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12 月 20 日 • 总第 096 期 | 1

—— 要闻快讯 ——

 商务部通报今年 1-11月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情况

 中国投促会：15年来，全国服务外包企业增至 6万多家

 中新经纬：服务外包推动中国出口结构优化

 国际商报：数字贸易示范区如何打造？

 经济日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多维度发力

 重庆日报：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一周年 重庆晒“成绩单

 中国商务新闻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成效显现

 中国江西网：对外开放激活服务贸易新动能

 中国商务新闻网：青海海西：推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化智库：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双赢

 国际商报：坦桑尼亚拟制定电子商务领域贸易政策

 中国贸易报：菜鸟日均处理跨境包裹超 500万件

 国际商报：物流企业如何搭乘电商发展快车

 新华社：关税新规：以关税调整助力高质量发展

 国际商报：壮大外贸新势力 澎湃创新发展新动能

 中国贸易报：中俄双边贸易逆势上扬

 参考消息网：日本机构估算：2033年中国 GDP将超过美国

 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菲律宾尚有 490亿美元的出口潜力未被开发

 中国商务新闻网：WTO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相关的贸易限制有所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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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s Bring Recent Hardcopy Market
Growth to a Sudden End as Shipments Declined for First Time in Over a Year, Says IDC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统计手册

 商务部：2021年秋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Meta&TRC：2021年电商购物体验白皮书

 腾讯： 202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观察报告

2021年 12月 20日 2021年第 046期（总第 96期）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12 月 20 日 • 总第 096 期 | 2

—— 要闻快讯 ——

商务部通报今年 1-11月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情况

2021 年 1-11 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15604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

同），执行额 110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2%和 19.4%。其中，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合同额 8760 亿元，执行额 65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和 16.7%。（以

美元计算，1-11 月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2351 亿美元，执行额 1661 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 25.2%和 24.4%。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326 亿美元，执行

额 992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0.0%和 21.6%。）

从业务结构看，1-11 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

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 2890 亿元、1038 亿元和

264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1%、17.8%和 23.0%。其中，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等离岸服务

外包业务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89.4%、78.8%、34.0%和 19.9%。

从区域布局看，1-11 月，全国 37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岸服务外

包合同额 7632 亿元，执行额 5760 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额的 87.1%和 87.7%。长

三角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169 亿元，执行额 3299 亿元，分别占全国

总额的 47.6%和 50.0%。

从国际市场看，1-11 月，承接美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

别为 1479 亿元、1187 亿元和 811 亿元，合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52.9%，

同比分别增长 17.0%、22.5%和 11.1%。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

务外包合同额 1691 亿元，执行额 124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5.2%。

从企业性质看，1-11 月，民营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1796 亿元，占

全国的 27.3%，同比增长 30.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3.7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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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2841 亿元，同比增长 13.1%，占全国的 43.2%。

从吸纳就业看，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我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 1378

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884 万人，占 64.1%。1-11 月，服务外包新增从业

人员 87万人，同比增长 1.6%，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 64万人，占 73.9%。

（来源：商务部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投促会：15年来，全国服务外包企业增至 6万多家

《中国服务外包十五年发展与展望(2006-2021)》报告发布会暨中国服务外

包 15 年贡献奖颁发仪式 17 日在线上举行。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商务部

原副部长马秀红在会上表示，15 年来，全国服务外包企业快速发展，从 500 多

家扩展至 6 万多家。

该报告于今年 10 月完成。报告阐述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15 年发展成就，分

析了全球服务外包发展趋势与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并提出新时

期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马秀红指出，自中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2006 年启动实施以来，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服务外包

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据马秀红介绍，2006 年至 2020 年，全国服务外包企业从 500 多家扩展至 6

万多家，增长了 120 倍；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从 13.84 亿美元激增至 1753.5

亿美元，增长了 126 倍；服务外包行业从业人员由不足 6 万人猛增至 1290.9 万

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人员占 63.5%，成为高学历人才集聚度最高的行业。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 15 年的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符合中

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对新时期构建数字经济，形成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增

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内外贸易结构，集聚高学历人

才就业，释放新经济增长潜力和实现科技强国将起到重要作用。”马秀红说。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数字服务专家、报告编写人之一汤彤妹指出，随着全

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中国 5G战略的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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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新基建的全面铺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实质性应用的推广，信

创和数字化货币等全新产业的兴起等，新的市场需求也将应运而生，这些都将

为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更大、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20 日）

中新经纬：服务外包推动中国出口结构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 1-11 月，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15604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执行额 110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2%和 19.4%。其

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8760 亿元，执行额 656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4%

和 16.7%。

从业务结构看，1-1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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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 亿元、1038 亿元和 2641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1.1%、17.8%和 23.0%。其中，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信息

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等离岸服务外包

业务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89.4%、78.8%、34.0%和 19.9%。

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势头强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

中有三个主要亮点。

其一，中国企业承接的整体服务外包合同额增速高于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

同额，增速高达 20%以上，说明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经济活跃度较高。

其二，中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执行额高达 2890 亿元，说明中国信

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最重要的构成之一，这

优化了中国的出口结构。

其三，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的外包业务增速较高。“双碳”目标下，新能

源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进步不局限于规模，还包括技术进步。中国在新能源

技术方面具备优势，使得中国新能源技术服务外包产值迅速增长。

预计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全年将保持 20%左右的增速，以信息技

术、业务流程、知识流程外包的细分领域将是中国外包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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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服务外包在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供应链，也将减少其他国

家对货物贸易的需求，而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改变中

国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格局，推动实现外贸结构优化。一方面，由于制

造业出口多涉及资源出口，而服务贸易不依赖于资源，所以服务外包的发展也

将减少中国资源外流。另一方面，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如今趋向于均衡，中国

在服务贸易进口方面，更加重视技术进口，服务外包产业很好地平衡了中国的

服务贸易进出口。通过外包的方式，还将打造自身的技术壁垒，巩固中国部分

产业的国际地位，比如中国生物医药的 CXO(医药研发/生产外包服务)产业，在

外包出口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国生物医药研发的能力。

作者 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新经纬研究

院特约专家

（来源：中新经纬 2021 年 12 月 22 日）

国际商报：数字贸易示范区如何打造？

近日，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在解读《关于支持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时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

基地建设的支持和指导，加快推进有关政策举措落实落地，努力推动基地建设

再上新台阶，并以基地为依托，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

这并不是“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次被提及。10 月，商务部发布的《“十四

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中就提出，要加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布局

数字贸易示范区。

《规划》为数字贸易示范区的建设指出了明确路径，即依托国家数字服务

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并要求示范区要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国际

规制对接、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规范化采集和分级分类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

开展压力测试，培育科技、制度双创新的数字贸易集聚区。开展数字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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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复制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我国

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数字贸易示范区将是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升级版。”中国服务外包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分析到，一是国家将对数字贸易示范区在市场准入、金

融保险、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在政策层面鼓励其加速发展；二

是数字贸易示范区将在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

数据评级与分类监管等方面进行更大力度的压力测试，成为国内数字贸易开放

发展的标杆；三是更加侧重于培育壮大数字产业市场主体，打造行业龙头，成

为中国数字贸易龙头企业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四是在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

营商环境、制度创新、概念界定、统计体系等方面加强探索，总结可复制可推

广的成功案例和实践经验，成为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样板。

之所以提出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与近年来中国数字贸易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密不可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20 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

服务贸易规模达到了 2947 亿美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到 1.46 万亿元，占到

服务贸易总额的 44.5%。商务部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

出口总额将超过 4000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50%左右。

实际上，发展数字贸易已成为很多地方正在着力布局的内容。就在不久前，

北京市商务局等多部门印发了《北京市关于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其中就提出了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的目标。到 2025 年，北京市数字

贸易进出口规模将达到 1500 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比重超过 25%。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12 月 07 日）

经济日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需多维度发力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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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发展数字经济，既是促进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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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方向和目标已经明确，如何

在实践中抢抓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需多维度发力、协同推进。

从提供支撑的角度看，重点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的、全面的基础

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和基石。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的是，除了硬件，数

字基础设施还包含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终端、云平台等软

件信息设施。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把握、研判趋势，充分考虑发展需求以及发

展条件，将信息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充分发挥已有的铁路、公

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优势；要坚持推进科技创新，充分展现科学技术的

先进性、层次性和路径多样性，既能有力保障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水

平较高，也能有效满足国内的多维度、多样化需求，规避单一技术可能带来的

风险；要积极布局数字经济平台，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升级，建好科学灵活介入

的高效通道，促进各类主体交流沟通。

从激发动能的角度看，重点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目前，我国数字产业化动力不足，主要是关键技术和前沿科技发展、基础性

创新等方面还较为薄弱。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第一要务是锚定数字技术的创

新发展，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比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实现从场景探索到规模化应用，突破技术和管理两方面的瓶颈，鼓励试

点先行，打造创新共同体，解决好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问题。

产业数字化是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关键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要将用好数据作为推动产业数字化的主要着力点，以数据要素驱动来

精准触达客户要求；发挥出数字技术在个性化定制、数字孪生等智能制造和工

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动智能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

服务型制造等的发展，使新产业、新业态竞相涌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从深化实践的角度看，重点是加强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治理既是对数字化的



每周信息综报 • 2021 年 12 月 20 日 • 总第 096 期 | 8

治理，也体现为治理的数字化。

对数字化的治理，是以数字化转型为大背景，从治理层面进行体系变革，采

取有效措施保证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和价值的最大化；治理的数字化，是通

过平台、工具等技术手段对组织以及组织内资源、数据、技术、流程等实施数

字化管控，保障治理效能、提高治理效率。

数字化治理主要依托企业和政府两个主体。企业的数字化治理不仅可以帮助

企业防范风险，而且可以构建企业新的数字化能力。企业实现数字化治理，需

要创新融合的技术手段、管理方面的全流程监控、以数字化工具储存和保护重

要数据及记录、平衡企业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等。政府的数字化治理主要表

现为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技术供给，

在有力破除信息孤岛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安全。

从发展路径的角度看，重点是开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开展国

际合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内在逻辑。

一方面，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的重要途径，我国也需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发

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中蕴藏着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发展的重要动力，

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推动者和建设者，一直以来致力于为经济

全球化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智慧城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积极

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为提升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贡献“中国方案”，彰

显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球

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

裂只会走进死胡同”。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

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此背

景下，我们需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

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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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力有效的国际合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来源：经济日报 2021 年 12 月 20 日）

重庆日报：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一周年 重庆晒“成绩单

去年 8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重庆主城都市区开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试点期限 3年，同年 11月，《重庆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实施方案》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并印发实施。

数据显示，一年来，实施方案 160 项试点任务已落地 111 项，落实率近 70%。

在试点的带动下，2020 年，全市服务进出口监测数据 675 亿元，位列中西部第

前列。今年 1-10 月，全市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1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聚焦市场主体需求 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

据介绍，围绕“一基地一枢纽四中心”建设，重庆积极推动金融、医疗、

物流、法律、教育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打造内陆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行区。

在金融领域，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银行业、保险业企业在试点地区设立分

支机构，目前已受理南洋商业银行重庆分行筹建申请;目前已有外资银行参与进

出口通关环节税款缴纳和税款担保业务。

在医疗领域，支持平安健康、复星联合健康分别作为外资、内资专业健康

保险机构在我市设立机构。其中，复星联合健康已与国内国外 2000 余家医疗机

构签订医疗费用直付协议，并开发全球通高端医疗商业保险产品，能够提供境

外医疗服务。

在物流领域，今年已开通重庆至布鲁塞尔、东京、达卡、班加罗尔 4 条国

际货运航线，全市全货运航线累计增加至 26条。正在推进日本货航应用第五航

权开通日本到重庆到北美货运航线。

聚焦产业发展方向 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保税+服务、文化、研发设计、在线教育等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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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形成有助于服务贸易业态创新的多元化、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发展

路径。

数据显示，两路寸滩综保区内企业开展全球维修业务，截至今年 9 月共计

进区待修智能穿戴装置 29.05 万台、货值 1452.92 万美元，维修成品出境 18.48

万台、货值 2786.44 万美元。西永综保区内企业开展保税检测业务，2020 年共

入区检测设备 9906 套(片)，货值 3206 万美元。

此外，创新“保税+实体新零售”模式，支持暂时进境展品进行保税展示交

易，促成全市首笔保税燕窝在第三届进博会进行展示和销售，立足重庆解放碑

步行街开展进口商品展示交易创新试点，落地全市单笔最高奢侈品保税贸易项

目 5.5 亿元。

力争到 2023 年 服务贸易额突破 1000 亿元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改革创新探索，积极争取数

据出境安全评估试点、数字人民币试点等任务;推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来渝设立分支机构等。

持续深化项目落地，形成产业集聚发展。围绕项目需求，会同市级相关部

门和试点地区，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政策障碍，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和人才基地

建设，推动项目留得住、见流量。

此外，还将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项目示范、产业集中、功能集成。充分利用

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RCEP 生效后扩大市场开放的机遇，借助服贸会、上交会、

进博会等平台，聚焦金融、文化、数字贸易、专业服务、医疗、教育、检测维

修等领域开展招商，提升全市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水平。

（来源：重庆日报 2021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成效显现

距国务院去年 8 月批复在全国 28 个地区开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已过去一年多，这项工作进展如何，有何成效?对此，商务部已有答案——

1 年多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指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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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地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在商务部 12 月 16

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绍，当前，试点任务落地率超过

九成，试点制度成果的示范效应明显增强，试点已成为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抓

手。

束珏婷说，经国务院批准，试点总体方案提出了八方面试点任务和 122 项改

革、开放和创新举措。截至目前，各项试点任务顺利推进，122 项具体举措中

110 项已落地实施，落地率超过 90%;涉及调整实施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

的 5 项举措已获国务院批准。

束珏婷表示，1 年多来，各试点地区认真承接国家总体方案落地，同时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地方实施方案，积极开展主动探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些制度

创新性强、具备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好做法。截至目前，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已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了 90条经验做法和实践案例。目前，商务部正总结梳理

并将发布一批新的实践案例，加快释放制度红利。

束珏婷披露了一组数据：去年以来，试点地区所在省区市服务进出口的全国

占比保持在 97%左右，“领头羊”地位更加稳固。在试点地区的带动下，今年

1-10 月中国服务进出口 4.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7%，其中服务出口增

长 29%;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67.6%;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1131.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5.7%，全国占比为 79.7%，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8.1 个百分点。

束珏婷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服贸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高标准推进试点工作，同时

推动成效明显的试点地区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进一步带动

全国服务贸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制度创新。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江西网：对外开放激活服务贸易新动能

商务部日前公布数据，今年前 10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服务进出口总额41980.3亿元，同比增长12.7%；10月份，服务进出口总额4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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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24%。

保持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比去年有所改善，除了旅行服务贸易，其他类型

服务贸易大多处于增长状态。其中，今年 3 月我国服务贸易增幅实现疫情以来

首次转正，运输服务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前 10月，服务贸易同比增量中很

大比重来自运输服务贸易，这与疫情发生后国际海运需求上升、运营效率下降

以及价格上涨有较大关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罗立彬表示。

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保持升势。前 10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出口 18566 亿元，增长 13.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比重达到 44.2%，提升 0.2

个百分点。罗立彬表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疫情暴发之前就保持较高增速，

同时疫情冲击也使一些原本通过自然人移动以及异地消费形式完成的服务贸易

转移至网上，降低了贸易成本。

良好态势还来自于有效举措。今年以来，一系列开放举措为服务贸易发展

增添了新动力。我国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陆续推出支持

特色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不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成功举办服贸会和进博会等国

际性综合展会。“这些举措既有力推动了优势服务出口，又扩大了进口。”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束钰婷表示。

此外，前 10月我国服务业总体保持恢复态势，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尽管 10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是从两年平均看还

是在加快的。10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长 5.5%，比上月加快 0.2 个

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

“全年来看，服务贸易总额同比会保持上涨，且上涨幅度很可能超过前 10

月。”罗立彬说。

机遇前所未有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显

著优化、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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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的新动力，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从有利因素看，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以研发、金融、物流、营销、品牌

为代表的服务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国内大循环大市场的韧性、活力与潜能，对服务贸

易的升级扩容构成坚强支撑。以数字技术为引领的新一代技术革命，为服务贸

易的创新发展释放巨大活力。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推进，向服务贸易的开放

拓展注入强大动力。

“疫情加快了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

所长李俊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使得旅行、物流运输等传统服务

领域数字化、智慧化加快发展。例如，在旅游领域，通过数字科技、5G和 VR 等

技术创新提供“非接触”旅游产品和服务，网络虚拟景区、旅游+直播、智能地

图等“云旅游”项目不断涌现，引领带动智慧旅游发展，这也加快推动云服务

需求增长。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习惯线上办公，比如疫情防控、在线

教育、视频会议等都是 SaaS 服务。据 Gartner 分析,以 IaaS、PaaS 和 SaaS 为

代表的全球云计算市场预计未来几年平均增长率在 18%左右。

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安全更加重要，服务于货

物贸易和生产制造的物流运输、金融、知识产权、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贸

易地位上升。“生产性服务贸易地位大幅提升。”李俊表示。据统计，目前我

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上升至近 80%。可以预见，与制造业和货物贸

易紧密结合的领域也将是未来值得期待的重要增长点。

提质升级转型

专家表示，也应看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同样面临一些挑战。一方面，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运输价格未见明显下降迹象，旅行服务贸易也很难有实

质性松动；另一方面，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开放不够，国际竞争力不足。服务贸

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深度、创新能力、发展动力仍显不

足。

“十四五”时期，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和创新，对加快构建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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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近

日，商务部等 24个部门印发《“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任务和路径。

李俊表示，在我国迈上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背景下，服务贸易仍是短板，

《规划》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建设贸易强国，进一步发挥好试点和其他发

展平台载体作用，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和竞争能力，明确服务贸易在

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与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表示，服务贸易发展是系统工程，《规划》实施过程仍有一些问题值

得注意，比如，未来规划实施中要特别注重服务业产业政策、开放政策与服务

贸易政策的协调联动，包括把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自贸港建设

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协同起来、一体谋划。同时，要加强基础配套，为服务贸

易发展营造良好配套环境和制度。此外，要创新服务贸易的考核评价方法，可

考虑采用服务产业、跨境服务贸易、服务业投资等人均和结构性指标来综合评

价。

（来源：中国江西网 2021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青海海西：推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青海省海西州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积极服务和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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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

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群众和商务工作“心联通”作为重要

基础，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是海西州商务局持续发力稳住商贸流通基本面，做

优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循环升级的有力举措。据海西州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大柴旦翡翠商业步行街鸿运开街，格尔木市旱码头•1960 商业

美食步行街成功入选青海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格尔木八一路地下商业街成为海

西州首个地下商城，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规范推进再生资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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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市场建设，全年共争项目资金 2730 万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流

通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产业发展基础。

围绕“促消费，扩内需”战略，海西州商务局抓住节日节庆、展会活动、

文化旅游等载体平台和时间节点，开展商品打折让利、满减优惠，电子消费券

发放等线下促消费活动。据介绍 ，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海西州商务局举办“居

家嗨购、网上过年——2021 海西州网上年货节”、“双品购物节”等一系列线

上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直播经济，目前海西州州网络零售额 7.37 亿元，同比

增长 43.8%，高于青海全省平均增速 32.3 个百分点。

在“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成为青海扶贫攻坚战中的有力

武器。今年以来，海西州商务局率先开展州级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创建工程，夯

实电商行业发展基础，培育州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6家，示范企业 13家并举办

授牌仪式。同时，都兰县成功申报 2021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茫崖、

天峻、大柴旦通过商务部和青海省商务厅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中期绩

效评价及复核。

今年以来，海西州商务局积极推进全州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外向

型经济的逆势增长。“今年，我们在巩固盐湖国贸、西部镁业、洲华国际等重

点骨干外贸进出口企业在扩大产能的基础上，新培育专营枸杞出口的外贸企业 1

家，培育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2 家，建设进口商品直销店 3 家，13 家枸杞、藜麦、

盐湖化工等企业先后取得欧盟有机认证，HACCP 体系认证，ISO9001 质量体系认

证，BRC 食品安全全球标准认证，全球 GAP 认证等 10 项产品认证，为高质量推

进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海西州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 10月，海西

州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2.87 亿元，同比增长 52%，总量达到近年来历史新

高，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22 日）

全球化智库：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双赢

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北京总部发布《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国际经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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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前瞻》。报告聚焦中国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分析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国

际经贸协定、国际货物与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与合作平台等领域。

报告显示，全球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贸易方面合

作前景广阔。中国经济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

双赢，在中国获得发展和收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硕果频出

报告首先分析了新发展格局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经贸合作。在经

贸领域的对外合作，中国正在实现贸易与投资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

并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实体经济与金融开放并重、经济开放与参与

全球治理并重。

在领域拓宽的同时，合作也在不断走向纵深。中国不断对接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体系，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自贸协定，更是加

入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还向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递交了加入申请。

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完成了吸引国际企

业走进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

在吸引外资方面，2020 年，中国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

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

在对外投资方面，报告称，中国吸收外资进程在 2020 年达到新的高度。2020

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 35%的形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逆势增

长，达到 153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首次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对外投资

不仅带动了中国经济，也使得投资所在地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益，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数据反映出这一贡献，2020 年，中国设立的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雇佣外方员工 218.8 万人，占比达到其员工总数的 60.6%。

跨国公司在中国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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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年来，先后有 100 多万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在快速成长的中

国市场，它们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充分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它们利用

中国的比较优势，获得了要素成本优势，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赚得巨额利

润。

除税收、进出口、就业外，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社会多方面发展做出了贡

献：一是在华外资高科技企业提升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助力创新型人才培养；

二是引进培育全球供应链，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将现代企业

管理理念引入中国；四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2009 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在逐渐提升，目前

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强化了中国作为

全球供应链中心和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地位。

报告提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合

作机制；二是在法治建设方面，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推动修订对

外贸易法等；三是推动全球在数字、绿色治理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四是研究

制定自贸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五是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寻求与更

多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六是中美经贸合作的调整和深化；七是促进人

文交流；八是建议发挥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公平竞争审查

等制度作用。

（来源：北京日报 2021 年 12 月 20 日）

国际商报：坦桑尼亚拟制定电子商务领域贸易政策

坦主流媒体《公民报》12月 18 日报道，近日，坦工业贸易部副部长基拉希

表示，坦政府计划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即本财年结束前，将电子商务纳入国

家贸易政策范畴。基拉希介绍，坦政府正在对现行贸易政策进行审查，确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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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贸易政策符合新的发展需要。过去十年，数字业务大幅增长，技术创新成为

商业部门重要特征。坦政府将制定关于电子商务的贸易战略、法律法规，并致

力于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网络安全和欺诈行为。

（来源：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馆经商处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贸易报：菜鸟日均处理跨境包裹超 500万件

“菜鸟要用数字化的方式为全球商家和消费者提升快递包裹物流体验。要

实现这个目标，菜鸟唯有坚持长期主义，稳扎稳打建立自身的物流能力，用扎

实的物流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12 月 16 日，在阿里巴巴 2021 年投资者

日上，菜鸟 CEO 万霖再次明确了公司坚定做产业互联网公司的战略方向。“既

保持互联网数字化优势，又不断夯实物流实业。”

据了解，2021 年，尽管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快递年业务量依

然迅速超过了千亿件。在步入新发展阶段的同时，中国快递物流业也面临全球

供应链深刻变革、商业快速裂变、行业绿色转型和智慧化升级等机遇与挑战。

面对“动能转换”，一直在用数字化方式扎实做物流的菜鸟，也在多个新赛道

上踏入了物流产业深水区。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万霖详细介绍了菜鸟在物流核

心能力建设上取得的长足进展。

以全球化为例，多年来，菜鸟持续投入全球物流基础设施和底层能力建设。

2021 年 3 月，菜鸟日均服务跨境包裹量超过 500 万件，达到与国际物流巨头持

平的水平。“菜鸟在物流底层能力上的投入最终会反映在菜鸟服务客户的物流

能力上。接下来，菜鸟还会持续加大海外物流基础设施投入，保持全球化物流

能力持续领先。”万霖说。

在万霖看来，物流是庞大而系统的产业，菜鸟在用数字化方式做物流，更

在脚踏实地、苦练内功。“我们相信，通过建设世界性物流枢纽、遍布重点市

场的海外仓和海外分拨中心，搭建密集的干线和海外末端配送网络，我们可以

面向未来参与打造与中国产业链优势相匹配的供应链优势。”

目前，菜鸟全球物流服务已可帮助商家实现全球 Top20 城市 5 日达、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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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 20%的供应链成本。“面向未来，菜鸟会更贴合物流场景和客户做创新、做

优化，不断提升物流服务效率和物流体验上的竞争力。”万霖说。

据悉，近年来，菜鸟在自有物流能力建设上不断加大力度。在制造业产业

带开设产地仓，让中小商家在享受极致供应链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为天猫超

市等客户提供高确定性的城市配送，且承诺“送货上门，不上必赔”；为天猫

国际提供的供应链管理和保税物流，已经成为亿万消费者海淘进口好货的优质

物流服务；和菜鸟合作的品牌商家省心地只用一部手机即可实时进行决策……

这些都是菜鸟在满足不同客户、不同物流场景多元化需求中所形成的扎实的物

流运营能力。

目前，菜鸟已形成面向消费者、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三类客户的五大核心

服务板块。除消费者物流、全球物流和智慧供应链外，菜鸟的物流科技和全球

地网服务也在持续增加核心能力建设，面向社会开放。

“用数字化提升物流效率是菜鸟的初心，深耕物流产业、扎实提升物流运

营能力是菜鸟的决心。作为一家物流产业互联网公司，菜鸟既有互联网技术优

势，也会扎根在物流产业中，扎扎实实地建设自身的物流核心能力。”万霖说。

他表示，未来菜鸟会坚持长期主义战略方向，持续提升物流核心能力，在基于

身位优势的前提下持续夯实服务壁垒，支撑菜鸟未来更稳健可持续的发展。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国际商报：物流企业如何搭乘电商发展快车

近日，联邦快递发布《电子商务大趋势概览》白皮书，重点介绍了在中国

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中最重要的七个数字化大趋势，包括多元购物体

验、重塑消费业态、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互联消费者、拓展市场边界、共享

经济和“购买”时间。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与此同时，

冲击也促进了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及企业商业活动展开的方式。白皮书显示，随着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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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互联网渗透率提高和跨境电子商务市场的兴起，亚太、中东和非洲地区

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潜能巨大。消费者渴望通过互联、沉浸式、可共享、可

参与的数字服务实现优质生活，企业也希望在这些方式上占据先机，以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白皮书预测，未来五年，全球电子商务的平均增速预计将达到 47%。亚洲市

场增速高于全球水平，达到 51%，其次是欧洲市场(42%)和北美市场(35%)。特别

是在中国市场，电子商务的增长更是领先于亚洲其它地区，2020 年的销售额已

达到 1.3 万亿美元，预计到 2025 年将增长到近 2 万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电子商务的巨大市场前景为物流企业带来发展机遇。2021

年-2028 年间，预计全球电子商务物流市场的年增长率将最高达到约 6.6%，到

2028 年电子商务物流市场规模将达到约 1188.47 亿美元。

“物流行业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中间桥梁，这促使我们在塑造电子商务未

来发展上承担重要的角色，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跨境物流选择。联邦

快递将持续构建强大的物流网络，提供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和高度定制化递送

服务，帮助企业从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获取商机。”联邦快递亚太、中东和非洲

地区总裁裴佳华如是说。

在裴佳华看来，对物流企业而言，减少递送挑战并优化运营效率势在必行。

联邦快递已取得多个创新进展，通过与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和技术企业进行战

略合作，实现供应链的现代化。此外，随着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的出现，更多突破性的举措也将随之而至。

积极“备战”的不止联邦快递，12月 10 日，UPS 供应链解决方案宣布其全

球首个创新中心正式启用。这座位于新加坡的创新中心可为亚洲企业提供物流

行业的新兴技术。未来，UPS 将携手战略合作伙伴在此共同孵化、测试、部署新

一代技术，帮助企业在不断变化的贸易环境中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

这与疫情发生以来电商的逆势发展密不可分。UPS 供应链解决方案总裁菲利

普·吉尔伯特表示：“过去两年来，企业和消费者在商品采购与交付的方式上

因为疫情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以及‘在家消费’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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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因疫情而加速发展。亚太创新中心是 UPS 携手客户打造的新一代技术与解

决方案的专属合作平台，将助力我们在亚洲乃至全球供应链的客户在新常态下

持续发展。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12 月 16 日）

新华社：关税新规：以关税调整助力高质量发展

每逢年末，我国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进行

调整。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15日对外发布通知，明确了 2022

年关税调整方案。

接受新华社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调整降低了部分医疗产品、日

用消费品、关键零部件等多种进口商品关税，将进一步满足人民生活、企业生

产和社会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持科技创新和

产业转型升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民生关切，调整部分医疗产品、消费品暂定税率

2022 年 1月 1 日起，我国将对 954 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

率。

记者查阅通知附表发现，此次调整暂定税率的进口商品中，不少是涉及民生

的医疗产品，如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颅内取栓支架、人造关节等。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医学部神经介入科主任王君对颅内取栓支架这一产

品格外关注。“颅内取栓支架是一种把形成的脑血栓取出来的器械，此次降低

进口关税后，将降低器械费用，为患者减少治疗成本。”

2018 年以来，我国已先后取消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抗癌药、罕见病药原料药以

及部分用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的关税，降低了人工心脏瓣膜、助听器等

医疗器材的进口关税。“回顾近年来暂定税率调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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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福祉这一目标清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

通知明确，2022 年将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包括鲑鱼、鳕鱼等优质水

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等；并将对超过 100 年的油画等艺术品实

施零关税。

“降低这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能更好满足百姓消费升级

需求，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郭永新说。

助推转型升级，调整部分环境产品、关键零部件暂定税率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是此次关税调整的一大亮点。根据通知，2022 年将对可提

高车辆燃油效率、减少尾气排放的汽油机颗粒捕集器、汽车用电子节气门，以

及可用于土壤修复的泥煤，降低进口关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资深专家黄永和表示，汽油机颗粒捕集器、汽车用电

子节气门等产品是促进汽车节能减排的重要零部件，降低关税后，有利于支持

汽车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多项关税调整助力制造业优化升级。例如，2022 年将降低高纯石墨配件、高

速动车使用的高压电缆、燃料电池用膜电极组件和双极板等关键零部件的进口

关税，降低可可豆、植物精油、动物毛皮等食品加工、日化、皮革制造行业所

需原材料的进口关税。

此外，2022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还将对 62 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

施第七步降税，其平均税率将由 3.4%降至 1.7%。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安排立足国内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调整有关协定税率

为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贸协定和

优惠贸易安排，2022 年将对原产于 29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

其中，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毛里求斯等双边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将进一步降

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自 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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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生效并实施降税。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是我国与最不发达国家商签的第一个

自贸协定。“中、柬双方相互给予对方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税目比例达到 97.5%、

90%，这是双方迄今所有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最高水平，将有助于增进两国企业和

人民的福祉。”财政部关税司有关负责人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方面，我国将与日本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实

施降税首年，按 2022 年税则税目计，中、日双方将分别对原产于对方 24.9%和

55.5%左右的税目产品立即实施零关税。对于相关企业来说，很快就能获得更多

市场机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同日发布公告，扩大同中国建交

的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98%税目产品零

关税待遇，花生油等农产品、聚乙烯等化工品都将纳入零关税待遇范围。

“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自非洲相关国家的进口，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

同体，进一步同最不发达国家共享市场机遇，践行互利共赢。”财政部关税司

有关负责人说。

（来源：新华社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国际商报：壮大外贸新势力 澎湃创新发展新动能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自 2013 年陆续起步发展至今，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成为

驱动中国外贸发展的新亮点、新动力，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时

期，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增至 105 个，区内企业建设海外仓超 1800 个，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扩大至86个城市及海南全岛，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较 2015

年增长 9倍;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增至 31 个，出口规模增长 3 倍。今年以来，

海外仓数量已超 2000 个，前 10 个月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 19.5%。

“十四五”时期，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将创新作为引领

外贸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化外贸领域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

是推动外贸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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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高质量发展跃上新台阶的必由之路。为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十四五”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分别就促进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发展、发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带动作用等作出了具体安排。

多重支撑利好

当前，百年变局与新冠疫情交织，外部需求得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难度加大，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

态仍面临较好的发展形势。

对此，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竺彩华认为，外贸新业态发展具

备基础设施、市场、政策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支撑。

从基础设施和市场基础看，全球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入推广和应

用为发展外贸新业态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跨境电商的境内外配套基础设施

逐渐完善，境内外仓储物流、转运清关、外汇支付、退换货等环节不断趋于成

熟。与此同时国内外消费市场的电商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

消费行为更多转向线上，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支撑。

在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方面，国内政策支持框架不断完善，如在打造跨境

电商完整产业链和生态链的实践中，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先行先试，中国逐

步形成了一整套引领全球跨境电商发展的包括政策支持和监管规则在内的制度

性框架，包括生产商、供应商、零售商、消费者、物流、金融及政府监管部门

在内的生态系统趋于成熟。同时，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已使其成为多边(包括诸

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不仅新一代贸易协定(如 CPTPP、RCEP)

涵盖电子商务章节，而且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也有 86个成员正在积极推进

电子商务谈判。中国积极参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将为跨境电商发展营

造更加便利的国际环境。

释放更大活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冲击下，中国跨境电商仍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这充分说明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也预示其将成为外贸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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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

提出了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健康创新发展的方向。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研究员倪月菊指出，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要从政策上提供多维

度助力。一是要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赋能，促进外贸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

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有掌握并不断推广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才能抓

住更多的发展机遇，创新更多的发展模式和业态。二是要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

综试区试点范围，支持各综试区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要鼓励综试区尽快将好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并尽快纠正和弥补发展中

的问题和漏洞。三是要鼓励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参与海外仓建设，

以速度和效率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

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还需要通过制度

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来破解。”竺彩华认为，尤其是在监管

方式、财税金融支持以及支付结算方面，助力贸易新业态加快发展、更好激发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活力，还有较大的政策创新空间。

如以监管方式为例，一方面需要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鼓励开展先行先试，

促进业态融合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外贸业态和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为业态创新提供安全空间，尤其要通过推动商务、海关、税务、市场

监管、邮政等部门间的数据对接，通过信用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

加强对逃税、假冒伪劣、虚假交易等行为的监管。

又如在协同发展方面，可以考虑推动跨境电商平台经济共享模式的发展。

各地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如沿边地区具有发展跨境电商的

区位优势但基础设施薄弱，可通过探索推进跨境电商异地平台运作新模式，建

立合理的收益分享机制，推动现有的跨境电商综试区与其他地区进行合作，可

帮助这些地区借助综试区的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发展本地的跨境电商，还能避免

平台的重复建设。

（来源：国际商报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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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易报：中俄双边贸易逆势上扬

海关总署 12月 15 日发布数据，今年前 11个月，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

值为 8434.1 亿元，同比增长 24%，超过 2020 年全年水平。数据显示，1 至 11

月，我国对俄出口 3844.9 亿元，增长 21.9%；自俄进口 4589.2 亿元，增长 25.9%。

据统计，自俄进口产品中，超过七成是能源产品及矿产品，其中煤和天然

气进口快速增长。具体来看，前 11 个月我国自俄进口能源产品 2987.2 亿元，

增长 44.2%；进口金属矿及矿砂 265.7 亿元，增长 21.7%，合计占同期我国自俄

进口总值的 70.9%。其中，进口原油 2328.1 亿元, 增长 30.9%；进口煤及褐煤

417.9 亿元，增长 171.3%；进口天然气 241.2 亿元，增长 74.8%；进口铁矿砂

96.1 亿元，增长 2.6%。出口方面，我国对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763.6 亿元，

增长 2.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近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十一个

月，中俄双边贸易主要呈现三大亮点：一是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美元计算，

今年 1-11 月，中俄货物贸易额为 1304.3 亿美元，全年有望突破 1400 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将连续第 12年保持俄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二是结构持续

优化。前 10个月，中俄机电产品贸易额 336.8 亿美元，增长 37.1%，占双边贸

易比重 29.1%，较去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中方对俄出口汽车整车 16 亿美

元、零配件 21亿美元，大幅增长 206%和 49%；自俄进口牛肉 1.5 万吨，是去年

同期的 3.4 倍，中国成为俄牛肉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三是新业态蓬勃发展。中

俄跨境电商合作发展迅速，在俄海外仓和电商平台建设稳步推进，营销和配送

网络不断完善，助力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今年以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双方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推动

双边贸易逆势上扬，同时，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今年中国自俄进口的菜籽油、

大麦等部分农产品增幅明显。其中，1 至 11 月，中国自俄进口菜籽油及芥籽油

30.4 万吨，增加 59.5%，进口大麦 7.5 万吨，增长 37.9 倍。10 月，中粮集团从

俄罗斯进口的 667 吨小麦抵达黑河口岸，这是中国首次成规模地从俄罗斯远东

地区进口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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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珏婷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与俄方继续密切协作，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

识，推动双边贸易持续提质增量：一是巩固传统能源、矿产、农林等大宗商品

贸易；二是拓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新增长点，促进

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和服务贸易发展；三是继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促进

基础设施“软硬”联通，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四是扩大双向投资和承包工程

合作，进一步带动贸易增长。

（来源：中国贸易报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参考消息网：日本机构估算：2033年中国 GDP将超过美国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12月 16 日报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12月 15 日发

布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在 2033 年超过美国。

两国 GDP 发生逆转的时间比去年 12 月的推算结果（最快为 2028 年）要晚。预

计到 2050 年美国将再次反超中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

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将会成为 GDP 增长的绊脚石。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此次以亚太地区的 18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统计了 2035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其中还发布了中美两国到 2060 年的长期预测值。

据估算，从 2020 年 12 月的估算结果来看，在新冠疫情“严重”蔓延的情况

下，中美 GDP 逆转的时间为 2028 年；在疫情“标准”蔓延的情况下为 2029 年。

为了矫正国内房地产过度投资问题，中国加强了金融管制。从中期来看，这种

做法也会抑制投资，导致增长率降低。由于拜登政府采取大规模财政支出措施，

2021 年美国经济迅速恢复，这也是两国 GDP 逆转时间延后的主要原因。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认为，到 2038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扩大到高于美

国近 5%的水平，但到本世纪 40年代中美的 GDP 差距将开始缩小，到 2050 年美

国将再次超过中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2019 年公布的长期预测估算结果显示，

按实际计算，再次发生逆转的时间为 2053 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就再次逆转的背景原因指出，“由于人口减少和生产效率

增长乏力，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急剧减速”。中国 15 至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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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达到峰值，但总人口很有可能在不久后转为减少。有观点认为，2021

年的出生人数将创下 1949 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报道称，人口减少不仅仅只是因为劳动力减少而导致经济增长下行。为应对

快速老龄化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果支撑养老金等的刚性

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等也有可能受到影响。

（来源：参考消息网 2021 年 12 月 22 日）

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菲律宾尚有 490亿美元的出口潜

力未被开发

据《菲律宾星报》（Philstar）12 月 20 日报道，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

联合机构国际贸易中心（ITC）表示，菲律宾尚有 490 亿美元的出口潜力未被开

发，可以通过解决市场摩擦和增加投资解决。为菲律宾出口增长提供机会的最

重要市场依次为东亚、欧盟、东盟和北美。农业、食品和饮料的出口潜力约为

100 亿美元，其中 51%尚未开发。菲律宾出口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产品包括香蕉、

菠萝和金枪鱼。

（来源：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商务新闻网：WTO报告显示 新冠疫情相关的贸易限制有所减少

12 月 9 日，WTO 发布了新一期的新冠疫情有关的贸易限制性措施监测报告，

覆盖了 2020 年中旬到 2021 年中旬的周期。报告显示，WTO 成员在采取相关限制

措施上表现克制，并继续取消此前已经实施的措施。尽管如此，自 2020 年 WTO

开始监测贸易限制措施以来，各成员报告的措施在目前对价值约 1.5 万亿美元

的贸易产生影响，占全球进口额 8.7%。而 WTO 总干事在提交报告时指出，自疫

情暴发以来，与疫情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数量（262 项）接近贸易限制性措

施（137 项）的 2倍。不过，截至目前 WTO 成员和观察员采取的 117 项出口限制

中，仍有 45项还未取消，涵盖药品、其他医疗用品和个人防护设备等商品。与

之对应的是，虽然约五分之一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也已终止，但有 205 项贸易便

利化措施仍然有效。截至目前，仍在实施的疫情相关贸易便利化措施覆盖了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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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贸易，而与疫情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覆盖了 923 亿美元，约占所有贸

易限制性措施影响商品贸易的 6.2%。

那么，如何区分与疫情有关的措施是便利化还是限制呢？WTO 主要采用了效

果和所涉贸易两种分类方法。自疫情暴发以来 59%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属于降低或

取消进口关税，涉及个人防护设备（PPE）、消毒剂、杀菌剂、医疗设备和药品。

其中，有不少成员或观察员不仅降低关税，而且在增值税和其他税收上也予以

减免。一些成员在面临疫情的持续冲击，将抗击疫情所需的氧气、氧气罐、特

定的药和有效成分的进口关税也降为零。根据向 WTO 秘书处提供的数据，美国

采取了 8项疫情相关的贸易措施。主要包括两次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取消 25%

的附加关税，并对此前征收的关税予以追溯调整；对 N-95 口罩、外科手套、基

本药物等采取临时的关税减免；修改和扩展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临时

规则，调整了部分稀缺材料的分配。

对疫情的有效应对，仅依靠降低商品关税是不够的。疫情暴发之后，WTO 秘

书处统计了各成员和观察员上报的 153 项与疫情相关的服务贸易措施。其中，

过去的一年实施了 29项措施，2020 年三季度以来各方实施的措施数量比疫情初

期有了明显的减少。多数措施是便利化措施，包括为运输服务供应商提供灵活

安排，为商务访客或必要人员提供入境便利，或者为金融服务部门提供灵活性，

以保障供应链不发生断裂。但是，也有一些措施是贸易限制性的，比如对外国

投资的审查。报告显示，自 2020 年 10 月中期以来，3 个成员终止了 5 项与疫情

有关的服务贸易措施。包括加拿大停止了2020 年 3月实施的两项融资支持措施，

澳大利亚在 2021 年 1月 1日终止了在疫情下为保护国家利益而对外国投资进行

审查的临时性框架，沙特也宣布今年早起宣布的两项航空运输措施不再执行。

为应对疫情，美国采取仍有效的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措施有 8 项，主要涉及航海

服务、电信服务和卫生服务等。其中，既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培训与资格

要求给予的宽限，对自然人临时入境和停留修改审核标准，也包括暂停 H-1B、

L-1、H-2B 和 J-1 等非移民签证持有者的临时入境。

为了在知识产权领域支持疫情防控，WTO 成员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尽管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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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员生效的修订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尚未达成共识，但一些成

员对疫情相关的卫生技术和程序要求等采取了措施。相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措施，知识产权的措施总体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分布并不均匀。例如，美国就

实施了 9 项举措，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措施数量都要多，以确保在疫情造

成的经济活动受阻情况下仍尽可能保护和鼓励创新，并维持正常的知识产权交

易。

WTO 对成员和观察员的贸易措施报告说明，尽管新冠疫情发生在卫生领域，

但对经济的冲击不容忽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为各方发挥自

身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利用他国所长弥补短板创造了条件，但也因此在出现共

同危机时导致原有的供应链的断链风险显著增加，同时破坏了国家间和企业间

的信任关系。各方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并促进经济复苏，纷纷采取了各种应急

性的临时贸易举措。这些举措的实施虽然在效果上并不能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但在短期内有利于释放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并通过信号的释放促进更多资源向

满足市场需求的领域流动，有利于增加供给，减少供给缺口。多数成员方的贸

易措施主要为奖入限出，属于典型的危机应对模式，对市场运行产生的扭曲作

用虽然目前尚不明显，但若长期实施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相比历史上

不同时期因为区域性的供给不足而造成的供需关系不平衡，此次全球性的供需

结构性差异所造成的未来供过于求的矛盾可能规模巨大，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

干扰甚至阻挠后期成员方政策方向。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全球化在遭遇疫情

的巨大冲击后，实现新的系统平衡仍然需要在全球协同上找解决方案，以“某

某优先”的名义将自身利益至于全球发展利益之上既不可能又不经济。因此，

作为有着确定规则和共识、覆盖全球绝大多数贸易的多边平台，WTO 在协同各方

行动、避免以邻为壑的贸易措施上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22 年，各

方需要加强在疫情相关政策措施上的协调，更需要在出台新的措施时更为慎重

并及时调整和取消。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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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摘编 ——

IDC： 2021下半年全球物联网支出指南发布，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

有望在 2025年超 3,000亿美元

IDC 近日发布了《2021 年 V2 全球物联网支出指南》，从技术、场景、行业

等维度对全球物联网市场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未来 5 年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

了预测。IDC 预测，2021 年全球物联网支出将达到 7,542.8 亿美元，并有望在

2025 年达到 1.2 万亿美元，五年（2021-2025）复合增长率（CAGR）11.4%。其

中，中国市场规模将在 2025 年超过 3,000 亿美元，全球占比约 26.1%。

与 2021V1 版相比，IDC 在本次预测中小幅下调了中国物联网市场未来几年的

支出规模。主要降低包括物联网联接费用的支出（主要是降低了固定网络的支

出，因为提速降费等因素）和物联网软件的支出（主要是平台软件，因为通用

软件的普适性差，客户倾向定制开发软件，或者通过低代码平台自主开发）等。

未来五年中国物联网市场在软件、硬件、服务和连接的支出都呈现稳步增长

的趋势。其中，中国物联网支出在五年预测期内主要流向硬件市场。IDC 预测，

2025 年硬件市场占比接近 40%，中国企业仍更习惯将更多的费用花费在硬件上。

就技术子行业而言，受益于 5G、NB 基础设施的建成，车联网、智能表计、

智慧家居和可穿戴终端增长迅速，带动模组/传感器增长迅速。AIOT 融合趋势下，

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日益增多，带动对服务器和存储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快速增长。

通过对超过 20个行业的持续跟踪研究，IDC 预测，制造业、政府和消费者三

大行业将持续增长，到 2025 年这三大行支出将占市场支出的一半以上。工业互

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和智慧家居、智能可穿戴等物联网典型场景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

IDC 中国电信和物联网研究经理崔粲表示：物联网项目落地关键在于通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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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技术解决最终用户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实现真正的商业价值，如：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促进产品和服务的零售、创造新的服务模式等。只有从

具体的应用场景入手，才能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报告阅读链接: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84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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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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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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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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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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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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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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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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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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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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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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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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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C Canada Predicts Top 10 Tech Market Trends to Transform
Enterprises in 2022 and Healthy Growth in the Canadian ICT Market
Expected to Reach C$132.6 Billion by 2025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Canada recently unveiled its technology

industry predictions for 2022 and its latest release of the Canadian ICT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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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 (IDC# CA47050121), which forecasts the Canad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market spending to reach C$132.6 billion by 2025,

with growth dominated in the areas of cloud computing, core business applications,

security,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This year’s predictions were underscored by the conditions brought on by

ongoing health, social and economic disruptions, which continue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ringing Canadian organizations closer to their digital-first destiny.

Navigating what's ahead will be critical as organizations adv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o remain competitive. “Canadian IT and business leaders

have told us that they are shifting their investments to more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se investments along with greater adoption of as-a-service delivery models will

be needed to support diverse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data-driven operations.” said

IDC Canada’s Group VP, Research, Tony Olvet

“ After a long pandemic that disrupted markets and crippled economies,

vaccinations brought us new hop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n the second half,

rising vaccination rates and easing health restrictions, along with support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enabled the economy to embark on a journey of recovery. Moving

into 2022, we expect the recovery to continue with a robust GDP growth rate of 4.1%,

and the Canadian IT market growing about 5%,” said IDC Canada’s Managing

Director, Lars Goransson, “However, the growth is not without some challenge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energy constraints will continue, and new variants of

Covid-19 will remain a cause for concern."

IDC Canada's top ten Canadian tech market predictions for 2022 are:

Prediction 1: In 2022, Innovation Accelerators technologies spending growth

will be 3 times GDP growth rate in Canada.

Prediction 2: By 2024, digital-first enterprises will enable empathetic customer

experiences and resilient operating models by shifting 60% of all tech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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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ing to as-a-service and outcomes-centric models.

Prediction 3: By 2023, 50% of Canadian organizations will adopt

cross-technology ecosystems/platforms for rapid consumption and to unify Security

capabilities for enhanced threat detection and incident response.

Prediction 4: By 2024, 80% of enterprise CIOs will engage consultants to

accelerate their cloud maturity and enable them to better compete with peers.

Prediction 5: By 2024, 40% of Canadian enterprises will create sourcing offices

to govern services relationships to acquire capabilities and drive innovation at scale.

Prediction 6: By 2025, 60% of Canadian enterprises will fund LOB and IT

projects primarily through OpEx budgets.

Prediction 7: By 2025, 60% of Canadian large enterprises will have deployed

AI/ML for business and/or IT observability.

Prediction 8: To help alleviate the developer skills shortage, 40% of Canadian

organizations will use cloud marketplaces and tech start-up acquisitions as their most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software sourcing by 2024.

Prediction 9: By 2025, while a portion of the Canadian workforce will be back

in the office, IDC predicts the share of workers working from home will be twice as

large as what it was pre-pandemic.

Prediction 10: By 2023, 45% of the FP500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ill have begun to embe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parameters in

their business KPIs..

报告阅读链接：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A48596021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统计手册

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 年统计手册》预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与 2020

年相比强劲增长 22.4%。这一强劲增长将推动世界货物贸易额比新冠大流行来袭

前高出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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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服务贸易在 2020 年出现深度收缩后预计 2021 年将增长 13.6%，

但仍将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2020 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双双大幅下降

2020 年世界商品贸易下降了 7.4%，全球出口总额为 17.6 万亿美元，比上

一年减少 1.4 万亿美元。这是自 2009 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当时贸易额下降

了 22%。

全球服务贸易额下降幅度更大，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收缩了 20%，这是自

有记录以来服务贸易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服务贸易

额下降了 9.5%。

2021 年服务贸易复苏放缓

全球商品贸易快速复苏，到 2020 年底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但增长速度在

2021 年期间逐渐放缓。

对于全球服务贸易，预计2021年前六个月的复苏路径将强劲持续到2021 年

第三季度，较 2020 年同期的低水平增长 23%。

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预计将在 2021 年第四季度放缓，该行业尚未达到大流

行前的水平。

在服务业中，旅游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2020 年下降了 63%，严重扰乱了

以旅游为导向的经济体。国际运输销售额（包括客运和货运）去年下降了 20%。

商业、知识产权、金融和保险服务出口表现出更强的韧性，下降了 3%。与

此同时，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继续增长，非洲除

外。

此外，2020 年，新冠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国际海上贸易，扰乱了运营并对供

应链造成压力，海上贸易量下降 3.8%。

此外，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 2020 年急剧下降了 35%，比 2009 年全球金

融危机后的记录水平低了近 20%。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59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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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2021年秋季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报告回顾了 2021 年前 10 个月中国外贸运行情况。1-10 月，对外贸易快速

增长，货物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增长新动能加快

积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增强，为全球抗疫和经

贸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报告展望了下一阶段外贸发展形势，指出全球疫情起伏反复，经济复苏分

化加剧，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能源紧缺、运力紧张及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外溢

等风险交织叠加，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外贸企

业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有信心实现外贸稳定发展。

报告指出，商务部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62381.html

Meta&TRC：2021年电商购物体验白皮书

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网络购物渠道。在旺盛的用户

需求前，拥有强大供应链与出口政策优势的中国卖家们持续为全球顾客带来丰

富的商品。2021 年，虽然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商业活动以及国际运输逐渐恢

复常态，电商渗透率在全球各地区持续增长。随着顾客对于电商体验的预期进

一步提高，优质的购物体验成为电商广告主的核心竞争力之一。Meta 与第三方

咨询顾问 Tomorrow Retail Consulting 合作，推出《2021 年 电商购物体验白

皮书》，总结了如何提升购物体验的最佳实践，致力于帮助电商广告主提高竞

争力，保持业务健康增长。

通过与电商广告主深入交流，并且洞察行业标杆的做法，本白皮书围绕图

文描述、尺码合身度、商品质量、定价和促销、履约体验、售后服务和沟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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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总结了在打造完美购物体验的最佳实践。

其中以图文描述为例，卖家需要正确使用图片内容，管理顾客预期。

以售后为例，退换货曾经是全球电商购物体验的主要痛点之一，在过去几

年，我们看到卖家致力于提供无忧的退换货服务，退换货体验不断改善。

全文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62423.html

腾讯： 202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观察报告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大国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共同选择，全球

加速进入数字技术跃迁、经济范式转换、生产要素重置、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

窗口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把

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做强做优

做大我国数字经济”。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改造，促

进传统产业升级。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已形成了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的新

格局。数字经济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中已成为关键抓手和重要驱动

力。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逻辑、产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形态、

政府治理模式等多个维度均产生了革命性变化。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高技术产业投资、新基建、云服务、电子商务、电子

信息产品出口及数字服务贸易等持续高速增长，培育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从产业组织形式看，数字技术将产业链上下游贯通达成规模效应，以产业

链数字化锻造产业发展新势能。

从企业组织形态看，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企业组织架构日益

扁平化、网络化，特别是虚拟组织打破了传统组织的边界，要素的共享化、生

产的柔性化、产供销的一体化逐步成为现实。

从政府治理模式看，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以网管网等数字时代的治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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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速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数据共享开放压力、数据技术业务融合的新

逻辑对府际关系和政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力度由市场的牵引力、政府的推动力、科技的

创新力和数字产业的带动力汇聚而成。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空间，包容审慎的政

策环境，企业的技术创新，推动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据供应链和数字经济

产学研用一体化。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亟需通过财政、金融、就业、消

费、科技等政策工具的创新和联合创新生态的培育，从区域、行业、园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供给侧内生出数字消费新需求，实现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

共生共荣。

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还需要在有限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中寻找数字经济

的限度。在治理价值、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商业价值创造方面，数字经济已

经带来了很多惊喜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数字经济在数据要素的转化率、

应用场景的拓展、技术与制度的耦合、新基建的软硬结合等方面也面临着一定

的不确定性。最后，从统筹安全和发展、公平与效率等价值层面考量，我们又

必须科学分析并有效识别数字经济的有限性，牢牢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新航向。

面对重大发展机遇期和关键期，如何谋划好数字经济布局的维度，锚定住

推动数字经济的力度，把控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限度，将数字经济真正打造成为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主要引擎，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金融

机构需要共同思考的重要命题。

经过系统的政策学习、行业观察、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我们完成了《维

度、力度和限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观察报告》（2021）。

本报告研究团队汇聚了腾讯研究院研究员以及来自腾讯公司的近40余位特

约研究员，他们是数字经济政策体验者，数字技术创新者，智慧城市的建设者，

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供给者和商业模式创新者。

报告试图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数字经济涉及的 5大领域 25 个专题进行分

项研究，按照“技术创新——产业变迁——治理变革”的分析逻辑，观察数字

经济不同维度的最新变化，研究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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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出激发发展活力的政策建议。

在政策试验部分，报告重点从试点建设、地方立法、新基建工程、算力布

局、国企转型、数字化产业链、城镇化中的数字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

字素养等九个政策维度介绍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的演进脉络和重点内容。

在数字底座部分，报告重点分析了国家鼓励且腾讯具有较大优势的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VR/AR、软件等领域数字技术的跃迁和场景应用。

在智能升级部分，报告重点阐述了农业、水利、工业、医疗、医保、金融

等具体行业数字化转型痛点和破解思路。

在驱动载体部分，报告认为新型智慧城市将承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

并从发展趋势、建设运营、网络数据安全等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并建言献策。

在企业创新部分，报告重点剖析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创新中，由

于数据逻辑与传统商业逻辑的交汇而衍生的新问题和新方案。

报告链接：http://www.199it.com/archives/1361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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