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上海 11 月 6 日电 记者冯其予报
道：“通过分析过往年份的数据可以看出，服
务业对当今世界不可或缺。”世界贸易组织总
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 11 月 6 日在第二届进
博会上表示，服务业不仅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二
的经济产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三分之
二的就业机会，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五分之四的
就业机会。

《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以下简
称“报告”）当天也在本届进博会上发布，该
报告的主题为“服务贸易的未来发展”，报告
运用了新统计方法，指出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
和经济中的重要性被长期低估。世贸组织预
计，未来在全球贸易当中，服务贸易的占比将
会越来越高，2040年将会提高到50%。并认
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贸易方式和成本将呈
下降趋势。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认为，采用

新统计方法有助于世贸组织成员重新认识服务
贸易的重要性。据了解，新统计方法在统计数
据中包括了之前没有覆盖的服务供应，加入了
在其他国家经营的公司、办公室或者是附属机
构所从事的服务贸易数据。重新计算得出，
2017年服务贸易总值达到了13.3万亿美元，这
意味着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比传统统计方法得
出的结果要高出20个百分点，这也体现出服务
贸易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报告还显示，服务
贸易自2005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5.4%，增速
超过货物贸易4.6%的增速。在发展中国家中，
服务贸易占整体贸易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也较2005年
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

张向晨表示，正如报告所预测的，技术进步
在未来几年内会大幅促进服务贸易。如在中
国，数字技术已经完全重塑了商业模式，让原先
难以面对面提供的服务现在可以远程提供。如
何能够充分挖掘其中潜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至关重要。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利用数字技
术，其占全球服务贸易的占比将增长15%。

张向晨认为，服务贸易的包容性应该得到

更多关注。服务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
非常重要，但目前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占比仍然较低，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世贸组织各成员应当共同努力。

报告特别提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从最初的 719 亿美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7919亿美元，近20年间增长了10余倍。同时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更
多市场准入机会，不仅正式确立了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同时宣
布取消外资设立独资寿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
金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

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表
示，在过去一年中，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增长
都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
易摩擦加剧。世贸组织的贸易平衡指标显示，
2005年开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较快速的增
长态势已经有所放缓。罗伯特·库普曼表示，发
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对服务贸易也很重要。世
贸组织希望通过谈判减少各国包括贸易政策、
贸易监管等方面的成本。

进博会上发布的《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称——

服务贸易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
以“将出口机遇变为现实”为主题的

2019向中国出口论坛11月6日在上海
举行。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中国服务贸易
协会承办，韩国自由贸易综合咨询服务
公司协办，是本届进博会的重要配套活
动之一。本次论坛主要探讨世界各国向
中国出口情况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为
世界各国带来的机遇等话题。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陈
建安表示，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仍将是国
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世界
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变革之时，只有开放
才能使不同国家相互受益、共同繁荣、持
久发展，才是各国应当作出的明智选
择。中国贸促会将依托370多个多双边
工商合作机制、24个海外代表处、21万
家会员企业和专业服务资源，为境内外
企业开展对话交流、项目对接提供服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司高级
事务官张丽萍表示，中国不仅是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
重要引擎。中国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出口，其
中，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农业出口中国
而对当地扶贫产生促进作用。由于中国
不断优化经济结构，秉持对外开放的经
济发展理念，在2019年，中国进口贸易
增速已经超过出口贸易增速。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
诺罗夫指出，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
式，近年来，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广
泛兴起，重构了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
推动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新体系将成为
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核心内容。
上合组织希望向阿里巴
巴集团学习，并期待
与阿里巴巴集团
合作，帮助各
国 年 轻 人
就 业 创
业。

2019向中国出口论坛与会嘉宾热议——

中国扩大进口为世界带来机遇
本报记者 孙建华

1111月月66日日，，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的重要配套现场活动之一会的重要配套现场活动之一，，以以““创新创新 保护保护 发发
展展 共共赢赢””为主题的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为主题的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
举行举行。。与会嘉宾们围绕新时代进一步加强打击与会嘉宾们围绕新时代进一步加强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侵权假冒工作，，完善法治化完善法治化、、国际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营商环境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保持打击侵权假冒高压态势中国保持打击侵权假冒高压态势。。
据介绍据介绍，，今年今年11月至月至88月月，，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共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共
查处侵权假冒案件查处侵权假冒案件 1919 万件万件。。中央宣传部开展中央宣传部开展

““秋风秋风 20192019””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收缴侵权盗版出版物收缴侵权盗版出版物
149149万件万件。。农业农村部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农业农村部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
行动行动，，检查企业检查企业 3737..33 万个万个。。海关总署开展海关总署开展““龙龙
腾腾””行动行动，，采取采取2828项具体措施项具体措施，，精准发力打击侵精准发力打击侵
权假冒权假冒。。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开展整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开展整治““保保
健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查处案件查处案件 22..11 万件万件。。国国
家药监局开展芬太尼类药品专项检查和中药饮家药监局开展芬太尼类药品专项检查和中药饮
片专项整治片专项整治，，检查企业和医疗机构检查企业和医疗机构2525万家次万家次。。

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任、、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表示，，当今世界当今世界，，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
机遇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侵权假冒方在侵权假冒方
面面，，一是跨境犯罪日益增多一是跨境犯罪日益增多，，侵权假冒商品跨境侵权假冒商品跨境
流动呈上升趋势流动呈上升趋势。。二是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二是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线线
上线下一体化上线下一体化、、违法行为组织化等特点违法行为组织化等特点，，对传统对传统
执法构成严峻挑战执法构成严峻挑战。。三是贸易保护有所抬头三是贸易保护有所抬头，，
单边主义单边主义、、零和思维依然存在零和思维依然存在，，阻碍了构建全球阻碍了构建全球
协同治理格局协同治理格局。。

““现如今现如今，，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
新技术在知识产权执法中成为新议题新技术在知识产权执法中成为新议题。。促进贸促进贸
易便利化易便利化，，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有效平衡有效
的知识产权执法的知识产权执法，，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
者 的 共 同 努 力者 的 共 同 努 力 。。””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WIPOWIPO）） 助理总干事格塔洪说助理总干事格塔洪说，，不管是政府不管是政府
内部还是政府之间内部还是政府之间，，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必必
须要采取跨部门协同合作方式须要采取跨部门协同合作方式，，在全社会建立在全社会建立
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培育坚实的知识产权生培育坚实的知识产权生
态系统态系统，，维护法治建设维护法治建设，，促进普惠发展促进普惠发展，，才能才能
获得更好的未来获得更好的未来。。

打击侵权假冒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打击侵权假冒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
作作,,需要持续发力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久久为功。。““除了加强国际合除了加强国际合
作作，，还要以创新为引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要以创新为引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力度力度。。””WIPOWIPO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司司长路树立尊重知识产权风尚司司长路
易斯易斯··格鲁嫩介绍说格鲁嫩介绍说，，WIPOWIPO致力于改变公众认致力于改变公众认
识识，，逐渐打消大众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逐渐打消大众对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同时同时
创新开展数据库计划创新开展数据库计划，，这是一个由这是一个由WIPOWIPO管理管理
的安全在线平台的安全在线平台，，汇总了存在合理怀疑侵犯版汇总了存在合理怀疑侵犯版
权的网站清单权的网站清单，，通过线上及跨境合作通过线上及跨境合作，，共同推动共同推动
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工作。。

瑞士瑞士 ABB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知识产首席知识产
权官布鲁斯权官布鲁斯··肖考夫表示肖考夫表示，，过去过去1010年年，，互联网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到
保护知识产权的流程中保护知识产权的流程中。。利用数字化技术利用数字化技术，，能能
够掌握更加全面够掌握更加全面、、实时更新的数据实时更新的数据，，有利于社有利于社
会各界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会各界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对同时对
产品信息进行验证产品信息进行验证，，帮助执法部门打假帮助执法部门打假。。““从塑从塑
造良好的品牌形象而言造良好的品牌形象而言，，我们必须让消费者享我们必须让消费者享
受到高质量正品受到高质量正品，，传递给市场信心传递给市场信心，，但在数字但在数字
经济时代经济时代，，这样的企业愿景还得依赖线上保护这样的企业愿景还得依赖线上保护
行动的落实和完善行动的落实和完善。。””

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与会嘉宾呼吁——

创新监管体制 深化国际合作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以“服务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便利化”为
主题的新时代扩大进口与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6
日上午在上海举办。此次论坛是第二届进博会配
套活动之一，由海关总署和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

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表示，中国海关以深
化改革提升贸易便利、以技术标准促进贸易便
利、以公平安全维护贸易便利、以科技创新支撑
贸易便利。希望通过论坛与各界聚焦问题、凝
聚共识，在服务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通关
便利化方面，开展更加丰富、务实的交流合作。

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表示，贸易便利化对
银行结算服务便捷化和贸易融资高效化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交通银行作为历史悠久、唯一

总部在沪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将继续发挥总
部优势及创新基因，全面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全球一体化服务能力，加快科技赋
能，开展高水平贸易便利化试点，依托自贸区试
验田加大金融创新。

中国贸促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聂文慧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中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30%，消费增长潜力
巨大。扩大进口是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推
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
举措。贸促会作为中外
企业经贸交往的重要
桥梁，将进一步加

强与海关总署的机制化合作，为企业进口提供
更便捷高效服务，帮助更多高质量商品和服务
进入中国市场。

本次论坛分别从“营商环境优化与政府角
色”“开放合作与行业升级”等角度展开，来自
全国海关、贸易促进机构、国际组织、外国
驻华使领馆、商协会组织以
及国内外企业代表共
300余人参加。

新时代扩大进口与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与会嘉宾表示——

帮助更多高质量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朱 琳

本报上海11月6日电 记者杨忠
阳报道：第二届进博会云南省重点产业
投资合作暨全球采购主题推介活动6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活动期间，澳大利亚Costa集团、鹏
瑞利、复星地产、上海九泽文化公司、中
国进出口银行等与云南省集中签订投
资、金融合作项目及进口采购协议 20
个。其中进口采购签约项目10个，主要
进口产品为化工产品、农产品、机电产品

等；招商引资及融资支持类项目10个，
项目涵盖绿色食品、大健康产业、旅游文
化、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云南省省长阮成发当天详细介绍了
云南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基础
条件，并从“三张牌”“数字云南”“自
贸区建设”等方面介绍了云南的重点产
业和开放平台，希望通过本场交流活
动，进一步深化嘉宾们对七彩云南的
认识。

云南签订投资金融合作及采购协议20个

本报讯本报讯 记者记者钟华林钟华林 李治国李治国报报
道道：：记者从日前在上海举行的成都市采记者从日前在上海举行的成都市采
购签约仪式暨营商环境推介会上获悉购签约仪式暨营商环境推介会上获悉，，
报名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成都企业至少报名参加第二届进博会的成都企业至少
有有15231523 家家。。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表示，，成都庞大的企业代表团参加进博成都庞大的企业代表团参加进博
会的目的明确且一致会的目的明确且一致——““买全球买全球””。。

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日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前日，，成都有成都有
超过超过15001500家企业报名参加采购家企业报名参加采购，，包括包括
现场签约的现场签约的2020家企业在内家企业在内，，共有共有5353家家

成都企业签订合同成都企业签订合同，，涉及食品涉及食品、、技术技术、、
服务等多个领域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其中，，成都粮食集团成都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与昇联食品集团签订有限公司与昇联食品集团签订3030亿元亿元
人民币人民币““大单大单””，，将通过中欧班列将通过中欧班列 （（成成
都都））经俄进口冻肉至四川地区经俄进口冻肉至四川地区；；壹玖壹壹玖壹
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向澳大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向澳大
利亚天鹅酿酒有限公司采购利亚天鹅酿酒有限公司采购1010亿元人亿元人
民币的葡萄酒民币的葡萄酒；；浩通供应链管理公司也浩通供应链管理公司也
将向卡尔森公司采购符合将向卡尔森公司采购符合““国六国六””标准标准
的进口车的进口车。。

53家成都企业签订食品技术服务“大单”

图图①① 1111月月66日日，，参展商在第二届进参展商在第二届进
博会中国国家馆内体验博会中国国家馆内体验VRVR。。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②② 1111月月66日日，，参展商在第二届进参展商在第二届进

博会约旦国家馆内交流博会约旦国家馆内交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

图图③③ 1111月月66日日，，人们在进博会服务人们在进博会服务
贸易展区香港贸易发展局展台前咨询贸易展区香港贸易发展局展台前咨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汀汀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