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上海11月6日电 记者冯其
予报道：商务部今日在上海发布《中国
服务进口报告》，这是中国政府在服务
进口方面发布的首份报告。《报告》显
示，2017 年中国服务进口总额 4675.9
亿美元，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时增长了 11 倍，中国服务进口占全球
服务进口的比重由2012年的6.3%上升
至2017年的9.0%，世界排名由第十位
跃升至第二位。过去5年，中国服务进
口对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
25.8%，是推动全球服务进口增长的最
大贡献者。

《报告》预计，未来5年出境游将成
为中国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规模将达
到7亿人次，旅行服务进口有望突破1.4
万亿美元。中国旅行进口将成为推动
全球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力量。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在当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积极主动扩
大服务进口，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时代担当，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
利益，中国服务进口既满足了中国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又为全球贸易增长带来
了新的机遇。

《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不可逆
转，专业化分工合作更加紧密，服务业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产业链的深
度融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目前，中
国已是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
一大贸易伙伴，与2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服务贸易往来。《报告》同时指出，服
务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
动力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2017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为 51.6%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58.8%。未来，中国仍将按照既定方针和
节奏，推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大范围
的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国高质量服务进口
市场前景可期。

冼国义强调，中国始终是知识产权国
际规则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建设者和坚定
拥护者。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
口占服务进口总额的6.1%。中国的知识
产权使用费进口主要集中在专利、商标、
版权 3 个领域，前三大进口来源地是美
国、日本、德国，进口额分别为 71.4 亿美
元、48.1亿美元、41.7亿美元。

在回应有关服务贸易逆差的问题时，
冼国义表示，在加入WTO时，中国的服务
贸易进出口基本平衡，有时还有盈余。加
入WTO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服务贸
易逆差大幅增加，2017年达到2395亿美
元。中国服务贸易出现快速增长，一方面

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
中国服务业不断开放、服务市场不断扩
大的结果。

冼国义强调，随着中国服务开放水
平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出口的竞争力
持续增强，服务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增
长。特别是 2017 年以来，中国服务出
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服务进口。下
一步还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完善服务进口的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深化服务贸易多双边合作，
继续扩大高质量的服务进口。

商务部当天发布的前三季度服务
贸易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中
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8825.3亿元人民
币 ，同 比 增 长 10.5% 。 其 中 ，出 口
12743.4 亿元人民币，增长 14%；进口
26081.9亿元人民币，增长8.9%。

首部《中国服务进口报告》显示

中国推动全球服务进口增长贡献最大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认认
为这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为这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注入新的济注入新的‘‘中国能量中国能量’’。。””俄俄
罗斯罗斯《《消息报消息报》》副总编辑艾莉副总编辑艾莉
娜娜··洛里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洛里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者采访时说，，在当前贸易保护在当前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举办进博举办进博
会体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承会体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承
诺诺，，对稳定全球贸易发展具有对稳定全球贸易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重要意义。。

““进博会是一次非常重进博会是一次非常重
要的盛会要的盛会，，为各国商家和中国市场搭建了桥梁为各国商家和中国市场搭建了桥梁，，为各方合作建为各方合作建
立了纽带立了纽带，，是件大好事是件大好事。。””洛里娅告诉记者洛里娅告诉记者，，在中国政府决定举在中国政府决定举
行进博会后行进博会后，，俄罗斯是首个赴华考察的国家俄罗斯是首个赴华考察的国家。。俄罗斯还成立俄罗斯还成立
了有关进博会的专门委员会了有关进博会的专门委员会，，这表明俄方对此高度重视这表明俄方对此高度重视。。

据了解据了解，，有百余家俄罗斯企业报名参展进博会有百余家俄罗斯企业报名参展进博会，，涉及领域涉及领域
包括食品和农产品包括食品和农产品、、消费品消费品、、高科技产品和设备高科技产品和设备、、医疗产品以医疗产品以
及服务贸易及服务贸易。。洛里娅认为洛里娅认为，，参加进博会不仅有利于俄罗斯企参加进博会不仅有利于俄罗斯企
业分享中国市场的业分享中国市场的““蛋糕蛋糕””，，更能够在广阔的平台上向世界展更能够在广阔的平台上向世界展
示俄罗斯优秀产品示俄罗斯优秀产品，，这为中俄双方实现第三方合作提供了新这为中俄双方实现第三方合作提供了新
的更多可能的更多可能。。

谈到中俄双边关系谈到中俄双边关系，，洛里娅说洛里娅说，，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近年来
快速发展快速发展，，预计双边贸易额将很快突破预计双边贸易额将很快突破 10001000 亿美元大关亿美元大关。。
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两国在能源两国在能源、、核能核能、、航空航空、、航航
天天、、基础设施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稳步推进基础设施等领域战略性大项目稳步推进。。洛里娅表示洛里娅表示，，中中
俄共建俄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前景广阔前景广阔，，有巨大潜力可挖有巨大潜力可挖。。她透露她透露，，在共在共
建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过程中过程中，，中俄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俄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中国
赴俄旅游人数不断增多赴俄旅游人数不断增多，，俄罗斯方面专门针对中国游客制定俄罗斯方面专门针对中国游客制定
了一些特色旅游路线了一些特色旅游路线，，比如红色旅游路线等比如红色旅游路线等。。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惠喜徐惠喜

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辑艾莉娜·洛里娅：

进博会体现中国扩大开放承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举
办主题活动，作为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在11月6日举办的质
量基础设施促进贸易便利化并推动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与
会嘉宾认为，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认，实现

“一个标准、一次测试、一张证书、全球通行”，是构建投资贸易
信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越是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产品质量就越好，越具有国
际竞争力，开放与竞争是提高产业经济与服务质量的重要驱
动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指出，促进贸易往来、
服务美好生活，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是系统性工程，需要凝聚多方力
量，充分发挥全社会共建共用共享质量的关键作用。张茅指
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充分
发挥标准在创新、规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标国际标准和世
界先进水平，解决标准缺失、滞后、老化问题，弥补民生和安全
领域短板；要紧跟科技创新步伐，研究建立新一代计量技术和
基准；要加大认证认可改革力度，规范认证市场和收费，清理
认证乱象，提升认证认可公信力，扩大国内短缺的认证服务进
口，减轻企业负担；要加大检验检测改革力度，强化市场开放
与竞争，打造一批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助推中小微企业质
量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司长谢军表示，作为中国计量的主
管部门，市场监管总局十分重视中国计量体系的国际化发展，
以开放和国际接轨为原则，着眼计量领域的多边和双边交流
与合作，既为国际计量互认制度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又积极加
入和签署计量互认协议，并推进计量互认制度有效实施。

全面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强化标准先行意识。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司长崔钢介绍，标准是世界经
济贸易活动的技术基础，“积极通过标准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深化标准化国际合作，推动专业领域标准一致性程度提
升，通过与相关国家开展标准互认，将为市场提供便利”。

近年来，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为质量基础设施快速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在迎来重大机遇的
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以检验检测认证市场为例，截至去
年，虽然我国检验检测机构超过3.6万家，但百人以下机构数
量占比96%，仅为本省服务的机构数量占比88%，能够提供跨
境服务的机构不到300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许
新建说，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高，“小散弱”现象突出，高端
服务供给不足，竞争能力不强，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
制约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行业发展。

对此，许新建表示，应当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机会平等，系
统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鼓励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市场发展，将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

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为贸易便利化加油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在首届进博会七大展区中在首届进博会七大展区中，，服务贸服务贸
易展区是最特殊的一个易展区是最特殊的一个。。说其特殊说其特殊，，是是
因为这里的展品绝大多数是因为这里的展品绝大多数是““看不见看不见””的的
服务服务，，来自全球来自全球90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个国家和地区的450450
余家服务贸易企业余家服务贸易企业，，用它们的智慧科技用它们的智慧科技、、
创意创新和品质体验创意创新和品质体验，，吸引了各路观众吸引了各路观众
流连忘返流连忘返，，诠释了服务贸易不一般的诠释了服务贸易不一般的““含含
金量金量””。。

全球贸易全球贸易““新势力新势力””

作为整个进博会唯一没有实物商品作为整个进博会唯一没有实物商品
的展区的展区，，服务贸易展区宛如一股清流服务贸易展区宛如一股清流，，让让
进博会舞台变得更加多元丰富进博会舞台变得更加多元丰富。。服务贸服务贸
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球贸使其成为全球贸
易领域不容忽视的易领域不容忽视的““新势力新势力””。。

““进口博览会是中国向全球开放市进口博览会是中国向全球开放市
场场、、促进贸易交流的又一重大举措促进贸易交流的又一重大举措，，联邦联邦
快递非常荣幸能参与其中快递非常荣幸能参与其中，，向海内外采向海内外采
购商展示实力和服务购商展示实力和服务。。””联邦快递高级副联邦快递高级副
总裁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良告诉经济日报中国区总裁陈嘉良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记者，，联邦快递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联邦快递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
的发展的发展，，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是贸易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
者者，，也看好中国市场未来的成长也看好中国市场未来的成长。。

66 日当天日当天，，联邦快递发布了一系列联邦快递发布了一系列
基于中国市场特点基于中国市场特点、、旨在提升进口货物旨在提升进口货物
运输效率的解决方案运输效率的解决方案。。““比如比如，，增加全新增加全新
在线进口自动化托运工具在线进口自动化托运工具，，提升异国取提升异国取
件响应速度件响应速度、、拓展进口跨境电商解决方拓展进口跨境电商解决方
案等案等，，我们将用创新技术我们将用创新技术、、高效服务高效服务，，支支
持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持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陈嘉良说陈嘉良说。。

来自澳大利亚的来自澳大利亚的GVTGVT 是一家专注是一家专注
于跨境贸易供应链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于跨境贸易供应链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商。。在展位前在展位前，，工作人员展示的跨境网工作人员展示的跨境网
上商城上商城、、APOSAPOS 跨境收银系统跨境收银系统、、海购助海购助
手手、、AWMSAWMS 打包台打包台、、优订购分销系统等优订购分销系统等
五大五大““黑科技黑科技””，，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停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停
留留。。““这是这是GVTGVT首次在中国展示跨境贸首次在中国展示跨境贸
易新模式易新模式。。我们的在线服务系统面向国我们的在线服务系统面向国
内消费终端内消费终端，，个人消费者能直接面对海个人消费者能直接面对海
外门店外门店，，货源更优货源更优、、价格更低价格更低。。””GVTGVT负负
责人窦银玲说责人窦银玲说。。

民生服务受关注民生服务受关注

进口服务贸易种类与规模的变化进口服务贸易种类与规模的变化，，
是观察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一扇窗口是观察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一扇窗口。。
在服务贸易展区在服务贸易展区，，与民生相关的旅游与民生相关的旅游、、医医
疗疗、、教育教育、、金融等领域持续受到关注金融等领域持续受到关注，，也也
印证了上述判断印证了上述判断。。

来自马来西亚的来自马来西亚的 IHHIHH 是全球市值是全球市值
最大的医疗集团之一最大的医疗集团之一，，旗下医疗网络遍旗下医疗网络遍
布新加坡布新加坡、、文莱文莱、、土耳其等国家土耳其等国家，，拥有拥有““伊伊
丽莎白丽莎白”“”“鹰阁鹰阁”“”“百汇班台百汇班台””等多个知名等多个知名
医疗品牌医疗品牌。。

““这次参加进博会这次参加进博会，，是希望把马来西是希望把马来西
亚优质的医疗服务引入到中国市场来亚优质的医疗服务引入到中国市场来。。””
百汇班台集团助理副总裁林美玲告诉记百汇班台集团助理副总裁林美玲告诉记
者者，，继去年旗下的港怡医院在香港开业继去年旗下的港怡医院在香港开业
后后，，成都成都、、上海两地的百汇医院也计划在上海两地的百汇医院也计划在
明后年正式开业明后年正式开业。。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游客出境游持续增中国游客出境游持续增
长长。。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
示示，，中国游客中国游客 20172017 年的出境游花费为年的出境游花费为
25772577亿美元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记者记者
在服务贸易展区看到在服务贸易展区看到，，全球众多知名航全球众多知名航
空公司空公司、、旅游综合服务机构悉数到场旅游综合服务机构悉数到场。。
对此对此，，携程联合创始人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执行董事局主席
梁建章表示梁建章表示，，全球贸易正快速从制造业全球贸易正快速从制造业
转向服务业转向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变将服务业这一结构性转变将服务业
推向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推向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跨境金跨境金
融服务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看好的业融服务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看好的业
务板块务板块。。在服务贸易展区在服务贸易展区，，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渣渣
打银行打银行、、东亚银行东亚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等南非标准银行等 1414
家境外银行的集体亮相家境外银行的集体亮相，，给整个展区增给整个展区增
添了诸多金融元素添了诸多金融元素——量身定制的金融量身定制的金融
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将给中外企业将给中外企业
带来更多的贸易便利带来更多的贸易便利。。

创新升级进行时创新升级进行时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支撑。。
专家认为专家认为，，首届进博会设立服务贸易展首届进博会设立服务贸易展
区区，，进一步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继续扩大进一步向世界传递出中国继续扩大
开放的信号开放的信号，，也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也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
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升级带来新机遇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升级带来新机遇。。

在普洛斯展位在普洛斯展位，，工作人员李博炜告工作人员李博炜告
诉记者诉记者，，普洛斯是国内最早启动智慧物普洛斯是国内最早启动智慧物
流及相关产业服务的打造者和促进者流及相关产业服务的打造者和促进者。。
目前目前，，普洛斯已在美国普洛斯已在美国、、日本日本、、巴西巴西、、印度印度
等地进行产业布局等地进行产业布局，，正全力构建同时涵正全力构建同时涵
盖资本盖资本、、金融金融、、科技科技、、运营等功能的生态运营等功能的生态
产业体系产业体系。。

多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的采购多位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的采购
商均表示商均表示，，进口优质服务进口优质服务，，将推动国内服将推动国内服
务贸易转型升级务贸易转型升级，，提升中国本土服务贸易提升中国本土服务贸易
的实力的实力，，助力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助力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更重更重
要的是要的是，，服务贸易进口将带来更多先进的服务贸易进口将带来更多先进的
服务理念和标准服务理念和标准，，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优
化调整化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形成形成
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中国宏观经济研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副研究员杨长湧说究院副研究员杨长湧说。。

走进进博会唯一没有实物商品展区——

服务“看不见”，未来“看得见”
本报记者 顾 阳

图图①① 来自白俄罗斯的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正在向观众介绍当地培训招生情况来自白俄罗斯的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正在向观众介绍当地培训招生情况。。

图图②② 来自澳大利亚的来自澳大利亚的GVTGVT公司员工正在全球直播其研发的跨境电商系统等五大公司员工正在全球直播其研发的跨境电商系统等五大““黑科技黑科技””。。

图图③③ 一架波音一架波音777777飞机模型飞机模型““空降空降””联邦快递展台联邦快递展台，，向观众演示相关业务流程向观众演示相关业务流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顾 阳阳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