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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要闻

本报讯 记者从工信部日前举
行的“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批 4300
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完成
公示，在完成认定程序后将正式发
布。至此，我国已培育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约9000家。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占比较
高。从规模看，此次公示的 4300多
家企业，中型企业占比44%，小微型
企业占比 56%。从类型看，民营企
业占比 84%，国有企业占比 9%，合
资和外资企业占比7%。

“专业化”趋势更为明显。第四

批“小巨人”企业从事细分领域时间
均为 3年以上，在 10年以上的多达
3000余家，很多企业都在强链补链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增强发展活
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
已建立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工信部将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创
新培育举措、逐步优化培育环境，

“十四五”时期计划培育形成百万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十万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推
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王政）

我国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约9000家

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以“服务合作
促发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为主题的2022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在首都
北京举行。从 2012 年至 2019 年六届京交
会(全称为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到 2020 年以来正式简称为服贸会，十
年的发展和培育使之成为当前全球服务贸
易领域规模领先的盛会，与广交会、进博会
一起，构成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

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

今年服贸会期间共举办5场高峰论坛、
193 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以及 8 场
边会，吸引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家企
业注册参展参会。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
国家或总部的名义设展办会。阿联酋、瑞
士、意大利、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首次以国
家名义设展。

高水平开放让一批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服贸企业通过这一平台“走出去”，让“中国
服务”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与
此同时，国外优质服务资源也通过这一平台

“引进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
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步伐在不

断加快。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压缩，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加快推进，在专业

服务、交通服务、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限制，
作出较高水平的开放安排……2012年以来，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截
至去年，已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优化
结构、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点。

搭建服务企业的广阔平台

服务贸易具有轻资产、软要素的特点，
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发展
环境，需要各国加强规则的协调和政策的
对接。服贸会自创办以来，致力于服务广
大企业是不变的旋律。

受访的多家企业表示，前来参展了解
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能直观密集地看
到国内外最新技术、最新应用场景和最新
商业模式，更可以在这里匹配出更多的合
作伙伴。

“虽然我们是一家年轻的企业，但首次
参展，组委会就把我们安排在成就展，足见
服贸会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高度重视。”三
极光电合伙人胡尚雨说。尽管今年该公司
是首次参加服贸会，但他们的展品吸引了
很多观众的注意。

同样是首次亮相服贸会的沙特阿吉兰
兄弟控股集团，则希望在这里找到合作伙
伴。“中国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
的发展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进一步拓
宽了我们同中国企业一起推动服务贸易市
场发展的空间。”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副董
事长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表示，该公司
将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同中国
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希望通过合
资等方式，将先进技术、服务和产品带到沙
特乃至中东市场。

十年来，众多企业在这里通过“全球服
务、互惠共享”成就了彼此，也实现了共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服贸会平台上，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得到充分展
示，这让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
健。此外，广大外资企业增强了对中国市场
的信心，希望能继续深化在中国的产、学、研
合作，共享中国对外开放的红利。

紧跟创新发展大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持
续扩大，在优化结构、促进就业、拉动消费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新兴
服务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22年服贸会成就展发布的数据显示，10
年间，中国新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9.7%，高
出服务贸易整体增速3.6个百分点，服务贸
易行业结构显著优化。

人工智能、VR装备、5G应用……今年
的服贸会上，大量高科技装备扎堆亮相。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发
展与数字技术革命相互交汇，推动数字贸
易迅猛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这也将为跨国公司发展带来新机遇。

虽然世纪疫情对传统服务贸易造成冲
击，但也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场
景。比如，近年来，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成为发展
的新动能。

在此形势下，服贸会于去年首次设置
数字服务专题展区，全面展示数字化、智能
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果，搭建全
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今年
在此基础上，综合展国别专区集中展示了
数字经济、文化服务、旅游服务、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等各国的特色服务和最新发展成
果。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中
设置元宇宙体验馆，展示元宇宙、新一代互
联网等技术和应用，促进元宇宙从概念走
向应用。 （专题报道详见第3至第8版）

服贸十年：展贸互促成就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本报讯（记者 谢雷鸣）中国贸促会
会长任鸿斌 9月 2日出席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办的第五届“一带一路”中医药
发展论坛。

任鸿斌说，希望各国企业充分利用
服贸会等经贸交流平台，大力推动中医
药服务贸易发展，加快中医药服务与旅
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中国贸促会
将更加紧密联系企业，进一步加强中医
药交流合作，着力增加优质中医药服务
供给，努力推动传统医学标准、规则方面
的软联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贡献中国药方和中国智慧。

论坛由中国贸促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政
府共同主办。

本报讯（记者 张凡）9 月 4 日，第二
届中国对外贸易合作发展论坛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少刚出席论坛并致辞。

张少刚表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
发展初见成效。他对未来中国对外贸
易高质量发展提出三项建议。一是提
振信心稳外贸助力经济全面复苏；二
是促进服贸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
等贸易新增长点发展；三是推动外贸
新业态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

本届论坛以“共享 RCEP 机遇，助
力对外贸易”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
办，中国贸易报社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
业委员会承办。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200余位嘉宾线下参加。

任鸿斌出席第五届
“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论坛

张少刚出席第二届
中国对外贸易合作发展论坛

9月5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国际
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1—2022）》。该报
告是贸仲自 2015 年开展中国国际商事仲
裁年度报告系列研究项目以来的第八次年
度报告，也是国内唯一有关中国国际商事
仲裁发展的年度总结。贸仲党委书记兼副
秘书长徐延波主持发布会。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
球治理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法治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贸
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在会上表示，作
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仲裁是
各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法治软实力的重
要手段。今年 5 月，贸仲被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正式列入“提供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
提供商名录”，我国内地首批仅有两家仲裁
机构被列入其中。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肩负
着维护国际经贸投资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体系的历史使命。

2021年，中国仲裁事业虽然受到影响，
但继续保持了向好的稳步发展态势。根据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1—
2022）》，2021 年,全国 270家仲裁委员会共
受理案件 415889 件,全国仲裁案件标的总
额为 8593亿元，比 2020年上升 1406亿元，
同比上升19.6%。

其中，贸仲2021年受理案件4071件,同
比增长 12.61%,受案量实现近 3 年连续增
长。案件涉及 93个国家和地区的涉外、涉
我国港澳台地区案件共 636 件（包括双方
均为境外当事人的国际案件 61 件),涉“一
带一路”案件 136件(涵盖 36个“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受理仲裁案件涉案标的额
达1232.1亿元人民币，连续4年破千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 9.88%。上亿元标的额争议案
件共计 182件，其中 10亿元标的额以上案
件 16件。案件的国际化程度显著增强,涉
外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当事人选择适用国
际公约和域外法律情况增多，包括《联合国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荷兰、希腊、菲律宾、英国等国家
和地区法律。

据了解，本次年度报告继续委托中国
人民大学组成课题组编写，课题组主要成
员包括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高等院
校和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和实务工作者。

王承杰介绍说，年度报告采用实证分
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展
现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亮点。具体言
之，在分析 2021年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案件
数据和2021年至2022年6月中国仲裁法治
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同步跟踪国内外商事
仲裁理论研究动态，探讨中国国际商事仲
裁司法审查情况，比较分析仲裁庭组成方
式的发展与实践，重点研究私募基金争议

解决视角下“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适用与股权转让争
议中合同解除及违约责任的热点问题，并把国际仲裁中国家
放弃豁免条款效力问题作为本年度商事投资仲裁发展的特别
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杜焕芳，中国政法
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宋连斌，众才国际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
人陈希佳，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强，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邱琳以及贸仲仲裁研究所主任姚俊逸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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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
全球疫情反复，年初爆发了俄乌冲突
危机，中美之间也面临严峻的、复杂的
挑战，地缘政治博弈在升级，全球经济
的下行压力凸显。在这样的形势下，
世界更需要开放的态度，需要理性合
作的声音。”9月 2日,在由全球化智库
(CCG)与北京市“两区”办联合举办的
2022 年服贸会北京“两区”建设与企
业全球化论坛上，全球化智库理事长、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表示,开放合作依然是国际社会发展
的主流。

在当天的论坛上，与会代表普遍
认为，要应对当前形势下的种种挑战，
制定清晰的全球性的国际多边贸易规
则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不断
发展，全球贸易模式由消费品在国家
间的交换逐渐转变为生产过程的国际
化，商品、投资、服务、知识及人员在全
球生产网络中跨境流动。生产过程的
国际化，对各国市场规则的一致性与
标准的相容性提出了要求。商品和要
素的跨境流动需要更复杂的国际贸易
规则来处理，促使国际贸易规则从边

界规则向边界内规则扩展。商品贸易
和服务贸易的关联度加强，运输服务、
商业流动、信息服务等新领域涌现，需
要新的贸易规则来协调与商品贸易相
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生产分割所引
起的中间产品在多国间的流动，需要
原产地规则的确定更细化。

芬兰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高飒丽在
会议上表示：“服务贸易对全球经济的
产出和就业都是非常重要的，服务业
能够提供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预见
到很多未来的挑战，服务贸易比货物
贸易更加复杂，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
的行业有不同的监管规定。要应对这
种挑战，我们必须有非常清晰的规则，
同时要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需要这
种线下的国际论坛，讨论服务贸易的
规则，以应对世界经济的种种冲击和
影响。”

全球经济复苏需要进一步增加
贸易投资的流动性，需要各国之间
相互合作，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秘
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表示，新
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挑
战比发达国家更多，来自于世界各
国所施加的压力非常大，因此需要

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
用。他指出，“中国在 2001 年成为
WTO 成员，承诺推动实施更加成
熟、更加开放、广泛的政策。与此同
时，中国更多参与全球经济，加强自
身经济能力和竞争力。通过合作，
中国经济攀上高峰，包括加入 RCEP
以及很多其他区域性协定，这些都
是非常积极的信号。在服务贸易方
面，我们需要与 G20 等国家合作、互
相沟通，这至关重要。相关规则的
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表示，新
西兰与中国一直在提升商业环境，其
核心就是要有良好的市场监管。监管
尤其涉及到进入国境之后的市场准
入方面的工作，新西兰将与中国积极
合作推动改善监管环境，从而改进商
业环境。傅恩莱指出，新西兰将持续
推进确保影响到服务业的各种规定
都能吸取广泛的意见，基于事实与科
学，同时考虑到国际标准，尤其是现
有的多边标准，“同时我们也会积极
推动可持续的、可预期的规定，使规
定的实施更有预见性，所以我们希望
进一步和中国合作，推动在服务业的

良好监管，我们会持续在这个方面分
享我们的经验。”

德国驻华大使傅融指出，全球目
前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挑战，在此时刻，
更 需 要 制 定 国 际 合 作 规 则 ，比 如
WTO、G20、RCEP 等协议框架、多边
机制，并且需要刺激多边主义的改革，
比如WTO改革与改善全球治理。她
认为，“很多情况之下，WTO 规则没
有办法得到执行，而且在贸易中的投
资与交流变得举步维艰。中国与欧盟
都需要更加平衡以及互相对等的规则
来促进我们未来的交流，这对各方来
说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需要制定可
靠的框架。最近贸易上存在着一些制
约，因此我们希望在欧洲能够以我们
开始，让中国、德国推动全球化的第二
轮进程。”

随着“十四五”正式开局，我国出
台了《“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对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治理进
行了专门部署。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推
动完善服务贸易全球治理，增强区域
服务贸易规则制定能力，进一步参与
重点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贸易
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022年服贸会北京“两区”建设与企业全球化论坛——

包容性政策与规则促进全球贸易可持续发展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实习记者 马晓玥

9月5日，广东珠海，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珠机城际金海特大桥主跨钢梁10时18分成功合龙。金海大桥
是世界首座公铁同层多塔斜拉桥，同时也凭借49.6米的桥面宽度，创造了目前公铁两用多塔斜拉桥宽度的世界纪
录。图为近日拍摄的大桥合龙施工现场。

中新社发 孟庆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