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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带一路”｜ Focus on“the Belt and Road ”

“一带一路” 彰显中国的全球化理念
■文·中国网

西

方世界出现“逆全球化”风潮，而中国接过全球化
大旗，“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对世界自由贸易

体系的承诺和担当。亚欧大陆核心地区的稳定繁荣是中
国崛起的重要外部保障，而“一带一路”正好可以提供该
地区国家最缺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吸收这些国家的失
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
的良性循环。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
也发挥了中国最具资源禀赋的基建领域的独特优势。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sweeps through

层未能及时分享全社会经济增长的福利。而 ２００８ 年金

the western world while China picks up the banner

融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

of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波及全球，
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
自那以后，
世界主要大国，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China shouldered up to

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内部关于贸易保护的声

the free trade system of the world. The stability and

音甚嚣尘上，也直接影响了政治精英的决策。

prosperity of the core area of Eurasian continent is

全球化在西方社会
“不得人心”
，
而中国这个后起之秀，

an important external guarantee to the rise of China.

反而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无论是 ２０１６ 年的 Ｇ２０ 峰会，

Yet, the “Belt and Road” is able to provide funds and

还是 ２０１７ 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习总书记都代表中国领

jobs just in time most needed for countries in this

导决策层坚定推动自由贸易、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region. It offers jobs for unemployed population in

在此时此刻，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

these countries and help them enter a virtuous cycle

者，也是最可能担起重任的全球化领导者。“一带一路”

of employment growth - wealth accumulation - industry

倡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

upgrading. The “Belt and Road” is a useful supplement

国担当。

to the world’s system, as well as plays the unique
strength of China in capital construction with resource
endowments.

全球化中各国的相互依赖 是世界稳定繁荣的
压舱石
托马斯·弗里德曼论及国际关系时提出一个麦当劳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朗普

理论：两个国内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从不打仗。这个

当选美国总统，一系列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被视为

看上去不太严肃的理论在战后却始终灵验。其背后隐含

“全球化”的大幅倒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 ５ 个世纪，全

着这样一条逻辑，随着国际贸易让世界各国的联系空前

球联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停滞，甚至出现“逆

加强，通过贸易获得资源的性价比远高于战争，世界贸

全球化”的声音。

易体系的存在让战争越来越无利可图。

出现这样的状况，深刻表明过去的全球化确实存在

战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但促进了经济

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欧美中下阶

的大繁荣，也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烈度。战争门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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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开放的市场，才能使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然而
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亚洲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国
际援助机构，并不能满足地区需求。
西方每年以转移支付、官方援助的模式向这些落后
国家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助，但是被援助国却越来越陷
入“永久依赖、永久贫困”的状态，这就表明西方国家传
统的援助思路，只是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不可能从
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帮助这些国家“造血”，才能
避免永久性“输血”的局面。
来越高，１９ 世纪那种为了争取市场开放而轻易发动的战
争再难见到，这正是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红利。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
《权力与相互依赖》
一书中指出的，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亚欧国家，实质性的问题在
于产业结构的单一，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它
们的支柱产业，或者是矿石、能源的采掘，或者是农产品
的生产，国民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

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伴随的是动武

过去几年全球需求不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实体

成本的提高、因而也降低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经济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国家失业率严重

大数据也印证了贸易、投资带来的冲突递减。人们常说

增加，特别是青年人口失业率激增。同时国民储蓄率大

“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事实证明贸易也是全球和

幅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储蓄率，即人均负债超过

平的压舱石。

储蓄。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稳定？

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是政治、安全层面实现国际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学习借鉴东亚中、日、韩

合作的后盾。而随着全球化的退潮，经济上的互相割裂

等国家的经验，同为追赶型国家，但它们通过发展先出口

也将波及到其他领域，在核武器、网络安全，甚至气候

导向、后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

谈判层面，国际共识也会更加难以达成。世界银行的数

体系，跻身工业国之列。这种经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据显示，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贸易水平有

发展制造业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配套的工业体系和

了明显下降，直到如今也没有再恢复到此前的增长速度。

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国小力微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白

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国的地缘特点是

手起家、从头开始。

位于亚洲东部的边缘地带，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这一地区

南亚、东南亚，甚至西亚地区——便是中国发展的重要

的崛起提供最重要的资金和就业机会。俗话说，要致富、

腹地。要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亚洲核心

先修路，中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完全可以释放到亚洲国家，

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但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

提供它们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中国国内的产业

投资风险，也将影响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转移，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
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亚洲地区的发展 基础设施是关键
在“一带”与“一路”的沿线地区，各国都有独特的
资源禀赋和发展侧重。但资金不足，一直都是困扰“一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
而非刻意替代

带一路”沿线国家、制约其发展潜力兑现的主要障碍。亚

奥尔森的传世名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充分解释了

洲大部分国家依然有众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始终是主要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很难有人主动为各国都

目标。贫困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甚至出现政

需要的公共产品承担成本。幸运的是，过去几十年，美国

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猖獗。

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系这一公共

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

产品。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在战后构建的“布雷顿森

只有消除贫困和饥饿，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力，实现

林体系”，以及世贸组织、ＩＭＦ、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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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美国，中国也采取欢迎的态度，中美双边全面
经济对话继续推动，未来双边投资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依然
体现中国的禀赋优势
“一带一路”属于“中国创造”，因而也有着深深的
“中国烙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可以
说领先全球。因此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发挥中国所长，
带上了浓浓的基建色彩。
金融合作组织，客观上奠定了战后全球体系的框架。
但是，这套全球体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主
导国的维护能力和意愿。随着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
制造业转移，美国国内的广大工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剥
夺感，进而反对美国继续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朗
普的上台，正是顺应了这种思潮，他也不出所料地退出
ＴＰＰ、重谈北美自贸区。美国的退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
出现供给不足。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开放价值观的背离，美国的
国际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美国依然是唯一
的超级大国，但其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下降，导致国际
治理框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给世界平添了不确定性。
过去这一两年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激增。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过去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
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很多人质疑中国倡导“一
带一路”的真实用意，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世界岛”内部扩大
影响力，以一种“西进”的策略，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
的包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想法依然没有跳脱“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认
为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
国的打算，中国是既有国际规则的后来者和接受者，也
正是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既得利
益者。因此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只是做一
些有益补充。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后提供的补充性的全球公
共产品，而并非挑战美国霸权的、替代现行国际规则的
产物。而且“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欢迎世界
上有能力的国家都来参与合作。例如中国“一带一路”与
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波兰的“琥
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
之路”等实现对接，完全可以与各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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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的基建需求缺口巨大，但现有的国际援助、
多边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数字。而中国倡导的“一
带一路”，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大量中国企业有
着“走出去”的动机，走出国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
将实现企业盈利创收，与国家倡议结合起来，是公共外
交的最佳实践机会。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已经完成建设、建设之中、
刚赢得招标的总计 ２５００ 个“一带一路”项目，发现其具
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将最多的资金、产能投向了中
国擅长的道路交通（公路、铁路、管道、桥梁）、电力设施、
工业园区、
能源开采、
水利设施、
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当然也必须支出，由于跨国投资项目天然存在的政
治、安全、经济、法律风险，本国企业会倾向于投入双边
关系良好、社会稳定、法律完善、经济向好的国家和地区。
同样处于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巴基斯坦，就是中
国最大的投资方向，而经济体量更大、被西方媒体普遍
看好为“下一个中国”的印度，由于和中国的微妙关系，
现阶段只能屈居“巴铁”之后。
每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为国际社
会做出巨大的原创性贡献。罗马征服世界不但靠武力，
也靠宗教和罗马法；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不只靠舰队，也
靠自由贸易、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先进理念；美国作为
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世界构建了联合国、ＷＴＯ 等多
边主义、制度主义的公共产品。
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提供的“一带一路”这一
公共产品，正是作为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为世界作出
的原创性贡献。而且与过去大国有意无意地坚持本国优
先、将世界划分为“中心——边缘”的做法相比，中国主
张的“一带一路”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平等参与，倡导
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体，也书写了
中国版全球化的恢弘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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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专利申请全球第二 “一带一路”知
识产权合作加速
■文 • 中国网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２１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２０１７ 年中国已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国际专

利申请的第二大来源国，仅排在美国之后。中国的华为和
中兴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两家公司。
On March 21st, 2018, the report issued by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indicated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biggest source country for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in 2017, which was second
to the United States. Huawei and ZTE from China are
the two companies making most international patent

度专利申请公开量为 ２７２４ 件，在俄罗斯专利申请公开

applications.

量为 １３５４ 件，专利申请初具规模。
与此同时，２０１７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申请

报告分析了 ２０１７ 年全球各国和企业申请者使用世

专利 ４３１９ 件，较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１７％；在华申请专利的国

界知识产权组织服务的情况。中国是唯一申请量年增长

家新增 ４ 个，国家总数达到 ４１ 个。这反映出沿线国家对

率达到两位数的国家，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每年增长率都高于

中国市场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信心正在不断增加。

１０％。报告预测，以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有望 ３ 年内赶超
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
对国际专利体系的使用大幅增加，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继
续迅速转型，中国的创新者日益把目光投向外面，期待将
自己的创意传播到新市场。”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的专利申请均有
较快增长，体现了专利布局为‘走出去’保驾护航。”国
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司长毕囡说，中国企业海外专
利布局能力不断增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约占全球
经济总量的 ２９％。在创新成为当今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

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

产权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

展和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活跃的专利

在加快。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一

活动，将为“一带一路”建设积聚发展新动能。

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专利申请公开量为 ５６０８ 件，
同比增长 １６％。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京共同签署

“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专利申请继续维持较快增

了《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这是中国政

长，‘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交流初具成效。”国家知

府与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个有关“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

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胡文辉举例说，２０１７ 年，中国在印

作的文件，标志着双方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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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深入合作，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
权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知识产权制度激励
创新、促进开放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地位更加突出。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强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完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推动知识产权国际规
则向着普惠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城市与产业国际合作论
坛在深举行
■文 • 财经国家周刊

２

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和深圳市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新华社国际部、瞭望

智库和智能制造双元职业教育集团协办的“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城市与产业国际合作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 ２３
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近 ３００ 位政界、学界、智库界和企
业界嘉宾参会。
On Januar y 17 th, 2018, Cit y and Industr 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um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Belt and Road”, which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henzhen Municipal

论坛以“城市伙伴·产业合作·智库纽带”为主题，

People’s Government, and sponsored by International

就如何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经贸人文创新合作、

Department of Xinhua News Agency, Liaowang

构建新型城市伙伴关系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Institute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huangyuan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

Vocational Education Group in Shenzhen, which has

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中国公共

attracted nearly 300 guests from politics, academic,

外交协会会长、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中国人民争取和

think tank and business from 23 countries and regions

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洪君，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路耀华，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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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庆生，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
副会长兼秘书长熊梦，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
思康等嘉宾共同宣布开幕。
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指出，深圳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也是中国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
革开放而强。过去的一年，深圳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经
济社会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益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深圳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经过
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
科技合作、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刘庆生表示，在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

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期待亚投行与深圳有
更加紧密的合作。

将秉持“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理念，进一步加强与沿线

于洪君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把握好中亚、

各国各地区的经贸、科技、人文合作交流，携手推动“一

东南亚两个重点地区，把握好共商、共建、共享三项原则，

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实现共同发展。

把握好中国 － 中亚 － 西亚、
中巴、
中国 － 中南半岛、
中蒙俄、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路耀华，国务院参
事室业务二司司长孙维佳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李毅中、

新亚欧大陆、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突破意识形态分歧、
社会制度差异、发展水平鸿沟、新冷战思维。

李肇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于洪君、

王京生阐述了“一带一路”中国开放的新阶段、新境

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使馆特命全权大使杜桑·贝拉、国

界与新格局，他认为，中国开放进入新阶段，主要体现在

务院参事王京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

三个转变：从梯度开放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从短缺经济

吴思康等嘉宾先后作了主旨演讲。

到外溢经济的转变，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积极推动者的

李毅中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转变；中国开放进入新境界，“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和平

基地，珠三角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独特的产业优势，

之路的行动宣誓，是中国推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责任

作为珠三角的重要城市，深圳应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宣誓，是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宣誓；

适度加大投资力度，调整结构，加快建设国际制造业强市，

中国开放形成新格局，体现在空间博大、内容博大、共同

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利益博大、视野博大。

李肇星结合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经历，

李惠武介绍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情况，并

分享了切实的体会，他认为广大青年朋友要心怀感恩祖

对智库合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通过举办论坛会议、

国的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永远听党的话，

开展学术研讨、进行合作研究等形式，加强智库合作密

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

切沟通交流；二是打造政府、智库、业界、媒体等多方参

金立群介绍了亚投行的发展情况，他指出，亚投行
仅用两年时间就与 ５７ 个国家谈判达成一致意见，通过

与的正式交流合作平台，深化沿线国家发展资源更好的
融合；三是注重差异化研究，寻求利益的契合点。

了《章程》和相关政策文件，实施了很多项目，包括涉及

吴思康解析了城市、产业、智库合作对于“一带一路”

４８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建设

建设的重要性，分享了深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性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和肯定，体现了中国

他认为，城市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枢纽，有些城市富可敌国，

的影响力、塑造力。

“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已搭建好合作框架，城市要发挥

金立群表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是两个不同的倡

枢纽和载体作用；沿线大部分还是发展中国家，突出问

议，有不同的使命，但是相互关联的，未来进一步致力于

题是要发展，产业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

促进可持续发展项目，继续支持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项目，

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语言、法律、习俗等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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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智库深入研究，加强了解，增进共识。
吴思康分析了深圳在区位、经贸、产业和金融、企业、
创新等方面的优势，认为深圳未来要建设创新引领型全
球城市，需要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战略平台作用，强

陈建克认为，产业走出去，要很好融入当地，融合创新非
常重要。贾思娜表示，“一带一路”的实质就是要形成强
大的凝聚力，促进区域间的合作与发展。
王文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

化智库纽带作用，更好地与沿线地区开展城市与产业深

争拼实干、精耕细作、综合发力。顾爱乐表示，
“一带一路”

度合作。

是一个全新的战略和开放性平台，能给沿线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瞭望智库董事长兼总裁吴亮主持了主题论坛，

带来机遇，要加强信息交流和文化沟通，让更多欧洲人

希腊雅典副市长亚历山大·莫迪亚诺，克罗地亚地缘经

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战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郭万达

济论坛研究所副所长贾思娜，中欧文化教育协会主席、

提出，
城市间的合作要加强发展战略、
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

欧盟亚洲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顾爱乐，综合开发研究院（深

园区等方面的对接。

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人民大学重阳金融执行院长王文，

论坛还设立了智库纽带、城市伙伴、产业合作、中

正泰集团副总裁陈建克等嘉宾，围绕如何发挥区域及产

医药国际化 ４ 个平行分论坛，中外嘉宾分别就加强政策

业优势，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间的交流等问题

沟通、城市交流、产业合作、中医药国际化展开广泛深

进行了深入探讨。

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建议，增进了各方对“一

亚历山大·莫迪亚诺介绍了雅典发展情况，期待在

带一路”建设的共识，促进了深圳与沿线地区的沟通交流。

智库、技术、创新投资、基础设施方面加强与深圳的合作。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深圳成立服务贸
易企业促进会
■文 • 中新网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 日，专门服务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服务贸易活动的协会—深圳市服务贸易企业

促进会在深圳成立，旨在促进行业联动交流，拓展服务
贸易国际合作渠道，建设国际化开放服务贸易平台，促
进中外服务贸易领域企业的双边合作，加快服务贸易的
发展。
On March 9th, 2018, Shenzhen Trade in Service
Enterprises Council, which offers services for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in service, build international open trade in service

particular, was established in Shenzhen with an aim

platform, promot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to promote industrial assoc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ino-foreign trade in service, and accelerate the

expl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annels for trade

development for trade 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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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促进会目前已吸纳近 １００ 家大型企业会员，未来
会员单位规模将扩展至 ３０００ 家。协会将定期或不定期
召开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引入国际先进的服务管理理念，
推进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进程，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
合作交流，为企业提供更多选择与商机。
服务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会
与主要发起单位之一的深圳市和记润华投资有限公司当
天联合举办首届“一带一路”服务贸易高峰论坛。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驻华参赞，国家相关部委及广东、

的提出，为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转型提供了新的契

深圳商务部门官员，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跨国企业高管，

机与挑战：“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提高服

境内外知名服务贸易企业行业机构代表参加。

务贸易规模和占比、服务贸易行业结构的转型和进一步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进步迅速、规模持续扩大，但

优化升级，
有利于进一步开拓服务贸易的海外市场，
而
“一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占有

带一路”沿线工程投资项目也为中国传统服务贸易行业

率、结构、竞争优势、显性优势等方面差距较大，对国民

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经济贡献有限。

厦门大学新侨研究院院长郑通涛教授认为，“一带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原局长傅西路表示，除了“一

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相应地国

带一路”服务贸易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交流升级，传统货

际人才，当前“一带一路”各国都有各自的高等教育，也

物贸易与新型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更为重要。中国应建

面向国外招收留学生，但是这些学生只是局限于本专业

立科学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促进

的培养，而没有专门专项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要完

政策，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货物贸易行业协会和

成对这类国际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难以

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的合作。

实现的，需要各国之间的教育协作才能完成。

商务部驻昆明原特派员李朝胜认为，应该在推进“一
带一路”倡议逐步成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服务贸易，
增强国际竞争力，增大中国服务贸易的全球占比，从根本
上成为一个服务贸易强国。
据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介绍，２０１７ 年全年，
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４６９９１．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８％，贸
易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特征逐步显现。中国服务
进出口规模有望连续 ４ 年保持全球第二位。
商务部驻深圳特派员李国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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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桂会见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
■文 • 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下午，深圳市市长陈如桂会见了英国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5 th, 2018, Chen

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双方共同出席南方科技大学

Rugui, the mayor of Shenzhen, met Liam Fox,

与伦敦国王学院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英国驻广州总领

the chancell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U.K.. They

事馆总领事梅凯伦，深圳市副市长高自民、深圳市政府

attende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memorandum of

秘书长李廷忠参加相关活动。

cooperation between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and Technology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Karen

文化创意、教育医疗、生命健康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

Maddocks, the British Consul General in Guangzhou,

升合作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Gao Zimin, the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and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和伦敦国王学院校长爱德
华·拜恩签署合作备忘录，两校将重点在生命与健康、

Li Tingzh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Government, joined the activity.

医学、数学、牙科学等领域开展教育及科研合作。

陈如桂、丘海、戴北方会见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晚，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深圳市人

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深圳市领导林洁、郭永航、田夫、

大常委会主任丘海、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会见香

李建华、刘庆生、艾学峰参加活动。

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一行。
双方表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I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31st, 2018, Chen Rugui,

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

mayor of Shenzhen, Qiu Hai,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Committee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推进深港全方位深入交流，进一步加强两地科技、文化、

and Dai Beifang, chairman of CPPCC Shenzhen, met

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the delegation led by Wang Zhimin, director of Liaison

核心引擎和“一带一路”支点，为落实“一国两制”，促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ong

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不断作出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新的贡献。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黄兰发、杨建平、杨健、仇鸿、陈
冬、谭铁牛、何靖，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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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环会见瑞士西区经济发展署署长托马斯·博恩
一行
■文 • 深圳特区报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会见瑞士西

２

以通过瑞士西区经济发展署协助其在瑞士西部地区顺

区经济发展署署长托马斯·博恩一行。吴以环代表

利而高效地投资落户，期待今后为更多有意进入欧洲市

深圳市政府欢迎托马斯·博恩一行来访。

场的深企提供咨询和服务。

吴以环表示，深圳与瑞士西部伯尔尼自建立友城之
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开展了众多务实合作

On March 19th, 2018, Wu Yihuan, deputy mayor

项目，希望借助伯尔尼在精密制造、职业教育方面的优

of Shenzhen, received Thomas Bohn, director of the

势推动双方企业和大学之间的交流，助力“深圳制造”

Swiss West Distri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y,

迈向“深圳智造”的转型。

and his companions. Wu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博恩表示，深圳与伯尔尼产业互补性较强，深企可

on behalf of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高自民会见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一行
■文 • 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深圳市副市长高自民会见前来参

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未来深圳与赫尔辛基应加强大学

加 ２０１８ 深圳时尚家居设计周开幕式的芬兰驻华大

之间在设计教育领域合作与交流，同时将多元化合作模

使肃海岚一行。高自民代表深圳市政府欢迎肃海岚一行

式延伸到科技、经贸、教育和旅游等多个领域。

访问深圳。
高自民表示，深圳是一座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城市，

On March 19th, 2018, Gao Zimin, deputy mayor of

科技、创意和设计充分融合，与友城赫尔辛基拥有很多

Shenzhen, received Jarno Syrjl, the ambassador of

相似性。作为两地合作的典范，中芬设计园成绩显著，

Finland to China, and his companions who attended

孵化了 １ 个上市公司以及 ３００ 余个项目。他希望通过两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henzhen Fashion Home

座城市的友好关系拓展更多务实项目，为中芬两国友好

Design Week 2018. Gao welcomed the delegation on

合作发挥示范作用。

behalf of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肃海岚表示，中芬设计园取得的成功为双方合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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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海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

代表团此次访华正是希望通过友好交流和诚挚的对话，

会见了由美国联邦参议员史蒂夫·戴安斯率领的美

创造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恩
参加会见。

I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25 th, 2018, Qiu Hai,

丘海欢迎代表团一行来访，并介绍了深圳经济社会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发展的情况。他说，深圳是一座开放包容、崇尚创新的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met a delegation

移民城市，国际交往广泛。丘海表示，希望以代表团此

of American congressmen led by Steve Davis,

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the federal sena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Liu En,

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为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做出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积极贡献。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attended

史蒂夫·戴安斯表示，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the meeting.

罗莉会见外国驻穗领事团代表一行
■文·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罗

On January 17th, 2018, Luo Li, Executive Deputy

莉会见了前来旁听深圳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政府工

Director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作报告的外国驻穗领事团代表一行。

received the delegation of f oreign consuls in

罗莉说，深圳致力于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创

Guangzhou, who were present to listen to the work

新之都，需要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地成功经验，希望各

report of the 6th Session of the 6th National People's

国驻穗总领事继续关注深圳，为加强深圳与世界各国政

Congress of Shenzhen.

府、企业、社会和民间交流与合作拓展更多新渠道。
驻穗领团团长、乌干达驻穗总领事索罗曼·鲁提嘉
表示，深圳以创新驱动引领未来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城市
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他们将发挥各自国家的优
势为深圳创新发展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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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外事办罗军副主任率队
调研国际平台

Luo Jun, Deputy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L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ISTB

２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16th, 2018, Luo Jun, Deputy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l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ISTB, and joined the meeting
with Xie Zhaoji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nd
representatives of institutions settled in ISTB. Qian Hongjie,
Director of Consular 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Huang Guoping, director of News
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Ye Lan, director of Foreign Safety Office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Lei Haiyun, deputy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Office of Shenzhen,
accompanied the investigation.
Kang Shaochen,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troduced the architecture, operation mode, service
mechanism of ISTB in detail,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ISTB in 14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Later,
representatives of Nordic Trade House, Finland, BulgariaChina Business Council, Belgium - Luxemburg - Africa
- Carbbean Pacific Countries Group Association, New
Zeal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and La Rioja Economic and
Trade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Argentina, etc., introduced
the performance and difficulties they met, such as the
registration.
Luo Jun has fully affirmed the operation mode of
ISTB and expressed the importance they attached to
the registration problem. At last, Xie Zhaojie expressed
their thankfulness to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rovided
by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henzhen, and hoped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grant great
support to ISTB, so as further to promote the “introduction”
and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ISTB.

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下午，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罗军率队调研了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与

深圳市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谢照杰及几家国
际平台入驻机构代表进行座谈。广东省外办领事处处长
钱红洁、广东省外办新闻处处长黄国平、广东省外办涉
外安全处处长叶蓝、深圳市外办涉外管理处副处长雷海
云陪同调研。
深圳市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国际合作部康少臣
部长首先向罗军副主任一行详细介绍了国际平台的架构、
运作模式、服务机制及其成立十四年来的功能和作用。
随后，芬兰诺鼎经贸技术合作中心、保加利亚 － 中国商
业发展协会、比利时 － 卢森堡 － 非洲 － 加勒比太平洋国
家集团商会、新西兰商业联合协会、阿根廷拉里奥哈省
经贸文化协会等机构代表介绍了机构的工作成绩及在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如机构注册问题等。
罗军副主任对国际平台的运作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表示对机构所提出来的注册问题会予以充分的重视。
最后，谢照杰副主任感谢广东省外办、深圳市外办一直
以来给予平台的支持与帮助，希望广东省外办、深圳市
外办继续给予国际平台大力的支持，进一步推进平台的
“引进来”“走出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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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2017
年度工作交流会顺利举行

Work Exchange Meeting of ISTB
2017 Was Held Smoothly

２

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２０１７

年度工作交流会顺利举行，近四十家入驻机构代表

欢聚一堂，共同交流和总结 ２０１７ 年度的工作。深圳市科
技创新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陈颖、深圳市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谢照杰出席会议，深圳市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副调研员侯斌主持会议。
国际合作部康少臣部长首先回顾了平台 ２０１７ 年度所
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
目前，平台已有自 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８ 家海外机构。
２０１７ 年引进了阿根廷拉里奥哈省经贸文化协会、法国深圳
投资促进会、智利国家进出口商会入驻国际平台；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成功举办主题为“一带一路”与创新的第十届建设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国际会议；全年共举办咖啡时光活动、
讲座、论坛、沙龙 ４０ 余次，累计与会人员达 ７００ 余人。另
外，平台积极搭建入驻机构与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外国
使领馆、行业协会和企业交流联动的公共服务平台；深圳
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大厦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望在 ２０１８
年开始设计蓝图。
随后，机构各代表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汇报机构在
本年度所做的工作，感谢平台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今
后会与各家机构更好地沟通交流，分享彼此的资源。据介
绍，各机构在 ２０１７ 年的工作异彩纷呈，有力地促进了深圳
与各国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深圳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谢照杰对
国际平台的整体工作也进行了总结讲话。希望平台各机构
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引进来”、“走出去”工作，促进
深圳与其他国家在技术转移方面的工作，为深圳建设有国
际影响力的技术转移中心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政策法规处陈颖副处长
对平台的整体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将进一步深入了
解各机构的具体工作，希望各机构今后继续支持深圳市科
创委工作，会后如有新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及时联系反馈。
希望国际平台继续发挥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桥梁作用，
促进深圳国际化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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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nd, 2018, Work Exchange
Meeting of ISTB 2017 was held smoothly. Representatives
from nearly 40 institutions gathered together to
communicate and sum up the work in 2017. Chen Ying,
deputy director of Policy and Rule Division of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and Xie
Zhaojie, head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ttended the meeting,
which was presided by Hou Bin,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Kang Shaochen,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reviewed the work and
performance of ISTB in 2017, and proposed the work plan
for next year. At present, ISTB has 48 foreign institutions
from 33 countries and regions settled in. In 2017, La Rioja
Economic and Trade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Argentina,
France Shenzhen Investment Association, 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le settled in ISTB.
In November 2017, the 10th World-class High-tech Park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of
“Belt and Road” and innovation was held successfully. Over
40 salons, cafe hour activities, lectures, and forums were
organized a year with over 700 attendants. On the other
hand, USTB has actively built a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o connect settled-in institutions with departments of
Shenzhen government, foreign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s. ISTB Building has
made breakthrough in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blueprint is
expected to begin in 2018.
Later,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institution made speech
activel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report their w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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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They expressed their thankfulness to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ISTB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o as to share their resources.
It is said that all institutions have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2017, and promoted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other countr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etc.
Xie Zhaojie, head of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also
summed up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ISTB, who wished
all institutions to work harder and further carry out the plan
of “introduction” and “going global”, promote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other countries,
hence making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henzhen’s plan of
build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center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Finally, Chen Ying, Deputy Director of Policy and Rule
Division of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fully affirmed the overall work of ISTB and

expressed the willingness to further understand specific
work of each institution. He wished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o the wor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of Shenzhen. All new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welcomed. He wished to see ISTB
playing the role of a bridge for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南山区科创局刘石明局长率队 Liu Shiming, Direct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调研国际平台
Bureau of Nanshan District, Led a
Delegation to Investigate ISTB

２

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刘石

明局长率队调研了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深圳市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谢照杰向刘局长介绍了

国际平台成立十四年来的历程及成效，希望南山区在今后
的工作中能予以平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刘局长表示，国
际平台作出的成绩也是南山区的成绩，更是深圳市科技创
新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双方要加强市区联动，共同为
机构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I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4th, 2018, Liu Shiming,
Directo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reau of
Nanshan District, led a delegation to investigate ISTB. Xie
Zhaojie, deputy director of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f
ISTB in 14 years, who expressed the wish to get mor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Nanshan District in the future.
Mr. Liu said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ISTB were the
achievements of Nanshan District,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Shenzhen. In the
future, both parties shall reinforce the association to offer
better services for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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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小产业和产业园组织副主
席访问国际平台

Vice Chairman of Iran Small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Park
Organization Visited ISTB

２

I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2nd, 2018, Sulejmani, the
Vice Chairman of Iran Small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Park
Organization,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ISTB, who were
received by Kang Shaochen,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Mr.
Kang introduced the situations of Shenzhen High-tech Zone
and ISTB in detail.
Mr. Sulejmani also introduced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Iran Small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Park Organization and
hoped that Shenzhen would reinforce trade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Iran. He also hoped to establish an office
in ISTB, so a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SMEs from
two sides, especially cooperation in IT, food R&D, fashion,
gold jewelry,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herbal medicin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ation, Iran Small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Park Organization (ISIPO) is subordinate to
Ministry of Industry, Mining and Trade of Iran, which mainly
provides infrastructures and services for SMEs. It has
offered extremely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oreign investors.
There isn’t any limit to investment scale and financial
contribution for foreign companies in the park. Besides, it is
convenient to transfer capitals, profits and incomes. Foreign
investors enjoy equal treatment with local investors and
takes up smaller non-commercial risks like land requisi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currency transfer and interference.
There ar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ies
offering insurance.
Ali Masari, economic consul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Iran in Guangzhou, and Yang Zhe, Director of Harbin
Fore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enter,
visited ISTB as companions.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伊朗小产业和产业园组织副主

席苏莱曼尼率代表团访问了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深圳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国际合作部康少臣
部长接待苏莱曼尼副主席一行，并详细介绍了深圳高新
区和国际平台的情况。
苏莱曼尼副主席介绍了伊朗小产业和产业园组织的职
能和作用，希望伊朗与深圳加紧商贸科技合作，也希望能
在平台设立办事处促进双方中小企业的合作，尤其在 ＩＴ、
食品研发、服装、黄金饰品、汽车制造、中草药等各个领域
开展合作。
据介绍，伊朗小产业和产业园组织（ＩＳＩＰＯ）隶属伊朗
工业、矿业与贸易部，主要提供企业的基础设施和中小企
业所需要的服务。产业园对外国投资者提供非常优惠的条
件，园区企业的外国投资规模和出资没有限制，资本、利润
和收益转移便利，
外国投资者享受本土投资者的平等待遇，
覆盖占地征用和国有化、货币转移和干扰的非商业风险少，
并有保险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
随行访问的还有伊朗驻广州总领馆经济领事阿里·马
萨伊里、哈尔滨对外科技合作中心主任杨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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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巴淡岛自由贸易区管理委
员会代表团访问国际平台

Management Committee
Delegation of Batam Free
Trade Zone from Indonesia
Visited ISTB

２

O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15th, 2018,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Delegation of Batam Free Trade Zone from
Indonesia visited ISTB.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included
9 people, such as Ms. Sally, the principal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Mr. Sudoso, Chairman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Delegation of Batam Free Trade
Zone, Mr. Jazu, Director of the Technical Planning Bureau
of Batam Free Trade Zone, Mr. Robbie, Director of the
Customs Facility Department of the Indonesian Customs
Administration, and Mr. Yimy, the Finance and Customs
Consular Officer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Indonesia in
Hong Kong.
Xie Zhaojie,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Na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hosted the delegation and introduced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ISTB to
them. Besides, he answered the questions proposed by the
delegation about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such
as the industrial layout, R&D priorities, how to enter hightech enterprises,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other issues.
It is understood that Batam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Kepulauan Riau of Indonesia. It faces Singapore across
the sea and is the main part of Batam City with the same
name. Population is 1.08 million, and area is 715 square
kilometers. In 1971 Batam became the first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Indonesia, and became the free trade
zone in 1978. In 2016, the Indonesian Central Government
announced Batam as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Batam is
the second largest tourist destination after Bali in Indonesia
and enjoys the name of “Little Bali”.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印尼巴淡岛自由贸易区管理

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代表团

成员包括印尼大学首席研究员萨丽女士，印尼巴淡岛自
由贸易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杉多梭先生，印尼巴淡岛自由贸
易区技术规划局局长贾作先生，印尼海关总署海关设施
总监罗比先生，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财务和海关领事亿
米先生等一行 ９ 人。
深圳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中心负责人谢照杰接
待代表团一行，向其介绍了深圳高新区和国际平台的基本
情况，并回答了代表团成员提出的深圳高新区企业的产业
布局、研发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入驻、人才引进等一
系列问题。
据了解，巴淡岛是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省最大的岛屿，
与新加坡隔海相望，是同名的巴淡市的主要组织部分。人
口 １０８ 万，面积 ７１５ 平方公里。１９７１ 年巴淡成为印尼首个
经济开发区，１９７８ 年成为免税区。２０１６ 年，印尼中央政府
宣布巴淡岛为经济特区。巴淡岛是印尼国内仅次于巴厘岛
的第二大旅游目的地，享有“小巴厘岛”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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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一个地球基金会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
■文·深圳市外事办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下午，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

（ 以下简称“ＳＦＩＥＣ”） 携手世界自然基金会 （ 以下简

称“ＷＷＦ”） 和一个地球基金会 （ 以下简称“ＯＰＦ”） 在
深圳国家基因库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 （ＭＯＵ），旨在推动
环境保护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ＷＷＦ 的全球总
干事及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
重要时刻，并聆听了 ＳＦＩＥＣ 秘书长曹聪关于“深系澜湄”
项目的介绍。
I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7th, 2018, Shenzhen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peration
(SFIEC for short) signed three-party cooperation

接着，在王石，ＳＦＩＥＣ 理事、华大基因副总裁朱岩

memorandum with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梅，ＷＷＦ 的 全 球 总 干 事 Ｍａｒｃｏ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越 南 总

(WWF) and One Planet Fund (OPF) to promote

干 事 Ｔｈｉｎｈ Ｖａｎ Ｎｇｏｃ、缅 甸 总 干 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or animal

Ｃｈｒｉｓｔｙ、泰国总干事 Ｙｏｗａｌａｋ Ｔｈｉａｒａｃｈｏｗ 等的见证下，

protection related fields. Global secretary-general of

ＳＦＩＥＣ 与 ＷＷＦ、ＯＰＦ 签署三方 ＭＯＵ，计划未来三年

WWF,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Myanmar, Thailand

将继续支持环保国际合作并拟在澜湄流域推广包括“深

and Vietnam, etc., witnessed this important moment

系澜湄”项目集群中“湄公河太阳村”在内的相关项目。

jointly and listened to the project introduction of “

此次，ＷＷＦ、ＯＰＦ 与 ＳＦＩＥＣ 的强强联合将为深圳

Shen Xi Lan Mei” made by Cao Cong, secretary-

建设国际化城市，共同描绘“深系澜湄”的宏伟蓝图注

general of SFIEC.

入一股强大动力。

三方签署 MOU 推动澜湄流域环保合作成亮
点

“深系澜湄”项目惠及东南亚多国
“深系澜湄”项目集群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正式发布

ＳＦＩＥＣ 主席、ＯＰＦ 理事会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王

亮相。其中，“深圳特区建设经验共享体系”、由华大基

石发表讲话，呼吁深圳 ＮＧＯ 携手传递环保正能量，共

因牵头实施的“地中海贫血和耳聋基因筛查”和致力于

同面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

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湄公河太阳村”三大项目已被国家

ＳＦＩＥＣ 秘书长曹聪向与会来宾介绍了基金会去年重

纳入澜湄合作第二批合作项目名单。此外，基金会未来

磅推出的“深系澜湄”品牌项目集群，“深系澜湄”品牌

还将联合余彭年慈善基金会开展“湄公河光明行”，切

项目主要聚集民间力量，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湄公河国

实提升澜湄流域国家的眼科医疗水平。

家全方位友好合作出谋划策、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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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太阳村”项目为保障有关地区公共区域夜
间照明及居民基本生活用电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提升
澜湄国家公共服务水平。
“湄公河光明行”项目通过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及
眼科疾病筛查，帮助澜湄国家提升眼科医疗水平。

战略合作伙伴简介
ＷＷＦ 成立于 １９６１ 年，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规
模最大的、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
其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ＯＰＦ 则 是 一 个 注 册 在 深 圳 前 海自贸区、诞 生 于
经济发展软实力建设，促进发掘双边合作商机，促进澜

２０１７ 年的年轻社会组织，
其宗旨是打造一个立足于深圳、

湄地区与深圳互联互通，帮助澜湄国家更准确地寻找海

汇集深圳企业家力量的环保平台，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

外合作机遇和市场。

降低生态足迹、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创造人类

“地中海贫血和耳聋基因筛查”项目通过先进的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因筛查检测技术，帮助澜湄地区人民避免由于基因问题
患先天性地中海贫血和耳聋疾病，走出因病致贫困境。

乐土沃森国际生命科技中心落户深圳生物谷
■文·深圳特区报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启动

Biology Valley Baguang Core Initiation Area in Dapeng

仪式在大鹏新区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举

New District. Ai Xuefeng, Deputy Mayor of Shenzhen,

行。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市科

Prof. James Watson, the winner of Nobel Prize, senior

技专家委员会高级顾问、“ＤＮＡ 之父”詹姆斯·沃森教

consultant of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深圳市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王京东，党工委副书记、

Expert Committee, and “father of DNA”, Wang

管委会主任李勇，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

Jingdong, Secretary of Shenzhen Dapeng New District

南方科技大学乐土精准医学研究院理事长马蔚华，乐土

Party Work Committee, Li Yong, Deputy Secretary of

投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等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

Party Work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Ma Weihua, Director General of National

th

In the morning of March 16 , 2018, the ope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utcome Transformation

ceremony of Cheerland Watson Life Science and

Guidance Foundation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echnology Center was held in Shenzhen International

Cheerland Precise Medicin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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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中心的重点开发片区，还被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范围，享受国家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各项政策及
配套措施。
可以说，正是大鹏新区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
动区这棵“梧桐树”日益成长、壮大，才引得“金凤凰”
前来入驻。目前，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各项
开发建设全面加快，已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项目 ９０
个，累计完成投资 ８４ 亿元，配套园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投入使用，完成招商引资 ６．３８ 亿元，新增落户企业 ５３ 家，
２７ 个项目陆续投产，生物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Sou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iu

据了解，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的项目规划用地面

Ruyin, Chairman of Cheerland Investment Group, etc.,

积为 ９．６４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为 ２９ 亿元，总建筑面积

joined the ceremon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约 １６．０１ 万平方米，计划 ３ 年内建成投产。其中，科学研

project.

究中心首期的建筑面积约 ５．７５ 万平方米，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完工；科技项目引进转化中心首期建筑面积约 １０．２６ 万

据了解，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项目是大鹏新区贯

平方米，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完工。

彻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展生物和生命健康产业的战

此外，科学研究中心还将建设 ２．０９ 万平方米的开放

略部署，引导相关产业在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

式公共服务平台（首期）和 ３．６６ 万平方米的诺奖 － 院士

区高质量、高标准、高端化集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工作室，两项工程计划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完工。乐土投资集团

乐土集团能够充分发挥詹姆斯·沃森先生在国际科
学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力引进国际一流的优秀企业、

董事长刘如银透露，
预计项目投产 ３ 年内产值将达 ８ 亿元，
５ 年内达到 ２０ 亿元。

项目和团队，推动形成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生命科技产
的生物产业集聚基地。大鹏新区将一如既往地为乐土沃

构建产学研医会“综合体” 建立世界一流生
命科技研发中心

森生命科技中心项目提供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营造

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启动仪式的举行，标志着诺

业体系，打造国际领先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知名

最好的投资环境，全力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ＤＮＡ 之父”詹姆斯·沃森
先生带领的团队及研究机构正式落户深圳国际生物谷坝

坝光引来“金凤凰” 投产 5 年产值将达 20
亿元

光核心启动区。中心的总体定位为世界一流生命科技的

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是深圳市 ２０１８ 年度重大项

生命科技英雄汇聚之港、世界顶级健康科技的研创教育

目，也是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引进的首个重

圣地、全球生命科技产业转化高地和深圳创新精准医疗

点项目。当前，深圳正在抢抓“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

体系的稳固基石”。

研发中心和项目管理中心，主要目标是建立“国际一流的

区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等机遇，加快建设全球科技

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将打造科学研究中心、科技

产业创新中心，努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

项目引进转化中心、产品开发生产中心、医学中心和国际

大鹏新区作为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引擎、引领

生物科技交流中心等五大中心，构建集“产、学、研、医、会”

粤东北崛起的战略平台，是深圳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

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发展模式，推动深圳成为世界生命科

新兴产业的重要布局点。

技产业重镇。

２０１７ 年，
深圳国际生物谷被纳入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作为项目的投资方，乐土集团将坚持“高起点规划、

十大核心创新平台，坝光核心启动区获批全市首批 ７ 大

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高质量经营”的建设原则，科

“未来产业集聚区”之一，也是深圳市建设国际科技、产

学合理安排工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争取尽早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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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产业。
另一方面，中心实验室拟打造为科研和产业服务的
开放式公共平台，旨在为生物医药行业研发人员提供优
质、开放性服务。中心计划从“大装置，大平台，大机构”
的三个层面的建立涵盖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领域和技术的
八个平台。分别是基因治疗平台、细胞治疗平台、大分子
生物药开发平台、创新小分子药物开发平台、蛋白质结
构学平台、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模式动物平台、人工智
乐土投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表示，经过几年的投资和产

能健康管理平台、医疗器械及体外诊断产品申报平台等。

业布局，乐土目前聚焦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

这些平台覆盖了精准医学领域的主要最新前沿技术领域，

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落户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

可以为整个深圳国际生物谷、深圳市乃至华南地区提供

动区，将成为乐土未来精准医疗产业腾飞的基地。

全产业链的服务和技术支撑。

该项目将充分发挥詹姆斯·沃森教授作为生物学术
“虹吸”效应，从而构筑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生命科技

四个诺奖及院士研究所人选初定 詹姆斯·沃
森领衔一个诺奖研究所

产业体系，形成生命科技创新研发集聚中心，有助于深

诺奖及院士研究中心将设立四大研究所，其中包括

圳生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特色构建，提升深圳在

三个诺奖研究所和一个院士研究所。三大诺奖研究所分

生命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对深圳抢占生物和生命健

别是：沃森研究所、绍斯塔克研究所、卡佩奇研究所和

康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全球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

父子院士——魏斯曼研究所。

领域权威的号召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团队落户，形成

沃森研究所

打造世界顶级资源“英雄汇” 八大平台提供
全产业链技术服务支撑

沃森研究所是乐土沃森生命科学中心主要组成部分，
由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领队，拟引入 ６ 名院士（１ 名备

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将规划建设以詹姆斯·沃森

选院士），２ 名院士级教授，设立 ５ 大实验室，研究方向

为领军人物的诺奖得主科学家研究所、院士专属工作室

包括癌症治疗，干细胞治疗及生物医药中药新药研发等。

和配套实验室。与世界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一

绍斯塔克研究所

批世界领先、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验室集群；建设聚焦精

绍斯塔克研究所是由诺奖得主 Ｊａｃｋ Ｓｚｏｓｔａｋ 领衔，

准医学方向的中心实验室作为公共服务平台，配套引进

研究方向为基于新型核酸技术的液体活检技术及抗病毒

一批国际先进的大型专业仪器设备，并将引进第三方检

药物研究，设立新型核酸技术实验室。

测机构，同时与国内外研究机构达成合作。

卡佩奇研究所

“科学研究中心”是产业核心驱动力的来源，以突破
性的科学研究、应用技术与核心专利等为基础，推动从
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化进程；成熟的产业项
目陆续进驻“科技项目引进转化中心”，逐步形成产业项
目快速发展的核心基地，服务于全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在项目建成投产 ５ 年内完成 ３ 个研究所、１５ 个以上
院士级科学家实验室落户；引进诺奖得主 ２ 名、国内外
院士 １２ 名，并引进至少 ５ 个以上乙方投资的重点生命科
技项目进入转化中心。转化中心应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

卡 佩奇研究所是由沃森的弟子，诺奖得主 Ｍａｒｉｏ
Ｃａｐｅｃｃｈｉ 领衔，拟引入 ４ 名院士（２ 名备选院士），设立
５ 大实验室，研究方向包括人类遗传病诊断，癌症治疗
靶点研究，脑科学神经相关疾病研究等。
魏斯曼研究所
魏 斯 曼 研 究 所 是 父 子 双 院 士 研 究 所，由 父
亲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Ｍ．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院 士， 儿 子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
Ｗｅｉｓｓｍａｎ 院士共同领衔，设立癌症基因组学实验室，
研究方向为开发新的技术研究肿瘤并发掘新的直接及间
接靶点。

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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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华大基因在深圳国际生物谷
投资建设的规模，国家基因库的位置，以及滨海生态科
学小城建成后的人口规模等等。
沃森表示，深圳国际生物谷的规划吸引了他，这里的
面积是美国冷泉港的数倍。他正在思考冷泉港研究机构
的发展方向，以及未来与深圳国际生物谷的合作方式等。
临行前，沃森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坝光核心启动区规划手
册，带回去认真研究。
随后，沃森来到国家基因库考察。考察结束时，展厅
内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工作人员送上了为沃

90 高龄的“DNA 之父”从大洋彼岸走来
将致力攻克癌症
“今天我非常高兴，在这温暖的季节，见证新实验室

森定制的生日蛋糕。此前，大鹏新区食堂工作人员特意
做了一碗长寿面，为沃森提前过了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特
色的生日。

的奠基，见证新技术的发展和新的药品的产生。”在乐土

当天下午，深圳市委主要领导会见了沃森和乐土投

沃森生命科技中心启动仪式上，即将迎来 ９０ 岁生日的沃

资集团董事长刘如银先生等，并表示欢迎包括沃森教授

森，神采奕奕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在内的科研人才和团队来深开展交流合作，加快建设现

沃森在致辞中表示，在过去的至少 ５０ 多年里，他热
情地致力于生命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
中美两国增进友谊和促进合作作贡献。

里，他将继续保持这样的热情。这段时间，他一直致力

回到美国后，沃森经过深思熟虑给深圳市委领导和

于癌症治疗药品的研究，尤其是从基因、化学角度突破

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深圳创新发展的信心和

寻找新的方法，如今，中国伙伴的加入，投入更多地人力、

落户深圳的愿望。说起沃森落户大鹏新区的缘由，他表

资金共同推进成果，相信在过去 ５０ 多年的研究基础之上，

示乐土集团功不可没，是他们对深圳创新能力信心和深

将破解人类基因的秘密，寻找人类生命的源泉。希望共

圳国际生物谷未来发展广阔前景的判断，指引他走进深

同努力可以开发出更多高效的药品，
建设更加高端的医院，

圳国际生物谷。

为病患带来更好的治疗环境。

据乐土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乐土投资集团下

在随后召开的 ２０１８ 深圳国际精准医疗峰会上，沃森

设乐土生命科技投资、乐土精准医疗、乐土投资、乐土

做了“攻克癌症，造福大众”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余生

置业四个板块。集团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波士

将致力于攻克癌症的研究，更广泛地造福人类。启动仪

顿等地投资过程中，与沃森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式上，沃森和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一起为乐土沃森国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乐土投资集团与沃森正式签署

际生命科技中心奠基。此时距离沃森第一次到访大鹏仅

合作协议，聘请沃森教授为乐土投资集团科学总顾问，

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并同乐土投资集团一起共同引进国内外的顶级科学家、

据多次与沃森接触的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沃森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非常敏捷，判断非常

诺奖得主及知名院士等，全力推动“深圳乐土沃森生命
科技中心”的建设。

准确，做事十分果断。沃森在回忆第一次考察大鹏新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２ 日，乐土投资集团与大鹏新区管理

的经历时曾表示，大鹏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和深圳国际

委员会在深圳市政府新闻发布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

生物谷宏伟的规划，让他在考察时就萌生了落户的想法。

动“深圳乐土沃森生命科技中心”项目，并确定由深圳市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上午，沃森在其 ８９ 岁生日前一天
到访大鹏新区考察深圳国际生物谷和国家基因库。在深
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临时展馆沙盘前，沃森神
情专注地听取了相关介绍。随后，沃森向新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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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基因及细胞产学研基地落户深圳
■文·中国商报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２０１８ 深圳生命健康科学会议在

深圳坂田云里智能园举行，中外生命健康专家团队

齐聚于此，共同探讨基因与细胞医学发展对人类疾病治
疗的影响。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校长柯林斯教授，麻省
大学医学院科维拉教授，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当选
主席、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讲席高光坪教授，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特聘专家连祺周博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学
者、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等专家及百余政企代表、
行业人士出席了大会。
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校长柯林斯教授

On March 23rd, 2018, Shenzhen Life and Health
Science Conference 2018 was held in Shenzhen

麻省大学医学院科维拉教授则分享了目前其所在的

Bantian Cloud Smart Park, which has gathered life

医学院已可以从很少的细胞中提取脂肪干细胞，而健康

and health expert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discuss

的脂肪干细胞置入人体可促进损坏或缺陷细胞的恢复。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ne and cell

与此同时，麻省大学医学院已发现了多重促进脂肪干细

medicine to disease treatment. Prof. Collins, dean of

胞成长的元素。这一技术将为治疗 ＩＩ 型糖尿病等产生重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Prof.

大影响。

Kovila from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当选主席、美国麻省大学

School, Prof. Gao Guangping, chairman of American

医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高光坪在大会发言中，详细分析当

Society of Gene & Cell Therapy and chair professor

代基因治疗的几种方法。他表示，基因干细胞移植技术

of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Dr.

已成熟，目前该技术的医学治疗方法主要分为体外基因

Lian Qizhou, expert of Shenzhen Hospital of Peking

治疗和体内基因治疗。

University, He Jiankui, scholar of “Ten-thousand

体外基因治疗，即：患者通过基因检测获悉问题源

Talents Plan” of Chin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头，提取自身有问题的患病细胞，“拿出来”进行体外

Sou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ne

基因修复，待改造完成后再“送回人体”，这一疗法采

hundred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and peers from

取“１ 人 １ 药”，精准医疗。而体内基因治疗，是针对糖

the industry attended the ceremony.

尿病、中风等疾病的基因及细胞缺陷分析，并研发出可“１
药对万人”生物制剂，注入体内，进行体内基因治疗。

会上，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校长柯林斯介绍了麻省

目前，以上两种治疗方法刚刚起步，目前世界上已

大学医学院教育、科研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机制及生物科

发现的罕见病多达 ７０００ 种到上万种，研究前景广阔和

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希望能与深圳及中国扩大合作领

经济价值非常广阔。

域，提高合作层次，将生物科学、基因细胞治疗等技术
运用到实际中。

基因测序是实现基因治疗的先决条件。会上，国家
“千人计划”特聘学者、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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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目前，细胞储存年限为 ２０ 年，在这 ２０ 年里，如
医疗成效达到理论与其，储存细胞可用于治疗癌症、糖
尿病、中风、帕金森、脊柱损伤等。
大会同期举行了签约仪式，宣布中国基因集团基因
及细胞全产业链产学研转化基地正式落户深圳坂田。
据了解，该基地位于深圳坂田云里智能园，旗下包
括中科普瑞、华云生物、华云基因、爱邦保险及投资的
瀚海基因等，６ 层总面积达 １．５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分别
包括华云生物细胞银行、华云基因生命科学体验馆、中
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科维拉教授

科普瑞基因组学实验室、基因细胞治疗及 ＤＮＡ 疫苗临
床研发中心及中国基因研发办公区等，总投资额达 １０

队则在大会上分享了他们研发生产的亚洲首台单分子测

亿元，将全面依托香港大学、麻省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多

序仪，贺建奎表示，过去十年，由于测序仪和核心试剂

位教授，建立世界级基因及细胞全产业链产学研转化基

相关技术因为技术壁垒较高，基本为外企垄断，国内企

地，大力推动深圳地区精准医疗的加速发展。

业多为检测服务提供商，集中在中游市场。这些检测服
务提供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上游仪器和试剂供
应商依赖严重，几乎无议价能力，难以降低成本。
因此，贺建奎和团队成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密歇
根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回国后开始了本土测序仪的研发，
目前其推出的单分子测序仪属第三代产品，拥有核心专
利 ７０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０ 余项，得到科技部重点研
发计划和深圳市“孔雀团队”项目资助。
大会现场，亦有专家表示，基因和细胞治疗还可通
过细胞银行来储存健康、有活力的细胞，以预防和治疗

首届《中以 IT 合作创新论坛》在深成功举办
■文·深圳晚报

为

了切实落实中以两国科技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签署的关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joint statement of

于加强双边科技合作的联合声明，推动中以技术

strengthening bilate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创新和产业研发合作，
支持两地企业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

cooperation signed in August 2011 of the Ministry

新工艺和新材料的联合研发工作，深化国际化联合科技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Iran, and

创新新契机。现代商业发展研究中心自 ２０１８ 年发起《中

promote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y-research

以 ＩＴ 合作创新论坛》。

cooperation, support companies on both sid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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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e in new technology, new product, new
process and new material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the new opportunity of innov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international level. Modern Busines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issued Sino-Iran IT
Cooperation Innovation Forum since 2018.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首届论坛以物联网及智能装备
为主题，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等机构共同主办，

生、以色列航空公司 ＥＬ－ＡＬ 代表 Ｒａｃｈｅｌ Ｚａｇｏｒｙ、以色

并与《中国 ＩＴ 领袖峰会》同期顺利召开。

列 Ｒｅｗａｌｋ 代 表 ＡｖｉＬｕｄｏｍｉｒｓｋｉ 等 在内 １１ 位 行 业 领 袖

本次论坛是深圳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以论坛，
邀请了 ３０ 多家以色列高科技企业来深，深圳市科创委、
南山区科创局等主管部门领导出席了论坛。论坛还吸引

嘉宾，均对中以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
论坛同时举办“中以 ＩＴ 技术商业化”深度对接活动。

了来自香港、深圳全国各地物联网及智能装备领域的学

以色列高科技企业代表们分享最新科技资讯，并与在场

术界、产业界、投资界等代表和中外科技合作等方面专

的中国企业一对一对接洽谈。全程由专业机构为双方企
业提供精准匹配服务，现代商业发展研究中心的技术顾
问、投资顾问、产业顾问、知识产权顾问，现场协助中
以双方人士，从简单交流到技术匹配，直至双方合作价
值挖掘。论坛举办形式新颖，服务形式独特。
此次论坛充分发挥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港校
在深产学研机构及现代商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商业机构
的优势，开拓技术商业化服务，开启对各中外平台机构
等方面的服务新模式，成功将一场高峰论坛，推进到中
外 ＩＴ 合作的专业交易会。

家 ４００ 余人参加。此论坛的召开，预示着中以合作在粤

据悉，组委会现正在就论坛洽谈成果进行紧张的梳

港澳大湾区，从政府引导合作阶段已迈向市场化合作进

理工作，并预告《中以 ＩＴ 合作创新论坛》将每年 ３ 月于

程。

中国深圳举办，现已开始接受中国及以色列企业，包括

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孟庆虎教授作了“医疗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前景”

各中以平台机构、专业机构预约报名，持续推进中以间
共同探讨 ＩＴ 合作的创新之路。

的主题演讲，全球知名物联网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信息
工程系邢国良教授作了“移动健康、智能家居及环境监
测物联网系统研究及应用”的主题分享。
以色列企业 ＡＰＭ 及 Ｂｅｂｅａｒ 公司代表介绍了以色
列在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技术创新机制与企业管理经
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政策法规处陈颖副处长详细
讲解了中以产业技术合作的相关政策。现代商业发展研
究中心院长王大伟女士与在座各领域专家，探讨了中以
合作创新在粤港澳的发展前景。
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郑汉其院长、深圳
创新设计研究院赵宇波执行院长、大众飞行总裁张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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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城市建设 ｜ International City Construction

AITech“极智未来”2018 国际智能科技峰会在
深圳举行
■文·南方网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３１ 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指导，深

２

级人工智能产业、学术、投资界精英跨界共聚，有效推

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

动了产学研资深度结合，加速 ＡＩ 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

盟、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的 ＡＩ 领

化。”对于此次峰会召开的意义，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新

域顶级盛会——ＡＩＴｅｃｈ“极智未来”２０１８ 国际智能科技

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负责人表示：“峰

峰会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

会从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标准化以及安全保障体系的
探讨，势必引领 ＡＩ 走向更加安全、有序的生态，为 ＡＩ

On Mar ch 30

th

st

- 31 , 2018, AITech (2018

社群带来更完善、更适合发展的环境。”

Internation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Summit) was

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表现如何？深圳市政协副主

held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And this

席张晓莉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深圳市相继出台人工智

top event in the AI field was guided by Shenzhen

能相关的产业规划及扶持政策，布局建设一批重大工程，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d hosted by

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研发、制造、服务和国际合作基地，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Longgang District, the

目前深圳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智能制造、智

Audiovisual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

能汽车、无人机等领域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深圳

of Zhongguancun and the Industry Technology

在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名榜位居第八。

Innovation Strategic Alliance of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于深圳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未来布局，张晓莉说到：
“接下来，深圳将以服务国家战略、引领产业趋势为己任，
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一创新领域的新风口新契机，深入

此次峰会以“极智未来”为主题，探索“科技引领、

贯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积极利用在制造业

系统布局、市场主导、开源开放”的新一代发展模式。

及智能硬件方面的巨大优势，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

１０００ 余名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翘楚、

融合发展，加快推动智能制造、智能汽车、智能医疗、

投资机构代表齐聚龙岗，探索人工智能的未来，共话

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大规模运用。”

合作、共谋发展。

而作为主办方之一的龙岗区，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

据悉，本次峰会共分 ２ 场主论坛、４ 场深度专题论

已覆盖产学研用等多个领域和环节，发展势头良好。集

坛，就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和产业实战展开对话，在人工

聚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等

智能技术应用、产学研资深度结合、热点技术应用案例

一大批高端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

等方面进行剖析及探讨。峰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高文院

深圳市龙岗区区长戴斌表示，未来，龙岗区将依托

士，徐扬生院士，丁文华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

空间、政策、服务等优势，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资源的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暨图灵奖获得者 Ｊｏｈｎ

布局，加快引进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

Ｅ．Ｈｏｐｃｒｏｆｔ，以及 ６ 位 ＩＥＥＥ Ｆｅｌｌｏｗ 等 １０ 位重量级知名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

专家学者参加并发表专题演讲。此外，峰会应用了国内

重超过 ６０％，成为驱动发展的强大引擎。龙岗区将以此

首家人工智能会议管理系统，多项前沿 ＡＩ“黑科技”亮

次峰会为契机，加强与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合

相展示，并对外开放应用场景体验。

作，共同打造创新发展、智能科技的“新龙岗”。

“此次 ＡＩ 领域年度盛典的成功举办，将实现全球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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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evel Exchanges ｜ 高端对话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 ：开启满满
“设计感”的“双创”合作新模式
■文·孙锦

２

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市外事办的安排和陪同下，

岚笑称，其实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深圳，就可以用

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接受专访。就任刚刚半年的芬

Ｓｌｕｓｈ，
因为深圳正在成为梦想、
进取、
创业、
创新的代名词，

兰驻华大使肃海岚近日首次访问深圳，然而，来自赫尔

他希望未来的 Ｓｌｕｓｈ 可以来到深圳举行。

辛基的他对于友城深圳却一点都不陌生，“无设计、不生
活”，两座“设计感”满满的友城为中芬之间的合作开创
了“中芬设计园”这样富有借鉴意义的模式。

因设计而结缘的友城
一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另一
座是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评定的“世界设计之都”，在

On Mar ch 18 th, 2018, under the company
and arrangement of Foreign Affairs Company of
Shenzhen, Jarno Syrjl, the ambassador of Finland
to China, receiv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Mr. Jarno
visited Shenzhen for the first time six months after
he assumed the job. However, Shenzhen is not an
unknown city to Mr. Jarno, because the sister city with
sharp sense of design has created a meaningful mode
of “Sino-Finland Design Park”.
在肃海岚的字典里，深圳与“Ｓｌｕｓｈ”是一对近义词，
创立于芬兰的世界知名创新创业大会 Ｓｌｕｓｈ 已成为全球
范围内“梦想、进取、创业、创新”的代名词，肃海岚期
待两地创业者、设计师共同孵化创意，实现 Ｓｌｕｓｈ 的核
心理念：助力下一代征服世界的公司取得成功。

深圳与“Slush”的契合度
说起芬兰的创新，很多人都会自然地想到 Ｓｌｕｓｈ 芬
兰创新创业大会，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每年一届的 Ｓｌｕｓｈ 成
为欧洲同类型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初创公司盛典，其
受关注程度早已是全球范围的，近年来每年都会选择不
同的具有创新特质的城市举行。
肃海岚说，Ｓｌｕｓｈ 是“半融的雪、雪泥”之意。２００８ 年，
芬兰阿尔托大学的一些学生和愤怒的小鸟 Ｒｏｖｉ 公司首席
市场官选择它作为初创企业大会的名字，“Ｓｌｕｓｈ”代表
着用独特的方式思考。
Ｓｌｕｓｈ 几乎每年都发生着改变，但不变的是其核心
理念：助力下一代征服世界的公司取得成功，“Ｓｌｕｓｈ”
也因此成为“梦想、进取、创业、创新”的代名词。肃海

因设计而结缘友城的两地市民心目中，有一个特别的地
方让彼此更加熟悉，这就是位于深圳的中芬设计园，也
是两市结好之后的典范合作项目。
“中芬设计园的模式非常适合创新创业，通过跨国
团队孵化项目来推动科技、创意、设计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这种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产业的跨国合作。”肃海岚认为，
创新不仅仅是前沿技术研发，更重要的是转化到实体经
济的制造环节，中芬设计园中孵化出催生消费升级的智
能硬件产品适合中小创新企业的发展。
他表示，芬兰新的就业机会有一半以上是由上千家
快速成长的中小公司提供的，有些初创公司具有相当大
的发展潜力，Ｓｌｕｓｈ 就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了吸引外资的
许多机会。

充满“设计感”的社会创新
“创新不仅仅是在科技研发领域，设计也不只是产
品的设计，还有社会领域的创新与设计。”对于设计和
创新的话题，肃海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设
计不仅仅是物品的设计，更是服务的设计。设计理念在
城市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整个城市的规
划、管理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去设计更好的福利制度、
公共交通、城市建筑等等，希望通过设计建造一个更好
的未来的社会，这就是社会创新。
作为城市管理的创新之举，赫尔辛基 ２０１７ 年设立
一个新职位：城市设计总监。肃海岚表示，芬兰的设计
基因无处不在，其重要的体现在于经典设计不是贵族和
上流社会的专属，平民设计与经典设计之间并没有距离。
当设计可以提供全新的、更佳的解决方案来满足社会需
求时，这就不难理解设置新职位的理由，参与性设计在
城市管理中因其能够减少公众抱怨而越来越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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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关注 ｜ Policy Concern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解读
■文·商务部

为

加强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管理工作，建立健

全部门间信息统一归集和共享机制，
切实防范风险，

促进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共
同发布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istration (approval) report, establish
complete and uniform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for different departments, prevent risks

向好。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盈利和持平的境外中资企业

and promot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for

占比超过 ７０％。深化我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境外中资

foreign investment, Ministry of Commerce, People’s

企业实现年均境外纳税 ２７９ 亿美元，年均雇佣外方员工

Bank of China,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超 １００ 万人。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

但同时也应看我国对外投资领域还存在一些体制性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hina Securities

制度性的问题和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投资的

Regulatory Commission,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发展。如：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的管理模式尚未有明显改

Commiss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Bureau have issued

观；监管合力尚未有效形成；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和水平与

Temporary Methods of Foreign Investment Registration

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等。

(Approval Repo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ethods)
jointly on January 25th, 2018.

针对上述问题，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效防范风
险，引导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

《办法》出台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营行为的若干意见》，要求补足制度短板，逐步形成放管
结合、风险控制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国务院进一步明确

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要求加强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一带一路”

部门间信息统一归集和共享机制。

建设，切实推进对外投资领域各项工作，一方面简政放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为新时代

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防范风险，确保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工作指明了方向。商务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健康有序开展。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

五年来，对外投资成效显著，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照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的要求，

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 ２ 位，存量跃

会同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

升至第 ６ 位。对外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化工、电力、机

局等部门，在总结现行对外投资管理实践、借鉴国际经验

器人等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领域对外投资增多，服务国

的基础上，形成了《办法》。

内经济发展作用日益显著。境外中资企业经济效益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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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作为新时代对外投资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

Policy Concern ｜ 政策关注

在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统一汇总、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举措，旨在实现对外投资事前、
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推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可持
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大局。

《办法》的主要亮点
《办法》作为引导和规范对外投资发展的一项重要
基础性制度，制定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具体举措：
《办法》建立了“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
联合惩戒”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
管理分级分类是指各部门依据国务院赋予的对外投

的所有空壳公司，管理部门均不予备案或核准。

资管理职责开展相应的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工作，

这种“穿透式”管理有利于掌握对外投资资金真实去

既包括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又包括金融类对外投资，实现

向，同时也有利于政府部门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精准服

了全口径对外投资管理。

务和保障。但同时要强调，这种管理不是无限穿透，最终

信息统一归口是指商务部牵头对外投资备案（核准）

目的地企业再开展的投资活动不属于现行对外投资管理

报告信息统一汇总，各部门定期将备案（核准）信息和报

范畴，无需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手续。

告信息通报商务部。商务部对信息进行归类汇总，并发

《办法》明确“凡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

送各部门共享共用。各部门根据汇总信息开展监测报告、
分析预警、有效干预等工作。

《办法》规定境内投资主体完成对外投资备案（核准）
手续后，均应按相关规定，向相应的主管部门定期报送对

违规联合惩戒一方面是指如境内投资主体未按《办

外投资关键环节信息，境内投资主体报送信息的具体内

法》规定履行相应义务的，商务部将会同相关主管部门视

容、途径、频率等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另行制定；当

情采取提醒、约谈、通报等措施；另一方面是指如发现境

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出现重大不利事件或突发安全事

内投资主体存在偷逃税款、骗取外汇等行为，管理部门将

件时，按“一事一报”原则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相

把有关问题线索转交税务、公安、工商、外汇管理等部门

关主管部门将情况通报商务部。

依法处理。

《办法》明确对外投资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方式

《办法》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按照“鼓励发展 +
负面清单”进行管理
目前，商务部等部门实行“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监管方式”的要求，
《办法》
规定了重点督察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相结合的
事中事后监管方式。

管理方式。为深化简政放权，商务部等部门将在此基础

一方面，考虑到重大情形投资可能会带来较大风险，

上积极推进“鼓励发展 ＋ 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负面清单

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既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我国对外

明确限制类、禁止类对外投资行业领域和方向。这有利于

形象，因此需重点关注，进行重点督察；另一方面，通过

有效引导境内投资主体预期和行为，提高政策透明度和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将所有对外投资备案

稳定性，进一步便利境内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

（核准）报告信息纳入检查对象名录库，实现对外投资事

《办法》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

中事后监管全覆盖。

理原则

《办法》明确强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办法》规定对外投资备案或核准的对象是境外设

为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办法》规定“鼓励相

立的企业，这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同时进一步明确

关主管部门运用电子政务手段实行对外投资网上备案（核

该境外设立企业为最终目的地企业，最终目的地指境内投

准）管理，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为切

资主体投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

实做好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的归集汇总、监测

对于境内投资主体投资到最终目的地企业的路径上设立

报告、预警分析等工作，商务部建立“境外企业和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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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联络服务平台”，与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共用，形成
合力，共同做好对外投资监管工作。

和机构。
在第三章“报告”中，规定了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
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对负责的境内投资主体报送

《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 ６ 章 ２６ 条，主要包括总则、备案和核准、
报告、监管、事后举措、附则。主要内容为：
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了商务、金融、国资等主
管部门依各自职能依法开展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备案
（核准）报告等工作，按照“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原则，
形成监管合力。
在第二章“备案和核准”中，规定了人民银行、国务
院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将每个月度办理的对
外投资备案（核准）事项情况，于次月 １５ 个工作日内通

的对外投资信息，
每半年后 １个月内通报商务部统一汇总。
商务部定期将汇总信息反馈给上述部门和机构。同时相
关主管部门应按照本部门职责和分工，充分利用商务部
汇总收集的信息，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在第四章“监管”中，规定了相关主管部门每半年将
重点督查和随机抽查的情况通报商务部汇总。
在第五章“事后举措”中，规定了相关主管部门对境
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违规违法行应实施的惩戒措施。
在第六章“附则”中，规定了中央管理的其他单位对
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报商务部汇总。商务部定期将汇总信息反馈给上述部门

《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
解读
■文·深圳特区报

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率

pioneer of “four insists, three supports and two leading

预期的营商环境，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深圳等特

positions”, and the essential choice to accelerate the

大城市的战略使命，是深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and

神的战略行动，是勇当“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dvance zone.

前列”尖兵的战略举措，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必然选择。

It is the strategic miss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granted to super large cities like Shenzhen to take the
lead to enlarge business environment reform, create
stable, fair, transparent and foresee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strategic action of
Shenzhen to implement the guidelines of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 strategic measure to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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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
力度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正式印发。《若
干措施》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标国际一流，对深圳营
商环境进行系统谋划、设计和改革，期望通过强有力的
改革来营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

措施重在改革上发力而不是突出优惠政策
谈及此次出台《若干措施》的背景和意义，深圳市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
革力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习近
平总书记赋予深圳等特大城市的战略使命，是深圳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战略行动，是勇当“四个坚持、
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尖兵的战略举措，是加快建

开展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专项清理行动，对越权收费、

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

超标准收费、自设收费、重复收费的项目实行行政追责

必然选择。

和经济处罚。

“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深圳的营商环境是相当不

“在我们调研中，除了成本上升问题，发展空间问题

错的，但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还是有不少的差距，需要

企业反映也比较强烈。”吴思康说，针对此，《若干措施》

进一步对营商环境进行系统谋划、设计和改革。”吴思

提出了加大“工改工”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工业“上楼”、

康说。

提高产业用地容积率等一系列措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若干措施》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

《若干措施》还针对随意涨租金的问题，提出“开展房屋

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 ６ 方面，

租赁管理立法，明确租赁当事人权利义务，实施分级分

提出 ２０ 大改革措施、１２６ 个政策点。“但文件总字数只

类价格管理，按片区对厂房、写字楼、出租屋的租金进

有 ６０００ 字左右，没有大段的‘前言后语’，而是突出了

行引导，促进租赁房屋租期和租金稳定，必要时进行租

干货，
含金量非常高，
几乎一句话就是一项政策、
一项改革、

金管制”的有力措施。

一项任务。”吴思康列举《若干措施》的特点时如是说。
施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为参照，有的甚至提出

开辟多种新型融资方式 中小微企业融资不再
难

了更高的要求，“还有一个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突出改

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在于营造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

吴思康还认为，《若干措施》对标国际一流，不少措

革，而不是突出优惠政策，在改革上发力，通过改革从根

展环境。《若干措施》中提出，要实施工业用地保护制度、

本上来完善特区的营商环境”。

优化产业空间资源配置；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
低企业税费负担；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提供更全面

为企业“减负”约 1300 亿元
深圳企业反映较突出的成本上升问题在《若干措施》

的创新支持。
深圳土地资源有限，用地成本居高不下。吴思康表示，

中得到了不少回应。吴思康说，《若干措施》提出要营造

《若干措施》针对这一特点，提出了加大“工改工”政策

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

支持力度，鼓励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符合规划的产

本和税费负担，预计能为企业减负高达约 １３００ 亿元。

业用地加快入市。值得一提的是，深圳还将鼓励建设高

比如，降低用电成本，落实输配电价改革措施，合理
调降广东电网趸售深圳电量和电价，推进本市企业参与

层工业楼，提高产业用地容积率。
“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同一

南方电网区域内跨省自主购电并直接结算，实现工商业

道坎”
，
而在《若干措施》中，
也将有解决方案。吴思康表示，

用电成本下降 １０％。严格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

深圳将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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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发行城市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战略性新兴产业、
“双创”孵化、配电网建设、社会领域产业等国家重点支
持的专项债券。同时，扩大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简
化办理手续，对银行向本市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主
发放的首笔贷款和信用贷款（限于企业经营用途），按照
坏账损失补偿 ５０％，最高限额 ２００ 万元。
“尤其是鼓励银行开展特许经营权、政府采购订单、
收费权、知识产权新型融资方式。”吴思康表示，凭着这
一规定，财政部门可出具证明文件，让中小微企业获得
新的融资方式。而且，深圳还将完善天使投资人鼓励政策，
设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对初创企业
的投入；通过推广创业创新金融平台应用，不断提高中
小微企业融资效率。

人才优先承租人才住房，符合条件的可申请购买建筑面
积 ９０ 平方米以下的人才住房。同时，探索人才住房先租

探索设立 100 亿元中试创新基金
深圳是创新之都。吴思康说，《若干措施》对创新的
支持不仅力度更大，而且更为全面。
“比如，创新中经常会碰到单个产品创新没有问题，
但一旦规模化生产就会出现问题，针对此，《若干措施》
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中试环节的支持力度。”吴思康解读说，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以市场化方式探索设立 １００ 亿元
中试创新基金，支持中试基地、中试生产线建设，加快推
进创新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

后买、以租抵购制度，
以及建立人才住房封闭流转机制等。
针对越来越多海外人才回流深圳的现状，
《若干措施》
明确提出，要为海外人才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深
圳合法工作或者创业的，具有世界知名大学学士学位及
以上的留学归国人才、外籍人才、港澳台专业人才及其
配偶、子女，可在人才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创新
创业支持等方面，按有关规定享受市民待遇。
吴思康说：“这些规定将有效解决海外人才在深圳
就业创业的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
《若干措施》
还创新提出实施创新验证计划，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立“创新验证中心”，联合
专业机构打造市场化、
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
提供创业孵化、投融资管理全流程服务。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若干措施》着墨颇多的地方。”
吴思康说，为营造良好的创新范围，《若干措施》提出实
施最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率先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加
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在提高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标准、
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等方面先行先
试。

建立完善的财产权保护机制
企业和企业家的财产权如何得到有效保护？《若干
措施》提出要建立完善的财产权保护机制。落实国家产
权保护法规和政策，率先建立定期专项检查制度，强化
责任追究。制定涉案财产处置细则，明确区分个人财产
和企业法人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合法财产和违法所得等标准和规范。
“这些规定能够让企业家在深圳创业更加安心、放
心。”吴思康说，除此之外，《若干措施》还对涉企行政
执法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提出要分类制定实施行政裁

建立人才住房封闭流转机制
在目前深圳的营商环境中，高房价一直被诟病，也是
不少企业引进人才时遇到的难题之一。“《若干措施》可
以说在以前出台的解决人才住房问题的措施和基础上进
行了大胆突破，提出了更加优惠的人才住房政策。”吴思
康说，比如，《若干措施》规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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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权基准制度，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并通过门户
网站等向社会公开。
在涉企执法部门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
建立执法行为事中事后监督问责机制。行政执法过程全
面配置使用执法记录仪，实现执法环节全程可追溯。坚
决依法查处滥用行政权力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等。

Prospective Industry Focus ｜ 前瞻产业聚焦

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中国出货量下降 国产品
牌手机全球出货逆势增长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

２

０１８ 年，几个主流的市场研究机构先后发布了智能

图表 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情况

手机的调查数据，其中最为权威的两大机构 ＩＤＣ

（单位：％）

和 TrendForce 分别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IDC 主要统计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在中国的出货量，
１２％

TrendForce 则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的出货量。

－５％

In 2018, several mainstream market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published the research data of smart
phones. IDC and TrendForce, the most authoritative
：

institutes, analyzed smart phone market in China from
two angles respectively. IDC mainly calculated the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sales to dealers of global smart phones in China while
TrendForce calculated the sales to dealers of Chinese
smart phones to the world.

位数增长，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现饱
和、国产品牌竞争力加大的叠加效应。（见图表 １）

2017 年 中 国 智 能 手 机 市 场 是 衰 退 还 是 增
长？

IDC：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在中国出货量遭遇滑铁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是全球智能手机品牌中国出货量高

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呈现出非常有意思

速发展的三年，苹果智能手机在全球引发了手机革命，

的对比：一方面是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在中国的出货量的

但是由于 ＩＯＳ 系统的封闭性，中国智能手机起步迟迟较

下滑，另一方面是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全球出货量实现两

为落后；随着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发布 Ａｎｄｒｏｉｄ 系统后，由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 系统自身的开源性，使得中国许多手机厂商都纷
纷进入智能手机领域，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手机革命行动，
这三年我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年均增长 １１０％。２０１５
年由于技术壁垒和国产山寨机等原因，全球智能手机品
牌中国出货量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出货量仅仅提高
２．６％。
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日趋饱和，消费者对新设
备的需求放缓，根据 ＩＤＣ 的数据，２０１７ 年全球智能手机
品牌中国出货量为 ４．４４３ 亿部，较 ２０１６ 年 ４．６７３ 亿部下
滑 ４．９％，这也是全球智能手机品牌中国出货量首次出现
负增长。（见图表 ２）
TrendForce：2017 年中国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实现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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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全球智能手机品牌中国出货量

图表 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出货量在全球

（单位：百万部，％）

的比重变化（单位：％）
６０％
４７．３％

５０％

４５．９％
３９．６％

３９．３％

４８．２％

４１．３％

４０％
３０．２％
３０％

２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全球份额（％）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出

小米、ＯＰＰＯ、ｖｉｖｏ 这几大品牌，这也体现了国产智能手

货总和达 ７．０２６ 亿部，同比增长 １１．７％，除了在 ２０１４ 年

机品牌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见图表 ４）

受山寨机影响增速下滑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两位数的

2017 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排名 华为
居第一

增长。（见图表 ３）

从曾经的“中华酷联”
，到“乐华小魅”
，再到如今的“华
图表 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全球出货量变化
情况（单位：百万部，％）

迅速衰落，而另一方面，像小米、ＯＰＰＯ、ｖｉｖｏ 这样走线

８００

１２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８０％

５００

６０％

４００
４０％

３００

２０％

２００

米维欧”，依赖于运营商的传统手机厂商优势渐失并且
上和公开渠道的手机厂商迅速崛起，当前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就是五强之争（华为、小米、ＯＰＰＯ、ｖｉｖｏ、苹果）。
可以看到，除了华为屹立不倒，其他品牌几经更迭。（见
图表 ５）
近年来，华为不断投入高额资金在研发上，成立海

０％

１００
０

－２０％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全球出货量（百万部）

图表 ５：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华为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

同比增长（％）

排名变化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第1

目前，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出货总量更是超越三星、苹
果总和，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４８．２％，这也意味全球前十

第2

第2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名品牌中，每二部智能手机就有近一部是中国品牌，现
阶段的国际手机品牌大厂生存空间将受到挤压。
从中国品牌在全球的地位变化来看，２０１３ 年曾经达

第4

第4

2013年

2014年

到一个小高峰，但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山寨机”，除
去山寨机外的国产品牌份额不到三成。２０１４ 年之后，国
产手机品牌龙头渐成雏形，山寨机的市场空间几乎被压
缩为零，现在国产品牌的份额有七成以上来自于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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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独立开发应用处理器芯片，累积的知识产权，让华为

图表 ８：历年来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ＴＯＰ 企业及当年份额
（单位：％）

智能手机销往全球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提告，功能性与质
感方面也能与国际大品牌相提并论。

华为
２０．４％

三星
１８．７％

现阶段华为高端智能手机皆搭载海思的麒麟系列应
用处理器，但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仍持续与高通、联发

小米
１２．４％

科合作，加上华为与全球电信商关系良好，继 ２０１５ 年华

小米
１５．１％

ＯＰＰＯ
１６．８％

为出货量突破一亿部大关，２０１７ 年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出
货 １．５３ 亿部，坐稳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第三位；其中，国
内出货量以 ９０９０ 万部高居首位，中国市场份额达到了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４％，相比 ２０１６ 年继续大增 １８．６％。（见图表 ６、７）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从三星到华为，中国智能手
机的 ＮＯ．１ 换了四个品牌：三星、小米、ＯＰＰＯ、华为。
（见

国内 １．４８ 亿部），挤下小米、联想，位居全球第四名及

图表 ８）
２０１６ 年，ＯＰＰＯ、ｖｉｖｏ 在成功的销售策略、创新技

第五名，在国内市场分别位居第一名及第三名。２０１７ 年，

术带动下，生产数量异军突起，合计达 １．８ 亿部（其中，

ＯＰＰＯ 国内出货 ８０５０ 万台，市场占有率为 １８．１％，继
２０１６ 年大幅增长 １２２．２％ 之后，２０１７ 年仍然有 ２．７％ 的
增长，但仍然不敌华为 １８．６％ 的增速，才当了一年“老大”

图表 ６：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

就退居第二。

（单位：百万部，％）
１８０

６０％
１５３．１

１６０

１３９．３

１４０
１２０

５０％
４０％

１０６．６

６０

此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小米，在 ２０１６ 年经历了最困难

９０．９

１００
８０

小米手机经历了最困难的 2016 年 2017 年
实现涅盘

７３．８

３０％

７６．６

６２．９

２０％

４１．１

４０

１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华为－全球出货量（百万部）

华为－中国出货量（百万部）

同比增长－全球（％）

同比增长－中国（％）

一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全球出货量蝉联中国第一的小米，
在 ２０１６ 年全球跌出了全球前五，被 ＩＤＣ 归在了“其他”
归类里，在中国的份额也从 １５．１％ 降至 ８．９％，而之前位
列小米之后的华为、ＯＰＰＯ 和 ｖｉｖｏ，完成了后来居上。
（见
图表 ９）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彼时，业界纷纷嘲笑雷军在 ２０１６ 年初定下的“销售

图表 ７：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华为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不断提高

图表 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小米手机市场份额变化

（单位：％）

（单位：百万部，％）

２５％
２０．４％
２０％

１５．１％

１６％
１４％

１２．４％

１６．４％
１５％

１０％

１２．４％

１２％

１４．６％

８．９％

１０％
９．３％

９．７％

８％
９．５％

１０．４％

７．４％

５％
５．１％

６％

５．３％
６．３％

４％

５．７％

４．４％

４．９％
３．６％

２％
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华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华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０％

２．１％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小米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小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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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破 １０００ 亿元”的目标，也没有任何人看好小米的未来，

市场已经进入“消耗战”阶段。在这种存量市场博弈下，

都断言小米的“屌丝”定位是其失败之根本，但小米却

中国品牌前五的手机厂商要找到较大的增量，唯有继续

在众多质疑声中打了个翻身仗，海外市场尤其是印度市

消灭二、三线品牌。所以 ２０１８ 年对于 ５－１０ 名厂商来说

场的拓展，和在实体店新零售上的发力，使 ２０１７ 年小米

危机感比较强烈，如何巩固原有的用户群体是当务之急。

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了 ７６．０％，在国内也实现了 ３２．６％

如果能成功度过 ２０１８ 年，未来则还有机会迎接 ５Ｇ 市场

的增长，可谓表现十分出色。（见图表 １０）

变革，那时还有再崛起机会。（见图表 １１）

国产智能手机品牌高歌踊进 苹果下滑愈发厉
害

图表 １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小米手机出货量变化
（单位：百万部，％）

总体来看，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表现强劲，国
８０％

１００
９０

６０％

８０

４０％

７０
６０

２０％

５０
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１０
０

－６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小米－全球出货量（百万部）

小米－中国出货量（百万部）

同比增长－全球（％）

同比增长－中国（％）

内国外全面开花，虽然 ＩＤＣ 和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 数据稍有出入，
但大方向是相同的，那就是：小米、ＯＰＰＯ 和 ｖｉｖｏ 均实
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见图表 １２）
以 ＩＤＣ 数据为例，２０１７ 年小米的智能手机产量增长
了 ７４．５％，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功不可没；ＯＰＰＯ 和 ｖｉｖｏ
在 ２０１７ 年的表现同样不俗，智能手机产量较 ２０１６ 年分
别增长 １２．０％ 和 １４．７％。（见图表 １３）
与 之 形 成 对 比 的 是，新 款 高 价 ｉＰｈｏｎｅ Ｘ 的 需 求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不如预期那么强劲，使得苹果在中国市场遭遇了两连
降，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分 别下降 ２３．２％、８．３％；但 好 在

图表 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集中度不断提

的消费者，使其在全球的出货量实现了 ０．２％ 的小幅增长。

高（单位：％）
９０％

＞８０％

（见图表 １４）

７５．７％

８０％
６６．５％

７０％
６０％

ｉＰｈｏｎｅ 整体阵容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吸引了更广泛

５５．１％

５５．８％

５９．７％

图表 １２：ＩＤＣ、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 五大智能手机品牌全球出货

５０％
４０％

量增速对比（单位：％）

３０％
２０％

８０％

１０％

７６．０％
７４．５％

７０％

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Ｅ

中国智能手机品牌集中度（％）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６０％
５０％
４０％
３０％
１９．５％

２０％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 2017 年
达 75%

１４．７％

１７．８％
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７％
９．９％

０％
小米

ｖｉｖｏ
ＴｒｅｎｄＦｏｒｃｅ

ＯＰＰＯ

华为
ＩＤＣ

２．５％

０．２％

苹果

可以看到，我国智能手机市场集中度在加速提高，
２０１７ 年前五家厂商市场份额超过了 ７５％，留给剩下所
有厂商仅 ２４．３％，这显示出了目前市场处于极度分化状
态。
对于 ２０１８ 年，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中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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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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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１３：２０１７ 年五大智能手机品牌全球及中国出货量

图表 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苹果出货量增速变化（单位：％）

增速情况（单位：％）
７４．５％

８０％

５０％

６０％

４０％

５０％

３０％

４０％

３２．６％

１４．７％

１０％

１０％

１８．６％
１２．０％

９．９％

２．７％
小米

ｖｉｖｏ
－０．８％

ＯＰＰＯ

华为

苹果
－８．３％

－２０％
２０１７年全球出货量增速（％）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１０％

２０．２％

２０％

３０％
２０％

５６．０％

６０％

７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出货量增速（％）

－１０％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７．０％

２０１７年
－８．３％

－２０％
－２３．２％

－３０％
苹果－全球出货量增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苹果－中国出货量增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 年智能手机 14 大主流应用趋势：你的下
一部手机将是这样的！
■文·前瞻网

在

已经逝去的 ２０１７ 年，除了 ｉＰｈｏｎｅ Ｘ、华为 Ｍａｔｅ
１０ 等不多几部机型有所看点以外，智能手机领域

整体似乎波澜不惊，创新力匮乏。但看似平庸的 ２０１７ 年
其实酝酿了诸多新技术，２０１８ 年有望开启智能手机新一
轮的创新周期，最大的推动力就是 ＡＩ、ＡＲ、５Ｇ、新型面
板等技术的同步成熟与融合。国外知名科技消费产品媒
体 Ｇａｄｇｅｔｓ ３６０ 指出，２０１８ 年智能手机应用将呈现出以
下 １４ 大主流趋势。

In the year of 2017, there weren’t any sharp
performance of smart phone in overall except for
several models like iPhone X, Mate 10 of Huawei.
The industry is lack of innovation. As a matter of

Gadgets 360, a fam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sumer goods media from abroad, pointed out that
14 mainstream trends in smart phone will be presented
in 2018 as follows.

fact, the peaceful year of 2017 has incubated a lot of
new technologies, giving hope to open a new round
of innovation circle for smart phone.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 is AI, AR and 5G, new panel and other

趋势一：可折叠手机陆续登场
翻盖手机早已成为过去时，但新型的可折叠手机将
迎来一波热潮。分析表示，未来几年，折叠屏智能手机

technologies which develop and fuse synchron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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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手机行业的下一个“战场”。
２０１７ 年 年 底，三星 宣 布 将限 量 生 产折 叠屏 手 机
Ｇａｌａｘｙ Ｘ，可能只有 １０ 万台，专门向中国市场推出；而
中兴也宣布推出了全新折叠智能手机 Ａｘｏｎ Ｍ，拥有四
种组合操作模式。另外，苹果和 ＬＧ 也可能将这一设计
作为旗下智能手机产品的突破口。

趋势二：18：9 宽高比设计流行
几年来智能手机设计的最大转变是推出了新的 １８：
９ 显示格式，几乎每家公司都试图在 ２０１７ 年跟风。这
使得手机拥有更大的屏幕和更小的边界。ＬＧ Ｇ６ 是第一
款采用这种屏幕的智能手机，但很多价位的手机目前都
采用了这一设计格式。到 ２０１８ 年，会有更多的手机制
造商向这一设计偏移。另外，可能也会出现一批 ｉＰｈｏｎｅ
Ｘ“刘海”设计的追随者。

持 ５Ｇ 网络的设备。高通则已经开始其 ５Ｇ 专利授权费计
划，预计 ２０１９ 年就可以大规模商用。
中国：２０２０ 年部署逾 １ 万个 ５Ｇ 商用基站。业界
预计，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将部署超过 １ 万个 ５Ｇ 商用基站。
中国工信部不久前发布了 ５Ｇ 频谱规划，首推中频段 ５Ｇ
商用，将加速产业链的成熟。

趋势三：智能手机曲面玻璃
智能手机制造商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改善他们的设
计并脱颖而出。三星和 ＬＧ 已经进行了高端机型上曲面
玻璃屏幕的试验。曲面玻璃和可弯曲的面板可以很好地
协同工作，以实现全新的设计，但是它们必须配合得很
好并且是实用的。

趋势四：高通骁龙 845 主宰市面手机芯片
智能手机制造商必须争取市场上最好的处理器来提
高其旗舰产品的竞争力。２０１７ 年，高通骁龙 ８３５ 处理器
堪当主流，而其升级产品 Ｓｎａｐｄｒａｇｏｎ ８４５ 将更强大，并
将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型集成 Ａｄｒｅｎｏ ６３０ ＧＰＵ 以及
改进的 ＤＳＰ 来处理人工智能相关的任务。２０１８ 年，除了
自主制造处理器的苹果、三星和华为外，高通骁龙 ８４５
很可能会主宰市面上其他手机产商的内置芯片。

趋势五：5G 服务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投入
商用
全球正在采取措施让 ５Ｇ 作为移动和物联网通信的
新标准。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全球第一个 ５Ｇ 标准完成并发布。
美国：计划 ２０１８ 年全面实现 ５Ｇ 商用。美国通信巨
头 ＡＴ＆Ｔ 已经宣布，计划 ２０１８ 年向美国超过 １２ 个城市
推出智能手机 ５Ｇ 无线通信服务，成为首家大规模推广
商用 ５Ｇ 移动服务的运营商。另外他们还将提供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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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探索 ５Ｇ 共建共享合作方式。俄罗斯两家大
型电信运营商 ＭｅｇａＦｏｎ 和 Ｒｏｓｔｅｌｅｃｏｍ 正试图通过联
合双方力量来共同克服在俄罗斯市场建设 ５Ｇ 网络所面
临的巨大成本挑战。
日本：２０２３ 年将 ５Ｇ 服务范围扩大至全国。日本三
大 移 动运营商 ＮＴＴ ＤｏＣｏＭｏ、ＫＤＤＩ 和软 银 计 划将 于
２０２０ 年在一部分地区启动 ５Ｇ 服务，预计在 ２０２３ 年左
右将 ５Ｇ 的商业利用范围扩大至日本全国，而总投资额
或达 ５ 万亿日元之多。
欧盟：２０２５ 年将在欧洲各城市推出 ５Ｇ。欧盟不久
前确立了 ５Ｇ 发展路线图，欧盟电信委员会的成员国已
经认同了这一计划。
韩国：５Ｇ 试验网已进入最后测试阶段。韩国电信
（ＫＴ）已经进入 ５Ｇ 试验网的最后测试阶段，用于支持
２０１８ 年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

趋势六：数字支付将进一步成为主流
中国、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已经引领了数字支
付的潮流。三星 ２０１７ 年已经推出 Ｓａｍｓｕｎｇ Ｐａｙ，２０１８
年 Ａｎｄｒｏｉｄ Ｐａｙ 和 Ａｐｐｌｅ Ｐａｙ 也将大放光彩。

趋势七：AR 和 VR 方面仍需要更多的爆款
App
手机上的虚拟现实技术（ＶＲ）还没有完全实现，因

Prospective Industry Focus ｜ 前瞻产业聚焦

为仍然需要将手机固定在耳机上，而且视觉体验只是相
对于顶级机型来说体验良好。像谷歌已经推出了下一代
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这样的独立虚拟现实耳机。苹果还没有买入
整个 ＶＲ 场景，因为它的主要焦点是增强现实（ＡＲ）。苹
果的ＡＲＫｉｔ 也将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游戏和应用程序，
而且 ２０１８ 年会更成熟。

趋势八：新版 Android Oreo 成为亮点
２０１７ 年年底，Ｏｒｅｏ 也只能在极少数的设备上找到，
但 Ｇａｄｇｅｔｓ ３６０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年中，有几家公司会发
布更新。

趋势九：人工智能将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谷歌非常重视硬件、软件和人工智能与 Ｐｉｘｅｌ ２ 系列
的结合，亚马逊正在努力将自己的 Ａｌｅｘａ 助手应用到拥

趋势十二：指纹传感器最终可以集成到玻璃
中

有的每一款产品中。那些能够通过自己的 ＡＩ 技巧拉开距

预计至少苹果、三星和小米已经想出了如何将指纹

离的公司将在 ２０１８ 年获得优势。手机摄像头、物体识别、

传感器嵌入智能手机的前置玻璃，但到目前为止，这一

智能调度等都将得到改善，但它们将需要有用和非侵入

切都没有得到解决。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年末推出了首款屏

性。

下指纹传感器，苹果表示，它没有计划去追求这项技术，
但是如果成功，价格合理且易于实施，还会再考虑。

趋势十：更快更舒畅的移动网络标准
但新的 Ｗｉ－Ｆｉ ８０２．１１ａｄ 和 ８０２．１１ａｘ 标准正在兴起，制

趋势十三：eSIMs 将会出现 但不会成为主
流

造商可以为他们找到创造性的用途。除了智能手机之外，

ｅＳＩＭ 或嵌入式 ＳＩＭ 卡是为了取代我们不断丢失的

目前，很少有人充分利用 Ｗｉ－Ｆｉ ８０２．１１ａｃ 的潜力，

这些标准可以帮助人们更快速地引导无线生活方式。除

微型 ＳＩＭ 卡，
它不仅仅可以用到智能手机上，
笔记本电脑、

了 ５Ｇ 以外，ＬＴＥ 多天线也将帮助改善网络环境。

平板电脑和物联网设备都将应用。谷歌已经在在美国推
出的 Ｐｉｘｅｌ ２ 中应用了这些显卡。

趋势十一：人脸识别成为“必备”选项。
智能手机作为出行便携设备，嵌入人脸识别后的

趋势十四：电池技术不会有很大提升

功能场景将会愈发强大。据韩国媒体的消息称，苹果在

电池制造商和手机厂商将不得不依靠更高效的硬件

２０１８ 年的新款 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中，将继续力推 Ｆａｃｅ ＩＤ 面部

和软件来提供更好的电池寿命。在三星“爆炸门”之后，

识别功能，这回不单是 ｉＰｈｏｎｅ Ｘ 系列会配备，甚至还会

苹果近期的电池爆炸事件也已经引起众多关注，这些将

向下延伸到 ｉＰｈｏｎｅ ８Ｓ 系列之中，换言之就是在 ２０１８ 年

推动厂商更多地关注电池问题。

９ 月份推出的新款 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中，均会配备 Ｆａｃｅ ＩＤ 面
部识别功能。另外 Ｆａｃｅ ＩＤ 面部识别功能不单在 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上配备，甚至苹果打算为新款 ｉＰａｄ 平板电脑也配备
这一功能。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41

国际交流合作 ｜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华为推进全球化布局 打造世界级高端品牌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年来，华为消费者业务实现了面向全球高端智能

近

作为华为最新旗舰力作，Ｐ９ 与德国百年传奇相机品

手机市场的关键性突破，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牌徕卡联合设计和开发了全新拍照系统。从徕卡镜头的

以 Ｍａｔｅ １０、Ｐ １０、ＭａｔｅＢｏｏｋ Ｘ 为代表的旗舰产品备受

硬件光学水准和联合完成的成像质量软件调校，让 Ｐ９

全球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目前，华为的产品和服务遍

的手机摄影能提供徕卡级的拍摄效果。

及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其 ２０１７ 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发货量位列世界前三。

在 Ｐ９ 手机上，采用黑白 ＋ 彩色双摄像头组合，其中
彩色摄像头负责捕捉色彩信息，黑白摄像头负责抓住画
面细节。让用户在拍照时，既可以得到更自然的色彩还原，

In recent years, Huawei consumer business has
made key breakthrough in global high-end smart phone

同时又令照片无论在成像清晰度，还是在细节丰富度上
都有大幅提升。

market, further enhancing its brand influence. Taking

每台华为 Ｐ９ 手机的镜头都经过了华为和徕卡工程

Mate 10, P10, and MateBook X as the representative,

师的共同设计与筛选，在多项指标上均符合徕卡的精工

the flagship products have won recognition and favor

设计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华为 Ｐ９ 拍照功能共包含三种

from global consumers. At present, Huawei products

徕卡色彩模式，无论是普通、柔和或是鲜艳，让用户只用

and services are exported to over 170 countries and

手机便可以拍出富有艺术品味的照片。

regions, offering service to over 1/3 of the world’s

除了徕卡这三种色彩模式外，经典的徕卡黑白模式

population. In 2017, its smart phone delivery was

也可为用户随心调用，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照片都是

ranked at the third place worldwide.

通过徕卡黑白相机将经典留存，让人们现在依旧可以感
受到当时情景与人文色彩。

携手德国徕卡 突破手机摄影新高度

除此之外，华为 Ｐ９ 通过华为自身的技术研发，令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华为在英国伦敦时尚中心巴特西

Ｐ９ 的拍摄功能在低光环境中也可以拍出靓丽的照片。同

公园 Ｂａｔｔｅｒｓｅ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发布了全新旗舰华为 Ｐ９ 手机，

时配合混合对焦的方式，为用户带来全场景中都能够快

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闪耀全场。同时也揭开了华为携

速的捕捉焦点定格瞬间拍照体验。另外，独特的大光圈

手徕卡相机首款作品的神秘面纱，双方的跨界合作带来

技术，还可以让用户拍出背景虚化效果可媲美单反效果

了手机摄影的再一次突破。

的照片，让用户在 Ｐ９ 的拍照应用中享受到更多的摄影乐
趣。
而对于和华为的合作，徕卡相机公司 ＣＥＯ 奥利弗·凯
尔特纳（Ｏｌｉｖｅｒ Ｋａｌｔｎｅｒ）表示，该公司将与华为继续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极致影像，通过与华为的合作将徕卡的技
术和品质带给更多用户。未来，双方将携手在智能手机
镜头、成像质量、用户体验上不断创新，同时在销售渠
道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联合 Flex India 在印度生产智能手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华为宣布与全球领先的电子制
造商 Ｆｌｅｘ Ｉｎｄｉａ 开始在印度生产智能手机的合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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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同比增长 １００％，首次进入全球前三。旗舰产品
的持续热销使得华为在 ５００ 美元以上高端机型的市场份
额提升至 １０％ 以上。
同时，华为智能终端获得了海外各区域市场消费者
的青睐。在欧洲市场，华为智能手机在德国、芬兰、丹麦、
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区受到了广大消费者认可，市场占
有率和产品美誉度提升，部分国家华为品牌消费者考虑
度指标排名第二。
在亚太市场，华为在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取
得了新突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本等重点国家，华
信息与科技、法律与司法联盟部长 Ｒａｖｉ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Ｐｒａｓａｄ

为品牌的消费者考虑度指标翻倍增长。在拉美、中东和

在华为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制造”典礼上作了此

非洲市场，华为智能手机业务稳步推进，市场份额均超

项宣布。

过 １５％；在阿联酋、沙特、南非、墨西哥、哥伦比亚等重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的第一周开始，位于钦奈的 Ｆｌｅｘ 制
造工厂开始制造一款荣耀智能手机。该工厂拥有实现生

点国家，华为品牌消费者考虑度指标挺进前三，且与领
先者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产 ３００ 万台设备的产能。除此之外，华为将加强其在印
度的售后服务，超过 ２００ 家服务中心包括逾 ３０ 家华为
专营服务店将覆盖整个印度。

努力提升用户体验 打造世界高端品牌
在市场规模和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的同时，
２０１７ 年，

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的指导下，华为消费者业务

华为消费者业务以提升用户体验为核心，从产品创新、

部与超过 ５００００ 家零售商进行合作，扩大其分销网络。

终端云服务、
渠道变革和提升服务关怀等各个流程入手，

超过 ３５０ 个印度现有的分销商将受益于这种零售网络，

充分保障并不断优化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为打造世

从而创造一个覆盖全国的分销系统。多年来，华为携其

界高端品牌夯实基础能力。

华为和荣耀品牌带来的产品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

在零售和渠道建设方面，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华为已在

众所周知的是，印度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手机厂商国

全球建立零售阵地超过 ４５０００ 家，同比增长近 １０％。华

际化战略最为成功的地区。据美国权威科技市场研究公

为努力打造“纯净、简约、极致、高端”的零售阵地形象，

司 ＩＤＣ 的报告称，在全球前 ２０ 个表现最好的智能手机

全球零售阵地建设逐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市场中，印度的增速排名第一。

相继在意大利、阿联酋、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建成华为

印度作为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华为在印度
深耕其华为和荣耀两个品牌，以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需

高端体验店，华为全球体验店超过 ３０００ 家，同比增长超
过 ２００％。

求。华为通过推出一系列华为和荣耀的产品在印度建立

与此同时，华为消费者业务积极推动渠道运营变革，

了强大的消费信心。谷歌也与华为合作推出其高端机

不断简化渠道政策，优化渠道结构，稳步推进区域销售

Ｎｅｘｕｓ６Ｐ，华为 Ｐ９ 也登陆印度。

组织下沉，持续改善渠道运营效率和渠道合作伙伴积极
性。

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在用户服务方面，不断扩大服务覆盖区域、创新服

得益于全档位明星机型的出色表现，全球消费者对

务形式，为消费者提供更贴心、更便利的服务体验。截

华为产品的认可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市场规模和品牌

至 ２０１７ 年底，华为消费者业务已经在全球建成 １４００ 多

影响力快速增长。２０１７ 年，华为（含荣耀）智能手机全

家线下服务中心，覆盖 １０５ 个国家。其中华为服务专营

球市场份额突破 １０％，稳居全球前三；全球品牌知名

店近 ８００ 家，提供到店维修、预约、上门维修、寄修等

度从 ８１％ 提升至 ８６％，其中，海外品牌知名度从 ６４％

多种渠道的基础维修服务，以及碎屏险、延保、以旧换

迅速提升至 ７４％；海外消费者对华为品牌的考虑度较

新等增值性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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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线上用户服务目前已经覆盖全球 １１１ 个国家和
地区，支持 ６５ 种语言，能够提供热线、在线服务、社交

年，华为海外市场营业额达 ２９８５．２９，同比增长 ４．７％。
（见
图表 １）

媒体服务、邮件服务、自助服务等多种方式，让消费者更

２０１７ 年，欧洲中东非洲市场（ＥＭＥＡ）受益于企业业

加便利、及时、高效地接入华为服务。此外，在 ２０１７ 年，

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华为实

华为还采纳了全球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本地优化需求

现了销售收入 １６３８．５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７％，占营业总

３２９ 个。

收入的 ２７．１％；亚太地区受益于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加
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推动全球化布局 海外市场业绩不断增长

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７４４．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３％，占营

华为的全球化因为智能手机而大放异彩，但华为从

业总收入的 １２．３％；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

１９８７ 年创立开始，
就有了全球发展、
全球销售的发展思维，

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３９２．８５ 亿元，

始于深圳小渔村的梦想一开始就是走向全球，成为全球

同比下滑 １０．９％，占营业总收入的 ６．５％。（见图表 ２）

化品牌。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华为海外市场营业额逐年增长。
２０１１ 年，华为海外市场营业额为 １３８３．６４ 亿元；到 ２０１７

图表 ２：２０１７ 年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球区域营收表
现（单位：亿元，％）

图表 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外市场业
绩情况（单位：亿元，％）
４０％

３５００

３０％

３０００

２０％

２５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０％

１５００

－１０％
－２０％

１０００

－３０％

５００

－４０％

０

－５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海外营业额（亿元）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２０１７

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金立深耕海外市场 加速国际化进程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立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至今已有 １６ 年的历史。

金

地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埃及、阿联酋联

金立集团共有超过 ３０００ 名工程师和分布在全球

合国、肯尼亚、尼泊尔、泰国、缅甸、哈萨克斯坦、菲律宾、

的 ４ 个 Ｒ＆Ｄ 研发中心，投资建设国家的高科技事业、致

越南和格鲁吉亚等。

力于建造以过硬产品质量为口碑与名誉为己任。过去的
１６ 年以来，金立在竞争环境激烈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里

Gionee Group has had a history of 16 years since

高速成长与发展，如今发售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超过 １０ 个

establishment in 2002. Gionee Group has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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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ngineers and 4 R&D centers in the world. The

邀请宝莱坞巨星 Ａｌｉａ Ｂｈａｔ 担任其年度旗舰产品 Ａ１ 的代

Group invests in building national hi-tech undertakings

言人。后来，金立又新签约了三位印度本土品牌大使。

and commits itself to create high-quality products with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金立正式在印度发布了金立 Ｓ１１ ｌｉｔｅ

good reputation and honor. In the past 16 years, Gionee

和金立 Ｆ２０５ 两款手机。金立在印度市场一直拥有卓越的

grows and develops rapidly in the fiercely competitive

表现。此前金立曾一度摘得了印度市场份额第一的桂冠。

global smart mobile phone market, and now its products

这次金立在印度发布两款手机，志在冲击印度中、低端线

are sold in more than 10 regions and countries all

下市场，为 ２０１８ 年打响进军海外的第一枪。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ndia, Nigeria, Egypt,

目前，
金立在印度拥有 ３３家专卖店、
６０００ 多名促销员、

UAE, Kenya, Nepal, Thailand, Myanmar, Kazakhstan,

４０００ 多个专柜，市场排名稳居前五。以印度市场为起点，

Philippines, Vietnam, Georgia, etc.

金立的海外市场版图现已逐步扩展至东南亚，
再到俄罗斯、
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及非洲在内的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全面屏新品 M7 Power 在泰国首发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金立在 ２０１７ 泰国移动通讯博览
会上正式发布了全面屏新品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并宣布泰国
著名女星 Ｔａｅｗ Ｎａｔａｐｏｈｎ 成为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的代言人。
金立选择在泰国发布其海外市场的第一款全面屏手机，
足以看出金立对泰国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重视。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底，
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在泰国所有金立线下渠道正式开售。
从最早的“金品质、立天下”到如今的“科技 悦生活”，

在配置方面，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配备了 ６ 英寸 １８：９

金立从关注产品品质到关注消费者需求。这家历久弥新

的高清全面屏，
分辨率达到１４４０×７２０，
并拥有超高屏占比。

的企业如今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以“科技 悦生

得益于全面屏设计，
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在拥有大屏幕的同时，

活”为代表的全新品牌形象的诞生，预示着金立将进一步

机身更加小巧，便携性更强。同时，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延续

深化企业与品牌的全球化进程，围绕着向更国际化、更高

了 Ｍ 系列“超级续航”基因，为用户全天候使用提供续

端的领域进军，完成从中国品牌到全球品牌的蜕变。

航保证。机身内置 ５０００ｍＡｈ 高品质电池，电池能量密度
达 ６８０ Ｗｈ／Ｌ。

以印度为起点 海外市场版图逐步扩展
对于海外市场，金立早在 ２００７ 年就已开始扎根耕耘。
因地制宜、加强本地团队建设、生产出极富市场竞争力的

此外，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还搭载了高通骁龙 ＭＳＭ８９４０
八核处理器，主频高达 １．４ＧＨｚ，具备高效能耗管理功能，
多任务处理轻松随意，３Ｄ 游戏任意玩，操作流畅无卡顿。

本地化产品，是金立在海外市场取胜的不二法宝。
印度算是金立走出国门的起点。早在 ２０１０ 年，金立
通过与印度最大手机品牌的合作，率先进入印度市场，布
局上下游产业链。多年来，金立稳扎稳打、积累实力，摸
索当地市场需求、探寻市场运作规律，逐步提升了在印度
手机市场全价值链的话语权。终于，在 ２０１３ 年金立厚积
薄发，推出了自有品牌手机。
２０１６ 年，金立投资五十亿卢比（约人民币 ４．９５ 亿元）
在印度建立自己的工厂。除研发生产以外，还不断加强在
印度的品牌推广。２０１７ 年，金立宣布成为印度班加罗尔
皇家挑战者队在第十届年度板球盛会上的赞助商，重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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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内置 ６４ＧＢ ＲＯＭ 及 ４ＧＢ ＲＡＭ，可容纳
更多应用，为用户带来流畅体验。此外，手机还支持可扩
展至最大 ２５６ＧＢ 的 ＳＤ 卡。
在拍照方面，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配备了 １３００ 万像素后
置摄像头和 ８００ 万像素前置摄像头，能轻松拍出背景虚
化的自拍美照和高清视频。同时，用户可以通过前置摄像
头拍摄全景照片，按动快门、转动手机，聚会大合照自己
就能轻松搞定，支持指纹自拍，既方便又防抖。
外观工艺上，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背面金属部分采用 ６
系铝合金，搭配金属钻雕和镭雕网纹，高端且具防滑功能。

鉴于金立在其他海外市场的成功，印尼金立集团

深海蓝、
暗夜黑配色的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采用金属钻雕工艺，

ＣＥＯ 杨东认为在此时将金立引入印度尼西亚市场正是合

而尊爵金配色的金立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则采用全新镭雕工艺。

适的时机，因为印尼是东南亚的第二大手机市场。作为

泰国是全球手机行业的一大关键市场。目前，泰国

一个新兴国家，印尼市场有着巨大潜力，印尼客户对产品

已拥有超过 ２４００ 万智能手机用户，据有关机构预测，到

有着很高要求，他们希望获得更先进并且价格适中的手

２０２０ 年这一数字将会增至 ３０００ 万。

机，产品功能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目前，金立通过首款全面屏手机 Ｍ７ Ｐｏｗｅｒ 已经与

金立手机的国际化战略可以用一句围棋格言“中央

泰国最大的运营商 Ａｉｓ 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得到了 Ａｉｓ 的

开花”来形容，即围棋格言“中央开花三十目”的简称，

大力支持，Ｍ７ Ｐｏｗｅｒ 在泰国的终端零售价为 ８９９０ 泰铢，

意思是——在围棋的布局阶段，在棋盘的中央提子之后，

同时享有运营商的补贴支持 ２０００ 泰铢。另外，金立也与

中央可以形成厚势，从而取得全局的主动权。

泰国当地的连锁系统 Ｊａｙｍａｒｔ、ＴＧ－Ｆｏｎｅ、Ｌｏｔｕｓ、ＤＮＡ

金立的海外发展策略是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如今，

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金立在泰国的终端店面覆盖

已经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市场，以尼日利亚为中心

数量已经达到 １１００ 家。

的西非市场，以埃及为中心的北非市场等海外布局。金
立入驻一个国家之后，不是简单的交给合作伙伴去代理，

携 M7 Power 正式进军印度尼西亚市场
在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市场持
续拓展业务规模的同时，金立还积极进军印度尼西亚市
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８日，
金立正式宣布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
同时宣布艺人辛塔·劳拉·基尔（Ｃｉｎｔａ Ｌａｕｒａ Ｋｉｅｈｌ）成为
金立在印尼的品牌形象大使。
印尼由约 １７５０８ 个岛屿组成，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
别称“千岛之国”，也是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面积较大
的岛屿有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伊里安岛、苏拉威西
岛和爪哇岛。
“金立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在研发中心上富有竞争力
的制造水平、行业最前沿的生产过程，集散通路，供应
链，代理商以及要的一点我们坚定的信念和饱有热情的
团队。”杨东表示，“我们用最大的努力去洞察客户需求、
发现市场趋势，建立广阔的销售网络和通道，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便利的渠道获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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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做本土化的深耕细作，从而影响今后更长远的市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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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手机进出口市场分析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智能手机进出口状况综述

图表 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进口情况
（单位：万台，亿美元）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进出口总
额为 １２６６．７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７．３％；其中，进口额为
６．５０ 亿美元，同比下降 ７３．３％；出口额为 １２６０．２６ 亿美
元，同比增长 ９．０％。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贸易顺差为
１２５３．７５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６ 年有所扩大。

１６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６００
４００

It is reported by China Customs that in 2017 the

２００

import and export of smart phone in China was USD

０

126.676 billion, showing a year-on-year growth of 7.3%,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进口数量（万台）

２０１８
进口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including USD 650 million from import which dropped
73.3% on a year-on-year basis, USD 126.026 billion
from export which increased 9.0% on a year-on-year
basis. In 2017, the trade surplus for smart phone in

０．２８ 亿美元，进口数量为 ２１．７５ 万台。（见图表 ２）

China was USD 125.375 billion, which was bigger than

进口区域分析
注：在商品进口国别中出现
“中国”
，
此种现象是正常的。

that of 2016.

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国货复进口”，具体是指“在中国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进出口总额为 ２１７．０４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 ０．２８ 亿美元，出口额为 ２１６．７６
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顺差为 ２１６．４８ 亿美元。（见图表 １）

产制造，并已运出关境（包括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
的货物，因某些原因需要转运回国”。
２０１７ 年，从中国智能手机的进口区域来看，我国智
能手机主要进口自台澎金马关税区和越南。其中，从台

智能手机进口市场分析

澎金马关税区进口的智能手机数量为 ５７５０５ 台，总金额

进口整体情况

达 ２１９７．５１ 万美元，占中国智能手机进口总额的 ３．４％；

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的进口总额为 ６．５０ 亿美元，

从越南进口的智能手机数量为 ７２８７５６ 台，进口金额为

同比下降 ７３．３％；进口数量 ４６５．１０ 万台，较 ２０１６ 年减

８４０．３６ 万美元，占比为 １．３％；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

少 ６６．６％。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的进口总额为

智能手机金额均不超过 ８００ 万美元。（见图表 ３、图表 ４）

项目
进口额
出口额
进出口总额
贸易顺差

图表 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进出口状况（单位：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４．３５
６．５０
１１５５．８９
１２６０．２６
１１８０．２４
１２６６．７６
１１３１．５４
１２５３．７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２８
２１６．７６
２１７．０４
２１６．４８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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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３：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进口区域分布情况（单位：台，万美元）
区域

数量（台）

金额（万美元）

中国

３８３５６１７

６０８６１．３５

台澎金马关税区

５７５０５

２１９７．５１

越南

７２８７５６

８４０．３６

泰国

１４６９１

７１３．５６

韩国

３７０１

１６２．８１

爱沙尼亚

２９０７

１１２．７６

印度尼西亚

６１９１

３９．３４

美国

２７５

２２．７２

日本

４６

１９．６５

英国

４３

１８．０９

印度

７６９

１６．８３

芬兰

４０８

１４．３９

丹麦

５３

７．８８

挪威

１２

１．８８

加拿大

２

１．７４

巴西

３５

１．２３

澳大利亚

４

０．８０

法国

１

０．４２

荷兰

２

０．３６

德国

９

０．３１

注：在商品进口国别中出现“中国”，此种现象是正常的。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国货复进口”，具体是指“在中国生产制造，并已运出关境
（包括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的货物，因某些原因需要转运回国。”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进口区域分布

智能手机出口市场分析

（按进口金额）（单位：％）

出口整体情况
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的出口总额为 １２６０．２６ 亿美
元，同比增加 ９．０％；出口数量 １２１０８６．９８ 万台，较 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４．８％。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的出口总
额为 ２１６．７６ 亿美元，出口数量为 １８８２７．９５ 万台。（见图
表 ５）
出口区域分析
２０１７ 年，从中国智能手机的出口区域来看，我国智
能手机主要销往美国、香港以及荷兰。其中，出口美国的
智能手机数量达到 １３１３５．３３ 万台，出口金额为 ３１２．０４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亿美元，占中国智能手机出口总额的 ２４．８％，美国是我
国智能手机的主要出口区域；销往香港地区的智能手机

３３８６．９１ 万台，金额为 ９８．０５ 亿美元，占智能手机出口总

数量为 ６１６０６．７１ 万台，总金额达 ２９９．１６ 亿美元，占智

额的 ７．８％；出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智能手机金额均在

能手机出口总额的 ２３．７％；出口荷兰的智能手机数量为

９４ 亿美元以下。（见图表 ６、图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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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５：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出口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万台，亿美元）
区域

数量（万台）

金额（万美元）

美国

１３１３５．３３

３１２．０４

香港

６１６０６．７１

２９９．１６

荷兰

３３８６．９１

９８．０５

韩国

５７１５．９３

９３．９９

日本

２３６２．１４

７５．０８

阿联酋

４３２６．７６

３１．３０

英国

９８９．７６

２５．４８

俄罗斯联邦

２４０９．６３

２４．３４

德国

８７６．６３

２１．１６

印度

３８０９．５１

２０．１９

澳大利亚

６３９．４９

１８．００

加拿大

５９０．５１

１６．５１

墨西哥

１２２６．７３

１４．９２

意大利

８１４．６３

１４．５２

泰国

９７１．５４

１２．３６

土耳其

４６６．４５

１１．７７

新加坡

４５８．４８

１１．７２

捷克

４５４．７６

１０．７９

台澎金马关税区

４４５．４１

９．５４

越南

１１５５．０５

９．５１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中国智能手机出口情况

图表 ７：２０１７ 年中国智能手机出口区域分布

（单位：万台，亿美元）

（按出口金额）（单位：％）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６
出口数量（万台）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出口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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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出口市场分析
■文·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出口状况综述

图表 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情况
（单位：万台，亿美元）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中国深圳市智能手机进
出口总额为 ４４３．６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８％；其中，进口

３５０

额为 １．８８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０．４％；出口额为 ４４１．７２ 亿

３００

美元，同比增长 ４．８％。２０１７ 年，深圳市智能手机贸易顺

２５０

差为 ４３９．８５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６ 年有所扩大。

２００
１５０

It is reported by China Customs that in 2017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mart phone in Shenzhen was

１００
５０
０
２０１６

USD 44.36 billion, showing a year-on-year growth of

２０１７

进口数量（万台）

4.8%, including USD 188 million from import which

２０１８
进口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grew 0.4% on a year-on-year basis, USD 44.172 billion
from export which increased 4.8% on a year-on-year
basis. In 2017, the trade surplus for smart phone in

０．２３ 亿美元，进口数量为 １６．７８ 万台。（见图表 ２）

Shenzhen was USD 43.985 billion, which was bigger

进口价格分析

than that of 2016.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均价呈不
断攀升的态势。２０１６ 年，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均价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深 圳 市 智 能 手 机 进 出口总 额 为

６１．７５ 美元 ／ 台；２０１７ 年，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均价较

８６．４０ 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 ０．２３ 亿美元，出口额为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５４．９％，为 ９５．６６ 美元 ／ 台；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６．１７ 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顺差为 ８５．９５ 亿美元。
（见图表 １）

我国智能手机进口均价继续上升至 １３５．２０ 美元 ／ 台。
（见
图表 ３）

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市场分析
进口整体情况
２０１７ 年，深圳市智能手机的进口总额为 １．８８ 亿美元，

深圳市智能手机出口市场分析
出口整体情况

同比增长 ０．４％；进口数量 １９６．０９ 万台，较 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２０１７ 年，中国深圳市智能手机的出口总额为 ４４１．７２

３５．２％。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的进口总额为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８％；出口数量 ６８１９３．８９ 万台，较

图表 １：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出口状况（单位：亿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进口额
１．８７
１．８８
０．２３
出口额
４２１．３２
４４１．７２
８６．１７
进出口总额
４２３．１８
４４３．６０
８６．４０
贸易顺差
４１９．４５
４３９．８５
８５．９５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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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１２．５％。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

图表 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出口情况

的出口总额为 ８６．１７ 亿美元，出口数量为 １１０８１．８４ 万台。

（单位：万台，亿美元）

（见图表 ４）

９００００

出口价格分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深圳市智能手机出口均价为 ５４．０７ 美元 ／
台；２０１７ 年，智能手机出口均价较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１９．８％，
为 ６４．７７ 美元 ／ 台；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出
口均价继续增长至 ７７．７６ 美元 ／ 台。（见图表 ５）

７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出口数量（万台）

２０１８
出口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 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进口均价

图表 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深圳市智能手机出口均价

（单位：美元 ／ 台）

（单位：美元 ／ 台）

１６０

９０

１４０

８０

１２０

７０

１００

６０
５０

８０

４０

６０

３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进口均价（美元／台）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出口均价（美元／台）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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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与 IEEE 中国共
同发布《中国云信任报
告》：倡导全球数据隐
私保护

Ali Cloud Issued China Cloud
Trust Report with IEEE: Advocate
to Protect Global Data Privacy

■文·IEEE

On March 28th, 2018, Ali Cloud issued China Cloud

Trust Report with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 the Computing Conference
Shenzhen. Nearly 1,300 Chinese IT, maintainers and
safety heads from 16 indus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which revealed the acceptability and trus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loud technology (including
enterprises used/to use/not use cloud).
It is discovered by the Report that in China cloud
has become mainstream IT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 of enterprises: 60% use cloud to support main
business website; over 50% enterprises use cloud to
support core business system. Among start-ups, there
are 59% of them resided their business in the cloud.
The trus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the cloud is
above expectation: 74% enterprises believe that the
cloud is trustworthy; nearly half enterprises believe
that cloud is safer; 52% more enterprises with cloud
application trust the cloud better than those which do
not run the business in the cloud.
Chinese enterpri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afety
of cloud computing: 26% and 23% enterprises believe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云栖大会·深圳峰会上，阿里
云与 ＩＥＥ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中国联合发布了《中
国云信任报告》。报告调研了来自 １６ 个行业，近 １３００

that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protect user
data in the future and strengthen disaster recovery
and isolation measures; safety, knowledge and skill
absence and cost to reside in the cloud are three

位中国 ＩＴ、运维、安全负责人，首次反映了中国企业对

major factors hindering Chinese enterprises to use

云技术的接受度和信任状况（包括已上云，即将上云和

cloud.

未上云企业）。

Hua Ning, senior director of IEEE in Asia-Pacific

《中国云信任报告》发现：在中国，云已经逐渐成为

said: “Cloud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network

企业所接受的主流 ＩＴ 技术和商业模式：６０％ 的企业用

security have received greater and greater attention

云支撑主营业务网站，过半数企业用云支撑核心业务系

from the industry and academy. China Cloud Trust

统。初创公司群体中，业务全部上云的比例达到 ５９％。
中国企业对云的信任状况高于预期：７４％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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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wishes to offer a real and effective reference to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call f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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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认为云值得信任；近半数企业，认为云上更加安全；

research investment in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in the

已经上云的企业，对云计算的信任度高出未上云企业

world.”

５２％。
中国企业逐步重视云计算安全：２６％ 和 ２３％ 的企
业认为，云服务提供商未来需要在用户数据安全保护，
和灾备隔离措施上继续加强；安全问题、知识技能缺乏、
上云成本仍是阻碍中国企业上云的三大因素。
ＩＥＥＥ 亚太区高级总监华宁认为：“云隐私、数据安
全、网络安全等课题，逐渐被业界和学术界所重视。《中
国云信任报告》希望给各行业研究者一份真实、有效的
参考，呼吁全球在云计算安全领域有更多的研究投入。”

Xiao Li, general manager of Ali Cloud Safety
Business Department, said: “in the future, business of
enterprises worldwide will finally be ‘on;one’. Online
safety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and enterprises. Ali Cloud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tect data privacy. We hope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trust cloud computing, so as to
solve safety issues of Internet with cloud technology.”
It is estimated by Gartner that in 2020 the scale
of global cloud computing will reach USD 411 billion.

阿里云安全事业部总经理肖力表示：“未来，全球

When cloud computing accelerates in the world and

企业的业务终将‘在线’。线上的安全，是云服务提供

in China, safety and privacy surface and become a

商和企业需要共同肩负的责任。阿里云始终视数据隐私

primary standard to measure enterprises using cloud

保护为第一原则，我们希望企业能更好地认识、信任云
计算，借力云来解决互联网的安全问题。”
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预计，２０２０ 年全球云计算市场的规模

in the world. They have propose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safety and compliance to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In 2015, Ali Cloud took the lead to initiate “data
protection advocate” to emphasize on responsibilities

将达到 ４１１０ 亿美元。
当云计算在全球和中国做加速跑时，

and duties of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to help clients

安全和隐私逐渐成为全球上云者的首要衡量标准，企业

protect privacy, integrity and availability of their data.

对云服务提供商的安全性、合规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In 2017, Ali Cloud was regarded as a leader by IDC
MarketScape: China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Safety

２０１５ 年，阿里云在业界率先发起“数据保护倡议”，
强调云服务提供商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客户保障其数据

Evaluation 2017 . It was awarded “the cloud service

的私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２０１７ 年，阿里云在《ＩＤＣ

provider attaching greatest importance to safety” due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ａｐｅ：中国云服务提供商，２０１７ 厂商安全评估》

to its leading safety ability and investment.

位居领导者区间，因安全能力和投入双项领先，被媒体
称为“最重视安全的云服务提供商”。

应科院与欧洲研发机构
INL 协议成立联合创新
实验室 为双方合作揭
开序幕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to Set
Up a Joint Innovation Lab Marks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ASTRI
and European R&D Institution
INL

■文·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 应科院 ）
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On March 2nd, 2018, Hong Kong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STRI) and the
International Iberian Nanotechnology Laboratory (INL)
signed an agreement today to set up a joi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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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签署协议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为智慧城市的整
体发展进行跨领域的先进技术研究。签约仪式于应科院
举行，随后更安排了研讨会，让香港、内地和欧洲的知
名学者及专家就
“智慧城市的纳米和传感技术”
交流意见。
应科院主席王明鑫在仪式上表示：“应科院与 ＩＮＬ
结为合作伙伴，标志着香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科技研
发方面的合作迈向新里程，透过共同发挥科技的力量，
促进大中华和欧洲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
ＩＮＬ 理事会副主席兼西班牙国家研究组织总干事
Ｍａｒｉｎａ Ｖｉｌｌｅｇａｓ Ｇａｒｃｉａ 教授祝贺两家机构达成合作，并
期望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合作，有
助促进在创新研发、技术、知识和意见等方面的交流，
从而提升人们的生活质素。
应 科 院 行 政 总 裁 周 宪 本 及 ＩＮＬ 总 干 事 Ｌａｒｓ
Ｍｏｎｔｅｌｉｕｓ 教授分别代表两间机构签署了协议。周宪本
表示：“要令智慧城市得以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完
备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应科院和 ＩＮＬ 这类研发机构的
合作；而大、小企业亦须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得到
投资者、监管机构和政府的支持。”
Ｍｏｎｔｅｌｉｕｓ 教授亦认为：“作为与多个政府相关的
研发机构，ＩＮＬ 积极透过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开发创
新和实用的科技成果。我们很高兴与应科院建立合作关
系，这正好配合我们的使命。”
“智慧城市的纳米和传感技术”研讨会包括两个极
富启发性的小组讨论环节。首个环节的主题为“变迁的
社会，生命科学有赖国际合作”，由应科院首席科技总
监杨美基博士主持，讨论嘉宾包括：清华大学任天令
教授、ＩＮＬ 生命科学部门主任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Ｐａｓｔｒａｎａ 教授、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何浩培教授。
第二场研讨会由 Ｌａｒｓ Ｍｏｎｔｅｌｉｕｓ 教授主持，主题为
“未来十年的纳米技术”，讨论嘉宾包括：香港城市大
学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彭慧芝、Ｓｐｉｒｉ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合伙人
Ｍａｇａｎｕｓ Ｒｙｄｅ 博士，以及 ＩＮＬ 微纳米制造部门负责人
Ｊｏａｏ Ｇａｓｐａｒ 教授。
两场研讨会均反应热烈，讲者就多个重要议题进行
了深入和富启发性的讨论，其中涉及：物理和生命科学、
医疗保健和诊断技术、先进传感和纳米技术、投资和应
用研发经费，以及智慧城市开发的协作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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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to pursue cutting-ed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r overall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he
signing ceremony, held at ASTRI premises, also
included an insightful seminar on ‘Nano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 for Smart City’ facilitated by leading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Europe.
In his opening remarks, Mr Wong Ming-yam,
Chairman of ASTRI sai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ASTRI and INL set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for closer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mong Hong Kong, Spain and
Portugal, to leverage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for the
benefit of communities and economies across Greater
China and Europe.”
Professor Marina Villegas Garcia, Vice Chairman
of INL Council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panish
State Research Organisation congratulated both
organisations on the successful commencement
of this partnership and hoped that “collaboration
between Spain, Portugal,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ill lead to meaningful exchange of innovative
R&D, technologies, knowledge and insights which will
ultimat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ves.”
Mr Hugh Chow,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ASTRI
and Professors Lars Montelius, Director General of INL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heir respective organisations’
behalf. Mr Chow said, “To have sustainable traction
i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we need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approach where R&D institutions like
ASTRI and INL must collaborate; through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 big and small businesses; supported
by investors,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s.”.
P r o f e s s o r M o n t e liu s s a i d, “ A s a n in t e r governmental R&D institution, INL seeks to leverag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nd sou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to pursu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e are very pleased to have this
partnership with ASTRI which perfectly complements
our mission.”
The seminar on ‘Nano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
f or Smar t Cit y’ included t w o insight f ul panel
discussions. The first one covered the topic ‘The
changing society, and needs f 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life sciences’. Moderated by ASTRI’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Dr MeiKei Ieong, it was
participated by Professor Ren Tiang-li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Lorenzo Pastrana, Head of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INL; and Professor
Aaron Ho,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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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 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共同成立的国际应用
研究机构，
其职能是以资讯科技
（ＩＣＴ）
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至于应科院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指定的 ＩＣＴ 研发实验室，
亦以支援智慧城市作为其主要研发策略之一。ＩＮＬ 主要
从事半导体、电路设计、智能设备和相关应用方面的跨
范畴研究，亦活跃于医学影像和诊断、食品安全和环境
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地，这些都是应科院的研发优
势领域。
ＡＳＴＲＩ－ＩＮＬ 联合实验室将致力于推动智慧城市和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新研发工作。除了开展联合研发项
目和交流外，亦将合作培育新一代研究人员。
出席签约仪式的嘉宾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
署科学顾问余安正教授、葡萄牙驻澳门和香港总领事薛
雷诺博士、西班牙驻香港副总领事兼经济商务事务专员
Ｍａｒｉａ Ｐｅｒｅｚ－Ｒｉｂｅｓ；此外，还有其他高级官员、外交团
成员、ＩＮＬ 高层人员和研发专家，以及应科院的管理层
和研究人员，和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学者及科技企业高层。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second seminar was moderated by Professor
Lars Montelius, covering the topic ‘Nanotechnology in
the next decade’. The panellists were: Professor Stella
Pang, Chair Professor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Dr Maganus Ryde,
Partner, Spirit Ventures; and Professor Joao Gaspar,
Head of Department of Micro and Nano Fabrication,
INL.
Both seminars saw very rich and thoughtprovoking discussions by the panellists on important
topics such as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healthcare
and diagnostic technologies; advanced sensing and
nano technologies; investment and funding for applied
R&D; and collaboration platforms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INL is an inter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ion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Spain
and Portugal. It seeks to leverag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to promote
smart cities. As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s
designated ICT R&D lab, ASTRI pursue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its R&D strategy
as well. INL conduct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semiconductors, circuit designs, intelligent device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It is also active in medical
imaging and diagnosis, food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se are areas where ASTRI too has
strong core competence.
The ASTRI-INL joint laboratory will seek to
promote innovative R&D efforts in smart city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mong other areas. In
addition to conducting joint R&D projects and
exchanges, the partnership will also focus on grooming
a new generation of researchers through mutual
collaboration.
Professor On-ching Yue, Science Advisor to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Dr Vitor Sereno, Consul General of
Portugal in Macau and Hong Kong; Ms Maria PerezRibes, Deputy Consul General and Commissioner fo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Affairs of Spain in Hong
Kong; joine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senior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from
INL, ASTRI’s senior executives and R&D leaders;
scholars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leaders from
Greater China on the occasion.
(Source: Translated by A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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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坐上跨国企业全球
投资计划头把交椅

China Takes Top Spot in
Multinationals’ Global
Investment Plans

■文·华南美国商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华南美国商会（下简称“美商会”）
向外界发布其《２０１８ 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下简称
《白皮书》）及《２０１８ 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
（下
简称《特别报告》）。
总计 ５３３ 页的
《白皮书》
是美商会第十年的年度报告，
它通过详尽的研究与引证，对中国真实的营商环境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同时，《特别报告》整合并分析了
２４４ 家 ２０１８ 年参加经济情况问卷调查的受访企业的反
馈结果。
“今年我们从调查中得出的好消息是，随着中央及
地方政府发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欢迎更多外国投资的
信号，外资企业更为乐观。”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
亚丁博士在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将对在中国境内
注册的所有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我们赞同这一指
导思想，
并期待一个能够实现共同获益的公平竞争环境。
”
《白皮书》显示，迄今为止，广东省政府反应最为
迅速，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已发布《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通常称为《外资十
条》）。广东省政府对外国投资表现出更为开放的态度，
尤其是在吸引高层次人才方面。
《白皮书》讨论的话题众多，其中包括外资企业对
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例如，外资企业分别为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ＧＤＰ）及就业率贡献了约 ３３％ 及 ２７％。美
资企业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连锁反应每年对中国 ＧＤＰ 的
贡献是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 １８０ 倍，也是美资企业
年净利润的 １１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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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1st, 2018,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China (“AmCham South China”)
released its 2018 White Paper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2018 Speci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Business in South China.
The 533-page 2018 White Paper , now in its 10th
year, presents a highly researched, exhaustively cited
account of the on-the-gro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2018 Special Report , meanwhile,
aggregat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s of 244
compani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hamber’s annual
Study of State of Business.
“The good news is that foreign companies are
cautiously more optimistic a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giving signals that they will open up
the market and welcome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said AmCham South China President Dr. Harley
Seyedin. “During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that all businesses registered in China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 applaud President Xi’s words
and thoughts as we look forward to a more level
playing field where we can all profit together.”
The 2018 White Paper shows that so f ar,
Guangdong Government is the most responsive with
the December 2017 release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on Further Expanding
Opening-up and Actively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 commonly known as Ten Measures
for Attracting FDI . Guangdong Government is showing
a more open approach toward foreign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in attracting high-level talents.
Among many topics, the 2018 Whit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on China’s economy. For example, foreign companies
help generate one-third of China’s GDP and over onequarter of its employment. U.S. companies and their
ripple effects through China’s economy contribute
more than 180 times the value of the usual measure of
USFDI inflow, and 11 times the net profit of U.S. firms,
to China’s GDP each year.
The 2018 Special Report demonstrates that China
remains popular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ue to
its pot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growth. For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53.3 percent), China account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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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显示，中国仍受国际投资者欢迎，究
其原因是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潜力。对于大多数受访
企业（５３．３％）而言，中国在其全球投资计划中位居榜首；
近 ９０％ 受访企业已达盈利，剩余受访企业则有望在未
来两年内盈利；近 ７０％ 受访企业认为他们 ２０１７ 年在华
投资的回报率比其他地区更高。
今年的报告显示，广州在中国 ４４ 个城市投资排名
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城市，其后为深圳、上
海和北京。广州和深圳通过努力首登榜首及榜眼。然而，
在调查地区中也有一些城市却因专注于收回属于外企使
用的工业用地而跌至榜尾。这些城市有意从房地产开发
中“赚快钱”，而非放远目光，保留这些外企及引进其
最新研发的技术。
与此同时，７３．３％ 的受访企业反映其业务重心为在
华为本地市场生产商品及提供服务，只有 ２６．７％ 以出
口商品为主。约 ８３％ 的受访企业认为华南地区营商环
境“好”或“非常好”，同比上升 ６％，其中多数认为此
地营商环境在过去一年中显著提升。
调查显示，受访企业 ２０１８ 年在华再投资预算也受
其上涨的积极情绪影响，同比上升近 １２％。预计美商会
会员企业 ２０１８ 年在华再投资预算将达到 １４０ 亿美元，
意在扩大在华运营、提高新市场份额。值得注意的是，
受访企业在 ２０１７ 年将其在华南地区的再投资转移到其
他市场的比例同比下降约四分之一。
虽然大多受访企业认为华南地区前三大运营挑战
为“人力资源成本增加”、“缺乏合格的人才”及“本地
竞争激烈”，而最大的法规难题包括“税法”、“政府采
购政策”、“网络安全政策”、“海关合规”及“标准、
证书和合格评定”，但有兴趣在华南地区自贸区建立新
办公室或业务点的受访企业比例仍显著提高，其中超
５５．２％ 偏向广东南沙自贸区，深圳前海自贸区及珠海横
琴自贸区紧随其后。

top spot in their global investment plans. Roughly 90
percent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being profitable already
with most of the remaining companies expecting
profitability within two years or less. Meanwhile, nearly
70 percent believed their overall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China in 2017 was better than elsewhere.
This year, Guangzhou ranked as the most popular
investment city within a list of 44 cities in China,
followed by Shenzhen, Shanghai, and finally Beij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have worked hard to
achieve the coveted top spots in our Special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A couple of other cities located in
the area, however, have sunk to the bottom of the list
because they are focused on taking land that rightfully
belongs to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hese cities
are attempting to make quick profits from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future by
keeping those enterprises and their newly developed
technologies.
Meanwhile, 73.3 percent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ir primary business focus was providing goods
or services to the Chinese market, while only 26.7
percent reported a primary focus of manufacturing
for export. About 83 percent of participants ranke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South China as “good”
to “very good”, an improvement of 6 percent, and
most participants fel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d
improved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The increased optimism seems to have also
affected reinvestment budgets. The report shows
that the budgeted reinvestment from corporate
profits in China by members of AmCham South
China is expected to rise by nearly 12 percent with
an estimated reinvestment budget of US$14 billion to
expand existing operations and to capture new and
larger market shares. Also,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transferred their South China reinvestments to other
markets in 2017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onefourth year-on-year.
Most companies surveyed claimed the top three
business challenges in South China were “increasing
human resource costs”, “shortage of qualified
talent”, and “fierce local competition” – and that the
biggest regulatory challenges included “tax polic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olicy”,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s”, “customs compliance”, and “standards,
certification, and conformity assessment” – there was
a remark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spondents
interested in setting up new offices or facilities in
the free trade zones in Southern China, of which
more than 55.2 percent indicated their preference in
Guangdong Nansha Free Trade Zone, followed by its
counterparts in Qianhai, and Heng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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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际平台大事记

Events of ISTB 2017

１ 月 １３ 日 国际平台举办 ２０１６ 年度工作交流会并与深圳市

On January 13th, ISTB held the Work Exchange Meeting
2016 and sign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Shenzhen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１ 月 ２４ 日 澳大利亚 Ｔｈｉｎｋ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首席执行官麦梅森先
生访问国际平台

On January 24th, Mr. Michael Mason, the CEO of Think
Queensland Australia, visited ISTB.

３ 月 ２０ 日 泰国国防学院国防学术研究院代表团访问高新区
３ 月 ２１日 亚美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先生
访问国际平台
３ 月 ２３ 日 阿根廷拉里奥哈省省长塞尔吉奥·卡萨斯、副省

On March 20th, The deleg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cademic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ce College of
Thailand visited the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On March 21st, Mr. Sergey Manasaryan, the Armenian
Ambassador in China, visited ISTB.

长内斯特·博塞蒂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３ 月 ２３ 日 阿根廷拉里奥哈省驻中国代表处在国际平台举行
揭牌仪式
４ 月 ２５ 日 津巴布韦总统内阁办公厅副秘书长卡桑德先生访

On March 23rd, Mr. Sergio Casas, the governor of La
Rioja of Argentina, and Mr. Nester Bosetti, the deputy
governor, visited ISTB.
On March 23rd, The Chinese Office of La Rioja of
Argentina attended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ISTB.

问深圳高新区
４ 月 ２７ 日 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首席全球业务拓展官克里
斯滕森先生及美国科技媒体 ＴｅｃｈＣｒｕｎｃｈ 中国事务负责人欣
森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５ 月 ９ 日 澳大利亚南澳州科技创新代表团访问国际平台
５ 月 １２ 日 第三期太平洋岛国青年领袖研修班学员访问国际
平台
６ 月 ２ 日 丹麦驻华大使戴世阁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On April 25th, Mr. Cassandre, th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Cabine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Zimbabwe,
visited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On April 27 th, Mr. Christensen, the chief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officer of San Francisco Bay
Area Committee of USA, and Mr. Xin Sen, head of
TechCrunch China, visited ISTB.
On May 9th, The deleg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South Australia visited ISTB.
On May 12 th, The trainees of thir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Young Leaders Seminar visited ISTB.

６ 月 ２６ 日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詹德村副主任率队调研国
际平台

On June 2nd, Mr. Carsten Damsgaard, the Danish
Ambassador in China, visited ISTB.

８ 月 ４ 日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盟举办第一期“一带
一路”沙龙
８ 月 ９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欧美处邓昌雄处长率
队调研国际平台

58 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

On June 26 th, Zhan Decun Deputy Director of
Guangzhou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mittee, l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ISTB.
On August 4th, Shenzhen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held the first “Belt and Road”
Salon.

８ 月 １５ 日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考核
评估机制研究”课题组调研国际平台

On August 9th, Deng Changxiong, Director of Europe
and America Division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Guangzhou Government, l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ISTB.

８ 月 ２４ 日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朱志伟主任率国际平台工作
团队赴广州拜访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阿里·艾哈迈德·阿
伦先生
８ 月 ３１日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盟举办第二期“一
带一路”沙龙
９ 月 ２ 日 智利前总统、亚太特命全权大使爱德华多·弗雷访
问国际平台
９ 月 ４ 日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南可安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On August 15th, The research team of “Shanghai R&D
and Transformation Platform Evaluation Mechanism
Study”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vestigated
ISTB.
On August 24th, Zhu Zhiwei,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led a
team from ISTB to visit Mr. Orient Ali Ahmed Alan, the
consul general of Pakistan in Guangzhou.
On August 31st, Shenzhen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held the second “Belt and Road”
Salon.

９ 月 １１日 尼泊尔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希纳·巴哈杜尔·马哈
拉先生访问国际平台

On September 2nd, Eduardo Frei, former president of
Chile, Asia-Pacific ambassador, visited ISTB.

９ 月 １３ 日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联盟举办第三期“一
带一路”沙龙
９ 月 ２５ 日 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谢照杰副主任率国际平台机
构代表团赴惠州参观考察，并与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惠州
市副市长余金富等市领导进行座谈
１０ 月 ２３ 日 深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伟志率队调研
国际平台
１１ 月 １７ 日 国际平台承办第十届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国际会议
１１ 月 １８ 日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鲁斯塔姆·明尼哈诺
夫先生访问深圳高新区，深圳高新区服务中心与鞑靼斯坦共

On September 4th, Mr. Nadav Cohen, consul general of
Israel in Guangzhou, visited ISTB.
On September 11th, Mr. Krishna Bahadur Mahara,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Nepal,
visited ISTB.
On September 13 th, Shenzhen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iance held the third “Belt
and Road” Salon.
On September 25th, Xie Zhaoji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led a delegation composed of enterprises in ISTB to
investigate in Huizhou, and held a meeting with Chen
Yiwei, secretary of CPC Huizhou, Yu Jinfu, vice mayor
of Huizhou, and other leaders.

和国高科技园签署相互理解与合作意向书
On October 23rd, Yao Weizhi, Deputy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e of Shenzhen Government, led a team to
investigate ISTB.
On November 17th, ISTB undertook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ilding World-class High-tech Park.
On November 18 th, Mr. Rustam Minnikhanov,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Republic of Tatarstan, visited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Th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Russian Republic of Tatar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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