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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搭建工商界交流平台 
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上合组织工商论坛暨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线上召开
中国 - 巴西贸易投资研讨会暨中国 - 巴西商务理事会
年会在渝举行
中国—南亚（印度）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京隆重开幕
进博会上的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企业看点
地方招商引资项目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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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但各国走向开放合作的大势
没有改变。

11月4日 -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各国企业
齐聚上海，在中国构建的贸易平台上共享市场、共享商品、共享智慧……

进博会期间，“影响力投资 ：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带一路”沿
线贸易洽谈会、配套活动、中国检验检测高质量发展暨“十四五”规划
会议、世界并购大会同期举办。与会嘉宾围绕可持续发展、检验检测、跨
境并购等议题展开交流，凝聚共识。

更多促进投资、国际采购、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多双边机制会议、
展会、洽谈也在紧锣密鼓地举行 ：上合组织工商论坛暨实业家委员会理
事会线上召开，中国 - 巴西贸易投资研讨会暨中国 - 巴西商务理事会年
会在渝举办，2020中日韩工商大会成功举办，第十五届中国 - 欧盟投
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隆重开幕……

与此同时，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
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等“五个优化”和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
国际营销体系等“三项建设”。

随着一个个国际合作平台的搭建，一项项扩大开放举措的出台，中
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正一步步落实到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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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工商论坛暨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
会议线上召开

11月3-6日，上合组织工商论坛暨实业家委员会理事

会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上合组

织实业家委员会各国主席出席活动并致辞。

上合组织中国实业家委员会主席、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少刚表示，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

各成员国应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促进产业

数字化，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提升区域内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本次论坛由俄罗斯工商会主办，来自上合组织各成

员国政府、商协会及企业家代表约200人与会，就加强上

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促进会展业发展、支持域内

中小企业发展及数字经济等议题进行研讨。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旷视科技，华大集团，

浙江米奥兰特，青岛千里行，青岛特锐德电气等机构和企

业代表参与研讨并发言。

中国-巴西贸易投资研讨会暨中国-巴西
商务理事会年会在渝举行

11月10日，中国 - 巴西贸易投资研讨会暨中国 - 巴

西商务理事会年会在重庆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

刚出席活动并致辞。

张少刚副会长表示，近年来中巴两国关系持续稳定

发展，各领域交流成果丰硕，经贸务实合作形势向好。中

国贸促会愿与巴方对口机构一道，充分利用中国 - 巴西

商务理事会等合作机制，为中巴两国开展疫情防控国际

合作、推动贸易投资促进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多便利。

巴西驻华大使保罗 • 瓦莱、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出席

会议并致辞。巴西商协会代表及中巴企业家代表就后疫

情时代中巴合作的机遇挑战及风险应对等议题进行探

讨。中方企业代表约150余名出席会议，逾1000名中巴工

商界代表通过线上参会。

中国—南亚（印度）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
在京隆重开幕

11月11日 ,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米奥

兰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中国—南亚（印度）

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此次展览会是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挑战，进一步促

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具体

行动。展览会为期10天，以中国企业和产品以及南亚地区

买家和需求信息为核心，利用“网展贸 Max”平台为企业

提供在线交流洽谈机会和精准配对服务 , 助力企业找寻

合作商机，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使

李柏军、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公使苏世、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工商会主席伊夫蒂哈尔 • 马利克、印度国际商会主席曼

普利特 • 塞恩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南亚国家商协会代

表、中外方企业家代表以及有关机构、企业、媒体等300余

人在线参加开幕式。

张慎峰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南亚国家的共

同利益正在不断扩大、经贸合作潜力持续释放，企业加强

互利合作的愿望日益强烈。中国贸促会将继续与各方携

手努力 , 为中国和南亚国家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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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创造更多便利。

本次展会共有1000余家企业参展，来自南亚各国1万

余家专业采购商在线参观对接。展品类别涵盖货物贸易

领域的建材五金、办公用品、家具家居、礼品、电子消费

品、家电、织服装、食品等，并专门设置“防疫物资展区”，

也包含创意产业、技术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真正实现了

足不出户进行线上贸易、拓展未来合作市场。

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展览会
开幕

11月4日，第十二届中国（无锡）国际新能源大会暨

展览会在无锡开幕，中国贸促会副会长陈建安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

陈建安副会长表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质量，

是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指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进能源革命。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国际商会愿与各方携

手努力，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打造更好平台、提供更优服

务、创造更多便利，为各国新能源产业合作和全球经济可

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届展览会以“低碳 • 智慧 • 高效”为主题，展出

面积共2万平米。

2020中日韩工商大会成功举办

11月4日上午，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日本商会、中国

韩国商会、绍兴市人民政府、浙江省贸促会共同主办的

2020中日韩工商大会在绍兴市成功举办。中日韩工商界

代表齐聚绍兴，共商发展大计、共促合作共赢。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公

使参事官陈宗煜、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福永茂和、

中国韩国商会首席副会长金洪基、中国日本商会事务局

长松冈铁也、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出席会议并致辞，日本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韩国前总理韩升洙、中日韩三国合作

秘书处副秘书长姜度好通过视频致辞。

大会还发布了《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工商界加强合作

绍兴倡议》，发出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商

协会合作机制、推动重点产业合作、支持绍兴打造中日韩

地方合作示范区等四大“绍兴倡议”。

第十五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
洽谈会隆重开幕

2020年11月11日，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欧盟商会

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市委员会、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成都国际商会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 - 欧盟投

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在成都市中国 - 欧洲中心隆重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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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廖成珍女士、中国国际商

会副秘书长张屹女士、中国欧盟商会全国副主席马西莫 •

巴纳斯科先生出席并致辞。

本届欧洽会以“开启中欧数字贸易新局面，共创中

欧协同创新新格局”为主题，探讨在全球疫情肆虐的背

景下，中欧如何加强长期稳定合作，以提振经济复苏、增

进多边和区域团结协作。

哈尔滨-世界500强企业及商协会见面会
在沪成功举办

2020年11月3日，由哈尔滨市政府主办，中国国际商

会、哈尔滨市外事办、哈尔滨市贸促会、哈尔滨市企业和

投资服务局共同承办的“哈尔滨—世界500强企业及商

协会见面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哈尔滨市市长孙喆，

副市长张万平等领导出席，全国各地56家企业和商协会

参会。

会议中孙喆市长指出，随着雀巢、威立雅、凯斯纽荷

兰、宜家、益海嘉里、正大集团等众多世界 500 强及跨国

企业纷纷落户，带动哈市外部投资持续增长，哈尔滨已日

益成为海内外企业投资兴业的热点城市。诚邀海内外企

业战略投资者来哈创业兴业，继续扩大投资，推动双方资

源、技术、产业的有效对接、互利发展，为双方良性互动不

断注入新活力、赋予新内涵。

致辞结束后，19家与会企业的代表进行了发言，就

企业未来与哈尔滨的进一步拓展合作与发展进行了畅

谈。由中国国际商会组织邀请的22家企业及商协会的32

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蒙牛乳业、中国联通、微软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英中贸易协会、美中贸易委员

会、中通快递、携程集团、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分别

进行了发言。

ICC China知识产权委员会人工智能工作
组2020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在线召开

11月10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

知识产权委员会人工智能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2020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在线召开，工作组组长、百度公司

专利事务部高级经理吴晓磊主持会议并做工作报告。中

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电学专利申请处顾问陈新、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文宇分别就国

际商会人工智能有关规则制定、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知识

产权发展作专题发言。来自浪潮、京东、华为、快手、旷视、

大疆等单位的30余名成员及代表参会。

会上，百度公司专利事务部高级经理吴晓磊、京东集

团知识产权部总监范艳伟分别连任工作组组长和副组

长，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卢苑

当选为工作组新任副组长。

吴晓磊组长报告了工作组2020年工作情况和2021年

工作重点。今年，工作组在向国际商会推荐中方专家、参

与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此外，工作

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为国家抗击疫

情做出了应有贡献。明年，工作组将继续完善机制建设，

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交流，提升人

工智能知识产权方面专业活动水平。

陈新顾问介绍了国际商会（ICC）人工智能工作组

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规则

制定情况，重点分享了各国政府、工商界、学界对人工智

能发明的可专利性、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版权、训练数

据的保护等观点。还分享了国际商会制定人工智能全球

商业原则、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建

议书讨论的进展。

李文宇副主任介绍了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发展现

状，表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视觉和自

然语言处理领域，中、美、欧等国企业数量占比最大。我国

人工智能领域初创型企业居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逐

年增长，但综合实力方面仍存在差距，建议企业要加强研

发、产品、知识产权一体化布局，还要注意国际市场的法

律风险与合规管理。

会后，参会代表对人工智能有关标准、我国企业在美

专利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等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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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 》 发 布

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公布。

《建议》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综合考虑未来一

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紧紧抓住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建议》同时提出

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建议》由15个部分构成，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

为总论，包括第一、第二两个部分，主要阐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

杂变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

和主要目标。第二板块为分论，总体上按照新发展理念的

内涵来组织，分领域阐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安排了12个部分，明确了从科技

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

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

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作出工作部

署。第三板块为结尾，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主要阐

述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

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等内容。

《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深化科

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围绕构建新发展格

局，加快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商

品结构、贸易方式等“五个优化”和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体系等“三项建设”，培育新形

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贸易创新发

展。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因新冠肺炎

疫情不可抗力出口退运货物税收规定的公告

11月3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公

告，发布了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出口退运货物的税

收规定。

对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申报出口，

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原因，自出口之日起1年内原状

复运进境的货物，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

费税 ；出口时已征收出口关税的，退还出口关税。

同时，公告也明确了税收规定实施中有关手续要求

等。         （来源 ：中国政府网、关务小二）

政策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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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搭建工商界交流平台 
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成员单位，中国贸
促会在第三届进博会期间积极为参展商提供展品通关便
利化、展馆展台搭建等服务，并举办四场配套活动，为中
外工商企业界交流合作搭建平台，服务“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

据悉，第三届进博会期间，中国贸促会举办“影响力
投资 ：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洽
谈会、中国检验检测高质量发展暨“十四五”规划会议、
世界并购大会四场配套活动。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渣打银行
等国际组织、中国政府部门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嘉宾围
绕可持续发展、检验检测、跨境并购等议题展开交流，凝
聚共识。活动还为中外企业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推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深度融合互动，为进博会取得
务实成果创造条件。

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在上海浦东机场等地设立了货
物暂准进口（ATA）“一站式”通关服务窗口，配合海关
做好进博会展品进出境便利通关工作。截至10月28日，窗
口已受理使用 ATA 单证册通关的进博会进境展品相关
咨询、电子信息备案计44批次，涉及展品数量598件，展品
总值8000多万元人民币。

中国贸促会直属企业中展集团也是本届进博会的特
装服务商和运输服务商之一，将为企业馆和珠宝展区提
供1200平米的设计和搭建服务，为技术装备展区的3个馆
提供展品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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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届 中 国 国 际 进 口 博 览 会
配 套 活 动“ 影 响 力 投 资 ： 重 建
更 加 美 好 的 世 界 ” 成 功 举 办

2020年11月6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
活动“影响力投资 ：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成功举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发
表视频致辞，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主
办，中国国际商会承办，就“影响力投资”如何助力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推进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展开讨论。

李勇对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快速复苏的反应表示赞
赏。他指出，在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格局中，“影响力投资”、
创新和复苏三者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中国政
府一直大力倡导“影响力投资”，中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
绿色信贷发行国之一。未来各国要通过投资和经济刺激
方案促进“更好的重建”，充分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
的前沿技术，加速包容性创新，促进绿色复苏。

高燕表示，在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
肺炎疫情扩散蔓延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目标相近、理念相通，是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
钥匙”。要扩大“影响力投资”，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社会不断朝着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数字化、技术与农业总司执行干事伯纳德·卡尔
扎德拉·萨尔门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陈重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周月秋认为，金融业必须统筹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大力发展“影响力投资”，这是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必然选择。在疫后经济重启时期，如果能将大量
资金转化为“影响力投资”，将能加速全球经济可持续转
型，化危为机，实现绿色复苏。

萨尔门多博士介绍道，“影响力投资”关注对社会
和环境的积极影响。大多数“影响力投资”的资金流向
了可持续农业，清洁技术，小额信贷及其他对疫后重建至
关重要的领域，包括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未来十年
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2万亿美元，为各国经济提供转型契
机。

陈重表示，疫情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影响
力投资”在疫后可持续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就业
扶贫、互联互通、民心相通、绿色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提
升“影响力投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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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合作机遇。

专题研讨“影响力投资助力疫后经济复苏”由中国
国际商会多边合作部部长孙晓主持，第四范式总裁裴沵
思、宜家中国区总裁安娜·库丽佳、嘉吉中国区总裁刘军、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 CEO 张立钧、力宇集团总裁
王跃峰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参与
研讨。

裴沵思表示，人工智能在抗击疫情和疫后重建方面
都得到了广泛应用，第四范式开发的疫情推演、筛查及病
毒溯源方案应用到了各级政府，同时疫情加速了全社会
的线上化进程，提前通过 AI 技术在线上化投资的企业率
先脱离了疫情的影响。

安娜·库丽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
来了巨大影响，线上销售将成为未来零售业升级的重要
渠道。“影响力投资”有助于企业构建更具可持续性的
价值链，打造零浪费、可循环、环境友好型产品，实现正面
社会效应。

王跃峰表示，“影响力投资”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企业应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迭代升级，并利用“影
响力投资”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

来自政商学界的约120名代表参会。

2020世 界 并 购 大 会 在 沪 成 功 举 办

2020年11 月 9 日下午，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
起，联合中国国际商会、交通银行、上海银行、上海金融业
联合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20世
界并购大会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成功召开。上海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陈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
际商会副会长张慎峰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会议以“投资并购新引擎，助力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为主题，旨在助力进博会从商品贸易向资本开

放交流升级，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推动产融结合，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上海建设“六个
中心”助力，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增长设定新坐标，注入新
动力，作出新贡献。 

陈寅副市长在致辞中指出，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最
鲜明的城市品格。上海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标准、高效率的多元化资
本市场，不断提升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服务能级，为中外
企业来沪发展提供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服务保障。上海
市也竭诚欢迎世界各地的企业来到上海、投资上海、扎根
上海，共享上海发展机遇，共同造就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
迹。

张慎峰副会长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并购作为现代企
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方式之一，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世
界并购大会旨在打造一个以高质量并购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对话平台，有力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践行
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同时，他也
强调了中国贸促会和中国国际商会在促进中外企业经贸
交往、并购产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
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周万阜，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深圳
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
党委书记、秘书长夏忠仁，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郑永刚发表主题演讲。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和欧洲并购集团等也在大会上视频发言。

作为第三届进口博览会的配套活动，此次会议吸引
了来自国内外银行、产业基金、投资机构、政府机构和知
名企业等业内众多领导和行业专家莅临参加。

（图片来源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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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风

进博会上的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企业看点
11月4日至10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

举行。进博会是全球企业共享的平台，产品交易的平台，

也是思想碰撞的平台。本届进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会员

企业的企业家们提出了哪些精彩的观点？

中国交建陈重： 推进“五商中交”战略在海外落

地，全力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中国交建副总裁陈重应邀出席“影响力投资 ：重建

更加美好的世界”平行论坛并作主旨演讲。陈重在演讲

中分享了中国交建海外发展经验，一是深入努力践行“一

带一路”倡议，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二是

顺应海外项目大型化、综合化、投建营一体化的趋势，高

起点布局境外投资业务，切实助力所在国经济发展 ；三

是通过兼并收购与战略联盟结合等多种方式，开展属地

经营，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

针对境外投资推动业务转型升级，陈重提出，一是推

进海外投资业务布局研究，提升全产业链能力，并力争转

化为价值链优势 ；二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与产业、资源、

能源的投资联动开发，打造利益共同体 ；三是注重资本

运作，丰富融资渠道，形成产融结合，以融促产。在提升影

响力投资方面，陈重提出要扎实推进“五商中交”战略

在海外落地，全力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通过通民

心、达民意、汇民情，实现增进信任、促进友谊、深化合作、

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实现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中粮集团、蒙牛乳业陈朗：共同构建高质量、多

元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

作为第三届进博会在乳业领域的重要配套活动，由

中粮集团旗下蒙牛集团新成员贝拉米承办的第三届全球

乳业合作论坛11月6日在上海进博会主场举办，论坛探讨

了后疫情时代全球乳业发展趋势、中国乳制品进出口情

况及相关政策、全链全线的有机创新实践及打造可持续

的牧场等议题。

中粮集团副总裁、蒙牛董事长陈朗出席论坛并致辞。

陈朗在致辞中表示，三年来，中粮集团和旗下蒙牛乳业持

续深度参与进博会，体现出不断扩大国际合作、推动全球

粮食和乳品行业稳定发展的决心。现在，中国正在逐步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新形势下，中国粮食企业和乳品企业必须不断

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走向全球价值链更上游、提升

粮食生产水平和流通效率、促进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

有序自由流动，积极顺应科技化、数字化发展趋势，为全

球粮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进博会推动形成的开

放合作体系中，中粮集团和蒙牛乳业愿与各国伙伴加强

合作，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领域、乳品领域的全球治理，

共同构建高质量、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共同努

力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为

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新（中国）李潮东：中国的市场潜力及经济韧

性给了外资企业信心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单位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

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李潮东在进博会期间接受

了记者采访。

李潮东表示，在当前疫情的特殊形势下，中国举办这

样一场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高水平、高质量的进口博览

会，展现了中国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快

世界经济复苏的决心和信心，也充分表明了世界各国对

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对中国市场满怀期待。

他认为随着中国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全

球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消费正成为需求侧拉动中国经

济和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中国消费需求的扩张

也为其他国家企业提供了共同参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机

会。

李潮东表示一直以来，在如新集团全球市场的战略

布局中，中国市场是关注的重点和核心。如新（中国）已

在华投资运营22年，中国富有潜力的市场以及中国经济

表现出的强大韧性，给予了外资企业充足的信心。如新集

团将坚定扩大在华投资的战略目标，与中国经济共同发

展，共享中国机遇。

( 来源 ：综合自人民日报、国资小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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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驻相关国家大使馆及经济商务参赞处官
网、WTO 官网、威尔森集团全球港口应对新冠疫情限制
性措施查询平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Travelbans 及境
内外相关媒体网站发布的信息及中国贸促会驻外代表处
和部分企业反馈的情况，贸促会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供企业参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1月11日，共有
207个国家（地区）因疫情影响采取相关措施，包括中国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对货物贸易（除医疗物资外）采取措施的情况——
截至11月11日，共有63个国家（地区）采取相关措施，本
期更新1个国家——伊朗。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1月8
日报道，伊工矿贸易部出台法令禁止该国鸡肉出口，以满
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法令已在农业部的配合下自10月底
开始实施，直到另行通知。

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11月11
日，共有88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无更新。

对船舶 / 航班 / 列车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11月
11日，共有171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更
新5个国家（地区），其中新加坡与香港将从22日正式开
通安全旅游圈旅行 ；塞拉利昂弗里敦国际机场开放。

对边境口岸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11月11日，有
116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无更新。

对人员入境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11月11日，共
有188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期更新5个国
家（地区），其中澳门允许入境前14天在内地逗留的部分
外国人士入境 ；澳大利亚考虑允许来自日本、新加坡、中

国部分低风险地区以及台湾地区的人士入境。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情况的国家（地区）——截至

11月11日，共有169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本
期更新19个国家（地区），其中斯里兰卡除“高风险”地
区外，其他地区开始解除宵禁 ；阿根廷首都结束了全面
居家隔离政策 ；乌干达进一步放松疫情封禁措施。
                         

 更多详情，请查看↓

( 来源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 )

最新各国疫情相关措施

境外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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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

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地实体经济面临极大挑战，为 
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各地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流与
合作，中国国际商会汇总整理了部分地方招商新政策、新
项目，特推出“招商引资集”。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农业项目（合计80项）
阿图什市林果综合开发项目、阿克陶县林果综合开

发项目、阿克奇县沙棘开发项目等。
2、文化旅游项目（合计19项）
阿图什市天门旅游景区综合开发项目、阿图什盐湖

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克州三千年风情街旅游综合开
发项目等。

3、基础建设项目（合计23项）
G315线托帕至吐尔尕特公路建设项目、G314线阿

图什—喀什公路项目、阿图什市5G 通讯设施建设项目

等。
4、其他项目（合计23项）
阿图什市亚泰大酒店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博古孜河

景观房地产建设项目、三千年风情街房地产开发建设项
目等。

山东省泰安市

1、纺织服装 ：世界品牌服装产业园项目

地方招商引资项目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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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

项目合作方式 ：合资，以山东天源服装股份有限公
司为基础，合作新建成衣车间或配套项目。

2、高端装备制造（合计12项）
北汽国泰汽车产业园招商项目、高端智能产业园项

目、九鑫电镀产业园项目等。
3、文化旅游（合计16项）
彩山国际生态旅游度假营地项目、产业小镇项目、东

平湖生态文化旅游体验区等。
4、现代化工 ：泰山化工产业园项目
总投资约200亿元，主要规划建设以盐化工、生物制

药、氯碱化工为代表的高端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项目。
5、现代金融（合计3项）
金融大厦商务区、金融商务区招商项目、泰山金融谷

项目。
6、现代农业（合计4项）
淀粉深加工产业园项目、果产品深加工项目、南关蔬

菜批发市场建设项目、中华食品营养健康产业园。
7、现代物流（合计3项）
电商孵化器基地项目、快递物流园项目、现代综合物

流项目。
8、新材料（合计2项）
钛镁合金材料产业园、碳钎维复合材料产业园项目。
9、新能源和节能环保（合计4项）
动力锂电池隔膜产业项目、锂电产业园锂电池回收

利用项目、锂电新材料绿色环保产业项目、盐穴储能产业
基地项目。

10、新一代信息技术（合计5项）
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电子线路板产业园项目、电子信

息产业园项目等。
11、医养健康（合计10项）
健康谷项目、康复辅具研发生产项目、宁阳汶水大健

康小镇项目等。

贵州省铜仁市

1、高新科技类（共2项）
万山区绿色出行智慧电动车项目、碧江区汽车电子

产品生产项目

2、建筑业（共2项）
碧江区门窗及智能模块化多功能用房生产线建设项

目、德江县盛海水泥制品厂建设项目
3、科教文卫
印江县寄宿制学校建设项目
4、矿业及能源
江口县德忘镇茶寨村牛鼻子沟矿泉水开放项目
5、旅游业（共19项）
江口县怒溪镇骆象农旅一体建设项目、江口县怒溪

镇张家坡文旅融合体建设项目、江口县怒溪镇溶洞群旅
游开发项目等

6、农林渔牧（共51项）
万山区生猪繁育养殖一体化项目、碧江区坝黄蓝莓

种植基地项目、梵净山珍稀药用植物养生基地建设项目
等

7、制造业（共25项）
江口服装服饰生产加工建设项目、碧江区一次性餐

具和包装盒生产项目、碧江区竹地板生产项目等
8、现代服务业（共17项）
碧江区共享汽车项目、江口县家庭医疗健康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石阡县扶堰洞塘河生态旅游建设项目等
9、其他（共5项）
德江县20000亩杜仲基地建设项目、碧江区氨基酸

保健品生产项目、德江县农旅融合康养基地建设项目等。 

（来源 ：中国国际商会会员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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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中 国 — 东 南 亚
（ 缅 甸 ） 国 际 贸 易 数 字 展 览 会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经贸交
流，推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深化中缅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帮助企业保持和拓展东南亚市场、增进经贸
往来， 中国贸促会将于 2020 年 12月 2 日至 11 日在线
举办中国—东南亚（缅甸）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
本次展会为线上展，超过 1000 家企业参展，下设开幕
式、五场行业对接洽谈会。
联系人：徐佳宁
电话：010-82217244
邮箱：xujianing@ccoic.cn

中国 - 中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国际贸易
数字展览会     

为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中美洲及南太平洋国家的友好往
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多双边经济合作造成的不利影
响，搭建中国-中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企业间经贸交流
与投资合作的平台，中国贸促会将于2020年11月25日
至12月4日在线举办中国-中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国际贸
易数字展览会。
本次展览会为线上数字展览会，可免费参观。展会网
址如下：http://casp.ccpit-expo.com。欢迎各贸促机
构、商协会组织及相关行业企业在线观展。
联系人：黄燕
电话：86-10-86431072
邮箱：huangyan@ccpit.org

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

中国国际商会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等单位
将于2020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展览馆共同举办第六
届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第六届智博会将以“人民
的城市—融合生长·合作共享”为主题，将以“人民与
城市和谐共生”为目标，为全球城市和科技进步贡献前
沿智慧和解决方案。

联系人：
中国国际商会 王安琪，010-82217259。
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耿菲，010-80470127，
gengfei@ccud.org.cn。

2020韩国优秀商品展洽会

为进一步扩大中韩贸易往来，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韩
国优质商品，韩国贸易协会与韩国设计研究院拟于11月
26日下午在北京举办2020韩国优秀商品展洽会。将有
32家韩国企业展示其优质产品，展示品类有化妆品、厨
房用品、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等。

报名请扫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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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单位
（截止到2019年12月）

序号 会长单位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序号 副会长单位

1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6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0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1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2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15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1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7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18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19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22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3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4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29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1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2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33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4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 中国进出口银行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4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2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43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45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6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50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51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5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55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6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7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8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59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6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62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63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64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65 江苏省苏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67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9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70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71 阿里巴巴集团
72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3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7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75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77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9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80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8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2 万向集团公司
83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84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85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86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8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89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0 经纬集团有限公司
91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93 中国国际能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4 上海浦东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5 分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6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
司
97 海油发展美钻深水系统有限公司
98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99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101  重庆融协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