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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世博

本报阿斯塔纳讯（特约记者
王莉莉）7 月 10 日，阿斯塔纳世博
会中国馆中核集团活动日开幕。
活动日以技术交流会、模型和数字
媒体展示、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
充分展示中核集团60多年核能发
展的经验、核电先进技术和国际合
作成就，为中哈两国能源部门、相
关企业及公众了解中核集团和绿
色核能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馆政府代表、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王锦珍，哈萨克斯坦能源部
副部长扎克萨里耶夫，中核集团中
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锦峰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王锦珍表示，中核集团是中国
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此
次世博会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
本届世博会，在中国馆展示了中国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

技术模型，代表了中国在核能利用
方面的最新成果，吸引了哈萨克斯
坦和世界各国观众的广泛关注。

扎克萨里耶夫在致辞中表示，
近6年来，哈中两国在核能领域的
合作密切，发展前景广阔。他高度
称赞中国在核能、特别是核电技术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今后，哈方将
继续同中方携手，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深入开展新能源开发、核电建
设等方面的合作。

据悉，中核集团是中国唯一具
备全产业链“走出去”实力的核能
企业，也是中国唯一成功批量出口
过核电站的企业，迄今已经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了16个国际工程项目，
特别是“华龙一号”已成功在阿根
廷落地。核能合作是中哈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核
集团愿为中哈核能合作作出贡献。

◆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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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G20 汉堡峰会落幕，中
德关系又站在一个新起点上。在与
默克尔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中德双方要
坚持走开放、创新、共赢的合作之
路，并表示两国将合作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以开拓第三方市场为抓
手，共享亚欧互联互通带来的巨大
市场机遇。德国总理默克尔在G20
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时也表示，德
国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潜力
巨大。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
席同默克尔总理共同见证了一系列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其中就包括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容。

各自强项的相加

“第三方市场合作并非一个新
词，但近年来中国参与的第三方市
场合作却越来越多了。简单的说，
就是指甲、乙双方相互合作，一起开
发作为第三方国家的市场。”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
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中国贸
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三方市场
在先前多为发展中国家，但后来也

涉及到发达国家，同时还应注意到，
有时甲乙双方也可能是国际性机
构、组织。

这种合作方式是中国的一大创
新，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目前在
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为中国“量身
打造”的合作模式。

“这一合作可以说就是各自强
项的相加。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
有时一个国家很难开展一个巨大
项目的工作，这就需要两个甚至多
个国家提供自身的强项，通过优势
互补的方式在第三方市场上开展
工作。”白明表示，这种合作模式十
分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一方
面中国可以提供资金和劳动力要
素，输出中国较为优质的产能，另
一方面在和发达国家合作中也可
以接触到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经验。

记者也从一些外向型企业了解
到，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于中国企业
更稳妥地“走出去”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中国企业赴海外开拓市
场，在某些方面还很稚嫩。尤其在
参与国际竞争上，有时并不占优

势。”中国铁建一海外项目负责人告
诉本报记者，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
正在发展壮大，随着自身财富的积
累，他们中有很多都拥有“出国打
拼”的意愿，但由于缺少足够的经
验，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如果
能够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合
作，承担大项目中的部分工作，对他
们的成长十分有利。

中德走近树立典范

经贸合作长期是中德关系的
压舱石，中德两国互为重要的贸
易和投资伙伴。从大的层面讲，
中德两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二、第
四大经济体，“中国制造 2025”同
德国“工业 4.0”的对接，是实现中
德两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的战略合
作的重要举措，也将有利激发各
自的潜力。据德方统计，2016 年
中国超过美国和法国，首次成为
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德国
在华企业达 8200 家，实际投资约
700 多亿美元，中国对德投资也日
益活跃起来。

“中德两国近年来在贸易投资

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倘若双方
仅仅停留在双向投资层面，则发展
空间就十分有限，各自的潜力也得
不到有效发挥。”白明认为，中德走
近的更深层次就是在第三方市场合
作上取得更多成果。

记者了解到，德国拥有高端技
术和先进装备，而中国具有庞大的
制造业市场以及较完备的制造业
基础，且研发人员多、研发成本相
对较低。近年来中德在第三方市
场合作方面也取得不少进展，例如
中铁、德铁去年签署谅解备忘录，
开展针对第三方的工程咨询、设备
维护等服务。中德双方还在阿富
汗开展矿业人才培训、灾害预防与
救灾减灾领域合作，这也体现了两
国对阿和平重建与发展的支持。
在非洲地区涉及第三方国家的经
济活动方面，德方已在中国成立可
持续发展组织，以讨论在安哥拉和
卢旺达的合作。基于此，很多专家
学者也纷纷表示，开展面向第三方
市场的国际产能合作将是中德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也将为
更多国家树立合作典范。

7月8日，一直肩负着为世界经
济“开药方”重任的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G20）峰会2017年度会议在德国
汉堡闭幕。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掀
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和推动的贸易
保护行径，G20 汉堡峰会在“19:1”
的艰难局面下，历经激辩、抗争和妥
协，最终得以在涉及经济贸易发展
的领域达成了脆弱的“共识”——

“我们将保持各国市场的开放，重视
贸易与投资框架中互惠互利原则以
及非歧视原则的重要性，继续反对
包括任何不公平行为在内的贸易保
护主义行为，认可合法的贸易保护
措施。”峰会《公报》还强调“重视基
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作
用，重视双边和区域协议的透明性、
包容性和与 WTO 的一致性，确保
这些协议是多边贸易协议的补充”。

尽管美国在贸易领域持续强化
保护主义倾向，“不管不顾”地破坏

多边贸易规则，G20 汉堡峰会在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上终于还
是延续了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的
共识。但是，汉堡峰会“共识”中的
无奈、妥协和平衡恰恰反映了更加
复杂的国际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单边
主义喧嚣尘上的局面。那么，基于
汉堡峰会的“共识”又该如何真正推
倒贸易保护这堵“墙”呢？

首先，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就
是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
系的各项规则。G20 的全体成员
都是 WTO 的成员，在全球经济贸
易中的分量巨大。要想推倒贸易
保护这堵“墙”，基于对规则的重视
和尊重来复苏和增长贸易才是落
脚点，在 WTO 框架下捍卫“规则
导向的全球贸易”则是出发点。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国际多边
贸易规则的目的就是防止和避免
零和博弈。用“损人利己”的方式

从事国际贸易，不仅不会长久地获
得 收 益 ，反 而 会“ 蚕 食 ”与 破 坏
WTO 的规则基石。

其次，允许各国依据 WTO 规
则，通过“合法举措”来保护各自市
场利益。规则的作用就是“牙齿”，
用 以 制 止 任 何 来 自 外 部 的 违 反
WTO 公平贸易规则的行为，或是
减 少 这 些 行 为 带 来 的 损 害 和 威
胁。凡事皆有度。贸易救济措施
的使用和本国市场合法权益的保
护并不等于“滥用”或“曲解”，乃至

“歧视性”或“选择性”适用规则。
无论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发
起的“232 调查”，还是欧盟“换汤不
换药”的制定反倾销“市场扭曲”新
标准，实际上都是妄图披上“合法”
外衣来对 WTO 规则 实行“滥用”
和“歪曲”。

最后，“全力确保一个公平竞
争的环境”。这一表述既是 G20 汉

堡峰会的表述，更是推倒贸易保护
之“墙”的关键所在。尽管该措辞
被认为反映了美国和一些欧盟国
家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份额中不断
扩张的担忧，但不能否认的是，各
国联手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贸易
环境”对于世界经济贸易复苏和增
长至关重要。就像中国 6 月底恢
复进口美国牛肉类似，“公平竞争
的环境”的逐步实现需要采取务
实、具体的行动而不光是指责或喊
口号。美国尽早开放高新技术设
备的对华出口，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就是实现“公平竞争的环境”并解
决 中 美 贸 易 逆 差 最 有 价 值 的 选
择。清醒认知中美间产业结构的
互补和贸易结构的差异并理性接
受，则是美国避免单向采取“贸易
保护主义”措施、从而营造“公平竞
争的环境”的内核所在。

推倒贸易保护这堵“墙”是世

界经济相互融合、实现经济稳定增
长的现实需求。不借助多边主义
而是关门主义只会作茧自缚，不借
助共同规则的遵守而是我行我素
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各国只有对
外开放市场、主动消除贸易壁垒、
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努力找
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让世界经
济稳步健康发展，才能让各国从中
共同受益。

知易行难。在早日实现国际经
济贸易复苏并稳定增长的愿景下，
如何将G20汉堡峰会的这些共识落
实到行动中，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
策沟通和协调，如何确保多边贸易
规则的遵守和义务履行，如何在减
少“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反对“唯
我独尊”的贸易保护、制止“肆无忌
惮”的破坏规则等问题上拿出切实
的行动和措施，正考验着各国政府
的责任与智慧！

◆中贸时评

如何推倒贸易保护这堵“墙”？
■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夏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张伟率企业代表团赴中国

（乐亭）拉美产业园调研园区建设
情况。

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华阳新能
源投资集团、北京环卫集团、北京
易安德模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实宝来游乐公司等项目施工
现场。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座谈会

上，河北省贸促会副会长张健生、
唐山市贸促会会长夏裕萍、乐亭
县县长张福林向代表团介绍了园
区情况，张伟表示，中国贸促会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园区的招商和发
展，并就园区如何定位拉美进一
步发展壮大提出建议。宜华、中
工国际、乐金化学等 15 家企业代
表参加了上述座谈。 （吴琼）

◆贸促要闻

张伟率团赴中国（乐亭）拉美产业园调研

本报讯 近日，第14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
投资峰会新闻发布会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尹宗华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第1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的筹备工作进展，并回答了
记者提问。商务部副部长钱克
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张晓
钦出席新闻发布会。

尹宗华表示，第14届中国—东
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今年 9 月
12日至15日在南宁举行。本届峰
会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

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
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
除了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合并举
办的开幕大会之外，本届峰会还将
组织文莱与中国企业家圆桌对话
会、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东
盟东部增长区论坛、中国—东盟商
事法律合作研讨会、中国—东盟跨
境电商平台成果展示及线下交流
等多场活动，通过各场次有针对性
的活动，推进中国与东盟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各领域的合作。中国
贸促会国际联络部副巡视员徐梁
陪同出席发布会。 （王俪霏）

尹宗华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 月 11 日
确认，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汉堡会
晤共识，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将于本月 19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
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
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将
共同主持对话会。此次中美全面
经济对话，将是首次按照两国领
导人在今年 4 月会晤时商定的两
国对话新模式进行的涵盖经济和
贸易问题的双边会谈，也将推动

中美经济关系在新形势下向全面
纵深方向稳定健康地发展。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
长史蒂芬·欧伦斯表示，支持两国
开展首次全面经济对话，期待双
方市场开放有更多进展。他同时
指出，现在美国确实存在很强的
保护主义风潮。因为当个别行业
受到损失时，冲击非常强烈，这种
现象在中美两国都很常见，这需
要得到解决。

据 德 国 权 威 经 济 研 究 机 构
最新发布的一份德国东部经济
形势预测报告，今明两年德国东
部地区经济增长将维持强劲势
头，增速有望达到 1.8%，超出此
前的预期值 1.3%。近日德国联
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专家将赴华
为中国企业家展示德国东部存
在的商机。

据悉，在德国东部各新联邦
州中，萨克森州的经济增长尤为
强劲，预测增长率可达到 1.9%甚
至 2%。目前欧洲生产的芯片有

50%来自德国东部，尤其是萨克森
州的德累斯顿地区。德国联邦外
贸与投资署的专家 Max Milbredt
表示，德国的芯片工业作为核心
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
东部萨克森州拥有欧洲最大的半
导体产业集群。

“中国企业在这里拥有巨大
的商机，通过在德国的投资可参
与本土工业的技术。除此之外，
还能获得德国其他工业和汽车工
业的订单。”Max Milbredt说。

（本报综合报道）

德国将赴华招商引资

中德第三方市场合作相映相辉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国际经贸动态

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即将展开

展示核能全产业链实力

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中核集团活动日开幕

本报讯 近日，中国贸促会贸
易投资促进部率团拜会了乌兹别
克斯坦工商会，并考察乌兹别克
斯坦鹏盛工业园，实地查勘园区
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及已入驻企
业情况，并与园区企业座谈交流，
了解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环境及园
区最新投资政策。代表团由中国
贸促会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郭刚带
队，共有来自各省区市贸促会和企
业家代表近20人实地考察园区。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是
经商务部、财政部确认的国家级重
点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于2009年
9月开工建设。园区至今已入驻10
家企业，现有员工约1500人，主要
产业涉及瓷砖、制革、制鞋、水龙头
阀门及卫浴、宠物食品等。

据悉，园区规划拟重点发展
的领域与项目包括：建筑工程及
建筑材料，五金制品，低压电器、
机电、水泵，铜质合金阀门，铜制
灯具及饰品，纸板包装箱及彩印，
轻纺及纺织品、针织品，现代农
业、畜牧业及农业机械。

中国贸促会自 2016 年起，积
极协助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
业园在内的 20 余家境外经贸合
作区开展招商推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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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协助园区开展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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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鹏盛工业园外，代表团还考
察了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工业园
和吉扎克自由经济区。 （毛轩）

◆贸促交流

中国贸促会率团考察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7月11日，在连云港港码头，由山东生产的916辆福田小型汽车，在连云港港东泰公司码头准备装船出口南美
玻利维亚，这是今年连云港港出口海外的最大一批国产汽车。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港紧抓“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加快市场融合步伐，为车辆出口厂家搭建信息平台，为客户提
供“绿色通道”，加快验放速度，提供通关便利，车辆出口逐年递增，先后与陕西重汽、郑州宇通、安凯客车等车企建立
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今年1-6月份，连云港口岸累计出口车辆6524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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