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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行区、试验区、功能区、示范区——

浦东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使命不止于此。

外界期待 8 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

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上周公开发布。一场行向纵深的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由此正

式启幕。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

大会上首次提出 “ 引领区 ” 概念时，各界已经意识到，这对于

三十而立的浦东而言，不啻为又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而当文件正式公之于众，其蕴含的一揽子重大任务、重

大措施，被认为是定位之高前所未有、期望之重前所未有、

支持政策之实前所未有、创新空间之大前所未有。

7 月 19 日，上海在世博中心蓝厅召开推进浦东新区高水

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动员大会。会上，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要勇担使命、全市动员、全市部署，

奋力打开上海发展新的战略空间，释放上海发展新的强劲动力。 

而在讲话尾声，他告诉在座的浦东和上海各级干部，浦

东开发开放 “ 承载着伟大梦想 ”。

“ 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的实践，是在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浦东未来 30 年的发展，正好

切合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 他说。

换言之，这是一片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土地；对其进一

步发展的谋划、实施，亦应放到特别的历史时空中，从而不

断提升站位与格局。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一举改变这片土地、这座城市

的命运，亦被称为一张重要的 “ 王牌 ”。31 年后，领命新任务

的浦东，仍被视作一张特殊的 “ 王牌 ”。

与当时直面国际社会的怀疑甚至封锁、毅然打开改革开

放新局面相似，今天的浦东被视为一张 “ 突破攻坚的王牌 ”——

在当下的外部环境变化和风险挑战中，浦东需要带头实现战

略突围，突破阻力、开辟新路，进而帮助上海乃至全国在全

球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

一线观察
Watch

王牌浦东，何以 “ 引领 ” 未来
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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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历经 30 多年发展之后，浦东、上海乃至中国进一步

跃升的起点，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

一方面需要在关键领域予以更大力度的突破，另一方面亦需

要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探索。

这也正是 “ 引领区 ” 的用意所在。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先

行区、试验区、功能区、示范区 —— 浦东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使命不止于此。

在新的关口，这里需要构成一个全方位的样板，对内作为

龙头，服务新发展格局，带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

并成为关键核心领域自主创新的 “ 策源地 ”，成为制度性开放

和深层次改革的 “ 高地 ”；对外，则成为一面更具实力和说服

力的 “ 窗口 ”，成为 “ 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 的诠释者。

基于这样的要求，提升引领区的 “ 引领力 ”，自然需要从

“ 特 ” 与 “ 全 ” 的两个维度着眼发力。

全市全员大会上，明确了浦东应在创新发展、集成改革、

制度开放、功能打造和城市治理等五大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意见》给出的一系列政策安排，特别是在体制、管制、法制、

税制及平台、项目、要素、载体等方面给出的制度创新空间，

均着眼于这五大方面，并且体现强烈的突破性、协同性。

又 “ 特 ” 又 “ 全 ”，突破与协同并进，或许就是浦东新

三十年最大的任务，也是最大的挑战。从 “ 特 ” 的角度，这里

无疑需要尽快将一些引领性、突破性的政策落地见效，并通

过许多 “ 非浦东莫属 ” 的先行探索，确立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并以此发挥 “ 先锋 ” 作用。

“ 开路先锋 ” 是浦东历来承载的期望，亦是新阶段不变的

追求。根据部署，这里要成为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

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特别是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布局，在

高层级的科技竞争中占据先手。

作为一个全域的 “ 特殊经济功能区 ”，这里也应当在前期

的要素型开放基础上，着力转向制度型开放，并通过对标更

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建立高水平的、与国际通行规

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型话语权，进而在全球的制

度竞争、规则竞争中占据先手。

同时，诸多直指前沿的改革、攻坚，又需要系统性、集

成性的改革予以支撑，并反哺整个区域的综合实力。

全市动员大会在述及改革任务时，特别加上了 “ 集成 ” 二

字，并强调 “ 更加注重从事物发展全过程、产业发展全链条、

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出发来谋划设计改革 ”，从而提升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而如果将整个引领区建设视作一场大改革，那么其综合

经济、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强调软硬实力并举，特别是

对城市治理和 “ 人民城市 ” 建设给予相当笔墨，本身就是在更

高层次对系统性、协调性予以特别强调。

对浦东和上海而言，充分落实这两大层面的战略意图，

浦东才能真正发挥出打开局面、占据主动、带动全局的战略

作用，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 “ 王牌 ”。

打出 “王牌 ”，需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并将其 “越打越好、

越打越活 ”。这又考验整座城市的向心力、执行力、创造力和

协同力。

动员大会明确指出，上海要 “ 举全市之力奏响高水平改

革开放最强音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

李强特别告诫全市干部，“ 抓住机遇才能赢得优势，贻误机遇

则可能错失未来 ”。

8 个多月前，市委书记就曾强调，在历史机遇面前，这片

土地需要 “ 拿出胸怀天下的壮志豪情、能征善战的铮铮铁骨，

当好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乘风破浪的排头兵 ”。

这是一种延续自创业初期的特殊精神状态。李强曾表示，

“ 浦东奇迹般的变化背后，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激情，

是披荆斩棘、革故鼎新的创新锐气，是志存高远、追求卓越

的创造追求 ”。

在强调 “ 再出发 ” 的当下，不仅需要重提当年的那股 “ 气 ”

和 “ 劲 ”，并且更需要 “ 披坚执锐、善作善成 ”，“ 更加需要

我们强化闯的勇气、创的智慧，更加需要我们勇闯新路、勇

攀高峰 ”。

对所有 “ 浦东人 ” 来说，这不啻为一场对于胆识、智慧、

勇气和决心的新的大考。同时，接受大考的，也包括整个上

海的上上下下 —— 浦东这张 “ 王牌 ” 的意义从未限于浦东，

如今的引领区建设，需要全市的协同发力，亦应让全市充分

受益。

“ 部门间要加强协同联动，各个区都要借势发力 ”，动员

大会上，李强特别叮嘱全市各方，要 “ 真正把浦东的事作为

自己的事 ”。

“ 如果从国家部委角度看浦东，那可以说是 ‘ 支持 ’，但对

我们来说，相关工作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是第一责

任人，就要主动履好职、尽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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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 7 月 12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世界经贸复苏加快，外需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企业竞

争力增强，但我国外贸发展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疫情形

势依然严峻，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增多，

贸易问题政治化倾向加剧，外贸企业面临四大突出困难，

一是国际海运效率低、价格高；

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企业出现了 “ 有单不敢接、

出口不盈利 ” 的现象；

三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提高企业成本。如 1—5 月份，铁

矿砂和铜金矿进口均价分别上涨 75% 和 45%；

四是部分地区招工难、用工贵。

任鸿斌说，商务部将将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

对外贸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研提政策举措。

一是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

进多、双边区域规则谈判，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精心筹

备办好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让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发

展机遇。

二是高质量推进 “ 一带一路 ” 建设，稳步拓展丝路电商伙

伴国，办好第 130 届广交会，推进市场多元化。

三是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

四是发展高质量、创新型外贸产业集群，促进贸易和产

业融合。

数据显示，对外贸易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 “ 三驾马车 ”

之一，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以来，

1—5 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支撑国民经济稳定恢

复。以人民币计进出口、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28.2%、

30.1% 和 25.9%，均为十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较 2019 年同

期分别增长 21.6%、23.6% 和 19.2%。同时，结构不断优化，

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商务部新认定 105

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总数已达 578 家。

“ 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20%。” 任鸿斌表示，

今年有四个阶段性因素，对外贸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强。一是

中国率先复工复产，“ 宅经济 ” 产品、订单回流等拉高出口增

速约 18 个百分点；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高进口增速 6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仅铁矿石、铜、钢材、原油等 6 种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就拉高总体进口增速 5.7 个百分点。三是 “ 就地

过年 ” 拉高进出口增速约 4 个百分点；是四去年的低基数因素，

拉高进出口增速 6.6 个百分点。

任鸿斌说，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商务部还将加强

形势研判，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一是落实完善支持政策。保持外贸外资政策连续性，推

动相关政策落地。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引导企业用足用好政策。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 我为群众办实事 ” 实践活动，推动解

决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

二是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优进优出、贸易产业

融合、贸易畅通 “ 三个计划 ”，提升出口质量，推动品牌建设，

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办

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大展会，鼓励发展线上展会。

商务部：当前外贸企业面临四大
突出困难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9

Watch

一线观察
Watch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新发展试点。推进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出

口转内销。

三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

区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试点，

总结形成新一批试点经验做法。修订完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

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制定自贸试验区和全国版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稳步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四是稳定外贸外资产业链供应链。落实《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加强产

业链招商，对重点企业、重点外资项目开展个性化服务，稳

住产业链骨干。加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加工贸易产业

园建设。深化共建 “ 一带一路 ” 经贸合作，发挥好国际陆海贸

易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平台通道作用。

五是推动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

推动 RCEP 如期生效实施。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加快推

动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推动畅通国际物

流通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外贸新业态的创新大有可为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活力充沛，形态多样。

一是网络信息等新技术、新工具孕育产生了跨境电商；

二是传统业态在转型升级，形成了市场采购贸易；

三是贸易分工在进一步细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型

主体深受市场欢迎，离岸贸易也同总部经济在同步成长；

四是各类业态之间融合发展，外贸功能进一步集成联动。

“ 像传统的一般贸易与跨境电商结合，就形成了 B2B2C

的海外仓模式，终端配送服务效率在快速提升，也带来了更

好的终端客户体验。像保税维修这种业务形态，也在规范成

长和发展过程中。” 李兴乾说。

李兴乾表示，外贸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不断

涌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更加明显。其中有三个

新动向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一是数字技术应用日趋普遍；

二是独立站发展迅猛；

三是细分服务平台不断涌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跨境电商行业蓬勃发展和跨境

电商主体日益壮大，为了提升独立性和话语权，独立站也就

是企业自行建设、具有独立域名、用于开展电商业务的网站，

逐渐受到了行业青睐。据测算，我国独立站的数量已经达到

了 20 万个左右。相比第三方平台，独立站优势在于：

一是降低运营成本。运维成本比第三方平台要少 30%

左右；

二是开展精准营销，独立站可以使卖家全面掌握流量数

据，充分挖掘数据价值，为卖家推荐合适的受众群体，大幅

提升购买率和复购率；

三是提升品牌价值，独立站可以灵活地采用广告联盟、

搜索引擎优化、社交平台等多种方式来引流，提升品牌的知

名度。

此外，随着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延伸和贸易分工的

进一步细化，在营销、支付、交付、物流等外贸领域出现了

一批细分的平台型服务企业。比如搜索引擎营销、海外买手等。

“ 有的企业创新了 ‘ 互联网 + 质量控制 ’，独创了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质量控制功能和服务，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共享服

务，如一个年出口额 500 万美元的企业使用这种服务，每年

可以节省大约 8 万美元。有的企业通过对供应链进行深度整

合，逐步转型为信息集成企业，能将上游的外贸订单和下游

的生产企业进行对接，实现行业内集聚生产，这样综合生产

成本可以降低 20% 左右。” 李兴乾说，成本决定竞争力，这

也预示着外贸新业态的创新大有可为。

将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持续创新发展
日前，商务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外汇局等 23 个单位起草发

布《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称，提出深化

外贸领域 “ 放管服 ” 改革，推动外贸领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为完善；到 2035 年，发展水平位居

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在具体举措方面提出支持运用新技

术新工具赋能外贸发展，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培育

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优化市场采购贸易政策框架，支持更

多市场主体开展外贸，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支持外贸综

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提升保税维修业务发展水平，稳步推

进离岸贸易发展，支持外贸细分服务平台发展等。　任鸿斌

表示，《意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提出科学设置 “ 观察期 ”

和 “ 过渡期 ”，引入 “ 沙盒监管 ” 模式，为业态创新提供安全

空间；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比如针对海外仓融资难贵

问题，提出支持综合运用建设 — 运营 — 移交（BOT）、结

构化融资等多种投融资方式多元投入海外仓建设，并加大出

口信用保险对海外仓等支持力度。并提出完善财税、金融、

支付结算等支持政策，围绕外贸秩序、基础设施、行业组织、

专业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等，营造良好环境，支持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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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乾说，《意见》的出台，释放了外贸业态和模式创

新领域的重大利好。商务部将会同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重点

推进四项工作：

一是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新业

态的试点体系，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二是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品

牌商品出口，也鼓励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扩

大进口。

三是加强贸易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要建成一批要素集聚、

主体多元、服务专业的跨境电商线下产业园区，形成新业态

驱动、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外贸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

四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要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跨

国物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力发展丝路电商，加强 “ 一带

一路 ” 经贸合作，在贸易伙伴之间创造更多的商机。

“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对外贸易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创新实践，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 任鸿斌

说，“ 能够很好激发外贸主体活力，拓展外贸发展空间，提升

外贸运行效率，稳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产业数字化和

贸易数字化融合。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推动

贸易高质量发展，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对于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任鸿斌表示，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认真抓好《意见》落实，促进外贸新业

态新模式健康持续创新发展，助力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

转，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跨境电商是当前带动作用最强的一种外贸新业态
任鸿斌介绍，我国跨境电商规模 5 年增长近 10 倍，市场

采购贸易规模 6 年增长 5 倍。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超 1500 家，

海外仓数量超 1900 个，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已建成约 130

个。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

任鸿斌说，《意见》中提出的数字智能技术应用，跨境

电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海外仓企业和覆盖全球的

海外仓网络等六种新业态中，跨境电商是当前发展速度最快、

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一种外贸新业态。2015 年以来，

国务院分 5 批设立了 105 家跨境电商综试区，基本覆盖全国，

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

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了 1.69 万亿元，

增长 31.1%。2021 年 1-5 月份，进出口超过 7000 亿元，增

长 36.9%，跨境电商 5 年增长了 10 倍。

“ 商务部会同各地方、各部门持续推进制度、管理和服务

创新，探索形成了以 ‘ 六体系两平台 ’ 为核心的制度框架。”

任鸿斌介绍，“ 六体系两平台 ” 主要是信息共享、金融服务、

智能物流、电商诚信、统计监测、风险防控等监管和服务的 “ 六

体系 ”，以及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和线下产业园区 “ 两平台 ”。

量身定制了近百项支持政策，初步建立起适应跨境电商发展

的政策框架。

任鸿斌表示，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

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下一步，将从两个

方面重点推进跨境电商的发展。

第一，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更好地发挥综试

区对跨境电商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创新破解深层次矛盾和体

制性难题，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业态融合和贸易

产业融合，带动各地开放型经济发展。

“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做好扩围工作。目前，已有部分城

市向国务院提出新设综试区的申请，若干城市正在申报中。

我们将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新一批

扩围工作。” 任鸿斌强调，地方在向国务院提出新的综试区申

请的同时，要按照 “ 六体系两平台 ” 等好经验好做法，结合当

地的实际，把基础打牢，以便获批后能够尽快开展工作。商

务部将开展综试区考核评估工作，建立综试区考核评估与退

出机制，并于 2021 年组织开展首次考核评估，促进优胜劣汰。

第二，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商务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重点开展三项工作。一是研究制定跨境电商知识产权

保护指南，引导跨境电商平台防范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假冒

伪劣商品，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商品的清单。三是便利跨境电商进出口的退换货管理。完

善配套政策，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

“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实行正面清单管理，经财政部会同有

关部门已经两次调整，现清单内商品税目已经超过 1400 个。

下一步将研究进一步优化清单，更好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

任鸿斌说。

任鸿斌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在《意见》的基础之上，

出台针对六个新业态的行动方案，继续推进企业在操作层面、

实施层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新业态在实际运用中更加便利。

五大举措推动海外仓发展
海外仓是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是新型外贸基础设

施，也是带动外贸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此前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积极推动海外仓发展，鼓励传统外贸

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参与海外仓建设，提高海外仓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李兴乾介绍，目前，我国海外仓的数量已经超过 19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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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超过了 1350 万平方米，业务范围辐射全球，其中北美、

欧洲、亚洲等地区海外仓数量占比将近 90%。部分龙头企业

已经建成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实时对接客户、对接商品、

对接仓储配送等信息。除了传统仓储配送业务以外，还创新

开展了高质量的售后、供应链金融、合规咨询、营销推广等

增值服务。

“ 海外仓特点很鲜明，我们概括起来是 ‘ 四快一低 ’。” 李

兴乾说，“ 第一快 ” 是清关快，海外仓企业能够整合物流资源，

提供配套的清关服务，能够很快地提高货物出入境效率；“ 第

二快 ” 是配送快。部分海外仓可以提供所在国 24 小时或者 48

小时的送达服务，大幅缩短了配送时间；“ 第三快 ” 是周转快，

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选品建议，帮助卖家优化库存，提前备货，

降低滞销的风险；“ 第四快 ” 是服务快，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

提供本土化的退换货、维修等服务，能够缩短服务周期，提

升终端客户的购物体验。“ 一低 ” 就是成本低。由于卖家可以

提前在海外仓备货，因此在后续补货时，可以选择价格更低

的海运方式，这就降低了国际物流的成本。

李兴乾表示，发展海外仓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小微企业借

船出海，带动国内品牌双创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落实国

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和国办《意见》的要求，商务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稳步推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重点要做

好五项工作：

一是强化主体培育。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

流企业等各类主体综合运用多种投融资方式，来参与海外仓

建设。加大出口信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复制推广成熟

经验做法，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代表性的海外仓。

二是完善海外仓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支持企业加快重点市

场海外仓建设，完善全球服务网络。优化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海

外仓布局，支持海外仓企业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延伸服务。

三是推动数字化发展。鼓励海外仓企业推介跨境电商综

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国内外电商平台等，匹配供需两个

方面的信息，提升海外仓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探索建设

海外物流智慧平台。

四是推动标准建设。推动制定一批海外仓领域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要依托海外仓，加强与所在国流

通业的衔接连通，深化在跨境物流、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

国际合作，积极参与海外仓国际规则的探索，贡献更多的 “ 中

国方案 ”。

三大举措推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升级
2013 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全国分五批设立

了 31 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通过制度、管理和服务创新，

依托专业市场的集聚优势，为国内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打开

了出口的新通道，满足了国外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联

通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也备受市场关注。

李兴乾表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适应国内专业商品

市场的国际化发展而建立的，是一种 “ 土生土长 ” 的贸易方式。

这个业态是支持企业用内贸的方式做外贸，使外贸变得更简

单，从而助力 “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 更加畅通。

李兴乾说，这一业态呈现出三大功能：

第一，拓展了外贸增长的新空间。市场采购贸易规

模 6 年增长了 5 倍，2020 年突破了 7000 亿元人民币的规

模。今年前 5 个月，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增幅达到了

57.8%。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满足了国外采购商 “ 多品种、小批

量、多批次 ” 的采购需求。“ 一站式 ” 采购成本也更低，效率

更高，因此，深受国外采购商的欢迎。目前，出口国家和地

区大约 220 个左右，其中 “ 一带一路 ” 国家占比超过 50%。

第二，开辟了出口的新渠道。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量身

定制了支持政策，比如允许外商投资的合伙企业备案登记、

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海关也简化了申报程序，这些措施大

幅提高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解决了商户、中小微企业从事

外贸 “ 不会干、干不起 ” 以及 “ 不愿干 ” 的问题，吸纳了越来

越多的国内贸易主体成为外贸的主力军。目前，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各类备案主体已经超过了 15 万家。

第三，提供了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有关地方以试点作为

支点，着力带动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汇聚资源，搭建行业

性展会平台，培育外贸人才，吸引周边产业形成集聚。畅通

渠道，打通海陆空多种物流新通道。促进融合，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融合发

展，优势互补。

李兴乾表示，市场采购是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

平台，也是外贸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商务部将重点做好三项

工作：

第一，优化政策框架，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要指导

各地执行好现有的各项政策，鼓励先行先试。开展政策创新，

完善政策体系。要丰富市场采购贸易综合管理系统功能，优

化管理、优化服务。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鼓励因地制宜，提高发展质量。开展市场采购

贸易创新提升专项行动，指导各个试点结合实际，深挖潜力，

引导市场主体提高质量，改进技术，优化服务，培育品牌。

完善试点动态调整机制，更好地发挥试点区域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鼓励业态的融合，提升开放水平。鼓励市场采购

贸易与跨境电商、海外仓这些新业态融合发展，拓展出口渠道，

推动试点市场更加重视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以外贸创新为抓

手，提升本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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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拥堵蔓延至全球，五大洲越来越多的集装箱船在等待

泊位停靠。截至新加坡时间 21 日下午 3 点 20 分，全球有 328

艘船舶滞留港口，116 个港口报告了存在拥堵等问题。同样堵

心的是，国际海运巨头日前宣布加收超高 “ 增值费 ”。有分析指

出，港口拥堵和运费上涨可能会成为 2022 年上半年的主旋律。

航运公司频频涨价 不接受就拉倒
 seapexplorer 平台一个月前的数据显示，101 个港口拥

堵 304 艘船只受影响，拥堵进一步加剧。由于港口拥堵问题，

全球多达 10% 的航运运力已被消耗。

 过去一个月，随着华南盐田的积压货物陆续清理，其中

一个重要的显著变化是，在亚洲转运大港新加坡以及美国最

大的两个海上门户洛杉矶和长滩这两个港口外等候的船舶数

量增加了一倍。 

根据最新统计，有 18 艘船在洛杉矶海岸外排队，平均等

待泊位时间近 5 天。根据太平洋商船协会的数据，6 月份集装

箱在洛杉矶 -长滩码头平均滞留4.76天，高于上个月的3.96天。

长滩执行董事马里奥科德罗表示，随着零售商为返校购

物和年终假期补货，该港口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进入进口旺季。

预示着直到年底才可能将走向某种正常状态。

乔治亚港务局执行董事 Griff Lynch 表示，对进口商品的

强劲需求可能会持续到 2022 年，因为在疫情的不均衡反弹期

间，企业争先恐后地重建库存。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中国

农历新年，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会超过春节。

“ 如果考虑到最近盐田港的中断，港口拥堵和运费上涨可

能会成为 2022 年上半年的主旋律。尽管苏伊士运河发生堵塞

的可能性很小，但在主要枢纽港口进一步爆发疫情的风险始

终存在，特别是考虑到新病毒变异的流行。” 德鲁里顾问在最

近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

港口拥堵的同时，运价也在不断攀升。德国海运巨头赫

伯罗特 7 月 16 日宣布，由于 “ 中国超乎寻常的需求不断延烧 ”

以及 “ 后续引发的运输供应链运营挑战 ”，决定从 8 月 15 日

开始对从中国运至北美的货物加收 “ 增值费 ”（Value Added 

surcharge），在货物抵达美国、加拿大时收取。赫伯罗特将

对每 TEU 货物加收 4000 美元增值费，每 FEU 加收 5000 美元。

赫伯罗特的涨价决定在市场引起强烈不满。据外媒报道，

一家欧洲无船承运人（NVOCC）痛斥 “ 这简直无法无天 ”，

但也坦言 “ 至少赫伯罗特愿意直接告知。其他集运公司只会

等到我们想订舱时才告知价格，而且 ‘ 不接受就拉倒 ’”。

事实上，包括中远海运集团、以星航运、日本海洋网联

船务在内的多家主要集运公司早已开始加收高额附加费。这

些集运公司对亚洲至美国西海岸的附加价值产品，除了征收

综合运价（FAK）之外还加收 7000 美元 /FEU 的额外费用。

业界消息称，一些贸易航线的集运公司直接略过合约，

强迫托运人接收高价运价和高额附加费。有运输公司指出，

如果附加费膨胀至 1 万美元，部分无法吸收成本或转嫁给客

户的企业恐将因此倒闭。

出口企业需做好几点应对举措
近日，“ 德尔塔 ” 变异毒株的传播使得本就脆弱的海运市

场雪上加霜，全球海运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危机。物

流延误导致目的港弃货可能性增加，同时运费不断上涨，出

口企业物流成本上升，我国外贸出口企业该如何应对？小编

有几点建议： 

1、选择靠谱的货代，出口企业最好在价格还没开始涨太

多前抓紧发货，以免未来舱位更紧张。欧美下半年的消费旺

季将在 9-12 月到来，将对全球海运物流造成更大压力，短期

内运力紧张情况恐难以出现明显改善，运价下降的可能性不

大，企业还需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前做好预案。

2、尽量避免将所有货物运输押在一家物流公司上，随时

做好海、陆、空三方面物流备用方案。比如，中欧班列，虽

需要协调多国铁路系统，但具有时间短的优势。

3、全面优化业务经营，严控成本支出，此外还应与买方

做好沟通，共同应对航运成本上升引发的各类问题。

4、出运前应综合考虑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在合同

中明确不可抗力条款、争端解决条款；一旦出现交货延迟，

应及时通知买方，积极沟通谈判，尽量降低损失，并根据损

失情况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

5、时刻关注行业政策变动，尤其是国际物流政策、运价

走向。建议通过代理等多种渠道获取目的港处置货物的规定流

程以及码头堆存费的减免政策、船公司运费及航线调整等信息，

并及早根据自身业务做好相关运营调整，以尽可能降低成本。

提醒 | 航运巨头加收天价增值费，外贸
企业除了 “ 挨宰 ” 还能做啥？ 来源：华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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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已进入下半年，我国纺织服装外贸走势如何？据

权威行业机构分析，下半年外需有望进一步回暖，主要经济

体对纺织服装的需求将进一步回归正常。其中，美国和东盟

市场有望保持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对欧盟与日本出口增

长后续乏力。

服装大类商品出口增长态势良好
 统计数据显示，1-5 月，全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额 126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其中出口 1151.1 亿美元，增长

17.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5.7%。5 月，全国纺织品服

装贸易额 270.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5%，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4%，环比增长 3.2%。其中出口 248.4 亿美元，下降

16.8%，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3%，环比增长 4.5%。

防疫物资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服装大类商品出口保持良

好增长态势。5 月，纺织类防疫物资出口继续下降，且降幅进

一步扩大，当月医用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的降幅分别达到 93.4%

和 86.4%，带动 1-5 月累计出口分别下降 75.1% 和 44.7%。

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分析，今年 5 月，我国纺织服装

出口首现负增长，增速回落的趋势仍将持续。年初至 4 月纺织

服装月度出口均实现增长，但自 3 月后增幅逐月回落，5 月首

现 16.8% 的负增长。除去防疫物资后，当月出口增长 72.8%，

增幅较前期缩小。由于去年二到三季度是出口高峰，初步预测

月度出口同比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将延续至三季度末。

全球疫苗接种率月间增长 12 个百分点，下半年外需有望

进一步回暖。截至 6 月 24 日，根据牛津大学统计，全球累计

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 28 亿剂次，接种率 22.59%，其

中发达经济体接种率普遍达到 40% 以上。有专家预测，以当

前的接种速度推算，下半年欧盟即可达成群体免疫，届时主

要经济体对纺织服装的需求将进一步回归正常。

二季度第 2 个月份，纺织服装对主要市场出口增长动力

有所减弱，4 月我国对四大重点市场全部及大宗商品的出口基

本都呈现出增长放缓或下降的趋势，预计这种趋势将保持到

三季度末。

美国作为我纺织服装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市场的稳定器作

用仍然突出。1-5 月我对美出口额达到 20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3%，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4%。其中重点商品针梭织服装

增长 62%，比 2019 年下降 1.8%，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欧盟市场需求回升，但后劲不足。1-5 月我对欧盟纺织服

装出口 165.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5%。其中重点商品针梭织服装增长 30.9%，比 2019 年增

长 6.7%，其中 5 月出口增长动力不足，出现 16.4% 的下降。

日本市场波动明显，增长空间有限。1-5 月我对日本纺织

服装出口同比下降 8.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2%。其中重

点商品针梭织服装同比增长 8.4%，比 2019 年下降 2.7%。

东盟市场相对稳定，出口保持双增长。1-5 月我对东盟纺

织服装出口同比增长 42.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4%。其

中重点商品纱线面料同比增长 41.4%，比 2019 年增长 5.9%。

中国产品在三大重点市场中的份额仍保持较高水平，在

欧美市场的占比仍高于 2020 年和 2019 年同期的水平，日本

市场略有回落。

 家用纺织品出口规模创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家用纺织品出口全

面复苏，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际家纺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我家纺产品对国际主要市场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1-5 月，我国家纺产品出口 126.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60.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出口规模创近五年来

同期历史新高。同时，家纺产品出口占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总额

的 11.2%，比纺织服装整体出口增速高 43 个百分点，有效拉

动行业整体出口恢复增长。其中，床品、地毯、毛巾、毯子等

主要类别产品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增幅均在 50% 以上，厨

房用及餐桌用纺织品出口增速相对平稳，在 35%-40% 之间。

前五个月，家纺产品对全球前二十大单一国别市场出口

均保持增长，其中对美国市场出口增速最高，出口额 41.5 亿

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5.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1.5%，

占家纺产品出口总额的 32.9%。

家纺产品对欧盟出口也保持较快增长，出口额 16.3 亿美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8.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6%，占

家纺产品出口总额的 12.9%；家纺产品对日本市场出口增速

相对平稳，出口额 11.4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7.5%，占家纺产品出口总额的 9%。

从区域市场来看，对拉丁美洲、东盟和北美洲出口增长

较快，增幅在 75%-120% 之间。

据 Home Textiles Today 等媒体报道，在过去的近 10 个

月中，美国家具、家庭用品和家庭装修用品等家居用品的零售

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美国所有的家居专业零售商都上

调了对未来的预测，将市场预期延续到 2022 年，并认为疫情

后的购物狂欢可能会产生一个 “兴旺的20年代 ”式的消费繁荣。

纺织服装外贸下半年将如何？对欧盟日本
出口增长后续乏力 来源：华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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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ITC 正式对具有纳米结构的硅光伏电池片
和组件及其下游产品启动 337 调查

2021 年 7 月 14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决

定对特定具有纳米结构的硅光伏电池片和组件及其下游产品

（Certain 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 and Modules 

with Nanostructure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the Same）

启动 337 调查（调查编码：337-TA-1271）。

2021 年 6 月 11 日， 美 国 Advanced Silicon Group 

Technologies, LLC of Lowell, Massachusetts 向美国 ITC 提

出 337 立案调查申请，主张对美出口、在美进口和在美销

售的该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美国注册专利号 8,450,599、

8,852,981、9,601,640、9,768,331、10,269,995、

10,692,971），请求美国 ITC 发布有限排除令、禁止令。

加 拿 大 Canadian Solar, Inc. of Canada、 中 国 江 苏

Canadian Solar International Limited of China 阿特斯阳光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Changshu) Co. Inc. of China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河南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Luoyang) Inc. of 

China 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司、泰国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 of Thailand、越南 Canadian 

Solar Manufacturing Vietnam Co., Ltd. of Vietnam、 加 拿 大

Canadian Solar Solutions, Inc. of Canada、美国 Canadian Solar 

Construction (USA) LLC of Walnut Creek, CA、美国 Canadian 

Solar (USA) Inc. of Walnut Creek, CA、美国 Recurrent Energy 

Group, Inc. of San Francisco, CA、美国 Recurrent Energy LLC 

of Walnut Creek, CA、 美 国 Recurrent Energy SH Proco LLC 

of Walnut Creek, CA、 韩 国 Hanwha Q CELLS, & Advanced 

Materials Corp of South Korea、 德 国 Hanwha Q Cells GmbH 

of Germany、马来西亚 Hanwha Q Cells Malaysia Sdn. Bhd. of 

Malaysia、中国江苏 Hanwha  2 Q Cells (Qidong) Co., Ltd. of 

China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韩国 Hanwha Solutions 

Corporation of South Korea、 美 国 Hanwha Energy USA 

Holding Corp. (d/b/a 174 Power Global Corporation) of Irvine, 

CA、 美 国 Hanwha Q Cell EPC USA LLC of Irvine, CA、 美

国 Hanwha Q Cells America Inc. of Irvine, CA、 美 国 Hanwha 

Q Cells USA Corp. of Irvine, CA、 美 国 Hanwha Q Cells USA 

Inc. of Dalton, GA、美国 HQC Rock River Solar Holdings LLC 

of Irvine CA、美国 HQC Rock River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tation, LLC of Beloit, WI、越南 Boviet Solar Technology Co., 

Ltd. of Vietnam、中国浙江 Ningbo Boway Alloy Material Co., 

Ltd. of China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美国 Boviet 

Renewable Power LLC of San Jose, CA、 美 国 Boviet Solar 

USA Ltd. of San Jose, CA 为列名被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立案后 45 天内确定调查结束

期。除美国贸易代表基于政策原因否决的情况外，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在 337 案件中发布的救济令自发布之日生效并于

发布之日后的第 60 日起具有终局效力。

2、欧盟对涉华甜蜜素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
立案调查

2021 年 7 月 16 日，欧盟委员发布公告称，应欧盟内唯

一甜蜜素生产商 Productos Aditivos S.A. 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提交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甜蜜素（Sodium 

Cyclamate）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本案倾

销 调 查 期 为 2020 年 7 月 1 日 ～ 2021 年 6 月 30 日， 损 害

分析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倾销调查期结束。涉案产品的

欧盟 CN 编码为 ex 2929 90 00（TARIC 编码为 2929 90 00 

10）。除另行延期（最长 3 个月）外，预计复审终裁结果将

于 12 个月内作出。

利益相关方应于公告发布 15 日内提交听证会申请。

2002 年 12 月 19 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的甜蜜素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04 年 3 月 8 日，欧盟对中

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甜蜜素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并正式征收

反倾销税。2010 年 6 月 3 日，欧盟对该案作出第一次反倾销

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2012 年 5 月 7 日，欧盟对该案作出部

分期中复审终裁，裁定修改上述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结果。

2016 年 7 月 16 日，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涉案产品作出

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

3、土耳其对华婴儿车和车架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
落复审立案调查

2021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 2021/36 号

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婴儿车和婴儿车车架（土耳其语：

bebek arabaları ve yalnızca bebek arabalarının şasileri）

贸易救济信息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15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经贸快讯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启动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涉案产品的土耳

其 税 号 为 8715.00.10.00.00 和 8715.00.90.00.00。 利 益

相 关 方 应 于 公 告 发 布 37 日 内 提 交 调 查 问 卷。 调 查 机 关

（土耳其贸易部）联系方式：T.C. Ticaret Bakanlığıİthalat 

Genel MüdürlüğüDamping ve Sübvansiyon Dairesi 地 址：

Söğütözü Mah. 2176. Sok. No: 63 Çankaya/ANKARA 电话：

+90 312 204 75 00 土耳其境内企业、协会组织的联络邮箱：

ticaretbakanligi@hs01.kep.tr 土耳其境外企业、协会组织的

联络邮箱：ithebys@ticaret.gov.tr2003 年 12 月 20 日，土耳

其对原产于中国的婴儿车和婴儿车车架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2004 年 8 月 1 日，土耳其对华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原审调

查肯定性终裁，正式对土耳其税号 8715.00.10.00.00 项下的

婴儿车征收 8 美元 / 件反倾销税，对税号 8715.00.90.00.00

项下婴儿车车架征收 5 美元 / 件的反倾销税（参见土耳其第

2004/15 号公告）。2010 年 5 月 23 日，土耳其对华涉案产

品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维持涉案产品的

反倾销税，其中，婴儿车税额调整为 12 美元 / 件，婴儿车

车架调整为 8 美元 / 件（参见土耳其第 2010/14 号公告）。

2016 年 7 月 19 日，土耳其对华涉案产品作出第二次反倾销

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维持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 5

年（参见土耳其第 2016/26 号公告）。

4、印度终止对华碳酸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
2021 年 7 月 20 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或

进口自中国的碳酸钡（Barium Carbonate）作出第二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否定性终裁，若取消涉案产品的反倾销措施，涉

案产品将不会对印度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建议立

即终止对中国涉案产品现行的反倾销措施。涉案产品的印度

税号为 28366000。

2009 年 6 月 16 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

的碳酸钡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11 年 2 月 7 日，印度正式

对中国的碳酸钡征收 76.06 美元 / 公吨～ 236 美元 / 公吨的反

倾销税。2016 年 4 月 21 日，印度继续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

96.94 美元 / 公吨～ 144.82 美元 / 公吨的反倾销税，有效期

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截止。2021 年 3 月 2 日，印度商工部

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碳酸钡启动第二次反倾

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2021 年 4 月 15 日，印度财政部税务

总局发布第 22/2021-Customs(ADD) 号通告，将现行反倾销

措施有效期的截止日期由 2021 年 4 月 20 日延长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

更多贸易救济案件信息请关注“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

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同步分享给大家更多相关信息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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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的意见》（下称《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 25 条意

见，力促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商务部研究院外贸所研

究员尹政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意见》围绕完

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扎实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培育一批优秀海外仓企业、完善覆盖全球的海

外仓网络等内容提出了相关举措，将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

可持续发展。

在尹政平看来，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顺应国际

贸易发展趋势、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选择。“ 近年来中国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发展迅猛。海

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1.1%。《意见》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可

持续发展。” 尹政平说。

《意见》要求，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

称综试区）试点范围。鼓励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配套服

务商等各类主体做大做强，加快自主品牌培育。

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表示，目前，我国跨

境电商综试区已经过 5 次扩围，数量达到 105 个，覆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在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建设、进

出口退换货管理、自主品牌培育等方面发展仍相对不足。吴

琦指出，此次《意见》特别提出要完善跨境电商发展支持政策，

鼓励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配套服务商等各类主体做大做强，

加快自主品牌培育。

《意见》还提出，支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区域因地

制宜探索创新，吸纳更多内贸主体开展外贸。到 2025 年，力

争培育 10 家左右出口超千亿元人民币的内外贸一体化市场，

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另外，完善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也成

为跨境电商发展重点。

尹政平指出，《意见》覆盖了跨境电商发展的各个方面，

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将在新的发展阶段为外贸创新发

展提供政策依据。例如，除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

综合服务之外，还就提升保税维修业务、促进离岸贸易业务

发展提出支持意见；在 “ 优化政策保障体系 ” 部分，特别提出

引入 “ 沙盒监管 ” 模式，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措施，为业态创

新提供安全空间，并有利于实现风险可控。

国办发文力促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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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

经济同比增长 12.7%，远超机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

性和蓬勃活力。

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之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上

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7.1%，中国外贸连续

13 个月同比正增长，充分印证全球供应链上 “ 中国之环 ” 的非

凡抗压韧性和交付能力。

从抗疫物资到电子产品，从工程机械到金融创新 …… 中

国顶住压力，借助非凡的供应链优势，牵引全球市场主体，展

开国际 “ 战疫 ” 接力，在满足全球订单、疏通资本市场渠道、

驰援各国民生的同时，催生出更多新业态、新技术、新金融产

品，为世界经济贡献了宝贵的活力源。

正如霍尼韦尔中国总裁林世伟所言，不少在华经营的外资

企业过去一直强调 “ 立足中国，服务中国 ”。如今，借助中国

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开始服务全球。“ 中国经济所具备的新优势，

源自中国，却造福全世界。”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11 米级

大直径盾构机本周完成首条隧道贯通任务；在哈萨克斯坦南

部城市扎纳塔斯，中哈合资建设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即将建

中国经济没有辜负世界 来源：经济参考报

成；在 20 多个欧洲国家，已有 1800 多辆比亚迪纯电动客车

投放运营或正在订购中，累计为当地减少 7 万多吨二氧化碳

排放 ……

从提供产品，到定制服务；从项目运营，到战略对接。

中国经济在优化升级中，稳定和修复全球供应链，促进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撮合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

型世界经济，开拓了从 “ 双赢到多赢 ” 的包容发展新境界。

项目在非洲，股东来自欧洲，总包商来自中国，分包商

源自多国团队，银团贷款由多国银行提供 …… 近年来，伴随

“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此类单一项目聚合全球资

源的协作场景开始成为常态。

“ 一带一路 ” 倡议引领下，中外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产经融通度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改善全球市场供给的内涵，

已经实现由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服务输出，再到模式输出、

发展理念输出的跃升，为世界经济海洋贡献活水之源。

历经数十年升级嬗变，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正实现从

世界工厂到供应链枢纽的转型，尝试从增长引擎到研发中心

的切换，酝酿从解放思想到理念引领的跃升，不断满足新时

代对中国经济的新期待、新需求。

经贸快讯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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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警告，疫苗的接种和普及正将全球经济复苏分割成

两个阵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 7 月 27 日发布最新一期全

球经济展望报告，维持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不变，分

别为 6% 和 4.9%，但上调了对发达经济体增速预测，并下调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测。

IMF 警告称，全球经济复苏的裂纹（fault lines）正在扩大，

只要新冠病毒仍在传播蔓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都

不能获得完全保证。

疫苗造成的经济复苏裂纹正在扩大
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Airfinity 的数据，截至 7 月 6 日，发

达经济体中完全接种疫苗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接近 40%，在新

兴市场经济体中这一比重不足 15%，低收入国家完全接种疫

苗人口比重不足 2.5%。

IMF 警告，疫苗的接种和普及正将全球经济复苏分割成

两个阵营：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进一

IMF：维持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6%
预测各经济体间复苏差异显著加大

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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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和那些再度面临新冠疫情冲击和死亡人数

增高的国家。

截至 2021 年 6 月，全球范围内共接种疫苗 30 亿剂，其

中近 75% 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低收入国家中，不到 1% 的

人口接种了 1 剂疫苗。

早前，IMF 提出了一项 500 亿美元的提案，设立目标在

2021 年底前为每个国家至少 40% 的人口接种疫苗，到 2022

年中期为每个国家至少 60% 的人口接种疫苗。此提案获得世

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背书支持。

IMF 呼吁，为达成上述目标，必需保障疫苗的公平分配。

目前，高收入国家每日接种疫苗约 700 万剂，低收入国家每

日接种疫苗数量不足 10 万剂。

变种病毒肆虐 IMF 调降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速
与今年 4 月相比，IMF 维持了对全球经济今明两年 6% 和

4.9% 的增幅预测不变，但各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差异显著加大。

基于对发达经济体疫苗接种工作的加速推进和今年下半

年出台额外财政支持政策的预期，IMF 将 2021 年发达经济体

增速预测上调了 0.5 个百分点至 5.6%，并预测明年其经济增

速为 4.4%。

IMF 认为，拜登政府力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固有望进一步拉动美国经济增速，而美

国的经济复苏对贸易伙伴有正面溢出效应。

IMF 将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上调 0.6 和 1.4 个

百分点至 7% 和 4.9%。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

年增速预测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至 6.3%。其中，印度今年的

经济增速被大幅调降了 3 个百分点至 9.5%。

IMF 预测，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分别达到 8.1%

和 5.7%。

IMF 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正在加剧。疫苗接种工

作的推进速度慢于预期，使病毒变种更 “ 有机可乘 ”；一旦发

达经济体通胀速率显著高于预期，主要央行重新调整货币政

策，恐令金融形势迅速收紧。

对此，IMF 警告道，一旦出现疫情形势再度恶化叠加外

部金融环境收紧的双重冲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

苏将显著受阻，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速。

近期通胀压力或变得更为持久
IMF 认为，近段时间以来各地通胀上升主要是由于去年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经济重启过渡期间的供需错配所造成。

数据显示，在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多数国家的核心

通胀水平在可控范围内（见下图）。

报告分析认为，美国近期的核心通胀走高主要反映在二

手车和机票价格等受疫情干扰的暂时性波动因素方面。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增长 5.4%，创近 13 年来新高。细分数据显示，未经调

整的二手车、新车、食品和服饰在过去 12 个月的涨幅分别为

45.2%、5.3%、2.4% 和 4.9%。

IMF 分析认为，伴随疫情造成的影响逐渐减退，多数国

家的通胀有望在 2022 年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不过，部分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

IMF 建议，货币政策制定者将目光放远，避免在潜在价

格结构变得更为清晰前，过早地收紧货币政策。其间，央行

与市场保持透明清晰的沟通将成为关键。

IMF 并预测，主要央行将在 2022 年底前保持利率政策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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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在前一个交易日大跌超 6% 之后，20 日出现明

显上涨。分析指出，虽然主要产油国提高产量的决定令市场

担忧，但预计随着全球需求的回升，供需缺口仍将存在，国

际油价料将持续获得支撑。

截至 20 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8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货价格上涨 1 美元，收于每桶 67.42 美元，涨幅为 1.51%；9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73 美元，收于每桶

69.35 美元，涨幅为 1.06%。

受主要产油国调整产量和市场担忧疫情形势等因素影响，

纽约油价和伦敦布伦特油价19日分别大幅下跌7.51%和6.75%，

分别是去年 9 月 8 日和今年 3 月 18 日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18 日表示，

将原定于 2022 年 4 月到期的现行减产协议延长至 2022 年年

底，并从今年 8 月开始每月将日均总产量上调 40 万桶。此外，

会议还决定从 2022 年 5 月开始上调阿联酋、沙特、俄罗斯、

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的产量基线，合计上调幅度为日均 163.2

万桶。这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引发市场担忧。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主要产油国达成的逐渐增产协议

短期内不会造成市场供应明显增加，反而有利于稳定市场预

期，油价后市面临的最大变数仍是全球疫情动向，市场或对

此更加敏感。

供需缺口或持续支撑国际油价
来源：经济参考报

加拿大皇家银行全球大宗商品战略负责人赫利马 · 克罗

夫特认为，市场可以消化每月增加的 40 万桶日均原油供应量。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欧根 · 魏因贝格表示，此次欧佩克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协议，解决了内部分歧，有利于恢复投资

者信心和预期，对油价而言是利好。

还有观点指出，从供需方面来看，虽然市场对新冠变异

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的担忧在加剧，但全球石油需求仍处于

较快复苏进程中，短期内石油供应仍然存在缺口，这预计将

持续支撑油价。

欧佩克表示，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加速推进，全球大部分

地区经济仍在持续复苏，石油需求有明显增长迹象，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库存下降。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计，2021 年下半年石油需求将强劲

反弹，预计全年能源需求将增加 4.6%。尽管产油国供应逐步

增加，但今年下半年全球石油市场仍可能出现日均 150 万桶

的短缺。

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国际油价在去年 4 月曾跌至负值，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也于当月达成减产协议，日均减产

970 万桶。自去年 5 月减产协议开始实施以来，国际油价开

始逐步回升。今年 4 月，主要产油国决定，从 5 月开始逐步

增加石油产量，目前减产幅度约为日均 580 万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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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 美联储 /FED) 本周将召开会议，除

了美联储内部对于如何应对物价快速上涨的看法分歧，现在还

要面临新冠疫情反弹及全球供应链紧绷带来的新挑战。

美联储官员在结束两天会议后，料将重申认为美国经济强

劲复苏与美联储的调整政策准备都仍然持续进行。不过新面临

的挑战有造成拖慢经济增长及加速通胀双重困境的危险，因此

看来美联储可能无法坚持 6 月会议对未来前景的乐观预测。

对于后疫情时代货币政策如何定调，美联储才刚展开讨论，

预计秋季之前不会做出决定。

但是从美联储上次会议至今的短短六周期间，展开讨论时

的美好前景设定，已经因为疫情升温而笼罩乌云。

即便新一波疫情是集中在疫苗覆盖率较低的人群，经济学

家认为这仍可能改变消费者支出及出行意愿，分析师表示，美

联储可能必须一方面既要对经济复苏抱持信心，另一方面还要

审慎考虑情势可能如何恶化。

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威胁还算有限：航空旅行

及餐厅客流量数据显示，消费者意愿仍处于复苏模式，并未退

缩避险。

美联储将于周三 1800 GMT 公布新的政策声明，随后主

席鲍威尔将召开记者会。

“ 过去 18 个月，我们一再发现病毒就是影响经济活动的

首要决定性因素，” 曾经担任美国助理财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

教授 Karen Dynan 表示，“ 我认为我们将持续取得进展，只不

过过程将较为缓慢。”

高盛分析师 David Mericle 写道，尽管 6 月通胀高于预期，

但鉴于复苏面临新的不确定性，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的情势进展

“ 强化了不会过早撤回宽松举措的依据。”

美联储每月持续购债 1,200 亿美元，同时维持政策利率于

近零水平，加上 2020 年春季推出扶助经济抵御疫情冲击的诸

多举措。部分美联储官员觉得调整这些政策的时机已到，因为

近期物价意外增长，以及最近几周债市交投情况，显示出投资

者正押注联储可能不得不加快退出危机计划的步伐。

供应问题仍无进展
不过实际上从 6 月 16 日起产生了一连串新问题，当时美

联储展现出对于疫情正在缓解的信心，认为 “ 疫苗接种进度可

能持续降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如果染疫人数持续增加，有可能令复苏承压，在特别脆弱

疫情反弹 + 供应链紧绷，美联储面临
通胀及经济增长双重风险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时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美联储仍希望经济能够重新收复当初疫情爆发时流失的所

有 680 万个就业岗位，但这取决于其他方面持续快速复苏 --

尤其是学校在秋天全面复课。预计这将有助于让学生家长重返

就业岗位，但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再度加剧，此一进度可能受挫。

与此同时，随着联邦支出和去年维持个人收入的福利计

划到期，可能会出现复苏或招聘放缓，预计 “ 财政悬崖 ” 将使

经济从目前约 7% 的高速年增幅减缓。

通胀上升最近几周一直是美联储官员的焦点，有些官员

担心物价可能涨得太快，有些官员认为在调整货币政策之前

经济需要更多时间来增长和恢复之前失去的就业岗位，这让

美联储内部出现分歧。

鲍威尔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政治敏感

话题的问题。白宫也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美联储核心官员

和拜登政府都表示，他们仍然相信当前物价上涨主要是复杂

的经济重新开放所致，将会自行回落。

但可能会有新的理由对此产生怀疑。包括德国和中国洪

灾在内的一系列事件再次堵塞了全球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流动，

使供应瓶颈期延长。美联储官员和白宫原本指望供应瓶颈得

以解决，从而帮助缓解物价压力。

“ 供应面的问题显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花旗分析师周五

写道。“ 投入成本和供应商等待时间可能继续反映在未来几个

月的消费者物价中。”

美 联 储 前 货 币 政 策 官 员、 耶 鲁 商 学 院 教 授 William 

English 表示，6 月时美联储面临的还是相对直接甚至有点老

生常谈的困境 -- 通胀是否过高？但现在美联储 “ 面临两个方

向的风险 ”，一方面通胀可能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另一方面

增长面临风险且联邦财政支持减弱。

“ 情况发展可能出乎他们意料。”English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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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权法》第 411(a) 条 [1] 规定，办理著作权登记

（“registration …… has been made”）是美国作品的著作权

人在美国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但在实际审判中，

管辖不同辖区内上诉审理的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如何认定

满足 “ 办理著作权登记 ” 之条件有不同的理解。多数法院此前

认为，提出著作权登记之申请即可满足此规定的要求。2019

年 3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 “ 美国最高院 ”）在

Fourth Estate Public Benefit Corp. v. Wall-Street.com 案（以

下简称 “Fourth Estate 案 ”）再审判决中认定，在提起著作权

侵权诉讼之前，美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必须完成著作权登记。

本文旨在评析该案判决，并对在美国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前

对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的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和介绍，为中国

企业在美国保护著作权或遭遇著作权人维权时应如何应对提

供参考性建议。

一、美国法律对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前办理著作
权登记的要求与不同法院对之的不同理解

在美国，著作权人自其作品完成之时就可针对该作品享

有著作权。著作权登记并不是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前

提要求。而《美国版权法》第 411(a) 条仍要求美国作品的权

利人在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之前办理著作权登记。但是，这

样的要求仅适用于美国公民或企业在美国首次发表作品（或

在美国与境外同时发表作品）（本文中出现的所有 “ 美国作品 ”

均指此情况下的作品）的权利人，不适用于在美国提起著作

权侵权诉讼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

称 “《伯尔尼公约》”）其他成员国权利人。由于《伯尔尼公约》

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 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不需要履行任

何手续，也不论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 ”，《伯尔尼公约》

其他成员国著作权人在美国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时不需要事

先办理著作权登记（美国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之一）。

《美国版权法》第 411(a) 条规定是一个冗长的法律条款。

此条款中与本文讨论的 Fourth Estate 案有关的部分规定，办

理著作权登记是美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在美国提起著作权侵权

诉讼的一般性前提条件 [2]，但此条款中也保留了部分例外情况。

此条款还规定，如果著作权人向美国版权局提交的著作权登

记申请被美国版权局明确予以拒绝，则著作权人在收到该拒

绝登记通知后亦可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

在 Fourth Estate 案判决作出之前，美国各联邦法院对

如何满足 “ 办理著作权登记（‘registration …… has been 

made’）” 之条件有不同的理解。多数联邦法院认定，只要

向美国版权局提交了著作权登记申请，且该申请被受理，则

意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的权利人就满足了《美国版权法》第

411(a) 条的规定，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少数联邦法院

认为，只有美国版权局完成了著作权登记后，著作权人方有

权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前者被视为适用 “ 登记申请原则 ”；

而后者被视为适用 “ 登记完成原则 ”。例如，联邦第九巡回

上 诉 法 院 在 Cosmetic Ideas, Inc. v. IAC/Interactivecorp

案 [3]、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 Chicago Bd. Of Educ. v. 

Substance, Inc. 案 [4] 和 联 邦 第 五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 Apple 

Barrel Productions Inc v. Rd Beard 案 [5] 的判决中均支持

“ 登记申请原则 ”；而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在 La Resolana 

Architects, PA v. Clay Realtors Angel Fire 案 [6] 和 联 邦

第 十 一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 M.G.B. Homes, Inc. v. Ameron 

Homes, Inc. 案 [7] 的判决中支持 “ 登记完成原则 ”。不同联邦

法院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对权利人提起侵权诉讼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这导致仅提出著作权登记申请的权利人有权在支持

“ 登记申请原则 ” 的部分联邦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而在其他

支持 “ 登记完成原则 ” 的联邦法院中，权利人的侵权诉讼就

会被驳回起诉。

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审制度及 Fourth Estate
案再审程序概要

除了在极个别诉讼案件中具有一审审理的管辖权 [8] 和

上诉管辖权 [9] 以外，美国最高院有权再审审理因不服美国

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10] 或美国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11]

而提起的诉讼。与中国各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类似，美国

环球评论 | 美国最高院判决评析
与实务分享——著作权登记是提
起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 来源：环球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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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在收到当事方提交的再审申请（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之后，其没有必须审理再审案件的义务，而是享

有自主的决策权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审理。具体来说，只有

当美国最高院九大法官中的至少四位大法官同意对某案进行

再审审理时，美国最高院的再审审理才会被启动（“ 四大法官

原则 ”（Rule of Four））。[12] 否则，该案的再审申请将被美

国最高院拒绝。但是，美国最高院拒绝再审申请并不意味着

美国最高院认同此案中下级法院的判决意见，其仅意味着美

国最高院不认为此案值得被美国最高院进行再审审理。在每

年收到的超过 7,000 个再审审理申请中，美国最高院大约会

同意对其中的约 100-150 个案件进行再审审理。[13] 在最近几

年里，我们从美国最高院再审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可看出，

美国最高院倾向于对 “ 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很大争议、且该争

议对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具有很大影响 ” 的案件进行再审审理。

在 Fourth Estate 案中，再审申请人 Fourth Estate Public 

Benefit Corp.（以下简称 “Fourth Estate”）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向美国最高院提交再审审理申请书（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再审被申请人 Wall-Street.com, LLC（等）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首次提交初步反驳意见。美国最高院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决定对 Fourth Estate 案进行再审审理，并

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正式庭审审理此案。美国最高院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对此案作出判决。[14]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联邦第九巡回上

诉 法 院 在 Cosmetic Ideas, Inc. v. IAC/Interactivecorp 案 中

支持 “ 登记申请原则 ”。而后，当事方 IAC/Interactivecorp

向美国最高院提出再审申请，但美国最高院却拒绝了此案

的再审申请。[15] 如果美国最高院当年接受了当事方 IAC/

Interactivecorp 的再审申请，那么，到底应当适用 “ 登记完成

原则 ” 还是应适用 “ 登记申请原则 ” 的争论恐怕就会提前七八

年得到结论。

三、Fourth Estate 案再审判决要点
在 Fourth Estate 案中，Fourth Estate 对联邦第十一巡回

上诉法院的 “ 登记完成原则 ” 提出质疑。美国最高院没有支持

Fourth Estate 的主张，并最终维持了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

院的支持 “ 登记完成原则 ” 的判决。

美国最高院在该案再审判决中认定，在提起著作权侵权

诉讼之前，美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必须完成著作权登记，支持

了 “ 登记完成原则 ”。著作权登记程序是著作权人提起著作权

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完成此程序方可提起侵权诉讼是类行

政性手续的履行。但是，在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时，著作权

人可请求针对著作权登记完成之前和之后的侵权行为获得侵

权救济。在有限的例外情况下，著作权人可在尚未完成著作

权登记的情况下提起侵权诉讼。例如，对于某些正式发布前

易于遭受著作权侵权的作品（例如，电影或音乐作品）之权

利人，其可向美国版权局提出预登记申请后针对侵权行为提

起诉讼 [16]。再例如，著作权人可针对实时广播侵权提出著作

权侵权诉讼，而无须事先办理著作权登记 [17]。美国最高院还

认为，《美国版权法》第 411(a) 条前两句话分别讨论了向美

国版权局办理著作权登记和被美国版权局拒绝著作权登记两

件事。如果仅仅提出办理著作权登记申请就可以满足 “ 向美

国版权局办理著作权登记（make registration）” 之要求，那

么第二句话（被美国版权局拒绝著作权登记后可提起诉讼）

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美国最高院还表示，根据《美国版权法》

第 411(a) 条第三句话的规定，在著作权登记被拒绝的情况下，

著作权人还可针对登记注册机构提起诉讼。

四、等待著作权登记完成的时间是否会延误著作
权人提起侵权诉讼？

在 Fourth Estate 案中，Fourth Estate 还特别强调，如

果著作权人需要等待著作权登记程序完结后方可提起诉讼，

那么著作权人将可能错过法律规定的著作权侵权诉讼之三年

诉讼时效。对此，尽管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在庭审中询问等

待登记程序完结的时间是否会带来程序拖延的不便（特别是

Kavanaugh 大法官多次提出此询问），美国最高院最终认为，

Fourth Estate 多虑了，著作权登记程序平均持续七个月左右，

与三年的诉讼时效相比，著作权人有充裕的时间提起侵权诉

讼。与此同时，美国最高院也意识到著作权登记程序会让权

利人等待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提起侵权诉讼，但其认为，此时

间上的拖延之根源是登记机构人手和预算上的不足，这是美

国国会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美国最高院在再审诉讼中能

解决的。

全美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其公开发

表的意见中支持 Fourth Estate 的观点 [18]。其也同样对著作权

登记程序是否会带来程序拖延的不便表达了关切，并认为，

某些作品的著作权登记程序可能会持续两年或更久，这可能

会导致著作权人不能在三年的诉讼时效内提起侵权诉讼。虽

然美国版权局的登记程序有加速审查的方案可供选择，但加

速审查仅适用于特定情形，且加速审查需要支付较多额外费

用，这给部分著作权人维权带来障碍或不便。

毋庸置疑的是，适用 “ 登记完成原则 ” 在一定程度上给著

作权人带来了程序上的不便，甚至有导致著作权人因此错过

诉讼时效的风险。而且，考虑到著作权登记持续的时间较久，

适用 “ 登记完成原则 ” 也可能会导致未曾预想到的反常情况出

现。例如，在著作权人等待著作权登记完结的期间，侵权人（在

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还可针对著作权人在有利于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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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辖地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且提起该等诉讼时，侵权人

无须事先完成任何著作权登记手续。这导致侵权人在起诉时

几乎不需要完成事先的登记手续，和权利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者，如果著作权人需要等待数月甚至两年才可以完成著作

权登记，且著作权人从美国版权局获得拒绝登记的通知后也

可以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那么，如果后者的程序更快，著

作权人甚至会希望尽快从美国版权局获得拒绝登记的通知。

这些反常的情况显然有悖于著作权的保护宗旨。

五、美国版权局在著作权登记中会审查什么？
一般来说，在提出著作权登记申请时，著作权人应向美

国版权局提交申请表和作品副本，并缴纳相关登记费用 [19]。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美国的著作权登记程序平均持续七个月

左右。这个时间大大超过了中国著作权登记所需时长。为什

么著作权登记程序在美国会比在中国所需时间长很多？其中

一个原因是，除了审查常规的手续性文件以外，美国版权局

还会对待登记的作品进行一定的实质性审查。如果著作权登

记机构认为待登记的作品不具有可版权性的属性，其可能会

拒绝该作品的著作权登记申请。在知名的 Atari Games Corp. 

v. Oman 案 [20] 中，Atari Games 公司希望在美国版权局登记

其作品，但美国版权局因认为待登记的作品不应受到著作权

法保护而拒绝对该作品提供著作权登记。Atari Games 公司

针对著作权登记机构提起诉讼，认为其作品应当受到著作权

法的保护，不应被拒绝登记。我们认为，美国版权局对待登

记的作品进行实质性审查是美国的著作权登记程序时间较长

的原因之一。

六、尽早办理著作权登记有利于著作权人获得
赔偿

Fourth Estate 案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美国著作权人在

未来尽快完成著作权登记。除了上文已经讨论到的优点外，

尽早完成著作权登记还有其他的优点。《美国版权法》第

412(2) 条规定 [21]，除了法定的例外情形之外，如果著作权侵

权行为发生在作品首次发表之后和著作权登记的有效日之间，

则法定赔偿或律师费均不可被著作权人在侵权诉讼中主张。

但在首次发表后的三个月内被提出登记注册、且在此期间获

得著作权登记的有效日的作品不受此限制，其著作权人仍然

有权获得法定赔偿及律师费。（著作权登记的有效日是美国

版权局从著作权人处收到符合形式要求的申请表和作品副本

等全部登记申请材料，且著作权人缴纳相关登记费用之日 [22]。

哪怕著作权登记的完成需要数月或数年，著作权登记的有效

日仍然不受影响。）换言之，对于一般情况下的著作权人来说，

如果其著作权登记的有效日早于侵权行为出现，则该著作权

人可从（1）“ 法定赔偿 ”（在恶意侵权的情况下，对每一件作

品的侵权行为的法定赔偿额最高可达十五万美元）和（2）“ 权

利人实际损失 + 侵权人侵权获利部分中超出权利人实际损失

的份额 ” 二者中任选其一，以此作为请求赔偿的依据；否则，

其只能以前述第（2）种计算方式请求侵权赔偿。尽管著作权

人在美国诉讼中可利用证据开示制度来获取原告不易获得的

证据，但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此

看来，尽早办理著作权登记有利于著作权人在侵权诉讼中获

得更多的赔偿，也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著作权人在赔偿数额

方面的举证责任。

七、Fourth Estate 案给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企
业的启示

（一）站在中国企业作为著作权人的角度上

Fourth Estate 案的判决中对著作权人提起诉讼的前置要

求之解释仅适用于美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包括作为著作权人

的中国企业在美国成立或控股的公司），并不适用于其他《伯

尔尼公约》成员国的著作权人。后者在美国针对侵权行为提

起诉讼前并不须要在美国完成著作权登记，可直接起诉。因此，

作为著作权人的中国企业可在发现著作权侵权行为后直接起

诉，无须提前完成著作权登记程序。此外，及早提出著作权

登记对于作为著作权人的中国企业来说还可保留权利人对于

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可用之推定作品完成的时间。

根据本文第六部分的介绍，著作权人若能及早将其作品

办理著作权登记，著作权人将有机会在诉讼中获得法定赔偿

及原告律师费。此情况不仅适用于美国著作权人，而且也适

用于其他《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著作权人 [23]。换言之，对

于其他《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著作权人来说，若其未能及

早将作品办理著作权登记，则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主张获得法

定赔偿及原告律师费。如果中国企业或其美国公司及早办理

了著作权登记，其在委托美国律师代理著作权诉讼的时候，

将更有机会以中国企业习惯和青睐的风险代理的方式委托美

国律师代理诉讼；相反，若侵权行为发生于中国企业或其美

国公司提出著作权登记之前，则原告在诉讼中将难以说服法

官获得对原告律师费的支持。这样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律

师将很可能坚持以按小时收费的方式来代理诉讼。

简言之，为了保证著作权在美国可以得到有效保护，中

国企业或其美国公司应及时办理著作权登记。与此同时，这

些企业也应了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美国法中规定了一

些例外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著作权人不需要等待著作权登

记完成即可提起诉讼；或者，在有些情况下，著作权人仅需

办理著作权预登记后就可以提起诉讼。此外，为了加快著作

权登记程序的办理，权利人可在网上提出著作权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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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网上办理的著作权登记会快于以常规方式办理的著作权登

记。对于重要的作品，中国企业或其美国公司还可办理著作

权登记的加速审查（需要支付额外费用），以尽快完成著作

权登记。

（二）站在中国企业作为被控侵权人的角度上

如果中国企业或其美国公司从某美国著作权人处收到著

作权侵权的警告函，被威胁将遭受著作权侵权诉讼，前者可

要求权利人提供其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明。如果权利人拒绝

提供或其尚未完成著作权登记，被警告的企业还有机会针对

权利人（在有利于被警告企业的管辖地）抢先提起确认不侵

权的诉讼。

此外，美国法律对美国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很高。如果

权利人的律师明知其客户没有完成著作权登记，仍发函威胁

提起诉讼的，收到警告函的一方还可追究权利人律师不尽职、

不满足职业道德要求的法律责任。

八、结语
在 Fourth Estate 案之前，各联邦法院对《美国版权法》

第 411(a) 条的不同理解导致著作权人在不同法院起诉会获得

不同结果，不利于权利人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不确

定的因素也导致了美国司法资源的浪费，还给权利人增加了不

必要的维权费用。

这些年来，美国学界和实务界中一直有人对《美国版权法》

第 411(a) 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与国际惯例不相符的 “ 多余 ”

要求。不少支持 “ 登记申请原则 ” 的人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修

改法律，删除此条的规定。美国国会曾在 1993 年考虑过删除

著作权登记作为提起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之规定，但该提案最

终未能获得通过。诚然，“ 登记完成原则 ” 在一定程度上给著

作权人维权带来了起诉手续上的麻烦。但在此规定被修改或删

除之前，美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在起诉前仍然要遵守其规定，事

先完成著作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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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subsection,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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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t been published. (2) Class of works.— The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under paragraph (1) shall permit preregistration for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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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y of infringement prior to authorized commercial distribution.”

[17] U.S. Copyright Act,17 U.S.C §411(c), 原 文 为 “(c) In the 
case of a work consisting of sounds, images, or both, the first 
fixation of which is made simultaneously with its transmission, the 
copyright owner may, either before or after such fixation t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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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o the remedies provided by sections 502 through 50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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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ransmission, and declaring an intention to secure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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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ction (a),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its first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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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U.S. Copyright Offic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EB/OL]. 
[2019-05-07]. https://www.copyright.gov/circs/circ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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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under this title, other than an action brought for a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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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at has an effective date of registration not later than the earlier 
of 3 months after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or 1 month after 
the copyright owner has learned of the infringement, or a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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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of attorney's fees, as provided by sections 504 and 505, shall 
be made for— …… (2) any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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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标
加沙地区

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不是任何国际公约的成员国，但商标

的分类方式参考尼斯分类表进行分类，目前不接受一标多类

的申请。

加沙地区官方提供文字商标的近似检索服务，提交商标

申请后，商标局会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该商

标会在官方公报上公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提出书面反对意见。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该商标会

获准注册并颁发纸质商标证书。

商标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 12-24 个月。

注册商标有效期为自申请提交之日起 7 年，到期可以进

行续展，续展有效期 14 年。到期未续展有 1 个月的宽展期。

法律规定，商标申请后连续 2 年未进行使用，商标可能

会因被撤销而无效。

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同样也不是任何国际公约的成员国，

商标分类方式同样参考尼斯分类表，不接受一标多类的申请。

申请流程与期限基本与加沙地区一致。

西岸地区官方提供文字及图形的检索服务，提交商标申

请后，商标局会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该商标

会在官方公报上公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提出书面反对意见。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该商标会

获准注册并颁发纸质商标证书。

商标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 12-18 个月。

注册商标有效期为自申请提交之日起 7 年，到期可以进

行续展，续展有效期 14 年。到期未续展有 1 个月的宽展期。

法律规定，商标申请后连续 2 年未进行使用，商标可能

会因被撤销而无效。

（一）申请要求

加沙地区

申请

1. 经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申请人姓名，地址国籍等基本信息。

3. 商标图样，商品 / 服务类别，具体商品 / 服务的名称。

续展

1. 经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转让

1. 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签署的转让契约（DOA），需经

使领馆认证。

地址 / 名称变更

1. 经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

西岸地区

申请

1. 经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的委托书。

2. 申请人姓名，地址国籍等基本信息。

3. 商标图样，商品 / 服务类别，具体商品 / 服务的名称。

续展

1. 经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的委托书。

2. 商标号，申请日等基本信息。

转让

1. 经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的委托书。

2. 转让人和受让人共同签署的转让契约（DOA），需公

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地址 / 名称变更

1.经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的带有最新地址 /名称的委托书。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二、专利
加沙地区

一旦向加沙地区专利局提交了专利授权申请，主管部门

将对申请的文件是否合规以及发明是否有可专利性进行审查。

加沙地区的专利没有实审流程。专利在公告后的 2 个月内，

任何第三方均可提起异议，到期若无人异议，专利会获得授

权并颁发纸质证书。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 18-24 个月。

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专利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 16 年，维持

费需要在申请之日起第 4、8、12 年分别缴纳。

西岸地区

西岸地区同样没有实审流程，官方仅对文件是否合规及

发明是否有可专利性进行审查，审查流程一般只需要 1 个月。

专利在公告后的 2 个月内，任何第三方均可提起异议，

到期若无人异议，专利会获得授权并颁发纸质证书。

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 24-36 个月。

巴勒斯坦西岸地区专利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 16 年，维持

费需要在申请之日起第 4、8、12 年分别缴纳。

来源：海外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申请概述——巴勒斯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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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要求

加沙地区

申请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若申请人和发明人不一致，需签署专利权转让契约

（DOA）。

3. 英文及阿拉伯文版本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等专利说

明文件。

地址 / 名称变更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

转让

1. 转让人及受让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专利转让契约（DOA），需公证。

西岸地区

申请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2. 若申请人和发明人不一致，需签署专利权转让契约

（DOA），需公证。

3. 英文及阿拉伯文版本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等专利说

明文件。

地址 / 名称变更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转让

1. 转让人及受让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

领馆认证。

2. 专利转让契约（DOA），需公证。

三、外观
加沙地区

巴勒斯坦加沙工业外观设计没有实审流程，形式审查通

过后会在官方公报上进行公告，公告期 2 个月。在此期间，

任何第三方可以提起异议。

工业外观从申请到注册大约需要 24-36 个月。

工业外观的有效期为自申请日起 15 年，需要在申请后的

第 5、10 年缴纳维持费。

官方目前没有有关工业外观强制许可的规定。

西岸地区

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工业外观注册流程基本与加沙地区

保持一致，但从申请到注册大约只需要 2-4 周。

（一）申请要求

加沙地区

申请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若申请人和发明人不一致，需签署专利权转让契约

（DOA）。

3. 英文及阿拉伯文版本的工业外观说明文件。

地址 / 名称变更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

转让

1. 转让人及受让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

2. 转让契约（DOA），需公证。

西岸地区

申请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2. 英文及阿拉伯文版本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等专利说

明文件。

地址 / 名称变更

1. 申请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2. 官方出具的变更证明，需公证并经使领馆认证。

转让

1. 转让人及受让人签字 / 盖章的委托书，需公证并经使

领馆认证。

2. 转让契约（DOA），需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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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 这些国家的外贸进口政策很
坑人，让你一不小心钱货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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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出口目的国的海关政策、进出口政策对于

贸易能否顺利开展至关重要，一些复杂、多变、奇怪的政策

和规定，不但令国际贸易更加复杂，还可能让出口商损失惨重，

很容易就落入钱货两空的境地。今天就分享几个国家比较特

殊的贸易规则，我国出口企业需要吃透这些规则，谨慎行事，

尽量减少交易风险。

 

印度
印度的法律允许进口商在货物到港后不付款、不提货，

因此与印度进口商进行贸易需特别谨慎。

按照印度的规定，当货物抵达前三天，印度进口商会做

一个仓单申报，其中会写进口人的进口编码。需要注意的是，

海上货权和在地货权分离是本质货主（发货人）认为持有提

单便可控制货权，但印度贸易的提单只是海上货权，而非

LANDING RIGHTS（在地货权）。货物抵达印度港口，出口

商需要提前 3 天进行 IGM（货物舱单申报），一旦注明了进

口人编码 （IEC 编号），货权便已转移到进口商。

此时，无论货主、货运代理或者船运公司，都无法控制

货权。无论 FOB 或 CIF 条件下，提单是否 “TO ORDER OF 

SHIPPER”（指示提单），提单是否在你手上，是 L/C、D/P

还是 T/T，印度进口商都可以不退运，并等待海关拍卖获得货

物。因为在海关拍卖的同时会首先通知提单收货人，提单收

货人在当地属于第一受益人。

 

土耳其
根据土耳其海关规定，货物到港后，进口商应在 45 天内

完成提货手续，否则货物将被罚没并拍卖。45 天期满后，收

货人（买方）有两次申请延期的机会，每次 30 天，且不需要

提交延期理由。此后，收货人还有一个申请延期 30 天提货的

机会，但需向海关解释延期原因。

因此，货物在到港后 135 天内通常不会进入拍卖程序，

但在此期间会产生滞港、仓储等费用。而货物一旦列入海关

拍卖清单后，原进口商将成为第一购买人。

土耳其还有一条对出口商不利的海关规定，即在船舶到

达土耳其港口前，货代需要将货物登记在收货人名下。

基于这两条规定，一些土耳其不法企业采用各种手段拖

延时间，导致最后货物被海关拍卖，再低价买进高价卖出。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海关规定，如果货物自进口日算起的 15 天后进口

商仍未办理清关，当地海关会集中将未放行货物统一清关。清

关后货物统一移至国家仓库，仓储费每周递增。货物若在国家

仓库存放超过90天，当地海关将自行拍卖，收货人有优先拍卖权。

如果出口商想退运，需满足以下条件：得到进口商允许

才能办理退运；货物到港 2 个月之内，需要得到尼国托收银

行核准才能办理退运；到港超过 2 个月，货物需要尼国中央

银行核准。而一般情况下，等退运程序走完，货物早已被海

关拍卖，出口企业将面临钱货两空的局面。

要尽量避免出口货物在目的港就因当地海关政策而遭遇

“ 不测 ”，防止国外买方利用海关政策低价骗取货物，我国出

口企业还需做到以下几点：

1、了解目的港海关对于退运处理时间的要求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货物允许滞港时间的规定不尽相同。

如果遇到买方在货物到港后失踪、联系不上或者以种种借口

拖延时间，千万要留意，很可能买方是企图在出口商不了解

海关规定的情况下，通过拖延收货清关来达到货物被海关没

收和拍卖的最终目的。

出口商应及时在海关规定限制的时间范围内办理货物退

运手续，或者要求买方申请延期提货并获取相应证明。

2、了解目的港海关关于退运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在了解允许滞港时间的同时，出口商还需明确有哪些需

要提交的文件，并与买方或者目的港海关灵活沟通，以获取

所需提交的文件，或者向海关提供其认可的替代性文件。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货物退运手续的要求大同小异，但

对于出口商申请退运需提交文件的规定却有一定差异。在很

多国家的海关规定中，都有对退运需提交买方不收货证明或

买卖双方达成的退运协议的要求。如果涉及定牌生产的货品，

一般还需提交买方同意出口商出售其产品的声明。

3、了解及预判货物退运的可行性后再支付相关费用

拒收风险发生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除运费和码头操作费

用之外，待退运往往还会产生较多的滞港费、滞期费等各项费

用。实际操作中，货代基本不可能迫使尚未收货的进口方承担

这些费用，因此往往会转向退货心切的出口商收取费用。

出口商在支付所有费用之前，应充分了解及预判货物退

运的可行性，防止损失扩大。

来源：华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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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启宽，精翰生物联合创

始人，曾就职于药明康德，担

任生物分析部总监、研究机

构管理层，领导团队和多家

国际一线药企（如诺华，施

贵宝，礼来，辉瑞，默沙东等）

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支持了 200 多项国际多中心

生物新药临床试验，包含 50

多项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试

验，具有近 15 年的大分子生

物分析行业经验。精翰生物

作为大分子生物分析的一站

式服务平台，提供国际一流

研发服务，公司成立三年，

已经快速地与众多国内外一

线药企开展了项目合作 , 涵盖

生物药的多个热门治疗领域，

正为 “ 加速医药研发，造福全

球病患 ” 做着不懈努力。

黄启宽：从零起步的青年企业家
——专访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生物医药专委会理事单位  上海精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黄启宽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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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成就精翰梦
2008 年，毕业四年后，在短暂担任过大学实验教师和上

海生工研发人员后，黄启宽进入药明康德生物分析部工作，

这一工作就是 10 年，从参与大分子生物分析平台的早期建设、

平台的发展壮大，到带领团队逐步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大分子

生物分析实验室。一路走来，他以终为始，不断挑战更高的

目标。10 年间一步一个脚印，十次晋升，从助理研究员成长

为部门主任，同时担任研究机构管理层，完成了他的华丽蜕变。

2018 年，黄启宽联合其他两位创始人（也是自己曾经的

领导），共同创立精翰生物，专注于大分子生物分析，开启

新一轮的逐梦之旅。人才是公司发展的基石，公司创立之初，

最挑战也最重要的是组建一支优秀的团队。国内大分子生物

分析起步晚，专业人才十分有限，而有限的人才几乎都是在

大企业，工作稳定、待遇优厚。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公司，

资金有限、公司发展前景未知，对比下来，刚刚成立的精翰

生物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黄启

宽和团队分享梦想，从创业的初衷、企业发展的展望出发，

结合企业的多方位需要，技术、运营、质量、市场，以及人

才职业发展的需求，快速地建起一支作风坚强，能打硬仗的

早期创业团队。 

企业发展要有格局，内部管理却讲究细节，作为一家初

创企业的管理者，黄启宽既有魄力也有谨慎。大到战略方向、

企业融资，小到实验室舔砖加瓦，许多问题，都是他在以前

工作的大企业未曾经历过的，最初创立时团队规模也不足 10

人。条件艰苦，但黄启宽依旧充满自信，他一边摸索，一边

快速总结吸收能量，从技术专家变身创业者，应对迎面而来

黄启宽在生物药临床研究暨生物分析与评价会议上做
主题分享黄启宽参加 2020 亚洲医药研发领袖峰会

黄启宽受邀参加 CBF（中国生物分析论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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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重挑战；充分调动资源，招贤纳士，两年多的时间凝聚

出一支百人强军，在行业内打响知名度，就这样带领着精翰

生物快步向前。

做生物药临床检测服务领域的 “ 独角兽 ”
精翰生物是一家符合国际 GLP&GCP 质量管理规范的大

分子生物分析实验室，为国内外生物医药公司提供临床和临

床前大分子生物分析的一站式服务，包括抗体制备，样本采

集包及实验室手册，符合法规要求的分析方法的开发和验证，

以及样本分析。包含药代动力学 (PK)，药效动力学 (PD)，抗

药抗体 (ADA)，中和抗体 (NAb)，生物标志物 (Biomarker) 受

体占位 (RO)，以及基于流式细胞术 (FACS) 和荧光定量 PCR 

(qPCR) 平台的针对新型细胞治疗 (CART ,CAR-NK) 和基因

治疗药物的 PK, PD 分析服务。实验室产生数据将提交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用于新药上市申报，为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

提供重要支持。

公司领导团队平均有着近 20 年的专业经验，其中有国际

知名药企和 CRO 工作多年的海归博士、大分子生物分析专家、

中美多个行业协会的常任理事，核心成员曾有参与《中国药典

2015 版》“ 生物样品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 ” 及多个国际上行

业白皮书的撰写，支持过 200+ 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100+ 各

类大分子产品；为多个国际重磅级药物提供上市审批数据支持。 

公司在上海（上海精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宁

波熙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美国新泽西（Accurant Biotech.

Inc) 都建有实验室。和国内外超五十家一线药企和生物科技

公司建立了项目合作，涵盖肿瘤免疫，自身免疫，降糖等多

上海精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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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热门治疗领域，包含多肽、重组蛋白、融合蛋白、单克隆

抗体、双特异性抗体、纳米抗体、ADC、溶瘤病毒和 CAR-T

等各类生物大分子。

乘风破浪，驶向深蓝
企业的发展必须秉持依托人才，立足客户，服务社会的

理念。人才是推动公司成长发展的基石，客户是支撑公司成

长发展的源动力，社会价值是企业的根本宗旨和星辰大海。

只有不断聚拢优秀人才，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坚持为社

会创造价值，企业才能有持续发展和光明未来。黄启宽也在

创业中不断践行这些理念。

生命健康、生活质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黄启宽说，“在国内，

受限于诸多因素，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一直面临着诸多重大疾病

的巨大威胁。身边的亲人友罹患重疾，可能会因为无药可用，

或者用不起、用不上特效药，遗憾地离我们而去。每当这个时候，

我愈发觉得任重而道远，为了广大病患能够用上高质量的、负

担得起的药物，我们医药研发的从业者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和

付出。但对此我们满怀信心，随着我们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随着我们研发服务企业技术水平、成本控制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药，越来越多便宜的药进入到我们

国家的医药市场，进入到我们国家的医保体系，让每一位中国

老百姓在自己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能有所依托。”

创业的过程一路荆棘，黄启宽秉持 “ 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 ” 的坚定信念，带领精翰生物一路向前，

乘风破浪，驶向深蓝，立志于助力民族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速

发展和腾飞。

黄启宽实验室照

公司工作场景一 公司工作场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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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企业及时了解当前国际经贸新格局，更好把握全

球全球贸易投资新动向，6 月 29 日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举办

“2021：国际经贸环境新格局 ” 主题论坛活动。上海市浦东新

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陆启星，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

丁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

长姚为群，浦东贸促会副会长邱向荣，招商银行上海浦东新区

公司金融客户部总经理林允情及各企业代表 200 余人参加。

陆启星副主任为活动致辞，分析今年 1-5 月浦东新区外

贸行业进出口情况，分享稳外贸方面作出的相关举措，使得

企业对新区外贸行业发展情况及当前稳外贸工作开展情况有

了进一步认识。

沈丁立教授以格局转换下的中美关系为主题，从中美国

力对比与预测、我国未来十五年发展预测、今年我国发展面

临的经济挑战及外部挑战、我国破解当前局势的建议及中美

可以开展的合作等方面进行阐述，由浅入深地分析了中美关

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走向，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维度的视角，进

一步对拜登政府下的中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姚为群执行院长以 RCEP 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为主题，

从 RCEP 基本概念切入，详细地阐述了 RCEP 基本特征、重

要举措、RCEP 与 CPTPP 的差异及 RCEP 对中国经济可能

的影响，为企业明晰了 RCEP 正式生效后带来的挑战及机遇，

对未来有了一定把握以及战略应对方向。

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销售交易团队产品总监陈之衡

聚焦汇率波动热点话题，以数据图表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方

式分析最新的汇率政策、企业汇率风险管控等，使得企业对

如何应对汇率波动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

2021 国际经贸环境新格局主题论坛活动圆满结束，专家

们的精彩演讲引起现场企业代表们的强烈共鸣 , 掌声雷动 , 纷

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无论是在中美关系方面，还是 RCEP

可能带来的效益方面，亦或是当前的企业汇率风险方面，都收

获了满满干货，为企业未来战略应对方向提供了多维度视角。

2021 国际经贸环境新格局主题
论坛活动顺利召开 投稿：策划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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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各类单边贸易政策和各类贸易救济措施增多，“ 两反一保 ” 案

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高发。在此背景下，上海

市浦东国际商会自 2020 年以来承接上海市中小企业经贸摩擦

服务项目，旨在帮助企业更好应对国际经贸摩擦，提升抗风

险能力，恢复市场竞争力。

为加强全市层面企业的安全预警意识，提高企业海外市

场竞争力，提升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防范意识及应对能

力，7 月 7 日，我会组织开展 “ 两反一保 ” 专题系列活动的首

场活动 —— 聚焦中印经贸关系，印度反倾销调查培训讲座，

特别邀请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倪建林律

师为企业带来中印经贸关系及印度反倾销调查应诉实务培训

讲座，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出口部部长梅晓俊分享国际经

贸摩擦应对经验。20 余家企业参加培训讲座。

倪律师从中印双边贸易和投资状况切入，以展示中印进

出口数据的形式生动地向企业说明了当下印度投资环境及中

印经贸关系，由此引出印度近年来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呈现

出的高速增长态势，并结合实际案例分享何为反倾销、印度

反倾销调查涉及的机关、调查内容、倾销的认定、损害的认定、

经贸摩擦 ——“ 两反一保 ” 专题系列培训
印度反倾销讲座顺利召开

倾销和损害因果关系认定因素以及反倾销调查流程等。此外，

倪律师为企业准备印度反倾销调查问卷材料，分模块向企业

分享在涉及印度反倾销调查的情况下，如何填写调查问卷、

填写问卷所涉及的问题及需要准备的材料。通过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让企业进一步了解当前形势下的中印经贸关系

及如何应对印度反倾销调查。

梅部长通过分享企业所经历的 4 次来自不同国家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双反调查的形式，向参会企业传达其在每次的

调查中总结得出的经验并说明企业如何一步一步提升安全预

警意识，在 2020 年印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获得全国最低税

率，及在获得全国最低税率后，给企业带来的潜在经济效益等。

此外，梅部长强调积极应对、专人负责、战略性选择 & 放弃、

与律师保持紧密高效沟通、酌情考虑境外投资是企业在经历

国际经贸摩擦后总结得出的应对经贸摩擦的有效方式。

本次讲座圆满结束，企业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讲座，

进一步了解中印经贸关系及印度反倾销调查，并且在今后的

企业经营过程中将更加重视积极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维护海

外市场，提高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后续我会将开展

中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 “ 两反一保 ” 系列培训讲座，

欢迎广大企业关注我会信息并报名参加。

投稿：信息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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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推上海贸易高质量发展，增强企业合规经营能力，

服务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建设，2021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

论坛 7 月 22 日下午在华亭宾馆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海市律

师协会指导，上海市浦东新区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主办。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商务部驻上海特办特派员徐兴锋、

海关总署原总工程师吴幼毅、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周岚、

中国国际商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蔡晨风、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副会长简大年等领导出席。 

论坛举办期间，“ 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服务平台 ” 正式

上线，“ 上海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站（中小企业国际经营合规

法律服务工作站）” 获得授牌。《2021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

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及 “ 上海国际经贸企业合规经营风险

排查活动 ” 也同步对外发布和启动。

通过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服务平台，企业可以自主

开展贸易救济合规自检，排查企业日常运营风险，完善企

业合规体系，增强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能力；同时

平台可以查询出口管制与制裁信息、国际经贸数据法规等，

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当前的进出口管制物项清单，美国管制、

制裁对象与管制物项清单，也包括 RCEP 等国际经贸协定

密切相关的国家地区有关投资、贸易、出口管制和贸易争

端法规等。

2021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
论坛暨 “ 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
服务平台 ” 上线仪式成功举办

投稿：会员服务部



37

体系重构与企业合规发展 ” 发表了主旨演讲。

来自高校、律所以及相关企业则聚焦 “ 美欧合规新趋势

与企业应对 ” 话题，分享了国际化经营合规的热点难点问题

和经验心得。

“ 在国际经贸摩擦风险加剧，贸易环境不稳定、不确定

性增大的背景下，及时追踪国外合规监管发展态势，调查

了解本市企业、行业国际经贸经营合规状况，协助企业、

行业完善合规经营风险防控体系，这是很有必要的。” 上海

市浦东新区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王立新会长表示，排查

活动可以说是对外经贸企业的一次 “ 合规体检 ”，企业将会

得到专属的合规发展评估报告，企业可根据此报告优化各

类制度，更好开展境内外经营，推动企业持续提升经营上

的合规管理水平。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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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是国

内率先启动并编制的地方性国际经贸合规指南，《指南》旨

在为本市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探索制度

保障，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主动合规、有效合规、科学合规，

实现合规与监管的良性互动。

“ 上海国际经贸企业合规经营风险排查活动 ” 将在全市范

围内遴选 100 家企业，围绕国际经贸高风险领域，聚焦日常

跨国经营风险、跨境收付、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海关事务、

知识产权、数据保护、贸易救济、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等领域，

开展国际经营风险排查，为企业提供合规经营建议，完善企

业合规经营体系。

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海关总署原总工程师吴

幼毅、道琼斯公司中国区风险合规总监马建新就 “ 国际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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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3 日周五，受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常务理

事单位 ---- 上海英内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邀，我会组织

七十余家企业老总赴英内物联位于浦东新区的工厂考察交流。

英内物联（InlayLink）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基于 RFID 技术

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及配套软硬件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基于 RFID 技术的数据采集解决方

案和产品的研发，形成二百余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已经在

服装鞋帽、快递物流、日化快消、消费电子、票卡票务、包

装包材、综合电商、仓储、资产管理和智能制造领域为数百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持续提供稳定、可靠、高效的基于 RFID

技术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和产品。

周五上午，考察团抵达位于浦东新区的制造基地后，首

先来到展厅，参观了解 RFID 便利柜、智慧店铺系统、实时资

产管理系统、仓库管理系统、产品溯源方案等，商会企业老

总们对这些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工作人员认真仔细的

讲解下，对RFID在各行业比如新零售、自助结算、数字化营销、

仓储（资产）管理、供应链管理和防伪溯源的应用有了初步

的直观认识。

紧接着，各企业老总们移步阶梯教室，由姚总、李总、

天线事业部负责人、标签事业部负责人、智能硬件事业部负

责人和鞋服事业部负责人轮流给大家做讲解，详细介绍了

RFID 当前的整体应用趋势、公司目前的产能、出口量和未

来的规划，RFID 的原理和各应用分享等，让与会老总们对

RFID 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思考如何将这一技术融入自

己所在的行业中。在之后的互动环节中，不少老总也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短短的一天很快过去，商会企业老总们感慨良多，在感

谢姚总、李总和英内团队精心安排之余，纷纷表示实实在在

体验到了企业数字化管理的优势。

随着智能化的不断快速发展，智慧工厂也慢慢成为行业

的趋势，相应 RFID 的应用势必将越来越广泛。本次 “ 走进英

内 ” 的老总沙龙圆满落幕。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 ——“ 走进
英内 ” 老总沙龙活动圆满落幕

会内动态
News News

投稿：会员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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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于 7 月 22-2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办。此次展会由中国轻工工艺

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一大批“中国质造”的家居优质企业在这

里实力亮相，展示中国质造的全面新形象和综合影响力，为中

国家居行业新发展助力。

为了帮助新浦江成员企业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品牌知名

度，推动内销市场影响力，拓展海外新兴市场，把“引进来”

和“走出去”更好融合。上海市新浦江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轻工产品）内冠华、思乐得、荣威、签成、万盛、清水、三

问、美瑞 8 家企业参展，共 10 个展位。企业带来各自充满特

色的轻工产品参展，涵盖了保温容器、箱包、餐厨用品、智能

家居、五金工具和运动用品等高端家居生活用品。往来的访客

络绎不绝，对于参展的商品及商家也十分感兴趣，深入交流了

关于产品性能、价格、厂商的相关信息。

开展当日，中国轻工商会会长王忠奇等相关领导莅临展位

参观，并对新浦江基地在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及推广自主品牌的

成绩表示了认可，也对秘书处在此次展会的周密组织和筹备表

示肯定。

展位在展会中吸引了大量人流量和游客们，人们对于自主

品牌的创新性产品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开展期间观众络绎

不绝，洽谈区询问者源源不断，大家都被此次高端智能的展品

所吸引。

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装饰展览会大力推动了浦东外贸

企业自主品牌建设工作，打造自主国际品牌。精准“引进来”，

更好“走出去”，助力推进浦东外贸中心建设，实现内外销深

度融合，帮助参展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第十届上海国际尚品家居及室内
装饰展览会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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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线上活动回顾
7 月我会根据当前形势举办 8 场线上活动 , 包括企业财务

人员专业知识、汇率风控与汇率风险管控、进出口商品归类

疑难解析、企业外贸人员专业知识培训、解析市场化采购排

除政策及其具体操作内容、等主题讲座，给会员企业带来实

实在在的帮助。

7 月商会集中举办了 8 场讲座分别包括：

7 月 7 日 企业财会人员专业知识 - 税眼看世界：第三选择

——7 月 7 日，我会特邀商会理事单位上海仟业税务师

事务所所长就祱眼看世界：第三选择做专题培训，30 余家企

业参加了线上讲座。

陈聪老师分别从税眼的状态是模糊的、营商环境探税法

改革、税法在当今环境下作用、筹划与避税 -- 第三选择等多

方面阐述了企业当前在面临税务问题时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同时也帮助与会的财会人员增加财务方面的业务知识，增强

了企业在实际遇到问题时的解决能力。

7 月 9 日 进出口商品归类疑难解析 -- 服装类产品的归类

——7 月 9 日，我会特邀 CITCLUB 专业实操专家彭骏老

师就进出口商品归类疑难做详细的解析，本场讲座近 40 家企

投稿：信息服务部

投稿：策划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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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与。

彭老师从海关监管新政策进行讲解，深入每个行业，仔

细研究操作细节，充分介绍通关工作难点。使会员企业更深

刻的了解进出口商品归类的详细规则；会员企业通过案例互

动，充分理解和掌握通关实务、风险防控及成本控制的正确

操作；让企业更深刻的了解服装类产品的归类法则，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后期我们将继续开展进出口商品归类疑方面

的实务性讲座，帮助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7 月 15 日 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风控趋势

——7 月 15 日，我会邀请了亿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

师李兆峰老师就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风控（人民币汇率

分析）开展了一月一次得线上讲座，参加人数达到了 140 多

人次。

李老师开篇介绍了七月份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对外汇波

动产生影响得若干事件，并逐一分析其所带来得相关利弊影

响。随后从美金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未来分析与预期、国际货

币兑离岸人民币汇率分析和预测、未来一个月人民币走势趋

势三大方面来详细阐述了汇率风控的相关知识。其中，人民

币汇率依旧分析是本次课程的重心，李老师从往期走势、未

来预测、目前走势及汇控建议分别为会员企业提供了专家看

法和建议。

7 月 16 日 浅谈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流合一风险和应对

——7 月 16 日，我会特邀商会理事单位上海仟业税务师

事务所所长就浅谈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流合一风险和应对做专

题培训，40 余家企业参加了线上讲座。

陈老师开篇介绍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流合一的基本概率，

让与会的各个企业的财务人员对此概率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

识和了解，为后续的展开奠定了基础。随后，陈老师结合最

新的民法典介绍了法律中关于债权债务的相关规定，并从增

值税专用发票三流合一的政策沿革与局限性站展开论述，结

合实务案例，例如集中资金支付、委托付款、票货分离、抵

货交易等来讲解可能存在在企业日常财务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并提供财务工作中三流一致风险的管理办法和规避措施。

7 月 21 日 企业外贸业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 —— 进出口

贸易操作流程详解（上）

——7 月 21 日，我会邀请了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外贸资深实战专家为会员企业带来外贸业务人员专业知识培

训课程，本次课程以进出口贸易操作流程详解为主，参加人

数达到了 350 多人次。

本次培训主要从进出口贸易流程详解、进出口涉及到的

国际贸易术语、信用证管理、进出口货物运输和保险、进出

口付汇、进口接货报检和报关、进出口业务善后操作以及进

出口贸易实用英语等方面来展开培训，分上、下两个场、为

与会企业生动的展开叙述，剖析问题、给出对策。其中，本

次课程集中为参会人员讲诉了出口价格的构成、表示方法、

核算要点以及进出口报关、投保等方面的知识。

7 月 23 日 企业外贸业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 —— 进出口

贸易操作流程详解（上）

7 月 21 日，我会邀请了 CITCLUB 专业实操专家为会员

企业带来 ATA 单证的实操知识解读及疑难问题分析先线上讲

座，近 50 家企业参加线上学习。

本次讲座王老师分别从：ATA 单证制度的产生 、优势、

适用的范围、中国 ATA 的独特性、ATA 单证的申办使用、中

国关于 ATA 的文件规定等多方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解读。王老

师根据多年来拥有丰富的政策理论基础和从业经验，为本次

参会企业提供了及时、准确、合理的通关筹划，使企业得以

降低进口成本、减少风险。

7 月 28 日 企业外贸业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 —— 进出口

贸易操作流程详解（下）

——7 月 28 日，我会继续邀请了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外贸资深实战专家为会员企业带来外贸业务人员专业知

识培训课程，本次课程是 21 日课程得展开、补充和延申，依

旧是以进出口贸易操作流程详解为主，参加人数达到了 240

多人次。

本次培训主要从进出口贸易流程详解、进出口涉及到的

国际贸易术语、信用证管理、进出口货物运输和保险、进出

口付汇、进口接货报检和报关、进出口业务善后操作以及进

出口贸易实用英语等方面来展开培训，为与会企业生动的展

开叙述，剖析问题、给出对策。其中，本次课程集中为参会

人员讲诉了进出口付汇、进口接货报检和报关的相关填报和

手续、进出口业务善后操作以及贸易实用英语。

7 月 28 日 解析市场化采购排除政策及其具体操作内容

——7 月 28 日，我会邀请了 CITCLUB 专业实操专家为

会员企业带来解析市场化采购排除政策及其具体操作内容线

上培训，30 余家企业参加线上学习。

本次讲座黄老师从进出口关务角度就市场化采购排除的

政策理解、可申请排除商品范围、排除申报系统操作流程、

实际应用问题解决建议等方面对本次讲座做详细的分享。让

企业通过案例互动，充分理解和掌握通关实务、风险防控及

成本控制的正确操作，使关务管理成为业务的引领者，价值

的创造者。

本月 8 场讲座近 900 人次参与，接下去我会将继续推政

策性及实操性等多方面优质对企业有帮助的讲座，欢迎广大

企业加入我们商会，关注浦东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在 “ 会

员服务 - 活动云 ” 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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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制药与日本东丽合作产品盐酸纳呋拉啡口
腔崩解片 III 期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终点

中国生物制药领军企业三生制药和东丽株式会社今天宣

布， “ 盐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 ( 研发代码：TRK-820) 治疗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难治性瘙痒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

对照的多中心桥接临床研究 ” 达到预设的临床研究终点。结

果表明，本研究 5 μg 组与 2.5 μg 组主要疗效指标均桥接成功，

与日本 III 期试验结果一致性结论成立。三生制药预计于 2021

年 4 季度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新药上市申请。

2017 年 12 月，东丽授予三生制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开发及商业化 TRK-820 口腔崩解片

制剂配方（日本商标名 “Remitch®”）的独家权利。

据全球性调查 DOPPS 的调查结果，我国 82% 的血透患

者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困扰。其中经受中等程度以上

皮肤瘙痒困扰的患者比例高达 39%，而经受严重或极重度皮

肤瘙痒困扰的患者达到 19%。瘙痒症及其伴随的持续睡眠障

碍，成为血液透析患者抑郁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血液透析

患者的抑郁状态和死亡率的增加之间也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

在中国，目前抗组胺药是临床上治疗皮肤瘙痒症最常用的药

物之一，但抗组胺药用在血液透析患者皮肤瘙痒方面效果不

佳，并且仅使用抗组胺药对于有效提高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

量较为困难。其他治疗手段如局部光疗、皮肤润滑剂、外用

激素、口服加巴喷丁或普瑞巴林等，仅可起到一定程度的治

疗作用。对于这一类现有治疗疗效不理想的血液透析患者的

瘙痒症，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本次桥接试验主要目的是评估盐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

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难治性瘙痒症的有

效性，与日本的有效性数据进行桥接。次要目的包括评估盐

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慢性肾功能衰竭

患者难治性瘙痒症的安全性，以及评价中国血液透析瘙痒患

者多次口服盐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的药物浓度。血液透析

瘙痒症受试者分别给与盐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 5μg，盐酸

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 2.5μg，或安慰剂治疗。结果显示，和

安慰剂比较，盐酸纳呋拉啡口腔崩解片 5μg 和 2.5μg 两个

剂量均能改善血液透析患者难治性瘙痒症状，并显示出良好

的安全性。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主任、浙江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陈

江华教授表示：“ 很高兴获悉盐酸纳呋拉啡治疗血液透析患者

难治性瘙痒的临床研究达到主要疗效终点，这是国内第一款

有望尽快上市的针对血液透析患者瘙痒的药物，有望缓解这

类患者的瘙痒症状，并改善其生活质量，可使国内人数众多

的血液透析瘙痒症患者获益。”

三生制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娄竞博士表示：“ 我们很高

兴看到 TRK-820 的 III 期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终点。血液透析

患者的瘙痒症是终末期肾病患者中常见的皮肤并发症，目前，

该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公司期望通过开发该产品为缓

解中国透析患者的瘙痒提供更优的疗法，并丰富本集团肾脏

科的产品线。”

关于 TRK-820
TRK-820 是东丽开发的高选择性 к(kappa)-opioid 受体激

动剂。TRK-820 的软胶囊剂型分别自 2009 年起在日本上市、

2016 年起在韩国上市，用于改善血液透析患者的瘙痒症（仅

限于采用现有治疗效果不理想时）。TRK-820 的其他适应

症，包括慢性肝病患者瘙痒症及腹膜透析患者瘙痒症已分别

于 2015 年及 2017 年在日本获得批准。口腔崩解片于 2017

年在日本获批并进入市场。口腔崩解片可水服或干服，特别

适用于吞咽功能受损的患者或饮水量受到限制的患者，因此

预期将会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关于三生制药
三生制药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生物制药

领军企业，致力于以高品质的药品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为人

类健康造福。目前，公司拥有 10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0 余种上市产品，覆盖肿瘤、自身免疫、肾病、代谢及皮肤

科等治疗领域。公司拥有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生

物药和化药双平台的 4 大研发中心，共有 34 种在研产品，其

生物医药专委会  企业动态

来源：三生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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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24 种为国家新药，并拥有符合 GMP 标准的 5 大生产基地。

未来，三生制药将继续秉持 “ 珍爱生命、关注生存、创造生

活 ” 的理念，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请访

问 www.3sbio.com 获取更多信息。

关于东丽
东丽是一家以创新技术和先进材料引领世界的企业。

1926 年成立以来，通过创造新的价值为社会做贡献，提供纤

维和树脂等化成品、碳纤维复合材料、医药、医疗品等高附

加值产品，为解决世界性的课题做贡献。目前在 29 个国家和

地区开展事业，全球大约有 48,000 名员工。关于东丽，请访

问 www.toray.cn 获取更多信息。

警示说明及前瞻性陈述
本新闻稿包含前瞻性陈述，例如涉及业务和产品前景 , 或

公司的意图、计划、认知、预期及策略。该等前瞻性陈述是

根据本公司现有的资料，并按本新闻稿发布时的展望陈述。

该等前瞻性陈述基于若干预测、假设及前提，其中一些是主

观性的或不受我们控制。该等前瞻性陈述可能被证明是不正

确的，或将来可能无法实现。就任何新产品或产品的新适应症 , 

我们无法确保其将能成功开发或最终上市销售。该等前瞻性

陈述受各种风险及不明朗因素影响。我们的其他公开披露文

件可能提供该等风险及不明朗因素的更多信息。所涉及之科

学信息可能只是初步的和研究性的。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

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请务必谨慎行事。

强强联手！科华圣湘携手打造中国 IVD 航母

强强联手！

7 月 16 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科

华生物 ”）与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圣湘生物 ”）

达成战略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 IVD 航母，共同为

世界提供体外诊断 “ 中国方案 ”。

本次合作，双方将基于各自在行业领域的优势，紧跟国

家产业政策导向，建立长期稳定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关系，通

过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等开展深度合作，从而形成优势

互补，以推动双方各自产业链延伸与渠道建设。

双方将加强渠道合作，通过多渠道共享的方式开展特定

项目共同合作开发，包括但不限于国际业务拓展、国内重点

区域深耕；加强创新协作，结合自身产品与服务的优势，合

作打造区域精准医学中心。同时在多病种、血液安全等方面

开展合作、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此外，随着合作的深入，

双方将适时深化研究探索包括资本运作、股权投资、国际业

务等方面进一步的合作方式，共同开拓细分市场，打开新的

业务局面。

此次强强联合，双方也将构建更加完善的体外诊断应用

普适化、全场景化新生态，有力助推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并将加速向全球输出医疗健康领域 “ 中国方案 ”，推动中国体

外诊断产业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抢占全球行业制高点。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自主创新基因技术为核

心，集诊断试剂、仪器、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为一体的体外

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88289），并入选 “ 科创 50” 指数样本股。是国家基因检测

技术应用示范中心、感染性疾病及肿瘤基因诊断技术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来源：科华生物

Industry Focus



43

Industry Focus

行业聚焦
Industry Focus

和铂医药将在 2021 ESMO 年会公布新一代抗
CTLA-4 抗体 I 期临床试验研究成果

和铂医药近期宣布，将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至 21 日举

行的 2021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期间，以电子海

报形式公布其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抗 CTLA-4 全人源重链抗体

HBM4003 在澳洲针对晚期实体瘤患者进行的 I 期临床试验的

研究成果。

HBM4003 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全人源重链抗体，

基于和铂医药特有的专利技术平台 HCAb 开发。本次研究

是一项开放标签、多剂量爬坡的单药治疗晚期实体瘤的 I 期

临床试验，临床数据显示，HBM4003 表现出令人欣喜的有

效性及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临床研究数据同时也显示，

HBM4003 在人体中的免疫原性极低，更重要的是，印证了临

床前研究中发现的特有的 PK/PD 特性及全新的作用机制。鉴

于该研究在安全性及临床疗效方面取得的令人鼓舞的初步数

据，我们将继续在全球推进多项针对实体瘤的 Ib/IIa 期试验。

关于 HBM4003
HBM4003 是抗 CTLA-4 全人源单克隆重链抗体，产生自

和铂医药特有的 Harbour Mice® 平台。HBM4003 通过显著

增强 ADCC（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作用），特异性地清除肿

瘤微环境中高表达 CTLA-4 的 Treg 细胞。更强的抗肿瘤活性、

差异化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特征使其具有提高治疗效

果并显著降低药物毒性的潜力，并将扩大其单药及联合用药

治疗实体瘤适应症的治疗窗口。

关于和铂医药
和铂医药（股票代码：02142.HK）是一家专注于肿瘤及

免疫性疾病领域创新药研发及商业化的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联合开发及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快速拓展

创新药研发管线。

和铂自有的抗体技术平台 Harbour Mice® 可生成双重、

双轻链（H2L2）和仅重链（HCAb）形式的全人源单克隆抗

体。基于 HCAb 抗体平台开发的免疫细胞衔接器（HBICE®）

能够实现传统药物联合疗法无法达到的抗肿瘤疗效。Harbour 

Mice® 与单 B 细胞克隆筛选平台共同组成了和铂的下一代创

新治疗性抗体研发引擎。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harbourbiomed.com

来源： 和铂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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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款！美迪西助力杭州多禧生物 Muc1-ADC
获批临床

近日，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多禧生物 ”）

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的 1 类 ADC 药物注射用重组人源化抗

MUC1 单抗 -Tub201 偶联剂（以下简称 “Muc1”）获批临床。

这是国内首款获批临床的 Muc1 ADC 药物。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迪西 ”）

在 Muc1 新药研发中，提供了包括药效、药代及安全评价等

全套临床前研究服务，助力项目成功获批临床。

ADC 药物具有不均一性、体内代谢途径复杂、代谢活性

物质多样等特点，研发涉及抗体、细胞毒素、化学偶联技术。

所以，ADC 的研发技术壁垒远远高于其它药物，面临诸多难

题和挑战。

针对 Muc1“ 在没有相关动物种属，且研究替代分子和选

择转基因动物近乎不可能时，如何分析试验数据及评估人体

安全性？ ” 这一困局，美迪西科研骨干和杭州多禧生物技术

人员汲取早期 ADC 药物研发和安评教训和最近几年国内外监

管机构对 ADC 药物安评新要求，结合多年在 ADC 药物安评

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最终攻克难关。此外，美迪西还创新性

地设计了多种原研小分子 / 链接体和原研抗体毒性实验方案，

为客户提供了更多选择，全力保障 MUC1-ADC 药物严格、有

序、高质、高效的研发，得到了多禧生物的高度认可。

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美迪西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临床前研发平台为多禧生物提供定制型一站式临床前研究服

务，严格确保新药的安全和质量，已成功助力多禧生物 5 套

ADC 项目临床前研发，并有多个 ADC 项目在研。

美迪西祝贺多禧生物 MUC1 取得阶段性成功，希望

MUC1 早日上市，为晚期实体瘤患者带来福音，也期待助力

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新药登上国内、国际舞台，为全人类健

康贡献 “ 美 ” 智慧。

关于多禧生物
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底落户于浙江省杭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是留学生创业团队同浙江药物企业

和投资机构合资的内资企业。目前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包括 5 位

海归博士，50 多位国内毕业的博士和硕士，40 多位学士学位

专业技术人员。主营业务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

生物技术、医疗技术、药物中间体等等。公司致力于研发和临

床上市靶向治疗癌症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共轭体系列生物新药。

关于美迪西
美迪西（股票代码：688202）成立于 2004 年，总部位

于上海，致力于为全球制药企业、研究机构及科研工作者提

供全方位的临床前新药研究服务。美迪西的一站式综合服务

以强有力的项目管理和更高效、高性价比的研发服务助力客

户加速新药研发进程，服务涵盖医药临床前新药研究的全过

程，包括药物发现、药学研究及临床前研究。美迪西与国内

外优质客户共同成长，为全球超过 940 家客户提供新药研发

服务，美迪西将继续立足全球视野，聚力中国创新，为人类

健康贡献力量！

来源：美迪西官网

Information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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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服务平台介绍
为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主动合规能力，服务提升上海国际

贸易中心能级，助推上海贸易高质量发展，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率先支持开发了专业化的企业国际经营合规法律服务平台。

功能包括：
贸易救济合规自检程序

主要基于对外贸易环境变化和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实际

问题，根据不同国别贸易救济政策和调查规则，帮助企业排

查日常运营风险，完善企业合规体系，增强应对贸易救济调

查能力。

出口管制与制裁信息查询

主要提供中国和美国关于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相关信息，

包括中国当前两用物项管制清单以及美国商务部、财政部、

国防部等机构发布的管制、制裁对象与物项清单的查询功能。

国际经贸数据查询

主要根据 WTO、OECD 等国际组织数据，提供各主要经

济体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有关中间品、最终产品的进出

口数据查询，以及各经济体直接投资和有关贸易增加值的查

询功能。

国际经贸法规查询

主要提供与 RCEP 等国际经贸协定密切相关的国家地

区的有关投资、贸易、出口管制和贸易争端法规的查询功能，

法规取自主要国家地区官方法规数据库和其它权威法规资

讯库。 

欢迎关注及使用
服务平台可在上海公平贸易服务网、上海公平贸易微信

公众号内查询使用。https://fairtrade.sww.sh.gov.cn

 【重磅】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服务平台
上线啦！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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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商会八月会员权益
活动预告

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工作站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已于 2021 年 3 月成立“国家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

务工作站”。

咨询热线：50811048（每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咨询时间：每月第二周周三下午 14:00--16:30

咨询地点：商会会议室（浦东新区东方路 135 号海东大

楼 7 楼）

讯息展台
Information Booth

咨询专家：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家

欢迎相关浦东企业致电或现场咨询（现场咨询请提前

预约）。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简介：

为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形成高效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

警和应急机制，建设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国家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获批设立，成为全国首批十家地方分中

心之一。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依托中国（浦

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立，旨在聚焦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存在的

难点和痛点，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与协助机制，

提高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纠纷防控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主要开展以下

业务工作：海外知识产权纠纷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案件应对指导、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培训与宣传、海外知识产权纠

纷应对资源协调。 

Information Booth

本月浦东国际商会将推出“法律咨询日活动”、“跨境

电商最新政策解读”、《协调制度》转换解读等的专题系列

讲座，提升企业员工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帮助企业更好地运营；

此外，本月也将继续推出“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趋势讲

堂”，为企业带来最新国际金融动态。欢迎会员企业通过微

信关注“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公众号，进入“企业活动服

务云”进行报名。

法律咨询日
为助力企业行业防范国际经贸风险，合规应对国际贸易

救济措施和出口管制，提高企业 “ 走出去 ” 过程中的知识产权

纠纷防控意识和应对能力，提升人力资源方面法律风险防范

意识，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特邀相关领域专家解答企业经贸

摩擦、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方面的法律问题。

咨询时间：2021 年 8 月 11 日下午 2:00-4:30

咨询地点：东方路 135 号 8 楼会议室

咨询电话：50811048

线上讲座 | 论自贸区与跨境电商相互关联及其影响
跨境电商通过互联网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汇聚在一

起，使我国外贸企业能面向整个国际市场开拓各类业务，能

够高效率地完成对产品的营销活动。同时，外贸企业向跨境

电商新业态转型将有助于增加销售渠道，拓展国际贸易市场。

为了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高速发展，从 2012 年 8 月商务部

颁布《关于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若干意见》以来，

直到 2021 年，从国务院到各大相关部委，也纷纷出台针对

跨境电商行业的鼓励发展配套政策措施。

我会联合 CIT Club 特别邀请行业内知名专家，重点解读



47

讯息展台
Information Booth

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发展的关系，自贸区在促进跨境电商发

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这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发挥的

对从事跨境贸易功能与平台整合能力。

课程提要：

1. 跨境电商从业者必须熟悉跨境电商的基本概念

2. 对跨境电商的主要特点需要了解

3. 其它与跨境电商相关问题的思考

4. 企业现场互动，答疑环节

讲座模式：线上

线上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

讲座时间：8 月 13 日下午 1:30-4:30

线上讲座 | 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趋势讲堂
国际经贸环境正经历着深远的变化，国际货币政策与汇

率起伏也越来越快，而汇率与外贸企业的日常经营息息相关，

为了帮助企业进一步了解相关资讯，我会特邀会员企业 ----

亿通管理咨询（珠海）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推出“国际货币

宏观政策及汇率趋势讲堂”，每月一场，分别从宏观货币政

策与汇率趋势分析为企业带来更多元的观察视角，帮助企业

做好预防与准备，抓住机遇。

温馨提示：讲座仅为资讯分享，请谨防投资风险

讲座模式：线上

面向群体：对国际汇率感兴趣的人士

讲座时间：8 月 19 日下午 3:00-4:00

线上讲座 |《协调制度》转换解读及疑难案例分析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是一部多用途的国际贸易

商品分类目录，是国际贸易的标准语言和基础工具，全球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协调制度，涵盖超过 98% 的国际贸

易货物。我会联合 CITCLUB 特别邀请资深商品归类专家，从

企业及第三方机构角度出发，为帮助企业了解 2022 版《协

调制度》修订背景、修订原因、修订内容以及对企业地影响，

以便企业提前准备，做好应对，做好合规管理。

课程提要：

1. 协调制度及其合规管理

2.2022 版协调制度修订及重点案例解析

3.2022 版协调制度对行业影响及应对建议

4. 企业现场互动，答疑环节

讲座模式：线上

线上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

讲座时间：8 月 20 日下午 1:30-4:30

线上讲座 | 跨境电商最新政策解读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外

贸发展新亮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离我们并不遥远，境内消

费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境外商品就构成了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行为。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为帮

助会员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的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我会特邀商会

理事单位 -- 上海科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专家为企业带来

最新跨境电商最新政策解读，帮助企业做好预防与准备工作。

课程提要：

1. 近期跨境电商新政解读

2. 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公告解读

3. 欧盟实施电子商务增值税新规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4. 企业现场互动，答疑环节

讲座模式：线上

线上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

讲座时间：8 月 25 日下午 2:0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