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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区建设一周年，
浦东交出金融改革创新亮眼答卷

来源：浦东发布

刚刚过去的 7 月，浦东金融创新发展 “ 硕果累累 ”。浦东

金融改革创新项目落地暨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成立大会举行，

预计将通过 50 亿元出资撬动千亿元社会资本；位于张江科

学城的金融数据港迎来 “ 开港 ” 一周年，以近 7.6 万字的白皮

书呈现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数据产业高地的阶段性成果 ……

《引领区意见》发布一周年之际，浦东交出一份亮眼的 “ 金

融答卷 ”。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浦东金融业完成增加值 2443.36

亿元，同比增长 6.2%，占新区上半年 GDP 的 34.5%，占同

期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 59.2%，为全区经济恢复重振提供了

积极支撑。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全力落实国务院 33 条、上

海市 50 条、浦东新区 50 条等涉及金融领域的系列政策措施，

强化金融助企纾困，推动金融助力经济恢复。

一年来，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各有关

部门、各金融要素市场的大力支持下，引领区金融各项任务

有序推进，在建设完善重大金融功能平台、推动金融市场扩

大开放、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支持经济

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建设和完善重大金融功能平台

在浦东金融改革创新项目落地暨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成

立大会上，举行了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项目和

S 基金项目签约。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是浦东引领区首个

落地的金融创新平台项目。2021 年 11 月，证监会批复同意

在上海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

点。份额转让试点将依托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开展，逐步

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促进私募基金与区域性

股权市场融合发展，助力金融与产业资本循环畅通。

为落实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的相关部署，更好地建设股权份额转让平台，浦

东积极推动上海市首只 S 基金 —— 上海引领接力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一期（有限合伙）成立，总规模 100 亿元人民币，首

期 30 亿元。S 基金在落地后将积极参与平台的交易，在规范

私募股权份额交易市场、提高交易活跃度、促进国有私募股

权份额流动性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

一年来，浦东积极建设和完善重大金融功能平台，除了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外，上期所探索建设的全

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青岛项目试点运行正常，浙

江项目完成一期上线。去年 10 月，在第三届陆家嘴国际再保

险会议主论坛上，数字化再保险登记清算平台正式发布，成

为上海推进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核心载体。截至今年 6 月

底，已完成交易登记 2.4 万笔。

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体系，推进金融机构集聚

一年来，金融期货与期权品种不断丰富。今年 5 月，中

证沪港深张江自主创新 50ETF 上市，成为金融资源与科创要

素有机融合的一个重要创新产品；7 月，中证 1000 股指期货

和期权获证监会批准，7 月 22 日相关合约在中金所挂牌上市；

航运指数期货、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也在积极研究准备。

同时，自贸区离岸债发行量不断提升，2022 年年初至 4 月末，

中债登累计支持 5 家境内外主体发行 7 期上海自贸区离岸债

券，规模总计近 40 亿元人民币（等值）。

与此同时，浦东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推进金

融机构集聚。抓住《引领区意见》出台的重大机遇，以金融

业扩大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持续推进金融机构集聚。持牌机构

方面，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浦东拥有持牌金融机构 1154 家。

在重大金融招商项目落地方面，全国第一批外商独资公募基

金共三家 —— 贝莱德、富达、路博迈已经全部落户浦东。

其中，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

金；贝莱德建信理财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揭牌成立；摩

根大通证券完成备案，成为全国首家外资独资券商；中德安

联人寿获监管部门批准，成为全国首家合资转外资独资人寿

保险公司。

此外，重点持牌机构 “ 纷至沓来 ”。广银理财公司、浦银

理财公司、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兴业银行私人银行等银

一线观察
Watch



7

一线观察
Watch

行理财公司、持牌专营机构落户；瑞信证券上海分公司、中

融基金上海分公司、中金基金上海分公司、英大基金上海分

公司、华润元大基金上海分公司、创金合信基金上海分公司

等一批证券和基金分公司相继落地。

融资租赁领域，截至 2022 年 6 月末，浦东累计拥有融资

租赁公司 1405 家，全区融资租赁资产规模约 2.67 万亿元，

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私募基金领域，截至 2022 年 6 月底，

浦东新区私募基金管理人 1558 家，管理产品合计 1.6 万只，

管理规模超 1.5 万亿元人民币。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构建全新开放格局

为进一步推进浦东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金融监管部门

凝聚合力。2021 年 7 月，市金融工作党委、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与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强化

市区联动。2021 年 10 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

上海证监局与浦东新区政府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力推

动引领区各项任务举措加快落地。

一系列措施、机制、法规的出台，成为浦东金融改革创

新步伐稳健的有力支撑。

离岸金融体系建设方面，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促进离岸贸易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发布；今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在临港

新片区等区域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包括九项

资本项目改革措施，如开展非金融企业外债便利化试点、支

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稳慎开放跨境资产转让业务、

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等。

推进上市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率先在全国试点以企

业信用信息报告代替行政合规证明新机制，已在首批 11 个高

频事项受理 254 家企业申请，进一步方便了企业上市融资等

经营活动。

此外，积极推动 “ 绿色金融 ” 法规出台，广泛开展调研，

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法规修改完善工作，2022 年 6 月 23 日，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

规定》，法规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本市首次运用立

法变通权在金融领域进行的积极尝试。

《引领区意见》发布后，上海市和浦东新区很快制定了

《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案》，都对加强和完善金融风险监

测提出了明确要求。由区金融局自主启动建设实战化、兜底

式金融风险防范应用场景 —— 浦东金融风险全网监测预警系

统下出了 “ 先手棋 ”，通过不断丰富拓展全网系统的基础功能

和实战运用，实现对浦东 33 万余家注册经营企业进行动态监

测，累计分级分类预警 300 余家（次），后续区金融局还将

根据科技进步和非法集资演化动态不断对系统进行迭代更新，

在金融风险防范工作中持续发挥浦东新区的引领作用。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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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和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联系概述

1.1. 激烈且日益失衡的关系

2021 年，中国是欧盟货物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占其（欧

盟以外）出口的 10.2% 和 22.3% 的进口。按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计算，这在整个欧盟分别占 1.5% 和 3.3%，但这种关

系的强度在各成员国之间差异很大（图 1，面板 A）。2019

年，在几个东欧和北欧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了 GDP 的

4%（在斯洛文尼亚达到 7.0%，在马耳他达到 7.8%，在捷

克共和国达到 10.4%），而在其他几个成员国，特别是在欧

盟的南部，进口低于 GDP 的 2%。同时，对中国的出口在

斯洛伐克占 GDP 的 5%，在德国和马耳他约为 3%，在爱尔

兰和匈牙利接近 2.5%，而在几个南欧国家则没有达到 GDP

的 1%。不过，鉴于广泛的全球价值链联系，这种基于产出

的方法可能会错误地反映出欧盟成员国和中国之间交叉依赖

的程度。经合组织关于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数字，可以纠正这

种潜在的偏差（图 1，B 组），即计算国内增加值中最终用

于中国的份额，以及国内最终支出中与中国增加值相对应的

份额。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将出口的进口含量纳入计算，

即欧盟的增加值随后被纳入中国的出口，以反映交叉依赖的

全部程度（反之，中国纳入欧盟出口的增加值也被纳入进口

方面的计算）。这些基于附加值的计算方法大大改变了对与

中国贸易联系的评估。特别是，它们显示，当间接联系被考

虑在内时，没有一个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是不重要的：没

有一个国家从中国进口的附加值明显低于 GDP 的 2%，或

对中国出口的附加值低于 GDP 的 1.2%。各成员国之间的差

异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很明显（图 2）。对中国的外商投

资强度与人均收入密切相关，在大多数收入水平高于平均水

平的成员国，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 的 1.0% 或更多。相反，

在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地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

低于 GDP 的 0.4%，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来自

中国的入境投资在各成员国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除了 6 个

成员国之外，所有成员国的入境投资都超过了 GDP 的 0.4%，

但没有遵循任何系统的模式。这些数字在各成员国之间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其他欧盟伙伴，有些国家是在进口、

出口、来自中国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和对中国的外向外国直

接投资方面，其他国家在所有方面都显得暴露不足（例如，

西班牙、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而其他许多国家

的暴露是有区别的（在中欧国家的进口和南欧的内向投资方

面通常很大，在爱尔兰、瑞典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出口方面

本聚焦详细分析了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以

及相关的依赖性和传统的贸易政策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

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强度呈现出鲜

明的对比。贸易关系也很不平衡，而且越来越不平衡。然

后，我们描述了对中国市场的暴露，以其在生产商收入中

的权重来衡量。我们表明，当考虑到外国子公司在中国的

活动时，它对许多大公司和一些部门来说是重要的；相反，

法国的公司层面的数据表明，当关注出口时，对中国市场

的暴露仍然有限。最后，我们讨论了与市场准入、强制技

术转让和工业补贴有关的传统贸易政策问题，并强调在这

些领域仍然存在严重的担忧。

中国是欧洲联盟（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实

际上是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几个方面都很重要。然

而，双边经济关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正在迅速发

展。例如，最近几年，中国在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出现了惊人的增长，随后又出现了同样惊人的下降。平均

呈上升趋势的双边贸易流量也面临着突然的冲击，特别是

在卫生危机期间和之后，最近几个月的双边逆差激增。同

时，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的地位正在加强，在贸易和投资

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了解利害关系需要深入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到贸易和

投资，在最新信息的基础上，承认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

问题是要评估经济联系的强度和相应的趋势，但也要尽可

能详细地描述欧盟和中国之间经济竞争的性质，以及随之

而来的依赖关系。这样做是本聚焦的目标，本聚焦也可以

被认为是 Huotari 和 Jean（2022）提出的政策分析的配套

文件。它首先关注的是这些双边经济关系在宏观经济层面

上的某些层面。它强调欧盟各成员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强

度和性质的对比，以及这种关系的（日益）不平衡性。然后，

它在部门和公司层面更详细地审查了中国市场对欧盟生产

商的重要性。虽然在最近的各种工作中已经研究了进口方面

的依赖性，衡量了对中国作为商品提供者的依赖性，但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互相依赖的关系。进行过类似的分析，尽管

我们认为正确地描述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有用的。最后，

我们转向对与这些双边经济关系直接相关的政策关注的总

结分析。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坚持传统的贸易政策问题

及其最近的趋势，尽管许多其他问题也是欧盟的中国经济

政策关注的焦点，正如 Huotari 和 Jean（2022）所强调的。

剖析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一）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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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法国的贸易和投资强度低于平均水平，但对外直接

投资的强度接近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德国在贸易和对外直

接投资方面表现出相对较强的联系，但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的联系相对有限。

图 1. 各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强度有明显差异

A 组：按欧盟成员国分列的 2019 年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占

GDP 的比重

注：虚线代表 Y=X 轴（即从中国的进口和对中国的出口

相等的情况）。该数据整合了从香港进口和出口的很大一部分，

被认为是欧盟 - 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地方。资料来源：CEPII-

Chelem 数据库，2019 年。

B 小组：2019 年与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增值含量占 GDP 的

比重（按欧盟成员国分类）

注：进口是指在法国的最终支出或从法国出口的份额，

其增加值是在法国创造的。出口是指法国的附加值，其最终

用途是在中国制造，或被纳入中国的出口。因此，该指标包

括出口和国内使用，以反映双边交叉依赖的全部程度。资料

来源：基于 TiVA 的计算（OECD）。

图 2. 各成员国与中国的投资关系强度差异明显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1-2021） 

注：2001-2021 年期间，来自和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

资交易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马耳他不属于图上表示，

入境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 的 0.3%，出境外国直接投资占

10%。资料来源：RhodiumGroup/MERICS。

这些贸易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非常不平衡，而

且越来越不平衡。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到目前为止，中

国是欧盟第一个双边贸易逆差，2019 年总额为 1650 亿欧元，

2020 年为 1820 亿欧元，2021 年为 2490 亿欧元。(1) 即使

不考虑中国的出口包含了大量源自其他亚洲国家的附加值，

双边贸易差额对于政策目的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指标。它们

不应该被这样解释，但事实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情

况是不平衡的，经常账户盈余在 201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占

GDP 的比例有限，(2)，自卫生危机爆发以来又在增加，在

2021 年达到 3100 亿美元（占 GDP 的 2.0%），贸易盈余为

6700 亿美元（占 GDP 的 4.3%）。

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实践其声明中对经济进行再

平衡的困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仍然严重偏向投资，

而牺牲了消费，这反映了中国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更根本的不

平衡（关于这个问题，见 Klein 和 Pettis，2020，或 IMF，

2022）。它们也是中国政府处理卫生危机的方式的直接后果，

即优先考虑供应方面的反应，而不是家庭收入。因此，" 投资

驱动的复苏扭转了先前在再平衡方面来之不易的进展，增加

了在中期内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挑战 "（IMF，2022 年，

第 8 页）。这种支持也是成功的目标，使机械和电气设备等

优先部门不成比例地受益。

虽然欧盟本身在这方面也不乏担忧，但这些不平衡在以

下方面是有问题的。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

也是如此。对欧盟来说，它们也助长了不对称开放的感觉。

1.2. 中国的专业化程度与欧盟的专业化程度仍有很大差异

了解欧盟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还需要调查产品

专业化。第一个方法是根据各国的全球出口，计算一个反映

各国产品专业化相似性的指数（图 3）。这表明，与欧盟相比，

中国的专业化仍然比日本或美国的差异更大；然而，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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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接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对于欧盟大国的一个

子集，这个指数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增加，在德国、意大利

和波兰达到明显高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水平。因此，总体而言，

中国在专业化方面似乎与欧盟相距甚远，但对于工业化程度

最高的成员国而言，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图 3. 中国的出口专业化程度越来越接近欧盟，

但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A 组：与欧盟产品专业化的相似度（相似度指数，单位：%）

B 组：按欧盟成员国划分的与中国产品专业化的相似度

（相似度指数，单位：%）

注：国家 a 和 b 之间在 t 年的相似性指数计算如下。

S(a,b)t=Σkmin(Xakt,Xbkt)，其中 Xakt 是国家 a 在 t 年的产品

k（定义为统一分类的 6 位数水平，SH6）的世界出口中的市

场份额。欧盟内部贸易以及被比较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被排

除在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EPII-WTFC 数据库的计算结果。

此外，这种持续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以下领域没有

取得好成绩。相反，根据研究与开发（R&D）强度，按技术

水平对产品进行分类，显示出被归类为高科技的产品在 2019

年占中国出口的36%，这一份额与法国相似，并大大超过德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计算结果（图 4 这一指标基于相对较大的

部门，仍然很粗糙，主要说明了中国在电子和信息技术等研

发密集型部门的实力。

图 4

注：在经合组织的经济活动分类法中，根据研发强度被

列为高科技产品的份额（Galindo-Rueda 和 Verger,2016）。

资料来源：基于 BACI（CEPII）的计算。

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创新部门的强大竞

争对手。双边汽车贸易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说明：直到 2020 年

底，欧盟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EVs）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 2022 年 3 月达到 37 亿欧元，这个数额与欧盟对中国的汽

车销售相差无几（图 5）。虽然这些进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

特斯拉制造的，但在他们在德国的工厂面临着延误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的竞争实力，在未来几

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制造部门。

图 5. 中国的电动车出口量大到足以实现汽车贸易再平衡

（季度汽车出口）

注：对于 2022 年第一季度，数字来自 1 月和 2 月的 12

个月的同比趋势。

资料来源：MERICS，基于 Comext（欧盟统计局）。

MERICS，基于 Comext（欧盟统计局）。

1.3. 外国直接投资反映了中国和欧盟的内部和外部政治

发展

在双边投资方面，长期以来，从欧盟流向中国的投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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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欧盟 28 国（欧盟 27 国加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A 组：从欧盟 28 国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百万美元）

B 组：中国对欧盟 28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Rhodium Group and MERICS.

Watch

直是最重要的投资。自 2001 年以来，它们的年价值总是超

过 40 亿美元，有时甚至超过 100 亿美元，德国是主要的来

源国，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其次是法国、英国和荷兰（参见

MERICS 和 Rodhium Group Research）。在 2010 年代的大

部分时间里，每年的资金流动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清楚这

些数字是否可以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新的趋势，因为调查一直

表明商业环境越来越困难，只有少数部门从有针对性的开放

中受益（见欧盟商会商业调查）。

相比之下，从中国流向欧盟的投资只有在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才达到重要程度，并在此后面临截然不同的趋势。最近

几年，中国对欧盟（包括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 2016 年达

到的 470 亿美元的峰值大幅下降（图 6）。很难区分解释这

一趋势的两个主要基本因素的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普

遍下降，在严格控制对外资本流动的背景下；以及欧盟对流

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加强了警惕，这在制度上随着欧盟外国直

接投资筛选条例的通过而实现，该条例自 2020 年 10 月起生

效。在任何情况下，2021 年的小幅增长表明，巩固阶段可能

已经结束，每年的流入量将恢复到 100 亿美元以上。除了这

个总数，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绿地投资的份额不断增加，2020-

2021 年每年超过 25 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中国对

欧盟 FDI 的 30%，高于 2018-2019 年的 6.6% 和 2016-2017

年的 2.9%。这种绿地投资的激增表明，欧盟对中国投资的吸

引力不仅与获得高端技术的可能性有关，而且越来越多地与

在这个市场上的意愿有关：在围绕投资趋势的不确定性之外，

欧盟可能将继续成为中国资本出口的首要目标。

……

未完待续，下期将继续连载。

作者：Mikko Huotari, Sébastien Jean et al.

来源：The Conseil d'analyse économique，原文略有

          删减

一线观察
Watch



12

一线观察
Watch

重磅！“芯片法案”正式签署！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来源：上海贸促

据中新社消息，当地时间 8 月 9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

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标志着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该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 527 亿美元的补

贴，并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补贴的公司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芯片。

其中，390 亿美元将用于半导体制造业的激励措施，20

亿美元用于汽车和国防系统使用的传统芯片。此外，在美国

建立芯片工厂的企业将获得 25% 的减税。

该立法授权在 10 年内投入 2000 亿美元

白宫表示，该法案的通过正在刺激新的芯片投资。高通

公司周一同意从 Global Foundries 纽约工厂购买额外 42 亿美

元的半导体芯片，到 2028 年其总采购额将达到 74 亿美元。

白宫还赞赏美光宣布投资 400 亿美元用于存储芯片制造，称

这将把美国市场份额从 2% 提高到 10%，并表示这项投资计

划来自法案的 “ 预期拨款 ”。

进步人士认为，该法案是对先前关闭美国工厂的盈利芯

片公司的赠品，但拜登周二辩称，“ 这项法律并不是向公司发

放空白支票。”

报道称，该立法旨在缓解影响汽车、武器、洗衣机和电

子游戏等一切事物的持续短缺。由于短缺继续影响汽车制造

商，成千上万辆汽车和卡车仍停在密歇根东南部等待芯片。

作为对美国产业政策的罕见重大尝试，该法案还包括为

芯片工厂提供 25% 的投资税收抵免，估计价值 240 亿美元。

该立法授权在 10 年内投入 2000 亿美元，以促进美国的

科学研究。国会仍需要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为这些投资提

供资金。

专家：不利于全球芯片供需平衡

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

员王鹏此前表示，上述法案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

化配置，人为地增加了很多限制，其实不利于全球芯片的供

需平衡，一定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翁冠星此前表示，“ 芯片法案 ” 的通

过在预料之中。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了对于中

国包括芯片行业在内的高科技行业进行遏制和打压。然而，

相比于原来的技术出口和使用限制，本次法案还是有一些 “ 新

的花招 ”，主要是逼迫着美国国内的芯片企业 “ 选边站 ”，依

照法案规定，假使有企业在其他 “ 不友好 ” 国家建设或扩建半

导体制造工厂，这些企业则无法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补贴。

“ 这种做法，它违背了基本的市场规律，动用政府力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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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变根据市场和资源而自然形成的半导体领域的国际分工

格局。” 翁冠星说。

翁冠星认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做的仍然是坚持自身

发展为主，避免被国际冲突影响自身发展的进程。同时他也

提到：“ 中国芯片企业在国际交往中要更注重合同的订立，避

免掉入合约陷阱。”

“ 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规定，我国的法院要利用

现有规定，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贸易救济方面的法律保障，阻

断外国法律不适当的长臂管辖。” 翁冠星说。

反对法案不当干预和限制全球工商界经贸与投资合作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针对法案的签署发布公告。

内容如下：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优势，

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 “ 关注的任何国家 ” 在该领域展开不公平

竞争，将加剧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阻碍全球经

济复苏和创新增长。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提倡并积极推动良性、公平

和公正的国际竞争，反对美国借国家力量阻挠全球工商界正

常交流与合作，在歧视别国的基础上展开不公平竞争。《芯

片与科学法案》中 “2022 年芯片法案 ” 章节规定，将采取给

美本土芯片行业提供巨额补贴，给半导体和设备制造提供投

资税收抵免等一系列措施，以鼓励企业在美国建厂。

这些条款歧视性对待部分外国企业，凸显美意在动用政

府力量强行改变半导体领域的国际分工格局，损害了包括中

美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的利益。一方面，这是典型的专

向性产业补贴，不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另一方面，

法案将部分国家确定为重点针对和打击目标，导致企业被迫

调整全球发展战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对 “ 任何受关注的

国家 ” 界定宽泛，无限扩大了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典型

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国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

增加。此外，该法案 “ 研究与创新 ” 章节中规定，要采取一系

列措施保证根据 “ 美国制造 ” 项目研发的技术在美国国内生产。

这些规定不仅限制了部分国家企业公平参与全球竞争，也对

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总之，该法案的生效和实施，将影响全球芯片产业链供

应链的优化配置和安全稳定，严重扰乱各国企业在遵循基本

市场规律下正常的经贸与投资活动，与全球工商界希望加强

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应对，消除该法

案对工商界的不利影响，必要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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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后，先后公布了多批对华制裁清单。这些

清单由不同政府部门制定、管理和监督，实施主体包括美国

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不同清单对受约束对象施加的

限制各有不同。此外，清单还存在不同级别的强制执行机制，

违规者可能面临相关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执行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排头兵是美商务部产

业与安全局（BIS），BIS 拥有一套完整制裁体系，管辖着三

大清单。一是 “ 实体清单 ”（EL），主要针对 “ 军民两用 ” 物项。

被列入该清单的企业进口美国物料或技术前必须向美国政府

申请特别许可证，而许可证的申请通常被 “ 推定驳回 ”。根据

BIS 官网最新数据来看，603 页的 “ 实体清单 ” 列表有 190 余

页涉及中国，被纳入的中国企业超 600 家，囊括军工、科技、

芯片、核电、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华为、大疆、

中芯国际、商汤科技等诸多中国优秀企业均位列其中。从目

前的执行情况看，“ 实体清单 ” 似乎成为了美国遏制中国高科

技企业的 “ 必杀技 ”。

二是 “ 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MEU List），偏重与国家安

全存在紧密关联的物项。该清单主要针对中国、俄罗斯、委

内瑞拉等国设立。美国出口商在向清单中实体出口或转让包

括电子、电信、传感器等在内的 47 个特定物项前同样需要申

请许可证。目前约 70 余家中国实体被列入该清单。

实际上，美国政府 “ 涉军 ” 制裁清单还包括美财政部推出

的 “ 中国军方企业清单 ”（NS-CMIC），以及美国防部的 “ 第

1260H 条款清单 ”，前者涉及 59 家中国企业，后者涉及 47

家中国企业。清单名称虽不同，但制裁逻辑类似。与商务部

侧重在贸易环节不同，财政部的 “ 涉军 ” 清单将限制集中在投

资领域，禁止美国人对清单中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并要求已

投入的美资在一年内撤回。而国防部由于缺乏实际执法权，

其清单目前仅停留在报告层面，尚未确定管理办法，通常被

分流到商务部和财政部的制裁清单中。

三是 “ 未经验证清单 ”（UVL），无法对其进口商品最终

用途进行有效核查的外国实体将被列入该清单。被列入 UVL

意味着在进口美国商品、技术或软件时会受制于一些额外条

件，但其约束程度低于 “ 实体清单 ”。截至目前，共有 175 家

中国企业被列入该清单。

除了美商务部 BIS 的 “ 三大清单 ” 外，美财政部海外资

产控制办公室（OFAC）负责的 “ 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List）是美国开展对外金融制裁的核心工具，被视为制裁界

的 “ 核武器 ”。根据规定，未经美国政府部门授权，美国人

禁止与被列入清单的对象进行任何交易，并且，清单上实

体的在美资产将被冻结。在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美国政

府可直接对违反制裁的美国人实施一级制裁，包括罚款和

监禁。对于违反禁令的第三方行为体，美国政府可实施二

级制裁。虽然 SDN 尚未有中国企业被直接列入（除部分因

二级制裁被列入的中国企业），但自今年 5 月以来频频传

出拜登政府考虑将某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纳入 SDN 清单的

消息。若制裁落地，或将成为美国加大对中国企业打压力

度的重要信号。

五花八门的美国对华“制裁清单”
投稿：卓畅中心

一线观察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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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信息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1、美国对大型家用洗衣机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产

业损害终裁

2022 年 8 月 3 日，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ITC） 投

票 对 进 口 自 中 国 的 大 型 家 用 洗 衣 机（Large Residential 

Washers）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肯定性终裁，

裁定若取消现行反倾销措施，在合理可预见期间内，涉案产

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性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

发生。根据终裁结果，本案现行反倾销措施继续有效。在该

项裁定中，5 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均投肯定票。

2016 年 1 月 5 日， 应 美 国 惠 而 浦 公 司（Whirlpool 

Corporation）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提起的申请，美国对进

口自中国的大型家用洗衣机发起反倾销调查。2016 年 12 月

9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大型家用洗衣机作出

反倾销肯定性终裁。2022 年 1 月 3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对进口自中国的大型家用洗衣机启动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

调查。2022 年 5 月 6 日，美国商务部对进口自中国的大型家

用洗衣机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美国 ITC 发布对集成电路及其下游产品的 337 部分

终裁

2022 年 8 月 4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布

公告称，对特定集成电路及其下游产品（Certai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Same，调查编码：337-

TA-1272）作出 337 部分终裁：对本案行政法官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作出的初裁（No.24）不予复审，即基于和解，终止

本案调查。

2021 年 7 月 21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投票决

定对特定集成电路及其下游产品（Certai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Same）启动 337 调查（调查编码：

337-TA-1272）。

2021 年 6 月 21 日，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MediaTek Inc. of 

Taiwan、 美 国 MediaTek USA Inc. of San Jose,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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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2,928、7,231,474、10,264,580、10,616,017、

10,200,228），请求美国 ITC 发布有限排除令、禁止令。

荷兰 NXP Semiconductors N.V., The Netherlands、美

国 NXP USA, Inc., Austin, TX、 美 国 Avnet, Inc., Phoenix, 

AZ、 美 国 Arrow Electronics, Inc., Centennial, CO、 美 国

Mouser Electronics, Inc., Mansfield, TX、德国 Continental 

AG, Germany、 德 国 Continental Automotive GmbH, 

Germany、 美 国 Continental Automotive Systems, Inc., 

Auburn Hills, MI、德国 Robert Bosch GmbH, Germany、美

国 Robert Bosch LLC, Farmington Hills, MI 为列名被告。

3、澳大利亚对华铝型材发起双反期中复审调查

2022 年 8 月 8 日， 澳 大 利 亚 反 倾 销 委 员 会 发 布 第

2022/081 号公告称，应国内企业 Capral Limited 提交的申

请，对进口自中国的铝型材（Aluminium Extrusions）发起

反倾销和反补贴期中复审调查。本案倾销调查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涉案产品的澳大利亚海关

编 码 为 7604.10.00.06、7604.21.00.07、7604.21.00.08、

7604.29.00.09、7604.29.00.10、7608.10.00.09、

7608.20.00.10、7610.10.00.12 和 7610.90.00.13。 澳 大 利

亚反倾销委员会预计将不晚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向澳大利

亚工业、能源和减排部部长提交终裁建议。涉案企业不包括

广东江晟铝业有限公司（Guangdong Jiangsheng Aluminium 

Co Ltd）和广东中亚铝业有限公司（Guangdong（Zhongya 

Aluminium Company Ltd）。

利 益 相 关 方 应 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 前 通 过 邮 箱

investigations@adcommission.gov.au 提交相关材料，调查

机关其他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The Director, Investigations 3, Anti-Dumping 

Commission GPO Box 2013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传真：+61 3 8539 2499

2009 年 6 月 24 日， 澳 大 利 亚 对 进 口 自 中 国 的 铝 型

材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10 年 10 月 28 日，澳大

利亚对该案作出肯定性终裁，裁定涉案产品的倾销幅度为

2.7% ～ 25.7％、补贴幅度为 3.8% ～ 18.4%。澳大利亚先

后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2 月 13 日两次发起对

中国铝型材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日落复审调查，并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和 202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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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经贸快讯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航运业今年仍“有戏”
来源：经济日报 

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发布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单季营

收同比增长 52%，利润同比增长 130%。这是马士基连续 15

个季度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除了马士基，达飞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两倍多、赫伯

罗特二季度业绩创新高，多家头部航运公司上调利润预期，

对今年全年利润信心满满。由此可见，尽管今年航运市场景

气度不如去年，但盈利依旧是全球航运巨头的 “ 主基调 ”。

航运公司业绩增长，离不开运价提升和货运量增长。但

在今年上半年，运价出现下滑，货运量也有所减少，航运公

司为啥还能赚得盆满钵满？

市场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协议运价依旧保持高

位。马士基财报显示，二季度燃料等成本继续增加，货运量

减少 7.4%，即期运价已从峰值回落，但公司合同运价高于往

年同期水平。马士基预计，其全年利润将比预期高出约四分

之一，并表示运费 “ 逐渐正常化 ” 有可能在四季度才会出现。

在航运公司的业务中，长期协议占比不低，很多大型航

运公司长期协议占比超过半数。也就是说，今年履行的合约，

很多都是去年签的，此前的高运价现在还在执行。也正因此，

即便即期运价有所下降，航运公司今年仍然 “ 有戏 ” 能维持较

高业绩。

此外，港口拥堵状况依旧存在。五六月份，欧洲港口出

现拥堵，美国西海岸的拥堵也没有明显缓解。由于工人罢工、

夏季高温等因素，截至 6 月 30 日，全球 36.2% 的集装箱船

滞留在港口，供应链受阻、运力受限的状况二季度依旧存在，

在短期内对运价形成了一定支撑。尽管即期运价有所下滑，

但整体仍然处在高位。

不过，从需求侧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欧美国家

通胀高企，消费意愿下滑，航运贸易增速出现放缓，需求下

降极大影响了航运业信心。在上调利润预期的同时，马士基

也发出警告，由于消费者信心减弱和供应链受堵，港口与仓

库的库存将持续增加，今年全球海运集装箱需求将放缓。不

少业内分析也认为，国际航运市场的超级周期已经触顶，下

半年运价将呈现持续下滑态势。

对于航运公司而言，长期合同的高运价、港口拥堵的持

续加上三季度传统旺季的货运需求，足以支撑今年的利润水

平。然而，随着航运超级周期的结束，业绩下滑也是必然。

航运业是较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利润波动是行业常态。对

于航运公司而言，也需顺势而为，提前调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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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来源：新华社 

多家欧洲跨国企业近期相继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报显示，

在新冠疫情反复、供应链中断、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对全球

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这些跨国企业上半年仍实现营收增

长，其在中国市场业绩表现尤为突出。这为它们在中国市场

继续扩大投资注入动力。

中国市场业绩不俗

今年上半年，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销售成绩亮

眼。大众汽车集团表示，中国是其第二大、也是增长最快

的纯电动汽车市场，上半年大众向中国客户交付了 6.35 万

辆纯电动汽车，是 2021 年的三倍多。此外，宝马上半年

在中国的纯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74.8%。梅赛德斯 - 奔

驰财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全球交付乘用车 98.52 万辆，

其中中国市场共交付 35.58 万辆。德国汽车技术供应商采

埃孚财报显示，该公司上半年在以中国为引领的亚太区实

现了 40.5 亿欧元的销售额，在利润和自由现金流方面表现

强劲。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上半年在大中华区实现营业额 6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11.5%。

消费品方面，英国快消品公司利洁时表示，中国市场增

长强劲推动部分消毒产品销售增长，维生素、矿物质和补充

剂等在中国市场销售也有良好表现。

法国美妆巨头欧莱雅上半年新兴市场销售额涨势尤为强

劲，中国所在的北亚市场同比增长 10.5%。

法国食品公司达能财报显示，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33

亿欧元，同比增长 7.4%。第二季度，中国市场婴幼儿配方奶

粉业务实现中高个位数增长。

持续投资中国市场

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完善的制造业集群和合理的资源

要素配置等在助力欧洲跨国企业取得业绩增长的同时，也增

强其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中国市场的魅力正持续对其形

成强大吸引力。

采埃孚集团董事柯皓哲说：“ 集团在中国的第四家研发中

心 —— 广州技术中心今年春天破土动工。此外，上半年我们

还在各领域启动了多个关键项目。”

今年 7 月巴斯夫集团作出投资决策，全面推进其位于广

东省湛江市的一体化基地项目，该项目正稳步按期推进，到

2030 年投资额将达 100 亿欧元。集团预计，到 2030 年，全

球化学品生产增量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中国。

渣打集团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业务收入为同期最佳表

现，中国在未来几年为渣打提供重要战略机遇。渣打将把握

住机遇，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德国大型折扣零售商奥乐齐 7 月表示，正考虑在中国进

一步扩大业务，计划开设至少 100 家新店。奥乐齐中国董事

总经理罗曼 · 拉辛格说：“ 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最有魅力的市

场之一。” 中国线上市场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数字营销、多样

化渠道和快速送货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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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第六届进博会招展工作正式启动，8 家企业首批签

约。其中既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贺利氏、埃森哲，也包括从

首届起连续参展的纽仕兰等进博会 “ 铁粉 ”。

第六届签约展商

第五届进博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 5-10 日举行。目前，第

五届进博会招展已进入收官阶段，欢迎广大企业搭乘参展 “ 末

班车 ”，也欢迎政产学研各界人士报名参会，与全球展商洽谈

交流。第六届进博会招展工作已正式启动，热忱欢迎广大企

业尽早预订展位。

8 月 8 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签约仪式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举行。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家企业

通过线下线上方式集中签约。

其中，22 家企业签约第五届进博会，既有伊藤忠、苏

富比、斯达拉格等进博会的 “ 老朋友 ”，也有日本财险、安进、

梯瓦、加拿大鹅等新面孔。创新孵化专区是第五届进博会重

点打造的亮点之一，北欧创新中心等机构和多家创新小微企

业签约。

第五届签约展商

来源：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经贸快讯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欢迎境外企业报名参展第五届进博会或明年的第六届进博会。欢迎境内外企业报名参观第五届进博会。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如有疑问可拨打官方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展商 / 观众报名方式

参观报名链接 参展报名链接 手机 APP 微信小程序

30 家企业集中签约进博会，第六届进博会招展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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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动态
来源：走出去服务港

俄罗斯 2023 年或可满足全球 25% 的氖气需求

俄罗斯副总理兼工贸部长曼图罗夫表示，俄高纯氖产量

在年底前可达到全球的 10%，2023 年达到全球的 25%。曼

表示，氖气对于生产微型芯片的全球微电子工厂而言至关重

要。目前，俄生产的氖氦混合气占世界产量的 30% 以上。莫

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计划每年生产约 7 万立方米氖，占全

球市场的 10%，明年将增产至 18 万立方米，能够满足全球

近四分之一的需求。俄愿与外国伙伴进行对话，在互利条件

下商讨供应用俄原料制成的纯气体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原料提

纯服务。

（来源：俄新社）

印度油气新政或吸引国际投资

据普氏能源资讯消息称，市场分析师表示，印度油气领

域最新的改革政策允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在印度市场不受限制

销售其生产的原油，这可能吸引更多国际投资，并帮助印度

政府获得更高回报。在国际油价徘徊在 100 美元 / 桶、印度

石油进口账单不断增加之际，这一新政策不仅有助于扩大上

游油气生产商的客户群，而且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

印度韦丹塔有限公司董事长阿尼尔 • 阿加瓦尔表示，“ 这

一决定将吸引国内外能源公司在印度进行油气勘探活动，有

助于增加政府的收入 ”。韦丹塔有限公司子公司凯恩石油天然

气公司是印度最大的私营油气勘探生产公司。阿加瓦尔补充

称，该公司已承诺在上游油气领域投资 40 亿美元，贡献印度

油气产量的 50%。

原油市场限制放开

印度石油部近日表示，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印度将允

许上游油气生产商在国内市场不受限制销售本地生产的原油，

但对本地生产原油的出口限制将继续存在。而在现行政策下，

印度上游油气生产商不能直接将当地生产的原油销售到市场

上，在国内销售原油和凝析油需要获得政府许可。

印度埃萨石油勘探生产公司首席执行官潘卡 • 卡尔拉表

示，“ 这一举措将确保所有石油勘探生产公司在印度市场上通

过电子拍卖以最高报价出售原油的市场自由 ”。

2014 年以来，印度在石油生产、基础设施和营销方面的

政策逐步放松。根据印度石油部的说法，这些政策导致印度

石油勘探开发面积比 2014 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Synergy 咨询公司负责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业务的总经

理拉雅 • 卡普尔表示，随着印度内阁批准这项提案，允许上

游油气生产商向国内市场上的任何公司销售原油，私营勘探

生产公司有望受益，因为他们将不再受制于国有炼油公司。

像信实集团和纳亚拉能源这样的印度私营炼油企业之前一直

加工国际原油，不得不为进口原油支付可观的运费，如果可

以在国内购买原油，他们可能愿意支付更高的国内原油价格，

以抵消运费，而当地上游油气生产商销售原油将更有利可图。

需要更多投资

凯恩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萨哈称，目前印度 90%

的国内石油产量来自老旧油田。最近，凯恩石油天然气公司

与油服公司贝克休斯合作，提高 Bhagyam 油田的采收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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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可采储量。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表示，最近确定了未来

的勘探战略，将在未来 3 个财年加大勘探开发力度，资本支

出将达到 39.1 亿美元，较前 3 个财年增长 50%。此外，该公

司还计划与国际石油巨头合作，目前谈判已到后期阶段。

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首席印度能源经济学家加格

表示，“ 印度政府将解除对国内原油销售的管制，或将刺激投

资和生产。在公开市场上的销售将有助于更好地管理需求供

应，并激励参与者进行更多投资。但任何投资都不应只基于

短期的市场信号，而应着眼于长期，因为许多银行和金融机

构没有承诺提供新的投资。国际能源署（IEA）一项研究表明，

如果各国必须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就不应对化石燃料

进行新投资 ”。

（来源：《中国石化报》环球周刊）

阿根廷政府经济新政：抑通胀、稳物价为首要任务

当地时间 2022 年 8 月 3 日晚，刚刚宣誓就职的阿根廷

经济部长塞尔吉奥 • 马萨召开新闻发布会，从国家财政、经贸、

外汇和民生四方面宣布了他上任后将实行的一系列新政。

国家财政方面，马萨表示，阿根廷将完成今年财政赤字

率 2.5% 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今年不再使用财政部预付款，

将向央行退还 1000 万美元；冻结国家公职人员流动，停止聘

用新人；实行水电燃气阶梯定价，用量越大，财政补贴越少。

经贸方面，为实现贸易顺差，政府将通过法案规范农业、

矿业、能源产业的发展；司法部门将与美国反洗钱部门联合

调查低开出口发票和高开进口发票的情况；为出口商提供融

资帮助，对新出口商实行优惠政策；加强外贸中的外汇使用

监管。

外汇方面，未来 60 天内，共计约 50 亿美元的出口商品

预付款将汇入央行；今年将通过与国际组织联合实施的项目

增加 12 亿美元外汇储备，另外阿根廷还将与拉美开发银行完

成一个 7.5 亿美元的融资项目；通过更多担保贷款项目以增

加外汇储备和回购主权债券；继续执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再融资协议。

民生方面，将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号召个体企业主提

高员工工资待遇；鼓励低保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对生产商、

中小微企业和贸易企业实行统一的融资帮助标准，年底前将

投入 40 亿阿根廷比索（约合人民币 2.04 亿元）。

阿根廷 7 月份通胀率预计达到 8%，而根据央行的最近预

测，阿今年年底通胀率或累计超过 76%，如何抑制通胀、稳

定物价成为马萨任职后的首要任务。此外，稳定市场信心，

减缓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创造外汇也是摆在阿根廷政府面前

的重要议题。

（来源：央视新闻）

菲律宾前贸工部长：RCEP 可助力菲经济复苏

菲律宾前贸工部长洛佩兹表示，尽快批准《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助于加速菲经济复苏和确保菲

粮食安全，应成为菲优先事项。由于国会换届，RCEP 批准

工作一直悬而未决，一些参议员对 RCEP 对菲农业部门影响

表示担忧。洛佩兹表示，RCEP 为菲农业部门带来的机遇多

于风险，且 RCEP 符合马科斯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政

策方向，其通过将有助于总统实现菲发展目标。现任贸工部

长帕斯夸尔表示，贸工部将继续推动 RCEP 和其他自由贸易

协定的通过，以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复苏的外国投资。

（来源：菲律宾《商业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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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消费者苦苦应对通货膨胀的这个夏天，国际石油

巨头却赚得盆满钵满，纷纷报告创纪录的季度收益。在英国

等欧洲国家，对一再创下利润纪录的能源公司征收 “ 暴利税 ”

的安排已经箭在弦上，但这是否可以令民众受益，却存在争议。

专家认为 “ 暴利税 ” 的实施有合理性，但不应被视为解决能源

危机的理想方案。

英石油巨头高利润引不满

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英国石油公司今年第二季度

利润达到 84.51 亿美元，创 2008 年以来的最高季度纪录；上

半年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170%。欧洲最大的石油公司

壳牌也在 7 月初宣布连续两个季度打破其利润纪录，壳牌第

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180.4 亿美元，环比增长 154%，同比增

长 426%；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壳牌的调整后净利润分别为

91.3 亿美元和 114.72 亿美元，两次刷新 2008 年以来的最高

季度纪录。

总体来看，油气资产价值回升，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走

高和销量的增长，以及各家公司进一步的成本控制，共同为

各家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尽管退出俄罗斯地区的股权和

资产给各家企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仍未能阻止业绩

增长的大趋势。与此同时，英国许多家庭正在苦于应付不断

上涨的能源账单。为此，英国石油公司被指 “ 轻松赚大钱 ”。

英国汽车协会（AA）也指出，在英国的众多加油站中，英国

石油公司的油价最贵。

英国《金融时报》也引述英国两大汽车驾驶协会 RAC 及

AA 的呼吁说，英国石油公司及各大超市应当尽快控制油价。

英国当地多家智库机构都警告说，高油价也在推动英国通胀

率在明年首季飙升至 15%。

一边是石油公司利润大增，一边是世界各地通货膨胀率

飙升，人们呼吁政府对石油公司征收更高的税。在 7 月，英

国下议院批准了 “ 暴利税 ” 方案，决定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对英国北海地区油气生产商的利润征收额外 25% 的暴

利税。该法案允许油气企业通过投资新的油气开采项目，来

抵消部分税款，以此更好地保障能源安全。

正在竞选英国执政党党魁及首相的苏纳克 5 月份在担任政

府财政大臣时，宣布一项 150 亿英镑的方案以帮助今秋将面

临能源账单进一步上涨的英国家庭。《金融时报》称，然而紧

迫的时局令这位时任财政大臣彻底转变立场，宣布对石油和天

然气公司征收 50 亿英镑 “ 暴利税 ”，以帮助为上述计划埋单。

美欧都在考虑 “ 暴利税 ”
在大洋彼岸，美国的能源巨头也在收获创纪录利润。埃

克森美孚和雪佛龙最近也宣布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上个季度中，埃克森美孚创收 179 亿美元，比之前

的纪录高出 20 亿美元。雪佛龙第二季度的利润为 116 亿美元

也创下纪录。德新社报道称，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壳牌和

法国的道达尔能源公司在上一季度总共的收益，几乎是去年

同期的两倍。美国总统拜登受到来自其本党成员的压力，要

求引入 “ 暴利税 ”。拜登本人也曾多次批评美国能源企业暴利

令人难以接受。

同样跃跃欲试的还有德国。由于消费者价格处于创纪录水

平，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支持执政党社民党和绿党在危机时期征

收所谓的超额利润特别税的呼吁。根据民意调查机构 Infratest 

Dimap 最近为德国电视一台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76% 的人

认为对能源公司的高额额外利润征收特别税是正确的。

在能源和通货膨胀双重危机的背景下，石油公司的高额

利润遭到政治人物、工会官员和环保活动家的严厉批评。德

国社民党领导人 8 月初再次呼吁征收这种税。她在电视节目

上表示，这是针对那些不是凭借自身业绩和创新的情况下赚

取超额利润的公司，即从能源危机中获利的企业。政府应该

减轻民众和小公司的负担。绿党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斯穆斯 · 安

德烈森表示，“ 绿党提议对超额利润征收 50% 的超额利润税。

这些利润的另一部分应该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

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在引入这种税收。西班牙希望在

来源：环球时报

石油巨头赚太多引发争议
欧洲国家“暴利税”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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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内从能源企业利润中吸纳 70 亿美元，将其直接用

于社会支出。比利时打算对能源公司的超额利润征收 25% 的

税，并利用这些收入来降低私人家庭的能源成本。在意大利，

针对能源企业的类似 “ 暴利税 ” 已经达成。奥地利和法国也在

考虑采取类似措施。欧盟消费者保护专员维拉 · 尤洛娃表示，

实施特别税是有益且有效的，因为这种税收只是针对政府从

临时超额利润中获得的额外收入，公司决策不会受此影响。

收不收？各方仍在博弈

面对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压力，国际石油公司们一直坚决

反对征收 “ 暴利税 ”，建议加大对绿色能源的投资，作为实现

该行业去碳化的一种方式。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范伯尔登曾

表示支持绿色投资，作为税收的一种替代方案。“ 赚钱是一种

责任，这种责任让我们能够继续投资于能源安全，以及能源

转型。” 他说，“ 最终，这将使社会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此前，英国石油公司宣布一项高达 180 亿英镑的投资计

划，希望帮助英国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净零排放；壳牌也表示，

将在未来十年内，向英国能源系统投资 200 亿 -250 亿英镑，

其中 75% 以上将用于低碳和零碳项目。但这样的投资规模，

不能让当地政府官员们感到满意。而随着暴利税征收的临近，

恐怕石油巨头的投资计划也要重新考虑。

德新社引述能源问题专家麦克纳利的观点说，石油公司

知道，如果超高利润持续下去，他们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但他们期望政府采取平衡的措施。麦克纳利表示：“ 因为油价

和利润极不稳定，石油公司意识到正在进入一个极具挑战性

和不确定性的时期；他们在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的同时，还

要面临加速去碳化的政治压力。”

“ 石油公司赚取巨额利润后并未用于绿色转型，而是继续

投资于化石燃料。” 德国《商报》6 日的报道对于能源企业的

解释予以抨击。报道称，石油巨头在投资股票回购。今年上

半年，英国石油就已经通过 38 亿美元的回购计划向其股东分

享了危机带来的利润。同时，尽管有可观的额外收入，但资

金并未流入公司的绿色转型。尽管公司已宣布增加投资，但

它仍然在第二季度为天然气和石油业务的扩张提供资金。

报道称，在美国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的资金几乎全部用

于所谓的蓝氢项目，该项目以天然气为基础。壳牌集团在可

再生能源和能源解决方案领域的投资仅增加 2 亿美元，但在

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加工）领域的投资在短短 3 个月

内就增加超过 10 亿美元。总体而言，这 5 家公司的资金大部

分都在自己的口袋里。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 8 日接受《环

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类似 “ 暴利税 ” 的能源税收很多国

家都在实施，是否合理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会征收

石油特别收益金，俄罗斯的 “ 暴利税 ” 是以能源出口关税的形

式出现。现在国际能源价格很高，特别是产业链的上游成本

过高，中下游很难挣到钱。“ 暴利税 ” 起的作用，就是从油气

企业那边拿点钱来去做点其他事情，比如补贴老百姓等。

林伯强还表示，“ 暴利税 ” 并不适合被用作解决西方能源

危机的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前几年能源市场处于低位时，

这些石油公司其实没有很高的利润。现在市场价格比较好的

时候开始收 ‘ 暴利税 ’ 或者增加关税，尤其是当前全球能源供

需比较紧张之际，会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 · 林德纳对国内日渐高涨的超

额利润特别税提议持反对态度。“ 特别税将为民粹主义在税收

政策中的反应打开闸门，” 林德纳警告这会危及人们对税收制

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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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猛烈反弹，日本经济社会面临巨大压力
来源：法制日报

近日，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BA.5 加速扩散等原因，日

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迅速恶化，单日新增病例数连创新高。

在进入 “ 第七波 ” 疫情扩散周期之际，日本连续两周成为全球

新冠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为此，日

本政府决定新设由都道府县自行发布的 “BA.5 对策强化宣言 ”，

以期抑制感染人数的上升。

日增病例数近 25 万

进入 8 月，日本疫情继续高位运行。据报道，日本 8 月

3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 25 万例，再次刷新该国日增最高纪

录。同日，日本 24 个都道府县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各自

历史最高。

《每日新闻》报道称，日本厚生劳动省为政府提供新冠

对策咨询的 “ 顾问委员会 ” 针对当前日本疫情形势评估认为，

感染人数的增加还将持续，日本正处于 “ 不断刷新最高感染

级别 ” 的阶段。

据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消息，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

BA.2.75 于今年 6 月首次在印度确认，之后在美、英等 20 多

个国家检出，日本 7 月份在大阪和东京也检出了这一新变异

毒株，8 月 2 日在山口县又有 2 人确诊感染 BA.2.75。

据最新研究结果，BA.2.75 对新冠疫苗构筑的防疫屏障的

逃逸能力更强。日本东北医科大学教授藤村茂指出，BA.2.75

最快可能于 9 月上旬最先从日本宫城县开始传播。其他专家

也指出，夏季日本各地较多举办烟花大会等节庆活动，增加

了人群聚集的机会，客观上加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经济社会深受影响

疫情的急速扩大对日本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日趋

严重。

据报道，西日本铁道公司受疫情影响，导致司机不足。

为此，该公司决定从 8 月 8 日至 21 日停止部分巴士线路

的运营。另外，可用于治疗感染引起的发热症状的常用解

热镇痛药品对乙酰氨基酚片也出现短缺。西日本调剂中心

药房的西田光称，由于处方量激增，药品库存只能维持一

周左右。

在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续过万的神奈川县，疫情导

致邮政、公交、卫生所等民生部门的运营陷入部分瘫痪。日

本邮政全国 24000 个网点中有 2618 个网点的工作人员出现

感染者，170 个网点停止办理业务。神奈川县有 40 个邮政网

点出现感染者，3 个网点停止办理业务。

另据报道，日本医疗、介护机构 ( 介护是指以照顾日常

生活起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帮助 ) 也深受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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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波 ” 疫情影响。由于员工缺勤，有的医院关闭了部分院区，

有的介护机构运营困难。福冈市城南区福冈大学医院约 2000

名医护人员中，超过 90 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或成为密接者，医

院不得不关闭两座住院楼，因此出现病人无法办理住院的情

况。北九州市户畑区一处介护机构约 70 名介护人员中有 6 人

感染新冠，因人手不足，在岗人员不得不连续值夜班，介护

服务力不从心。

另外，受疫情形势恶化影响，日本国内经济景气数据出

现了近 5 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调查显示，日本 2022 年 7 月的经济景气指数较前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餐饮、零售、服务等行业受疫情影响最为直接。

虽然日本政府并未对民众出行进行限制，但客流还是显著减

少。大阪市北区的烤肉店从 7 月中旬开始陆续接到取消宴会

通知。尽管地处繁华街区，但客人还是不足，为降低成本，

只得在客人少时提前打烊。另外，熊本、宫崎、福冈等地旅游、

餐饮行业也都面临类似局面。

新设疫情应对措施

鉴于全国各地医疗资源普遍紧张，以及疫情给各地经济

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有意通过新设对策强化宣言

抑制感染人数的上升。

7 月 29 日，日本政府公布新设由都道府县自行发布的

“BA.5 对策强化宣言 ”。据分析，这一措施将使中央和都道府

县政府一同呼吁老年人及基础疾病患者避免前往感染风险较

高的拥挤场所，还将敦促民众尽快接种疫苗，并进一步采取

远程办公等避免外出的措施。

截至 8 月 3 日，已经有神奈川、福冈、熊本等 7 府县发

布了 “BA.5 对策强化宣言 ”。宣言发布后，日本政府即认定该

地区为 “BA.5 对策强化地域 ”，可派出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但与 “ 紧急事态宣言 ”“ 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 相比，这

一宣言措施存在明显短板：不要求商家缩短营业时间，不限

制出行活动，也无强制性和惩罚措施。

尽管确诊人数骤增，日本政府仍以维持经济社会活动等

原因为由，对采取包括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在内的措施发表

了否定性见解。此外，鉴于全日本各地医疗系统负担过重、

濒临瘫痪，日本防疫专家及地方官员主张为医疗系统一线 “ 减

负 ”：一是建议取消对感染者进行 “ 全数把握 ”；二是建议简

便新冠肺炎接诊手续；三是引导轻症感染者居家隔离不去医

院。上述举措也在日本社会引发担忧之声。

对于是否取消 “ 全数把握 ” 等措施，日本政府态度谨慎，

表示将在 “ 第七波 ” 疫情结束后再进行研究。但为减少医疗系

统的负担，目前，日本政府在继续对感染者进行 “ 全数把握 ”

的同时，决定简化新冠患者情报管理系统 “HER-SYS”，减少

不必要的填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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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产权基本法（连载三）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 WIPOlex
           最终修订 2003 年 7 月 16 日法律第 119 号

海外知识产权维权

（2002年12月4日法律第122号）

第三章 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以及运用推广计划

第二十三条、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依照本章规定，制定关

于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相关利用推进计划（以下简称“推

进计划”）。

２．推进计划规定以下列举事项

（一）政府为创造，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应以集中且

计划性的施行措施的基本方针

（二）关于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相关利用，政府应

当集中且计划性的采取措施

（三）关于振兴知识产权教育和确保人力资源方面，政

府应当集中且计划性的采取措施

（四）除前几款的规定外，政府为集中且计划性的推进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利用的有关措施时的必要事项。

３．推进计划中规定的措施，原则上应当规定实施措施

的具体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期。

４．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根据第一款的规定，制作推进计

划时，不应延误，应当利用互联网和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公布。

５．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应当及时的根据第三款的规定，

调查目标的实现情况并将其结果通过互联网及其他适当的方

式进行公布。

６．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根据对知识产权形势变化的考量，

评估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利用而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至少

每年一次审议推进计划，如果有修正的必要时，必须进行更改。

７．推进计划的变更准用第四款规定

第四章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

（设立）

第二十四条、为了集中且计划性的推进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利用相关的措施，在内阁设立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以

下简称“本部”）。

（事务管辖）

第二十五条、本部负责以下列举的事务

（一）制作推进计划并且推进其实施。

（二）除前款列举的事项外，对关于知识产权的创造、

保护和相关利用相关措施中的重要企划进行调查审议，推进

其施行并综合协调。

（组织）

第二十六条、本部由知识产权战略本部长，知识产权战

略副本部长和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员工组成。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长）

第二十七条、本部的负责人作为知识产权战略本部长（以

下简称“本部长”），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免。

２．本部长对本部工作事务负责，监督指挥所属部门的

员工。

（知识产权战略副本部长）

第二十八条、在本部设立知识产权战略副本部长（以下

简称“副本部长”）职位，由国务大臣任免。

２．副本部长负责协助本部长的工作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员工）

第二十九条、在本部派驻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员工（以下

简称“本部员工”）。

２．本部员工由以下人员分配

（一）除本部长和副本部长以外的所有国务大臣

（二）在对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利用具有优越的洞察

力的人员中，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的人。

（提交资料等其他协助）

第三十条、本部在履行所管辖事务时认为有必要的情况

下，可以向有关行政机构，地方公共团体，独立行政法人和

地方独立行政法人的负责人及特殊法人的代表，要求其提交

资料，说明并解释意见，提供其他必要的合作。

２．本部为了履行所管辖事务，认为特别必要时，可以

向前款规定的人员以外的人请求必要的配合。

（事务）

第三十一条、本部相关的事务，由内阁官房处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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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50811048（每周一至周五 9:00-17:00）

维权日时间：每月第二周周三下午 14:00-16:30

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工作站

详情请关注“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订阅“海

外知识产权维权”合集，我们将分享给大家更多相关信息与新闻！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来电咨询！

技术贸易措施
RCEP 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南 （出口建筑卫生陶瓷篇·上）

来源：12360 海关热线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RCEP”）正式开始生效。RCEP 覆盖了东盟、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15 个国家，涉及人口达 22.7 亿人，

占全球人口总数近 30%，GDP 达 26 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 5.2

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 30%，是目前全球体量最大的自

贸区。

2021 年，我国出口 RCEP 成员国陶瓷 641.8 亿元，约占

我国出口陶瓷的 32.4%。以陶瓷砖产品为例，2021 年我国陶

瓷砖出口 264.1 亿元，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九个来自

RCEP 国家，依次是越南、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柬埔寨、日本。

我国陶瓷砖出口前十的贸易额占比情况

又如卫生陶瓷产品，2021 年我国卫生陶瓷出口 636.5 亿

元，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 RCEP 国家占半数，依次是越南、

命令后由内阁官房副官房长官助理负责管理。

（首席大臣）

第三十二条、有关本部的事项，内阁法（1947 年法律第

5 号）中所指的首席大臣是内阁总理大臣。

（委派政令）

第三十三条、除本法规定外，与本部有关的必要事项由

政令规定。

附则

（实施日期）

第一条、本法从公布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内，自政令规

定之日起施行。

（考量）

第二条、本法施行后三年内，政府应对此法的施行情况

进行考核，并根据其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

附则（2003 年 7 月 16 日法律第 117 号）摘录

（实施日期）

第一条、此法于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处罚的过渡措施）

第七条、对本法施行前的行为以及按照本附则中规定的，

在本法施行后的行为仍然适用原规定的情况，适用之前的规定。

（委任其他过渡措施的政令）

第八条、除附则第二条至前条规定外，为本法施行所必

须的过渡措施由政令规定。

附则（2003 年 7 月 16 日法律第 119 号）摘录

（实施日期）

第一条、本法由地方独立行政法人法（2003 年法律第

118 号）自施行之日起施行。

委任其他过渡措施的政令

第六条、除本附则的规定外，伴随实施此法律所必须的

过渡措施由政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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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

我国卫生陶瓷出口前十的贸易额占比情况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商务部等 6 部门关于高质量实施〈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指导意见》中 “ 加

大对 RCEP 成员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关注和研究 ” 等要求，现

收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 RCEP 成员国建筑卫生陶瓷产品技术

性贸易措施，为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开拓 RCEP 市场提供指导。

菲律宾

01 监管机构

菲律宾建筑卫生陶瓷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是贸易与工

业部（简称 “ 贸工部 ”）。贸工部负责制定国家标准、管理工

业产品的生产、安全和质量；管理国家进出口贸易，开展国

内贸易。其下属的标准局是菲律宾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制定机

构，并负有实施产品测试和认证、校准和实验室能力认可及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认可等职责。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19 年 9 月 9 日，贸工部发布了最新强制性认证产品清

单（List of Products Under Mandatory Certification）1， 该

清单包括电气和电子产品、机械和建筑材料（含建筑卫生陶

瓷产品）以及化学品及其他消费品三大类共 86 个产品，被列

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2019 年 11 月 11 日，贸工部标准局

发布了 G/TBT/N/PHL/225 号通报，制定《陶瓷砖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最新技术法规》2，规定了菲律宾陶瓷砖标准 PNS 

ISO 13006：2013 及其以后的修订版本涵盖的陶瓷砖强制性

技术规则，对无论是本地制造还是进口的陶瓷砖均需确保其

满足菲律宾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和质量要求。2020 年 10 月

16 日，贸工部发布了 G/TBT/N/PHL/245 号通报，制定《卫

生陶瓷洁具强制性认证技术法规》3，规定了菲律宾卫生陶瓷

标准 PNS 156：2010 及其以后的修订版本涵盖的卫生陶瓷强

制性技术规则，对无论是本地制造还是进口的卫生陶瓷，以

确保其满足菲律宾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和质量要求。

03 合格评定程序

目前，菲律宾贸工部实施两个强制性产品认证计划：菲

律宾标准（PS）质量和 / 或安全认证标志许可计划以及进口

商品通关（ICC）认证计划 4。PS 认证一般适用于出口量大、

频次较多的菲律宾国外出口企业申请，要求制造商符合 PNS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且陶瓷砖、卫生陶瓷符

合 PNS ISO 13006：2019、PNS 156：2010 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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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必须经过合规程序马来西亚标准（MS）

的要求，再由马来西亚标准局指定认证机构出具合格评定证

书后，才能在马来西亚海关清关。

马来西亚建筑卫生陶瓷产品标准情况

03 合格评定程序

企业产品检测报告必须经马来西亚标准局认可的检测机

构出具。企业取得产品检测报告后，可通过两种方式申请马

来西亚相关认证：一是 PC 认证（Product Certification），

需要提交产品检测报告、产品认证报告、入境口岸验货报告

和认证申请申请书等资料，合格后颁发认证证书，证书有效

期为一年；二是完整的型式试验报告，基本流程依次为产品

抽样、产品检测、提交检测报告、提交证书申请、入境口岸

验货、颁发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有效期为半年。目前，马来

西亚标准局已认可三家认证机构。

马来西亚标准局认可三家认证机构

04 温馨提示

1、产品出口前，企业应提前在符合马来西亚要求的检测

机构出具相关检测报告，并提交至马来西亚标准局认可的认

证机构。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产品出口前，企业应提前与认

证机构进行沟通，确定认证方式及流程，以免造成认证时间

过长，增加企业经济成本。

3、马来西亚卫生陶瓷产品标准与中国标准在产品外观

质量、吸水率测试方法、用水量及冲洗功能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企业应及时了解马来西亚标准内容，改进产品生

产工艺。

企业点津
Enterprise Guide

才能获得标准质量安全认证证书（PS 许可证）。ICC 认证

一般适用于进口量小、频次较少的菲律宾国内进口商申请，

产品经菲律宾贸工部认可测试实验室的检测，符合 PNS ISO 

13006:2019、PNS 156：2010 标准要求后才能获得进口商品

通关认证证书（ICC 证书）。

对于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无论是本地制造的还是进口的，

不允许在没有 PS 许可证或 ICC 认证标志的情况下在菲律宾

市场销售。PS 许可证授予其工厂和产品分别符合 PNS ISO 

9001 要求和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本地或国外制造商；ICC 证

书颁发给菲律宾进口商，该进口商的进口产品通过贸工部认

可测试实验室的检测，证明该产品符合相关菲律宾标准。

04 温馨提示

1、产品出口前，企业应提前在贸工部认可检测机构出具

符合菲律宾标准要求的检测报告。

2、陶瓷砖产品检测依据菲律宾标准 PNS ISO 13006：

2019 要求，对 15 个项目进行检测，包括：产品的尺寸和

表面质量、吸水率、抗折强度、断裂模数、抗冲击性、无釉

砖耐磨深度、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线性热膨胀、抗热震性、

湿膨胀、抗釉裂性、抗冻性、耐化学腐蚀性、耐污染性、有

釉砖铅镉溶出量、小色差等。卫生陶瓷产品依据菲律宾标准

PNS156：2010、PNS 2085:2011 对产品外观质量、变形、

尺寸、吸水率、抗釉裂、用水量及冲洗功能等项目进行测试。

出口企业应关注产品相关指标，以确保满足菲律宾国家标准

规定的安全和质量要求。

3、针对产品的包装标识，菲律宾贸工部先后发布了《陶

瓷砖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技术法规》、《卫生陶瓷洁具强制性

认证技术法规》，要求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包装须显示，如进

口商、制造商信息、原产国、工作尺寸、名义尺寸、吸水率、

表面状态、使用场所、成型方式、执行标准对应的附录，包

装数量、质量，生产批次以及 PS 标志、ICC 标志和编号等。

出口企业应及时了解并按要求做好相关包装标识。

马来西亚

01 监管机构

马来西亚建筑卫生陶瓷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是国际贸易

与工业部（简称 “ 贸工部 ”），下设贸易与合作司进出口管理处，

负责国家商品进出口控制和管理。马来西亚建筑卫生陶瓷产品

标准是由科技与创新部下属的标准局制定的，其主要负责马来

西亚标准化及认证认可工作，通过建立标准和认证认可体系确

保产品质量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

促进更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经济实力。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根据马来西亚贸工部520 号法案5（2011 年修正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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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列技术性贸易措施资料通过国内外政府机构

和相关专业网站整理而成，仅供参考，如有动态调整请

以相关主管机构官方解释、发布为准。

越南

01 监管机构

越南建筑卫生陶瓷产品标准是由科技部下属的标准与质

量局制定。该部门负责全国标准、计量、认证认可、质量管理等，

也是越南 WTO/TBT 国家咨询点。其他与 TBT 工作相关的部

门还有建设部、自然资源与环境部、交通部、信息与通信部。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19 年 12 月 31 日，越南建设部发布《关于颁布建筑

材料产品和货物国家技术法规》6 的通知，颁布技术法规

QCVN16：2019/BXD 代 替 QCVN 16：2017/BXD， 依 据 标

准与质量局制定的相关标准，对进口的建材材料、产品和货

物进行合格评定及相关认证。

越南建筑陶瓷产品标准情况

03 合格评定程序

出口到越南的建筑材料、产品和货物必须要做合格评定，

且需要经建设部指定或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

并声明建筑材料、产品和货物技术指标符合越南标准与质量

局规定的技术要求，才能获得建设部颁发的合格评定证书。

获得证书的建筑材料、产品和货物才能在越南海关清关并在

市场上销售。

企业获得合格评定证书，有 3 种方式：

1、样品测试。合格评定证书的有效期为 1 年，通过对每

次进口的样品检测来监测，合格证书仅对被抽样测试的产品

和货物同一类型和种类有效。本方式适用于已按照 ISO9001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海外生产企业生产的进口产品。

2、型式试验和生产过程评估。合格评定证书的有效期为

3 年，每年通过在生产地或市场上进行抽样测试并结合生产过

程评估进行监测。本方式适用于已按照 ISO 9001 建立并保持

稳定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国内外制造商生产的各类产品。

3、对产品和货物批次进行测试和评估。合格评定证书仅

对单次抽检的产品和货物有效。本方式适用于出货量较少的

企业。

04 温馨提示

目前，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出口越南，产品必须经越南本

国实验室进行检测合格后，才能申请获得合格评定证书。出

口企业应及时了解越南合格评定程序，提前将产品送至越南

实验室进行检测，避免影响出口。

企业点津
Enterpris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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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航运而生

每个年轻人在就业时都面临诸多选

择，陈柚牧也不例外。1999 年，他在

实习期间，就利用所学的航运法律知识

帮助操作的船舶全部航次盈利，因而被

船务公司老板看中，开高薪留用。但他

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律师这条道路，回忆

昔日往事时，他十分感慨道，“ 为了这

个梦想，我付出了日日夜夜的努力＂。

毕业后，陈柚牧去到了一家律所开

启了他的逐梦路。六年的辛勤付出，在

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严谨细心的他发

现国内缺乏精通海事海商的涉外律师，

由此他的心中萌生了清晰的目标，于是

潜心贯注地钻研涉外领域的法律问题，

竭尽全力避免国内客户在国际纠纷中产

生更大的损失。

——专访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理事单位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  陈柚牧

为帮助中国人在国际上挺直腰杆而奋斗

陈柚牧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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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赛道，铺定目标

2007 年，陈柚牧便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创办瀛泰律

师事务所。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是他的初衷，将瀛泰

发展成一家为国谋事、与时俱进的律师事务所是他的愿景。十

几年风雨兼程，瀛泰见证了变与不变，一步一个脚印，陈柚牧

带领的海事海商业务团队在业内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团队力量

的壮大势必会吸引许多业内贤达的加入，在蔡存强教授、胡正

良教授的指导下，海事海商团队在全中国领域已经首屈一指。

陈柚牧也先后获得第六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律师、荣登中

国航运百人榜等各国内外权威法律评级机构的各项荣誉奖项，

与此同时，陈柚牧也担任多个仲裁机构的仲裁员。

“ 充分掌握游戏规则，帮助客户在国际上挣得合法的利

益，是我作为一名涉外律师的奋斗目标。” 陈柚牧善于沟通，

注重客户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平衡，能够洞悉各方商业诉求，

他曾经代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就 “ 雪龙 ” 号的救助提供法律

意见，成功完成对 “ 雪龙 ” 号受困南极冰区的救助，避免了

巨额的救助费用；他代表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航保中心承办其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舶建造保险

合同纠纷案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结案。此案为我国船

舶建造保险第一案，被最高院评选为 2017 年度十大海事审

判典型案例之一。

从业 22 年，陈柚牧一直专注处理重大的涉外商事案件，

在他的参与下成功化解了多起跨国商业诉讼，为船东、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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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保协会、保险公司、船厂、大型航空公司、综合物流企业、

进出口商和融资租赁公司成功处理了很多复杂并具有重大影

响力的案件，深受客户、法院和司法局等相关机构的广泛好评，

并且多次在省级高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代理诉讼案件，多个

案件被推为典型案例公布。 

坚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砥砺十七载，瀛泰律师事务所已然成为一家极具专业能

力，能为各类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深度法律服务和解决方案

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瀛泰自创立伊始，即以 “ 人和 ” 为基本

理念，注重建设高素质、高水准的法律服务团队，律所中文

取名为 “ 瀛泰 ”，不仅蕴含着 “ 山水相融，合力同心 ” 的信念，

也展现了全体同仁的瀛寰之志与格局。

瀛泰目前在天津、青岛、德州、舟山、广州、宁波、海

口、临港新片区等地设有分所，已初步完成沿海经济带、自

贸区范围的规划布局。并于 2016 年和英国夏礼文律师事务所

（HFW）取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联营许可，与夏礼文

资源共享，陆续与海内外主要经济城市的杰出律所建立了紧

密的协作关系，确保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一流的国际化、专业

化法律服务。

未来，瀛泰依旧以发展成为国谋事、与时俱进的律所为

动力，在巩固海事海商等传统领域优势的同时，增强在涉外

法律服务领域的竞争优势，持续扩大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发

挥律师专业特长，在原有团队基础上，与国家战略、经济全

球化、新经济模式深度融合，为国家和社会各界贡献瀛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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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克时艰，心系会员解难题，锦旗无声寄深情
投稿：会员服务部

一面锦旗、一份荣誉、一份肯定，锦旗上熠熠生辉的字迹，高度赞扬的华语，充分体现了会员企业对商会全心服务的肯定。

商会将不忘初心，勇担社会责任，扎实履行商会职能，积极探索做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重要中介组织角色，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

作用，热心为浦东经济发展服务，为广大会员的事业发达服务。

2022 年 7 月 8 日上午，我会秘书处接待了杨森（中国）研发中心一行。杨森负责人

对我会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协调专家碎片时间，保证特殊物品出入境风险评估项目正常

开展、保障生物医药企业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研发任务表示了感谢；对我会制定出行之

有效且可持续操作的评审模式，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在非常时期解决特殊物品进口途径给

予了肯定。

2022 年 7 月 20 日，我会秘书处分别接待了枫晴（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

陈友梅、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高级主任 —— 常建杰一行。

陈友梅总经理对我会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充分发挥企政间的桥梁作用，做好将企业

诉求及政府信息上传下达的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线上培训帮助企业了解最新政策等

方面表示感谢。

2022 年 7 月 29 日下午，我会秘书处接待了天境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营副

总裁 -- 殷敏一行。天境生物负责人对我会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帮助企业申请复工复产，

实现第一时间重返办公地，能开展相应的研发及生产工作，为企业能够送去实实在在的

助益提出了感谢。更是对我会在企业最困难时刻，为企业纾困解难予以高度评价。

2022 年 7 月 13 日下午，我会秘书处接待了博科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徕博

科负责人对我会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帮助企业以及关联企业申请复工复产；协调各方时

间开展特殊物品出入境风险评估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线上讲座帮助企业了解最新政

策等方面表示了感谢。更是对我会在企业最困难时刻，伸出援助之手为企业纾困解难予

以高度评价。

常建杰主任对我会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帮助企业坚持完成特殊物品风险评估评审工

作表示肯定；在上海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形势持续向好，企业逐步复工复产后，在企

业无法接待外部人员的情况下，协调各方时间，组织开展线上实验室评估，确保完成 “ 白

名单 ” 特殊物品申请入境评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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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摩擦 | 我会顺利举办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应对工作会
——美国商务部对华 N95 口罩及熔喷原料等双反案件调查预警

我会顺利举办航空航天企业“云上相聚”活动

投稿：信息服务部

2022 年 6 月，美国参议员致信美国商务部，呼吁对从中

国进口的呼吸器面罩、熔喷原料和其他一次性医疗设备启动

反倾销和反补贴自主调查。为帮助本市企业应对此案，进一

步加强国外经贸摩擦案件应对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7 月 13

日下午，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设立的 “ 上海市中小企业经贸

摩擦法律服务平台 ” 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召开

本次专题案件应对工作会。

此次应对工作会特别邀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公平贸易处

丁秀峰老师、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余盛兴

律师为行业、企业带来实务分享。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市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上海长三角非织造材料工业协

会领导以及相关行业企业代表 30 余位参与培训。

首先，丁老师介绍了当前美国参议员呼吁对我国呼吸器

面罩、熔喷原料和其他一次性医疗设备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的背景情况，并表达了我市对企业应对贸易救济调查案

件的高度重视。

其次，余律师围绕本次案件着重分享了以下内容：一是

案件背景情况；二是反倾销和反补贴基本原理，包括倾销和

反倾销的定义、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补贴及补贴幅度确定

的方式等；三是倾销幅度的计算方式；四是美国双反调查时

间表和程序；五是在尚未确认是否立案的前提下，企业的应

对策略。

虽然本次案件仍处于向美国商务部呼吁的阶段，尚不确

定是否会正式立案，但本次工作会给予大家一定预警，同时

也让大家进一步认识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提高积极应对国际

经贸摩擦的重视度，抓住贸易救济措施可以给企业带来的机

遇，用法律手段保护海外市场，提高海外市场竞争力。

会航空航天产业与技术分会 “ 云上相聚 ” 活动。分会理事长飞

道弘航宇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少杰、副理事长吉

凯恩航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永康、上海浦东海

关减免税科科长沈蔚和陈如意老师来到了活动现场。伊顿上

飞（上海）航空管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杰、珐驰航空器

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勇等近 20 家企业老总在线参与

了活动。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舒娅主

持了本次活动。

会上，林舒娅秘书长表示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对世界经

济和社会运转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航空航天产业也受影响

颇大，秘书处开展本次活动，让新老朋友通过 “ 云上 ” 相聚，

聊聊近况。理事长何少杰、副理事长顾永康、袁杰总经理分

别就 “ 国内外航空航天行业内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 作为一

级供应商参与商飞项目的体会和思考 ”、“ 国外技术人员赴华

2022 年 7 月 14 日下午，我会首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组织部分航空航天企业老总参加上海市浦东国际商

会内动态
New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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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顺利举办生物医药企业家交流会
2022 年 8 月 4 日下午，“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生物医药

企业家交流会 ” 在北京银行浦东支行私行部成功举办。本次

活动邀请了王立群、胡邵京、秦莹等 10 余位科学家、企业家

参加，会议由浦东国际商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舒娅主持。

会上，企业家们各自对其企业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目

前国家对药品集中采购、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变、创新药企业

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同时，各位企业家们均表示目前我

国生物医药行业已步入创新 + 全球化的新领域，靶向治疗、

基因治疗技术、CAR-T 免疫治疗等新型生物医药技术的出现，

已打破传统模式开辟新纪元，未来生物医药将不断朝着创新

趋势发展。

会议最后林舒娅秘书长表示，每一次创新药物的诞生都

是人类战胜疾病的伟大胜利，非常敬佩各位对生物医药行业

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引领着各位企业家在漫长的科研道路

上坚定前行。交流会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商会

也将继续举办此类交流活动，增进同行业企业间互通，建立

良好的沟通机制，更好地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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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系列问题的解决经验 ” 三个主题为在场企业分享了经验。

企业交流环节中，老总们根据目前航空航天企业在运营中碰

到的困难及行业未来发展预期纷纷发表了意见；并在航空设

备、航空材料的进出口税收、减免税政策及申报渠道等焦点

问题上展开了讨论。上海浦东海关减免税科两位老师就企业

的问题一一做出解答，并提到民用航空维修用航空器材进口

税收相关政策于近年启动，政策涉及范围较广，涵盖飞机制

造、飞机维修、航材供应链、航材分销等方面，需要政企配

合进一步把航材减免税政策落实到位。作为浦东国际商会的

战略合作伙伴，金桥集团招商部总经理华臻在会上介绍了金

桥产业园，并表示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和全方位了解金桥集团。

最后分会成员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宋秉、

北京银行浦东支行孔维懿行长助理、明庭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苏杰纷纷表示将在物流、金融、法律领域为航空航天企业

做好配套服务工作。

本次航空航天企业 “ 云上相聚 ” 活动是商会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创新模式，得到了参会企业较高评价。同时，大

家共同期待着疫情稳定后的线下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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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顺利举办企业国际经贸合规相关培训
部环境变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

本次培训有效提高了电子信息领域企业在跨境数据监管

及企业应对、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风险合规及应对的的认识，

受到企业较好评价。我会设立的“上海中小企业国际经营合

规法律服务工作站”，常年为相关企业提供合规法律服务工作，

欢迎企业垂询：50811048。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国际经贸数据合规”专题培训

活动（第一期）

7 月 28 日下午，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

会和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主办，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和上海

法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上海产业安全监测与预警

研究中心协办的“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国际经贸数据合规”

专题第一期培训顺利举行。本次培训活动作为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公平贸易公共服务项目，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近 70 家

企业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公平贸易处曹茵处长发表

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美国、

欧盟等经济体积极推进区域经贸规则的制定，对我国企业“走

出去”设置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贸易资源、经济结构的新兴力量。

为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完善数字经济规则落地应用，

要加强产学研合作，共同谋求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在主题演讲阶段，上海政法学院张继红教授做了题为“比

较视野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欧盟 GDPR”的讲演。

张教授从出台背景、适用范围、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监管执法机构等方面比较了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和欧盟 GDPR 的异同，并提出我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在合法性事由、数据出境、大数据杀熟、监管和

救济途径等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汉盛卢森堡分所合伙人的

塞德里克 . 席勒（Cedric Schirrer）律师分享了“GDPR 的

法律与合规实践”主题。席勒律师从欧盟法律的一般原则出

发，围绕四个欧盟 GDPR 相关的最新案例，分别对 GDPR

监管机构是否有权干涉法院处理个人信息的决定、在没有

GDPR 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根据成员国的法律成立的非营利

组织是否有权利代其组织成员提起个人信息被侵犯的诉讼、

反恐和刑事调查中收集到的的个人信息不受 GDPR 的规制，

但受到欧盟 2016/680 号指令的规制、GDPR 中关于数据保

护官解雇保护规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合规实践解析，实现

了理论与实务的相结合。两位专家精彩的演讲及分享受到企

业较好评价。

“数据保护、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新动向与企业应对”

7 月 21 日，我会开展了“数据保护、出口管制和经济

制裁的新动向与企业应对”线上专题培训活动，活动特邀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倪建林律师和大

成上海办公室合伙人戴健民律师为企业带来专题分享。专

题培训活动通过小鹅通软件在线进行，近 60 家企业参与了

本次活动。

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企业国际化经营合

规风险不断加大。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动用出口管制或经

济制裁等贸易工具，使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困扰。

会上，大成上海办公室合伙人戴健民律师从数据跨境传

输的常见场景、数据跨境传输的监管现状与企业应对及实务

展望三个方面为企业进行解读与分享。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

裁培训环节中，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倪

建林律师着重介绍了 EAR 管控因素、并针对电子信息领域的

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风险合规及应对为企业分享。     

结合本次培训，我会正式启动“2022 上海市企业国际经

贸合规项目”。自 2020 年起我会承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

海市企业国际经贸合规项目”，已为全市 200 余家外经贸企

业开展了合规风险排查工作，有效提升了参与企业的合规经

营意识。2022 年我会针对 3 个重点领域（纺织服装、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再次开展该项工作。我会向参会的电子信息

行业企业提供《2022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与合规自

检问卷》。企业提交问卷后，将得到专属的《企业国际化经

营风险防范与合规自检报告》，进一步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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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商会 7 月线上培训讲座圆满结束
投稿：策划服务部、会员服务部

人社方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速递

出口退税最新政策及热点问题解读

财税方面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最新政策解读

7 月 1 日，我会特邀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中国银行浦东分行老师围

绕 “ 人社方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速递 ” 政策作主题分享。本次讲座近 200

人次参加。

本场讲座首先由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傅老师就疫情期间企业社保缓缴

政策、企业职工线上培训补贴、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补贴以及免税政策市、

区援企纾困稳就业补贴等方面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人社部门的相关政策措施，

给予企业一剂强心剂，帮助企业恢复市场信心。然后，由中国银行浦东分行

徐老师为大家介绍中行金融惠企政策，针对行业特点，出具不同产品，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7 月 6 日下午，我会特邀上海出口退税网专家举办了 “ 出口退税最

新政策及热点问题解读 ” 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吸引观众 400 余人。

本场讲座由上海出口退税网首席讲师胡广达主讲。胡老师分别从分

类管理、单证备案、加工贸易、报送资料、提醒服务、办理流程、办理

方式、收汇管理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出口退税的流程以及所需要的注

意事项，并通过政策到实务来分析和解答难题案例每一个环节对出口企

业的影响。出口退税对于外贸企业的帮助深远且有效，随着人民币的升

值，更是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直接利润收入。

本次讲座内容详实，契合企业实际需求，同时也帮助相关业务人员

增加知识面，拓宽业务水平。

7月8日，我会特邀商会理事单位上海仟业税务师事务所陈聪所长举办 “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最新财税政策 ” 解读线上分享会。本场讲座近 100 家相关企

业人员参与。

本场讲座由上海仟业税务师事务所陈聪所长主讲。陈老师从 “ 纾困政策

导览 ”、“ 小企业减税降费 ”、“ 增值税留抵退税 ”、“ 个税案例 ” 等四个方面为

大家介绍了本次出台的最新财税减免政策，并提供相应课件分享。税收与我

们所获得的得益如影随形，本轮疫情也让许多企业惨遭巨大损失，税收政策

的减免能给相关企业打入一剂强心剂，留出缓冲的余地。同时，陈老师也用

详实的案例为大家分享了本次出台的最新财税政策，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最新

举措，为外贸企业纾困解难。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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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趋势讲堂

7 月 14 日，我会邀请了会员企业亿通管理咨询（珠海）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李兆

峰老师进行每月一场的“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  趋势讲堂”分享。

本次课程李老师首先从受近期国际环境影响，国际汇率的基本面进行分析，然后对

人民币汇率未来一个月走势进行分析与预估。国际经贸环境正经历深远的变化，国际货

币政策与汇率起伏也不断加快，李老师提醒企业应做好预防和准备，结合汇率走势和有

效的金融手段来保护企业利润，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讲座内容富有专业性和时效性，参

与讲座的企业受益匪浅。汇率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息息相关，企业应做好长期的布局与规划。

如何提升国际贸易中物流供应链服务实务讲座

亚马逊企业商采类目的运营工具与技巧

进出口贸易中常见的货运纠纷

7 月 15 日，我会联合 CITCLUB 举办了主题为“如何提升国际贸易中物流供应链服务”的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吸引观众近

100 名。

本场讲座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国际班列咨询服务中心国际事务专员杨老师主讲。杨老师分别从“中欧班列境内四大集结中心

与境外运行通道”、“中欧班列近十年的发展概述”、“在疫情影响下，中欧班列“上海号”及上海周边省市中欧班列开行情况”

以及“中欧班列如何利用中欧班列线路开发海外新兴细分市场”等方面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中欧班列的形势与现状。杨老师提到中

欧班列是目前疫情下洲际运输最为方便快捷的跨境运输，在疫情下推进复工复产中，中欧班列已形成新的货运模式，进一步开发

海外新兴细分市场，将成为中国贸易的首要任务，并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7 月 25 日，我会顺利举办亚马逊企业商采类目的运营工具与技巧线上讲座，本

场讲座共吸引近 200 位观众参加。

本次活动中，亚马逊专业老师分别从“亚马逊企业购专属工具指导”、“亚马逊

企业购细分类目机会详解”等方面对亚马逊的商采类目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介绍和培

训，为企业今后的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服务。随着数字贸易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传统型

外贸企业正在对自己进行业务升级，疫情下的外贸企业更是需要新鲜的运营模式来保

持自身的业务发展，新老模式的交替将会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

7 月 28 日，我会特邀副会长单位北京市（上海）京师律师事务举办“进出口贸易中常见的货运纠纷”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

吸引近 100 位观众。

本场讲座吴律师分别从货运途中货损货差、运费抵扣、扣货扣单、无单放货、目的港弃货等方面为大家介绍了常见的货运纠

纷会出现的方面。吴律师针对相应的问题，给予大家正确的解决途径，并采用详细的案例为大家分享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进出

口贸易中货运纠纷是最为常见的问题，企业相关业务人员应学习相应的课程，及时规避或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帮助企业顺利完

成国际贸易。

本场讲座吴律师用五个经典案例为大家分享了货运纠纷的经典案例，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应对依据，为企业拓宽业务知识面，

防患于未然。后续商会将继续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相应课程，帮助企业业务人员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我会服务质量。

会内动态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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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产业与技术分会 行业动态

好消息！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飞

中国再迎国产民用直升机家族新成员

来源：浦东发布、中国商飞公司官微

来源：新华社

8 月 1 日，中国商飞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国

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取证试飞。C919 距离交付投入商业运行

又近了一步。

近日，中国商飞公司发布消息称，7 月 19 日，C919 大

型客机六架试飞机圆满完成全部试飞任务。C919 大型客机

试飞现场联合指挥部阎良战区在陕西渭南机场召开总结大

会，会议强调，C919 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着

C919 取证工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开始全力向取证冲锋。

据了解，民用飞机要经过立项、设计、地面测试、飞行测试、

适航审定等几个阶段才能最终交付，其中试飞试验即是对飞

机的设计质量、制造工艺、飞行品质进行全面考核，包括失速、

动力、性能、操稳、飞控、结冰、高温、高寒等试飞科目。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座级 158-168 座，航

Professional Committee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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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下属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颁发 Z15

（AC352）型直升机型号合格证。中国再迎国产民用直升机

家族最新成员。

Z15 型直升机，又称 AC352 直升机，是中国首型以新修

订《运输类旋翼航空器适航规定》（CCAR-29-R2）为审定

基础并完成相应设计、试验、验证的直升机。

中国民用航空局总工程师殷时军在颁证仪式上表示，“Z15

（AC352）型直升机项目立足我国民用直升机创新发展，坚

持自主创新与高水平对外合作相结合，深度参与航空产业国

际循环，为中外航空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

“ 中方承担了大量技术研发份额，其项目研制和产品生产

程 4075-5555 公里。2015 年 11 月 2 日完成总装下线，2017

年 5 月 5 日成功首飞，并在当年 11 月正式展开取证试飞。截

至目前，已累计拥有 28 家客户 815 架订单。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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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第 2000 架飞机 东疆奋力建设全球飞机租赁中心
来源： 北方网

7 月 29 日，一架崭新的国产 ARJ21 飞机在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由农银租赁成功交付给中国国航。这架飞机是由中国

商飞制造的国产飞机，也是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的第 2000 架

飞机。第 2000 架飞机的成功交付，是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继

2017 年第 1000 架飞机交付后，迎来的新的里程碑时刻，标

志着中国飞机租赁服务航空运输业、飞机制造业达到新高度、

跨入新阶段。

据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0 至 2021 年

期间民航业高速发展，中国在册运输飞机从 1597 架增长至

4054 架。乘着民航业发展的东风，中国飞机租赁迎来高速发

展期。通过东疆以租赁方式引进运输飞机 1514 架，占中国

运输机队的比例超过 1/3。截止到今年 7 月，东疆交付的民

航运输飞机涵盖了波音、空客、庞巴迪、巴航工业、中国商

飞等主流飞机制造商、机型超过 70 种，资产价值达 6000 亿

元人民币。

在市委市政府和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人民银

行、海关、税务、银保监等多部门的全力支持下，东疆仅用

五年时间就实现了租赁飞机从 1000 架到 2000 架的突破，

将有效提升我国航空制造业技术水平，为进一步增强国产直

升机装备自主可控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殷时军说。

中国航空工业表示，作为国内首款中型多用途民用直升

机，Z15 填补了中国国产民用中型直升机领域的空白。

“Z15 是航空工业响应国家发展需要研制的当代先进航空

产品。它彰显出中国航空工业科技自立自强取得的持续进步，

展现出国家完整工业体系的强大支撑力。” 中国航空工业特级

技术专家、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Z15（AC352）型号总设

计师卢伟健说。

“Z15 有非常显著的环境适应性和任务适应性，搜救效率

高。它能在 50 节的大风下进行救援作业，一次性可搜救 14

个人，具备达到 3 吨的最大吊挂能力，还可以同时容纳两副

担架。” 卢伟健说，这意味着它可以投入多项应急救援任务。

中国航空工业哈飞副总工程师刘永胜表示，“ 我们的研

制全程着眼于服务国家应急救援任务需要和直升机全生命周

期服务，致力于让它成为兼备技术性能与经济性优势的直升

机。本土服务体系保证了它能快速响应用户需求，航空工业

和国内工业部门完整成熟的制造能力则让我们具备快速批产

交付能力。” Z15（AC352）型直升机。（受访单位供图）新华社发

这不仅是数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在租赁飞机达到 1000

架时，东疆更加关注并积极研究飞机资产管理相关需求，由

单一飞机租赁引进创新向飞机全寿命周期的资产管理创新迈

进。近几年来，东疆针对租期内的管理、资产交易流转、退

租飞机处置等产业中后端环节不断探索，打造出 “ 租赁 + 买

卖 ”“ 租赁 + 维修 ”“ 租赁 + 改装 ” 等多种飞机资产处置模式，

不仅实现飞机资产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自由流转，也为

租赁飞机的价值管理、资产管理提供了多元化的高效解决方

案。飞机租赁在东疆起步到飞跃，是天津滨海新区产业转型

升级的缩影。

2009 年，东疆完成了国内首单保税飞机租赁业务，交付

的是波音飞机。2017 年，东疆第 1000 架飞机是由空客生产

制造。如今，东疆第 2000 架飞机是中国商飞制造的 ARJ21

飞机。ARJ21 新支线飞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座级

78-90 座，航程 2225-3700 公里。2015 年 11 月 29 日，首架

ARJ21 飞机成功交付给成都航空。本次交付的飞机也是中国

商飞生产交付的第 71 架 ARJ21 飞机。

“ 作为中国航空 ‘ 国家队 ’ 新成员，Z15 还将应用北斗卫

星导航并对接智能化等新技术，成为有生命力、不断自我超

越的高技术产品。” 卢伟健说。

“ 民用直升机产品的商业成功是适航取证关键一步后的新

挑战。我们有信心通过这一新型中国国产直升机与客户和国

内外合作伙伴合作共赢，从完成适航取证再出发，开启中国

航空人探索商业成功的新征途。” 刘永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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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范堡罗航展波音亮点回顾
来源：中国航空新闻网

在 7 月举行的 2022 年范堡罗航展期间，波音与世界各地

的客户宣布了十多项订单和协议，主要集中在单通道和宽体

飞机、改装货机和支持服务三大领域。

单通道和宽体飞机

达美航空宣布将订购 100 架 737 MAX 家族的最大成员

737-10，以实现其单通道机队的现代化。这笔交易还将包括

另外 30 架飞机的选择订单。

全日空集团完成 20 架 737-8 的确认订单，该交易还包括

另外10架飞机的选择订单。同时，全日空还宣布选择777-8货机。

美 国 投 资 公 司 777 Partners 宣 布 增 购 多 达 66 架 737 

MAX 飞机，其中包括 30 架超高效、大载客量的 737-8-200

确认订单。这是 777 Partners 第五次购买 737 MAX，订单总

数达 134 架。

航空资本集团（ACG）宣布增购 12 架 737-8，进一步

增强其 737 MAX 资产。在航空市场复苏之际，ACG 正在

增加 737-8 投放来满足航空公司对现代化的高效和可持续

运营的需求。

卡塔尔航空完成了 25 架 737 MAX 的订单。作为波音最

大和最高效的单通道飞机，737-10 将为卡航的中短程机队带

来更佳的经济性、燃油效率和环保表现。

AerCap 宣布增购 5 架 787-9 梦想飞机。AerCap 是世界

上最大的 787 客户，拥有 125 架 787 资产和订单。

阿塞拜疆航空与波音签署关于增购 4 架 787-8 梦想飞机

合作备忘录，将使他们的 787 机队到 2030 年增加到 10 架，

进一步开通连接中亚地区的新航线。

欧洲最大的全货运航空卢森堡货航宣布选择 777-8 货机

用来替换其 747-400 机队。777-8F 拥有与 747-400F 相近的

业载和航程能力，同时油耗和每吨运营成本分别将比其在未

来 10 年中替换的大型货机降低 30% 和 25%。

改装货机

Aircompany Armenia 及其合作伙伴格鲁吉亚航空宣布订

购 3 架 737-800 波音改装货机（BCF），以增强其在高加索

地区的货运能力。737-800BCF 是标准机身货机市场中的领

先者，迄今从 20 多家客户收获了超过 250 架订单和承诺订单，

并交付了 90 多架飞机。

美国 BBAM 租赁公司宣布增购 9 架 737-800BCF，由此

使其 737-800BCF 订单总数增加到 40 架。

美国货运航空集团 Saltchuk Aviation 宣布订购多达 4 架

767-300BCF，其中包括三架确认订单和一架选择订单。767-

300BCF 是一种高效的中型宽体货机，拥有最低航段运营成

本和出色的业载及航程能力。

服务订单

波音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GAMECO）签署了

一份五年期综合航材管理（IMM）项目合同。该协议标志着

波音将首次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全面的航材管理解决方案。

波音这个新的五年期项目将提供需求规划、现场人员和物流

服务来支持 GAMECO 的运营，从而可以优化航材采购和库

存成本，并改善生产服务水平。

法国航空宣布选择波音的杰普逊机组排班解决方案来优

化自己的近 13000 名乘务机组成员的排班计划。

维珍大西洋航空、荷兰 Corendon

航空、阿尔巴尼亚 Albawings 选择波音

的杰普逊 FliteDeck Advisor (FDA) 数字

化解决方案来优化他们波音机队的运营

效率并降低油耗。

挪威北大西洋航空宣布选择多种

波音数字化解决方案来理顺运营并提

升驾驶舱效率，包括杰普逊 FliteDeck 

Pro、Ground Controls and Tailored 

Maps、Aviator / FliteBrief、Onboard 

Performance Tool (OPT)，以及 Ops Data

和 FMS Nav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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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美航空在 2022 年范堡罗航展宣布

将订购多达 130 架 737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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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专委会  企业动态

复星凯特奕凯达 ® 入选“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 · 十大新药（国际）榜单”
来源：复星凯特

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于 8 月 3 日（周三）上午 10:00，

发布备受业内关注的十大医药产业人物、十大新药（国内、国

际）、十大医疗器械、十大互联网 + 医疗服务创新医院等公益

榜单。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榜单工作自 2021 年 10 月 7 日

启动，历时7个多月工作，成立了榜单顾问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榜单工作小组等相关工作机构，制定了各榜单入选标准。

多个重大疾病创新药在中国获批，填补国内无药可用的

空白，全球新药在中国不断上市，开启疾病治疗的新里程！第

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依据年度创新、临床突破、药物惠及面、

公众关注度等维度，发布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 · 十大新药（国

际）。复星凯特奕凯达 ® 作为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 CAR-T 细胞

治疗产品，入选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坛 · 十大新药（国际）榜单。

奕凯达 ®（阿基仑赛注射液）是复星凯特引进美国 Kite

（吉利德科学旗下公司）全球首个获批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

的 CAR-T 产品 Yescarta®(Axi-Cel) 进行技术转移并获授权在

中国进行本地化生产的靶向人 CD19 自体 CAR-T 细胞治疗产

品，用于治疗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发或难治

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

大 B 细胞淋巴瘤是临床表现和预后等多方面具有很大异

质性的恶性肿瘤，在中国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治疗需求。

奕凯达 ® 的获批上市开启了中国肿瘤细胞治疗新未来，为积

极推动国外领先的创新抗癌新药落地中国带来重要参考意义，

给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也给复发或难治的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带来了获得高缓解和长期生存的希望和机会

上市一年来，奕凯达 ® 已治疗超过 200 名患者，为患者和

家庭点亮新的希望。截至目前，该药品已被纳入 44 个省市的

城市惠民保和超过 50 项商业保险，备案的认证中心达近百家。

复星凯特依托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为患者带来 “ 可愈 ” 希

望的同时，持续提升该药品的可及性，为更多的肿瘤患者带来

福音。

很荣幸复星凯特奕凯达 ® 能够入选 “ 第十四届健康中国论

坛 · 十大新药（国际）榜单 ”。奕凯达 ® 在中国的获批上

市只是一个起点，复星凯特在肿瘤免疫细胞治疗领域还将

持续发力，扩展更多的适应症、发展新靶点新技术并加速

实体瘤领域研发进程，不断推进更多创新药的上市，实现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让中国药企走向世界，努力成为最有

价值的细胞和基因疗法引领者。

关于复星凯特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与美

国 Kite 的合营企业，致力于肿瘤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创新

和产业化、商业化、规范化发展，造福中国患者。公司总

部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10,000 平方米的 CAR-T 产

业化生产基地已在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建成并正式启用。

此外，公司还拥有 2,000 平米的细胞治疗研发中心和创新

人才团队，通过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专注 CAR-T 早期

研发和临床循证阶段的项目，打造可持续的创新研发管线。

有关复星凯特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osunkitebio.com

复星凯特 CEO

黄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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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铂医药入选 202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价值榜
“最具影响力抗体药企业 TOP20”

来源：和铂医药 

近日，第六届生物医药创新合作大会暨 2022 中国生物医

药产业价值榜颁奖盛典召开，和铂医药荣登 “ 最具影响力抗体

药企业 TOP20” 榜单。

据悉，202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价值榜从战略要素、产品

要素、竞争要素、团队要素、商业化要素、价值要素等多个维

度综合判断，对行业、产业、企业进行深度测评，是对和铂医

药创新研发能力与成果的高度肯定。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自创立以来，和铂医药始终以全球

领先的整合抗体研发平台为公司核心动能，开发创新疗法，通

过自主研发及多元化的全球合作，打造具有 “ 同类首创 ” 或 “ 同

类最佳 ” 潜力的丰富的产品管线，同时赋能源头创新，助推全

关于和铂医药（这部分加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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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抗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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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ICE® 与单克隆 B 细

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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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新一代抗体药物的开发，也必将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带来新思路、新方法、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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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Booth

投稿：商会理事单位——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服务案例：交行“航运管家”服务便利航运金融发展

近期，人民银行、外汇局出台 23 条政策举措，从支持受

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等方面

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交通银行快速响应，

认真贯彻落实政策举措，从航运及外贸企业入手，运用技术

手段便利相关企业资金收付和运费发票管理，积极服务航运

金融发展。

01 案例背景

A 企业是上海市一家航运企业，多年来一直为外贸企业

B 提供海运服务，并以外币方式收取海运费。A 企业向 B 企

业收取海运费时，往往通过邮件或电话通知 B 企业付款，并

将运费发票通过信件或快递方式传递给 B 企业的财务人员；

B 企业的财务人员收到发票后，则需要前往银行网点柜面办

理业务，除了拿号排队，还要等柜面人员完成发票要素与收

付款人信息核对及发票真伪核验后才能进行支付，费时费力。

02 便利化依据

根据《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2020 年版），符合

条件的银行按照展业原则和业务指引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

的境内机构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业务时，可以审核纸质单

证，也可以审核电子单证。此处的电子单证，是指境内机构

提供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且被银行认可并可以留存的

电子形式的合同、发票、报关单、运输单据等有效凭证和商

业单据，其形式包括系统自动生成的电子单证、纸质单证电

子扫描件等。

03 银行服务

针对航运相关企业资金收付业务办理中的痛点难点，结

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定位、航运企业集聚的特点，交通银行

根据有关便利化政策，打造 “ 航运管家 ” 综合服务方案，将传

统线下外币运费收付款流程迁移至线上办理，并配套运费发

票在线核验及数字化管理，为企业提供了实时、智能的运费

线上收付及管理服务。

基于交通银行 “ 航运管家 ” 服务，A 企业可通过交通银行

网银导入收款发票信息，由系统完成发票真实性核验后，生

成待支付任务通知 B 企业付款。B 企业基于收到的运费发票，

通过网银在线完成收付款信息比对，即可线上支付运费。A

企业相关人士表示，“ 采用航运管家服务后，我们下游客户的

财务人员借助网银即可在线核对信息，点击鼠标就能实现快

速支付运费，极大地提升了收付款效率，切实便利了企业的

业务开展 ”。

（来源：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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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商会八月会员权益活动

线上讲座 | 纺织类新品牌海外市场培育（tiktok 专场）

Tiktok 是全球领先的移动短视频平台，2021 年 TikTok 全球月

活跃用户突破 10 亿，全球用户下载量超过 30 亿次，用户月均使用

时长达到 19.6 小时，TikTok 已经成为全球用户使用时长最长、访问

量最多的互联网移动视频平台。 TikTok 目前处于流量大、红利多、

竞争小的阶段，B2B 外贸企业如何利用 TikTok 培育海外市场正是企

业面临的难题之一，为进一步推动会员企业转型升级，我会将于 8 月

10 日举办以“纺织类新品牌海外市场培育”为主题的线上讲座，欢

迎各相关行业企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TikTok 趋势分析和底层营销逻辑

2. 中小企业如何借助社交打造新品牌

3. 纺织类新品牌典型客户分享

讲座时间：8 月 10 日  下午 14:00-15:30

面向群体：纺织企业电商负责人

线上讲座 | 优秀纺织服装企业转型跨境电商的路径与最佳实践

在互联网与经济全球化深度结合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业态发生

重大变革，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贸易”新经济形态实现了从无

到有、由小变大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企业享受到跨境电商带来的发

展契机。为进一步推动我会会员企业转型升级，我会将于 8 月 5 日

举办以“新形势下开拓海外市场的有效途径”为主题的线上讲座，欢

迎各相关企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 亚马逊跨境电商模式：与传统外贸的差异及优势；

2. 纺织服装行业转型亚马逊跨境电商：最佳实践和常青选品推

荐

3. 纺织服装品类网络营销策略入门

讲座时间：8 月 5 日  下午 14:00-15:30

面向群体：纺织企业电商负责人

线上讲座 | 国际海运、空运的市场信息与行情

国际海运、空运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最关键的运输形式，他们操

作灵活、时效快捷，可以用来应对未来瞬息万变的供应链挑战！随着

目前疫情的逐步稳定，国际海运与空运市场也恢复以往的状态，为帮

助会员企业了解最新的国际运输行情，我会将于 8 月 11 日特邀运去

哪举办“国际海运、空运的市场信息与行情”的专题讲座，欢迎各会

员企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 近阶段国际物流市场行情及变化

2. 下半年市场趋势判断

本月浦东国际商会将推出新品牌培育、新市场开拓、国际物流信息等方面的系列培训，助力外贸企业踏上新征程，登上新高度。欢迎

广大会员企业报名参加本月会员权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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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时间：8 月 11 日  下午 14:00-15:30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人员

法律咨询日

我会自 2021 年被授予“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工作站”及“上海

中小企业国际经营合规法律服务工作站”，作为工作站助力企业行业

维护海外知识产权、防范国际经贸风险，建立企业合规经营体系，护

航企业“走出去”过的重要举措，商会特别安排每月举办一场“法律

咨询日”。本次商会就知识产权及合规经营的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

进行解答，欢迎有需求的企业来电预约参加。

活动时间：8 月 17 日  下午 14:00-16:30

活动地点：东方路 135 号 8 楼会议室

特别提示：本活动需致电姚老师 50811048 进行预约，确认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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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时间：8 月 18 日  下午 15:00-16:00

面向群体：对国际汇率感兴趣的人士

温馨提示：讲座仅为资讯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谨防风险

线上讲座 | 双循环背景下，自贸区与综保区的政策解析与发展趋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

缘政治影响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全球

产业链重构以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既给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业

务及供应链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次活动我

会联合 CITClub 特别邀请德勤间接税业务全国副领导人、中国口岸

协会自贸区分会副会长、海关和国际贸易资深专家田先生，举办“双

循环背景下，自贸区与综保区的政策解析与发展趋势”的线上讲座，

进一步解析自贸区、综保区新政策及其具体的发展和升级趋势，以便

于企业更有效地管理进出口业务的合规性。

课程提要：

1. 国际自贸区发展概述

2. 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做对了什么

3.2022 年自贸区、综保区现行规则

4. 国际产业链及国际经贸规则之变

5. 企业交流

讲座时间：8 月 12 日  下午 13:30-16:30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人员

线上讲座 | 宏观经济趋势

 宏观经济形势是指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其趋势，宏观经济

状况的好与坏对企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为帮助会员企业提升风险防

范能力，规避潜在风险，我会将于 8 月 25 日邀请商会理事单位农

业银行上海分行举办“宏观经济走势”线上讲座，欢迎感兴趣的企

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 宏观经济形式分析。（农业银行资深交易专家）

2. 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及国际业务便利化介绍。（农业银行上海

分行普惠及国际业务专家）

讲座时间：8 月 25 日  下午 14:00-15:00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从业人员

线上讲座 | 再生面料相关政策及测试情况

GRS 是再生面料把废弃的面料经过再次的洗涤和加工将这些面

料重新焕发生机，再次成为能够被应用和售卖的面料。再生面料是通

过各种材质经过技术的手段演变而来的，这是环保的力量，也是技术

的沉淀。为帮助纺织行业企业了解更完善的 GRS，我会将于 8 月 16

日、19 日举办二场线上“再生面料相关政策及测试情况”的专题讲座，

欢迎各相关行业企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 再生面料相关政策

2.GRS 认证简介

3. 纺织服装产品符合性与测试技术情况

讲座时间：8 月 16 日、8 月 19 日 下午 14:00-15:00

面向群体：纺织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从业人员

线上讲座 | 纺织服装企业如何完善供应链体系

服装服饰供应链上下游如何打通正在成为企业目前的一大困扰，

遭受到“新疆棉事件”的企业则尤为严重，为帮助会员企业构建完善

供应链机制，让纺织服装行业能够迅速恢复活力，我会将于 xxx 特邀

商会副会长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举办“纺织服装企业如

何完善供应链体系”的专题讲座，欢迎各相关企业报名参加！

课程提要：

1. 如何通过建立纺织供应链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上下游间的紧

密度

2. 如何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讲座时间：8 月 30 日  下午 14:00-15:00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从业人员

线上讲座 | 进口化妆品标签管理新规解读及其疑难案例分享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进出口环节通关事务管理日趋专

业化、精细化及规范化，对进出口企业快速、高效清关以及与之相匹

配的“软实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会将于 8 月 26

日联合 CITclub 特邀专业实操专家赵老师举办“进口化妆品标签管理

新规解读及其疑难案例分享”的专题讲座培训。

课程提要：

1. 化妆品标签的监管及要求

2. 化妆品标签的标识要求

3. 化妆品标签法规罚则

4. 相关重点疑难案例分享

5. 企业交流

讲座时间：8 月 26 日  下午 14:00-16:00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相关业务人员

讯息展台
Information Boo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