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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欠佳

出口大幅下降

9 月份起生效

韩国着力推动贸易多边化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推动贸易多边化是韩国近年来的重要政策方向，中美经贸摩擦
和韩日贸易摩擦起到了两次催化作用。近期，韩国在推动贸易多边
由于全球贸易环境欠佳，中美经贸
摩擦悬而未决，韩日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韩国对外贸易受到了非常大的负面影
响。近期，韩国在推动贸易多边化方面
动作频频。
对于韩国经济而言，对外贸易举足
轻重。但是，今年以来韩国对外贸易状
况持续欠佳。据韩国关税厅公布的数
据，韩 国 今 年 上 半 年 对外贸易总 额为
5235 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6.9%。而且，
韩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均出现了负增
长。其中，对华出口减少 20%，对日出
口减少 13.1%，对美出口减少 8.7%，对欧
盟出口减少 9.8%。
究其原因，全球贸易环境欠佳是造
成韩国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中
美经贸摩擦已持续一年有余，且中国又
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对韩国出口造成了重

化方面动作频频。
大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波及面很广，对
韩国各出口产业都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损
失。不仅如此，7 月份以来，韩日贸易摩
擦急速升温。相比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长
期广泛影响，日本对韩国加强出口管控措
施可谓雪上加霜，半导体、显示屏、汽
车、动力电池、机械、石化等对日依赖程
度高的韩国支柱产业面临突如其来的重大
挑战。同时，韩元持续贬值，这导致用美
元计算韩国对外贸易额时，其金额难免会
缩水。
为应对国际贸易挑战，推动贸易多边
化成为韩国的重要措施。韩国出于防范贸
易风险考虑，几年前就已提出了要推动贸
易多边化，并将目光转向东南亚等地区。
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之后，
又提出了
“新南

方政策”，
更是着重推动韩国与东盟国家的
贸易往来。推动贸易多边化是韩国近年来
的重要政策方向，中美经贸摩擦和韩日贸
易摩擦则起到了两次催化作用。尤其为了
应对韩国多个支柱产业对日高度依赖、韩
日关系急剧恶化等挑战，推动贸易多边化
更是迫在眉睫。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韩国前些年推
动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项目，一定程度
上发挥了贸易多边化、降低风险的作用。
一是在海外兴建工厂。例如，
韩国浦项
制铁公司近期宣布，其在中国浙江桐乡市
建设的锂电池正极材料工厂已竣工，预计
年底可批量生产正极材料。
动力电池正是受
韩日贸易摩擦冲击较大的韩国产业之一。
二是完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

中国第17批援塞医疗队
圆 满 完 成 任 务

网络。关税厅表示，
尽管全球经济低迷，
但 FTA 仍给韩国贸易收支带来了积极
影响。近期，韩国先后宣布与英国和以
色列签订了自贸协定。其中，签署韩英
自贸协定是为了避免英国脱欧后两国自
由 贸 易 陷 入 真 空，因 而 需提前做好 准
备。协定规定，
即使英国正式脱欧，
韩国
向英国出口的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主要
产品仍将享受现有零关税优惠。韩以自
贸协定则意味着韩国汽车、汽车零部件、
合成树脂、纤维、化妆品等商品可对以色
列零关税出口，同时韩国将对以色列高
科技设备和半导体生产材料等实行零关
税进口。这将为韩国应对出口不振起到
积极作用。
三是继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经济合
作。9 月 1 日至 6 日，文在寅总统访问泰
国、缅甸、老挝三国。其中，将与泰国商
议两国实质性合作方案，以寻求挖掘新
经济增长引擎；与缅甸商讨扩大韩企进
入缅甸市场的政策支持方案；与老挝探
讨扩大包括水力发电在内的两国经济合
作项目。

中国广东进出口
展览会在河内举行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日
前，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举行了中塞
卫生领域联谊会，祝贺中国第 17 批援助
塞内加尔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
塞内加尔卫生与社会行动部医政司
司长西拉博士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医
生敬业精神的钦佩，
赞赏他们为塞民众所
作贡献。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对塞政
府首次向全体医疗队员授予
“塞内加尔国
家雄狮勋位团骑士勋章”表达了诚挚谢
意。
他介绍说，
两年来，
医疗队共服务门诊
和住院病人 76489 人次，完成手术 5000
余台，
检查2万余人次。
医疗队队长郑春生
介绍说，
自2017年8月27日抵塞后，
医疗
队利用节假日先后在多地开展了 12 次义
诊，
近 3000 名民众受益，
并捐赠了 2 批价
值2.6亿西非法郎的药械。

日前，中国广东进出口展
览会在越南河内举行，来自广
东、香港和澳门的 300 多家企
业参展，商品包括 LED 照明器
材、电力、电子设备等。同时，
中国企业将寻找越南合作伙
伴，
采购大米、
咖啡等商品。
广东和越南地理相近、市
场互补性较强。2018 年，广东
省与越南的贸易额达到 37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2％，占中
越贸易总额的 25.1％。
图为参展商正在洽谈。
本报记者 赵 青摄

新加坡实施新个人资料保护条例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新加坡个人资料
保护委员会日前宣布，新修订的个人资料保护条例从 9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提醒商家和从业者在新条例生效后
再不能任意收集、使用和公开个人身份证号码，
或扣押顾
客身份证，
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或有必要证明身份时，
才
能向公众索取身份证号码。新条例证件种类涵盖护照、
工作准证、出生证、外籍人士身份证等。新修订的个人资
料保护条例生效后，违例机构将视情节处以罚款，最高
100 万新元。
为加强保护消费者信息，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
会于去年 8 月份宣布了这项新条例，并给商家和从业者
留出一年时间改善运作模式以符合新条例要求。新条例
允许商家和从业者在一些商业场景中可以继续收集消费
者个人信息的情况。但同时规定，商家和从业者在收集
消费者身份证或副本等证件时，必须向个人或政府个人
资料保护委员会解释其必要性。
新加坡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鼓励商家和从业者按
其商业模式和营运需求，选择采用其他方式来识别消
费者，比如采用电子政府密码应用服务，以避免过度
收集消费者的其他个人资料。为此，新加坡个人资料
保护委员会率先推出了首个数据保护专员技能框架，
旨在培训有关人员兼具数据保护与数据创新两种技
能，便于商家和从业者稳妥收集与使用数据，利用新
兴科技推动创新。

促进中柬人文交流

《中国公民旅柬指南》发布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旅柬指南》
（以下简称《旅柬指南》
）。
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柬埔寨旅游部副国务秘书何萨伦
等出席发布式并致辞。
王文天表示，
《旅柬指南》的发布顺应了中柬人文往
来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为“中柬文化旅游年”有序推进
提供有力支持，还将为“中柬执法合作年”有效开展提供
更大助力。他希望中国游客来柬文明旅游，尊重当地风
俗习惯和宗教礼仪，当好增进两国人文交流的“友好使
者”，
打造自信、包容、文明的
“中国名片”，
树立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
“中国形象”
。
何萨伦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有 120 万人次中国游客
赴柬旅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8%，累计消费超过 8.4 亿
美元。他相信，
《旅柬指南》的发布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
游客到柬旅游。柬埔寨十分重视中国游客，愿意采取各
种措施，
让中国游客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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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汾阳杏花村酒文旅融合规划
与优秀创意文案征集启事
为推动汾阳市“千年古镇”杏花村酒文旅融合发展，将杏花村打造成世界
一流酒文旅景区，汾阳市计划编制 《汾阳杏花村酒文旅融合规划》。现面向全社
会广泛征集汾阳杏花村酒文旅产业融合规划与优秀创意文案。
征集内容
1. 汾阳杏花村酒文旅产业融合规划：专业从事旅游规划编制、策划的单位；
2. 优秀创意：热爱与关心汾阳文旅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征集时间
本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6 时前。
征集要求
1. 本规划必须立足于汾阳市的历史文化背景，紧紧围绕“酒文化与旅游融
合”的主题，对汾阳市与杏花村区位和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对杏花村酒文
旅融合的愿景目标、策略方向、定位布局、业态模式、产品体系、市场前景、
投资效益、交通组织等进行规划，规划要求具有建设性、创意性、超前性、实
践性。
2. 优秀创意文案可就酒文旅融合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进行创意，提出金点子
与好思路，须包含创新立意点、可行性评估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分析。
奖项设置
全部参加作品交由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设置奖项如下：
1. 汾阳杏花村酒文旅产业融合规划奖项 （税前）：
特等奖 1 名，奖金 100 万元人民币；
一等奖 2 名，奖金 50 万元人民币；
二等奖 2 名，奖金 30 万元人民币；
三等奖 2 名，奖金 20 万元人民币。
2. 优秀创意 （金点子） 文案奖项 （税前）：
一等奖 1 名，奖金 10 万元人民币；
二等奖 2 名，奖金 5 万元人民币；

三等奖 3 名，奖金 3 万元人民币；
优秀奖 5 名，奖金 2 万元人民币；
入围奖 10 名，奖金 1 万元人民币。
注意事项
1. 设计作品产生的费用由报送单位自行负责。
2. 所有征集的设计方案包括设计文本、效果图均不作退还，投稿者自留底
稿。
3. 入选作品知识产权归主办方所有。
4. 现场说明、演示、交流、沟通费用自理。
5. 报送单位可联系主办方进行实地调研、勘察，费用自理。
6. 汾阳杏花村酒文旅产业融合规划与创意方案应为原创，所包含内容若侵
犯第三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或其他权利，一切法律责任及给主办方造成
的损失由报送单位与个人承担。
7. 创意文案作者需提供个人简历、身份证明等资料，创意文案图、表、
文、影像多种文本形式均可。
8. 主办单位拥有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参与报名即视为认可以上条
款。
联系方式
1. 总体规划：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 13935871288）
邮箱：fysghj@163.com
2. 创意方案联系人：
张先生 （联系电话 13133081011）
邮箱：sxfyxhcjlcy@126.com
汾阳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