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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快讯 ——

济南—新加坡现代服务业论坛成功举办

12 月 9 日，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举办期间，济南市

与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共同举办济南—新加坡现代服务业论坛活动。其中，市商

务局承办“出海新加坡”分场活动，以“济新携手，联动共赢”为主题，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对接新加坡渠道资源，推动济南市与新加坡在产业金融

领域开展务实交流，为济南市企业依托新加坡开拓东南亚市场提供支撑，实现

互利共赢。

济南与新加坡文源相通、人缘相亲，双方交流交往源远流长。据介绍，截至

目前，济南市累计在新加坡设立企业（机构）15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20791 万

美元，实际投资 9487 万美元。今年 1—10 月份，济南对新加坡货物进出口 23.57

亿元，服务贸易进出口 3634.37 万美元。其中，出口 1664.29 万美元，进口金

额为 1970.08 万美元。服务外包离岸合同 652.11 万美元，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金

额 571.051 万美元。

（来源：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威海市工信局：威海 4家园区入选 2021年度省级数字经济园区

近日，省工信厅公示了 2021 年度山东省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名单，全省共有

38 家园区入选，威海威海国际服务外包软件园、荣成服务外包产业园、威海市

文登区化工产业园、威海创新园等 4家园区上榜，入围数量位居全省第二。

省级数字经济园区评选是省工信厅为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大方

向，评定的一批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和规模、管理科学规范、创新能力突出、特

色优势明显、产业集聚水平高、辐射带动效应强的数字经济发展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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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国际服务外包软件园是威海市重点引进的外资项目，园区聚焦新一代

电子信息化产业，以服务外包、科技研发、电子信息、总部经济、电子商务为

重点，汇集优质服务平台和现代信息化产业，是经区初具规模的复合型创业产

业集聚区。

荣成服务外包产业园是集设计研发、产品生产、 商务办公于一体化的现代

化高科技园区，园区主要承接智能装备（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生物科技两

大产业的高科技项目，现有四大产业集聚群初具规模，分别为信息技术产业、

新材料产业、房车产业、商贸物流板块。

威海市文登区化工产业园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认定的省级化工园区，属于

高技术含量、低污染排放的新材料、精细化工、海洋生物、医药化工、新能源

类及物流业等为主导的综合类化工园区，先后投入 60多亿元，重点实施了信息

化建设等“六大工程”。目前产业园内企业、项目已实现了网络全覆盖，入园

企业及在建项目信息也实现了平台数据录入、上传，数据可通过智慧管理平台

实时传送至省智慧监管平台，有利于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威海创新园重点涵盖了政务服务、人才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

人力资源、文化创意 6 大服务领域，引入 4 家科研机构、3 家技术转移中心、外

国专家驿站等，成立星汇谷文化创意产业平台等 3 个“园中园”，并配套了总

规模 2亿元的新旧动能转换赋能基金、2 亿元的新创产业投资基金及区级专项扶

持政策，为园区企业、项目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政务、人才、科技、金融等全方

位服务。

近年来，威海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威海电子信息产业园、威海服务贸

易产业园先后入选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并获得省财政资金支持，此次 4 家园区

的入选标志着威海在数字经济园区建设方面再次实现新突破。下一步，威海市

工信局将继续在培育数字经济园区、构建数字化产业发展生态等方面加大力度，

指导园区积极构建园区服务平台和产业转化平台，推动园区的创新发展和转型

升级。

（来源：威海市工信局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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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日报：四川省广安市获评首批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

近日，四川省商务厅等 6 部门印发《关于认定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的通

知》，广安与成都、德阳、绵阳、内江 5 个城市被确定为首批省级服务外包城

市。

服务外包指的是企业为了更好地专注核心业务，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

利用外部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从而催生出服务外包产业。服务外

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代表之一，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

源消耗低、吸纳高端人才多、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

近年来，广安高度重视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创建目标，我市将紧紧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机遇，全力发展业务流程外包和信息技术外包，大力培育和引进服务外包

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广安区为核心，广安国家级经开区和川渝合作枣山商贸

物流园区、各县(市、区)为支撑的“一核多极”发展格局，积极拓展重庆服务

外包市场，加快发展离岸外包，把广安建设成为川东渝北首个省级服务外包示

范基地。到 2025 年，全市将引进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 5 家以上、大型企业 30

家以上，服务外包企业超过 500 家；引进和培育服务外包专业培训机构 5 家以

上，年培训服务外包人才 1 万人以上；承接在岸服务外包 76亿元，离岸服务外

包实现零的突破。

（来源：广安日报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贸易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将迎来更大机遇

“目前，全国已经有 21 个自贸试验区。2021 年前 9 个月，21 家自贸试验

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 16%的外贸规模、18%的实际利用外资

额，为我国稳外贸、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殷红在论坛上表示，自贸试验区在推动我国金融开放创新方面也做出了

突出贡献，并表现出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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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创新立足现有制度展现了适应性。我国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创

新大多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试点，整体形成了明确方向、分头试点、成熟

一项推广一项的思路和方法。近年来有大量金融开放创新的试点工作实现了全

国范围的推广，比如外汇管理改革、跨境人民币使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限

制放宽等诸多重要领域。

金融开放创新围绕区域特征展现了灵活性。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创新考

虑了自贸区所处区域的经济、金融、地理、文化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创新。例

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粤港澳深入合作

示范区，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福建自贸试验

区立足深化两岸合作示范区等，他们在各自定位基础上，展开了金融开放创新

工作。

金融开放创新覆盖领域广泛展现多样性。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开放创新覆盖

了银行、证券、保险、租赁等主要金融业态，从政策性较强的外汇管理改革、

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到操作性较强的产品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交易平

台创新等都有较多突破，并且相当一部分金融创新是跨境领域多产品结合的综

合化创新。

“未来，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

球化趋势有所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

链发展格局面临重塑，国际经贸体系和规则加快调整，自贸区的发展也因此会

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服务贸易对

外开放，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在加速，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和创新仍将继续承担重

要任务。”殷红说，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我国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

新将迎来更大的机遇，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关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构要深入了解自贸试验区相关客户的

经营困难和融资需求，通过金融创新引入境内外优质金融资金资源和资金服务，

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融资端助力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并积

极为优质企业扬帆出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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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要立足自贸试验区作为开放前沿的特点，

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抓住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结算量不断提升

的机遇，构建人民币国内外应用场景，打通境内外两个市场。

三是关注全球金融合作，积极配合 RCEP 协定在金融领域的落地实施，主动

参与跨境资金流动、反洗钱、环境社会风险等领域国内外监管规则和标准互认

的工作，为 CPTTP、DEPA 等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制定贡献金融智慧。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14 日）

把握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学视野中的技术经济特征，

即是分析新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

在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生产和服务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经济发展明显不

同的特征和规律，既涉及技术创新，表现出独特的技术新特征，又涉及经济发

展范式创新，突出表现为新经济的一系列特征。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必须从

技术特征入手，分析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带来的生产方式创新和经济发展方

式的改变。

智能互联是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

字经济底层架构的核心是连接，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信息、融

合、创新和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把设备、生产线、工厂、

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智能和互联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最显著的特征。智能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

产品/服务智能、装备智能和过程智能三个方面；互联的发展方向是人、企业、

政府机构、物品智能互联的自适应、生态化网络。

万物互联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用户与产业、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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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之间的流动，通过连接数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市

场主体运用技术和数据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法经

济、零工经济、数字服务等。比如，电子商务平台是面向农业、工业及服务业

的交换和消费过程，电子商务的安全认证、在线交易、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

都必须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的网络平台。

在智能互联的驱动下，产业结构将呈现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和

以无界制造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都是数字经济的重

要载体，消费互联网注重与消费者的连接，产业互联网强调数字技术与产业的

深度融合，本质上是连接企业。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不同的经济形态，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关键的生产要素也不

同。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各经济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首先，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数据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感知、采集、传输、存储、

计算、分析和应用，来重构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消费互联网和产业

互联网对传统流通、消费、生产体系的淘汰、升级、融合、重组、优化等作用，

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都必须基于对数据的判断、预测和精准匹配。

其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即时性、共享性、边际生产率递增等特征，数

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相融合，可以通过算法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提高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

生产率，进而有利于实现递增的规模经济报酬。比如，Airbnb 租房、Uber 打车

等共享经济模式的本质，就是挖掘数据的价值，基于数据构建新型的合作和信

任体系，实现智能化匹配供需的目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在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驱动下，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全网、全

域、全渠道，端到端的全链条、全流程、全场景的连接，打造丰富的人与机器

无缝衔接的应用场景，使人工和机器的分工合作达到高效的协同水平。比如，

商业银行构建客户互动层、AI决策层（AI 中台层）、核心系统与数据中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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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精准定价，并在此基础上开展

无抵押的数字信贷。

融合是新生产或新服务方式产生的前提

数字化环境下，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

设施通过物理信息系统（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通过这个智能网络，人与人、

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联关系，从而实现

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

统性重塑，可以实现人机协同、产业跨界协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

比如，无界制造就是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装备，将农业种植养殖、工业制

造过程进行跨界融合的智能互联制造系统，是云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

数字制造的集成化和系统化。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智能技术群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在数字

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实现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以多种技术的集成形成乘数效应。

比如，数字孪生通过整合实体、数据、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可以构建物理实体、

虚拟实体、孪生数据、连接和服务五个维度的数字孪生体系架构，但其实现的

前提便是需要集成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集成改变了用户发现、商品及服务购买、生产制造

等的方式。例如，微信集成了生活服务信息，可以实现打车、购物、预约挂号、

租房、防疫、支付、转账、信贷等功能。再比如，航空、石化、钢铁、家电、

服装、机械等行业出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共享并有效整合了产品设计、

生产制造、设备管理、运营服务、物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数据资源，在融合

发展中呈现跨界运营、价值共创和产用融合等横向分层的特征。

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实现了创新发展，表现为一系列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涌现，跨界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创新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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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注重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满足、用户体验提升、

用户潜在福利的挖掘。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融合创新涌现的共享经济、数字

贸易、零工经济、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网络教育、

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能够让老百姓共享

数字经济创新的成果。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亦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基于数

字技术的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制造业

也因此实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再到业态创新，最后到组织

创新的过程。智能制造和车联网便是数字经济极具潜力的创新领域。

跨界融合是数字经济业态创新最常见的方式。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

的组织形式，营造了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平台、企业、

用户、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形成价值创造共同体。比如，电子商务带动了消费、

贸易、支付、仓储、物流、快递、广告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增长，催生跨境电商、

微商、小程序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数

字经济在消费领域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生产领域延伸了产业链，成为重组全球

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0 年，中国

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 7.5 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31.7 万亿元，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到 37.21 万亿元，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5.45 万亿元，工

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有助于实现内生性的经

济增长。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形态的转变，即从大规

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农业的

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管理水平、生产效益和资

源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农业电商体系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改造传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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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销售效率，从而助力农业经济健康

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开展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建设、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与金融、物流、交

易市场、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界融合，促进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

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渠道、全

链路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

以治理体系创新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既为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充沛动力，也使得数

字经济面临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风险的威胁。数字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高度

集成的信息系统安全风险、数据泄露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等，产业数字

化转型中出现的新旧更迭、优胜劣汰亦会对经济运行造成冲击、带来不确定性，

大型平台企业“大而不能倒”的运营风险、垄断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也

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这些风险会对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

创新发展、产业安全等造成威胁。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

自律不健全，规制无法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损害了互联网企业之间公

平有序的竞争态势不无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

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

平竞争监管制度”，这是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的重要决策。

孙宝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员）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涛（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国际在线 2021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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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将加快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核准程序

12 月 9 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服

务贸易国内规制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首次以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模式实现重大突

破的议题。谈判成果的达成，有助于重振世贸组织谈判功能，有助于推动全球

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便利化。

高峰表示，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相关规则旨在优化服务贸易有关许可审批流

程，加强政府监管的透明度和便利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改善全球服务贸

易营商环境。目前，该议题有包括中国、美国、欧盟等在内的 67个参加方，服

务贸易规模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 90%以上。中方将根据相关要求，加快国内的

核准程序，按时提交具体承诺减让表，与有关各方共同推动谈判成果早日生效。

近日，中国、欧盟、美国等 67个世贸组织成员成功完成了服务贸易国内规

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相关谈判成果将纳入各方现有多边承诺。

高峰介绍，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周年。20 年来，中国始终是多

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

2010 年有关降税承诺履行完毕，所有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 2001 年的

15.3%降至 2010 年的 9.8%。经过进一步自主降税，2021 年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

达到 7.4%。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中方着重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自 2017 年 2 月《贸易便利化

协定》正式生效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协定》所要求的各项贸易便利化措

施。2020 年 1 月，中方向世贸组织通报提前实施《协定》中“确定和公布平均

放行时间”等措施，中国对《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的各类措施实施率已达到

100%。

二是不断压缩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今年 6 月，中国海关进口整体通

关时间为 36.7 小时，较 2017 年压缩 62.3%；出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1.8 小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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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压缩 85.2%。

三是持续精简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有关部门依法削减进出口环节审批事

项，优化监管要求。今年 7月，进出口环节需验核的监管证件已从 2018 年的 86

种精简至 41 种，减少了 52.3%。

四是自贸协定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目前，我国共

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就透明度、货物放行、海关合作等

作出了规定，对简化海关程序、提高通关服务效率、畅通跨境货物流动发挥了

积极作用。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领域积极探索，已向全国复制推广了 79项

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成果。

五是深化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目前，《自动进口许可证》《出

口许可证》等多种进出口证件已经 100%实现无纸化申领。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21 年 12 月 09 日）

中国新闻网：建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智库联盟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

作

“海南自贸港是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战略枢纽与交汇点，将在促进中国

-东盟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合作交流中发挥特殊作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11日发出倡议，建立海南

自贸港与东盟智库联盟(简称智库联盟)，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

中国—东盟高级别智库论坛当日在海口举办，迟福林作主旨演讲时称，当前

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以打造重要开放门户为目标

的海南自贸港拥有地缘优势与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制度优势。建设智库联盟对于

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海南自贸港与东盟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发挥重要作

用。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之时，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迟福林说，中国东盟合作交流进入新阶段，双方经贸合作蕴藏更大潜力，

也将在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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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更大作用。

海南与东盟各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不仅具有面向东盟最前沿与地处 RCEP

中心以及背靠超大规模中国市场等优势，也具有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

开放政策的优势。

迟福林分析，海南自贸港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连接点，吸引国

内高水平企业在海南建立面向东盟的总部基地，助力东盟企业开拓中国国内大

市场；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商品与要素双向流动的大通道，提升对中国-东盟

跨境供应链发展的促进、服务作用以及对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服务功能；

有条件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国际人文交流中心，全方位开展与东盟各国的人

文交流活动。

“加快以智库合作为先导的人文交流进程，迫切需要形成地区内外智库共

同参与的开放性、机制化的学术交流合作机制。”迟福林呼吁，智库联盟要在

促进区域内智库优势互补的同时，构建国际合作研究网络，消除知识和信息壁

垒，在交流互鉴中有效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力与智力支持能力。

在疫情冲击下，促进经济复苏增长仍是中国与东盟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迟

福林说，智库联盟有能力为促进中国-东盟产业对接与市场融合，以及中国-东

盟服务贸易一体化的实际需求提供智力支持。

他建议，各方智库应以合作研讨为重点，通过举办机制化智库论坛、合作建

立 RCEP 能力建设中心，就重大课题共同开展协作研究，合作推进互访讲学深化

智库交流等方式，促进海南自贸港与东盟智库联盟尽早落地。

（来源：中国新闻网 迟福林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贸易报：精准模拟提升参与国际经贸事务水平 助力企业攀向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

在我国长达 15年的复关及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

放前沿的上海市敏感地意识到，入世对于上海的开放发展是十分有益的，有利

于以浦东为龙头，带动上海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建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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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背景下，2000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国加入 WTO 上海行

动计划纲要》。

根据该纲要，上海需要加强 WTO 相关事务的咨询服务，上海 WTO 事务咨询

中心的筹建便提上日程。当时正在浦东工作的姚为群被调入参与该中心的筹建，

从此开始了 WTO 相关事务咨询工作，一直干到 60岁时转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任

教。

“在我国参与 WTO 事务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一线的谈判，或者对

WTO 规则的理解，我们学经济学的人一直是以‘学生’的身份在干中学，在学中

干。”姚为群说，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起初的任务就是对政府部门、企业进

行培训，让他们熟悉 WTO 规则、中国所做出的承诺，以及未来该如何履行承诺。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

世后，我国与 WTO 成员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我国发起

的反倾销措施时常会让我国政府部门、企业感到措手不及。如何发现 WTO 成员

对我国有发起反倾销的迹象？是否需要建立一个“预警系统”？

“这不仅需要熟悉 WTO 规则，还要懂得对方启动贸易救济措施的程序，也

需要从我国出口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出口数据进行监测。最重要的是，还要将

规则、程序和解决方案转换成经济学、数学和计算机语言。”姚为群说，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鼓励下，他和同事们开始将应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和可算模型在应

对贸易摩擦方面小试牛刀。

2004 年，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开通了入世以后我国第一个贸易救济措施

监控预警咨询系统。建立这套系统的目的就是针对 WTO 成员方对中国出口产品

可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动向，将为中国出口产品生产、贸易企业，维护公平

贸易权益，及时了解并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处理贸易纠

纷，起到积极的作用。

让姚为群和他的同事们一战成名的是欧盟对中国鞋类的反倾销案。当时，

欧盟对中国鞋类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并提出了包括自愿出口限制、统一征

收反倾销税等 5 套解决方案供我国选择。姚为群和他的同事们与国家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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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一起将欧盟解决方案逐个解析后，在考虑供需两端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引

入可算模型模拟这些方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效应，提出了一套对我国影响

最小的解决方案。

“此后，许多业务就找上门来，我们也实现了从贸易救济监控预警到贸易

争端和贸易规则谈判决策支持的工作转变。”姚为群说，此后，他作为技术支

持团队的负责人，先后为 WTO 多哈发展议程（DDA）的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

贸易、环境谈判、《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环境产品和中国加入《政府

采购协定》等谈判做技术支持，为谈判提供决策依据。

随后，这个业务也拓展到我国众多的 FTA 的可行性研究和谈判的技术当中，

如在一线直接参加中国-韩国自贸协定、中国-瑞士自贸协定的磋商和谈判。

就贸易自由化而言，关税减让用什么方程，用什么系数，服务开放承诺如

何量化，从而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赢的方案。”姚为群说，入世已经

20 年，我国已经有相当的实力参与 WTO 改革，参与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安排，

就更需要把我国国力与经贸伙伴的实力进行量化模拟，以便精准确定我国未来

在参与共建更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路径和策略。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暗含的是棘轮效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往后经贸活动会越来越自由。这其中，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或将成为 WTO 改革很

重要的试验田。”姚为群说，现在需要形成示范效应，以推动各方继续前进，

“若中美达成协议，就能规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规则；若美欧达成协议

将规范发达国家之间的规则；若金砖国家达成协定或将规范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的规则……”

“目前，我们要对我国履行入世承诺、实施自贸协定的成效进行评估，将

过程贯穿到事前事中事后。在参与 WTO 改革、升级自贸协定方面，需要自贸试

验区发挥作用，提供最佳实践案例，再由点到线到面铺开，为我国参与谈判提

供支持。”姚为群强调说，企业需求是 WTO 改革、自贸协定谈判的主要任务，

包括国有、民营和外资在内的中国企业与商会、行业协会，尤其是价值链头部

企业，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融入多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的进程中去，从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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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有益于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攀升。

“如果不是按一国企业需求提出标准和规则，说明这国企业没有国际竞争

力。尤其是在我国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的当下，参与制定多边和区域

经贸规则都是企业的必修课。如在 RCEP 即将生效的当下，我国可参考入世的做

法，在开展大规模的培训的同时，可在各省市自治区、全国性商会和行业协会、

贸促机构设立咨询点，方便政府、企业了解、掌握、用好规则。”在姚为群看

来，未来开展新的谈判，不仅需要科学的定量实证分析，还要根据企业的需求

来制定规则，让企业在国际竞争合作中更有影响力和话语权。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14 日）

经济参考报：保护中医药原创优势 推进中医药知识产权建设

众所周知，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学术体系存在差异。简单来说，中医药是在

“天地人”相关的思想指导下，在与万物共生共存的条件下诞生的原创医学；

而西医药是在纯化研究条件下，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学问。

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指导理论，都不是在实验室里诞

生的。有人用实验的观察方法，也没有找到“精气神”的相关指标，脏腑本质、

经络本质等研究，由于采用西医的标准，虽然经过几十年大量投入，仍然少有

收获。

笔者认为，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发展，必须注意保护原创优势，推进中医

药知识产权建设。

何为原创优势？原创优势主要是有适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适合创新的

主创人才。但多年来，在很多本来有利于中医药发挥原创优势的乡村，由于采

用管理西医的办法管理中医，一定程度上出现中医药人才短缺，导致“进城看

中医”成为普遍现象。乡村“留不住中医，闻不到药香”，这是中医药发展需

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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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医药理论和技

术方法，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遴选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

药学术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并为传承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传承人应当开展传

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收集整理并妥善保存相关的学术资料。属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

开展传承活动。”特别是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

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

统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

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

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

今年 10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

作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也提出，加强中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依法妥善审理涉中医药领域知识产

权纠纷案件，推动完善中医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规则，促进提升中医药领域专

利质量。加强中医药古方、中药商业秘密、道地药材标志、传统医药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法保护，推动完善涉及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国内规则和

标准，促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

笔者此前负责河北省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研究中心的有关工作，2014 年

组织实施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专项：“河北省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

研究”，全省各地市 100 多个县区入库项目 600 多项，上报国家中心 218 项，

还编辑出版了《杏林寻宝？保护中医》一书，介绍了有关工作和首批申报项目

的概况。当时要求传承了三代，或者 50年以上的活态性知识才能申报。有些项

目的申报人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笔者认为，在“中医确有专长人员”考核过程之中，这些人应该得到鼓励。

他们手里的“宝贝”很重要，与此同时，作为传统知识所有人（持有人），他

们也需要受到相应的重视。因为很多具有原创优势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通常只

有持有人才能发挥其独特医疗作用。一旦持有人离世，很有可能“人亡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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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传了。那种“只见技术不见人”、甚至逼迫持有人献出祖传秘方的做法，无

疑将伤害传承人的积极性，实不可取。因此，必须注意保护中医药原创优势，

切忌“杀鸡取卵”，而应鼓励“养鸡下蛋”。

中医药技术、方药的安全性，也必须掌握在中医手里，用中医理论指导使

用才能保证安全。笔者建议，用“县管乡用”的原则，大量吸收民间中医参与

乡村医疗机构。比如，在各地的国医堂，把民间中医请进来，为他们提供传承

学术的条件，用对待专家的心态对待他们。

鉴于此，只有将“中医确有专长人才”的政策执行好，从法律法规等方面

加强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通过保护中医药原创优势，推进中医药知识产

权建设，从而为培养中医药实用人才、振兴中医药事业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曹东义 为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原副院长、河北中医学院扁鹊

文化研究院院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12 月 08 日）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应增强自身制度和规则的说服力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原主席赵宏：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应增强自身制度和规则的

说服力

在大多数世贸组织圈内人看来，2008 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分水岭。

这年 7月，时任商务部部长的陈德铭受邀参与 G7部长小范围磋商，这标志着中

国首次进入多边贸易谈判核心决策圈。此前，中国主要是熟悉规则和履行承诺。

随后，中国在谈判和争端解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直观的体

现就是在世贸组织工作的中国面孔日益增多，例如易小准、张向晨、孙振宇、

张月姣、赵宏等人都在世贸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虽然当下世贸组织的运行面临困境，但中国一直在为其改革发声。2020 年，

随着时任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主席赵宏的到期离任，这颗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

失去了光泽。在离任演讲中，赵宏仍然在为世贸组织和上诉机构的改革呐喊：

“世界需要愈合，贸易大家庭应当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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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宏看来，世贸组织有效地管理了全球 97%以上的贸易和所有成员的贸易

政策，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对所有成员的约束机制，确保了成员贸易政策的

透明度，有力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使国际法从软法

到硬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法的效力，维护了贸易的和平进行。

“争端解决机制是‘长了牙齿’的争端解决机制，它赋予成员间贸易报复

的权利。裁决结果中的 70％都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这体现出世贸组织营造了良

好的多边贸易环境，各方对规则都十分尊重。”赵宏说，虽然当下世贸组织面

临困境，但她相信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韧性，世贸组织成员，尤其是中国等主要

成员能够发挥智慧和影响力，与其他成员一道努力维护多边机制，以期令世贸

组织重焕生机。

从入世时负责法律法规的修改，到入世后任职中国驻世贸组织的公使衔参

赞，再到上诉机构的大法官、主席，一路走来，赵宏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的

法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入世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增长等

经济层面的意义，更在于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入世不仅在全世界树立了中

国诚信守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们以更符合市场

经济的规则来运作和发展，实现了做生意由‘找市长’向‘找市场’的转变。

市场经济的根基就是法治，必须有稳定的法律框架来为市场主体提供可预期的

运作环境。”因此，赵宏常常把“市场经济和法治是孪生姐妹”这句话挂在嘴

边。

入世前后，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 23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 19 万多

件，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这其中，商务部（2003 年前为外经贸部）的法律

团队，学习对照了美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做法，反复与全国人大、国

务院法治部门沟通，全力推动法律制度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一样，国际法也是某一国家或某些国

家的国内法在国际上的体现。”赵宏说，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主要是学习

规则，逐步过渡到运用、把握规则和参与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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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说，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长和在世贸组织中地位的改变，关于中国的

贸易摩擦案件也就逐步多了起来，“2006 年开始，中国频频坐在被告席上，随

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2009 年，与中国相关的贸易纠纷

案占到世贸组织当年官司的一半以上。”

凭着之前学到的经验，中国在沉着应诉的同时，也开始合理利用规则。赵

宏至今还记得，中国入世之初，与欧盟、印度、巴西等其他成员共同起诉美国

政府钢铁保障措施案获胜。后来，凭借这些经验，中国在对美国反倾销措施案、

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等争端解决中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担任上诉机构主席之后，赵宏在内部机构管理上引入公开透明的方式，

把内部事务放在桌面上。如此一来，上诉机构成员和秘书处都可以表达意见，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内部管理规范化。此外，她还常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而奔走。这让她在同行间获得了“Dragon Lady”(龙女士)的称呼。

“世贸组织的机制让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的加入，

更是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赵宏说，在世贸组织里，作为大国，中国始

终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也有更多期待。未来，中国要增

强自身制度文明的说服力、传播力，让其他成员的认同感增强。尤其是中国要

在金融、数字经济、低碳环保等领域，首先形成自身比较完善和先进的制度，

这样在国际规则谈判中，才能更好地让中国的制度和规则为其他成员所认同和

接受，在世贸组织改革中贡献更多力量。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10 日）

国际商报：跨境电商品牌出海可持续增长待破题

无论是逆势增长的交易额，还是持续涌入的企业和资本，都在绘就中国跨

境电商零售出口市场更具活力的新图景。跨境电商独立站的崛起也为品牌培育

提供了丰沃土壤。然而，跨境电商品牌出海并非一帆风顺，在各方挑战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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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增长是行业亟待突破的瓶颈。

挑战有哪些?

当前，零售出口市场的品牌出海特征愈发明显，跨境电商品牌化和品牌跨

境电商化的趋势均在演进。亿邦动力观察到，在跨境品牌化方面，诸多跨境电

商卖家的经营发展开始由铺货转向精品模式，提倡品牌化发展，更注重对品牌

打造的研究。在品牌跨境电商化方面，不少国内品牌积极借助跨境电商布局海

外市场，如林氏木业、喜临门、以纯等国内传统品牌，以及花西子、完美日记、

三顿半等新消费品牌纷纷入局跨境电商拓展海外业务。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面临的低利润周期、流量瓶颈、中间地带断

层等挑战也使得行业的品牌出海之路充满荆棘。

当前，“整个行业似乎陷入了低利润周期。”亿邦动力跨境电商主编何洋

日前在独立站实践者大会上指出，在主要的跨境电商平台主打低价策略攻城略

地的同时，跨境电商卖家的利润也在承受重压。企业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安

克创新Q3营收同比增长22.63%，净利润同比下降7.4%;乐歌Q3营收上涨19.97%，

净利润同比下降 50%。两家企业均在财报中提及，原材料成本上涨、海运运费增

加、广告投入增多等是利润被拖累的主要原因。遭亚马逊封号的泽宝、有棵树

的 Q3营收和利润则均现下滑，平台政策调整及公司业务转型等是财报中提及的

亏损原因。

在流量层面，平台流量供给不足、站内广告回报率下降、社交媒体广告成

本明显上涨、iOS 隐私新政影响社交媒体广告的精准投放……当流量红利褪去，

跨境电商卖家必须用更高的消费者价值对冲不断上涨的成本。

何洋分析指出，在独立站生态，只有 SHEIN 一家能做到年营收 100 亿美元

的规模，第二梯队的营收大多在数亿美元;在平台生态，如亚马逊美国站 200 万

个卖家中，年销售额超过 100 万美元的有 5500 个，年销售额超过 10 万美元的

约 6.5 万个，更多卖家的年销售额在 10万美元以下，中间地带存在明显断层。

此外，来自美国电商研究和数据分析机构 Marketplace Pulse 的数据显示，

以耳机类目为例，亚马逊畅销榜 Top100 在过去两年共出现过 600 多个品牌的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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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种产品，几乎每天都有“品牌”产品的新旧更替，只有苹果、三星、索尼、

Soundcore(安克创新旗下品牌)、Tozo(深圳前海沃尔科技旗下耳机品牌)这 5 个

品牌长青。这说明大量所谓的“品牌”只是商标，大部分商家都在同质化的产

品中内卷。

路径在哪里?

品牌出海可持续增长的路径是什么?

亿邦动力结合行业观察提醒，过度追逐品类红利，没有真正的产品能力、

过度依赖运营手段，没有品牌思维、过度透支用户等，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

式。而产品层面的人无我有，营销端走品牌思维而不是流量思维，运营端坚持

精细化、本土化等都是不少成功案例的共同特征。

何洋表示，以 Shopify 为代表的独立站热潮以及 TikTok 等新流量平台崛起

带来的巨头竞争格局的变化或催生结构性红利。同时，在后疫情时代，宠物类、

户外家具、家庭健身、移动储能电源等品类需求猛增，自热火锅、洗地机等新

品类不断涌现，成熟品类也可借助功能创新等持续升级，这些机会都值得出海

商家关注。而回顾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新渠道叠加新品类往往能孕育新品牌，

当年安克创新的诞生恰逢亚马逊快速崛起的渠道推动，以及 2010 年前后智能终

端普及带动的数码配件品类新机会。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12 月 10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电商激活优化“世界水晶之都”

依托“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示范工程县”的资源禀赋，东海水晶城以水晶特色产业集群为引领，深

化水晶城、B 型保税物流区、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直播电商基地“一城一区一中

心一基地”建设，不断优化特色产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推进电子商务

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世界水晶之都”。

辐射本土企业 助力走向全球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东海水晶城已集聚电子商务企业 3000 余家，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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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超过 2 万人，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135 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 5.6 亿元;累

计培育电商品牌 400 余个，成功孵化电子商务企业近百家，并与巴西、捷克等

国家建立水晶产业经贸、研发合作关系，有力推进了经营业态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国际化，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百姓增收。

东海水晶城积极打造跨境服务平台，服务跨境电商企业新发展，同时，吸

引高端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资源集聚式融合发展，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东海水

晶跨境电商平台，并通过差异化定位、集约化打造、多维度互补，整体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

截至目前，东海水晶城已与 12家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合作，设立

服务站点，建立招商工作群，通过打造东海水晶跨境贸易服务体系，辐射更多

本土水晶商户、水晶电商企业，助力走向全球，推动东海跨境电商发展。

依托国际化的水晶市场，东海水晶城打造了水晶跨境电商交易中心和跨境

网红直播集装箱街区，探索“水晶+跨境直播”发展模式，带动就业创业，为电

商从业者提供供应链平台及孵化创业服务，形成集研发、智能制造、销售、仓

储物流、培训于一体的水晶行业跨境电商生态圈，为无场地、无货源的电商创

业者提供技能培训、品牌打造、产品供应及孵化创业等服务。

在此基础上，东海水晶城还从产业水平、配套支撑、管理服务等方面进一

步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跨境电商监管配套、供应链配套、人才

完善的一站式东海本土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为水晶行业中小创业者提供便

利服务。

同时，东海水晶城邀请跨境电商网红入驻直播，面向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线上直播销售，助力水晶产业线上

发展，推动东海水晶产业跨境电商交易量不断攀升。

不仅如此，东海水晶城还成立了全国首家水晶直播电商产业园。产业园一

期工程已建成国内和跨境两个直播电商集聚区，可同时容纳 200 多名网红直播。

通过设立直播基地，协力助推东海电商直播产业发展，树立东海水晶品牌。

打造研发平台 健全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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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水晶城打造了跨境电商培训服务体系、物流仓储服务体系、数据服务

体系和货品监管体系，深化线上平台和线下平台建设，不断完善跨境电商综合

一体化服务。

在跨境电商培训服务体系方面，东海水晶城充分依托自身人才优势及电商

协会、培训基地等载体开展跨境电商专题培训、跨境电商赛事、跨境电商人才

建设等活动，培养跨境电商人才，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其先后承办了两期“金

牌珠宝主播”国家级培训班及电商培训大讲堂、宝石检测员研修课等各类技能

型培训班。

在跨境电商物流仓储服务体系方面，东海水晶城成立保税物流仓，为跨境

电商企业提供仓储服务。同时，对接 12家物流服务企业，形成物流服务矩阵。

在跨境电商数据服务体系方面，东海水晶城通过跨境电商数据服务帮助跨

境电商卖家实现跨境电商数字化转型发展，可提供国内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数据、

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额、跨境零售进出口数据及国内各省市电商进出口总值、

外贸电商进口数据等。

在跨境电商货品监管体系方面，东海水晶城引进国家级专业检测机构，保

证所售产品为真品真货;按照A-F分类体系标准，对入驻商户销售产品进行认证。

同时，邀请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期抽查产品，政府背书，保证货品品质。

与此同时，东海水晶城成立了跨境电商产品设计工作室，打造以东海水晶

产品创新、文化创意为核心，涉及水晶产品设计、水晶 IP设计等领域的综合性、

多功能的创新设计中心。中心拥有 18位国家、省、市级雕刻大师，具备良好的

创作环境和便利的服务设施，并通过政策鼓励、降低场地租金等措施吸引设计

企业、机构、个人来此创办企业或创意工作室。

东海水晶城还打造了跨境电商产品智能设计中心，将智能制造融入水晶产

业发展中。同时，以精细化管理、智能决策为依托的现代生产制造与运营管理

体系让东海水晶城实现了生产和经营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的集成互联。

通过对智能技术和工具的应用，东海水晶城提升了水晶产品合格率、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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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了原石损耗率，在解决人力成本的同时实现了产业规模的提升。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双 12购物节 新加坡一些电商打破销量纪录

《联合早报》中文版 12月 13 日报道：昨天（12日）是双 12 购物节，新加

坡本地商家纷纷搞促销刺激买气，一些电商平台也在购物节打破了销量纪录。

双 12 原先是个网络平台购物节，许多电商逢双就促销，在双 12 更以最低

价格推出清仓优惠。如今不少实体店也搞双 12促销，提供商品折扣。

电商平台 Lazada 的首席执行官卢炜利受询时指出，在迈入 12月 12 日的一

小时内，该平台的销量就破了 1200 万美金，并在凌晨 2 时就突破了去年双 12

一半的销售额。

“截止今日中午，我们已经突破了去年的纪录。现在大家都沉浸在佳节的

喜悦中，我们的消费者也购买了许多商品例如礼盒、活动券以及游戏机等，来

庆祝来临的节日。看到他们尽情愉快地购物，我们也非常开心。”

记者昨日也走访了位于裕廊东的 IMM 商场、购物中心 Jem 以及西城

（Westgate），观察到有许多商家在推出双 12折扣的同时，也推出圣诞及年终

优惠。

百货公司 BHG 为响应购物节，在双 11 节和双 12 节推出优惠活动，并得到

了非常好的回响。BHG 发言人指出，促销活动早在星期五（10 日）开始，仅仅

两天时间，公司就注意到了双 12活动比起之前的促销活动的平均的客单价有上

升趋势。

（来源：联合早报 2021 年 12 月 14 日）

经济参考报：2022年“稳”字当头 七大政策勾勒全年经济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12月 8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总体来看，今年中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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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用七大政策与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来勾勒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稳”

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关键词。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

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明年的政策将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并推动经济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稳步提高。

在形势判断上，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

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是对我国面临的新的下行压力的新表述。“需求收缩主要指

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内需扩张缓慢，供给冲击主要指部分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

包括价格上涨压力以及能源双控带来的供给紧约束压力，预期转弱在于前期低

基数效应正在演变为高基数效应，而且疫情反复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

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下，今年会议更加强调了“稳”的重要性。在 12月 11 日

召开的 2021-2022 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韩文秀表示，“稳”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为突出的关键词。在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消息稿中出现了 25个“稳”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也表示，会议将稳增长放

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有机统一，围绕这

个主线，对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出了重要部署。

从会议精神来看，实现“稳”，一方面要形成政策合力。民生银行首席研究

员温彬表示稳定经济增长要形成“几家抬”的格局，财政、货币、金融、产业、

工商、就业等方面，都要出台稳定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

刘向东表示，政策要提前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都要加力托底，同时在加大财政

刺激和货币适度宽松的同时也谨防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不能因噎废食。

从具体部署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 2022 年我国七方面重点经济

工作任务，并提出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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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

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社

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提出七大政策与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这

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得

出的规律性认识。”张立群说。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韩文秀说，“稳健”就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可持续性；“有效”就是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管用性，抵御经

济下行压力，使“六稳”稳得牢，“六保”保得住。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

吉喆也在 2021-2022 中国经济年会上表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

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要协调联动，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过去

一些年我们采取的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这些有效的方

法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要落实到企业，落实到就业，落实到基层。

会议指出，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韩文秀强调，内需潜

力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注重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发力，要适度超前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在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集群等领域加大投入，

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期动能。

“2022 年必须充分挖掘国内需求的潜力。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要把商品

消费和服务消费结合起来，落实好提振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相关举措，扩展

信息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

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宁吉喆指出，同时，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

用好用足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

确定的 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聚焦“两新一重”，积极调动社会资本活力，鼓

励民间投资稳定发展。

宁吉喆还指出，扩大内需很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区域开发，要深入实施重大区

域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在广大的农村、广大的中西部，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 总第 094 期 | 28

要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转化为有效需。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外贸企业探索“非”常之美

看着满载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海运轮船驶出港口，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外贸业务负责人开心又自豪——公司“又一批产品飘扬过海去晒

非洲的太阳了”。近年来，这家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太阳能电

池芯片、太阳能电池窗等多款产品畅销乌干达、南非、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打

开了新市场的大门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环保和节能事业作出了贡献。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为未来 3 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合作描绘了“路线图”，开启了构

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也让更多企业坚定了开拓非洲市场的信心。

机电产品受欢迎

据海关统计，今年 1-10 月中国与非洲贸易总值增长 27.4%，为 1.34 万亿元

人民币，对非洲出口增长 24.5%，出口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其中出口机电产品增长了 21.4%达 3551.9 亿元，占同期中国对非洲出口总值的

45.4%。

事实上，中国机电产品确实在非洲市场受到欢迎。以深圳为例，今年前 10

个月，深圳市对非洲进出口机电产品 276.4 亿元，增长 9.3%，占 52.5%。其中，

电工器材、液晶显示板、医疗仪器及器械和集成电路进出口增长显著。

中国十大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企业之一的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出

口音响、平板电脑、智能手环等电子消费品，与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

非洲国家业务往来十分紧密。据悉，今年 1-10 月，深中电公司进出口贸易额超

18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逾 40%。其中，多媒体音箱等消费电子类产品出口额

超 3.8 亿元人民币。

为帮扶企业进一步深耕非洲市场，深圳福田海关积极挖掘上下游优质子公

司提供链式信用培育，引导企业对照高级认证企业标准完善自身经营模式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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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以顺利获取海关 AEO 高级认证资质。此外，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

该关通过政策宣讲会、上门走访等形式积极输送深圳海关“稳外贸稳外资”便

利化措施 28项，并主动提供企业专属协调员服务，对企业遇到的通关疑难和诉

求做到快速响应、逐个跟进、挂账销号，助力企业不断提升内核竞争力。

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贸易方式也体现出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前 10个月，

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对非洲进出口 429.3 亿元，增长 24.4%，占同期深圳市对

非洲进出口总值超 80%。

物流新通道便捷出海

广东对非经贸往来密切，广州海关辖区内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中国

与非洲航线最多、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航空口岸之一，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对

非进出口贸易值仍增长约 10%，达到约 200 亿元人民币。广州南沙港对非集装箱

航线 22条，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顺畅，广州海关深入推进跨境海关合作，先行先试中

非相关合作项目，聚焦贸易安全与便利，强化“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国际互

认工作，大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帮助更多企业享受“一带一路”AEO 互认国

家通关便利。此外，创新水陆联运货物监管模式，打造过境多式联运中心，支

持“湘粤非”铁海联运货物顺利出海，服务打造内陆地区便捷高效出海非洲的

国际物流新通道。

中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商之一的信义汽车玻璃(深圳)有限公司，今年前 10个

月出口非洲国家货物超过 1.4 亿元，同比增长 10.6%。公司关务经理刘苑芬告诉

记者，企业近日正在加班赶工一批出口至摩洛哥的汽车玻璃。“得益于与非洲

国家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信义在非洲的市场也越做越大。”刘苑芬说。

为助力企业产品畅销非洲，深圳布吉海关提供“管家式”服务，安排专人

跟进原料进出口通关，针对技术性贸易措施提供个性化服务。此前，针对摩洛

哥通关受阻问题，以“前方交涉+后方支撑”的方式开展外交磋商，帮助企业缩

减到港通关时间 60%以上，保障了产业供应链稳定。

绿色通道”助农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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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沙海关为 22吨产自非洲卢旺达的干辣椒顺利办理通关手续，这是

中国首次大批量进口非洲干辣椒。接下来，长沙海关还将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

立“绿色通道”，跟踪研究非洲国家食品农产品政策，支持更多非洲优质非资

源型产品进口。

对非洲进出口占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上海口岸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

记者获悉，为全程搭建非洲农产品进口“绿色通道”，上海海关派员参与涉非

农产品检疫准入谈判，对部分非洲国家野生水产品按大类实施准入管理，并主

动引导企业提前预约申报、海关线上实时完成审批，开辟全封闭恒低温“实验

室绿色通道”，重点关注检疫性有害生物，实现现场“随到随检”、实验室“即

到即检”，大幅缩短取样检测时间，助力非洲鲜活农产品安全、高效进入国内

市场。

同时，依托上海海关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精准帮扶企业掌握政策规

定，对自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企业宣传“特惠签证系统”在线签证功能，

指导企业合规运用特别优惠关税待遇政策，提升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率，持续扩

大进口贸易规模，保障税收优惠措施落地落实见效。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贸易报：有序推动对外开放 实现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2 月 11 日，在由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中国入世二十

年与农产品贸易发展暨“一带一路”国际农产品流通产业创新院成立研讨会上，

与会嘉宾聚焦“入世二十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和投资的成就、机遇与挑战”主题，

进行深入交流，并展望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入世二十年，中国农业在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化压力为动

力，以开放促改革，实现了跨时代的发展。”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参赞焦点

回顾了自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1-2006 年，即中国农业贸易发展的过渡期。第二阶段是 2006-2012 年，即中

国农业贸易快速增长期。第三阶段是 2012 年-2016 年，即中国农业贸易增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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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期。第四阶段是 2016 年至今，即中国农业贸易发展稳定期。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宋聚国表示，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

贸易不断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农业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对外

开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农产品贸易大进明

显快于大出；二是进口供应链上存在薄弱环节，农业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还有

待提升，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全球采购、收储装运等能力；三是农业贸易投资

一体化进程有待加快。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于敏总结道，入世 20年，中国

农业投资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投资存量呈增长趋势，但是同农产品贸易额相

比，农业投资存流量不仅增长比例小，增长速度也非常缓慢。2020 年农产品进

口贸易额达 1500 亿美元，而农业投资存量累计不足 200 亿美元。第二，农业投

资区域与贸易存在较大不一致性。我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是美洲和大洋洲，

而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且投资主要集中在种

植业生产前端，产业链条单一。第三，投资规模小，以中小企业为主。农业对

外投资企业资产总额 5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占比 5%左右，小于 200 万美元的占

到 1/3。中国农业“走出去”肩负着保证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任，未来仍需

要在农业“走出去”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和支持。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业投资占中国农业海外投资总量 90.4%。综合来看，目前“一带一路”

沿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合作至关重要也非常迫切，但需要政府、

企业和农户等主体从政策、技术、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系统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林发勤表示，

未来解决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农业结构性矛盾以及农业流通问题。畅通“一带

一路”农业产业流通是破解农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方式，这对缓解中国包括整

个世界的粮食安全都非常重要。

为了实现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务院

参事何秀荣建议，要在农产品贸易战略上保粮食、保谷物；要确保供应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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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准备可替代的后备方案；应加强海外布局，推动跨国公司发展，尤其要

加强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贸易一体化发展；加强符合国际规则的政策

工具箱设计，对符合国际规则的工具进行前瞻性研究，积极参与高标准自由贸

易协定的谈判和制定，用更开放的国际规则来促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格局。

“未来中国农业贸易将面临由大到强的新任务、新发展阶段，为此要推动

做好农业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协调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农业利益与总体利

益、对外开放和产业安全的关系，积极稳妥有序地推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宋聚国表示，具体应从以下四点着力：一是积极做好多双边农业贸易谈判，尤

其在农业服务贸易、投资及新规则制定方面，强化与高标准农业经贸规则的对

比研究；二是抓好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规划的实施工作，做好有关市

场主体的培训等工作；三是有效利用各类平台努力提升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促

进我国农产品进口的高质量；四是积极促进农业服务贸易发展，顺应产业链价

值链升级需要。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14 日）

中国贸易报：以前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整

个世界的双循环结合点。前海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在对标

香港以及国际最先进的营商环境、法律规范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这些经验值

得各地借鉴。”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在论坛上表示，包括

前海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对标欧盟的相关做法。

蔡冠深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欧盟实现了不同主权国家之间服务、人

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达到区域融合一体化的最高水平。他认为，相比于一国

之下的粤港澳大湾区，11 个中国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及人员往来便利，还不及

欧盟，这当中的差距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提升的巨大空间。拥有自贸试验

区的前海与香港的合作共融可为今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具体

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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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港深金融规则对接方面取得突破。因为金融联通百业，且对大湾区内

企业发展形成制约的情况比较突出，香港这个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坐

拥 8200 多亿元人民币资金池的功能远未能发挥好。为此，前海可尝试为粤港澳

金融业划定共同遵守的最低标准试点，按照共同标准来审批跨境金融服务，允

许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双向流通，支持金融人才和信息自由流动。而香港可以通

过前海，为大湾区创科企业提供不同规模的 IPO 服务。

二是以完善的法律服务为深化融合提供保障。当前粤港澳法律制度衔接存在

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技术和操作层面。例如，港澳与内地的合伙联营律师事务

所在广东九市执业的规定还不是十分完善；即便已取得我国律师执业证书，港

澳律师执业范围仍受到限制，对律师北上执业的积极性造成影响。

三是以科技创新加速粤港澳合作进程。在三地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目前比较

突出的难题有以下几项：粤港澳科研资金管理方式差异大，跨境使用监管政策

存在差异，在资金用途、经费报销以及事后审计等方面难以对接；项目协议书、

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科研文档的模板标准不一；三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存在

差异，加之管理体制不同，容易出现知识产权纠纷；科研项目管理引入第三方

机构不足，不利于对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不利于采用国际通

用的同行评议机制；未能赋予港澳科研人员与内地技术人员同等的技术决策权。

四是前海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目前，前海的创新举措主要以程序性创新和

便利化创新为主，对 CPTPP、欧盟等国际高水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议题

的研究、对接和试验不足。这需要前海加快由适应规则到创新规则、引领规则

的转变。

五是推动前海与香港的医疗卫生合作。建议在前海率先建立粤港澳医疗绿色

通道，推动前海可免税使用已适用于香港的药物、临床应用的医疗技术和大型

医用设备。借助香港的医疗优势和人才，在前海成立有法律约束力的机构，监

管跨境医疗特区的营运，推动医疗同业对接和进口药械合作。

六是简化科技人员出入境通关流程。目前的出入境通关流程与科技人员出席

科研活动所需的同城化通勤不相适应，建议试行更为便利的通关查验模式，例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12 月 13 日 • 总第 094 期 | 34

如发放自贸区绿卡等等。

七是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税制方面，与香港相比偏高偏重，不利于集聚全球化

创新资源。

八是香港专业人士在获取内地资格方面仍存在较大障碍。建议探讨在中央授

权下，自行设计只适用于自贸区的专业资格认可程序，考核内容无需重复考核

相关专业知识，只针对当地法规的应用问题。

“欧盟融合的经验是由点到面，先易后难，从具体实践到法律制度，通过大

量的容错试验和不断完善，最终建立了成熟发达的市场。这也是我国粤港澳大

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蔡冠深说，自贸试验区的高水平开放关系到构

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双循环的效果，应该努力去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14 日）

新华社：美国经济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周年。20 年来，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中国的发展红利惠及全球，也让美国经济显著

受益。

美国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体现在美对华贸易与投资20年来呈几何式增长。

数据显示，2001 年时，中国仅是美国第 11大出口目的地，而去年中国已经是美

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公司 2018

年在华销售额高达 3927 亿美元，是 21世纪初的 20 多倍。

美国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体现在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

机会，在美中资企业也为美国本地就业作出贡献。根据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的

《2020 年在美中资企业商业调查报告》，截至 2019 年，成员企业在美直接雇佣

约 22万名员工，间接支持美国各地超过 100 万个就业岗位。在美中资企业通过

增加本土采购、房屋和生产设备租赁以及创造或保留就业机会，为美国带来经

济利益。同时，中国企业在美设立办事处、兴建工厂创造大量商机，帮助当地

企业获得新机遇和更多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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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一个借口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造成美国

工人失业。但是，这套说辞毫无事实依据。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尔克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 21世

纪之初经历了机器人、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变革，政府方面也没有出

台有效的应对政策，从而导致大量传统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

美国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体现在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使美国消费者受益。

《福布斯》杂志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美国全部进口商

品的 19%，为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高。另有数据显示，“中国制造”早己成为

美国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商品可为美国每个家庭年均节省

850 美元，显著降低了美国家庭生活成本。

美国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还体现在中国坚持开放市场并持续改善营商环

境，为在华美国企业注入更强信心。上海美国商会 9 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企业对在华投资仍充满信心。受访的

338 家在华美国企业中，有近六成过去一年增加了在华投资，有超过八成预计今

年将实现收入增长。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9 月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入世对美国和世界都是积

极的。报告说，中国近年来不断开放市场，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等领域。同时，

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改善外国投资审批程序，并在其他领域推进改革，

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企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参考消息网：202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2月 9日发表题为《2022 年的大问题》的文章，作者

为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部商务大臣吉姆·奥尼尔。全文摘

编如下：

说到 2022 年（以及未来），我想不起来以前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重大经济议

题面临这么多的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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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尤其引人注意。一旦值得关注的几个事态中的任

何一个出现负面转折，都可能对今天上涨的市场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除新冠疫情之外，最紧迫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通胀。今年的价格上涨是

短暂的，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情况？我的回答很差劲：“我不知道。”

今天的通胀压力可能仍然跟许多经济体复苏的速度有关，当然也跟持续存

在的大规模供应中断有关。但供应短缺本身可能是更大问题的征兆，如经济过

度刺激、无效货币政策或生产率增长疲软。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会截然不同，

取决于这些因素中的哪一个起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2022 年的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也与通胀有关。货币政策在当今经济中的目的

是什么？我们应该继续担心政府债务水平，还是我们（侥幸）发现我们从不需

要担心这个问题？我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但就这次的情况来看，我确实有一些

强烈的怀疑。

在财政政策和政府债务问题上，2020 年至 2021 年的情况表明，大部分常规

思维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债务的性质。为防止经济活动崩溃而产生的债务，

与为过于雄心勃勃的政府议程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债务截然不同。

经过多年努力实现较高的通胀率——接近或高于既定目标，各国央行现在

很容易选择认为通胀是暂时的。

事实上，央行官员并不比你我更清楚通胀是否会持续下去。但是，即使事

实证明通胀是暂时的，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由也越来越不可靠。毕竟，各国

央行创造的宽松金融环境正在助长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成

果主要是为少数拥有资产的幸运儿准备的。

此外，生产率增长这一核心问题也在逼近。多年来，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生

产率增长一直令人失望。

受疫情驱动的行为改变和创新，是否预示着期待已久的生产率强劲增长的

回归？对此，我一只脚踏进了乐观阵营，这也是我认为没有必要出台如此多货

币刺激政策的一个原因。但是，鉴于过去 10年的失望情绪挥之不去，我没法两

只脚都踏进乐观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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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些挑战和未知数还不够棘手，还有一长串非常规的宏观问题需要考

虑。

谁也不知道新冠疫情会带来什么波折——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会迅速成为新

的主要变种，还是会被另一种变异毒株所取代？

就目前情况来看，选民（尤其是那些收入有限的年长者）似乎不大可能容

忍能源价格一再上涨，即使这是向更清洁的替代品过渡的一个必要特征。决策

者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12 月 14 日）

—— 报告摘编 ——

IDC：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进入新阶段——规模化·专业化·高

质量

在数据隐私保护条例不断完善、国家大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流通持续

改善的今天，IDC 首次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追踪报告。报告预测，

到 2025 年，中国人工智能数据采标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 123.4 亿元人民币。市

场的发展驱动力一方面来源于人工智能市场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来源于行业

用户加大数据采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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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构成

从用户需求来看，人工智能基础数据采标服务市场需求主要来源于自动驾驶

——包括车内驾驶舱以及车外道路环境感知等场景、AI技术提供商和智能安防。

此外，互联网行业、智能终端行业也依然是 AI基础数据服务的投资主体。随着

传统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金融、医疗、工业领域也开始在垂深场景的

AI应用中引入数据采标服务。发展到现在，市场对于 AI 基础数据服务的需求已

基本清晰：标注质量要高、标注效率要快、知识经验要多、数据安全有保障、

整体成本具有较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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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生态

当前人工智能数据服务市场的产业链并不冗长，市场参与主体（下图所示）

已成规模的数据标注服务商。当然，在数据标注平台背后，还存在诸多提供数

据采标服务的小型团队。随着传统行业开始自研 AI，传统的人力资源服务商也

开始参与市场竞争。随着市场的竞争，规模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成规模的平

台型厂商将占据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

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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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DC 追踪的人工智能基础数据采标服务市场规模，在 2020-2021H1 的市

场格局中，百度在中国 AI基础数据服务市场持续保证市场份额第一；其次是海

天瑞声。其他值得关注的厂商包括云测、Appen、龙猫数据、数据堂、标贝数据

等。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不断涌现出新技术新趋势，例如联邦学习、大

模型等都对 AI基础数据采标服务提出新要求：

数据采标需求范围更广：数据采标服务需满足的 AI 应用场景比以往明显更

加广泛。

数据标注精度要求更高：在自动驾驶等诸多场景中，为进一步提升 AI 系统

的准确度，要求数据标注精度不断提升。

交付效率要求更高：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要求企业必须提高研发效率，进而

对 AI基础数据的交付效率也提出更高要求。

数据标注复杂度提升：随着 AI 应用场景日益融合、复杂，对数据标注的难

度和复杂度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有经验有实力的企业才能适应这一市场变化。

数据安全相关风险：根据法律规章的更新要求，及时调整现行业务开展方式、

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等。

标注人员培养模式转变：过去通过扶贫、再就业、产学研等方式快速降低了

人工标注的成本，需要进一步探索职业教育、优化标注工具。

IDC 中国助理研究总监卢言霞表示：“ 市场竞争瞬息万变，引入 AI 基础数

据服务有助于帮助企业快速进入 AI模型开发。在选择外部数据采标服务时，确

保基础的数据安全保障的同时，亦应多考虑标注质量、标注效率、知识经验的

积累，也应考虑为 AI构建专有数据集管理系统。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380121

IDC 2022年中国 ICT市场十大预测

2021 年，全球疫情的影响虽有所减弱，但仍在继续。各个国家、地区、企业

已经打磨出一套应对疫情的举措，因此，全球及中国经济都处于恢复增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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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IU 和 IDC 的预测，2021 年全球 GDP 增长约 5.6%，中国 GDP 增长约 8%。2021

年即将过去，是时候为 2022 年做准备了。2022 年经济增长如何？市场环境有哪

些变化？数字经济增长趋势如何？哪些数字技术有更大的应用潜力？行业用户

数字化转型和竞争格局如何变化？这些问题是所有 ICT 解决方案商和行业用户

都需要了解及洞悉的。

IDC 于今日与来自 20 家知名 IT 领域资深媒体老师从全球及中国视角共同分

享了 IDC 2022 年中国 ICT 市场十大预测——在数字化优先的世界中乘风破浪。

IDC 中国区总裁霍锦洁女士在开场致辞中讲道：“2021 年，所有企业都经历

着史上前所未有的风浪——顺风、逆风及侧风。其中顺风包括：消费者对数字

化的强劲需求、优良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加速、政府大的刺激

经济发展计划；逆风包括：疫情大流行仍然没有结束、数字化技能人才短缺、

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地缘政治风险加大；侧风包括：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变化、

数字主权对隐私保护的新需求、网络安全风险加大、生态系统的持续颠覆与重

构。这些风浪将影响 2022 年及以后，所有企业必须制定新的数字化优先的战略

来利用、适应风浪变化，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进一步的创新与增长。根

据企业行业特征、数字化水平、业务目标的不同，其数字化优先的策略重点也

将有差异，但总体上，企业需要在未来 2 年内考虑 9 个方面的数字化优先：无

线连接优先、个性客户优先、数字孪生优先、边缘数据优先、领域智能优先、

混合工作优先、安全隐私优先、远程运营优先、软件创新优先。”

IDC 中国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武连峰先生在会上为在场的媒体朋友结合全球

并从中国角度解读了影响中国 ICT 市场的因素，并强调，十四五规划是中国 ICT

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石，其 6 大关键词也是 2022 年中国 ICT 市场 10 大预测的基

础。这 6大关键词是：新科技——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产业——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新格局——构

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经济——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新区域——深入实

施区域发展战略，新环境——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根据 IDC 的最新预测，2022 年中国 ICT 市场（含第三平台与创新加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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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将达到 7,937 亿美元，比 2021 年增长 9.2%，持续高于 GDP 的增长。2022

数字化转型支出将达到 3,291 亿美元，比 2021 年增长 18.6%,数字化转型依然是

企业的核心战略。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IDC 每年度的 IDC FutureScape 预测系列将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将为信息技术领导者提供必要的指导，不仅要了解引发

这一深刻变化的关键外部驱动因素，还要了解如何在这些变化的情况下建立韧

性并更快实现新的增长

预测一：行业深度数字化加速，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机会可期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数

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数字经济的基石“新基建”每年投入约 2

万亿元人民币。IDC 预测，2022 年，超过 50%的中国经济将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

上或受到数字化的影响。到 2023 年，三分之一的公司将从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创

造超过 30%的收入，而 2020 年未超过五分之一。

预测二：云市场格局有变，边缘专属行业多云走向分布

2020 年中国前 10 大公有云厂商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91%，比 2018 年提高了 5

个百分点，但由于客户需求和政策的导向，边缘云、专属云、行业云、多云部

署等趋势驱动云市场走向分布，头部云厂商增速放缓，后起之秀增长迅猛。IDC

预测，到 2023 年，40%的中国 1,000 强企业将重置云选择流程，以关注业务成

果而非需求，评估从设备到边缘以及从数据到生态的云服务商产品组合，以寻

求在满足政策情况下加速创新。

预测三：企业智能理念兴起，智能预测与智能决策价值凸显

人工智能是十四五规划中数字产业化聚焦的 7 大重点领域之一，智能化转型

也是国企未来 3年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发挥 AI的价值，企业智能(Enterprise

Intelligence)的理念兴起。IDC 将企业智能定义为组织的学习能力与综合信息

处理能力，以便在强大的数据文化中不断学习和应用，并产生规模化洞察，从

而使组织能够改善业务结果。IDC 预测，到 2025 年，超过 60%的企业将把人类

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NLP 和模式识别相结合，做智能预测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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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整个企业的远见卓识，并使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提高 25%。要达到这些

绩效，设置用于协调业务与 AI的专属 CXO 也将成为刚需。

预测四：多元化交互重塑用户体验，元宇宙概念持续发酵

用户体验创新一直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标之一，疫情更加速了各类新型技

术与终端的应用，虚拟展馆、AI 数字人、5G 智能视频客服、AR/VR 终端等不一

而足。IDC 预测，到 2023 年，50%的中国 1,000 强将转移一半的新技术硬件与连

接支出，以便重塑用户体验，哪些能够为工作、学习、娱乐、健康、空间等领

域提供优良数字化体验的组织将在获取和保持客户忠诚度方面建立长期优势。

IDC 将“元宇宙”定义为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可提供游戏、购物、社交、学习等

沉浸体验的开放虚拟世界，元宇宙的发展还在其庞大构想的非常早期阶段，2022

年这一概念将持续发酵，AR/VR 出货量增长迅猛。

预测五：网络连接价值进一步彰显，5G应用场景部署加速

疫情使公司部分员工远程办公成为新常态，生产制造企业的远程运营与维护

也是刚需，线上会议与活动必不可少，视频直播营销成为重要渠道，快速、稳

定、安全的网络连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IDC 预测，到 2022 年，40%以上的

组织将优先考虑网络连接的韧性，以确保业务连续性和新的应用场景的开发，

从而为客户、员工与合作伙伴带来不间断的数字化互动与优良体验，这也将驱

动 5G应用场景部署加速。IDC 也预测，到 2023 年，30%的中国 1000 强企业也将

首先开发全新的流程作为远程运营，而 2020 年的远程运营流程数量非常有限。

预测六：数字孪生全方位渗透，组织开始打造虚拟新基建

数字孪生概念的提出已经超过 10 年，但深度应用还较少。但随着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5G、云计算等技术的大量应用和成熟，数字孪生的

应用开始进入快车道。IDC 预测，从 2021 年到 2027 年，为数字孪生建模的实物

资产和流程的数量将从 5%增加到 50%，从而实现运营绩效的优化，不仅可以降

低运营成本，而且可以加速实现转型与创新。到 2025 年，30%的城市将通过物

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将物理和数字相结合，并改善关键基础设施

和数字服务的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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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七：“即服务”交付将更为普及，企业 IT预算将重新分配

商业模式创新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之一，软硬产品服务化就是最重要的

举措，即可以增加用户的粘性，又可以使服务商保持稳定增长。对于服务使用

者则大大降低资本支出，“一切即服务”时代正在到来，ICT 市场更是如此。IDC

预测，到 2024 年，由于在安全、云平台、虚拟工作空间和连接领域采用集成的

“即服务”捆绑包，40%的大型企业 IT 预算将重新进行分配。虽然更快的实施

周期、更敏捷的部署、与业务使用保持一致的优势已得到充分认可，但 IT团队

仍需要不断监控投资组合的膨胀风险。在个人电脑领域，IDC 预测，到 2023 年，

五分之一的企业个人电脑将通过设备即服务协议部署，在整个预测期内，这一

份额将持续上升。

预测八：数字化生态系统持续重构，工业互联网看到盈利曙光

在数字化的世界中，基于 API 的生态系统强弱，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

弱。互联网公司和 ICT 技术服务商都在强化自己的生态，大型行业用户也在通

过自己的行业优势，利用数字技术，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打造自己的数字化生

态系统。工信部评出的 15家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每一家都有雄心通过自己的

平台在巨大的工业互联网市场中建立新生态，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IDC 预测，

到 2026 年，中国 1,000 强公司平均 30%的收入将来自与合作伙伴构成的行业生

态系统，这些收入通过共享数据、共享应用、共享运营等举措获得。50%的首席

信息官也将把合作利用行业生态系统的能力，作为其创新、数据共享、差异化

和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源泉。

预测九：数据保护和隐私挑战巨大，数据治理与安全成为刚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和《数据安全法》从 2021 年 9 月 1 日

起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同国外类似法律相

比，中国的 2 部法律更加严格，创新点更多，罚款也更高，在用户权利、出境

评估、数据共享等领域提出明确的严格限制，这个所有企业都带来的了巨大挑

战。IDC 预测，到 2024 年，数据隐私、安全、放置、使用、披露要求方面的要

求将迫使 80%的中国大型企业在自主基础上重组其数据治理流程。成功的组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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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主权作为对资源/数据控制进行新投资的重要推动力，并致力于降低网

络安全等领域的信任风险，同时为新的客户体验、员工体验和远程运营工作提

供基础。在这一趋势下，数据治理、零信任与隐私计算、云与边缘安全成为企

业的刚需。

预测十：双碳与 ESG 是新议程，技术普惠考验企业社会责任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经济，2030 年实现碳达峰，

争取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更好地支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这对所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

新要求，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双碳与 ESG 目标开始考验企业的社会责任。IDC

预测，到 2023 年，50%的中国 1000 强公司将把环境可持续性参数牢固地嵌入其

业务 KPI 中。50%的中国 1000 强企业将需要首席信息官实施可持续的信息技术，

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嵌入从采购到处置的技术生命周期中。

全文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370421

Western European HCP Market, 3Q21:Supply Chain Issues Bring
Recent Hardcopy Market Growth to a Sudden End as Shipments
Declined for First Time in Over a Year, Says IDC

After a strong start to the hardcopy marke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he initial

signs of supply chain issues finally came to light in 3Q21 as the market contracted by

21.5% compared with a year ago as most brands simply didn't have enough inventory

to fulfill orders.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the

Western European printer and multifunction (MFP) market stood at 4.07 million units

in 3Q21 compared with 5.19 million a year ago.

The major product segments of inkjet and laser both made double-digit declines

as manufacturing constraints, logistical issues, and high dem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1 meant that few brands could supply all the required hardware and supplies to

their channel partners and customers. The overall inkjet segment declined by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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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usiness and consumer markets suffering from a lack of supply, but not all

brands saw declines and those that had sufficient stocks captured more share of the

market.

The overall laser segment contracted by 27.1% and all areas of the A4 and A3,

monochrome and color, and printer and MFP market declined by double-digit figures.

This means that most gains seen in 1H21 were wiped out; as with the inkjet market,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successful brands that had inventory to take over some

accounts.

"Increased demand for home working and education print device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has now come to an expected end as supply chain issues have led to many

orders being unfulfilled, and this is likely to continue for the rest of 2021 and for

some it will continue into 2022," said Phil Sargeant, program director, Western

European Imaging, Hardware Devices, and Document Solutions group, IDC. "Most

brands are suffering from inventory issues and this ultimately affects revenues and

profits, with some feeling the effects more than others."

Main highlights:

• The overall Western European hardcopy market declined 21.5% year on year

in 3Q21; shipments were at 4.07 million units.

• The 2Q21 market value in Europe declined by 16.1% to €1.53 billion.

• Inkjet shipments declined 19.5% in 3Q21; consumer inkjets declined by

19.9% and business inkjets by 16.1%.

• Laser shipments declined by 27.1% for the quarter; all segments of the market

declined.

• SDM shipments decreased by 16.9% in 3Q21; this remains a market in

decline.

Main Country Highlights

Overall growth in the Western European HCP market was strong and ther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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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ery good performances. The main country highlights are shown below.

Germany

German shipments declined by 16.5% in 3Q21 — an effective decline of almost

83,000 units to give a market size of 900,000 units. German inkjet markets contracted

by 16.0%, with declines in both consumer and business markets. Laser shipments

declined by 17.3%; most segments saw double-digit declines and A4 color printer

was the only area that saw any growth, even though that was minimal. The largest

laser segment in Germany was for A4 monochrome printer devices.

France

French shipments were below the Western European average, declining 27.4%

for a market size of 759,000 units. Inkjet shipments declined by 27.7%; most of this

decline was from consumer devices while business inkjets only marginally suffered.

The total laser market declined by 26.1% and all segments posted double-digit

figures.

The U.K.

U.K. shipments declined by 23.9% in line with other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This gave a market size of 682,000 units; as in other countries both inkjet and laser

markets contracted by double digits. Inkjets declined by 22.8% and lasers by 29.8%,

but unlike other countries the A3 color laser MFP segments increased by 5.9%. Serial

impact dot matrix shipments also increased.

Italy

The Italian market declined by 23.7% for a market size of 516,000 units. Inkjet

shipments declined — not as much as in other countries, but it was still a double-digit

decline of 11.7%. Laser shipments were much lower than in other major countries,

declining by 43.2% with no segments showing any sign of increases.

Spain

Spain's shipments declined by 27.9% for a market size of 306,000 units. Ink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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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ments contracted by 27.2% and the only growth was the increase in monochrome

devices, though this remains a niche market. Total laser shipments declined by almost

a third but total A3 shipments increased year on year; A3 color MFP shipments

increased by 16.3% and monochrome A3 by 48.2%.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EUR148380921

WTO：2021年世界贸易组织年度监测报告

根据总干事关于贸易相关发展的年度概览报告，世贸组织成员在实施与

COVID-19 有关的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面表现得很克制，并将继续缩减早些时候

在疫情中采取的限制措施。尽管与疫情无关的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有所放缓，但

自2009年开始监测工作以来积累的未废除的限制性措施现在已经影响到价值约

1.5 万亿美元的贸易商品，近世界进口总量的 9%。

该报告涵盖了 2020 年 10 月中旬至 2021 年 10 月中旬的数据，并于 12月 9

日的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查机构（TPRB）会议上提交给世贸组织成员。

在向成员们介绍该报告时，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指出，自疫情爆

发以来，与 COVID-19 有关的贸易促进措施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贸易限制措施的数

量，几乎是二比一。她指出，在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提出的 117 项出口限制

中，有 45项出口限制仍在实施，涉及药品、其他医疗用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等产

品。她说：“我敦促各成员尽快取消这些限制，因为它们可能阻碍了 COVID-19

的应对措施，包括疫苗生产和部署。”

总干事说：“监测报告清楚地表明，多边贸易体系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我们

应对疫情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也知道国际贸易和世贸组织可以而且必须做

得更多，以促进生产和公平获得足够数量的 COVID-19 疫苗、检测设备和治疗药

物。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各成员在 2 月底前就疫情应对措施达成协议，包括知

识产权等问题。”

报告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已经实施了 399 项

COVID-19 货物贸易和贸易相关措施。其中，262 项（66%）属于贸易便利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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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项（34%）可被视为贸易限制性措施。出口限制占所有记录的限制性措施的

85%，共 117 项措施，其中 59%在 2021 年 10 月中旬前已经被废除。

尽管有所回缩，但仍有总共 56项贸易限制，其中 45项是出口限制。约 22%

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也已终止，205 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仍然有效。

仍在实施的 COVID-19 贸易促进措施的贸易覆盖面估计为 1121 亿美元，而

贸易限制措施的覆盖面为 923 亿美元。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只有少量新的 COVID-19 贸易和贸易相关

措施被记录在案，主要包括延长或终止在疫情早期引入的措施。同样，在审查

期间，世贸组织成员和观察员为减轻大流行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而采取的与

COVID-19 有关的新的支持措施也有所减少。

服务行业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在报告的 153 项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影响服

务贸易的相关措施中，有 138 项（90%）仍然有效。在审查期间，世贸组织秘书

处记录了 29项与 COVID-19 有关的新服务措施。

在与 COVID-19 无关的贸易措施方面，记录了 124 项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和

103 项货物贸易限制性措施。审查期间引入的进口便利措施的贸易覆盖面估计为

4816 亿美元，进口限制措施的覆盖面为 1059 亿美元。尽管新的进口限制措施的

贸易覆盖面相对较低，但自 2009 年以来实施的、仍然有效的进口限制措施的存

量估计为 1.5 万亿美元，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旬，约占世界进口总量的 8.7%。。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57909.html

世界银行：2021年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透明度报告

世界银行新报告认为，在最贫困国家的主权债务飙升至危险的高水平之际，

全球和国别债务跟踪系统被证明并不完善，存在的差距加大了评估债务可持续

性以及让过度负债国家迅速进行债务重组和实现持久经济复苏的难度。

《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透明度》报告是对全球和国家主权债务监测系统的首

次全面评估。报告发现，目前的债务监测依赖于由不同机构拼凑起来的、具有

不同标准和定义的、可靠性程度参差不齐的数据库。这种不一致导致低收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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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公开可用的债务统计数据存在巨大偏差，在某些情况下可相当于国家国内

生产总值的 30%。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强调：“最贫困国家将背负着几十年来

的最大债务负担走出疫情，但有限的债务透明度将推迟调整和关键的债务重组。

提高债务透明度需要一个健全的债务管理法律框架，综合债务记录和管理系统，

以及全球债务监测的改善。国际金融机构、债务人、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比如信用评级机构和民间社会，都可以在促进债务透明度提升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

报告指出，40%的低收入国家已有两年多没有公布主权债务数据，而许多公

布主权债务数据的国家往往仅限于中央政府债务信息。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

依赖于“资源支持贷款”，即政府获得以未来资金流为抵押的贷款。从 2004 年

到 2018 年，“资源支持贷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新贷款中的比例接近 10%。至

少有 15 个国家持有这笔债务，但没有国家提供抵押协议的细节。

中央银行还利用回购和掉期等货币政策工具，以便于政府向外国债权人借

款。然而，这些贷款既没有包括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也没有记录在国

际金融机构的数据库中。最贫穷经济体的国内债务市场也是不透明的：报告指

出，只有 41%的经济体将市场拍卖作为发行政府债券的主要渠道，而使用拍卖的

经济体只向投资者提供零星信息。

世界银行集团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债务透明度是各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

键步骤，因为债务透明度有助于吸引新投资、改善问责制和减少腐败。世界银

行的全面债务报告系统仍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外债可核查信息的唯一来

源。所有世界银行借款国（超过 100 个）必须报告任何公共机构所欠外债的详

细情况。此外，世界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政策（SDFP）鼓励有资格获得国际

开发协会（IDA）贷款的国家实施具体的绩效和政策行动（PPA），以提高债务

透明度、金融可持续性和债务管理水平。

有效的债务监测并不容易，但可以实现。报告应按优先次序制定一份详细

的建议清单，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年公布有公共担保的公共债务统计数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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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收集和交流数据；创建符合国际标准的综合债务记录和管理系统。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57305.html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联合国贸发会议今天发布了《非洲 2021 年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

去十年中，非洲的贫困水平总体有所下降，但不平等扩大，同时新冠大流行导

致贫困人口增多。贸发会议指出，非洲应收获该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潜在红利，

促进内部贸易和包容性增长。

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大多数非洲国家的贫困水平有所下降：平均而言，

消费水平低于每天 1.9 美元贫困线的非洲家庭比例从 2010 年的 40%下降到

2019 年的 34%。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之间和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指

数范围从阿尔及利亚的 27.6%到南非的 63.3%不等。基尼指数越高，不平等程度

越高。

新冠大流行导致贫困水平上升

就贫困家庭的收入损失而言，非洲是世界上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估计 2021 年贫困人口率增加了三个百分点，原因是新冠大流行。

虽然 2019 年非洲有 4.78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据估计，到 2021

年，非洲有 4.9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大流行前的预测多出 3700 万人。

仅不到一半的非洲国家实现了包容性增长

在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抽样调查的 49 个非洲国家中，只有 17 个

国家的增长具有包容性，即在这种增长中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18 个国家减少

了贫困，但不平等加剧；在 14 个国家，两方面都没有取得进展。

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因素包括更好的人类发展成果、更大的社会包容、创造

生产性和正规就业机会，以及环境保护。

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经济，包括非正规贸易和就业，对非洲大陆具有重要意义。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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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在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许多弱势人群的最后就业机会，

尤其是在就业机会有限的边境地区。

非洲大陆非正规就业占就业的比重较大，据估计，平均占非农就业的 72%

和农业就业的 98%。

调查表明，在某些边境，非正式跨境贸易可占官方贸易流量的 90%；占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贸易总额的 30% 至 40%；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约 40%

的贸易。

非洲内部贸易潜力巨大

由于新冠大流行，对非洲大陆所宣布的跨境绿地投资（又称新建投资）项

目价值下降了 6%以上，从 2019 年的 770 亿美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290 亿美元。

2019 年，非洲占世界贸易的 2.8%。非洲的区域内贸易仅占大陆贸易总额的

4.4%。

向非洲大陆以外的出口反映出对初级商品的严重依赖，这使得非洲大陆容

易受到全球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外部冲击的影响。

加工产品在洲际出口中的份额低至 17%。相比之下，41%的非洲内部贸易由

加工产品组成，这表明扩大区域贸易对变革性和包容性增长的潜在好处更大。

更大的区域一体化将提供更多机会

贸发会议表示，更深入的区域一体化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阶梯机会，非

洲内部的出口在技术上变得更先进，中高技术制造商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有望通过关税自由化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来增加贸

易，吸引投资从而建设生产能力，增加收入并减少脆弱性。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到 2025 年的关税自由化预计将使非洲内部的出

口潜力增加 92 亿美元。

在预期的关税自由化下，汽车行业拥有最大的出口潜力，但预计只有少数

非洲大型经济体受益，例如，南非占该行业潜力的 88%，摩洛哥占另外 8%。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加强区域价值链的潜力可以提高非洲国家在后新

冠时代的复原力，尤其是在解决医疗用品短缺以及促进和加速食品贸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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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56451.html

腾讯：2021年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报告显示， 在数实融合已成为国家中长期重大战略的前提下，全国数字化

转型指数持续走高，在 2021 年一季度达到 307.26，同比增长 207.4%，全国用

云量（云计算指数）和赋智量（AI指数）持续增长，年增长量分别达 57%和 93%。

数字化转型指数由基础设施层、平台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的指数加权平均

而得。报告通过对全国 351 个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进行评估显示，广东、上海、

北京是全国数字化转型指数排在三甲的省市。

报告指出，全国的数字化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由城市群引领，11 大城市

群虽数量仅占全国城市一半，但数字化指数占比近 80%，其中，南部珠三角、北

部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和西部成渝四大城市群，仍然是发力数字化的头部引擎；

二是在趋势上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中原、长江中游地区的

增速异军突起。在过去一年里，中原城市数字化转型指数增速达到 350%，长江

中游城市数字化转型指数达到 315%，分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二。行业方面，报

告显示，数字原生行业的数字化规模明显领先于传统行业，其中电商、金融、

文创三大细分行业规模最大、最具典型性，成为推动中心城市产业数字化发展

的中坚力量。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58489.html


	—— 要闻快讯 —— 
	济南—新加坡现代服务业论坛成功举办
	威海市工信局：威海4家园区入选2021年度省级数字经济园区
	广安日报：四川省广安市获评首批四川省服务外包城市
	中国贸易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将迎来更大机遇
	把握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
	商务部：将加快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核准程序
	中国新闻网：建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智库联盟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
	中国贸易报：精准模拟提升参与国际经贸事务水平 助力企业攀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经济参考报：保护中医药原创优势 推进中医药知识产权建设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应增强自身制度和规则的说服力
	国际商报：跨境电商品牌出海可持续增长待破题
	中国商务新闻网：电商激活优化“世界水晶之都”
	双12购物节 新加坡一些电商打破销量纪录
	经济参考报：2022年“稳”字当头 七大政策勾勒全年经济重点
	中国商务新闻网：外贸企业探索“非”常之美
	中国贸易报：有序推动对外开放 实现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贸易报：以前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美国经济显著受益于中国入世
	参考消息网：202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

	—— 报告摘编 ——
	IDC：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市场进入新阶段——规模化·专业化·高质量
	IDC 2022年中国ICT市场十大预测
	Western European HCP Market, 3Q21:Supply Chain Iss
	WTO：2021年世界贸易组织年度监测报告
	世界银行：2021年发展中经济体债务透明度报告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
	腾讯：2021年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