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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扎实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当前，中国国际商会多措并举与企业共克时艰
国际商会秘书长发布公开信 表示将与中国一道应对
疫情挑战
张近东：疫情是对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的测试
面对疫情从容应对，企业应对疫情的十大举措建议

中国贸促会企业应对疫情服务指南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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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一场疫情突然袭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贸促会党组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并

扎实推进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在中国贸促会的统一指导下，中国国际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坚决扛起疫情防控责任，切实发挥“企

业之家”的作用，履行代言工商、服务企业的职能，保安全、抗疫情、稳企

业。

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中国国际商会多措并举，为企业提供贴心

服务，全力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帮助企业减少损失，助力企

业共同战“疫”。

无论是提供“在线服务”，帮助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相关事实性证明，

持续提供便捷高效原产地服务，强化公共信息服务，还是向企业发函，号

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协助企业捐赠，反映企业诉求等，中国国际商会都

在竭力做好服务保障，做企业身边贴心的“娘家”。

而众多的商会会员企业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参与到此次战“疫”

行动之中，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疫情当前，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我们，与您在一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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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中国国际商会多措并举与企业
共克时艰

中国贸促会扎实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贸促

会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并扎实推进相关疫情防控

工作。

1月25日，中国贸促会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会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高

燕多次就做好防控工作作出指示和具体部署。28日，高

燕会长到会机关检查指导防控工作，对工作提出要求。

29日，高燕会长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

证的通知》精神，听取贸促会疫情防控工作阶段性汇报，

对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议要求，中国贸促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要

立即行动起来，扎实做好各单位和每位同志的疫情防控

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单位要按照会党组统

一要求，成立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制定防控工作方

案，明确人员责任，确保每项措施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加强疫情期间对企业的服务工

作 ：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

企业可向贸促会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相关事实性证明 ；持

续提供便捷高效原产地服务，实现24小时“足不出户、自

主打印”原产地证书申办 ；出境 ATA 单证册的申办、备

案、核销等业务均可实现在线办理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国际

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

署，按照中国贸促会的统一要求，坚决扛起疫情防控责

任，切实发挥“企业之家”的作用，履行代言工商、服务

企业的职能，全力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帮助

企业减少损失。

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中国国际商会多措并举，为

企业提供贴心服务，助力企业共同战“疫”。中国国际商

会与驻德国代表处、阿里巴巴菜鸟物流等进行前期沟通，

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将捐赠物资发往湖北 ；对于受疫情影

响无法如期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中国国际

商会帮助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相关事实性证明 ；持续提供

便捷高效原产地服务，帮助企业实现24小时“足不出户、

自主打印”原产地证书申办业务 ；协助企业在线办理出

境 ATA 单证册申办、备案、核销等业务 ；强化公共信息

服务，通过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等渠道，发布企业关注的

疫情相关内容，并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第一时间答疑解

惑。

此外，中国国际商会及时向会员企业发函，呼吁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强化中国企业担当，为疫情严重地区贡献

力量，确保疫情期间社会平稳有序，同时，建立服务需求

信息反馈渠道，广泛听取和收集会员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服务需求、困难和建议，积极向中外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

反映企业的合法利益诉求及政策建议，竭力做好服务保

障。

下一步，中国国际商会将继续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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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企业积极驰援武汉

在全国打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阻击战之际，中

国国际商会各会员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各个领域

主动作为，积极主动弛援武汉，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共同战“疫”。

中国国际商会央企会员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公共服

务和各项保障，同时向湖北捐助了大量药品、设备、防疫

物资和生活用品等用于疫情防控。中建三局、国家电网、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火速驰援武汉火神

山医院 ；通用技术集团、国机集团、国药集团等加紧生产

医疗保障物资和原料 ；中交集团、中国华电集团等向湖

北省捐赠5000万元……

地方国企会员也积极按照国家部署，在各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努力负起应有责任与社会担当，在各个

领域主动作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上汽集团携下

属企业捐赠2200万元现金和医疗物资，伊利集团1亿元捐

赠款项陆续落地湖北、内蒙古地区……

广大民营企业会员为物资保障、运力保障、技术保障

出钱出力，在非常时期彰显出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

阿里巴巴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恒大集团

捐赠2亿元，五粮液集团累计捐款9200万元，华大基因捐

赠2万人份试剂盒……

外资企业会员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提供

技术支持，各尽所能支持疫情重点地区渡过难关。戴尔科

技集团捐款200万元，施耐德电气公司捐赠100万元……

除理事会成员单位外，中国国际商会广大会员企业

也在抗击疫情中快速响应、积极行动，充分发挥各自的行

业优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商会秘书长发布公开信 表示将与中国
一道应对疫情挑战

1月31日，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针

对中国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发表公开信。丹顿在信中表示 ：“全球工商界

正在采取行动，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作出的努力。作为全球工商界

的代表，国际商会特对中国以及新被感染国家

工商界表示支持。”

丹顿强调，国际商会正在寻求有效方法，

充分利用国际商会全球网络，尽其所能为寻求

减轻病毒影响的各方提供协助。此外，丹顿还

向在中国的同事和朋友转达了国际商会的支

持，表示国际商会将与中国一起应对疫情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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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第三届国际工商知识产权论坛在山东济南

举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慎峰出席论坛并致辞。

张慎峰表示，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

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政商协作、国际合作，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

      本届论坛以“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发展”为主题，相关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跨国公司、

国内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代表500余人参加会议，

为知识产权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参展路演（江苏站）
在扬州市举办

1月17日上午，2020年迪拜世博会中国参展路演（江

苏站）在扬州市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迪拜世博会中

国馆政府总代表张慎峰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张慎峰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参

加迪拜世博会，全面落实中阿两国领导人就办好迪拜世

博会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贸促会全力推进中国参展筹

备工作。他指出，此次路演展现了中国以迪拜世博会为契

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望，鼓励

了各省区市和企业对外交流合作的坚定信心，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第三届国际工商知识产权论坛在山东举行

中国国际商会中小企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月17日，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暨中国

国际商会中小企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陈建安出席大会并

致辞。

陈建安在致辞中指出，中小企业委员会的成立既适

应了中小企业高质量、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发

挥了商会沟通政府、服务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引领

和带动中小企业逐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希望中小

企业委员会提高政治站位，践行社会责任 ；打造合作平

台，促进国际交流 ；提升服务水平，形成产业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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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做好防疫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和调度安排工作

1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

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

知》。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迅速组织本地区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

N95口罩、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相关药品等企业复

工复产。要做好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和相关设备、原辅料、

资金等各方面保障工作，帮助企业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根据需要及时扩大相关产品产能。

财政部：多项新举措支持金融服务疫情防控

工作

2月1日，财政部印发《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将对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2020年新

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

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

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 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

过1年，贴息资金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等。

国家税务总局：延长2月纳税申报期限，拓展

网上办税覆盖面

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优化纳税缴费

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在全国范围内将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2月24

日，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视情况再适当延长，对受疫

情影响办理申报仍有困难的纳税人可在此基础上依法申

请进一步延期。各级税务部门要积极拓展“非接触式”

办税缴费服务，按照“尽可能网上办”的原则，提高涉税

事项网上办理覆盖面。

央行等五部门：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

2月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

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出台30条措施，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疫情防控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其中包括 ：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

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

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

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

中国贸促会：出具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

实性证明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联防联控工作，维护企业的合法

权益，帮助企业减少损失，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的规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可以出具不可抗力证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

同的，企业可向中国贸促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

事实性证明。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办证大厅人员流动数量、降低交

叉感染的风险，保障企业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

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开发了线上认证平台 http://www.

rzccpit.com/，实现“不见面办公”帮助企业线上办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企业

亦可通过 QQ 群、电话等方式与当地贸促会联系办理证

书。

市场监管总局：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网上办理

2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全程通过网上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注册业务，推行办件寄递、自助打印等服务，尽

可能减少人员接触。疫情严重地区，经报地方党委政府批

准和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后，可暂停市场主体登记注

册现场窗口服务，全程通过网上办理。

（来源 ：综合自各部委网站、新华社、中国政府网等）

政策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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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中国贸促会企业应对疫情服务指南

特别报道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贸促会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社团等积极应对疫情挑战，在有效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措施的基础上，打破常规，用网络架起一座座为企业解忧的桥梁，“不见面，马上办”，保证法律、仲裁、商事

认证等服务不间断、工作不断档、效率不减退。

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

在疫情期间，企业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法律支援平台取得联系，获取相关法律

支持。法律支援平台的服务内容包括解答企业相关法律问题，包括因疫情导致的法律问题、贸

易救济案件应对、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评估、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涉外仲裁调解服务、出口管

制、反垄断调查、国家安全审查、经济制裁、海外利益保护等。

咨询时间

每工作日9:00-11:30、13:00-17:00

联系人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许文超 13521369903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陈怀生 13811422004   

热线电话

010-88075529、010-88075547、010-88075549

电子邮箱

flb@ccpit.org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自2月6日起，各地企业可登录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线上认证平台，在线、免费申办新

冠疫情相关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此外，为更加精准服务企业，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已创建两个专项业务 QQ 群（贸

促会新冠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咨询群，群号313822294 ；境外展览 -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

明咨询群，群号538606471），有意申办的企业可加入群组进行具体咨询。

在线链接

http://www.rzccpit.com/

联系方式

010-82217027/7028/7010/7035

注 ：各省（直辖市）、市贸促会联系方式请参见 ：

https://www.rzccpit.com/company/organiz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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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仲委网上仲裁立案系统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供网上立案服务，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的，请优先选择

贸仲在线立案系统提交仲裁申请书及相关文件 ；当事人提交仲裁文件的，建议通过邮寄方式

办理，尽量避免当面提交，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另外，贸仲总分会携手实现互联网仲裁新突破，三地同步远程视频连线庭审。

在线链接 http://online.cietac.org/

总会联系电话 ：010-82217788

总会立案专用邮箱 ：lian@cietac.org

中国海仲在线立案系统

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将持续提供优质仲裁服务，中国海仲及各分会、仲裁

中心已于2月3日工作，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的（不包括网上仲裁案件），请优先选择邮寄方式

以及中国海仲在线立案系统提交立案材料 ；当事人提交仲裁文件的（不包括网上仲裁案件），

建议通过邮寄方式办理。如有任何仲裁服务需求，请拨打中国海仲及其分会 / 仲裁中心咨询

电话进行咨询。

在线链接

https://www.earbitration.org.cn

联系方式

总会 ：010-82217900（总机）/7767（直线）

总会立案专用邮箱 ：lian@cietac.org

华南分会 ：0755 82796739

上海分会 ：021 60137672

天津中心 ：022 66285688

西南分会 ：023 67860011

浙江分会 ：0571 28169009

湖北分会 ：hb@cietac.org

福建分会 ：0591 87600350 

江苏仲裁中心 ：025 69515388

丝绸之路仲裁中心 ：029 81119935

四川分会 ：028 8318 0751

山东分会 ：0531 8128 3363

香港仲裁中心 ：00852 2529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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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原产地证书

广大企业可登录贸促会原产地证申报系统官网、联系原产地证书企业申报端在线客服、

关注贸促会原产地微信公众号（贸促会原产地资讯）、企业 QQ 客服群、发送电子邮件或拨打

办公电话等方式联系中国贸促会及各地方机构原产地负责人员咨询相关业务。

在线链接

贸促会原产地证申报系统官网 ：co.ccpit.org

原产地证书企业申报端 ：qiye.ccpiteco.net

联系电话

非优惠原产地签证 ：010-82217075

优惠原产地签证 ：010-82217068    贸促会原产地服务监督 ：010-82217078

业务邮箱

zhangxiaoru@ccpit.org

flningpei@ccpit.org 

ATA 单证册

出境 ATA 单证册的申办

申请人登陆 ATA 官网申办系统在线提交 ATA 申请，选择“快递”为取证方式。审核通

过后，申请人按担保押金缴纳通知所示的签证机构地址邮寄取证材料。签证机构在材料送达1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签发并回寄 ATA 单证册（材料有误除外）。

进境 ATA 单证册的备案

建议货运代理企业通过电子邮件申请进境 ATA 单证册备案。所需资料 ：进境 ATA 单

证册彩色扫描件（包括绿色封面、货物清单、黄色存根、白色存根）和《进境 ATA 单证册备

案信息表》、《进境 ATA 单证册导入模板》（可登陆 ATA 官网首页“申办文件下载”中获取）。

申请一经通过，申请人电汇费用并通过邮件发送付款水单后，备案将于1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线链接

ATA 官网 ：www.atachina.org

联系电话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 ATA 通关处联系方式签证 ：010-82217038/82217163

核销 ：010-82217011

索赔 ：010-82217037

首都机场 T2办公点 ：010-64595422

首都机场 T3办公点 ：010-64530430

业务邮箱 ：atachina@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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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证明“绿色通道”

申请商事证明书立等出证的企业，可登录商事认证平台，按要求在线上传认证文件及相

关佐证材料，业务人员受理通过后即提交认证资料，收到认证资料当天出具贸促会商事证明

书。申请外交部、使馆认证加急办理的企业，可登录商事认证平台，填报使馆认证信息。因使馆

认证加急时间及要求各异，企业需提交申请并联系业务人员发送电子版即可，中心将安排专

人进行对接，保障最短时间认证完成。

在线链接

http://www.rzccpit.com

联系电话

010-82217060

010-82217061; 010-82217018; 010-82217053; 010-82217166

电子邮箱

ccsc@ccpit.org

中国贸促会网络学堂

“中国贸促会网络学堂”包括报考单信用证专家（CDCS）、保函与备用证专家（CSDG）

考前在线培训课程等，内含20课时丰富的学习内容。所有“中国贸促会网络学堂”苹果手机

用户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知识阶梯”App，或者通过“中国贸促会网络学堂”网页端，凭

现有账号、密码登陆后实现在线端在线学习。

在线链接及手机端获取方式

http://training.ccpit.org

苹果手机用户可在应用商店下载“知识阶梯”

电子邮箱

liutianyi@ccp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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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风

张近东：疫情是对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
的测试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护、避免交叉感染是用工大

户的重中之重。

总部位于南京的苏宁控股集团拥有约28万名员工，

旗下产业多，上下游关联的中小企业多，实体店面多，“面

对面”的服务多。并且，当前还有约12万员工处在一线工

作状态。

如何既做好防疫，又确保经营，同时发挥出大企业社

会责任的示范效应？

2月11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接受了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的书面专访。张近东认为，此次抗疫战对苏

宁来讲是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的一次压力测试。

1 / 疫情或催生经济新业态

《21世纪》：很多企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你有什么建

议和措施？

张近东 ：受新冠肺炎影响，一些行业、一些企业，正

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我们

看到政府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此外，企业特

别是大企业也勇于担当，积极向社会与行业输出资源与

能力，通过高效拉通社会资源，助力经济生产尽快恢复。

一方面企业要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同时要推动行业协同，

抱团取暖，度过难关。越过冬天，就是春天。也许，这个春

天会迟到，但是绝不会缺席。

我注意到，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催生了一批新模

式、新业态、新经济，比如垂直领域生活电商平台、线上线

下融合服务形式等，服务行业或将迎来新的发展。

2019年，苏宁正式完成了线上线下全场景的布局，而

此次抗疫战对苏宁来讲也是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的一次

压力测试。作为大型服务型企业，坚守岗位保障百姓的生

活所需，是最大的责任。基于苏宁的电商、物流以及国际

供应链等产业布局的优势，我们快速响应前线需求，把物

资及时送达 ；同时，发挥苏宁易购、苏宁小店、苏宁菜场、

家乐福等双线渠道在身边的优势，强化在线到家服务，绝

不涨价，严把配送时效，为用户的日常生活物资需求提供

充足保障。

目前看，疫情对一季度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已是

事实，但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经济会较快地回归稳增长

的轨道。缓解以后，中国经济将会迅速企稳，并且前期推

迟的消费和投资会有释放。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

暂时的、阶段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

增长的基本面。

《21世纪》：苏宁目前复工复产情况怎样？疫情对各

个板块业务有何影响和冲击？ 

张近东 ：当前，一些行业企业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

困难和挑战。比如，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

等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为了做好全面防疫保障，苏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目

前还没有正式全面复工。但我们有12万员工抗疫保供一

直在一线坚守岗位，其余岗位员工远程办公协同。

《21世纪》：目前公司上下游企业的状况如何？

张近东 ：疫情发生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蔬菜生鲜

的供应与保障。

为了保障市民的“菜蓝子”，家乐福、苏宁小店及时

协调制定备货计划，协调供应商提前送货，保证货品充足

供应。全国各地的民生商品，特别是肉菜蛋奶都提高了

3-6倍的日订量。

刚刚我调阅了蔬菜的供应情况，目前在保供应、保民

企业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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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领域，上游供应链处于稳健状态，苏宁也将持续发挥物

流等优势，保障居民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

与之同时，针对受影响的加盟商和中小商户，1月31

日，苏宁宣布对旗下苏宁广场、苏宁易购广场合作品牌免

除1月25日 -2月8日期间租金，携手品牌商户共克时艰抗

击疫情，同时在经营赋能、打造安全购物环境等方面升级

服务。

2月9日，工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

其中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疫情

发生以来，苏宁金融提前准备好了融资服务通道，将持续

提供专项融资服务，对于疫情防控相关行业和疫情防控

重点地区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予以优惠利率的融资

支持，为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迟复工或者在家远程办公的背景

下，为帮助企业解决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痛点，苏宁科技面

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苏宁豆芽”, 推出协同办公服务计划。

作为苏宁自主研发的协同办公平台，不仅服务了苏宁28

万员工，还包括超10000家的苏宁零售合作伙伴及其他

企业用户。

2 / 提供超30亿防疫和民生物资

《21世纪》：苏宁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疫情带来

的冲击？

张近东 ：总体上，苏宁保持全集团、全产业不遗余力、

集体作战的力度。

苏宁易购、家乐福、苏宁小店、零售云店等业态，在满

足一线支援需要的基础上，充分保证防护物资、健康商

品、民生产品的供应和价格稳定 ；苏宁物流做到抗疫一

线物资运输的行业担当 ；体育、健康、红孩子等体系，充

分发挥商品和内容的优势，为用户在线提供健身、健康、

育儿相关的体验内容 ；金融为广泛的供应商、中小企业

提供更大力度的信贷支持。

采取“线上下单、到店提货“的苏宁菜场紧急加购、

及时补货。目前苏宁菜场在南京、镇江等地开通提货点接

近220家。从大年初三开始，苏宁菜场蔬菜品类陆续增加

供应，可以达近70种。

苏宁利用全球直采供应链优势，通过6个国家50个

地区超过200名采购人员紧急与近2000家工厂和商户沟

通，组织了价值超过30亿的防疫和民生物资保障供应。

此外，面对湖北武汉等地防疫物资紧缺的状况，苏宁

物流立即开通了绿色通道，免费直达运送来自全国乃至

全球的救援物资。从1月26日起，苏宁物流就在全国多城

市试点“无接触配送”服务，减少与用户 “面对面”接触。

为保证用户和快递员、服务工程师在“最后100米”的交

付安全，最大限度减少近距离接触，降低人传人的几率。

快递员在配送过程中，可电话联系用户确认收货方式，优

先将包裹投递自提柜。其次将包裹放置指定位置，如公司

前台、家门口等，快递员将通过电话和 APP、短信等渠道

通知用户自行取快递。同时，针对苏宁帮客上门安装、清

洗维修等服务，苏宁物流要求服务工程师都佩戴口罩，务

必减少与用户的近距离互动。

我们还将加大对人才的引进，通过在线沟通、视频面

试等“无接触”方式保证正常的人才扩张需求不受到疫

情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大力推进物流、快消等方面

的“人才共享”计划，既缓解社会闲置劳动力的压力，又

能解决在保障民生必需品方面急缺的用人需求。

《21世纪》：苏宁有约28万员工，怎样保障他们的身

心健康？

张近东 ：目前，苏宁有近12万员工坚守在疫情防控

的一线。

苏宁也调配了一系列物资保障一线员工的安全与健

康。以物流为例，苏宁除保障全国各地物流基地、分拨中

心、快递站工作环境，发放口罩，体温枪、口罩、消毒水等

防疫物资，同时将为一线员工增投免费的疫情医疗保险，

并将所有末端配送开始推动使用安心卡，上面会记录配

送快递员的体温，保证用户和快递员的安全。并且在此期

间对每一单的配送进行升格激励。

考虑到员工安全，苏宁除了必要的保障岗位坚守一

线外，其他岗位暂未复工，远程办公协同，但苏宁已在园

区部署多项措施，为即将到来的复工做好准备。

入园时无感红外测温系统，做到无接触大批量筛查 ；

无死角消毒，配备电梯辅助按键、口罩回收桶 ；就餐 ：增

配微波炉，送餐、分批就餐 ；鼓励员工自驾、步行、骑车或

乘坐班车，尽量减少社会公共交通通勤，降低在途感染风

险。驾驶私家车的员工出示工号牌、测温合格后，可免费

将车停进单位。

（来源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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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预警

欧盟：2020年起这些物质出口欧盟将受

限制

近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提醒，以下物质

从2020年开始，在欧盟市场的限制正式生效。

2020年1月2日开始，规定若热敏纸中双酚 A（BPA）

的含量超过0.02%，将不得投放至欧盟市场。欧盟的纸类

制造商从2017年开始已经逐渐使用双酚 S（BPS）替代

BPA。欧盟境内30% 的热敏纸都来自亚洲及美国，随着对

双酚 A 限制的正式生效，欧盟境外相关企业也应满足限

制要求。

2020年1月31日开始，正式禁止浓度大于等于0.1%

的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及十甲基环戊硅氧烷（D5）

在可冲洗化妆品中的使用。

2020年5月9日开始，正式禁止浓度大于等于0.3% 的

1- 甲基 -2- 吡咯烷酮（NMP）或其混合物在制造过程

中用作溶剂或表面沉积介质，除非制造商、进口商和下游

用户采取了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并提供了适当的操作

环境以确保工作人员的暴露水平低于其衍生无影响水平

（DNELs）。

2024年5月9日开始，NMP 用作涂布电线的限制将

生效。

2020年11月1日开始，对33种在纺织品和鞋类中使

用的 CMR（致癌、致突变和生殖毒性）物质的限制正式

生效。

欧亚经济联盟：邮包免关税门槛调整为

200欧元	

俄国际文传电讯社1月3日报道，2020年1月1日起，

自第三国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每个自用商品邮包的免关

税门槛调整为200美元，此前的标准为每月500美元，重

量限额为31千克。若价值超过200欧元或总重超过31千

克，需对超过限额的部分支付15% 的关税，且每千克关税

不低于2欧元。

俄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或将对中国

鱼类和海鲜进口实施限制

俄罗斯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发布消息表示，该部

门在对从中国进口的鱼产品的检测过程中发现违禁物

质，俄方对此表示担忧，称若该情况持续下去，俄方可能

对该产品的进口实施限制。

2019年12月19日，俄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与中国

海关总署代表举行电话交谈。消息中称 ：“俄联邦动植物

卫生监督局表示对从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鱼类和海鲜中

检测到违禁物品深表担忧。这些违禁物包括重金属（砷，

汞和镉）、土霉素以及磺胺二甲嘧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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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限制对欧亚经济联盟以外

的国家 / 地区出口油品

据哈萨克斯坦法律网1月6日报道，哈能源部长2019

年12月13日签署命令，批准禁止或限制自哈萨克斯坦向

欧亚经济联盟关境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出口石油产品，其

中包括轻馏分油、航空燃油、柴油、轻油、甲苯、二甲苯等。

命令自对外公布之日起10日内生效，有效期为6个月。

中老：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合作协议

中国人民银行9日对外宣布，已与老挝银行（老挝

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允许在两国已经

放开的所有经常和资本项下交易中直接使用双方本币结

算。

人民银行表示，中老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合作协

议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老货币金融合作，提升双边本币

使用水平，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新西兰：我国新鲜生姜正式获新西兰准

入

2019年12月20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发布供人类食

用的新鲜生姜进口卫生标准（IHS），标准规定自2019年

12月20日起允许自澳大利亚、中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

亚、泰国等国家的新鲜生姜进口。从中国输往新西兰的生

姜仅需要采取基本措施管理有害生物和疫病，并取消了

对中国输入的新鲜生姜制定出口计划的要求。

最终版本的进口卫生标准详见 ：https ：//www.

biosecurity.govt.nz/law-and-policy/requirements/

ihs-import-health-standards/

土库曼斯坦：海关自2020年起实施通关

货物电子报关程序

土库曼斯坦海关自2020年1月1日起将全面切换至实

施电子申报程序的“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ASYCUDA 

World）。根据土海关署与联合国贸发会议签署的关于推

广“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合作协议，土将在全

国海关分阶段启动通关货物电子申报程序。为实现系统

顺利切换，阿什哈巴德海关为关员举办了相关课程培训。

此前，土方已顺利启用海关过境货物报关子系统，并进

行了该系统出口报关模块的功能测试，经测试成功后于

2019年12月1日正式启用此套系统全部模块功能。

“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是联合国贸发会议与世界

海关组织合作开发的用于自动处理海关数据的计算机系

统，目前该系统已在全球90多个国家 ( 地区 ) 获得使用。

埃塞俄比亚：启动电子海关服务平台

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式启动一站式电子海关服务平

台，该平台将加快贸易商的海关程序，以提高埃塞贸易物

流效率。埃塞总理阿比出席启动仪式。

电子海关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后，贸易商原本需要花

费44个工作日的海关程序将逐渐缩短至3个工作日，这为

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体验。埃塞财政部长阿达内克·阿

贝贝表示，电子服务平台的研发工作长达五年之久，该技

术将在促进和加快贸易流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起步

阶段，公共和私营部门共有16个部委、机构和企业将使用

该电子服务平台，未来将会有更多贸易企业使用该平台。

相关数据中心、管理程序以及法规的准备工作正在展开。

为推进电子海关服务平台新技术，埃塞政府最近宣

布将与物流相关的业务放开给外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

政府还邀请外国公司购买国家垄断的航运和物流企业的

股份。预计埃塞政府的这一举动将提高该国营商便利性。

( 来源 ：商务部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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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在线商机在线

阿里巴巴寻找医疗物资全球供应商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不断发展，阿里巴

巴集团正动员经济体全体力量，全力协助向全国特别是湖

北、武汉医疗机构援助诊疗物资和设备。

1月25日，阿里巴巴宣布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

项基金，用于采购海内外医疗物资，支援国内相关医疗机

构。因目前国内医用口罩、防护服产能不足，采购日趋困

难。公司已派出队伍赴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寻找医疗物

资供应商。现请广大海外中资机构、企业、华侨华人大力支

持，提供生产厂家信息（尤其是 N95口罩），阿里巴巴将第

一时间指派专人对接，尽快采购，支持国内抗击疫情工作。

联系人 ：阿里巴巴集团 国鑫

微信号 ：15822886886

邮箱 ：maoli.gx@alibaba-inc.com

电话 ：010-82217954

010-82217961、15601107889

邮箱 ：tradeinvest@ccpit.org

韩国出口多功能自动激光标线仪

该韩国企业计划对华出口多功能自动激光标线仪

“G3”( 绿光）。

该 G3激光器主要用于室内，最适用于铺设地板。它是

一个水平360度垂直方向的3D 型产品，使用德国 OSRAM

二极管，散发10倍光。

请有意向合作者联系我们。

电话 ：010-82217954    

010-82217961、15601107889

邮箱 ：tradeinvest@ccpit.org

乌克兰出口注塑和薄膜产品原材料（二
级聚合物颗粒）

该乌克兰公司自2010年起一直从事二级聚合物颗粒

的生产，优质聚合物原料的产能约250吨 / 月。

该公司提供以下用于生产注塑产品和薄膜产品的二

级聚合物颗粒 :

1、二级聚合物颗粒 LDPE;

2、二级聚合物颗粒 LLDPE;

3、二级聚合物颗粒 HDPE;

4、根据客户技术要求的各种混合物。

该乌克兰公司已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聚合物产

品制造商合作，现希望对华出口，请有意向合作者联系我

们。

电话 ：010-82217954

010-82217961、15601107889

邮箱 ：tradeinvest@ccpit.org

英国出口银离子抗菌喷雾剂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贸促会驻

英国代表处联系了一家主要生产利用银离子抗菌消毒的

喷雾剂企业，希望可以寻找到中国进口商，将产品用于抗

击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公司简介 ：该英国公司成立于2000年，位于英国中部

城市 Stafford，属于 B2B 性质，主要为各行各业（塑料，

纺织，涂料，纸张行业为主）提供生产助剂，其主要产品

线是 Biomaster 抗菌添加剂，著名的合作伙伴有 Dyson，

Marks & Spencer，Tangle Angel，Adidas 等，在 英 国

国家医疗体系 NHS 也有相关的合作产品。该公司多次获

得国际上重大奖项，其中包括两次英女王贸易奖。

产品简介 ：Biomaster 抗菌织物喷雾剂是该公司研

发的一款 C 端的产品，可用于任何纺织品上，为产品提供

持久的抗菌保护，防止有害微生物例如 ：MRSA，沙门氏

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弯曲杆菌，假单胞菌等多种细菌

和病毒的滋生。

与市面上的消毒喷雾不同，此款喷雾使用的是该公司

的银离子抗菌技术，属于无机抗菌，可以在杀菌的同时提

高长期的抑菌功效，而普通消毒剂只能保持短时间有效，

2个小时后失效。

目前该产品规格为750毫升大瓶装，公司目前计划推

出100毫升和500毫升装，方便携带。

电话 ：010-82217954

010-82217961、15601107889

邮箱 ：tradeinvest@ccpit.org  

（来源 ：中国贸易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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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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