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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份，世界海关

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HSC）

第62次会议作出了对中国无

人机产品有利的决定，将无

人机归类为“会飞的照相

机”，为此类商品进入欧洲等

市场扫除了部分障碍。“中国

智造”的代表产品获得了国

际贸易“通行证”

世界海关组织将无人机归类为“会飞的照相机”——

无人机获国际市场“通行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据深圳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在国
际贸易中，商品归类关乎利益。按照《协
调制度国际公约》，《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
制度》分类目录广泛应用于海关税则、国
际贸易统计、原产地规则、国际贸易谈判、
贸易管制等多个领域，又被称为“国际贸
易的语言”。自1992年加入《公约》以来，
中国海关运用技术手段积极参与国际规
则制定，在HSC框架下，已为多个中国优
势出口产品争取到有利的归类属性和独
立的商品编码。

归类争议一波三折

本次无人机归类争议可谓“一波三
折”。无人机属于高科技新产品，目前世
界各国缺乏统一认可的归类属性。因此，
在出口时，由于各个国家归类不一致，会
导致不同的监管要求及市场准入标准，这
些都会给产品的出口通关造成困扰。

据介绍，无人机如果按照“带照相机
的飞行器”归类，就必须按“飞行器”监
管。这样一来，各国的贸易管制条件会比
较严格，容易形成非关税贸易壁垒，不利
于我国产品打入国外市场。但是，如果无
人机按照“会飞的照相机”归类，就可以按

“照相机”监管，各国对照相机一般没有特

殊的贸易管制要求，非常有利于我国高科
技优势产品进入国外民用市场。

在今年 4 月份的 HSC 第 61 次会议
上，无人机以一票之差，被归入“带相机的
飞行器”一类，对我国优势产业不利。中
国海关代表充分利用规则，对此作出了

“保留意见”的暂时结论，并留至9月份再
次讨论，为我方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深圳海关得知情况，立即深入企业调
研，并在海关总署关税司指导下，与全国
海关进出口商品归类上海中心、广州分中
心的专家通力协作，指导深圳相关企业有
的放矢地整理申述材料，制定应对方案。

同时，中国海关代表与世界海关组织
会议秘书组沟通，为企业争取到派员参加
9月份会议并现场陈述的机会。在9月份
举行的HSC第62次会议上，中国海关专
家据理力争，主导正确的讨论方向。会议
间隙，又分别与主要成员国代表反复沟
通，最终通过了“会飞的照相机”这一归类
决议，成功按我方意见，争取到将无人机
归入“摄像机”品目 8525项下，为此类商
品进入欧洲等市场扫除了部分障碍。

为“走出去”铺平道路

这是继此前为深圳企业争取“旅客登

机桥”在协调制度下增列独立税则号列、
取得中国海关首次历史性突破后，深圳海
关又一次运用归类技术手段与国际规则，
积极参与 HSC 的中国议题，为中国创新
科技优势产品“走出去”铺平了道路。

深圳海关表示，下一步将结合税政税
则调研工作，继续深入企业行业了解归类
需求，为更多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舞台上
绽放光彩作出应有贡献。深圳市科比特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致辉表示，这

对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是重大利好。
深圳被全球无人机爱好者称作“无人

机之都”，如今无人机行业企业已达2000
余家。2017 年，全行业年产值达 300 亿
元，占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的70%以上。

卢致辉介绍，科比特今年9月份发布
了27款产品，致力于成为“无人机行业的
共享平台”。截至目前，国内外已有 500
多家企业和开发者团队报名加入其打造
的工业无人机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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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公安警用

无人机。

杨阳腾摄

量子通信“武合干线”建成贯通
新闻回放：11 月 13 日，量子通信“武合干线”

建成贯通。武汉量子通信城域网的启动，标志我
国“量子通信京沪干线”项目首条商业延伸线“武
合干线”投入运维，并开始正式接入国家量子骨干
网——“京沪干线”。预计国内量子通信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1000亿元。

点评：量子的物理特性，确保了量子通信中的

信息安全。量子通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

牵引。在量子通信商业化应用方面，武汉走在全

国前列。随着量子通信网络越织越密，每台计算

机都有望接入量子通信网络。届时，每台电脑、每

部手机或许都会装上量子加密芯片，银行转款、电

子账户等涉密操作不再担心被盗用或受攻击。

智能音箱出货量大增
新闻回放：11 月 13 日，美国数据研究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最新研报显示，第三季度全
球智能音箱出货量同比增长高达197%，达到创纪
录的 2270 万台。预计全球智能音箱用户数量将
在本月突破 1 亿，今年年底将超过 1.25 亿。中国
市场第三季度的数据更为迅猛，百度市场占比从
不足 1%迅速增长至 8.4%，预计 2018 年中国出货
量将增长12倍。

点评：作为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先驱，智能

音箱成为商家必争之地。智能音箱比过去10年推

出的任何其它消费级科技产品发展都更快。这是

因为智能音箱可以作为“中心”来控制所有智能家

居产品，比如允许用户控制智能灯光、智能插座、

车库门、门锁等。在控制这些智能产品的时候，使

用语音命令相比使用APP要简单得多。

阿里健康与支付宝联手整合医疗资源
新闻回放：11 月 15 日，阿里健康宣布已与蚂

蚁金服子公司支付宝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健
康将独家在支付宝客户端上设立独立的医疗健康
服务频道，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医疗健康服务及
产品。目前，在杭州市余杭第一人民医院已经可
以“全流程刷脸就医”。

点评：此次战略合作是阿里健康与蚂蚁金服

及支付宝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形成优势互补的一

次“强强联合”。获得蚂蚁金服体系内资源的共享

和协同，为阿里健康在行业内的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同时，阿里健康也会以自身在医疗健康领

域的沉淀和优势，丰富和优化支付宝平台的医疗

服务场景，为使用者提供全流程优质健康服务和

产品，并吸引更多新用户。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喆 荆淮

侨） 在 11 月 6 日开幕的第 12 届中国
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据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无人机系统发
展白皮书 （2018）》 显示，目前，全
球无人机系统产业投资规模比 20 年前
增长了 30 倍，全球年产值约 150 亿美
元。未来10年，产值累计超过4000亿
美元，预计将带动万亿美元级的产业配
套拓展和创新服务市场。

无人机系统是由指挥控制站、一架

或多架无人机、机载任务载荷、数据链
以及相关保障设施共同组成的功能
系统。

白皮书认为，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
为无人机系统发展提供了产业化基础和
市场化活力。目前，无人机系统在航拍
娱乐、农林植保、安防监测、地质测
绘、电力巡检、物流运输等领域已获得
广泛应用。同时，也在城市智能空中交
通系统、无人空中物流等新概念、新场
景中不断探索。

全球无人机产业产值将超4000亿美元

2018年11月16日，梅赛德斯-奔驰携

梅赛德斯-奔驰、梅赛德斯-迈巴赫、梅赛

德斯-AMG 及 smart 四大品牌共 37 款重

磅车型登陆 2018（第十六届）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A 级轿车

带来了轿车和运动轿车两种车身设计，首

次亮相的全新 A 200 L 运动轿车先型特

别版配备了哑金双色19英寸多辐AMG轮

毂，以及车内的两块 10.25 英寸高清显示

屏、64 色环境氛围照明系统，和可随温度

变换色彩的空调出风口氛围灯，这款为中

国客户量身打造的全新长轴距A级轿车将

于11月23日正式上市。

作为梅赛德斯-AMG 独立研发的又

一款力作，全新梅赛德斯-AMG GT 四门

跑车拥有纯正的赛道基因，兼具极高的日

常实用性，是 AMG“性能豪华”的完美代

表。全新 AMG GT 四门跑车将提供全新

AMG GT 50、AMG GT 53 4MATIC+、

AMG GT 63 S 4MATIC + 及 AMG

GT 63 S 4MATIC+四门跑车先型特别

版4款车型，搭载两种发动机配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梅赛德

斯-奔驰作为这一高速发展阶段的重要见

证者和参与者，也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与时

俱进，在分享中国市场发展机遇中，赢得了

长期健康、稳健、可持续的发展。”北京梅赛

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倪恺（Nicholas Speeks）表示：“今

年 1月至 10月，我们累计向中国客户交付

新车 564945 辆（含 smart），实现了 11%的

同比增长。”其中，国产车型占总销量的

73%。

如何在中国继续保持增长？丰富的产

品阵容是业绩持续增长的驱动力之一。近

期奔驰推出的新一代长轴距 C 级车、长轴

距 GLC SUV，以及 11 月即将上市的全新

长轴距A级轿车等，它们都将在2019年迎

来首个销售整年，相信它们会为销量的增

长注入更多动力。此外，2019年上半年奔

驰会推出全新GLE SUV；下半年EQ电动

出行品牌的首款纯电动车型 EQC 也将正

式发布。

针对中国车市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

担忧，倪恺表示，中国车市的放缓是基于一

个非常高的基数，较美国汽车市场高 50%

左右。2018年一季度，各大品牌都有很好

的增长态势，虽然在后续几个月遇到一些

挑战，但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豪华车能

够保持10%的增长，已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中国市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

里永远充满机会，可以让我们尝试很多新

的事物。”谈到奔驰在中国的具体做法，倪

恺举例，奔驰在中国发展了非常完善的电

商平台——梅赛德斯-奔驰电子商务平

台。自 2016 年底推出以来，收获了 20 万

个销售线索。“虽然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

中国市场给了我们尝试新鲜事物的机

会。接下来，我们将在数字化方面做更多

努力。”

与此同时，奔驰也在不断推动女性消

费者的体验和关怀，目前 She’s Mer-

cedes 平台上有 6 万多位活跃用户。倪恺

希望未来它能与实体店进行结合，使品牌

行为和经销商层面有更好的整合。此外，

Mercedes me体验店已先后在北京、上海

落地，2019 年成都、深圳体验店也将陆续

建成，这些举措都在吸引更多中国消费者

关注奔驰。

“‘接地气’很重要，因为它源于

自我认知和社会洞察，需要让自己保持

与周围社会的真实关联。为此我们对用

户的很多细节进行深入分析，了解他们

的期许和顾虑。”倪恺把企业形象地比作

水中游鱼，“水中不仅有我们，还有其他

元素，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周围的

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做好我们该

做的事情。”

11 月 14 日，戴姆勒宣布计划投资总

计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 （约合 1.45 亿欧

元） 建立中国研发技术中心，这是继

2014年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中国研发中

心启用后，戴姆勒在北京建立的第二个重

要研发机构，标志着戴姆勒在其全球最大

市场本土化的进一步深化。倪恺表示，戴

姆勒中国研发技术中心将毗邻本土生产基

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助力提速梅赛

德斯-奔驰新产品国产化，现在奔驰在产

品设计初期已开始考虑中国消费者的需

求。

在合作伙伴关系上，奔驰在中国与北

汽、比亚迪等合作关系良好。2018 年，戴

姆勒与吉利合作成立了一家豪华出行公

司，未来出行服务并非只限于新能源汽

车，而是一个综合的服务考量。在腾势品

牌上，倪恺表示，戴姆勒也在不断增加投

入。

在未来营收上，奔驰在中国不会为一

时的业绩而牺牲长远的发展。倪恺表示，

品牌价值对奔驰具有重要意义。消费者选

择了豪华车，需要享受相应的服务与品

质。对于中国300多万奔驰消费者，奔驰

和经销商伙伴必须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必

须不断保持经销商服务水平。产品固然重

要，但不是唯一因素，增长和发展是由很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只追求数

字，忽略消费者体验，就会出问题。销量

数字不重要，奔驰希望这个数字不是一个

目标，而是与经销商伙伴维持良好的品牌

价值、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后水到渠成的

结果。未来希望在“瞰思未来 （C∙A∙S∙
E） ”战略的引领下，积极推动业务创

新，以求持续为客户提供满足并超乎其预

期的品牌体验。

星耀珠江 成就非凡

梅赛德斯-奔驰携37款重磅车型亮相2018广州车展

·广告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

全新梅赛德斯-AMG GT四门跑车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A 200 L运动轿车先型特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