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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民营企业 激发老区活力
P4敬业集团铁路专用线启动“革命老区党旗红，建功敬业争先锋”劳动竞赛

■ 张泉 王秋韵 王雨萧 罗鑫

“一带一路”数字贸易指数、“一带一路”

供应链、“空中丝绸之路”……2020 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带一路”是名副其

实的高频热词。

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给“一带一路”建设

带来哪些新机遇、新发展？新华社记者从服贸

会现场带来最新观察。

数字贸易提速
开拓发展新通道

“中国—东盟信息港老挝云计算中心”

“中国—东盟商贸通数字化平台”“中国—东

盟航运交易数字化平台”“中国（广西）—东盟

互联网应用技术联合创新中心”……“中国—

东盟信息港”的众多项目正为中国和东盟国

家数字经济合作提供强大助力。

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加速

发展的一个缩影。服贸会国别和省区市专区

的展厅里，中国数字服务助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发展的例子随处可见。

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俄罗

斯、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多国建立了相关数据

通信系统；长春鸿达集团助力建设了印度尼

西亚 5000 万人电子驾照系统……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顾问龙永图说，数字

经济是人口经济、转型经济、普惠经济、开放

经济，当前国际贸易和经济形势严峻背景下，

数字贸易将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更为

紧密的联系，开拓合作发展新通道。

“数字化和智能化将进一步促进服务贸

易发展，并促进新的颠覆性创新。”中国服务

贸易协会会长周成虎院士表示，加快数字领

域双边和多边合作，有助于共同促进服务贸

易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发展服务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

医疗服务合作深化
为各方提供更多健康呵护

“新一代抗肿瘤记忆性免疫细胞治疗”

“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智能化慢病监测系统”

“生物医学用扫描探针显微镜”……服贸会期

间举行的京津冀国际（俄罗斯）科技成果展示

生物医药专场活动上，相关专家就 8 项创新

成果进行了交流探讨，助力生物医药领域创

新成果加速转化。

“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医药领域

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

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时完成 360 度人体全动态捕捉、自动

生成 3D 人像……联影智能的 uAI Vision“智

能之眼”可让各类医学影像设备实现一键智

能扫描，为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赋能提效。目

前，uAI 解决方案已“出海”至马来西亚、意大

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中医药也加速走出国门。记者

在服贸会国别和省区市专区了解到，上海市

以商业存在等服务贸易形式打造中国—阿联

酋、中国—捷克、中国—泰国、中国—毛里求

斯等中医中心，为满足民众多元化健康需求

发挥了积极作用。

打造更好营商环境
以开放促合作

服贸会综合展区，“一带一路”法律与商

事综合服务平台的展台格外引人注目，一条

印有全体中外调解员姓名的红丝带轻轻飘

扬，形成一团舞动的“火焰”。

“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综合服务平台被

列为“八个服务贸易合作珍宝”之一，充分体

现了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吴向阳介绍，北京

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发挥

北京市专业服务优势，支持北京的律师事务

所与境外司法机构、专业机构、中介组织广泛

开展合作，服务覆盖了 80 多个国家的 180 多

个城市。

9 月 7 日，中国（甘肃）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建设，

将分别面向先进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生物

制品制造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开展知识产权

快速协同保护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服务贸易高附加值转型的关键支

撑，国际贸易中如果没有专利等知识产权，企

业将寸步难行。”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景朝说。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推动企业提高自贸

协定使用率，让优惠政策发挥更大促进作用。

也期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与更多国家和

地区商签高水平自贸协定，同时促进各国贸

易政策沟通，减少‘边境上’和‘边境后’的壁

垒，引导推动服务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协

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慎峰

说。 渊据新华社冤

我国将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发展带动新型消费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9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发展带动新型消费的措施，促进经济恢

复性增长。会议指出，要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

质，创新无接触消费模式，推广在线开放课

程、互联网诊疗等服务；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农村商贸流通数字化升级；制定

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新型消费的税收政

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措施降低移动支付费

用成本；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相关证

照办理；更好发挥传统消费主体作用，增强新

型消费带动力，支持实体商业发展线上业务。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二级巡视员朱炼说，商务

部积极培育壮大疫情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

包括引导电商平台与传统制造企业合作，促

进消费产业双升级；鼓励中小企业立足于新

兴市场，培育“小而美”网络品牌。 渊王雨萧冤

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揭牌成立

9 日，在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上，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将依托中国

技术交易所建设和运营，立足北京市的政策

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整合优化中国技

术交易所现有技术交易定价、科技成果转化

等服务功能，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登记、定价、

专业、金融一体化服务体系，最终成为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基础设施及国际知识产权

跨境交易市场的重要枢纽。北京市副市长王

红介绍，北京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将开设国际

知识产权交易板块，建立与国家知识产权组

织的合作机制，引入国外投资者和国际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跨境交易，探索

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争端的市场化调节机制，

提升我国参与知识产权治理话语权，保护原

创性知识产权成果。 渊王晓洁 谢昊冤

深圳启动
银行专项外债结汇试点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获

悉，近日，深圳获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启动银

行专项外债结汇试点，为金融支持中小微实

体企业再开新路径。9 月 8日，在国家外汇管

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招商银行以“跨境

债融通”产品，为 5 家境内企业完成首批试点

业务项下境内贷款，金额合计 2.4 亿元人民

币。据悉，试点企业平均借贷成本较企业之前

境内人民币贷款下降约 50 个基点，预计可为

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超 100 万元人民币。记者

了解到，在试点政策支持下，招商银行可自行

融入外债资金并自行结汇，直接贷款给全国

的实体企业，不需要外汇局逐笔批准，目前试

点金额 60 亿美元。据介绍，该项试点工作可

借助银行的专业化优势,替企业寻找境外低成

本资金，替企业办理外债登记手续，替企业管

理汇率风险，从而进一步便利境内中小微实

体经济企业使用境外低成本资金。 渊吴燕婷冤

中国首家外资
全资控股货币经纪公司
获批在京筹建

记者从 9 日举行的 2020 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田八目

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获批在京筹建，这

是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货币经纪公司。

北京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吴静春在发布会上

表示，中国银保监会于今年 9 月 3 日批准日

本上田八目短资株式会社在北京筹建上田八

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上田八目货币

经纪获批筹建是中国银保监会、北京银保监

局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金融业对

外开放决策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据悉，上田

八目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国内

外外汇市场交易、货币市场交易、债券市场交

易、衍生品交易经纪业务以及经中国银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渊王晓洁冤

助力新发展 贷动双循环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与青羊区政府举办政银企对接会并签署战略合作

数字经济提振信心 营商环境加速完善
———从服务贸易看“一带一路”建设新看点

荫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荫签约仪式

荫会议现场

荫银企一对一交流对接

■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日前，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成都市青

羊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助力新发展，

贷动双循环”的政银企对接会，中国银行四川

省分行、中银金融租赁、中银国际证券责任人

以及 50余家青羊区重点企业代表参会。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成都管理总部总裁陈 ，青羊区委常委、区政

府常务副区长王志刚，分别代表中国银行四

川省分行及青羊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与青羊区

政府将在公共服务、城市建设、普惠金融、招商

投促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中国银行将充分

发挥全球化和多元化的集团优势，积极推动政

务场景与金融场景的融合创新，通过简化流

程、业务创新、服务创新、资源倾斜等方式，为

青羊区提供融资融智一揽子综合服务，包含支

持主导产业发展及项目建设、深入推进复工复

产、推进资本市场发展、支持政府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以及加大金融服务创新。

会上，青羊区成都文化金融商务区管委

会就目前青羊区招商引资政策与营商环境进

行了推介，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中银国际证

券就普惠金融、国际结算、资金交易、证券市

场产品及政策做了现场宣讲。四川中行组建

专项金融服务小组 40 余人与参会企业家代

表们进行现场一对一交流，超 20 家企业现场

达成合作意向。

本次签约和对接会是青羊区政府和中国

银行四川省分行抓成渝经济圈建设机遇，落

实青羊区“双擎驱动”战略，坚持“改转升建

治”五大策略的有效沟通平台，是双方在区域

资源整合、功能区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政银合作新起点，切实增进了政府企业银行

的感情交流，坚定了政银企三方密切合作、互

助互惠的信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及区域经

济建设。

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先其出

席签约仪式并致辞，成都市投资促进中心、青

羊区金融局等业务主管部门、管委会、街道办

相关负责人参会。

龙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