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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功举办

·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会见沙特驻华使馆
临时代办塔瓦莱
· 国际商会在线召开亚太区域会议
· 中央及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汇总
· 中国电建：助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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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中阿人民传统

友好，历久弥坚，务实合作稳步向前，前景广阔。

本月，由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 -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成功举办。

习近平主席亲致贺信，发出了“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合作应

对挑战，共促和平发展，努力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宣示，为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博览会期间签订各类合作

文件277个，涉及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亿元人民币 , 发布政策报

告、签署备忘录协议54个 , 取得丰硕成果。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商会愿为企业搭建更多平台，与企业一

道，共谋中阿合作发展的宏大图景，引领中阿创新合作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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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在京会见沙特驻

华使馆临时代办塔瓦莱，双方就进一步加强贸促会与沙

特工商界的交流、深化中沙贸易投资合作等议题交换意

见。

张少刚表示，贸促会重视与沙特经贸合作，愿继续与

沙特驻华使馆共同努力，推动中沙工商界开展交流与合

作，加强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等多边平

台的沟通协商，进一步提升相互贸易投资，为不断深化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塔瓦莱表示，希与贸促会共同举办贸易投资促进活

动，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相结合，

提升双方贸易投资合作水平。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会见沙特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塔瓦莱

国际商会在线召开亚太区域会议

8月27日下午，国际商会在线召开亚太区域会议。本

次会议由国际商会新任亚太区域协调员、印度尼西亚新

特沙集团首席执行官辛塔 • 卡姆达尼主持，国际商会秘

书长约翰 • 丹顿以及来自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孟加拉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和地区委员会的30余名代表参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

员会秘书局喻敏部长代表中国国家委员会在线参会。

本次会议是辛塔 • 卡姆达尼履职后的首次亚太区域

工作会议。辛塔 • 卡姆达尼在开场致辞中表示，很荣幸当

选国际商会新一任亚太区域协调员。在当前全球复杂的

形势下，亚太地区各国家委员会需要携手共同努力、实现

发展。她还表达了对阿富汗国家委员会的慰问，并表示当

前亚太区域的共同目标是整合本地区的工作，帮助各国

家委员会度过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

丹顿秘书长表示，国际商会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项目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下一步，国际商会将加强与其他国

际组织的合作，扩大国际商会的全球覆盖 ；推动正在进

行的项目谈判，确保为所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现公

平正义。他宣布，国际商会创新中心雅加达分中心将于今

年10月21日正式启动。

在会议发言中，各国家和地区委员会代表们提出应

提升国际商会的形象、扩大组织影响力、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等，并对未来本地区的发展表示期待，相信亚太

地区各国将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实现更大发展。喻敏部

长表示，本次会议恰逢其时，当下各委员会应并肩作战，

携手努力，中国国家委员会期待与各委员会开展更多合

作，帮助会员企业建立沟通合作桥梁，克服疫情带来的重

重困难。

会上，国际商会总部工作人员介绍了为支持中小企

业和各商会发展所开发的数字项目、eATA 单证册发展状

况以及2021年世界商会大会进展情况等。

国际商会仲裁院主席与中国企业法务交流会在线召开

8月27日，由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主

办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主席与中国企业法务交流会在

线召开。会议由国际商会仲裁与替代性争议解决北亚地区

主任黄志瑾主持，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新任主席克劳迪

娅 •所罗门，国际商会仲裁院新任副主席、方达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师虹律师，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局部长

喻敏，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胡振杰，中国电

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部总经理李志永，美

的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陈敏，福特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总法律顾问张炀炀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中国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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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团、三峡集团、五矿集团、建设银行、小米集团等企业

的60余名法务代表参会。此次会议是克劳迪娅 •所罗门上

任后在亚洲地区参加的第一场国际性活动。

在开场致辞中，喻敏指出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争议解

决方式，因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裁终局等优势

日益受到我国企业的青睐，逐渐成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历史传承、

专业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来在中国的影

响力不断提升。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

加强对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内的争议解决机构的了解、

加深对相关程序及规则的理解，才能更加有效解决涉外争

议，开展国际化经营。

在主旨演讲中，克劳迪娅 •所罗门介绍国际商会仲裁

院长期致力于为全球当事人提供优质争议解决服务，促进

全球贸易发展。就亚洲地区而言，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中国

香港地区及新加坡建立两个案件管理办公室，并在上海设

置仲裁与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北亚地区办公室，希望为亚

洲当事人提供最大程度便利。她表示，国际商会仲裁院愿

携手中国工商界、法律界和仲裁界，共同为推动中国仲裁

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国际商会文化和旅游产业委员会举办综合产业分委会
会员日活动

按照中国国际商会文化和旅游产业委员会（简称“文

旅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和加强分委会的工作交流，促

进会员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中国国际商会文旅委员会

于8月25日上午举办2021年综合产业分委会会员日活动。

此次活动由文旅委员会会员单位北京唐影众线文化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共同

承办，来自于文旅委员会特邀嘉宾、会员单位负责人、联系

人等20余人参加了活动。首先，大家调研参观了北京唐影

众线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策划的“2021亚洲数字艺术

展”，听取了唐影文化执行董事王鹏对此次数字艺术展的

全面介绍。此外，在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璐的带领下，大家还体验了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支持、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为主办单位的

最新版“遇见敦煌 •光影艺术展”。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商会文

化和旅游产业委员会李金生主席和中国国际商会综合业

务部汲琳副部长出席活动并充分肯定了会员单位之间交

流的重要意义。北京文化艺术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闳文、

北京以诺视景数字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云川、中国对外

艺术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振林、远洋新丝路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大波、沃思达集团（中国）中国

区副总经理王志广以及来自中国动漫集团、北京文华阁书

画院、奥艺东方（北京）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在京会员单

位领导、中层参加了活动。

本次综合产业分委会会员日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会员

单位之间的距离 ,深受好评。传统与时尚、文化与科技相

互融合、相互碰撞，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高科技数字

与光影艺术的视觉盛宴，更为文旅委员会会员单位在后疫

情时代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宣传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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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上光伏发展迅速

2021年8月22日，据韩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出版

的《水上光伏海外普及动向和启示》，全球范围内

水上光伏装机规模自2017年快速发展，2018年达

到1.3GW，2019年达到2.4GW。市场分析机构惠誉解

决方案预测称，2025年全球水上光伏新装机容量

将达到10GW。

哈萨克斯坦将对外国互联网公司开征增值税

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扎纳索娃在出席

部务会时表示，自2022年1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将对通过

在线方式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外国互联网公司征收增

值税。对此类外国互联网公司实行特殊的报税程序，企业

无须提供纳税申报表。由于提供跨境电商服务的纳税主

体存在双重征税风险，将考虑由银行提供此类机构开展

跨境交易的相关信息。目前，哈方正在研究对《欧亚经济

联盟条约》进行修订，主要涉及对联盟内部跨境电商贸

易征收增值税，以协调联盟成员国间跨境电商贸易间接

税征收办法，简化监管程序。

泰投资促进委员会加快电动汽车业招商引资

   当前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电动车产业发展迅

速，泰国政府已将电动汽车列为推动投资的目标产业，

并且采取招商引资政策。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

副秘书长表示，BOI为合法生产商提供尽可能多的减税

措施，但弱势是必须购买土地才能在泰国生产汽车，租

地的话则没有。目前泰国正在考虑促进纯电动汽车的悬

架、电池和车轮的产业，这些组件对于纯电动汽车很重

要，各品牌制造商都在努力建造，以便有更好的生产成

本。

英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

  近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出席英国-东盟对话伙伴关

系线上签字仪式，正式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这是东盟

25年来达成的首个伙伴关系，将加强英国与东盟在贸

易、投资、气候变化、环境、科技和教育等问题上的密

切合作。通过成为对话伙伴，英国将正式与该联盟建立

关系，包括参加年度外交和经济部长会议及其他部长级

会议。

电动车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市场规模扩大

    据业界2021年8月16日消息，现代起亚汽车、特斯

拉、大众等跨国汽车企业以及LG能源解决方案、SK创新

等电池企业已经开始“合纵连横”，发展电动汽车废旧

电池回收利用技术。专家表示，电动汽车废旧电池市场

是电动车及电池供应链上的最后一块“空白”，电动汽

车电池使用寿命为8—10年，而目前电动汽车时代刚刚

拉开帷幕，可供回收的废旧电池数量有限，全球市场还

未出现龙头企业，因此各跨国企业纷纷加大投资抢占市

场。

非洲太阳能产业加速发展

非洲太阳能产业协会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非洲太

阳能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期。仅最近两个月间，非洲多国

已公布总计近2吉瓦大中型太阳能电站项目，其中18个国

家在同期规划包括电站储能在内的太阳能相关产业基础

设施建设。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非洲国家已开始尝试利用

更为先进的太阳能产业技术，从而跟上全球清洁能源快

速发展的潮流。

印度考虑下调电动汽车进口关税 

    近日，印度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证实，印

度正在考虑将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大幅下调至40%。这两

位政府官员称，对于价值低于4万美元的进口电动汽车

（包括汽车的成本、保险和运费），印度政府正在讨论

将税率从当前的60%大幅下调至40%。而对于价值超过

4万美元的电动汽车，印度政府考虑将税率从100%降至

60%。其中一位官员同时强调：“我们尚未最终敲定降

低关税的事宜，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讨论。”

（来源 ：走出去服务港等）



05CHINA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明年3月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已经国务院第131次常务会议通过，

将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对在中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

动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作出统一规定，进一步优化登记流程，压

缩登记环节，精简申请材料，提升登记便利化程度，降

低制度性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并对登记材料繁杂、

“注销难”、虚假登记等突出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规

定。

    《条例》共6章55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登

记机关和工作要求。市场主体登记管理遵循依法合规、

规范统一、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原则。国务院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本辖区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工作，加强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登记机关应当

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办理流程，提高登记效率，推行当场

办结、一次办结、限时办结等制度，实现集中办理、就

近办理、网上办理、异地可办、提高市场主体登记便利

化程度。

    二是规定登记、备案事项和具体要求。市场主体的

一般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主体类型、经营范围、住所或

者主要经营场所、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等。不同组织形

态的市场主体还应当分别登记其他相关事项。市场主体

的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经营期限或者合伙期限、认缴出

资数额等事项，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三是明确登记规范。市场主体实行实名登记。申请

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国

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市场主体类型分别制定登记

材料清单和文书格式样本并向社会公开。登记机关能够

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相关信息，不得要求申请

人重复提供。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

能当场登记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市场主

体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无须公示。建立歇业制度，降低市场主体维

持成本。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公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市

场主体的信用风险状况实施分级分类监管，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撤销其市场主体登

记。此外，增强行政处罚的针对性，维护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秩序。

商务部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加大对线下零售、住

宿餐饮等受疫情持续影响企业的定向支持

  商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保监会、

外汇局等六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线下零售、住宿餐饮、

外资外贸等受疫情持续影响企业（以下简称三类主体）

的定向支持，帮助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当前疫情形势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通知提出，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结合三类主体特点，

鼓励金融机构继续落实好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等政策，研发适合中小

微企业特点的小额度、短期限、多频次、快放款、轻担

保的专项融资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与各地融资担保机构

合作，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作用，创新适合

“首贷户”等业务的金融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

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

  通知还提出，推进减税降费直达快享。根据三类主体

特点，综合运用线上线下渠道，广泛及时宣传解读税收

优惠政策。进一步巩固拓展“非接触式”办税服务，大

力推进网上办、掌上办，为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各地

财政、税务和国库部门密切合作，财政部门加强统筹，

及时保障退库资金到位，确保申请留抵退税企业按规定

及时获得退税款。

   满足企业合理资金需求。鼓励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风

险管控能力，对符合条件的三类主体，不盲目惜贷、抽

贷、断贷、压贷，积极通过展期、续贷等多种方式加大

融资支持，满足企业持续经营的合理资金需求。对符合

要求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贷款，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

性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分类。

（来源：中国政务网、新华社、央广网等）

政策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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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功
举办

特别报道

      8月19日至22日，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成功举办。习近平主

席亲致贺信，发出了“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合作

应对挑战，共促和平发展，努力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

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宣示，为中阿关系未来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

      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

带一路’”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

为主”的办会模式，包括开幕式暨工商峰会、“一带一

路”投资促进大会等活动，并设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新

型材料、医疗康养等6个主题展区，以深化中阿之间能

源、产能、基建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

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本届博览会以“深化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为主题，呈现出三方面主要特点：一是办会模式

不断创新，进一步拓展了中阿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首次

以线上为主，首次设置阿联酋、摩洛哥双主宾国和重

庆、河南双主题省，并为其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二

是参会规格再创新高，进一步扩大了博览会的参与度和

影响力。包括摩洛哥首相在内的50位国内外嘉宾致辞和

演讲，1200余家中阿企业线上参展，在线洽谈1000多

场次，总访问量突破1000万人次。三是经贸合作成果

丰硕，进一步凸显了博览会的平台支撑作用。期间签订

各类合作文件277个，涉及计划投资和贸易总额1566.7

亿元人民币，覆盖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新型材料、人

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发布政策报告、签署备忘录协议54

个。

　  近年来，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紧密，双

方贸易往来优势互补，双向投资亮点纷呈，基础设施合

作成效显著。面对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带来的全球挑

战，中阿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并没有按下“暂停

键”，而是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0年，中阿

贸易额为239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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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促会将一如既往当好中阿工商界
桥梁纽带

8月19日，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在银川隆

重开幕。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高燕表示，中阿博览会自2013年举办以来，规模不断

扩大、成果日益丰富，成为中阿工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本届博览会期间，中国贸促会组织国际商品展区，在

线举办中阿工商峰会、2021年中国—阿拉伯联合商会中

方理事会年度会议、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路演等活动。

高燕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带

来深远影响。中阿工商界应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拓展

多领域、深层次合作，不断夯实伙伴关系、创造合作机会、

释放合作潜能。中国贸促会将一如既往当好中阿工商界

的桥梁纽带，健全中阿工商合作机制，举办更多贸易投资

促进活动，提供高质量商事法律服务，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实现

新跨越，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

福中阿双方人民。

2021中国-阿拉伯联合商会中方理
事会会议成功召开

8月19日，2021中国 - 阿拉伯联合商会中方理事会

会议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形式成功召开。中国贸促会副

会长张少刚出席会议并致辞。

张少刚副会长指出，中阿双方一直十分重视发挥各

类合作机制作用，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中国 - 阿拉伯联

合商会中方理事会将充分发挥理事会的活力和凝聚力，

积极服务中阿经贸合作大局，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工

商合作行稳致远，助力中阿经贸合作多元化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可为、阿拉

伯农工商会总联盟秘书长哈立德 • 哈纳菲等出席会议并

致辞。300余名代表线下或线上参会。

相关阅读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优势互补、利益交汇。2020年，中阿

贸易额达2398亿美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1231亿美元

，在疫情影响下仍实现了同比2.2% 的增长。目前，中国已经

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阿拉伯国家是中国

最大的海外原油供应地，中阿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创造新机遇：聚焦经贸合作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助理秘书长卡迈勒 •哈桑 •

阿里表示，中阿博览会是阿中合作框架下最重要的经济平

台之一，对推动经济发展、持续推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

国经验”以及各经济部门制定的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中阿博览会不仅推动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

系，也有助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阿

博览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展示了中国的对外

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共享新成果：聚力科技创新

自2015年9月起，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相继共建了阿盟、

埃及、阿曼等8个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先后举办20多期跨国

技术人才培训班，培养出300多名具有“种子”效应的国际

技术转移人才。

以农业为例，在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

心，诞生了毛里塔尼亚首例胚胎移植奶牛。在技术示范中

心中方专家的支持下，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东部的

荒漠边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千亩绿色作物茁壮生长，

一排排喷灌杆喷洒着水花。这片绿洲，已经成为毛里塔尼

亚培养畜牧业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搭建新平台：携手实现共赢

聚焦工业革命4.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蒋亚非

介绍了中国技术在海外应用的最新成果，“今年，华为与沙

特电信、沙特阿美在5G 油气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探索5G 在

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创新应用，这也是中东区域的首个5G

油气园区项目。”

意大利客商说，“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几十年来全球

范围内提出的最为重要的合作倡议，希望通过中阿博览会

这个平台，共享发展机遇，携手实现共赢。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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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中央及地方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汇总

一、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2017年9月1日

修订

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2/

content_5222120.htm

2. 国务院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国务院令

第728号

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0-07/14/content_5526768.htm

二、中央文件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促进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2019〕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4/07/

content_5380299.htm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加强金融

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 ( 中办发﹝2019﹞6号 ),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4/

content_5365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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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

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

办发〔2019〕6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4/

content_5365711.htm

6. 国务院 ：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4〕52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

content_2786787.htm

7. 国务院 : 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

题的决定  国发〔2013〕49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12/14/

content_4024.htm

三、国家部委政策

（一）财税金融政策

8.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

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

n810825/c101434/c5162506/content.html

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

第12号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2/

c5163253/content.html

1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21年第8号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2/

c5163255/content.html

11. 财政部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为小

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 财金〔2020〕19

号

http://www.mof.gov.cn/gkml/

caizhengwengao/202001wg/wg202004/202007/

t20200707_3545398.htm

12. 财政部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建

〔2021〕148号

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1-06/19/content_5619517.htm

13. 财政部：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支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建〔2021〕2号）

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1-06/19/content_5619517.htm

14.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关于实

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通知（财

建〔2021〕23号）

http://jjs.mof.gov.cn/tongzhigonggao/202103/

t20210324_3675394.htm

15.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012/

t20201228_3637419.htm

16.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银发〔2021〕176号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

iu/113456/113469/4282490/index.html

17. 财政部 税务总局 : 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

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号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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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10825/c101434/c22674374/content.html

18.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 关于支持打

造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工作的通知 财建

〔2018〕408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

content_5383713.ht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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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2017〕77号

（二）其它政府部门相关政策

20. 工信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https://www.miit.gov.cn/jgsj/cws/zfcg/

art/2020/art_641b052914d94d87a0110e802a8fa7c6.

html

21. 工信部 ：六部门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

企业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政法〔2021〕70号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art/2021/

art_abd0fedab15b47a095c7c75ed6f7684a.html

22. 工信部 ：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

干意见 ( 工信部联企业〔2020〕108号 )

https://www.miit.gov.cn/jgsj/qyj/wjfb/

art/2020/art_c76858618ac14e2fa31b4e2ce3b1877f.

html

23. 工信部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工

信厅企业〔2020〕10号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

art/2020/art_8af103f9fefe45fdbfbc9140955b3c31.

html

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积极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通

知 发改办体改〔2020〕175号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2/

t20200228_1221782.html

25. 科技部 ：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

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国科发区〔2019〕268号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

fdzdgknr/fgzc/gfxwj/gfxwj2019/201908/

t20190809_148275.html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资委 ：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工信部联企业〔

2018〕248号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

art/2020/art_3761a77638b448f6b755122140d2c545.

html

四、地方政策汇总

27. 北京市 ：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 京政办发〔

2021〕4号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

zhengcefagui/202103/t20210319_2311684.html

28. 江西省 ：江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021年工作

要点（赣中小领字〔2021〕1号）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1/4/25/

art_5006_3336722.html?xxgkhide=1

29. 福建省 ：2021年福建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要点 （闽中小企业办〔2021〕4号）

http://gxt.fujian.gov.cn/gk/ghjh/201905/

t20190507_48713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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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四川省 ：关于建立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与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联动机制的通知（2021年04年09

日）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797/2021/4

/8/271fed86b1174145bf9fe545a3195af1.shtml

31. 广东省 ：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

http://www.gd.gov.cn/zwgk/zcjd/snzcsd/

content/post_2647496.html

32. 湖南省 : 关于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中小企业复

工复产的措施

http://gxt.hunan.gov.cn/gxt/xxgk_71033/gzdt/

jxyw/202002/t20200204_11169916.html

33. 重庆市 :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措施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

qtgw/202002/t20200204_4786646.html

34. 浙江省 :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若干意见

http://www.zj.gov.cn/art/2020/2/19/

art_1228996604_41944949.html

35. 北京市 :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

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93.html

36. 福建省 :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的若干措施

http://gxt.fujian.gov.cn/xw/jxyw/202002/

t20200206_5190928.htm

37. 海南省 : 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施2020年2月5日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yxtkfgfczccs/

202002/538133ec95894034a9eec11fdb41ebbf.shtml

38. 四川省 :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

?i=20200205213409-989944-00-000

39. 北京市 ：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2020

年9月25日修订 )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

zcjd/202010/t20201013_2109464.html

40. 广西 ：广西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方案的

通知（桂政办发〔2020〕89号）

http://www.gxzf.gov.cn/zfwj/zxwj/t7255273.

shtml

41. 甘肃省 ：甘肃省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2019年2月27日）

http://www.gansu.gov.cn/gsszf/

c100221/201902/165037.shtml

42. 江西省 ：江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资金管理办法（赣科发计字 [2018]15号）

http://kjt.jiangxi.gov.cn/art/2018/2/7/

art_27029_1775073.html

43. 河南省 ：河南省科技金融“科技贷”业务实施

方案（豫科条〔2016〕9号）

http://kjt.henan.gov.cn/2016/03-30/1527735.

html

44. 福建省 ：关于建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与

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联动机制的通知

http://rst.fujian.gov.cn/zt/gzqxjxs/

gzqk/202106/t20210602_5605970.htm

45.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企业创新

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2018〕59号

http://www.zj.gov.cn/art/2018/6/15/

art_1229017139_56628.html

（来源 ：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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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 ：助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建设

随着全球化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以水电为主

的清洁能源建设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而在多年来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电建集团员工眼里，

所有的生态环境维护，都是他们在水电项目建设中，不断

努力的方向。

马来“猴哥”的故事

在水电八局承担施工的马来西亚沐若水电站，至今

还流传着“猴哥造反”的故事。

沐若电站坝址右岸是个风景秀丽的所在。特别是右

坝肩所在的山头，一根大石柱从绿林中拔地而起，嶙峋怪

石一般成为原住民心目中的圣石。圣石的周围，杂七杂八

的动物不少，尤其以猴子居多。

为了保住这块圣石，建设者将原设计中的直线形碾

压大坝修改成了弧形，从而将右坝肩后移，避免了坝肩开

挖对圣石的影响。虽然增加了工程量，建设者们却因为保

住了圣石而开心。但那些“猴哥”却没有从来没有领过情。

自水电八局员工进入沐若工地，便经常有大群猴子出没

于工地附近，甚至溜进临时工棚，“偷”走过员工的食品、

饮料和手机。

电站建设的开山炮一响，“猴哥”们吓得魂飞魄散，

一下子不见了踪影。到处是火热的建设场景和轰鸣的机

械声，几乎所有带听觉的动物，全都逃离了工地。

基坑开挖结束后大坝碾压混凝土开始施工。员工们

发现，右岸又有了猴子的痕迹。负责基坑开挖的八局员工

段善平清楚地记得 ：在那块非常显眼的圣石上，经常有

一只壮硕的“猴哥”朝基坑观望，甚至狠狠地往下扔着

小石头。“我估计，那应该就是猴王。它扔石头，可能是想

赶走我们”。

电站的建成发电，给常年高温多雨的原始丛林增添

了一个郁郁葱葱的“马来洞庭（湖）”，且每年带来60亿

千瓦时的发电收益。这时，猴哥们也回来啦！其实，在电

站施工活动减少以后，猴子们就逐渐回来了，并继续占领

了布置有观测平台的圣石附近，连电站变形观测的员工

要上去，都得先经猴哥们的同意啊。“不然，猴子大军会

扔石头的呀！”

柬埔寨 “三峡”很绿色

被柬埔寨总理洪森赞誉为柬埔寨 “三峡工程”的甘

再水电站，是中国电建投资开发的首个海外 BOT（建设－

运营－移交）水电项目。电站自2011年底正式投入商业

运行以来10年时间里，项目公司一直秉持“绿色发展、科

学开发、以人为本”的理念，制订了符合项目实际，又符

合专业要求的环境保护规划方案《甘再项目环境保护5

年规划》，建成了上千平方米的珍贵树木苗圃，积极开展

植树造林和环保宣传等活动，通过植树造林、投放鱼苗虾

苗恢复建设区生态环境，先后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环

境保护特殊贡献奖”“渔业保护与资源恢复”奖状。

项目公司还热心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拉动当地

经济发展。电站建设高峰期带动了近两千人的当地就业，

运行期又聘用了100多名柬埔寨员工，使项目公司的人员

本土化率保持在70% 以上。与此同时，项目公司积极开展

捐资助学、抗险救灾工作，平均每年对当地的公益捐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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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万美元以上。

这个在昔日战争雷区上建设起来的水电站，现在已成

为柬埔寨国民的骄傲。国电公司曾组织过150多名国会议

员、上千名大中院校学生到甘再水电站考察学习，就生态

环境保护、移民征地、防洪灌溉、动物保护、渔业、植被恢

复、垃圾处理等进行深入了解，无不对项目的做法表示称

赞。

柬国电公司总经理高拉达那先生在考察了大坝周围

及库区的良好植被恢复情况后，专门指示工作人员多拍些

照片，表示要汇报给环境部长和新闻媒体，让社会和公众

加深对绿色能源的认识。

乌干达河马受宠记

秉承生态建设理念的中国电建人，尽可能将工程建设

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到更好。

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建设期间，施工区域出现过神秘

的访客——一头河马，不过它却被困在路边一集水坑中越

陷越深、不能自拔。八局员工立即调来一台俗称“两头忙”

的施工机械，并在政府动物保护局和当地警察的协助下，

成功救出了被困的河马。

被爱护和救助动物当然不只是一头河马。卡鲁玛水电

站位于乌干达国家公园旁，是水电八局海外承建的最大水

电工程，合同金额100多亿元。这个电站地处非洲中部的国

际河流——白尼罗河上，为减少电站建设给当地环境带来

的影响，建设者将80% 大的工程建筑物建设在了地下，挡水

大坝也设计成淹没范围更小的低坝，并大量采用少尘低耗

的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施工给当地环境带来的影响。

卡鲁玛电站大坝左岸下游几十米有一个回水湾，这里

生活着一大群非洲河马。原本以为施工的声响会吓跑河

马，那知道这群河马“领土意识”强烈，反正就是不离故土。

为了确保河马的安全，八局员工将原本作为施工区域的下

游河段保护起来，所有设备人员都不准进入这个区域，并

且确保爆破的飞石也不会落入。久而久之，工程施工与河

马之间实现了和谐共处。

6年多建设时间很快过去，今年年底，卡鲁玛水电站6

台机组将全部发电。而那几十头河马，依然开开心心生活

在哪里，丝毫没有受到水电站建设带来的影响。

6年时间里，八局员工在当地保护环境和履行社会责

任的好事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展示着中国企业的良好形

象，得到了乌干达政府包括动物保护局（UWA）等官员和

当地人民的高度称赞。

( 来源 ：中国电建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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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2021 世界贸易统计年鉴》。该

《报告》详细介绍了世界贸易的最新趋势，并对新冠肺炎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作出了系统分析。《报告》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导致 2020 年全

球货物出口额下降 8%、服务贸易下降 21%。虽然世界贸

易自 2020年第二季度起开始缓步复苏，但地区与部门之

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就货物贸易而言，从地区上看，2020 年所有地区的

货物贸易均出现下降，但亚洲的降幅最低，仅为 0.5%。这

主要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影响比其他

地区的国家略早，并且相关国家及时采取了严格的防疫

措施。从部门上看，全球能源需求下降，导致燃料及矿产

品贸易在 2020 年的降幅达到 23.9% ；全球医疗用品需

求大幅增长，其中个人防护用品贸易增幅达到 47.2% ；

由于许多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依赖粮食进口，致使 

2020 年农产品出口增长幅度达到0.9%。

就服务贸易而言，各国家（地区）的“封锁”措施

导致2020 年服务贸易遭受重创。其中，需要近距离提供

服务的文体娱乐、餐饮休闲等行业的贸易额急速下降。与

货物贸易的缓步复苏不同，服务贸易至今仍然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出，与

其他服务贸易部门的萧条情势不同，计算机服务与金融

服务持续增长，尤其是计算机服务，在远程或线上模式的

推动下，计算机服务贸易在 2020 年的增幅达到 8%，成

为过去 10 年中增长最快的服务业部门。

世界贸易组织在该《报告》中同时指出，尽管货物

贸易实现增长，但是世界贸易依然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阴云中，需要时刻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同地区

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减少或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

世界贸易的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25日，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213050725例，累计

死亡病例达4448352例。美国、伊朗、英国、印度、巴西是过

去七天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地区），美国、

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是过去七天新增死亡

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地区）。

全球疫苗获取不平等加剧，部分国家（地区）面临

防疫挑战。牛津大学在线研究网站“以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数据显示，截止 2021年8月24日，全球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总数已达5040013523 剂。经济学人

智库 8月25日发布报告指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在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上差异巨大，这种疫苗不公平将

产生长期影响。报告推算到 2022 年年中疫苗接种率不足 

60% 的国家，或将在2022-2025 年间面临总计高达 2.3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的损失约占三分之二，进一步拉大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报告进一步警示，除了经济成本之外，疫苗不公平或将产

生巨大的政治、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

就各国家（地区）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而言，

中亚太区域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越南胡志明市从8月23

日至9月6日实施加强版防疫措施，其间仅允许防疫人员、

警察、基础设施维护人员、定期就医和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的人员等特定人群外出 ；印尼当局进一步延长针对爪哇

岛和巴厘岛的“公共活动限制”措施 ；巴基斯坦加快国

内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度，并要求所有的国际国内航班

旅客9月30日起必须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日本8月25日宣

布进一步扩大紧急状态适用范围，当前日本全国47个都

道府县中有21地处于紧急状态 ；新西兰进一步延长奥克

兰及惠灵顿地区的封锁措施。

    ( 来源 ：贸法通 )

最新各国（地区）疫情措施提示

境外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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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

尼泊尔招标采购 CT 扫描机及全套配件

项目简介 ：

1、项目名称 ：尼泊尔韩国友谊市医院招标采购128

层 CT 扫描机及全套配件的供应、交付、安装、调试和测

试

2、招标方式 ：国际竞争性招标 (ICB)

3、IFB 编号 ：MTM/Goods/ICB/01/078/79

4、招标文件发布时间 ：2021年8月11日

5、提交标书时间 ：电子标书必须于2021年9月26日

12:00 NST 前提交。

采购产品 ：

1、产品名称 ：128层 CT 扫描机及全套配件

2、采购数量 ：1套

3、交付时间 ：75天之内

合作意向 ：

请感兴趣的供货商联系我们，索取招标文件，了解招

标详细需求。

原文链接 ：

http://www.tradeinvest.cn/trade/2012/detail

韩国出口医美轮廓产品

产品简介 ：

该产品是领先的全新脂肪分解解决方案，含有特殊

的高浓度核黄素 (vitamin B2)，与脂肪分解成分相结合，

促进脂肪细胞分解代谢并快速排出体外。

主要作用 ：

（1）核黄素的脂肪代谢促进作用 ；

（2）脂肪细胞分离和排出 ；

（3）加快脂肪酶活性和缓解炎症。

主要成分 ：

（1）核黄素 Riboflavin(Vitamin B2)

（2） 菠 萝 蛋 白 酶 Bromelain -- Ananas Sativus 

(Pineapple)

（3）卵磷脂 Lecithin

（4）积雪草 CENTELLA&nbsp;ASIATICA

适用范围 ：

（1）脸部（2）身体

合作意向 ：

有意代理或进口该产品的企业，请联系我们，可安排

与韩国制造商直接对接。

原文链接 ：

http://www.tradeinvest.cn/trade/2011/detail

尼日利亚求购紧凑型机载监控设备

尼日利亚现采购紧凑型的机载监控设备，要求如下 ：

1、监控范围 ：15-20公里（最重要的指标）；

2、搭载高灵敏度的传感器、陀螺稳定装置、影像增强

算法 ；

3、可整合至飞机（军用 / 执法 / 科研 / 救援 / 海事

巡逻等用途）的操作系统中。

产品示意图 ：

采购量 ：

一共采购12套。

合作意向 ：

请有意向的生产商联系我们。

原文链接 ：

http://www.tradeinvest.cn/trade/2009/detail

如咨询本项目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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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221795 

（来源 ：中国贸易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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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活动预告 

第十四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第十四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将于2021年11月

10日至11日在重庆市举办。第十四届高峰会以“共克时

艰、携手前行，共创中拉经贸合作新辉煌”为主题，围绕

后疫情时代，中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国际抗疫

合作前景、中拉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拉工商界

合作新趋势新业态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

本届高峰会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除

开幕式、全体会议、专题研讨会之外，还将举办大会晚宴、

中拉合作展、中国—拉美企业对接洽谈会、中国—拉美企

业家理事会年会暨中国（重庆）—拉美经贸交流会、中

拉智库合作论坛、新闻发布会等多场配套活动。

联系人 ：郭晓娟、李惟肖

电话 ：010-82217839、010-82217829

邮箱 ：guo.xiaojuan@ccoic.cn、liweixiao@ccpit.

org

2021年第三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

为进一步落实中韩自贸协定成果，推进中韩经贸交

流与合作，打造中韩两国高端产业集聚、高端研发引领、

高端人才支撑、高端品牌经营的中韩经贸合作标杆平台，

中国国际商会自2019年起已成功举办了两届中韩贸易投

资博览会，并拟于2021年10月29至11月2日在江苏盐城

举办第三届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

参展申请表

参会申请表

联系人 ：胡文俊、宋莹

电话 ：010-82217866、82217243

电子邮件 ：huwenjun@ccoic.cn ；songying@ccoic.

cn

信用证疑难案例答疑专项培训

为切实解决相关从业人员在实际业务操作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地对学员提供的具体个案进行分

析解读，帮助学员梳理共性问题，更好的应对未来业务工

作，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秘书局将与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拟于2021年9月

25日组织首期“信用证疑难案例答疑专项培训”。

本次培训为期1天，CDCS/CSDG/CSCF 持证人可

获得8个 CPD 学分。

本次培训大纲如下 ： 

1. 介绍信用证的最新国际趋势和主要纠纷点 ；

2. 分析和解读各学员提交的信用证案例基本情况 ；

3. 结合案例证据材料对案例的疑难点和纠纷进行讲

解 ；

4. 提出案例纠纷解决的办法或者建议 ；

5. 学员与讲师就其他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请有意参训人员于截止日期前登陆贸促会网站

http://www.ccpit.org/，在页面中部“贸促服务”项下

“培训考试”的“培训”模块，找到“信用证疑难案例答

疑专项培训”，浏览通知详情后点击页面下方“开始报名”

填写个人信息并完成缴费，并将缴费凭证截图与案例发

送到 dengmo@ccpit.org 邮箱。

联系人 ：邓默

电 话 ：010-82217209

邮 箱 ：dengmo@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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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国际商会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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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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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0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21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2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4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

司

25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8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

29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30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31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3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34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5  国家开发银行

36  中国进出口银行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4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3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44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45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46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7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51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52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5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6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7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8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9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

司

60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61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2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6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64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65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66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7  江苏省苏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8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69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0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71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72  阿里巴巴集团

73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74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76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77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79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80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82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8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84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8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6  万向集团公司

87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88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

89  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90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2  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93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4  经纬集团有限公司

95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97  上海浦东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8   分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99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

公司

100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101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2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103 重庆融协置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