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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四川省内江市服务外包 产业迅速发展

目前，四川省内江市积极拥抱服务外包产业“蓝海”，已引入服务外包项

目 10个，服务外包产业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

据了解，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全球服

务产业革命的引擎，对解决人员就业、优化人才结构、活跃城市人气、拉动本

地消费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今年以来，内江市以推动建设新经济产业园、软件

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等为主战场，发力服务外包产业，取得明显成效。

内江市现已引进世界 500 强贝塔斯曼集团欧唯特（中国）西南区域总部、

阿里巴巴在四川的首个数字服务外包产业基地项目、平安金服、北京信工博特、

联通南方呼叫中心等服务外包项目 10个；其中，平安金服员工超过 1500 人。

（来源：内江日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彰显韧性和潜力

日前，2021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半年报”出炉。工信部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呈加快增长态势，完

成软件业务收入 44198 亿元，同比增长 23.2%，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 4999 亿元，

同比增长 13.6%。亮眼数字的背后是政策保障、创新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可以看出，在经历全球性疫情之后，我国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彰显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和潜力，蹄疾步稳、焕发生机。

稳定复苏 政策扶持释放红利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软件业相关产业促进政策不断细化，资

金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大幅降低了软件行业的创新门槛，提振了企业谋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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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

2020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软件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基调，也给产

业领域相关企业带来了重大利好。

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2021 年是贯彻《新时期促进集成

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起步之年，要以数字产业化培

育新动能，以产业数字化孕育新动力，做大做强软件产业。工信部也将发布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十四五”时期软件产业

发展，加快出台关键技术软件三年行动计划。

许多地方政府更是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打造成经济增长新引擎，出台

了新的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

2020 年，江苏省发布《江苏省软件集群产才融合推进工作方案》，聚焦培

育国家级软件产业集群，提出 21条具体措施，解决产业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

不足等痛点。

今年 3 月，湖南省印发《湖南省软件产业振兴计划（2021-2025 年）》，计

划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期末，将湖南打造成国内领先的软件创新引领区、

产业聚集区和应用先导区，全省软件业务收入突破 3000 亿元，规模以上软件企

业数量达 4000 家，软件从业人员达到 50万人。

今年 5 月，山西省发布《“十四五”时期山西软件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报告》。报告明确重点发展关键基础软件、大型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软件、嵌

入式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补齐产业链短板。

今年 6 月，《重庆市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十百千

万”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力争在“十四五”期末，重庆市软件产业总规模

突破 5000 亿元，软件产业载体突破 500 万方，软件从业人员突破 50万人。

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水平

得到了显著提升，已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 2021 年下

半年，随着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发布以及相关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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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和贯彻落实，我国软件产业的产品形态、服务模式、竞争格局势必加

速演进，软件在数字经济发展、社会运行保障方面的作用将越发显著，对新基

建的支撑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乘势飞扬 产业创新如火如荼

随着国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渗透到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软件产业服务化、平台化、融合化趋势更加明显。我国

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的需求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进入

融合创新、快速迭代的关键期。

一方面，技术创新日益活跃。2014 年至 2020 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数从

21.9 万件增长至 172.3 万件，连续四年年均增长超 20万件，通信领域软件企业

国际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前列。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鸿蒙操

作系统（HarmonyOS）、统一操作系统（UOS）等相继推出，工业研发设计软件

（CAE）技术取得新突破，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奥星贝斯（OceanBase）打破数据

库基准性能测试世界纪录。

另一方面，开放生态基本形成。伴随着软件技术加速向云化、平台化、服

务化方向演进，全球软件产业正在培育形成开放创新生态。世界主要国家都将

发展软件产业作为构筑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点，抢抓发展主导权。中国软件产

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基础，也是全球软件产

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近年来，我国软件业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政策交流和合作不断扩大，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据

统计，今年上半年，软件业实现出口 2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我国软件产

业领域已形成全方位开放合作的良好发展态势。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开

源生态建设，是国际开源生态的重要贡献者。

此外，“软件定义”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刻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催生出一批新的产业主体、业务平台和融合性业态的新兴消费，引发居民消费、

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多维度、深层次的变革，涌现出分享经济、平台经

济、算法经济等众多新型网络经济模式，培育壮大了发展新动能。尤其在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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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生鲜电商、即时配送为代表的新零售乘势攻城略地；在

线医疗、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宅娱乐等新型“云经济”全面“侵入”生活，

重塑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为科技抗疫的“神

兵利器”。今年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28319 亿元，同比增长 26.0%，在全

行业收入中占比为 64.1%。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率加速

提升，共实现收入 3787 亿元，同比增长 23.2%，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 13.4%；

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3843 亿元，同比增长 32.4%，成绩亮眼，令人惊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最强动力。新时期，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

新经济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其激发出的新动能和显示出的韧性及发展潜力，让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实、底色更浓。

（来源：人民邮电 2021 年 0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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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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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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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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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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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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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着力点

“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的数据，到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

下，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 9.7%的高位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动力。总体上看，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数字时代已扑面而来，世界

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逐渐加剧。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

益显著，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字产品和服务与国家

安全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些因素都使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科技和产业竞争的

新焦点。

在此背景下，我国要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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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

挑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一）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颠覆性科技创新排浪式涌现。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相关产业持续升级，同时还不

断有新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涌现出来，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能，进一步催生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这些具有颠覆性的数字科技及其催生的商业模式、产业

业态创新，会在中短期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还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化，形成代表长期发展方向的未来产业。科技发展的方向具

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后发国家和地区与先发国家和地区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就给后来者带来了“换道超车”的机遇。在这些领域，初创企业诞生并迅速

成长为行业巨头的现象也会反复出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演进，其对经济

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也日渐深入和全面。与数字产业化相比，产业数字化的发展

态势更引人注目。2020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 31.7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

比重为 80.9%，占 GDP 比重为 31.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

展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为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创造了条件：传感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传统技术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且

成本呈下降趋势，具备了替代人工和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基础；在消费互联网发

展的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加

成熟，日渐能够满足产业特别是工业生产活动对高精准性的要求；消费领域的

数据逐步与产业领域的数据打通，可实现跨产业互联和从产品研发设计到用户

体验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循环。可以预见的是，在消费互联网迅猛发展之后，

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蓝海。

此外，国家间围绕数字经济的竞争也在持续加剧。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范围更广，对其他产业的影响更大，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

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代表着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数字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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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将显著影响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由于数字软硬件设施和

服务系统渗透到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和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海量数据

的生成和传输，一些国家开始高度重视自身核心数字科技和系统的自主性，围

绕数字科技和数字产业发展加强布局，推出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和

战略，甚至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发展进行遏制。

（二）

面向未来，如何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数字政府，进而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已经成为一个重要

课题。“十四五”时期，我们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壮大经济发展

新引擎。

补短板与铸长板并重。既要在数字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发力，突破芯片、操

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基础性技术瓶颈，减少我们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又要紧

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争取在颠覆性科技创新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部分领域实现全球领先。

消费端与产业端并重。需继续发展面向终端消费者的消费互联网，这既是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是实现消费需求与产业生产互联互通的重要

一环。与此同时，要大力推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更多新的大型高科技企业。

自主可控与对外开放并重。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的条件下，确保我国

供应链顺畅运行、产业链平稳发展是一项重要任务。对此，一方面要实现关键

数字技术的自主可控，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和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生产、创造优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并将其提供给全球客户，力争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效率效益与包容普惠并重。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继续

保持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其强大的赋能作用，带动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提

升，也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关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关注困难群众的数字生活需要，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惠及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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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与制度优势并重。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具有

高度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大量试错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我国数字经济的高速

增长主要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同时，也要重视用好我国的制度优

势，在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技术上集中力量攻关，加快实现技术突

破。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要加快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激发微观

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防范大型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同时也要发挥产业

政策的积极作用，对数字领域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卡脖子”

技术的突破等予以重点支持。

（三）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强

调“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我们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特别是要加大政府对数字经济领域基础科学、

产业共性技术以及“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更多关注基础研究。

二是加快推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推动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领军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加快数字经济领域术语、新技术和数据格式、

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尽快形成业界共识，实现兼容和互联

互通。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工作，推动更多中国技术标准成为

国际标准。

三是支持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改革科技成果管理体制，使科研人员能够更

好分享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增强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借鉴国际上

比较成熟的经验，通过国家重大工程等为新技术的工程化创造早期市场；通过

政府采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数字科技的大规模产业化提供市场支持，加

快技术迭代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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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促进数据开放连接共享。研究制定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制度规范，推动

企业登记、交通、气象、信用评价等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共数据向企业开放以

及各地区各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推动制定数据权利归属、数据交易等相关制度，

建立数据交易市场，鼓励企业间的数据连接与交易共享。

五是完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着眼于

促进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等方面，加快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

立法工作，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

（来源：经济日报 李晓华 2021 年 08 月 19 日）

新华社：“新基建”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作为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的板块之一，2021 网上丝绸之路大会数

字新基建与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论坛20日在宁夏银川市举办。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以 5G、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全面提速，为我国数字经济提质增效

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合作空间。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已经具备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信息化发展局局长王崧在论坛视频致辞中说。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

网络和 4G 网络；5G 网络建设速度和规模位居全球第一，5G 独立组网率先实现

规模商用；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 5169 万公里；光纤宽带正全面从百兆向千兆

升级；建成全球最大的窄带物联网（NB-IoT）网络，移动物联网连接数达到 11.5

亿……

“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正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抓手。”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志成认为，新基建的本质是利用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兴信息化技术赋能和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传统经济模

式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数字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说，传统基建显著提高商业流通的效率，进一步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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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活动。而新基建铺设了“信息能源高速公路”，搭建了企业信息化、

数字化的基础工程，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带动产业实现转型

升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副主任李毅锴说，以北斗导航系统

的应用推广为例，目前北斗系统在印度尼西亚土地确权、科威特建筑施工、缅

甸精准农业、马尔代夫海上打桩、泰国仓储物流、巴基斯坦机场授时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北斗高精度产品出口 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共建共享网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和前提。与会嘉

宾建议，我国应积极融入全球数字技术发展体系，深化与各国在 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制定数字领域的国际标准。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8 月 23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中国服贸续写逆势增长篇章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3774.4 亿

元，同比增长 6.7%。其中，服务出口 11284.9 亿元，增长 23.6%;进口 12489.5

亿元，下降 5%。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28.6 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70%至 1204.6 亿元，同比减少 2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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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

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逆差不断收

窄，进出口结构更趋均衡。可以说，我国服务贸易已实现复苏，走上加速发展

的快车道。

传统服贸恢复动能。以 6月当月数据为例，该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392

亿元，同比增长 22.5%，环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 2165.5 亿元，同比增长

41.1%，环比增长 30.8%，运输服务出口增幅高达 91.3%;进口 2226.5 亿元，同

比增长 8.6%，环比增长 7.1%。增长最快领域是建筑服务，增幅为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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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服务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紧密相关，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投资

合作平稳有序开展，加之国家出台政策促进对外设计咨询等领域服务高质量发

展，助力我国建筑服务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郑伟说。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1-6 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1060.7

亿元，增长 13.5%，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46.5%，提升 2.8 个百分点。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6038.3 亿元，增长 17.7%，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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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27.1%、2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5022.4 亿元，增

长 8.8%，占服务进口总额的 40.2%;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

使用费，分别增长 25.6%和 14.2%。

郑伟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比持续提高表明，一方面我国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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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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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有望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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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旅行服务继续下行。商务部

统计数据显示，1-6 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3637.9 亿元，下降 34.8%，其中

出口下降 39.8%，进口下降 34.2%。

郑伟分析，这是因为旅行服务涉及到人员的跨境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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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项下产生的服务贸易大幅缩减。

剔除旅行服务，2021 年 1-6 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20.6%，其中出口增长

28.3%，进口增长 12.7%。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增长 23.2%，其中出

口增长 33%，进口增长 13.3%。

对于下半年我国服贸发展走势，郑伟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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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疫情阴霾，回归快速发展轨道。下半年，预计服务出口有望持续增长，服

务进口大概率继续下行，服贸逆差将进一步收窄。从行业看，传统服务贸易方

面，运输、建筑服务有望持续恢复增长动能，若疫情仍继续蔓延，旅行服务仍

将处在下行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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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及国家数字、文化、中医药服务

出口基地等平台载体建设不断深入，我国服务贸易有望形成既有协同又突出特

色的发展格局。

（来源： 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08 月 23 日）

贵阳日报：多措并举 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8 月 16 日，记者从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商务局）获悉，该局以高新区获

批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为契机，积极落实政策保障、增强服务力度，全力以

赴、多措并举，推进全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据悉，今年上半年，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商务局）共计新增入统服务贸

易企业（外包）企业 10家。通过制定服务外包企业走访计划，该局以规上大数

据服务企业为目标，主动深入企业上门服务，协调解决存在困难，摸清企业主

要经营业务，积极挖掘服务外包企业入统商务部直报系统。并加快推动服务贸

易企业向 RCEP 成员国及印度、赞比亚等“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信息技术、业务

流程、知识流程等领域离岸外包，不断壮大服务外包企业市场主体。

该局还主动为 30 余家企业进行宣讲和培训，航天云网、电商云分别申请并

通过 CMMI2、CMMI5 技术成熟度认证；引导电建贵阳院、交勘院等服务出口企业

扩大在越南、赞比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工程设计、建设等服务业务；引导

谦行传媒、航天云网承接日本的动漫制造业务及开展与德国的科技研发合作，

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围绕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该局主动帮助电建贵阳院、交勘院、动视云等企

业就服务外包执行额、国际资质认证、会展补贴等方面申请政策扶持，推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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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贵阳院、交勘院、赋动字节等服务贸易企业“走出去”发展。2021 年上半年，

协助电建院、交勘院、航天云网等 7 家服务贸易（外包）企业围绕离岸服务外

包执行额、企业国际资质认证等方面申请省级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295

万元，不断增强服务外包企业发展信心。

此外，今年以来，该局还组织 16家企业参加 2021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高端对话，借助国际平台促成国际贸易业务合作，服务外

包企业国际市场不断扩大。

（来源：贵阳日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国际商报：从“科技兴贸”迈向“数字强贸”

《“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首次提出要推动“数字强贸”。《规划》明

确，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服务贸易数字

化进程，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数

字强贸”。中国从上世纪 90年代提出“科技兴贸”，到现在提出“数字强贸”，

其中传递出怎样的信息？中国应当如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速打造贸易

强国？本报特邀业内专家共同探讨上述热点问题。

专家圆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桑百川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王晓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副主任 苏庆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李 俊

1.如何理解“数字强贸”，与以前提出的“科技兴贸”有何关系？

桑百川：“数字强贸”，顾名思义是要发挥数据信息作为新生产要素的重

要作用，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外贸发

展效率，进一步增强中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十四五”期间，中国努力推进

贸易数字化，建立数字贸易强国，数字化将为货物贸易带来巨大增长潜力。

“数字强贸”与“科技兴贸”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科技兴贸”主要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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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外贸产

品的附加值，对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强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智能化、数字化恰恰是技术变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实施数字贸易强国战略，更准确地抓住了当前技术变革的方向，通过智能

化、数字化贸易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为

进一步提升贸易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数字强贸”将推动从产业

到贸易乃至消费终端全链条的数字技术升级，将在“科技兴贸”基础上提高贸

易供给效率，增强贸易国际竞争力。

苏庆义：“数字强贸”是“科技兴贸”的传承和深化。“数字强贸”建立

在“科技兴贸”的基础上。“科技兴贸”重视科技对外贸的推动作用，同时提

升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要求把外贸做大做强。“数字强贸”则强

调数字经济的作用，是在做大外贸的基础上突出做强。一方面，“数字强贸”

反映了当今世界科技的重要特征是数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强贸”不

仅局限于高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传统产品都可以应用数字技

术做优做强。

王晓红：全球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叠加大幅提升了贸易

数字化水平，加速了数字经济强势崛起。世界正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为中

国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数字强贸提供了机遇。数字技术引领、数字驱动、数字

赋能是未来全球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数字技术正在向产业、贸易和公共服务等

领域融合渗透，产业和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也是决定未来产业兴

衰和企业生存的关键。“数字强贸”正是基于数字经济时代这一背景提出的，

强调数字驱动对提升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实

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中国持续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捕捉了当时高新技术发展和产

业变革之机遇，推动中国外贸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自主品牌的能力，

国际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为中国成为贸易大国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今，顺应科技发展大潮，中国适时提出“数字强贸”，可以说是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23 日 • 总第 082 期 | 17

新一轮以数字驱动的“科技兴贸”，必将为中国加速建成贸易强国发挥强劲动

能。

李 俊：“数字强贸”与“科技兴贸”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

是两者的内涵和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强贸”是“科技兴

贸”在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二是“数字强贸”是

“科技兴贸”的升级版，是从更大的视角来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具体来说，一

方面，“科技兴贸”更多关注产品本身，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而“数

字强贸”不仅要看到生产环节的数字化、高科技化，更要关注整个贸易链条和

贸易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比如大数据营销、电子口岸、数字化通关等；另

一方面，“数字强贸”不仅强调货物贸易领域的科技含量和数字化转型，也包

括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未来，我们在

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数字化为贸易强国建设带来的机遇。

2.从全球来看，中国为什么要提出“数字强贸”，数字化将给中国贸易强

国建设带来哪些机遇？

苏庆义：从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和全

球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

的重要性大大提升。这正是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未来竞争的主要领域之

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也正处于激烈争夺中。推动“数字强

贸”有助于中国抢占国际竞争新兴领域的制高点，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也有助于中国在实践中参与和主导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

王晓红：从全球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加速推进贸易

数字化，全球对数字贸易规则的抢夺日益激烈。中国数字经济创新活跃，新基

建大力推进，市场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和较强优势。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无论是迈向贸易强国，还是加速抢

占数字贸易高地，都刻不容缓。

数字化有利于加速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知识、数据、服务等要素流动，

不断拓展服务可贸易边界并扩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通过各类数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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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贸易和服务平台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稳定发展，推

动创新的效率提升、技术扩散与开放合作。“数字强贸”一方面可以让货物贸

易降本增效，创造更多新增长点，提升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与服务

贸易加速融合，增强中国外贸的整体竞争力，加速打造贸易强国。

桑百川：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之后，面临着进一步建设贸易强国的艰巨

任务，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需要全面提升贸易质量和效率。根据新一轮技术

革命的特点，把握经济技术变革的方向，加速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将成为必

由之路。

贸易数字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机遇，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

贸易等发展过程中具有领先地位，应进一步利用数字赋能外贸、数字赋能经济，

使数字技术在外贸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李 俊：“数字强贸”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

易国的地位日渐巩固，下一步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在当前背景下，中国数字

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科技正向各领域渗透。就外贸领域而言，数字经济可

以赋能各个环节，推动生产变革、产品变革、营销变革等。在此背景下，中国

只有顺应数字科技的发展，才能更好实现贸易强国目标。

数字化给贸易强国建设带来巨大机遇。一是拓宽和提升了货物贸易的内容，

比如受益于数字技术，高端智能设备等大量机电产品出口增加，将提升外贸竞

争力和附加值。二是帮助外贸降本增效，增强竞争力，比如跨境电商已经形成

全球竞争优势，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数字展览、大数据营销、无

纸化通关等贸易环节的数字化发展潜力巨大，将为相关产业带来机遇。三是服

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巨大机遇，数字化赋能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服务

贸易的加速发展也将提升货物贸易的质量和水平，为贸易高质量发展带来无限

空间。

3.中国应如何更好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快推进“数字强贸”？

王晓红：一是全面提升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能力，提升货物贸

易数字化水平。突破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底层架构等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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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数字技术领域国家战略规划、科技专项和标准制定。做大做强跨境电商等新

业态，推动跨境电商由单纯货物贸易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全链条

转型升级，尤其要发挥龙头电商平台企业在构建数字外贸生态链中的作用，为

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服务便利。加强跨境电商国际规则对接。

二是全面推动产业、贸易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5G、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制造业、采矿业、服务业、农业以及医疗、教

育、文化、体育、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融合渗透，不断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水平。

三是提升服务贸易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服务，远程医疗、教育、

文化娱乐、专业咨询等数字内容服务，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

四是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探索高水平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积极参与数字贸

易国际规则制定是中国在未来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的关

键，也将对自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五是以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为引领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提高与“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水平。

六是有机统筹开放与安全。当前，数据已成为核心战略资源和参与国际竞

争的关键要素。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数据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位置。

李 俊：从政府层面来看，其主要为数字化贸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一方

面，政府行政事项和公共服务可以率先实现数字化，深入推动数字化通关，精

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引导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政府可以

大量开展适应数字时代的电子认证、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等，并与更多国家开

展互认，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快贸易的数字化进程。

从企业层面来说，一要通过数字科技的创新推动产品的创新；二要鼓励企

业运用数字科技来创造更多高科技、智能型新产品和新服务，进而提升企业竞

争力；三要运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苏庆义：政府应主要定位于更好满足外贸企业需求，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

帮助，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比如，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方面提供研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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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业更好地应用数字经济，继续推动贸易便利化等。外贸企业则应转变观

念，积极抢抓数字强贸机遇。比如，在生产、出口等方面运用数字经济手段提

升生产经营效率和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重视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同

时，加大国际合作力度，联合外国企业共同推进“数字强贸”。

桑百川：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建设数字贸易强国，关键在于加快传统产业

数字化步伐，实施生产以及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字产业集群，通过数字技术激发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推动新旧外

贸动能的转换。外贸企业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更好地掌握国

际市场的变化，持续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有效组织出口和进口，使得供求更契

合消费者的需要，推动外贸效率进一步提升。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08 月 18 日）

2021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示“中国建造”实力

9 月 2日至 9月 7 日，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

将在北京举办。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作为八个专题展之一，今年工

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将于 9 月 3 日—7 日首次独立亮相首钢园区，在 4800 平

米展区展示“中国建造”技术实力与服务能力。

4800 平米展区展示“中国建造”实力

2020 年，建筑服务专题首次亮相服贸会，带动了 303 亿元签约额。今年，由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工程

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首次作为独立专题亮相首钢园区。将在 4800 平米的单独展

馆设置行业综合展、智能装备体验区和企业展。

行业综合展区按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建设创新技术与“一带一路”工程建

设信息技术三个主题进行展览展示，旨在向世界展示国际领先的工程咨询服务

与管理模式、建造技术与设备、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及智慧工地建设创新核心

技术、智能集成系统、高性能绿色建材等优秀成果与案例。

企业展区为参展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发展与工程建设服务能力的展示平台，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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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业多方拓展商机，为世界了解中国建造、中国质量提供窗口，打造“中国

建造”品牌。

智能装备体验区主要展示先进的建造设备、智能装备等设备与装备，人工智

能、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居、绿色生态家居、智慧园区等城市综合治

理各个领域的开放式互动体验区，具象化全方位展示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领域

的科技创新发展历程与成果。

专题论坛、工程咨询满足建造服务需求

专题论坛方面，2021 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论坛以“智慧建造、

绿色发展”为主题，邀请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及

英国建筑研究院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举办 2 场“智慧建造与绿色发展高峰

论坛”，共话“建筑未来”。同时，论坛现场还将组织贸易签约仪式。

参展企业方面，中国建筑、中国中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世界 500 强及

行业领军企业将携其国际领先的科技创新实力和高水平服务理念，向参观者展

示其高超的工程建筑综合服务能力。

此外，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和众多建

筑相关企业，以及二百余家相关单位也将共聚一堂，为行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

一探超级工程的建造奥秘

于参观者而言，2021 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区还是一次深入体

验建筑工程魅力的新奇之旅。据介绍，今年展馆内将构建成一个充满科技感的

智能硬件体验区，通过大屏、沙盘、实体模型和智能装备，为体验者带来一场

的身临其境的数字建造体验之旅。

在整个建筑专题展馆，将呈现近年来城市更新改造、生态环境修复、冬奥工

程、“一带一路”工程等多类型的优秀案例，让参观者能够深入了解新时代下

建筑工程的建造奥秘。

同时，参观者还能在会场亲身体验建筑机器人、扩展现实可穿戴装置等先进

设备，并配合光影互动等数字手段，一探超级工程的建造奥秘。此外，智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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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装备的仿真模型、拼装 3D打印的建筑机房也将现身展区，参观者还能通过各

种互动触控设备进行建筑知识的学习等。

据悉，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服贸会已发展成为国

际服务贸易领域传播理念、衔接供需、共享商机、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

服贸会分为综合展和专题展。专题展位于首钢园区，主要有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

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等 8 个专题展。将重点展示各个领域在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成果。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08 月 23 日）

经济参考报：加紧“抢货” 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指标创新高

世界贸易组织（WTO）18 日表示，其全球货物贸易指标创历史新高。在确认

贸易复苏强劲的同时，该组织也警告新冠肺炎疫情仍将威胁贸易复苏前景。

世贸组织指出，其货物贸易指标上升至 110.4 点，是 2016 年 7 月首次发布

该指标以来的最高，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 20点。

世贸组织在其网站上表示，贸易指标上升既反映了当前贸易扩张的力度，

也反映了 2020 年疫情冲击的深度。该组织补充说，世界贸易的前景仍被下行风

险阴霾所笼罩。世贸组织提到，疫情持续对贸易前景构成最大威胁。

世贸组织 2016 年 7月首次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过采集主要经济体的

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供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

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的国际贸易信息。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

制规则，数值 100 为其基准点。如果某一次指数为 100，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

长符合中期趋势预期。指数大于 100 表示该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

平，反之则显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此轮全球贸易的强劲复苏离不开各国在逐步解除经济封锁措施的背景下，

加紧“抢货”补充市场，以满足被压抑的需求。

根据信贷保险公司裕利安宜的研究结果，疫情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导致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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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全球各大公司竞相在世界各地进行采购。

裕利安宜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分管负责人罗恩·霍夫表示，目前全球

贸易中的抢购热潮最为激烈。美国在商品采购方面领先于欧洲国家，部分原因

在于其经济提前重新开放。他还称，各地的公司都在急忙填补库存，但鉴于供

应链，尤其是货船持续短缺状态，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成功仍不确定。同时，价

格以及全球贸易成本正迅速上升至新高。

裕利安宜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将在去年收缩 8%后

增长约 7.7%。由于价格大幅上涨，交易额预计会在 2020 年收缩 9.9%之后，实

现约 15.9%的增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8 月 200 日）

经济日报：跨境电商持续发力领跑外贸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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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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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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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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日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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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亚马逊封店会波及跨境电商展？

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据麦肯锡咨询《中国消费者报告 2021》

披露，目前中国的跨境电商交易量已占全球的 45%。电商数据公司 Marketplace

的研究报告显示，亚马逊的中国头部卖家在 2020 年底达到了 42%，整体销售额

占比居第二，仅次于美国。

上述数据是 2020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 1.69 万亿元规模的重要组成

部分。然而，4 月底，该行业遭遇了最大困境，即亚马逊封店潮。

今年 4 月底以来，全球零售巨头亚马逊利用《卖家行为准则》等格式条款，

对其平台上的 5 万多中国卖家进行封店行动，很多主营跨境电商的中国企业受

到了重大影响。其封号的原因主要有“不当使用评论功能”“向消费者索取虚

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等。

针对这一现象，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王馨表示，根据被封店的卖

家反映，其被封店的原因多是“违反平台规则”，主要就是涉嫌所谓测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卖家随商品放置小卡片向客户索取好评，这是关停账号的主要事

由。

7 月 22 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亚马逊

近期对一些中国企业进行封号的问题时表示，由于各国法律、文化、商业习惯

不同，企业在出海时也会碰到各种风险与挑战。

深圳电商行业在此次封店潮中受损最大。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深圳海关监管跨境电商货物货值过千亿元，已超去年全年总量，继续领跑全国。

深圳作为中国 13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排名首位的城市，拥有全国近 30%的跨

境电商卖家和 80%的跨境平台、服务商。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深圳电商卖家也

是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

根据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统计显示，深圳市约有20万家跨境电商企业，

两个多月时间里超过 5 万个中国卖家在亚马逊平台上被封店，已造成行业损失

金额预估超千亿元。

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位于深圳的跨境电商“有棵树”，其 340 个站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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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1.3 亿元资金被冻结。

8 月 13 日，深圳市商务局在福田区组织召开了“跨境电商企业座谈会”，

就近期亚马逊卖家“封店”事件听取相关深圳企业的汇报，为进一步制定解决

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为此，有业界人士担忧，亚马逊封店潮会累及跨境电商展吗？毋庸置疑，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催生了大批衍生服务业，包括物流、支付、快递、海

外仓、营销咨询等细分领域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受益的还有以跨境

电商为主题的多个展览会和众多的论坛、培训、路演等活动。

据会展 BEN 的信息显示，自今年 3月在福州举办的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中

国跨交会）起，各地跨境电商题材的展会此起彼伏，成为展会新亮点。据不完

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有 21个跨境电商展会，按原计划 7 月有 4 个，8 月

有 4 个，9月有 3 个，举办地集中在广州、深圳、福州、厦门、上海和杭州，特

别是广州、深圳两地的展会最为密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竞争相当激烈。

“亚马逊封店事件对广东省的跨境电商展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深圳举办

的跨境电商展项目。”一位不愿具名的跨境电商展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其中此

次封店事件中深圳受影响比较大的企业可能会缩减展位面积、减少参展营销预

算，特别是那些被禁售关闭店铺和涉嫌冻结资金较多的企业。

与部分受封店影响的参展商截然不同的是众多电商及其供应商，他们急于

了解政策、平台新规则和各类服务，因此观展的热情反提高了。

在上述跨境电商展主办方负责人看来，越是困难时期，电商企业的营销愿

望就越要加强，积极寻找新渠道以拓展业务。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封店事件后，试图与亚马逊抢食的竞争平台将会加

大包括参加跨境电商展在内的推广力度。如谷歌、脸书等看到亚马逊卖家转型

独立站的趋势，谷歌推出“封号拯救计划”，帮助被封卖家扫清独立站障碍。

独立站热潮掀起，一场新的“亚马逊卖家争夺”大战拉开序幕，也就意味着跨

境电商展将获得另一波参展企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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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各地商务、贸促系统十分注重对跨境电商的支持。8 月 5日，

深圳市商务局发出通知，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应用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业务，对符合条件且评审通过的每个项目给予 200 万元资助。

6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措施，推动

外贸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会议作出的四大部署第一条就是“完善跨境电商

发展支持政策、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范围”。

国家鼓励，政策加持，各地商务、贸促系统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企业需求

大，这些都是举办跨境电商交易会、展会的良好基础。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中国贸易报：高质量建设现代商贸物流体系

近日，商务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下称《计划》）。根据《计划》，到 2025 年，我国将初

步建立畅通高效、协同共享、标准规范、智能绿色、融合开放的现代商贸物流

体系，培育一批有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商贸物流企业，商贸物流标准化、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商贸物流网络更加健全，区域物流一

体化加快推进，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商贸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商贸服务业和国际贸易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

据了解，针对我国商贸物流领域的短板和不足，《计划》提出优化商贸物

流网络布局、建设城乡高效配送体系、促进区域商贸物流一体化、提升商贸物

流标准化水平、发展商贸物流新业态新模式等 12项重点任务。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计划》的

出台将助力加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助

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刘向东认为，《计划》旨在提升商贸物流的现代化水平，推动降本增效，

在适应消费升级需要和扩大消费方面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建设城乡高效

配送体系、促进区域商贸物流一体化、建设国际物流网络，有效促进健全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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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的市场机制，释放有效需求潜力。通过积极发展商贸物流新业态新模式，

能有效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提高供需对接的组织效率，满足个性化、多样化

的需求。通过加快推广商贸物流应用技术标准，能有效助力建设高标准统一大

市场，增强国内供给对升级类消费需求的适配性，能增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

购买力。通过培育有竞争力和影响力市场主体，能够提升国内市场的吸引力，

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促进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以菜鸟网络

为例，目前，该公司的全球物流网络已经服务了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能为大

品牌和中小卖家提供不同的跨境物流方案。

菜鸟网络公众沟通与市场部总监陈良军告诉记者，目前菜鸟网络已在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物流枢纽，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杭州和香港、马来西亚的

吉隆坡、比利时的列日、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同时，菜鸟网络还与合作伙伴

共同运营海运、陆运和空运线路，在海外重点市场建立有区域服务能力的本地

化物流网络，包括海外仓库、海外卡车班列、海外自提柜等。截至 2020 年，菜

鸟运营的跨境运输专线超过 1800 条，跨境仓库超过 230 个，月均使用航空货机

超过 200 架次。2021 年 3 月，菜鸟日均处理的跨境包裹超过 500 万个。

此外，菜鸟网络也在不断优化国内末端配送网点，健全农村商贸服务和物

流配送，努力提升商贸物流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支持商贸物流绿色化和

再生资源回收等专业化发展。

据悉，2020 年，菜鸟网络的物流技术开始服务海外客户，帮助东南亚电商

平台与快递企业进行系统改造和对接。

对于《计划》的发布，陈良军表示，商贸物流属产业物流，是商品流通的

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中提到的“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城

乡配送、综合物流、国际货运代理、供应链服务”等领域发展，与菜鸟近年来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社区服务、全球物流、智慧供应链等领域努力建立和开

拓新赛道的理念与做法相当契合。

在陈良军看来，专业化的物流服务能力仍是物流业发展的瓶颈，这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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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物流和商流、信息流不协调导致的，商贸物流一体化能有效改善这种

状况。“《计划》的发布对物流行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方向，比如建

设城乡高效配送体系、推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商贸物流新业态新模式、

提升供应链物流管理水平等等，这些也恰恰是当前物流行业必须抓住的新机

遇。”

“接下来，菜鸟将进一步通过对物流要素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创新，为全球

客户（包括消费者、商家、物流合作伙伴等）提供便捷、多样化的供应链解决

方案和优质的物流服务体验，并从消费供应链向产业供应链延伸，全方位服务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产业竞争力。这也将有助于

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陈良军说。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7 日）

人民日报：深化经贸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

8 月 19 日至 22 日，第五届中阿博览会将在宁夏银川市举办。“深化经贸合

作、共建‘一带一路’”，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在宁夏这片开放的热土。

2016 年 1 月，在阿盟总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阿博览会已成为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

2020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重大机遇，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

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奋力赋予中阿经贸合作平台新内涵，谋求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高

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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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中阿经贸论坛成立至 2019 年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召开，中阿博览

会已走过 10年的发展历程，为推动中阿经贸合作、加快宁夏对外开放作出了积

极贡献。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聚焦经贸合作”，10 年的努力和实践，中阿博览会

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际性博览会，丰富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

合作的内涵，搭建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2019 年 4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指出，在打造共商国际化平台与载体

方面，中国举办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大型展会，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

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阿博览会这一盛会，反映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整体经济关系的良好发

展势头。”在第四届中阿博览会上，黎巴嫩经贸部部长拉伊德·胡里这样说道：

“相信这样的盛会必定会为共建‘一带一路’搭建独特的平台，为黎巴嫩和中

国打开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今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

部长钱克明表示，中阿发展阶段衔接、理念思路契合、经济结构互补，共建“一

带一路”、深化经贸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在新形势下，我们对办好中阿博览

会，推动中阿经贸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充满信心。

“目前，中阿博览会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五通’的总体框架下，聚焦经贸合作，致力推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贸

易投资、产能合作、技术合作、卫生健康、绿色发展等领域共同发展。”宁夏

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厅长徐晓平说。

中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深入开展经贸合作，是中阿博览会的重要使命。

前四届中阿博览会，共有 112 个国家和地区，21 位中外政要，283 位中外

部长级嘉宾，5000 多家国内外企业，4 万多名国内外嘉宾参会参展。累计签订

经贸合作项目 936 个，签约项目涉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能源化工、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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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旅游合作等

多个领域。

中阿博览会积极承办了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第七届中阿企业家大会、第

四届中阿友好大会、第三届中阿能源合作大会等重要活动，发布了凝聚各方共

识的《银川宣言》，深化和巩固了中阿传统友谊，就深化能源等领域友好合作

达成共识。

“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高质量产品在中阿博览会上亮相，既体现出国

际市场需要，更体现出中东地区和中国市场需求。基于此，我一直鼓励阿拉伯

国家的商会和企业参与到这一贸易合作和经验交流中来。”曾参加过两届中阿

博览会的中东“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瓦尔·亚森如是说。

2016 年 1 月，中方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充分利用

中阿博览会等会展活动平台，促进中阿双方政府和企业间的互访和交流。利用

中阿技术转移中心，构建覆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体化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第五届中阿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地。2020 年，中阿贸易额

为 2398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 1231 亿美元。

近年来，中阿双向投资亮点纷呈，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

投资存量 201 亿美元，阿拉伯国家来华投资累计 38亿美元，双向投资涵盖油气、

建筑、制造、物流、电力等众多领域。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阿联酋哈利法

港二期集装箱码头等一批重大投资项目成为推动新时期中阿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的标志性工程。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以中阿博览会为契机，宁夏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内陆开放型经济

发展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3 年至 2020 年，宁夏累计分别实现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对外直

接投资 297.74 亿美元、17.14 亿美元和 43.7 亿美元，年均增速分别为 3.5%、

10.8%和 12.7%，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实现进出口总额、实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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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 93.4 亿美元、1.09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

立足产业特色和比较优势，宁夏以重点项目为抓手，以境外产业园区为支

撑，促进对外投资与贸易联动发展，不断推动优势产业、优秀企业、优质产品

“走出去”。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经与 187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交流合作，在 35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56 家企业。银川经开区联合广州经开区与沙特方面合作，

正在建设中国—沙特（吉赞）产业园。宁夏交建联合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集团下属企业，正在毛里塔尼亚建设中毛海洋综合产业园。

通过举办中阿博览会，宁夏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商事调解中心秘书处等

一批中阿多双边合作机构落户宁夏，依托阿方所在国相关机构，相继建立了阿

盟、沙特、约旦等 8 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对提升宁夏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与阿拉伯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技术和经贸领域建

立了密切联系，在粮食种植、畜牧养殖、园艺栽培、葡萄种植等多个领域实施

合作项目，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改善生活状况、消除饥饿贫困做

出有益尝试。”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滑志敏说。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 0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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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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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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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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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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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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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报告显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一季度经济复苏强劲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下属经济研究机构政策支持处 17日发布报告说，2021

年第一季度，APEC 成员经济增长 6.1%，复苏势头强劲。

报告指出，多重因素导致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亮眼，包括去年同期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下经济萎缩造成的低基数效应、政府加大支出应对疫情和消费需求回

暖等。

数据显示，一季度 APEC 地区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6.8%，进口增长 16.2%。不

过，由于边境封锁和旅游业疲软，当季服务贸易出口下降 12%，进口下降 15.2%。

此外，今年上半年该地区通胀率从 2020 年同期的 1.6%上升至 2.3%。

报告预计，今年 APEC 地区经济将增长 6.4%，略高于此前预期，全年通胀率

预计为 2%。

政策支持处负责人丹尼斯·休认为，经济复苏进程与新冠疫苗推广和接种率

息息相关，疫苗推广快、接种率高的经济体复苏更快更强劲。

该机构研究员雷娅·埃尔南多表示，多边合作是促进疫苗原材料和相关产品

跨境自由流动的关键，加强多边合作可大幅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尤

其是对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08 月 18 日）

中国贸易报：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快速增长

根据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 1至 7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721.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6.1%。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6.3%、

46.3%。中国香港、新加坡、卢森堡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1.9%、48.9%、64.2%

（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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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表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避风港”。一系列稳外资政

策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在华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热情不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和招商引资经历了

双向互动的过程。2020 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之

间相互投资也将加速。未来，伴随着 RCEP 的正式生效，各类非关税壁垒也将大

幅度减少。受此影响，东盟各国对华投资的热情持续不减。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研究人员郭姝君告诉记者，RCEP 的成功签

署对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具有非常积

极的意义。今年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成员对我国实际投资的

增长，展现出各国在促进双多边经贸领域合作方面的良好意愿。

郭姝君表示，产业合作正在成为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热门方向，其中又以服

务业最为引人关注。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7 月，我国服务业实际

使用外资 5355.7 亿元，同比增长 29.2%，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79.7%。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

增长 69.3%、49.2%、29.1%。

在刘英看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外企将投资的目光转

向中国，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能得到保证。“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的产业

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经济的区域化发展越发受到重视。推动区域的供应链实

现稳定、开放、高效，对于各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秉持‘一带

一路’倡议精神，在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设施联通的同时，也让各方在贸易和

投资领域的合作得以实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盟对华投资额为 56 亿美元。在东盟十国中，对

华实际投资额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新加坡(55.2 亿美元)、马来西亚(3987 万美

元)、泰国(3166 万美元)，同比增速排在前三位的是：越南(增长 130%)、新加

坡(增长 59.5%)、印度尼西亚(增长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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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刘英表示，东盟成员经济发展各有侧重。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中

心，金融市场发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复苏较好，可与中国在制造业和服

务业领域展开合作。越南与欧盟签有自贸协定，有助企业开拓相关市场。

稳外资政策不断发力

今年3月，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 22条具体举措。《通知》明确提出，制定自贸试验区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研究完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制度，放宽外

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资质条件、持股比例、持股锁定期等要求。此外，

商务部还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金融保障、实施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等稳

外资支持政策。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

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宗长青表示，上半年我国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为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商务部近期的问卷调查显示，68.6%的

外资企业对中央层面出台的稳外资政策表示十分满意，31.4%表示基本满意。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12.7%，经济复苏的态势总体稳固。当前，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十四五”期间，

我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地位。这些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增

长红利，共同吸引境外投资加速流入中国。

“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我国营造更好营商环境奠定了基础。随着市场

准入的持续放开，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来华外资企业有望在

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刘英说。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新华网：拉美经济复苏初显 中拉合作亮点频现

近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出现复苏势头，多个国际组织上调该地区今

年经济增长预期。专家认为，拉美经济复苏主要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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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速复工复产等因素推动，短期仍将受到疫情影响，长期则面临债务高企、

结构性问题等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中拉经贸合作亮点频现，成为拉美经济复

苏的重要动力。

复苏势头亮眼

在疫苗接种加速、复工复产逐步展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全球主要

经济体复苏等因素带动下，拉美地区近期复苏势头亮眼。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预测该地区今年经济将增长 5.2%，阿根廷、巴

西、墨西哥等多国经济增速有望超过 5%。

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得益于建筑、工业、贸易等

领域的恢复，阿根廷 5月份经济活动同比增长 13.6%。

受疫苗接种加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积极因素影响，巴西经济部近

日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5.3%和 2.51%，高于 5 月份预测的 3.5%和

2.5%。

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加夫列尔·约里奥日前表示，今年墨西哥经济预计将

增长 6%，较此前预测提高 0.7 个百分点。官方数据显示，6 月墨西哥商品出口

额为 4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

据秘鲁国家统计局估计，秘鲁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10%。秘鲁

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卡洛斯·阿基诺认为，以矿业为支柱的秘

鲁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铜价上涨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

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日前将该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9%。哥央行行

长罗德里戈·库韦罗·布雷利预测，该国几乎所有行业都将出现复苏。

长期挑战犹存

专家认为，拉美经济快速复苏势头能否持续有待观察，短期仍受到疫情威

胁，长期则面临债务高企、外资减少、经济结构单一等挑战。

随着多国放松疫情防控，变异毒株在拉美地区迅速传播，部分国家新增确

诊病例数激增。由于在新一波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青壮年群体，未来该地区

经济发展可能会受到劳动力紧缺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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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还进一步推升拉美地区债务水平。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表示，

拉美国家政府公共债务明显增长，2019 年到 2020 年间，债务占 GDP 比重上升约

10个百分点。

此外，拉美地区去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大幅降低。拉加经委会预计，今年

整个地区投资增速将远低于全球水平。

拉加经委会还指出，受疫情影响，拉美地区目前面临失业率飙升、贫困率

陡增等一系列问题，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单一问题也进一步恶化。

中拉合作抢眼

作为拉美多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在疫情下率先强劲恢复，为拉美

地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

今年上半年，中拉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6%，达到 2030 亿美元。拉加经

委会认为，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将成为未来推动拉美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巴西经济部长保罗·格德斯日前指出，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巴西对亚洲尤

其是中国的出口仍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巴西对华出口同比增长

37.8%。巴方预计，今年巴中双边贸易额或将超过 1200 亿美元。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为 2500.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8%；同期中国与智利双边贸易总额 1999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8.5%。

墨经济部长塔蒂亚娜·克洛铁尔表示，疫情下墨中双边贸易和投资逆势上

扬，充分体现了两国经贸关系巨大韧性和潜力。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强

大的海外投资能力，对墨实现经贸关系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利海关总署署长何塞·伊格纳西奥表示，智中双边贸易在疫情下增长迅

猛，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作为智利主要贸易伙伴的重要地位。

（来源：新华网 2021 年 08 月 19 日）

经济参考报：欧亚经济论坛聚焦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升级

在 18日召开的 2021 欧亚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表示， 2021 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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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将于今年 10月 18 日至 20 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陕西西安举办，

主题为“把握合作新机遇，开启发展新征程”。论坛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间的经贸合作升级，在高新科技、生态环保、产能合

作等领域深化合作。

据西安市市长李明远介绍，本届论坛在继续巩固传统对话机制的基础上，

新增工商领袖会议暨经贸合作洽谈会和航天、法律服务等分会，对话领域新增

上海合作组织人文合作、经贸洽谈、科技创新、应急管理等热点话题，内容板

块新增现代产业体系等特色板块，进一步扩大地方层面和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

促进各方充分交流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李明远表示，历经八届成功实践，欧亚经济论坛确立了以“依托上合组织、

服务‘一带一路’、促进地方发展”为宗旨，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目标

的独有的品牌特色。他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20周年，当前全球疫情

仍在持续演变，在这个特殊时间节点，如期举办 2021 欧亚经济论坛是积极把上

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的具体实

践。

欧亚经济论坛副秘书长王开文在会上表示，对标中国与东盟当前的区域经

贸规模，上合组织成员间经贸增长潜力巨大。当前上合组织成员间产业链合作

深度不够，是产业短板，合作力度有待加深，此次论坛可以成为成员间在此领

域交流对接的平台，以此激活成员间经贸潜力。

此外，组委会还将在论坛期间举办欧亚经济论坛经贸合作博览会暨中国（陕

西）进出口商品展，推动论坛形成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目前已有 18个国际展

团、33家企业签约参展，占总招展面积的 46%。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0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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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摘编 ——

IDC发布最新大数据支出指南: 2025年中国大数据总体市场规模将超

过 250亿美元

IDC 近日发布了《2021 年 V2 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IDC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新增了 2025 年预测，从技术、行业、企业

规模等维度发掘未来五年（2021-2025）全球大数据市场中的潜在机会，同时对

2020 年的市场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

大数据市场概览

根据IDC最新预测，全球大数据市场的IT投资规模有望在2025年超过3,500

亿美元，五年预测期内（2021-2025）实现约 12.8%的复合增长率（CAGR），较

上个预测周期有所上涨。其中，大数据服务将保持其主导地位，市场份额在 50%

左右，企业通过持续增加对服务的投资来应对智能化过程中的新挑战。

在全球疫情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总体保持恢复态势。今年是中国政府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

增速进一步提升。IDC 预测，中国大数据市场 2021 年整体规模超 110 亿美元，

且有望在 2025 年超过 250 亿美元，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五年预测期内，

中国终端用户对大数据硬件、软件、服务的支出分布相对平均——与美国等区

域不同，中国大数据市场的软件订阅制服务占比较低，本地部署及私有云模式

仍需要采购大量硬件设备。至 2025 年，硬件预计将吸收中国大数据市场约 40%

的投资规模，超过软件和服务，增长稳定；大数据软件市场占比将逐年提升，

2025 年超 30%的市场支出将流向软件，五年 CAGR 达到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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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子市场

IDC《2021 年 V2 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在技术维度（硬件、软件、服务）

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大数据子市场做出了细分。以增速较快的软件市场为例，2025

年占比最多的三个软件子市场分别为人工智能软件平台（AI Software

Platforms）、非关系分析数据存储（Nonrelational Analytic Data Stores）

及终端用户查询、报告和分析（End-User Query, Reporting, and Analysis

Tools）。IDC 预计，2021 年三者总和约占中国大数据软件市场的 48.4%，、并

在 2025 年提高至 58.8%。非关系分析数据存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tic

Tools）及搜索系统（Search Systems）有望成为中国三大热点子市场，增速较

快，五年 CAGR 均在 40%以上。

大数据行业应用

在 IDC《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持续追踪的 19个行业当中，IDC 预计，2025

年中国 55%以上的大数据 IT支出将来自于政府、通讯、制造及银行四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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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行业和区域的终端用户在内部的数字化能力存在差异，就增速而言，

保险、通讯、政府等行业展现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

大数据终端用户企业规模

同时，IDC《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将终端用户企业规模由上至下分为了五个区

间，从企业规模的维度对大数据支出情况做出进一步透视。其中，雇员超过 1,000

人的超大型企业在五年预测期内（2021-2025）占据了整个中国市场支出的 60%

以上。与体量较小的企业相比，大型及超大型企业数据多、业务多、信息化基

础好。同时为保持竞争优势，超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预算相对充裕，进

而带动了大数据支出需求。

IDC 中国新兴科技研究组分析师王丽萌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加速，政府、企业等终端用户正在广泛开展数字化转型，完善数据全生命周期

管理，运用大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提升管理决策水平、改善内外部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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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创新应用，中国大数据市场支出将在五年内稳定增长。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176321

IDC: 中国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寸积铢累，继往开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提升到战略发展层面，更多以云为基础

的数字化转型项目推动了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的在疫情后的加速回暖。IDC

《中国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份额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第三

方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预计在疫情得到有效缓解后，

在政策面和企业面等利好因素推动下，2020 年至 2025 年该市场服务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 40.6%，2025 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37. 4 亿美元。

从服务商市场份额上来看，经过疫情的考验以及面对政策面和企业面的利

好，埃森哲、中软国际、神州数码（含云角）、IBM、安畅网络、伟仕佳杰（含

云星）这前六大厂商共同占据将近 34%的市场份额，相比去年同期市场集中度

（30.4%）有所增加。

综合来看，2020 年中国云管理服务市场有如下特点：

疫情对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起到较大负面影响：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

大型云厂减缓拓展云管理服务生态的步伐，并着重加强行业深耕力度。另一方

面，在企业需求侧，疫情导致企业客户 IT服务和云服务预算紧缩，使得部分企

业客户，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客户原本准备投资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商的业务，转

向企业内部 IT部门独立完成。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以及“十四五”规划

的落地和企业“云优先”战略的实施，第三方云管理服务整体市场从 2020 年下

半年开始得到有效回暖。

多云/混合云、云原生、大数据需求推动云管理服务市场增长：为了加强企

业应对变化的敏捷性和灵活性，混合云架构的普及以及更多的企业开始选择云

原生改造以适应消费市场的加速变化，并且通过加强对大数据的使用和洞察，

来实现业务创新和加速增长。而产品侧，针对 To B 和 To G 市场，各大云厂也

通过升级自身的混合云整体能力，加强混合云的集成、迭代、运营、管理、安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08 月 23 日 • 总第 082 期 | 44

全等能力，丰富自身云原生的产品，加大市场渗透；在服务商侧，云管理服务

商更注重构建统一管理、统一运营、高效运维、统一监控、安全管理、优化成

本的云管理平台构建，但是云原生技术也对云管理服务商提出挑战。

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商服务能力不断衍进：2020 年更多企业的需求从单纯的

上云转换成为用云、用好云，进而赋能业务发展，更多企业的关注点向应用层

面和公司整体战略层面的转移，这就要求云管理服务商需要具备从客户上云前

整体项目规划咨询到部署、迁移、运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不少云管理服

务商已经开始探索并在积极拓展自己的服务能力，为更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

能。

零售、汽车、政府、金融行业客户需求明显：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消费端

环境，实现自身的敏捷转型，零售、汽车、金融行业加强了以云为基础的数字

化转型的力度，通过云原生技术构建企业敏捷架构，加快对外部变化的反应能

力，并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实现用数据驱动业务创新和发展；疫情促使政

府用云已由最初单纯提供虚拟化资源，向面向业务提供综合性服务支撑转变，

何进一步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如何精细化管理上云业务、如何提升使用质量促

使政府在积极加快上云脚步的同时，更注重对云原生、大数据的需求。一方面

政府自身业务在加速容器化和微服务化，提升自身敏捷性，另外一方面，政府

也通过云原生改造，规范政务应用开发，提升 ISV 的管理效率。

IDC 中国企业级研究部研究经理王澄玥表示，2020 年到来的疫情为持续保

持高增长态势的中国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降温，但是第三方云管理服务市场

依旧未来可期。一方面， “十四五” 规划中强调的智慧场景和智慧服务的的

落地以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将为云管理服务商的加速发展提供利好因素；

另一方面，企业 “云优先 “战略的实行在市场上也衍生出更多对高质量云服

务的迫切需求。以往简单的云产品部署、运维已经不能成为云管理服务商的竞

争优势，而更具增值价值的云全生命周期服务将成为企业选择以云为基础的数

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的落地实践。强化咨询能力，提升混合云、云原生、大数据

的技术实力将帮助云管理服务商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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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166221

Global Spending on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olutions Will Reach
$215.7 Billion in 2021, According to a New IDC Spending Guide

Worldwide spending on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BDA) solutions is

forecast to reach $215.7 billion this year, an increase of 10.1% over 2020, according

to a new update to the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The forecast also shows that BDA spending

will gain strength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s the global economy recover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for global BDA

spending over the 2021-2025 forecast period will be 12.8%.

"As executives seek solutions to enable better, faster decisions, we're seeing

relatively healthy BDA spending across all industries. Leveraging data for insights

into everything from internal business operations to the customer journey is top of

mind and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said Jessica Goepfert, program vice

president, Customer Insights and Analysis. "Firms in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dustry, for instance, are utilizing Big Data and analytics to support their 360-degree

customer and client management efforts, as well as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initiatives. Banks are using BDA solutions to improve customer onboarding while

simultaneously automating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detecting and preventing fraud.

Even slower moving industries like construction have started to fuel investments in

extended supply chain planning and interconnected and collaborative workspaces."

The industries currently making the largest investments in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olutions are banking, discrete manufacturin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mbined,

these three industries will account for one third of all BDA spending in 2021. The

next three industries – process manufactur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ederal/central government – will together deliver nearly $47 billion in spending this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https://www.idc.com/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445
https://www.idc.com/promo/customer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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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While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will see the fastest growth in BDA

spending over the five-year forecast, all but one of the 19 industries covered in the

Spending Guide are expected to deliver double-digit growth.

Over half of all BDA spending in 2021 will go toward services with IT servic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85 billion of the tot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making up the

remainder. The second largest segment of BDA spending this year will be software,

which will see investments totaling $82 billion. Almost half of this total will go to

three types of applications – End-User Query, Reporting, and Analysis Tools,

Relational Data Warehouses, and Nonrelational Analytic Data Stores – with the

remainder spread across the 13 remaining software categories. Software will also be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of BDA spending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15.1%.

"Unlike many other areas of the IT services market,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ervices continued to grow in 2020 as organizations relied on data insights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olutions to survive the COVID-19 pandemic," said Jennifer

Hamel, research manager, Analytics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on Services. "The next

phase of digital resiliency will spur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services to address both

lingering and new challenges related to enterprise intelligence initiatives."

On a geographic basi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market with more than

$110 billion in BDA spending this year. Japan and China are the next two largest

markets with BDA spending forecast to reach $12.4 billion and $11.9 billion,

respectively. The United Kingdom is the only other country expected to surpass $10

billion in BDA spending this year. Argentina is forecast to see the fastest growth in

BDA spending over the forecast period with a five-year CAGR of 21.2%. China's

CAGR of 20.1% will enable it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market by the end of the

forecast.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518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518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IDC_P3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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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wid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Spending Guide is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organizations assessing the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opportunity

by geography, industry, and company size. The Spending Guide provides subscribers

with revenue projections for 20 technology and service categories across 19

industries, five company size bands, and 53 countries. Unlike any other research in

the industry, the comprehensive Spending Guide was designed to help IT decision

makers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industry-specific scope and direction of big data and

business analytics opportunity today and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8165721

WTO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持续强劲复苏

世贸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 110.4。这是 2016 年 7 月

世贸组织推行这一指数以来的最高纪录。

https://www.idc.com/tracker/showproductinfo.jsp?containerId=IDC_P3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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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货物贸易晴雨表所有成分指数均高于预期，表明各行业货物贸易普遍

复苏。各成分指数中，涨幅最大的是航空货运（114.0）、集装箱运输（110.8）

和原材料（104.7）。

汽车产品指数（106.6）也在上升，尽管由于半导体的短缺，一些国家的汽

车生产和销售在 7 月出现了下降。这种短缺也反映在电子元件指数（112.4）的

小幅下降上。前瞻性的新出口订单指数（109.3）再次放缓，进一步表明复苏的

步伐在短期内可能会减速。

航空运输指数的上升反映了由于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大流行病

有关的旅行限制放宽，航空运输出现反弹。如果 COVID-19 变异毒株的扩散迫使

重新实施限制，该指数可能再次突然转为下降。

最新的晴雨表读数与世贸组织 3月 31 日的最新贸易预测大体一致，该预测

预计世界商品贸易量在 2020 年下降 5.3%之后，2021 年将增长 8%。

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全球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一季度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5.7%。根据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世贸组织预计第二季度货物贸易同比增幅加

大。同时，新冠肺炎依然是全球贸易前景的最大威胁，新的疫情或可轻易破坏

贸易复苏。

世贸组织货物贸易晴雨表是通过采集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货物

贸易的发展趋势和拐点提供早期信号。读数每季度更新一次，与服务贸易晴雨

表相配合发布。这一数值超过 100 时，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

低于 100 则表明低于预期。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9011.html

欧盟委员会：2021年夏季欧洲经济预测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21 年夏季欧洲经济预测”。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随

之而来的病毒控制措施的持续放松正在使欧洲逐渐恢复到大流行之前，并使欧

洲经济重新开始运转。

夏季中期预测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考虑到以下因素，重新评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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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前景：

经济活动不如年初预期的那样疲软，第一季度数据显示欧盟的经济活动仅

略有下降。

欧盟成员国正在迅速重新开放，这将更早地实现消费反弹。4月以来观察到

的流动性急剧增加，乐观的调查结果预示着私人消费强劲反弹。此外，数据显

示欧盟内部旅游业已经开始复苏，并将在第三季度继续这种趋势。

生产投入短缺和成本上升估计对某些制造业的影响超过了先前的预期，尽

管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

近期消费者通胀上升以及生产链不同环节价格压力进一步表明需要重新评

估通胀前景。国内外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生产瓶颈和需求旺盛等因素的

相互作用，给消费价格带来了上涨压力。

最近几个月的国家恢复计划预测整合大致证实了春季的评估。预计复苏和

恢复能力在预测范围内产生的经济影响将相当大，主要是通过更高的公共和私

人投资。

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来说，这些发展预期将推动今年春季经济增长超过预

期。预计欧盟经济将在第二季度强劲反弹，第三季度将加速，最后一季度将有

所放缓。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81739.html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金融运行报告（2021）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8.3%，增速同比提高 24.0 个百分点。一汽红旗新

能源汽车工厂等重大项目开工 建设，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718 公里。消费

需求加速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降幅逐季收窄，网络零售等新型消费模式

蓬勃兴起，网络零售额增长 19.2%。 受疫情冲击导致海外经济体需求走弱影响，

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7%，但中韩（长 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珲春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等陆续获批，中欧班列货运量增 长43.4%，通化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000

万吨，吉林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招商引 资逆势上扬，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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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二是产业转型积极推进，供给侧改 革成效显现。农业生产基本稳定。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5%，粮食产量连 续 8 年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工业

增长势头强劲。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

12.8%。新兴产业迅速成长，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户 1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主要包含 13 个专项规划，“一主”即《长

春经济圈规划》，还包括“双廊、 双带、双线、双通道、双基地、双协同”六

个规划，涵盖工业走廊建设、通道建设、城市协同发展等内容。 2 数同比增长

16.3%。服务业稳步复苏，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1%，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旅游业加速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明显，过剩产 能持续

压降，企业税费负担大幅下降。三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态环境 质量

持续改善。吉林省 1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吉 林

省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扎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纳入国

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 5 个方面 31 项具体指标全部完成，空气优良天数

比 例达到 89.8%，“吉林蓝”成为生活常态。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9761.html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2021上半年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

上半年我国银行理财市场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

截至 6月底，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到 25.8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7%。其中的净

值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占比近八成，为 20.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90 个百分

点。

根据《半年报》显示，2021 上半年共有 325 家银行机构和理财公司新发理

财产品，其中理财公司 20 家、大型银行 6 家、股份制银行 11 家、城商行 118

家、农村金融机构 155 家、外资银行 15家。

根据《半年报》显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理财产品净值化进程有序

推进，二、投资资产标准化程度持续提升，三、理财业务规范化转型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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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资产处置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保本型产品持续压降。

随着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渐成“主角”净值型理财产品持续高歌猛进。

2021 年底，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结束，净值化转型进入冲刺期，未来银行理财

将进一步探索和丰富理财产品线。

根据《半年报》显示，截至 6月底，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到 6137.73

万个，较年初增长 47.45%，同比增长 137.71%，其中个人投资者达到 6114.09

万人，较年初增加 1965.99 万人，机构投资者 23.64 万家，较产初增加 9.26 万

家。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9686.html

德勤咨询：中国建筑行业 2020年度回顾及未来展望

本报告通过对全球建筑行业的概况扫描，重点分析中国建筑行业 2020 年度

的发展及未来的展望，帮助您了解和评估未来几年中国建筑行业的相关挑战和

机遇。2020 年，全球前 100 名的建筑企业销售总额增长 3.7%，而市值减少 7.4%。

从中国建筑行业相关企业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关注到“国际化”和“多

元化”是中国建筑企业的两个关键词。

报告对10家中国主要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和侧重领域进行了整

体分析。除此之外，公募 REITs 的正式出台对于建筑行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十四五”时期重视生态文明的新发展格局下，建筑行业何去何从？在实现

“双碳目标”的愿景下，中国建筑业如何实现减排并推动多产业、全价值链绿

色发展？

全球建筑行业概览

全球建筑行业上市公司排名

全球建筑企业 100 强企业 2020 年取得的总收入金额为 1.51 万亿美元，较

2019 年增加 3.7%。按地理区域分类，收入最高的公司来自中国、欧洲(尤其是

法国和西班牙)、日本、美国及韩国。像往年一样，中国建筑集团，其于 2020

年报告的收入约为 2,340 亿美元，引领榜首。第二、三名则由中国中铁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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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包揽，约占全球建筑 100 强总收入的 34%。

市值排名前 30的全球建筑企业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建筑企业市值总体下降 6%。前

30 强中，中国及日本企业较 2019 年呈现明显萎缩，总市值分别下跌 16%和 14%。

2020 年，在全球建筑 30强中，按销售额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的市值均出现下跌。

2021 年以来，建筑企业市值保持稳定，中国主要的建筑企业市值未出现明显反

弹。

中国建筑企业近年发展趋势

国际化业务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西方主要经济体对外政策失衡的冲击影响下，

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加

大。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559.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9.8%；新签合同额 2,555.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目前虽然中国国

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尽管如此，投资和发展基础设施仍然是全球主要国家提振经济的重要解决方案。

从海外业务的收入占比来看，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公司，中国交

建的境外收入无论从绝对值还是占比上均在中国建筑企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2020 年度境外收入规模接近 1,000 亿元人民币，占比超过 15%，这主要得益于

中国交建在道路桥梁、港口等领域的竞争优势。

10家中国主要建筑行业上市公司

多元化业务开展

中国建筑行业企业，特别是诸如中国建筑等大型建筑类央企，一直在致力

于多元化经营。一方面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在投资、设计、运营、服务等实现

纵向一体化的经营，另一方面，也在房地产开发、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物流

等领域实现相关多元化的横向发展。

公募 REITs 对建筑行业的影响

2021 年 6 月 21 日，首批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试点项目在沪深交易所正式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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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上市，从发改委和证监会于 2020 年 4 月出台《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历时一年有余，中国公募 REITs

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中国主要的建筑企业均存在“投、融、建、营”完

整链条的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推出，实现了基础设施领域的

投融资闭环，将有助于中国建筑企业形成良性投资循环，拓宽基础设施项目投

资建设的资金来源和中国建筑企业的再投资能力。

中国建筑行业企业分析

2020年，10家中国主要建筑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总计人民币5.5万亿，较2019

年度增长 13%，其中，中国建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 万亿，为中国唯一一家

营业收入超过万亿的企业。从 10家企业收入占比来看，中国建筑遥遥领先，2016

年至 2020 年实现收入额均占 10家主要建筑企业总收入的 27%以上。从市值变化

情况来看，2020 年 10 家中国建筑企业总市值较 2019 年下降约 14%，且较 2019

年各家市值均处于下降趋势。从海外收入情况来看，中国建筑与中国交建一直

在该领域保持领先。受疫情影响，尽管全世界建筑行业总产值在 2020 年出现了

整体下滑，但中国依然取得了 1.3%的正向增长。

中国建筑工程行业海外并购作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要实践行动，近

年来交易数量和金额均保持稳定。同时，中国政府提出的“30·60”碳达峰及

碳中和等倡议将为中国建筑工程行业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第十四个五年计

划中，中国政府强调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理念以及高科技的发展，重点

是可持续性的方针和尖端技术的应用。这些都会激励建筑工程从业者寻求新的

技术解决方案或购买更环保的高级材料，同时也会推动企业通过并购的形式获

得转变。

国建筑行业“十四五”展望：紧抓大势，顺势而为

传统建筑企业处于建筑产业链中游环节，整体发展受以建筑原材料、劳动

力等为代表的项目要素成本攀升影响较大。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项目工期

进一步拉长，资金回笼减慢。此类挑战将倒逼建筑企业聚焦精细化管理和科技

手段以实现降本增效，并进一步丰富现有业务组合寻求更高利润价值。基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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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和调研，并结合我们服务建筑行业客户所积累的经验，我们总结出建筑

行业“十四五”时期发展的两大核心词：“转型”、“升级”。

“转型”

转型既是市场的需要，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筑企业从传统的“建

造商”逐步转型为“建造商+投资商”。同时行业标杆企业则会在此基础上，实

现向“城市运营商”角色的大跨越转型，在投资、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对

城市综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运营能力，提供城市综合配套服务，获取可持

续的利润价值。

“升级”

升级既是“产品”的升级，也是“技术”的升级。 产品升级则体现在由传

统技术简单、竞争激烈、利润率低的项目升级为技术复杂、商业模式复杂但利

润率相对较高，能发挥产业链优势的项目。

技术升级则体现于建筑企业“数智化”层面。“十四五”期间，在智能建

造大趋势下，各类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带来建造方式的变革。通过人工智

能与高级数据分析，建筑企业可以构建更完整高效的信息化系统，从最开始的

投标过程到具体工程管理成本，实现信息及时互通，提升施工效率。通过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技术与 VR 相结合，将能更高效地通过沉

浸式精准设计，降低项目管理成本，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可持续建筑：中国建筑业与碳中和

中国政府在 2020 年宣布了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气

候承诺。建筑行业作为三大能源消费行业之一，在迈向碳中和之路上承担了重

要使命。

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在“十三五”时期经历了全面发展，到 2022 年，中国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将达到 70%。技术方面， 环保材料的使用、

光伏、光热技术与建筑的结合、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被动式技术与能源数字技

术提升建筑运营能效、低碳建筑与低碳交通的结合等新技术的发展推动建筑节

能减排。房地产行业对环境效益日益重视，将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建筑结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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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型核心竞争力正在成为趋势。绿色建筑与房地产企业减排行动为建筑业碳

中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能源系统和工业、制造业脱碳进程不断推进的前提下，

建筑业的全价值链排放总量也应随之下降，如何加速推进建筑业零碳发展、助

力中国碳中和目标提前实现，德勤提出以下建议：

全生命周期统筹规划，加深全价值链减排

多系统协同，技术创新打造零碳建筑

加强 ESG 绩效管理，利用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推行绿色建筑认证，打造高质量绿色

经由推广绿色建筑认证，以绿色理念加持高质量建筑，将有效提升绿色建

筑的市场认可度，以安全、健康、绿色、优质为风向引领房地产业发展趋势。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298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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