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亮灯后的北京中关村中钢大厦外景（ 月 日摄）。 月 日，北京中关村中钢大厦、望京社区的
楼体、蓝岛大厦等多个点位楼体外墙和户外大屏同时“点亮”，迎接 月将在北京举行的“ 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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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学生就业 促企业转型
P3———重庆政校企协作办职教观察

■ 李斌 孔祥鑫 吉宁

全球首个服务贸易领域综合性展会、中

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国对外开

放三大展会平台之一……2020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 9 月上旬在北京举办。

作为和广交会、进博会并列的中国三大

对外开放展会平台之一，作为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在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

动，服贸会备受世人瞩目。

这场盛会的筹备情况怎样？将呈现怎样

的特点？在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的

背景下，这场盛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带着一

系列问题，记者深入进行采访。

注重线上线下融合
8 月初的北京，骄阳似火，酷暑难耐。炎

炎烈日下，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室外展

馆搭建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尧说，建设者们

克服了高温、疫情等不利影响，正在加班加点

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奥林匹克公园的

相关展区将满足国别和省区市以及各专题的

参展需求，预计在 8 月中旬完工。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的 2020 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办出高质量，努力实现打造“全球最有影响力

的服务贸易国际一流展会”的目标。

“在今年疫情冲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举办

服贸会，为世界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展示我国

坚持扩大开放的决心，提振全球经济复苏的信

心，体现了中国维护全球化进程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说，

南有广交会、中有进博会、北有服贸会，一个全

方位立体式综合性对外开放平台已经形成。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闫立刚表示，2020 年

服贸会围绕“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科技

化”方向，整合了文化服务、金融服务、冬季运

动、旅游服务等重要板块和内容，建立了“1+
8+N”展会新模式，即 1 个综合展区、8 个行业

专题展和若干功能服务区。

受到疫情影响，注重线上线下融合，积极

探索“云展览”“云端论坛”等新模式，成为本

届服贸会一大特点。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数字平

台 6月中旬已经上线。京东集团作为本届云上

服贸会的技术服务商，为大会提供数字化、智

能化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与运营服务保障。

“‘云上服贸会’将是突破时间、空间、语言

限制的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会展新基建平

台，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京东集团技

术委员会主席、京东智联云总裁周伯文说。

过去几个月里，全球数千家企业在屏幕

前参加了云路演活动，全国各大交易团提前

启动参展活动……

截至目前，141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馆、商

协会及机构参展参会，2000余家次境内外企业

机构参展参会。其中，线下参展参会企业 1200
余家次，线上参展参会企业 700余家次。

“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数字贸易发

展趋势和前沿等 4 场高峰论坛，百余场行业

研讨及行业推介洽谈活动，加上 30 多场国别

推介活动，将联袂打造一场高端权威的服贸

盛会。”闫立刚说。

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服务创造价值，从“工业革命”到“服务革

命”，服务业成为全球经济支柱……

服贸会的前身京交会诞生于 2012 年，如

今已经成功举办六届：展览面积从首届的 5
万平方米扩大到第六届的 16.5 万平方米；参

展企业从首届的 1000 多家增加到第六届的

2100 多家；意向成交额从首届的 601.1 亿美

元增加到第六届的 1050.6 亿美元……

从第一届京交会就开始参展的博彦科技

公司见证了会议规模从小到大、影响与日俱

增的历程。

“借助京交会、服贸会这个平台，企业取

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合作伙伴的增加和贸易

额都有明显提升，企业在这个平台上感受到

了万物互联时代的澎湃力量。”博彦科技公司

物联网市场部总监单娜说，公司计划在本届

服贸会上举办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我们见

证了服贸会的成长，更希望服贸会能见证我

们的壮大。” 咱下转 P2暂

■ 伍振

日前，中铁十八局集团泵业公司揭牌，首

批 7 台 SDDF 型隧道轴流风机顺利出口到阿

联酋铁路二期隧道项目；我国华南地区首家

“盾构 4S 店”在中铁十八局集团市政公司盾

构管理中心南方基地成立；与国家林草局竹

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大

力发展竹缠绕产业；中标总投资 186 亿元的

浙江嵊州市片区综合开发项目……中铁十八

局集团打好转型升级“主动仗”，上半年新签

合同额位居中国铁建系统前列，特别是新兴

市场和投融资板块发展势头强劲。

中铁十八局集团一直致力于企业转型，

高度重视新兴产业和融资市场发展。通过积

极践行“三转”理念，明确“四者”定位，在基建

订单集中释放、新兴市场集中发展等“窗口

期”，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打造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雄安新区）、

长江经济带、以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为中心

的西南片区 5 大核心区域市场和 N 个重点省

市“5+N”市场总体布局中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新兴业务，印发了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

的实施意见，明确重点产业和扶持单位“两个

清单”，在生态环保、清洁能源、装饰装修、砂

石骨料、商混、工业新制造和竹缠绕等新兴业

务上发力，发展优势突显。

近年来，中铁十八局集团紧抓“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机遇，调整经

营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将目光聚焦到绿色环

保等新兴业务领域。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一座

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

城，从“千年秀林”栽种的第一棵树开始，中铁

十八局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要求，争创行业标杆，打造样板工

程。通过引进自动化栽植机，对每棵树配备二

维码“身份证”并录入“雄安森林 APP”系统，

实行可追溯管理。在雄安新区植树造林项目

“争先创优”活动评比中，中铁十八局多次夺

冠，凭良好信誉，今年在雄安又承揽到 2020
年植树造林项目（春季）施工总承包第八标

段、南拒马河生态景观提升改造环保项目。在

西安，凭借渼陂湖生态水系修复项目的良好

业绩，三公司今年又中标北郊水源地迁建项

目和高新区水环境生态治理 EPC 项目，实现

滚动发展。

中铁十八局集团把竹缠绕产业打造成企

业创新发展的增长极，与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

达成合作协议，将竹缠绕产业作为重要产业板

块支持。竹缠绕复合材料是竹子应用领域的创

新技术，这种生物及复合材料具有强度高、重

量轻、阻燃保温、绿色低碳、资源可再生等特

点，可以制造压力管道、城市综合管廊、房屋、

容器、车厢等产品。竹缠绕复合材料工程技术

已被列入首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

项项目。日前，中铁十八局集团环保科技公司

等单位参与的我国首个《竹缠绕管廊工程技术

规程》已经启动，在呼和浩特市元亨石墨产业

园成功铺设世界首条竹缠绕复合管廊，中铁十

八局河南南阳竹缠绕复合管（廊）生产基地和

天津蓟州装配式房屋材料基地产品已经生产

投入市场并得到了社会广泛赞誉。

近年来，中铁十八局集团在工业新兴板

块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打造工业互

联网平台，拓展“智能+”，SDDF 型变频节能通

风机、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等 12 类工业产品成

功入驻“铁建商城”。研发的核电泵出口巴基

斯坦并参加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申

报了近 10 项工业制造国家专利。目前，他们

已完成隧道轴流风机等 10 余种风机型号的

设计，成功承办中国铁建隧道轴流风机评审

推广会，SDDF 型隧道轴流风机被鉴定为“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具备低噪音、低污染、高智

能、强售后等优势。该型风机在中国铁建商城

以“互联网+”模式全网销售，先后成功用于郑

万高铁、厦门地铁多个重点隧道工程项目，被

誉为“隧道空气净化神器”。另外，该集团物贸

公司今年上半年加工砂石骨料 251.8 万吨，

成为项目建设的“重要供应链”。

为持续推动企业向投资商、运营商转变，

中铁十八局集团大力实施投资兴业、投资强

企战略，发挥全国首家“五特六甲”建筑法人

企业全产业链优势，以混改、参股、兼并、进入

等方式，运作“地铁+市政+房建”、高铁沿线土

地开发、“环境治理+市政+片区开发”等综合

开发与新兴产业类的好项目大项目。中铁十

八局今年 3 月份中标的总投资 186 亿元的浙

江嵊州市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涵盖片区综合开

发、市政基础设施、城市绿化环保等，是该集

团独立运作承揽的首个总承包、勘察设计、物

资贸易等多产业协同的“一揽子方案”项目。

该项目包括嵊州市高铁新城片区基础设施配

套工程、越剧小镇综合交通项目、嵊州市未来

社区等 8 个子项目，他们正积极打造“嵊州模

式，十八局方案”的一流品牌，并将嵊州高铁

片区开发模式在全集团复制推广。

贵州出台政策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贵州省近日出台《关于支持全省出口产

品转内销若干政策措施》，着力帮扶外贸企业

渡过难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

外贸外资基本盘。记者了解到，相关支持措施

包括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简化办理涉税程

序、创新贸易融资服务等 11个方面。其中，在

拓展外贸产品内销渠道上，贵州鼓励支持外

贸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销售，线下则引

导步行街、大型商贸综合体等开展出口转内

销专题促销活动，组织各地大型商业企业与

外贸企业开展订单直采。另外，贵州还将对

2019 年以来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参加

境内展会给予展位费补贴，对其开展质量管

理体系等认证给予资金支持。各类金融机构

也会加大对外贸企业的经营周转类信贷支

持，积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仓

单、订单等质押融资。 渊向定杰冤

辽宁落地首笔
跨境金融区块链业务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国家外汇管

理局辽宁省分局积极开展跨境金融区块链服

务平台业务试点工作。近日，中国银行葫芦岛

分行通过跨境金融区块链应收账款融资业务

成功为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提供 33万美元

融资支持，标志着辽宁首笔跨境金融区块链服

务平台试点业务正式落地。跨境金融区块链服

务平台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创新应用区块链技

术建立的包含银行与企业间可信信息交互、真

实性核验和贸易融资实时互动等功能的跨境

金融信用生态系统。通过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

平台，银行可快速准确办理企业融资项目审核

和信贷授信查证，不仅融资审批时间大幅缩

短，企业融资效率大幅提升，还使银行涉外业

务风险管理能力得到加强。 渊丁非白冤

广西全面启动社保基金
专用票据电子化改革

近日，广西桂物储运集团桂林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在公司办公室内自行办理了广西首

张社保基金专用电子票据。这张电子票据的

开出，标志着广西正式启动社保基金专用票

据电子化改革，社保缴费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办理。作为参保单位社保缴费的最后一步工

作，及时领取电子票据至关重要，它是参保单

位缴纳社保费的重要凭证。以往，参保单位在

网上进行参保申报和缴费后，还需要前往社

保经办机构开具纸质票据，一趟流程下来，既

费时又费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

息中心主任覃朝俊说，今年以来，广西社保中

心将社保基金专用电子票据的开发作为重点

项目推进，主动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解决了

开发工作中遇到的业务和技术难题，将财政

电子票据系统与社保经办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对接，开发出了符合广西实际的社保基金电

子票据。 渊黄浩铭冤

重庆试点船舶污染物
“零排放全接收”

领取阀门铅封、关闭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阀”，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所属的 55 艘船舶

最近告别了几十年来惯用的生活污水“达标排

放”方式，实现生活污水全部“上岸”接收处

理。得益于这种“零排放全接收”的船舶污染物

处置新模式，长江重庆主城段的船舶污染物排

放得到有效控制。记者了解到，重庆主城中心

港区水域全长 71.9 公里，两江四岸共有 112
个码头，年均 3 万余艘船舶进出港，船舶排放

生活污水不达标现象突出。针对这一问题，重

庆海事部门提出，通过“零排放全接收”模式控

制船舶生活污水排放，即辖区水域内靠泊、锚

泊和作业的船舶污染物通过贮存设施收集后

进行交付接收转岸处理，力争将船舶污染物

向长江的排入减少到零，同时有效降低船舶持

续燃油消耗对大气的污染。 渊柯高阳冤

打好转型升级“主动仗”
中铁十八局集团以新兴产业、新兴业务、新兴融资市场为发展新引擎

以会为媒 化“危”为机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火热筹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