50 billion market

by 2025.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814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8649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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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has emerged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future enterprise, fueling

demand for services partners to help organizations clear the many hurdles standing

between pilot projects and enterprise AI," said Jennifer Hamel, research

manager, Analytics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ervices. "Client demand for

expertise in developing production-grade AI solutions and establishing the right

organiz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business process, and talent strategies to ensure

sustainable AI adoption at scale drives expansion across both IT services and business

services segments."

Almost 190 compani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I Services market in this release of

the AI Tracker. Under IT Services for AI, the Top 3 companies in 2020 were IBM,

Accenture, and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Each of the three companies achieved

over $1 billion in revenues and combined for a total of 26% market share. Beyond

them, another eight companies generated more than $500 million each. The Top 3

companies in Business Services for AI in 2020 were Ernst & Young, Accenture, and

Deloitte, accounting for a combined share of 46%. Outside of these top 3, there were

another nine companies that broke the $100 million mark during 2020. Overall,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in both services markets for AI remains highly fragmented

where many players from across the services value chain continue to invest in

technology assets,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in applying AI to solve

industry- and domain-specific problems for clients.

AI Hardware is the smallest category with 5% share of the overall AI market.

Nonetheless, it is forecast to grow the fastest in 2021 at 29.6% year over year. It is

also expected to hold the best growth spot in 2022.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ts

CAGR is estimated at 19.4%. This technology category breaks down into two

markets: Server and Storage. Server has the larger share at approximately 82% while

Storage is forecast to have better growth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22.1%.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518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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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ket for AI servers and storage was less impacted than anticipa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s now rapidly picking up steam again, especially at the

edge," said Peter Rutten, research director, Infrastructure Systems, Platforms and

Technologies at IDC. "The infrastructure of choice is coalescing around massively

parallel compute using co-processors and server clusters with fast interconnects and

networks."

In AI Server market, there were a total of six companies that generated over

$500 million each in 2020; they are (in alphabetical order) Dell, HPE, Huawei, IBM,

Inspur, and Lenovo. Together, they held 62% of overall market share. Meanwhile, in

the AI Storage market, there were also six companies that achieved over $100 million

each in 2020; they are (in alphabetical order) Dell, HPE, Hitachi, Huawei, IBM, and

NetApp. These six companies had a combined market share of 68%.

The IDC Worldwide Semiannu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cker publishes AI

vendor share and market forecast data on a semi-annual basis. It provides data and

insights into all the key technology areas – server, storage, software, and services –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319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3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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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 on IDC's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y involving vendor product, market, and

workload modeling. Over 700 companies are currently published in the Tracker,

ensuring tha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is well represented across all the three

technology categories. Data is available on a total of 27 countries and five rest-of

regions. In this July 2021 release, we are adding deployment type segmentation on

the software data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its broad and in-depth coverage, the

Tracker can be relied on by users to assess which areas within the AI market are

expected to grow during these unusually challenging times and optimize their

business plans accordingly. In the next release, scheduled for January 2022, IDC will

expand the Tracker with more market details, especially in the software space.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8127321

世界银行：2021经济包容性状况报告

经济包容项目大力推进协调性干预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增加世界最贫困个

人和家庭的收入和资产。截至目前，围绕此类项目开展的政策讨论均聚焦于项

目的“标定价格”、经济有效性以及可负担性。尽管此类项目的总成本是一个

重要的数据点，但通过成本分析法进一步评估项目成本也对作出项目设计决定

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评估项目成本，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就能够找出可能会影响项目

活动和政策的所有制约因素和机会。此外，随着经济包容项目逐步规模化，及

时总结成本分析工具的优劣势有助于优化项目成本 。

《经济包容性状况报告 2021：规模化的潜力》 为分析经济包容项目的成本

开创了新方法，也转变了项目成本的讨论方式。

本报告所包含的成本分析是利用首批用于对政府主导和非政府主导的经济

包容计划进行标准化多国成本分解的工具完成的。经济包容伙伴机制（PEI）成

本快速分析工具 2020 被用来分析 34 个经济包容计划的自我报告成本数据。这

个数据收集工具代表了一种新的成本分析方法——一个充满复杂因素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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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测量方面的挑战、项目目标的异质性以及可比性方面的复杂因素。

经济包容项目下资金

支持子项目的成本主导性

成本分析结果揭示，涉及多领域的经济包容项目通常受项目下特定子项目

的主导，如实物援助或公共工程等子项目。很多项目将其总成本的 50%-86%分配

给一个子项目。在 24个政府机构主导的项目中，13个项目的成本比非政府机构

主导的项目（9 个项目中的 3 个）更频繁地受单个子项目主导。

单一子项目的这种主导性可能源自三个原因：一是项目可能依托现有干预

措施，之后可能新增规模较小的子项目，目的在于提升整个项目的生产性影响；

二是项目设计人员可能把干预措施的多重性视为潜在增大的复杂性，因此会优

先实施更简单的子项目，以便最大限度降低项目管理的复杂性和项目总成本；

三是这些子项目相对的成本主导性可能对应于受益人在以上情况下参与经济包

容活动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的相对权重。

此外，侧重单个主导性子项目的项目的交付和人员成本也低于从财政上对

一个以上子项目进行优先排序的项目。平均而言，对于单个子项目的成本占主

导地位的项目，交付和人员成本约占项目总成本的 13%；对于从财政上对多个子

项目进行优先排序的项目，此类成本占比为 26%——这两个占比适用于政府机构

和非政府机构主导的项目 。

成本分析是实现成本优化和

经济包容项目规模化的关键

确定计划成本的能力是进一步了解经济包容计划的成本优化和扩大规模的

一个重要步骤。成本数据，特别是分解后的数据，对那些设计方案和评估可负

担性和扩大规模的潜力非常有帮助。成本分析将揭示优化成本的多种方式，其

中包括现金补助的规模和成本回收的变化，以及培训、指导和辅导的模式、频

率和内容的强度变化。对成本的系统了解将使政府能够理解项目的成本效益比，

并指导他们的政策选择。

这些发现证实了成本数据在成本效益研究中使用之外的价值。同时，这一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16 日 • 总第 081 期 | 51

分析是基于全球正在实施的 219 个经济包容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并反映在《经

济包容性状况报告 2021》中。增加报告成本信息的项目数量，可以进行更好、

更有力的分析，特别是按项目类型、地区和目标群体进行分析。因此，政策制

定者和实施经济包容计划的人，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还是非政府主导的，都必须

在公共领域提供成本数据。

数据公开号召

经济包容伙伴关系（PEI）团队希望更多的计划实施者和研究人员能够听从

这一呼吁，收集并广泛提供成本数据。同时，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计划设计和政

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数据。为了促进数据的贡献，PEI 开发了一个

数据仪表盘，可以报告和分析成本数据。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4265.html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为数据市场开发设计良好的治理结构

本报告从与相关领域学者和专家的讨论中摘录了一些见解，作为政府和全

球社会其他成员讨论数据市场服务提供商（DMSP）的治理结构和监管框架的出

发点，在广泛的管辖范围内 DMSP 是数据市场和交易所中作为可信第三方的主要

运营商和管理者。随着全球决策者针对其独特的文化细微差别和需求开发数据

市场解决方案，本文提供了对关键治理问题的见解，以便正确处理，并同时考

虑到全球互操作性和适应性。

通用数据倡议

由世界经济论坛领导的“通用数据倡议”（DCPI）是一项全球倡议，旨在

探索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数据交换和市场。该项目拥有 20 个国家的 50 多个全

球合作伙伴，包括 7 个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促进数据的

使用、推动创新和加强公益，将信任和公平嵌入全球数据生态系统。

2020 年 12 月，世界经济论坛的日本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启动了数据市场活

力研究小组，这是一个由日本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的联盟，旨

在探索数据市场作为推进 DCPI 目标的模式，并作为日本数据市场探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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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Ps：一个关键的治理部分

从对抗 COVID-19 和改善全球医疗状况，到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数据的交

换和使用对于解决紧迫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是，许多障碍，包括商业、治理、

政策和监管，都阻碍了加快数据交换和使用的能力，以解决关键的挑战并为社

会创新提供动力。最近的技术进步使得今天通过数据共享提供改善结果的能力

成为可能，同时仍然扎根于道德和负责任的数据共享和隐私政策。

相对于世界上存在的大量数据，控制这些数据的各方之间的交流量仍然很

小。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处理和分析数据的市场缺乏深度，部分原因是普通

公众仍然关注并只关注数据隐私。简单地说，人们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数据缺乏

足够的控制。

为了解决这种担忧和其他数据利用的障碍，有必要为数据市场开发一个治

理结构，一个既能确保信任又能激励市场参与者的结构。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市

场中，数据市场服务提供商（DMSP）——可能是数据交换的主要运营商和管理

者——将是一个关键的治理部分，作为信任和经济激励的来源。

纵观全球的数据市场格局，许多企业正在承担类似于 DMSP 的角色。其他行

业的参与者可能很快就会加入，如金融交易所（如伦敦证券交易所）。与证券

交易所的生态系统相比较，本文将 DMSP 定义为一个运营数据市场的实体，而不

管是谁发起的交换平台（例如，政府、私人企业、其他实体或两者的组合）。

数据市场服务提供商应该作为数据中介发挥作用——将数据用户的需求与

数据提供者的供应相匹配。此外，他们应该作为“信任锚”——通过在适当的

治理结构下作为受信任的第三方行事，在数据市场上创造和加强信任。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2615.html

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21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12.7%，两年平均 增长 5.3%，

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 5.5%，较第 一季度加快 0.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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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进出口贸易增势良好。

人民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 精准、合理适度，

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了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可持续性，科学管理市场

预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公开 市场操作

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精准开展流动性调节，维护市场 预期稳定，引导货

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优化金融机构资金结构。

二 是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牵引带动作用。实施好两项直达实体经

济货币政策工具的延期工作，通过对信贷增长缓慢省份增加再贷款等 综合措施

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制 造业等需要长期支

持的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三是持续释放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进一步推

动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运用，优化存款利率监管，调整存款利率自律上

限确定 II 方式，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四是以我为主，把握好内部 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加强预期管理，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

稳定器作用。

五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总体来看，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今年上 半年货币

政策力度已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在全球宏观政策中保持 领先态势。6 月末

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8.6%，社会融资规模存 量同比增长 11%。信贷结构

持续优化，6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31%和 41.6%。6 月，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为 4.93%，创有统计以来新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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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58%， 较上年同期下降 0.06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5691.html

毕马威：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

毕马威中国今日发布 2021 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报告指出，上

半年我国经济持续回暖，总体处于稳中向好的复苏过程中，累计同比增长 12.7%，

两年平均增长 5.3%。过去一年多，工业生产、出口是拉动疫情后中国经济复苏

的主要动力，但未来增速可能有所放缓。

同时，疫苗接种的普及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断修复，将使下半年中国经济的

复苏动能逐步转向消费和制造业投资。由于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变异病毒仍在一些地区加速传播，国内经济恢复尚不均衡，叠加近期自然灾害

对部分地区的影响，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将面临更大挑战。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5196.html

Wunderman Thompson：2021年亚太地区零售报告

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中的主导地位并非偶然。它的出现是因为一系列特定

的计划：向农村社区推出高速移动网络；仓储、配送等物流网络建设；以及近

年来移动支付的广泛普及。再加上中国的领先科技公司将购买、社交和游戏无

缝连接在一起，例如阿里巴巴的天猫、京东和腾讯的微信，以及最近的短视频

平台抖音（在中国以外称为 TikTok）和 Bilibili。

在大流行之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在封锁期间中国

则走得更远。

到 2020 年 12 月，中国 70%的人口（9.89 亿人）几乎都能通过手机上网。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其中近 80%的消费者在网上购物，86%的中

国网民使用移动支付，94%的消费者收看在线视频。

根据eMarketer的数据，2021 年中国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8

万亿美元，高于去年的 2.3 万亿美元。这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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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零售总额一半以上（52%）的国家。韩国以 29%的份额位居第二，其次是美国

（15%）。

结果是创新的爆发：实体渠道和数字渠道的融合，直播的兴起，社交、游

戏和购买在虚拟世界的扩张，以及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些趋势现在正在蔓延到中国以外，在线购买和销售跨越地理边界。根据

中国政府的数据，2021 年第一季度跨境电子商务增长 46.5%，达到 4195 亿元人

民币（638 亿美元），约占电子商务总额的 14.5%。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87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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