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商会

4下

C C O I C

2020.
总第 32 期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赴北京市贸促会调研
首个中拉数字展 效果超出预期
国际展览联盟呼吁全球会展业同舟共济、携手抗疫
李东生：全球化不是简单地把东西卖出去
193 国（地区）因疫情影响采取相关措施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2020 线上特别会议
成功举办



2020年第8期  总第32期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国际商会积极探索新途径服务企业。近期，

中国国际商会线上业务不断拓展，亦初见成效。

截至4月23日9时，中国—拉美（墨西哥）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共

吸引了来自墨西哥、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阿根廷等11个国家的观众

在线上参观，累计观众达 20929 人，累计线上参观达40474人次。累计

参展人数2463人，累计参展人次8424人次。

中国国际商会还举办世界华人经济论坛2020 线上特别会议 ；举办

八期面向企业的公益直播课 ；联合标普信用评级 ( 中国 ) 有限公司在线

解读疫情下经济贸易机遇与挑战 ；在线举办“疫情对国际商事合同履

约的影响”讲座、中东欧地区中国企业应对策略座谈会、“北美地区防

疫物资法规及测试要求”线上分享系列活动等。

中国国际商会亦致函国际展览联盟（UFI）。4月27日，国际展览联

盟（UFI）会长玛丽·拉金复函中国国际商会会展委员会和中国展览馆

协会，代表全球展览行业感谢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展览馆协会的支持和

经验分享，呼吁全球会展业同舟共济，共同抗疫。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为稳外

贸稳外资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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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赴北京市贸促会调研

国际展览联盟呼吁全球会展业同舟共济、
携手抗疫

4月27日，国际展览联盟（UFI）会长玛丽·拉金复

函中国国际商会会展委员会和中国展览馆协会，代表全

球展览行业感谢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展览馆协会的支持

和经验分享，呼吁全球会展业同舟共济，共同抗疫。

玛丽·拉金在函中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几乎

所有国家的会展业都产生了冲击，全球会展业目前正处

于十分艰难的时刻。UFI 正与全球800多家会员积极合

作，共同应对此次疫情危机。

玛丽·拉金高度评价中方防控疫情的做法和经验，

对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展览馆协会提出与 UFI 及其会员

4月21日上午，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赴北京市贸促会

调研，听取北京市贸促会主任张永明等工作汇报。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张慎峰等陪同调研。

      高燕充分肯定北京市贸促会深化改革的思路，全面

联系和服务企业的做法，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促进防疫物

资出口的成果。

      高燕指出，贸促会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和政府领导

联系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是对外经贸工作的重要力量，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强

化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进贸促服务供给侧改革，

实现业务转型升级，在构建全面开放

新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高燕强调，去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和在全球扩散蔓延，对贸促工

作提出了新挑战。贸促会要善于化危

为机、紧抓机遇，积极促进防护用品

扩大出口，努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5G 等新技术新手段，扩

展网上贸促业务，为稳外贸稳外资作

出积极贡献。

     高燕表示，北京是首善之区，北京市贸促会要在建设

世界一流贸促机构中走在前列、当排头兵，进一步完善业

务布局，打造一流人才队伍，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中国贸促会将积极支持北京市贸促会创新发展、更好发

挥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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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中拉数字展 效果超出预期

自4月14日， 新

冠肺炎疫情后举办

的 中 国 — 拉 美（ 墨

西哥）国际贸易数

字 展 览 会（ 以 下 简

称中拉数字展）开

幕以来，引发国内外

企业的高度关注。

据 记 者 从 中 国

贸促会了解到，截至

4月23日9时，中国—

拉 美（ 墨 西 哥 ） 国

际贸易数字展览会

共吸引了来自墨西

哥、巴西、智利、哥斯

达黎加、阿根廷等11

个 国 家 的 观 众 在 线

上参观，累计观众达 20929 人，累计线上参观达40474人

次。累计参展人数2463人，累计参展人次8424人次。

本次中拉数字展参展企业2218家，展品31774个。展

会期间，视频会议邀约501场，确认249场。

统计显示，截至4月23日9时，中拉数字展参展企业获

询盘2959次，查看询盘2367次，回复询盘1892次。买家发

布求购信息474条，参展企业查看求购信息 331条，进行

有针对性报价264次。参展企业获得买家推荐3366次，查

看买家推荐2522次。（中国贸易报）

分享抗疫经验的做法表示赞赏，建议由中方提供中国会

展场馆承担方舱医院任务的最佳实践文件，供 UFI 各国

会员学习借鉴。她强调，只有同舟共济、携手抗疫，各国才

能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展览业才能助力全球经济

重返繁荣。

4月9日，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展 委 员 会 主 席 林 舜 杰

和中国展览馆协会理事长郑世钧联名向玛丽·拉金

致 函，介 绍 中 国 会 展 行 业 为 抗 击 疫 情 所 做 的 工 作，

表 示 愿 与 UFI 会 员 分 享 中 国 会 展 场 馆 的 疫 情 防 控

经 验，并 通 过 UFI 向 各 国 同 行 呼 吁，人 类 命 运 休 戚

与 共，全 球 会 展 业 应 加 强 团 结 合 作，共 同 抗 击 疫 情。 

      UFI 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展览业组织之一，是为全球会

员提供交流信息和经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加强合作、

密切关系的平台。中国国际商会和中国展览馆协会代表

中国展览行业企业与 UFI 长期保持合作。自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通过 UFI 与全球会展企业团结应对、分享经验，

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 UFI 及其全

球会员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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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助力企

业开拓新思路、转变经营方式，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中商新

时代国际智库有限公司于3月7日至4月11日期间共举办

了面向企业的8期“中商公益直播课”。

直播课邀请来自日本立命馆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艾思博商学院、德国幕尼黑工

业大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和中

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

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在线分享日本、

德国、以色列等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历程、经营之

道，包括如何让企业有生命力、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守成

与创新、如何在专注领域保持领先等。

每期直播课约有5000人在线学习，本次直播课在线

学习人数共计达40000人次。课程学员大部分来自中小

企业，其中有一部分为商会会员企业。每期直播课设有问

答环节，学员们提问踊跃，听课企业对日本和德国的中小

企业经营之道、以色列企业科技创新之路颇感兴趣，迫切

希望借鉴其成功之道，开拓新思路，积极克服目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为未来的发展探索新路径。

中国国际商会成功举办八期面向企业公益
直播课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标普信用评级 ( 中国 ) 
有限公司解读疫情下经济贸易机遇与挑战

4月22日，中国国际商会与标普信评合作举办线上商

会大讲堂，为商会会员企业解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全球经济与贸易现况，帮助会员企业分析资本市场与大

宗商品市场的未来趋势。

中国国际商会副秘书长张屹和标普信评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陈红珊女士出席本次大讲堂并致辞。标普全球评

级主权和国际公共产业评级资深董事陈锦荣先生、标普

全球评级企业评级董事黄晓丹先生与标普信评工商企业

评级部总经理钟晓玲女士分别从全球经贸环境前景、疫

情影响下石油、煤炭及钢铁等大宗商品走势与疫情对中

国企业的影响等三方面为会员企业展开演讲。

此次线上商会大讲堂吸引200余家商会会员企业参

与，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会将持

续为会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专业化的

信息指导，并为促进全球供应链复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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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

仲裁委员会在线举办“疫情对国际商事合同履约的影响”

讲座。讲座特邀协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振安律师、中伦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律师担任发言嘉宾，吸引了来自

委员会成员单位、中国国际商会会员单位等100余名企业

代表参加。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局部长喻敏主

持会议。

张振安律师就疫情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约的影响

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梳理了不可抗力条款相关规定后，

认为当前疫情是否能构成不可抗力事件需要根据具体情

况判定。他指出，因疫情引发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

需依据合同中约定的准据法进行裁判 ；如合同中未约定

准据法，则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

孙巍律师结合实务经验，为参会者详细介绍了疫情

对国际工程承包合同履约的影响。他提醒，承包商应注意

梳理不可抗力事件对其履约的具体影响，综合利用合同

条款为自己索赔提供支撑。他还建议，承包商在履约困难

时应积极与业主沟通，通过对合同进行变更或签署补充

协议的方式协商解决方案，尽可能最大化维护双方利益。

“疫情对国际商事合同履约的影响”讲座
在线召开

4月23日，中国国际商会与中国社科院中国—中东欧

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中国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金

融研究院（上海）共同举办新冠疫情下中东欧地区中国

企业应对策略在线座谈会。

会议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面临

的主要问题及困难，创新性工作方式方法，政府和金融机

构提供哪些长期支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来自中远海运、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中国路

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葛洲

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TCL、华大集团、盈科律师事务所等企业

代表参会共同进行了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东欧地区中国企业应对
策略座谈会在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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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会学院召开“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风险
管理”线上研讨会

北京时间4月29日晚，国际商会学院召开主题为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风险管理”的线上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新加坡佩林公司首席执行官孙多

杰（Dorjee Sun）主持，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

（John Denton）、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和警报响应

网络主席戴尔·费舍尔（Dale Fisher）、新加坡国立

大学杨潞龄医学系助理教授兼高级顾问切斯特·德

拉姆（Chester Drum）以及华盛顿特区经济和社会

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乔安妮·熊（Joanne Yoong）

担任发言嘉宾。参会嘉宾围绕新冠肺炎病毒的最新研

究进展，以及企业复工复产时将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

进行了相关讨论。

“北美地区防疫物资法规及测试要求”线上
分享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4月30日，由中国国际商会和 UL 公司共同主办的

“北美地区防疫物资法规及测试要求”线上分享系列活

动成功举办。本次线上分享系列活动共分为两场，首场线

上分享会“医用防护服美国 FDA 上市法规及测试要求”

于上午举行，第二场线上分享会“口罩主要市场标准解

读及合规性分析”于下午举行。

会议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为进一步帮助出口北

美地区医疗防护服和口罩的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明确产

品出口测试要求，了解北美市场准入对应法规，以帮助企

业提高产品质量自查能力，推进优质产品在北美市场上

市。

中国国际商会双边合作部部长吴蒙、UL 建筑与生

命安全科技事业部中国区总监许洁出席会议并致辞。UL

建筑与生命安全科技事业部个人防护装备（PPE）部门

工程师葛成伟、Emergo by UL 资深法规顾问张真及

UL 消费品事业部纺织部门高级工程师陈华伟为分享会

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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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同意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总体方案

中国政府网4月27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中韩（长春）国际

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的批复》。《批复》中表示，原则同意《中

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总体方案》。

《批复》指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

构建产业、科技、贸易、人文、环保等多领域开放合作格局，着力

创新中外合作体制机制，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打造营商环境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管理服务更协调更高效的国际合作示范

区，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新

动能。

商务部等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4月25日发布

2020年第12号公告，《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

的公告》。

公告要求，自4月26日起，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

交电子或书面的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确认产品符合中国

质量标准或国外质量标准，进口方接受所购产品质量标准且不

用于医用用途，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企业清单验放，对不在市场

监管总局提供的企业清单内的，海关接受申报，予以验放。

产品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的出口企业，报关时

须提交书面声明，承诺产品符合进口国（地区）质量标准和安

全要求，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生产

企业清单验放。

暂免征收内销税款缓税利息、扩大内销选择性

征收关税试点范围

4月1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暂免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

款缓税利息的通知》。通知决定，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2020年

12月31日，暂免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款缓税利息。

同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扩

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公告》。公告决定，自2020年

4月15日起，将《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内销选

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规定的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

策试点，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

财政部、税务总局：延续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

惠政策至2023年底

财政部、税务总局26日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

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公告明确，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普

惠金融服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

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中规定于2019年12月31日执行

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31日。

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免征的增

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来源 ：中国政府网、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网站）

政策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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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 2020线上特别会议
成功举办

特别报道

4月29日，中国国际商会与国际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世界华人经济论坛2020线上特别会议，就全球疫情防控、经济

复苏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主席、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人兼主席谢泉勇，泰

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颇钦·蓬拉军，中国政策研究院副主任徐洪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邢悦等出席会

议并致辞。会议由中国国际商会双边合作部部长吴蒙主持。

张少刚副会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为充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进一步凝聚全球华人力量，希望世界华人统筹利用全球资源，优化跨区域合作，探索创新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并主动

融入营商所在地社会环境，展示和维护华人良好形象。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主席、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人兼主席谢泉勇在致辞中表示，疫情肆虐下多国关闭边境，贸易投资

萎缩，致使全球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中国面对疫情采取全面、果断措施，有效阻止疫情扩散，希望全球华人保持信心，持续

努力，学习中国经验，尽快遏制疫情，复苏经济，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

中国政策研究院副主任徐洪才，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李东红等对当前经济形势发表看法。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

进、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鹏、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邢悦、华大集团国际事务副总裁

熊韬分别介绍防疫工作中交通运输、卫生保健、物资捐赠等经验。

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数十个国家的400余名政商界代表线上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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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

2019年12月12日，第11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12日在杭州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

本届论坛以“实现共同发展，建设美好世界”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中国国际商会

承办。

世界华人经济论坛是由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于2009年创办的年度论坛，旨在促进东西方联系，推动全

球华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性论坛。此次是论坛第二

次在中国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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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风企业采风

李东生 ：全球化不是简单地
把东西卖出去

1

“疫情不会让全球化暂停”

疫情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一定冲

击，“逆全球化”论调在全球范围内喧嚣日上，对此李东

生表示“疫情不会让全球化暂停”。这是一个在全球市场

驰骋20年，带领 TCL 实现电视品类销量全球第二、55吋

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一、LTPS LCD 智能手机面

板出货量全球第二的企业家的判断，这不仅来自他多年

的全球实战经验，也来自对经济趋势及中国企业日益崛

起的客观认知。正如他所说的“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中

国的产品在全球的份额越来越高不是因为政治因素，而

是因为中国企业、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只要我们保持竞争

优势，就能够保持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李东生特意理了“陆军头”，

带领 TCL 进入“战时”状态，以应对疫情挑战。在科学

系统的防疫防控及经营管理下，TCL 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华星不仅实现了春节期间留守

的7000多名员工厂区内零感染，在形势最严峻的2月仍

保持着85% 的产能 ；TCL 华星也在2月首次成为全球第

一大液晶电视面板供应商，占市场份额的18.8% ；智能终

端产品上，TCL 电视产品今年一季度销量673万台。在

海外市场，欧洲地区及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销

量同比有所提升。全球业务的稳健开展，也成为打破“全

球化暂停”论的有力佐证。

李东生还提出，中国企业要对全球化战略作出调整，

不能够简单地把产品卖出去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把企业

的产业链建在当地，在当地生产和在当地服务，为当地的

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全球化才能够做到真

正扎根当地。

2

全球产业格局重塑，中国全球领先有机会

作为一个实业老兵、一个我国“缺芯少屏”产业困

局的破局者，李东生对全球面板行业的格局进行了剖析 ：

日韩企业分别退出 LCD 产业，于中国企业而言，既是机

遇亦是挑战。

短期来看，显示领域的国别竞争格局正在重塑，

中国企业要对全球化战略
作出调整，不能够简单地
把 产 品 卖 出 去 就 万 事 大
吉，而是要把企业的产业
链建在当地。

李东生 |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单位 TCL 集团董事长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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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大尺寸领域进入中国时代，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

中的优势地位将得以巩固提升。以 TCL 华星为例，据最

新财报显示，TCL 华星 EBITDA 连续29个季度排名行

业领先，55吋电视面板市占率全球第一，LTPS LCD 智

能手机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二，其行业地位已然稳固且不

断攀升。

长远来看，企业之间实力与规模的变化、技术路线的

抉择、整体产业链的把控能力等因素都将影响未来新型

显示的主导权。而从全球显示产业竞争格局趋势来看，中

小尺寸产品及新型显示等领域，将面临韩国企业占据先

发优势的挑战， “我们要做好在下一轮 PK 当中争取生存

发展机会的准备。”李东生对中国企业在显示行业实现

持续领先充满期待。

此外，李东生还谈到希望中国企业这个群体能够比

外国企业跑得更快一些，“疫情对所有的企业影响都一

样，你能够把困难解决，就能比别人跑得快一些”。这种积

极应对挑战的心态，不仅是 TCL 在李东生带领下屡破困

局且日益强大的原因之一，更为众多中国企业的发展带

来宝贵经验与借鉴。

最后，李东生也展现了逆势争先的决心 ：“我们鼓励

团队以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应对挑战，实现今年的经

营目标和长远的发展战略”，并表示“不下调今年的经营

预算”。他希望带领 TCL 在疫情困境下寻找机会、保持相

对市场份额的提高、争取在全球的产业市场取得更好的

地位。相信在李东生等优秀企业家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会战胜短期挑战，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

（来源 ：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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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根据国家移民局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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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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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会在此前信息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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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共有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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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措施提示地图版正式上线

4月28日，相关措施提示地图版正式上线，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境外疫情措施提示地图。

193国（地区）因疫情影响采取相关
措施

境外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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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物贸易（除医疗物资外）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4月27日，共有49个国家（地区）采取相关措施。新增1个

国家（地区），具体如下 ：

措施有更新的5个国家（地区），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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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对医疗物资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4月27日，共有76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其中措施有更新的4

个国家（地区），具体如下 ：

 

对船舶 / 航班 / 列车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4月27日，共有143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新增2个国家（地

区），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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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有更新的13个国家（地区），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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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对边境口岸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4月27日，共有81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其中措施有更新的1个国家，

具体如下 ：

对人员入境采取措施的情况——截至4月27日，共有177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其中措施有更新的12个

国家（地区），具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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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情况的国家（地区）——截至4月27日，共有129个国家（地区）采取了相关措施。新增3个国

家（地区），具体情况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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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措施有更新的15个国家（地区），具体情况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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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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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商机在线

印度寻找电动汽车测试设备供应商

该印度公司从事电动汽车测试设备营销和售后服务

有10余年，已经合作的客户包括 ：

该公司为印度90% 的汽车 OEM 厂家提供测试设

备，现寻找希望有意拓展印度市场的电动汽车测试设备

厂家长期合作。

原 文 链 接 ：http://www.tradeinvest.cn/

trade/1617/detail

保加利亚求购无缝不锈钢管

现有保加利亚企业欲从中国生产 / 供应商处购买无

缝不锈钢管。

产品要求 ：seamless stainless steel tubes, precise 

manufacturing

- steel: 304

- surface: polished

- diameter: 33 mm (±0.15 mm) DIN ISO 2768- 

mk

- thickness: 2 mm (±0.05 mm) DIN ISO 2768- 

mk

- length: up to 6 m.

采购量 ：

The starting quantity for production of samples 

/15 tubes х 6 m/.

After approval of the samples and the price - 

200 000 m per year.

原 文 链 接 ：http://www.tradeinvest.cn/

trade/1616/detail

匈牙利电子设备制造加工企业寻求合
作

该公司主营印刷电路板雕刻、PCB 组装、选择性涂

覆、电缆组件、编程、测试及总装等业务，可为国内电子设

备制造商提供产品在匈牙利的组装、代生产等工作。

该公司希望同中国智能计量（如 ：智能电表等）、医

疗电子设备（尤指电子控制单元）及照明技术等类型生

产商开展合作，在匈合作的最终产品将视为符合欧洲制

造条件。

原 文 链 接 ：http://www.tradeinvest.cn/

trade/1612/detail

阿根廷出口葡萄酒

该阿根廷酒庄成立于1897年，位于该国中西部门多

萨省（Mendoza Province）的 Luján de Cuyo，处于安

第斯山脚下，此地的土壤非常适合于葡萄的种植。

目前该葡萄酒庄的葡萄酒出口到世界上4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以下是该酒庄生产的各种类型葡萄酒。

如咨询项目联系方式，请将以下材料发至邮箱 ：

tradeinvest@ccpit.org 

（1）公司信息，包括名称、主要业务、产品目录 ； 

（2）营业执照扫描件 ； 

（3）贵公司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 

（4）本商机链接，以及您想咨询的问题。

电 话 ：010-82217954     010-82217961    

15601107889   

（来源 ：中国贸易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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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大讲堂丨新冠疫情对外贸合同及
相关运输合同的影响

当前，新冠病毒疫情已被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疫情对于外贸合同的履行，以及对外贸相关的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商事法律大

讲堂特别推出“新冠疫情对外贸合同及相关运输合同的

影响”线上讲座，与广大外向型企业共克时艰。

讲座将于5月8日（周五）  10:30—11:30线上举办，中

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磊将介绍新冠疫情对外贸合同的

影响以及对外贸运输合同的影响。

扫码入群

“商事合同中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
的理解与适用”线上讲座

为进一步帮助我国企业在国际商事合同履约中更好

地理解、协商及援引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我会定于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举办“商事合同中不可抗力和

艰难情形条款的理解与适用”线上讲座，邀请 ICC China

商法与惯例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高

祥教授，ICC China 银行委员会保函工作组专家、德衡律

师集团总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蒋琪律

师，为参会者全面深入地讲解国际法及国内法中不可抗力

和艰难情形条款相关的规则，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在

实务中的适用和相关案例等内容。

扫码入群

 

医疗防护物资出口及跨境电商实操线
上培训会

为帮助企业了解当前医疗防护物资出口普遍面临的

全球市场准入最新要求，有效管理跨境电商出口带来的退

税等问题，梳理分析疫情下跨境电商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关

法律风险和涉外经贸纠纷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中国贸促

会贸易投资促进部拟于5月8日（周五）09:00-11:20召开

跨境电商海外推广计划第二场在线培训——医疗防护物

资出口及跨境电商实操线上培训会。

扫码报名

2020年地方国际商会秘书长线上联席
会议

为做好疫情影响下的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提升中国国

际商会和地方国际商会服务会员的创新工作手段，中国国

际商会将于5月12日上午10:00-11:45召开2020年地方国

际商会秘书长线上联席会议。来自9家地方国际商会的秘

书长将向大家分享疫情发生以来各地方国际商会服务会

员的创新工作方法和所取得经验，以期共同探讨交流商会

工作新思路，提升整体服务企业的质量。

联系人 ：那仁高娃、张羽

邮箱 ：narengaowa@ccoic.cn、zhangyu@ccoic.cn 

电话 ：13699282893、13439708657

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安全预防措施线上
研讨会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为帮助中国企业更

安全地复产复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

企业责任与反腐败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事处、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将于5月14日下午16:00点共

同举办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安全预防措施在线研讨会。会议

将共同探讨企业如何应对疫情的挑战，着重解决企业在复

产复工中面临的困难，并分享交流国际社会和不同行业的

最佳实践。

扫码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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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