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着深厚的世博情缘。从 1999年昆明
世园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再到2019北京世园
会，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世博会平台推进开放合
作、促进和平发展。作为中国负责世博会事务的主
管机构，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相关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中国贸促会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参展迪拜世博
会的筹备工作。”7月30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
出席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办的2020年迪拜世博会
中国参展路演（北京站）活动，并在致辞时如是表示。

张慎峰介绍，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阐述中国
创新发展理念，展现中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
技创新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与阿联酋及其他参
展国分享经验，开展交流与合作。

作为一届以“沟通思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
世博会，分享创新创造的经验尤为重要。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玛丽亚姆·尚穆
希在路演活动致辞时也指出，中阿两国均在“沟
通思想”上不懈努力，在各自区域成为“创造未
来”的先行者。中国是阿联酋最具价值的伙伴，
阿方十分高兴中国将在迪拜世博会扮演重要角
色。尚穆希还强调，中国馆将是活动中规模最大
的展馆之一，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活动期间发布的迪拜世博会及中国馆筹备进
展情况确实“令人兴奋”。据悉，迪拜世博会将于
2020年10月20日至2021年4月10日举办，预计接
待观众2500万名，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90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中国馆建筑“华夏之光”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建
筑理念、现代科技巧妙结合，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通过使用创新多媒体技术，中国馆将在夜间打造
灯光秀，成为园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世博会期
间，中国馆除开闭馆仪式、中国国家馆日活动外，
将举办地方和企业活动，充分发挥世博会的贸易
投资促进功能；此外还将精心组织一系列论坛、文
艺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青年交流等活动，
多角度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民心相通和文化互鉴。

路演活动上举行了中国馆第二批合作媒体和
赞助商授牌仪式。中国贸易报社、国际商报、新浪
网、北青网和华云网成为中国馆合作媒体。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战略合作伙伴；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欧普照
明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国画（上海）激光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山东玲珑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
司成为中国馆高级赞助商；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四季沐歌太
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绣娘丝绸有限公
司、昆山市帝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馆指定供应商。

此外，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
基因保护中心、上海宽创国际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大熊猫参
与中国馆展示的合作协议。迪拜世博会期间，“熊猫中国”展览将亮相中
国馆，为各国游客带去祝福与欢笑。

主管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

中国贸易新闻网：www.chinatrade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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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贸时评

刚刚过去的G20大阪峰会上，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们一致同意
推进WTO这个国际贸易多边平台
的深入改革，尽管各方在如何推进
WTO改革的问题上仍无法取得一
致。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7月26
日在官网发布了《关于改革 WTO
中发展中成员地位的总统备忘录》，
其借改革WTO而夹带“私货”的意
图昭然若揭。

在备忘录中，美国总统特朗普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采用两个手段
来进行 WTO 对发展中成员地位
的改革：从多边角度，在 WTO 改
革过程中，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一些
发展中成员利用 WTO 规则和谈
判中的灵活性，继续享受特殊和差
别待遇；从单边角度，如果在WTO
多边框架下的 90 天内无法推进上
述要求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将不
再以 WTO 发展中成员的待遇来
处理与某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这
是美国不惜以国内法来破坏国际
法和国际规则的又一例证，表明
美国政府已经不惜以最强硬的单
边主义方式，向 WTO 和发展中成
员提出“新要价”，并以此获取超
额利益。

众 所 周 知 ，从 WTO 的 前 身

GATT谈判开始到WTO最近期的
多哈回合谈判，在 WTO 这个国际
多边贸易组织中从未有过对发展中
成员的认定标准，而是依照成员自
我认定的方式来决定各自在WTO
中的成员分类和经济发展地位。实
际上，WTO 成员中有三分之二以
上是发展中成员。在对于成员经济
地位的分类上，从来没有就如何区
分发达成员或发展中成员达成一致
的定义。每个成员在加入 WTO
时，都有权按照自身的经济发展水
平来决定自己在WTO中的经济地
位并获取与自我认定的经济地位相
等同的承诺履行水平，并不存在所
谓的“毕业”或“终结”发展中成员地
位的任何要求或规则。2001 年中
国以发展中成员的身份加入WTO
写入了《议定书》并成为WTO具有
法定约束力的文件，而且也是包括
美国在内的其他全体WTO成员所
接受和承认的。

美国为了在WTO中针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部分成员“洗牌列阵”，
在今年2月提交的改革WTO中提
出了认定“发达成员”4 个标准：
OECD成员、G20成员、世界银行对

“高收入”的分类以及至少占全球商
品贸易的0.5%。且不说这4个标准

确立的混乱和缺乏指标衡量的简单
化，仅仅从“G20”这个标准来说，曾
经宣称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G7之
所以演变成G20，就是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等7个发达国
家集团急需加强与以新兴经济体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而演
变生成的。那么，在G20十年之后就
要实现7个发达国家与其他13个发
展中成员的等量齐观吗？不知道美
国政府从何而来这样的认定！

WTO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
差别待遇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及
其规则的一部分。当前，发展中
成员与发达成员的经济社会发展
鸿沟悬殊依旧，而且有越来越加大
的可能。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成员在参与 WTO 多边贸易体制
的能力如何逐步缩小才是 WTO
改革的关键。WTO有关发展问题
谈判的核心并不是发展中成员是
否愿意在未来谈判中作出更大贡
献，而是发展中成员如何在谈判
和 WTO 改革中获得更多平等的
谈判权力与待遇，WTO 基于不同
发展水平给予成员之间在贸易领
域承诺水平的不一致，实际上反映
的不仅是多边贸易谈判结构的不
平衡，更是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均

衡的现实使然。
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指责发展

中成员在WTO谈判中寻求更低的
承诺，严重阻碍了 WTO 谈判进
展。事实上，发展中成员的谈判权
利长期被忽视，发展问题从来没有
得到真正重视。因此，WTO 改革
的重心是如何设计科学应对不同成
员所面临的发展挑战，如何确保谈
判的结果对于成员推动自身及全球
经济贸易的便利化和成果化，而不
是对 WTO 成员的重新分类。毕
竟，WTO 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
待遇的适用基础并未改变。

WTO改革注定是复杂和艰巨
的，取得阶段性成果乃至最终成果
并非易事。GATT/WTO的谈判历
史上，强调程序上“协商一致”一直
都被奉为圭臬。此时，美国政府以
高举大棒的方式开出WTO改革谈
判的新条件，并威胁以单边主义的
处理方式作为“筹码”来要挟。在当
前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特殊的背景
下 ，必 须 坚 决 反 对 美 国 借 改 革
WTO 夹带“私货”，否则将从根本
上践踏 WTO 基本原则，极大地冲
击和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体
系，对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带来极大
的不确定性。

本报讯 7月29日，B20中国工商理
事会2019年年会在京举行。中国贸促
会会长高燕、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
长张少刚、国资委国际合作局巡视员徐
爱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高燕表示，B20 中国工商理事会
是中国贸促会牵头发起成立的多边工
作机制，旨在为中国工商界直接参与
B20工作搭建重要平台。为进一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此次年会宣布在理事
会项下成立议题工作委员会。委员会
将更加务实、更加主动和更加积极地
代表中国工商界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发
声，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变革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发挥
更大的作用。

议题工作委员会由 25 家中国知
名企业构成，包括中国华电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
润（集团）有限公司等 17家央企，以及
联想集团、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等 8
家民企。

会上，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念沙、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汪文忠以及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副总裁钱晶作了发言。共有来自 52
家企业的90余名代表出席了年会。

（李文）

本报讯 近日，中国
贸促会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
进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陈洲对下阶段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提出要求。

会议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良好的精
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勇气、时不我待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推进
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
效，以优异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会议指出，开展主题
教育是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是一次加强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队伍思想政
治建设、推进新时代贸促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难得
机遇，当前，贸促会主题
教育有序推进，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但各部门各
单位主题教育开展还不
平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
单位要进一步以严、实、
深、细作风将主题教育引
向深入，聚焦主题原原本本学，把调
查研究做好做实做到位，检视问
题实打实硬碰硬，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成效。指导组要严督实导拧
紧主题教育“螺丝扣”，督在要害、导
在关键，重心下沉、以下查上。要压
实主要负责同志的第一责任，自觉
扛起抓好主题教育的政治责任。

法律部、贸促中心、专商所和
国际商会党组织负责同志在会上
作交流发言。 （何海闽）

反对美国借改革WTO夹带“私货”
■ 本报特约评论员 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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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为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目研制的列车今年4月16日在长春下线，截至目前已进行3
个多月的型式试验。后续车辆正在制造，预计2021年全部交付。据介绍，这是我国100%低地板列车首次出口发达
国家，该车型也是世界上安全防护等级领先的轻轨列车。图为工人在车间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轻轨项目车辆
接线。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摄

提起哥伦比亚，除了让人想到
马尔克斯外，还会想到质量上乘的
原油、质地良好的皮革、浓郁香醇
的咖啡等等。近年来，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中国的机
电、高新技术产品和服装等产品也
正日益丰富着哥伦比亚人民的生
活。7月 31日，中国贸促会和哥伦
比亚驻华大使馆在北京共同举办
中国—哥伦比亚经贸论坛，300 余
名两国工商界人士共聚一堂，探讨
两国合作新机遇。哥伦比亚总统
伊万·杜克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
讲，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洲，哥伦
比亚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会主席
弗拉维亚·桑托罗出席论坛并致
辞，哥外长特鲁希略等多名随总统
访华官员出席论坛并推介哥相关
领域投资机遇。

伊万·杜克表示，近年来，哥中
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取

得显著成就，双边贸易额持续增
长，2018年双边贸易规模创历史新
高。多年来，中国向世界开放市
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希望两国工商界能够把握历史机
遇，全方位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局和社会秩序
渐次趋稳，国际合作的条件和空间
都明显改善和扩大，希望更多的中
国企业赴哥投资兴业，也希望哥更
多优质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洲在致
辞中表示，中哥经济互补性强，经
贸合作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希望
两国工商界能够继续深挖贸易增
长潜力，深化中哥投资、旅游等领
域合作，打造更多双边合作新亮
点，推动中哥经贸合作进入更富有
成效和充满活力的新阶段。未来，
中国将进一步落实 5 项重大改革
开放举措，愿与哥方一道，推动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哥伦比亚贸易、投资和旅游促
进会主席弗拉维亚·桑托罗在致辞
中表示，多年来，中国贸促会与哥
方贸易、投资和旅游促进会通力合
作，为促进中哥经贸关系持续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哥贸易、
投资和旅游促进会愿继续与中国
贸促会加强合作，落实两国领导人
共识，不断拓展和深化两国工商界
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哥贸易、工业和旅游部长曼努
埃尔、交通部长奥罗斯科、矿业和
能源部长费尔南达、农业和农村发
展部长瓦伦西亚等分别向与会企
业介绍了哥贸易、旅游、基础设施、
能源、矿业、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政
策和项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
中国已成为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

伙伴，2018 年，中哥双边贸易额达
14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今年 1
至 5 月，双边贸易额达 5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的势头。其中，中国从哥伦比亚进
口额达 23.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
10%。中国与哥伦比亚的经贸合作
80%以上都是在石油、能矿领域，
哥方代表团希望扩大中哥其他领
域的合作，促进贸易产品多元化，
让贸易结构更合理，同时继续扩大
双方投资。

随后，中哥双方企业家展开了
对接洽谈。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
场，”ATHENA FOODS 食品公司
CEO 伊恩·马尔斯告诉记者，“我
们公司在哥伦比亚有一个体量较
大的工厂生产牛肉，质量上乘，希
望在中国找到合作伙伴，进口我们
的产品。”

不仅如此，一些哥伦比亚的咖
啡、香蕉等农产品企业也在寻找相
关合作伙伴以便出口产品到中国。

对于投资哥伦比亚，远大空
调有限公司美洲大区总经理赵未
红介绍说，哥伦比亚的能源结构、
工业及经济发展情况，在拉美处
于较高的水平，一直是远大重点
关注和开发的国家。“从 2003 年开
始，我们就陆续为当地的大学、商
场、燃气公司、制药厂、钢铁厂、玻
璃厂、塑料包装厂等提供了绿色
环保节能的远大非电空调产品，
为当地节能环保、提高能效作出
了巨大贡献。近期远大还就区域
能源方面的项目，与哥伦比亚的
一些公司在联系、洽谈，希望能利
用我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
术、经验，为哥伦比亚的能源优
化节能减排作出贡献，实现互利
双赢。”

中国—哥伦比亚经贸论坛在京举办

政商同心 共谱合作新篇章
■ 本报记者 张凡

图为观众在北京世园会中国馆观看迪拜世博会主题图文展，了
解世博会历史以及迪拜世博会和中国馆的基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