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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促进中外经贸往来桥梁
本报记者 朱 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商界逐步实现从国际

规则制定的跟随者到参与者、贡献者的转变，在推动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中国贸促

会在拉紧中外企业利益纽带、推动国际经贸往来、促

进国家关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贸促领域这 10 年的发展，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企业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

共赢的重要见证。

建立合作机制促共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建立多双边

工商合作机制，展现了中国工商界承担国际责任的

积极态度。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少

刚表示，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是贸促工作的重要抓

手和有效资源，是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体现功

能、开展服务、深化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是政府间

合作机制的有效补充，也是我国外交和对外经贸工

作中的重要一环。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已与 1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 余家对口机构及相关

多边国际组织建立了 387 个合作机制，基本形成了

覆盖全球的机制化合作网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贸促会先后筹办中外领

导人出席的重大活动近 300 场，搭建政策主张宣示

平台，促进中外企业务实合作，实现政治效果、经济

效果、外交效果的有机统一。阐释构建亚太命运共

同体理念、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引导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世界大舞台

上，一系列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重大活动彰显

了中国特色、中国风范和中国气派。

此外，中国贸促会还着力打造国家领导人与欧

美日工商界对话平台，在中日韩、中国—东盟、中阿、

中拉论坛等机制下举办工商论坛等。一系列多边工

商活动已成为我国宣介中国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主

张、推进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

10 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数据

显示，2012 年，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4.4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到 2021 年，中国货物

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增长到 6.9 万亿美元，连续两年

居全球第一位。

我国双向投资稳居世界前列。2021 年我国实

际使用外资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 1.15

万亿元，较 2012 年的 7057.5 亿元增长 62.9%，引资

规模近 10 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7 年以来，

中国吸引外资连续 4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同时，对

外投资合作平稳健康发展。2021 年，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 14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2012 年至

2021 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 1.4 万亿美元，年均增

长 5.7%，近 10年稳居世界前三位。

我国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广

交经贸伙伴，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我国与世界

经济的深度融合，离不开中国工商界的广泛

参与和务实行动。作为服务中外企业的重要平台，

中国贸促会推动设立了 903 家地方贸促机构、23 家

行业贸促机构、30 个海外代表处，中国国际商会已

拥有 30 多万家会员企业。

通过参与多边机制下的工商界活动，中国企业

与全球工商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建议磋商，并

与领导人直接对话，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同

时，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

领域规则制定，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

济治理体系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工商界的中国

力量。

推进自由贸易助开放

10 年来，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用务实行动坚定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贸促会为

稳外贸稳外资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体

系建设。截至今年 7 月底，我国已与 149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自贸协定数

在过去 10 年间增长近 1 倍。

“以自贸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蓬勃发

展，正成为贸易投资稳定的压舱石、经济治理新规则

的试金石。”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说。

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加强 RCEP 等自贸协

定宣传推广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企业享惠金额是

贸促工作的重点部署之一。

“企业进口产品符合自贸协定规则时可减免关

税。在出口产品时，也可通过相关规则降低国外进

口商清关成本，维护好与进口商的关系，达成更多贸

易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通过自贸协定促进

国际化经营。”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专业运营总

监陈礼霖说，公司与当地贸促会深度合作，全面使用

了现有自贸协定项下的优惠原产地证书。

素有“纸黄金”之称的原产地证书，是自贸协

定成员国享受关税减免等优惠待遇的重要凭证。它

是出口国特定机构出具的出口货物为该国家 （地

区） 原产的证明文件，其签发情况被视为对外贸易

的“晴雨表”。

“合法合规使用相关原产地规则能规避一定的

贸易风险，节约企业成本，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在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主任闫芸看来，综

合考虑、灵活运用自由贸易协定优惠政策是企业开

展国际化经营、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编发自贸协定实施应用指南，加强宣传推广和

专题培训，强化原产地证书签发工作，是推动高质量

实施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力手段。这些举措也为区域

经贸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给企业带来了“真

金白银”的实惠。

中国贸促会是我国原产地证书签发的法定机构

之一。今年前 7 个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

地证书 271.5 万份，签证金额共计 2333.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3.7%。其中，RCEP 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成为

新增长点。前 7 个月，全国贸促系统共签发 RCEP

原 产 地 证 书 7.02 万 份 ，预 计 为 我 国 出 口 产 品 在

RCEP 成员国减免关税约 0.52 亿美元。

中国贸促会还在强化与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

协会常态化联系，机制性举办政企对话会、营商环境

建设座谈会，畅通企业意见诉求反映渠道，健全跟踪

处理反馈机制等方面积极作为。为有效解决外资企

业在华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增强其在华

投资和发展信心，5 月 20 日，中国贸促会设立了服务

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各地方贸促会也充分发挥贸促

系统与外资企业联系紧、工作网络广的优势，相继成

立地方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

服务“一带一路”惠民生

从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到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

地，从帮助企业走出去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服

务地方开放型经济建设到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中国

贸促会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中国贸促会引导中国

企业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充分阐释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在促进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方面积极提出中国倡议。

2016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与 9 家对口组织共同

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商务理事会，搭建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工商界间磋商对话平台，推动和扩大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经过不断扩

容，截至目前，共有 50 家相关国家的商协会作为成

员机构加入理事会。

为更好促进中国企业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工商界的交流合作，为企业提供更多贸易和投

资机会，2017 年 8 月，中国贸促会牵头成立了丝绸之

路商务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会的 50 家成员机

构也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

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中国委员会共有

会员企业近 400 家，来自能源、化工、建筑、工程机

械、金融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

中国贸促会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取得积极成效：与相关国家对口机构建立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举办各类活动 3000

多场；参与筹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促成中外企业签署 125 项协

议，合同总金额达 644.78 亿美元。

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康

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中国贸促会从

2019 年起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

环境指南》丛书，系统介绍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

况、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

企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息等，并

不定期更新，为中国企业及时了解投资目标国的政

策法规、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提供了重要参考。

依贸而生、因促而兴的中国贸促事业以树立世

界眼光、顺应时代大潮为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中国

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国贸促会将与各国工商

界加强合作、并肩前行，共促开放融通，推动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贡献正能量。

全球抗疫中的“中国名片”
本报记者 朱 琳

“基于产品与服务的‘双线布局’，将公共卫

生防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输出海外，推动中国技

术通过工程化赋能方式进行全球拓展，是华大集

团深入拓展国际市场布局，实现海外业务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实践。”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华大基

因副董事长尹烨告诉记者。

持续推进海外业务落地转化被视为华大集

团长期战略布局及业绩提升的重要支撑。提及

华大集团的海外业务，“火眼”实验室已然成为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名片”。目前，

“ 火 眼 ”实 验 室 已 在 3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启 动

运营。

今年 4 月 19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

发布了由华大基因、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提

出并联合全球专家共同研制的《体外诊断检验系

统——核酸扩增法检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

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的要求及建议》国

际标准，该标准是 ISO 发布的首个专门针对新冠

病毒检测的国际标准。

“该标准在全球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和方法流程缺乏统一技术规范和质量

要求的背景下提出，为全球医学实验

室、体外诊断检测试剂开发人员和

制造商及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

技术依据，为促进全球疫情防

控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发

挥了积极作用。”尹烨说。

“近年来，生命科技的持续突破正在推动全

球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以基因测序为核心的生

命科技产业已成为继 5G 之后全球竞争的新焦

点。”尹烨告诉记者，基因测序仪作为生命科学领

域的关键工具，对于解读生命密码、推动精准医

学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华大集团旗下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大智造”）自 2016 年成立以

来，不断进行自主创新，掌握了基因测序、实验室

自动化等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取得境内外有效授

权专利数百项，完成国产测序仪在高中低不同通

量上的全产品线布局与快速迭代。

截至 2021年年底，华大智造业务布局已遍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

立科研、生产基地及培训与售后服务中心等。华

大智造生产的测序仪已在国家基因组项目、临床

检测、农业育种等多领域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新

冠肺炎疫情早期破译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病毒

溯源等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标准“走出

去”，是以华大集团为代表的诸多“出海”中国企

业的长远抱负。“华大将紧抓全球精准医学服务

体系建设扩容的契机，在产品资质、本地化战略

规划、质量体系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化国际业务

拓展。”尹烨说。

图图①① 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到港货

轮准备靠泊。 王 春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浙江杭州综合保税区一家外贸企业的

工人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图图③③ 4 月 22 日，陕西西安首趟中老铁路（西

安至万象）国际货运列车从西安国际港站发车。

刘 翔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