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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要闻

◆中贸时评

◆直通世博

◆贸促交流

“我从现在就盼着去中国了”

沙特将举办2020年G20领导人峰会

王锦珍出席哈萨克斯坦
投资说明会暨中哈企业对接会

德国期待在多领域
与中国开展合作

7 月 7—8 日 ，二 十 国 集 团
（G20）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
汉堡举行，无论从主题还是议题、内
容，汉堡峰会与去年的杭州峰会一
脉相承，中国方案影响两届峰会，继
续引领世界经济向强劲、可持续、平
衡增长的方向发展，引领全球经济
治理更加协调、公平、完善。

打造互联互通的世界，
两届峰会一脉相承

无论是峰会主题，还是议题、内
容，汉堡峰会继续致力于塑造一个
相互连通的世界，中国提出的全球
经济治理方案得到延续和发扬。

一是“联通”成为两届峰会共同
主题。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提出
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
世界经济的中国主张；汉堡峰会确
立了“塑造联动世界”的主题，“联
动”一词贯穿两届峰会，源自杭州峰

会，在汉堡峰会实现无缝对接；杭州
峰会就数字经济、结构改革、可持续
发展、非洲伙伴关系、国际反腐合作
等议题展开讨论，汉堡峰会也延续
了这些议题。从杭州到汉堡，从主
题到议题，两届峰会一脉相承。

二是“发展”受到两届峰会的高
度关注。发展是杭州峰会的重要议
题和目标，杭州峰会呼吁各国共同
推动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包容发展、
可持续发展，成果丰硕；汉堡峰会继
续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将承担对非洲的责任作为重点议
程，以推动世界包容发展、协调发
展、可持续发展。

三是“全球化”成为两届峰会的
鲜明旗帜。尽管面临着逆全球化兴
起的背景，但两届峰会绝大多数国
家还是坚决主张经济全球化及多边
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反对保护主义，坚持《巴黎协定》。

两届峰会的作用都是遏制了贸易投
资保护主义势头发展，推动开放型
世界经济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四是“一带一路”与两届峰会
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
统领中国经贸发展的重大战略，也
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国际战略，得
到了包括 G20 多数成员在内的绝
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可持续
发展主张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精
神，与两届峰会主题完全一致；“一
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互联互
通，也与两届峰会高度契合。“一带
一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
础设施建设计划，必将有力促进参
与国家经济发展，也成为 G20 经济
增长目标实现的有力保证。“一带
一路”已经与 G20 形成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
济治理完善的局面。

积极作为，量力而行，
稳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当前，在 G20 峰会上出现了一
种把中国推至全球治理“领袖”地
位的声音。的确，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无论是保持自身经济快速
平稳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日益巨大，还是高举自由贸易大
旗、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的主张，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都大幅提
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
国只顾自己“优先”，逃避国际责
任；欧洲面临国家民粹主义势力崛
起、难民潮涌入、恐怖主义袭击事
件频发等众多挑战；中东、北非、南
亚、东亚等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在
此国际形势下，世界对中国充满更
大期待可以理解。

但是，中国充当全球领袖的说
法并不符合中国初衷。中国的目

标是各国共同推动建设合作共赢
的国际社会，建立多极化世界，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赞成一国
或少数几个国家主导国际秩序。
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积极贡
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发挥理念
和方向引领作用，而不是主导世界
秩序。同时，G20 还只是一个松散
的论坛式的国际高端交流平台，各
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
的主张，发表共同倡议，但该平台
既没有机制化的常设机构，也没有
达成国际规则的制度安排。G20
的运行机制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治理完
善的重任依然需要包括美国、中国
在内的 G20 全体成员共同承担。
对此，我们既需积极作为，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更需要保持清醒头
脑，量力而行，稳步推进。

从杭州到汉堡 中国方案一脉相承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英奎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以下
简称“中白工业园”）是白俄罗斯招
商引资的最大项目，也是中白间最
大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今年 5
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的
总统令，将之前 10 年免税的起算
时间从注册之日改为实现盈利之
日，“十免”之后将减半征收的期限
延长至 2062 年。入园企业在 2062
年前免缴不动产税、土地税，土地
租赁期可长达 99 年，入园项目建
设、在白采购设备均可享受增值税
全额返还。

据悉，这是卢卡申科总统就中
白工业园第三次签署总统令，之前
于 2012 年和 2014 年还分别签署总
统令，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白工业
园用地、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中白工业园作为中国和白俄

罗斯互利合作的典范，两国元首要
求将园区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的明珠和中白互利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

近日，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
进部组织企业家代表团考察了中白
工业园，实地查勘园区建设及基础
设施配套情况，了解白俄罗斯投资
环境及园区最新优惠政策，与园区
管委会对接并听取已入驻企业的情
况介绍。

据 中 白 工 业 园 CEO 胡 政 介
绍，园区一期首发区 3.5 平方公里
的土地已经完成“七通一平”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入驻创造了
条件。目前园区已具备全面招商
引资能力。

截至目前，园区入驻企业已达
13 家，包括奥地利木材公司 Krono

Span，白俄罗斯公司 Pectin，以及中
航工业、中电科等国内企业，预计年
内入驻企业将达到20家。

作为白俄罗斯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的重要平台，此前中白工业
园招商定位明确为电子技术、精细
化工、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新材料
等六大产业。白方在广泛听取企业
意见后，将入园项目类型进一步放
宽至研发、创新、贸易、物流、住宅和
文化产业。

中联重科是中白工业园首批入
驻的中资企业，其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中联重科中白工业
园基地占地 200 亩，总投资约 5000
万美元，将成为混凝土机械、工程起
重机械、环卫机械及农业机械等设
备的本地化研发生产基地，预计
2019 年正式投产，年销售收入将达

3亿美元。
该负责人还表示，白俄罗斯政

局稳定，地理位置优越。同时，白俄
罗斯工业基础良好，机械制造业等
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且交通便利，
货物运输成本低。“入驻园区有利于
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海外直接设
厂可以避免国内产品出口面临的一
些贸易壁垒，能比较便利地进入区
域国家市场。”

据悉，中国贸促会自 2016 年
起，积极协助中白工业园开展招商
推介工作。今后，中国贸促会将依
托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利用中国
国际商会会员优势，进一步整合系
统资源，积极协助中白工业园开展
系列精准招商活动，为入园企业提
供商事法律服务，帮助入园企业与
金融机构对接，以获取金融支持。

中白携手打造丝路明珠
■ 本报记者 毛雯

据沙通社报道，德国总理默克
尔近日在汉堡宣布，沙特将举办
2020 年 G20 峰会，明后两年的峰会
将分别在阿根廷和日本举办。

沙特内阁成员、国务大臣阿萨夫
在G20 领导人汉堡峰会闭幕式上表
示，由沙特举办2020年G20 领导人峰
会的决定，反映出沙特在全球政治和
经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沙特将在萨

勒曼国王的领导下，与G20国家通力
合作，有信心和能力确保成功举办
2020年峰会。

阿萨夫呼吁与会各国承担责
任落实好《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
议程》，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确保相关工作得到有效执行。
沙方与非洲各国在经济和发展领

域联系紧密，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便建立起专门的金融机构来资助
非洲的发展，如沙特发展基金、阿
拉伯银行非洲发展部、欧佩克基金
等，沙方拟于今年下半年在利雅得
举办沙特—非洲峰会，未来将与非
洲各国一道，共同落实好 G20 领导
人 峰 会 相 关 议 程 和 行 动 计 划 。

（来源：商务部）

◆国际经贸动态

本报阿斯塔纳电（特约记者
王莉莉）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
看山西”。这里“表里山河”、资源
富集、民族交融，自古为战略要
冲、形胜之地、商道枢纽和文明宏
域，历史的演进贯通了上下五千
年的华夏文明。

在阿斯塔纳7月的艳阳下，世
博会中国馆山西活动周正式开幕，
最具山西特色的舞蹈、民歌、戏曲，
以及剪纸、版画、面塑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等亮相世博会现场，赢
得了哈萨克斯坦观众的心。

哈萨克斯坦观众阿克波塔爱
不释手地捧着一朵用面捏制的玫
瑰花。在山西省传统面塑传承人
王博手里，一个普通的面团转瞬
间就变成了一篮栩栩如生的鲜
花，各种传统人物和卡通形象更
是不在话下。“传统面塑完全手工
打造，外国人都非常感兴趣，觉得
非常神奇。这次带来的作品仅供
展示，但每天还是有很多人想要
买下留做纪念。”王博说。

中国剪纸艺术家梁盛萍正在
向游客展示山西原生态剪纸技
艺。她的剪纸作品曾多次在国
际、国家级比赛中获得金奖。不
大一会儿，一朵明艳的牡丹便跃
然纸上，花瓣从密到疏，富有层
次，立体感极强。一群外国观众

围拢过来，认真欣赏起这件艺术
品，不由竖起了大拇指。

哈萨克斯坦小伙子克孜拉比
耶克正在木版年画展台前跃跃欲
试，来自山西的版画大师周振业
正在制作一张《西游记》主题的年
画。据其介绍，他展示的是平阳
木版年画，属于山西省的传统民
俗工艺品，起源于古代山西河东
路的平阳府（今临汾市）。雕刻一
幅版画作品，通常需要半天时间，
复杂的图案制作可能需要两、三
天甚至更长时间。看着纯手工打
造的年画，观众仿佛穿越回到活
字印刷的年代。语言不通，并不
能阻挡克孜拉比耶克亲自体验的
激动心情，他兴奋地向记者和随
行的家人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
年画。

阿克波塔告诉记者：“我从来
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参观了世博
会中国馆以后，我决定一定要到
中国去看一看，品尝一下那里的
美食，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古迹。
我从现在就开始期待了。”

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使者相
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景；
今天世博会的舞台上，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种经贸文
化交流活动，为促进中外民心相
通不断架设起希望之桥。

近日，加知名智库亚太基金会
（APF）公布报告，建议加拿大政府
尽快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报告建议加政府从过往与中
国签署的协定中吸取经验教训，以
TPP、加 拿 大 与 欧 盟 自 贸 协 定

（CETA）、中澳自贸协定、中新自
贸协定等为借鉴，与中国开展谈
判。这份报告已被作为加拿大政
府就是否与中国开展自贸协定谈
判征求公众意见的反馈，上报加环
球事务部。（驻加拿大经商参处）

加亚太基金会建议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

巴基斯坦《商业记录报》日前
报 道 ，拉 合 尔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LCCI）与巴投资委员会（BOI）联
合举办中巴经济走廊特殊经济区

（SEZs）咨询会。
该报道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涵

盖公路、铁路和管道以及电力等基
础设施建设，将帮助巴基斯坦实现
经济转型和解决能源短缺。中巴
经济走廊已引起世界瞩目，为巴基

斯坦提供独特机会。目前中巴两
国政府在项目上保持了密切协作，
但两国私营部门在走廊项下仍需
扮演重要角色。

拉合尔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称，
特殊经济区是走廊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建立产业集群，促进知识和
技术转移，巴政府应针对特殊经济
区出台更好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
者。 （驻巴基斯坦经商参处）

中巴经济走廊特殊经济区受瞩目

7月7日，“中国非遗文化周”活动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图为观众仔细观看展品。
新华社发 艾哈迈德·卡迈勒 摄

本报讯 日前，在北京举办
的德国勃兰登堡州推介会上，来
自勃兰登堡州能源、信息技术、
传媒行业的十几家企业欲寻求
相关领域的中国合作伙伴，合作
意向涉及清洁能源（比如氢能
源）技术研发、VR/AR 技术在中
国传媒创意产业的应用、大数据
技术应用等。勃兰登堡州几家
科研机构和大学正在积极推动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希望与中国
企业合作。

据悉，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汽
车制造、能源及化工等传统产
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该州目
前还在重点发展信息通信、传
媒等产业。 （信息中心）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王锦珍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出席哈萨克斯坦投资说明
会暨中哈企业对接会并致辞。

王锦珍表示，长期以来，中哈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民间交流活
跃。中哈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
国参加 2017 年阿斯塔纳世博会，
并就此达成重要共识。今年世博
会开幕前，两国领导人到世博会中
国馆参观，并就如何通过世博会平
台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达成共识。

王锦珍对深化中哈经贸合作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不断扩大贸
易投资发展，进一步优化双边贸易
结构，促进双方在农产品加工、制
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合
作。二是进一步发挥哈萨克斯坦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的
作用，积极拓展合作领域，着力深
化合作内容，进一步挖掘商机。三

是进一步加强两国商协会和贸易
投资促进机构间的合作，为两国工
商界间友好往来搭建更多平台。

哈萨克斯坦企业家联合会主
席杜斯克诺夫表示，哈萨克斯坦高
度重视与中国各省区市的精准对
接与合作，并期待扩大在小麦、葵
花籽等多个农产品领域的合作。

哈萨克斯坦投资合作署负责
人巴耶第洛夫表示，截至目前，已
有近 3000家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
坦投资，双方具备广阔的合作空
间。哈萨克斯坦各州如北部农业
区、西部石油天然气区等均有各自
独特的投资机遇，欢迎中国各省区
市积极关注哈萨克斯坦 2025发展
规划，组织企业家来哈实地考察。

据悉，哈萨克斯坦投资说明会
暨中哈企业对接会由中国贸促会和
哈萨克斯坦投资合作署共同举办。

（张红阳）

中国与巴西
农业合作机遇良多
本报讯 中国贸促会驻巴西

代表处与巴西圣保罗州工业联
合会在圣保罗举办巴西经济形
势走向和中巴农业合作研讨会。

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农业
部部长、农业专家安东尼奥·卡
洛斯·科斯塔在会上指出，中巴
农业合作机遇良多，原因有三。
一是外资购买土地政策有望放
宽。目前，有关放宽外资购买土
地的法案正在国会审批中。尽
管受税制、劳工法改革等影响，
有关法案的审批搁置，但圣保罗
州工业联合会内部讨论认为，土
地限购令未来应会取消。二是
中 巴 农 业 合 作 领 域 更 加 多 样
化。中巴优势互补性强，中国是
最大的猪肉和鸡肉消费市场，但
目前中国从巴西进口猪肉较少，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猪肉市场。
中巴在肥料、饲料及食品工业方
面有较大合作潜力。三是巴西
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欢迎中国投
资者。目前，巴西经济缓慢复
苏，亟待外国投资者注入新的活
力。中国已成为巴西重要的出
口目的国，许多中国企业通过购
地、并购等方式进入巴西市场。
未来，巴西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巴
西农业原料生产及经销。

（驻巴西代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