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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 前 10 个月进出口增长 9.5%

透视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上）—— 半导体技术

第五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 735.2 亿美元，
比上届增长 3.9%，展会运行安全有序，
实现疫情防控 “ 零感染 ”

全球价值链正加速恢复，但区域化已成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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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勃林格殷格翰与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达成
重磅战略合作！

在上海，为全球！勃林格殷格翰荣登 IP SHANGHAI 
全球传播企业案例最佳实践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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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贬值、外债高企！出口埃及需注意这些！

浦东国际商会十一月会员权益活动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平台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热线电话

亲爱的会员：
　　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浦东国际商会，想与
我会工作人员进行更深入的交流，那就赶快拿起
您手中的手机吧！我们的服务就在您的身边哟！

　　联系人：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会员部
　　本热线联手海关、税务等职能部门帮助企业咨询，协调企业业务工作
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欢迎企业来电垂询！

400-820-2523轻轻一扫，服务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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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热线：
50811048（每周一至周五 9:00-17:00）

欢迎相关浦东企业来电咨询（现场咨询
请提前预约）。

中小企业国际经营合规法律服务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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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 前 10 个月进出口增长 9.5%
来源：海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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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至 2022 年，德国新责任基金会先后发布了三

份关于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报告，对全球半导体的技术、价

值链、政府应担当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未来，半

导体既是新兴技术 ——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动驾驶汽车

发展的先决条件，更是每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的技术。可

以说，半导体是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和骨干。

当前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主要由美国、中国台湾、韩国、

日本、欧洲、中国等几个关键国家和地区构成。而全球半导

体价值链不可能在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生

产堆栈，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半导体领域实现完全的

“ 战略自主 ”“ 技术主权 ” 或 “ 自给自足 ”，全球价值链上的企

业都是从事特定工艺步骤（设计、制造、组装）或技术（存

储芯片、处理器、模拟半导体等）以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

这也是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最大特点，即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各国企业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和高度协作的专业分工。美

国的无晶圆厂必须依靠中国台湾的代工厂制造其芯片，而中国

台湾的代工厂又必须依赖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设备、化学品和

硅片。这样相互高度渗透的关系既决定了全球半导体价值链是

一个高度创新且高效的整体（无法割裂或相对独立），同时也

意味着其对外部冲击没有抵御性，供应链弹性极其脆弱。

而如此复杂、相互依存的价值链也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

巨大挑战。一是，政府该如何通过贸易和外交政策确保外国

技术提供者具备准入条件，进入本国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

可能通过出口管制措施进而严重扰乱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因

此外交和贸易政策在确保持续获得外国技术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如何通过战略性产业

透视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上）——半导体技术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政策加强本国企业竞争力，产业政策可否撬动本国产业快速

发展？由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在本土拥有完整的产业

链，这就对政府政策方向提出了挑战，政府应该支持发展哪

些关键性技术节点，且保持这些节点在价值链中始终处于关

键地位。三是，如何培育和支持一个富有弹性的价值链？芯

片制造具有专向性，且价值链是高度集中的，政府要通过多

样化采购和产业布局才有可能降低地理和地缘政治风险，而

由此带来的巨大投入成本，可能是某个单一国家无法承受的。

半导体技术

半导体类型众多，最常见的有七大类：存储器、逻辑芯片、

微处理器、模拟芯片、光电器件、分立器件和传感器，其中存

储器、逻辑芯片、微处理器和模拟芯片会用到所谓的集成电路

（IC）。IC 的销售额一般占半导体销售总额的 80%，而传感器、

光电器件（如 LED）和分立器件（单晶体管）占 20%。

半导体，特别是集成电路的生产过程包括三个不同的步

骤：设计、制造、组装及封装测试。一家公司是提供上述三

个生产步骤，还是仅仅专注于一个生产步骤，以提高经济效率，

取决于公司的商业模式。集成设备制造商（IDM），如 Intel

或 Samsung，在内部提供上述三个生产步骤。从历史上看，

这一直是半导体行业的主导商业模式。但随着设计和制造前

沿 IC 的复杂性和成本的增加，许多公司现在都会聚焦从事某

单一生产步骤，即只设计芯片，进而依赖合同芯片制造商 ——

无晶圆厂进行生产，这些设计公司本身并没有制造厂，也因

此高通（美国）、英伟达（美国）和海思（中国）等无晶圆

设计公司与芯片制造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IC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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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膜、光刻、离子注入后，必须由生产企业或外包半导体组

装和测试（OSAT）公司进行测试、封装和包装，以保护其免

受损坏。

Intel 和 AMD 的处理器就是通过不同商业模式协同生产

出来的。Intel 是集成设备制造商，它自己进行芯片的设计、

生产和组装（主要生产方式）。而 AMD 处理器则由 AMD 无

晶圆厂进行设计，在台积电中国台湾工厂进行代工生产，然

后由 SPIL（OSAT）进行测试封装。AMD 和 Intel 虽然都生

产通用处理器（x86），但它们的商业模式以及价值链是完全

不同的。

芯片设计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研发成本很高。无晶圆

设计公司通常会将收入的 25% 用于研发。而芯片制造是资本

密集型产业，企业要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兴建厂房和生产条件，

购买各类生产设备等。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晶圆厂至少需要投

入 150 亿美元。装配、封装是劳动密集型的，相对利润率较低。

DRAM 芯片主要用于计算设备的临时、短期存储。韩国

的三星和 SK Hynix 以及美国的美光是全球 DRAM 芯片的主

要供应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JHICC）和长鑫存

储自 2018 年以来快速发展，虽然市场份额仍不及韩、美三大

家，但填补了该项技术空白。

NAND 主要用于计算设备的 “ 长期 ” 存储，又称计算设备

的现代版硬盘驱动器。NAND 市场基本由 6 家供应商控制：

韩国的三星和 SK Hynix，日本的 KIOXIA，美国的 WDC、

Micron 和 Intel。与 DRAM 类似，NAND 的产量和规模是其

重要的商品特性。这就是为什么 DRAM 供应商和 NAND 供

应商通常作为 IDM 运营，由供应商负责内部设计、制造和组

装。中国扬子记忆科技（YMTC）2016 年进入 “ 长存 ” 市场，

2021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预计达 8%。

连接物理世界的 IC，分为数字 IC 和模拟 IC。模拟 IC 广

泛用于电池充电、驱动电机、电话无线电波接入等，且大多

数电力设备也会使用模拟 IC。数字 IC 需要不断改进生产工艺，

使一平方毫米的硅上能够安装更多晶体管。而模拟 IC 供应商

更依赖专业知识，为特定需求产品进行特定设计。恩智浦是

欧洲领先的 IDM 企业。意法半导体（ST Microelectronics，

ST）也是一家典型的模拟 IC 供应商。

汽车 IC 是芯片在工业领域主要的应用场景。汽车 IC 分

数字 IC 和模拟 IC。汽车芯片要求在广泛的温度和环境下具有

可靠的操作规范。特定用于汽车应用的 IC 供应商一般会被要

求用其制造工艺生产的芯片寿命要长达 30 年。目前，欧洲有

23 家 IDM 制造商，如英飞凌（Infineon）、恩智浦（NXP）、

意法半导体（ST）和博世（Bosch）等，由于这些企业已经

与欧洲汽车制造商建立了紧密、垂直整合的强大专业知识体

系，因此其 IC 产品在汽车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领先的汽车

集成电路供应商主要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

处理器广泛使用半导体技术，通常称为中央处理器（CPU）

或应用程序处理单元（APU）。指令集架构（ISA）将定义处

理器的内部工作。

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和服务器中的 x86，主要由 Intel 或

AMD 制造的、基于 x86 的 CPU。仅 Intel、AMD 和威盛电子

（VIA Technologies（中国台湾））拥有生产和开发基于 x86

的处理器的专利。微软 Windows 是为基于 x86 的处理器设计

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Microsoft 和 Intel 就已经形成

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软件只与特定的处理器体系结构兼

容，x86 的竞争对手必须说服软件开发人员投入大量资源为

另一种体系结构开发软件。从本质上讲，这就造成了强大的

供应商供应关系的锁定，使得价值链重构变得较为困难。大

家使用的绝大多数个人电脑都基于 x86 处理器，而且架构完

全由两家美国公司控制，因此其他公司要寻找 “ 本土 ” 替代品

就会十分困难。兆鑫是中国台湾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VIA 

Technologies）在上海建立的合资企业，是除 Intel 和 AMD

之外唯一持有 x86 许可证的公司。兆新 CPU 比 AMD 和 Intel

的现代 x86 处理器落后几年，2020 年，惠普开始在中国销售

配备兆新 CPU 的 PC，兆新也为其笔记本电脑和工作站开发

基于 ARM 的 CPU。此外，目前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日

本的 Fugaku，也是基于 ARM 处理器。随着 ARM 对该行业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会限制其技术用于竞争对手。

虽然 x86 是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的主导架构，但 ARM

处理器也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物联网（IoT）提供了动力。

ARM 指令集架构是由英国的 ARM Limited 开发并于 2016 年

被日本软银收购的。当前两个主流移动操作系统 —— 谷歌的

Android 和苹果的 iOS 都是基于 ARM 的处理器构建的。移动

世界依赖于对 ARM IP 的访问。由于 ARM 总部位于英国，但

主要在美国进行研发，并由日本软银所有，ARM 评估认为，

其大部分 IP 产自英国，而非美国。因此，即使美国采取了出

口管制措施，如果欧洲、英国不采取同样的限制，那么美国

的出口管制措施能否彻底管得住对中国的出口，仍有不确定

性。如果英伟达（Nvidia）（一家美国无晶圆厂公司）获准从

软银购买 ARM，未来移动芯片市场价值链就会发生较大变化。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是 专 门

设计用于机器学习模型的芯片，是所谓的 “AI 芯片 ”，是一种

专用的集成电路。智能手机中的许多现代系统芯片（SoC）——

处理器核心、内存和接口（移动、Wifi 等）都集成在一块芯片

上，集成了 “AI 加速器 ”。这些芯片仅用于机器学习任务，如

面部识别。由于机器学习是一个新领域，目前，有 100 多家

公司设计 AI 芯片或加速器。这些 AI 芯片的架构差异很大，

通常针对特定的机器学习平台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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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各种半导体技术的不同用途和使用场景做了说明。

当前，全球 IC 价值链上，ICT 系统依赖于韩国的 DRAM、日

本的 NAND、美国的模拟芯片和欧洲的 IP。没有一个地区能

够在其本土获得所有重要类型的半导体。密切的分工协作，

加上协同创新，造就了当今全球分布、高效和创新的半导体

价值链。专业化和高度分工也导致了在某个 IC 的局布会形成

寡头垄断，如果不同类型半导体的供应商很少，甚至只有一家，

就会对整个价值链带来冲击。而由于自然灾害、流行病或限

制性贸易政策，断链也会发生，并会传导破坏整个价值链。

如果出于本位主义，想解开当前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价值链，

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并会损失创新和效率。

从生产流程上看，对于半导体制造工艺，晶圆厂依靠设备、

化学品和（硅）晶片来制造集成电路。虽然尖端晶圆厂主要

位于中国台湾和韩国，但必要的设备、化学品和晶圆都来自

美国、欧盟和日本。制造过程依赖于不同供应商、工厂和芯

片设计师之间的密切合作。多年来，所有供应商市场（EDA、

设备、化学品、晶片）都在整合，有时甚至到了某一特定技

术仅一家供应商的地步，例如 EUV 扫描仪。各厂商间的密切

协作创造了一个高效、创新的半导体制造价值链，其效率取

决于自由贸易程度和关键技术节点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

在芯片后端制造过程中需要对硅片（包含许多小型集成

电路）进行切割、测试和封装，以保护其免受损坏。晶圆前

端制造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而封装、测试多是劳动密集型。

目前，全球有 88 家（2019 年）专门从事半导体生产流程后

端的公司，也就是所谓的外包半导体封装测试（OSAT）公司。

OSAT 公司依赖设备供应商和化学品（供应商），但规模要

小于前端的晶圆公司。

安靠（Amkor Technologies）是美国唯一的大型 OSAT

公司。自 2009 年以来，长电科技（JCET）等在中国市场的

份额大幅增加。过去 10 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

OSAT 公司市场份额下降。OSAT 在整个半导体价值链中集中

度较低。从技术总体趋势看，晶圆厂还可提供先进的（晶圆级）

封装，这样高通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先进移动 SoC 就被直接在

晶圆厂封装了，而不用再拿到 OSAT 进行封装，这样的技术

趋势提升了芯片制造厂在半导体价值链中的重要性，而弱化

了封装环节。

中国在封装检测环节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国外相比，

整体技术差距仍然存在。与在晶圆制造、EDA 软件和制造设

备等环节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相比，中国在封测环节与国外

的差距要小得多。例如，华为与长电科技合作，改进流程，

已突破了 2019 年美国对华为的出口管制。

（未完待续）

文 / 机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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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 735.2 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3.9%，
展会运行安全有序，实现疫情防控“零感染”

来源：上海发布

一、开幕式受到国际国内广泛关注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中国将按照党的

二十大部署，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

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

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注入强大正能量。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强莅临会场致辞，并于开幕式前巡视企业展，同重点参

展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以视频

方式致辞。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持开幕式。来自 82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101 位部级以上嘉宾线上出席。

二、虹桥论坛凝聚开放共识

重点活动方面，“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 ” 高层论坛围绕

今年生效的 RCEP 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更高水平开放等

重要议题，邀请政商学研各界嘉宾参与讨论，为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贡献智慧。《世界开放报告 2022》发布暨国际研讨

会公布最新世界开放指数，深度挖掘开放规律，努力打造世

界开放领域的 “ 风向标 ” 和 “ 晴雨表 ”。发言嘉宾方面，24 场

活动共有 385 位嘉宾线上线下致辞或参与研讨，其中包括 9

位副国级以上政要、68 位省部级以上政要、3 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19 位两院院士及社科院学部委员，及其他知名专家学

者和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高管等。专业机构参与方面，

9 个中央部委、4 个地方省市、3 个专业智库合作主办专业领

域分论坛；期间发布 17 个专业报告，打造 “《世界开放报告

2022》旗舰报告 ”+“ 专业领域品牌报告 ”+“ 分论坛合办单位专

业报告 ” 成果体系。国际组织参与方面，新增联合国工发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联合国减灾办、国

际贸易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6 个国际组织主办分论坛，

邀请更多国际嘉宾参与。

三、企业商业展质量更优

共有 284 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数量超过

上届，回头率近 90%，展台特装比例达到 96.1%，均高于上

届水平。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与国别和企业来源最广、数量

最多，共有 104 个国家的 1076 家企业参展。汽车展区突出

智能低碳，展示全球汽车工业最新发展成果。技术装备展区

聚焦 “ 双碳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集中展示前

沿技术和高端装备。消费品展区发布众多首发展品，积极倡

导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吸引全球

十五大药品巨头、十大医疗器械企业参展，公共卫生防疫专

一线观察
Watch

第五届进博会是党的二十大后我国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展会。

11 月 4 日晚，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视频致辞中肯定了进博会的重要作用和丰硕成果，阐释了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开放举措，强调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制度型开放、深化国际合作

三个机遇，彰显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为进博会 “ 越办越好 ” 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在上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

11 月 5 日上午，“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 ” 高层论坛举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并致辞。

六天的时间里，开放合作的思想火花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碰撞，全球领先的技术理念在展会亮相，各国企业共享进博

新机遇、共享开放大市场，第五届进博会实现了安全、精彩、富有成效的预期目标。

本届进博会共有 145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24 场虹桥论坛活动顺利举办。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 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展示 438 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上届水平。首次搭建的数字进

博平台吸引 368 家技术装备企业线上参展，组织直播或转播活动 64 场，浏览量达 60 万次。坚持 “ 政府 + 市场 ” 发展方向，

组建 39 个交易团、近 600 个交易分团，新增 4 个行业交易团、近百个行业交易分团。6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亮相线上

国家展，较上届增长 13%。“ 中国这十年 —— 对外开放成就展 ” 综合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

辉煌成就。进博文化展示中心全景展现 5 年来进博会发展历程和举办成效。专业配套活动和人文交流活动内容丰富，

精彩纷呈。现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完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截至今日 12 时，累计进场 46.1 万人次。本届进博会按

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 735.2 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3.9%。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五届进博会实现了成功、精彩、富有成

效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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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约化展示国际先进公共卫生防疫成果。服务贸易展区汇

聚 39 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以及众多细分领域隐形

冠军。创新孵化专区 153 家科技创新小微企业集中展示创新

产品，评选活动获大量网民关注。

四、国家综合展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作为进博会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展始终坚持全球公共产

品属性，不断创新展览展示方式，吸引世界各国广泛参与。

本届线上国家展共有 6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亮相全新打造的数

字展厅，各参展方借助沉浸式展示方式，全面展现其科技创新、

文化艺术、投资环境等领域精彩内容，累计访问量 5900 万次，

超过上届。摩纳哥元首以及奥地利、尼泊尔、哥斯达黎加、冰岛、

阿联酋、意大利等多国部级官员、驻华大使和贸易促进机构

负责人通过视频方式为国家展致辞，高度认可进博会推动各

国各方共享发展机遇的作用。

五、专业配套活动质效提升

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共举办 98 场配套现场

活动，涵盖政策解读、对接签约、产品展示、投资促进、研究

发布等多个类别，活动质量和成效进一步提升。展中贸易投资

对接会累计达成合作意向 293 项，意向签约总金额超 59 亿美

元。组织 82 场集中签约活动，达成意向合作超过 600 项。组

织专场线上对接活动，推动参展商和采购商开展云端交流、洽

谈签约。开展 94 场新品发布活动，展示 171 项前沿科技产品。

六、人文交流活动丰富多彩

人文交流活动总展示面积增至 3.2 万平方米，为历届之

最。意大利、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30 个省区市组织 715 家机构

参与展示，参展单位数量较上届增长 16%。239 项非遗项目、

275 个老字号品牌以及 10 条全国示范步行街展示其特色内容。

打造 “ 人文街区 ”，已有 10 个省区市设置人文交流长期展厅，

总面积逾 1.2 万平方米。多家艺术表演团体共呈现 54 台高水

准文化公益演出，其中包括世界级非遗项目 4 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 9 个，演出总场次达 75 场。中国香港地区的艺术团体

首次登上进博人文舞台。

七、展会现场服务务实有效

优化 “ 线上点餐，到店取餐 ” 功能，增设就餐座椅，降

低人群聚集风险。引入全球首创多工种智能机器人集群服

务，为与会展客商营造虚实结合的元宇宙观展互动体验。进

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为参展参会人员提供精准化、便利化的

无感式智慧防疫支撑。强化移动端导引服务功能，实现馆内

定位导航及资讯随扫随取。设计开发进博会五周年纪念文

创、进宝职业系列盲盒、进博会艺术衍生品等文创产品，展

现进博文化艺术魅力风采。坚持 “ 绿色、环保、可持续 ” 办

展方向，推进 “ 碳中和 ” 项目，引入碳普惠机制，打造 “ 零

碳进博 ”。

目前，第六届进博会企业展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企业

签约报名展览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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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正加速恢复，
但区域化已成大势！

来源：国际商报

2022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开始加速恢复，但由于

全球各国疫情政策、地缘不确定性、通胀影响程度以及极端

气候状况各不相同，导致近期全球价值链恢复速度开始整体

放缓。就接下来全球价值链的走向，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恢复前景错综复

杂，持续的供给瓶颈造成的价值链扭曲正在不断固化并推动

主要经济体开始重构各自的价值链体系。未来，全球价值链

演进将进入第四阶段，价值链重塑将围绕中国、欧盟、美国

三个核心经济体进一步向区域化、独立化和数字化方向迈进。

在这个过程中，价值链的安全性（或韧性）将被全球主要经

济体视为衡量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最核心要素。此外，构建持

续稳定的价值链体系将深刻影响主要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数

据安全以及产业转移三个方面的发展。

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走向区域化，独立性和安全性愈发受

到重视。程实分析，短期来看，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将是下

一阶段冲击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挑战。由于全球金融条件持续

紧缩，全球超过一半的央行在今年启动加息，金融流动性收

紧一度导致近期市场对全球金融稳定性产生担忧。持续的加

息已经导致美国国债利率、贷款利率、汽车融资以及按揭贷

款利率同步上行。一旦美国经济衰退实质化，流动性短期内

将冲击银行体系，这对价值链上尤其是制造业或能源贸易商

来说将造成来自债务和融资方面的困境。

中长期来看，全球价值链体系将逐步走向区域化（北美、

欧洲、亚洲）、独立化和数字化。同时，主要区域内的核心（美

国、欧盟、中国）将把价值链的安全和韧性放在首要位置。

当前，越来越多的迹象反映了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地缘动

荡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程实分析，地缘风险对全球价值链

上造成的供应瓶颈预期显著上升。因此，如何在复杂的地缘

局势中保持稳定持续的供应将在长期经贸竞争关系中凸显重

要性。具体来看，美国已经将 “ 供应链韧性 ” 问题与国家安全

挂钩。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未来均将针对提升美国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提供财政支持。中国 20 大报告中也强调了实现

国家安全体系（如能源供应，粮食安全、数据安全）现代化。

这意味着，中国将立足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进一步确立自

身独立、可持续并安全的价值链体系。欧洲方面，受到乌俄

战争的影响，欧元区正在加速开启能源独立转型并积极联合

德法促成新的产业链安全战略。

价值链安全性提升意味着未来全球三大区域将在三个具

体方面发生变化。程实表示，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将围绕价值

链的区域化、独立化和数字化积极展开。中、美、欧三大经

济体将积极与周边邻国或地缘同盟进行更加深度的区域性基

建合作。具体来说，美国与欧洲会在价值链上的供应和运输

环节加快数据共享和基础设施合作。如通过对液化天然气需

求、生产、运输以及库存等多点数据共享和港口基建合作解

决双方在 LNG 供需信息及库存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另外，欧洲内部可能会通过自身绿色能源转型加快与内

外能源输出国（比如挪威、荷兰、美国）之间深度基建（尤

其在交通运输和能源储备设施）合作。程实进一步判断，中

国则可以通过 “ 一带一路 ” 倡议与非洲、南美及俄罗斯等新兴

和发展中国家就强化中高端技术、粮食供应和能源安全达成

相关基建合作。比如围绕自身核心技术产业链，中国正在积

极与其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开展基建项目。去年中国也与刚果

（金）在基建领域开始深入合作。前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后者则生产全球超过 2/3 的钴矿。二是针对

价值链中上游核心技术数据的保密和安全措施将越来越精细，

价值链高端针对全球人才的争夺已经开启。针对数据的保护， 

中、美、欧均致力于提高对外数据保密性和对内信息透明度。

比如，针对半导体行业，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半导体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需要公开订单、供应、物流、库存和零售的相关的

数据，从而维护美国在半导体从设计到制造的上下游控制能

力。维护数据安全和实现高效的信息管理需要围绕数据要素

进行人才培养和创新。在价值链上，主要经济体之间已经围

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通信、先进制造和先进物流开启

全球 “ 抢人 ” 模式。比如纽约、伦敦、中国香港及 新加坡等

国际性城市均已各自开启人才 “ 争夺战 ”。三是随着区域性

价值链的重塑，企业的回流和产业转移将更加频繁。从最近

BIS 的一份调研来看，越来越多的公司因为全球价值链结构

的变化而出现更快速的转移和重组。一方面，面对更多的地

缘不确定性，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会通

过政治手段来加快企业的快速回流。同时，企业回流有利于

为本国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投资。另一方面，调研显示，在地

缘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自身也在不断提高其供应韧

性和产业转移能力。确切来说，企业主动转移产业或者有选

择 性回流的意愿本身就比较强。

一线观察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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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重重之下，这种产品出口为何翻番？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再传捷报。海关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

中国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速高达 116.2%，实现倍增。

在全球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高企、供应链受阻的背景下，

中国新能源车出口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折射出市场强劲的

消费需求和动力。

各国净零排放目标的设定加速推动着各行业大规模脱

碳的进程。汽车等交通运输行业则是减碳减排的重要领域

之一。

“ 汽车产业链结构紧密、生态复杂，企业想要顺应行业升

级趋势，切准发展脉搏，需要全产业链同心协力。” 科德宝集

团亚洲地区代表许倍帝表示，交通行业的绿色转型将有力助

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当前，科德宝集团技术创新战略方

向的重心之一即是新型移动出行与能源转型。

汽车行业的绿色发展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通力合作。

有研究显示，在全球电动汽车指数级增长的推动下，预计全

球燃料电池市场规模到 2030 年可达 320 亿美元，为 2021 年

36 亿美元的近 9 倍。

加速重构的汽车价值链和生态圈有机遇亦有挑战。对于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车企 ESG 价值与竞争力的提升，普华永道

亚太区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郭薇诗建议，车企需要在环境、

社会及企业治理三个领域践行 ESG 理念。如在环境绩效领域，

除推出更多新能源产品外，企业可考虑将绿色低碳效应延伸

至能源应用、原材料、供应链、生产制造等产品全生命周期

各环节和企业运营各领域。郭薇诗强调，面对来自 ESG、业

务战略、数据合规、数字化、供应链和国际化等层面的挑战，

车企要实现弯道超车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制定适配的应对举

措，构建新的竞争优势。

锚定 “ 碳中和 ” 目标，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科德宝不断加大

投入，打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以及应用于重载交通的燃

料电池系统解决方案。看好氢能在可持续移动出行领域的应

用前景，科德宝集团首席执行官索伊博士透露，集团正与合

作伙伴联手开发用于巴士及其他商用车的氢燃料和动力电池

混合驱动系统。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进博会上，科德宝展示了多个新能

源汽车和轨道交通领域的首发新品、以及交通行业的创新可

持续解决方案。集团还首度公开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路线图，

提出将力争到 2045 年成为气候中性企业，并将通过减排、电

气化、绿色能源和碳补偿实现碳中和。

绿色金融亦是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摩根大

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及环球企业银行中国区总裁

黄健表示，支持能源转型，服务新出行和新技术是摩根大通

中国业务的战略重点之一。摩根大通预测，到 2025 年之前，

电池中每度电的成本或将下降至 100 美元甚至更少。这将有

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黄健表示，针对可再生能源

和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摩根大通将充分发挥集团的全球资

源和优势，助力新能源汽车跑出 “ 加速度 ”。

一线观察经贸快讯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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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遭殃的是美企！
来源：国际商报

根据美国上市企业陆续披露的财报，美国半导体企业普

遍报出了惨淡业绩，营收和利润大都出现显著下滑。分析人

士普遍认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是导致企业业

绩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半导体相

关物项对华出口。这些措施给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一定影响，

但同时也使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半导体企业遭受重击。

英特尔公司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除营收同比

下降了 20% 外，还因裁员等压缩成本措施多支付 6.64 亿美元。

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预计本财季将因这些管制措施损失 4 亿

美元的营收。半导体设备供应商泛林集团则预计相关措施将

使公司在 2023 年损失 20 亿至 25 亿美元收入。

美光科技公司 5 月份还向投资者介绍其存储芯片长期需

求旺盛，但次月就预警需求下滑、价格下跌。

据媒体报道，自 7 月以来，大约 30 家美国的大型半导体

企业已将第三季度收入预估值总值从 990 亿美元下调至 880

亿美元，且对明年的预期普遍悲观。

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上市的半导体企业今年总市值已经

减少了至少 1.5 万亿美元。美国半导体巨头 AMD 股价今年迄

今已跌去近六成，英伟达等多家公司股价跌幅都在 50% 上下。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限制半导体相关物项对华出口

是把 “ 回旋镖 ”，从中长期看，这不但会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

衰落，还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市场。

泛林集团首席财务官道格 · 贝廷格在季报发布会上说 , 

该公司在中国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客户，“ 而这种局面还

将持续 ”。

美国经济学家戴维 · 戈德曼撰文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

对华出口管制，对西方半导体行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活动造

成的损害将比华盛顿为半导体行业提供的适度补贴高出 5 倍

甚至更多。

日本 “ 光流 ” 研究公司分析师斯科特 · 福斯特发文说，就股

价表现和投资者回报而言，美国政府的相关举动给美国企业以

及其他一些国家企业带来的冲击正加剧业已严重的行业衰退。

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合作的产物，美方相关做法背离公平

竞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严重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造成冲击。

一旦美国半导体企业失去来自中国市场的利润，它们的

整体收入将受到很大影响，进而导致研发投入被削减，最终

动摇它们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目前在美国政府大力推动下，

正投入巨资在美国境内扩建半导体生产设施的企业也将面临

“ 生产出芯片却卖不出去 ”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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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人民币清算行服务正式启动

中企助力莫桑比克实现液化天然气出口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网

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8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仪式，正式启动人民币

清算行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中阿经贸合作蓬勃发展，即使在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双

边贸易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人

民币清算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便利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有

效提升资金循环质量，带动技术、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为

两国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驻阿大使邹肖力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随着中国经济

实力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中阿多次签署

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成为阿根廷重要的外汇储备，为助力

阿根廷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中方愿同阿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联合声明，密切本

币互换合作，鼓励在贸易和投资中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为

推动本币结算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在阿人民币清算行

11 月 13 日，随着莫桑比克东北部海域内液化天然气巨

轮汽笛鸣响，中国石油莫桑比克公司参与的该国 4 区块科拉

尔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实现首船液化天然气出口外运。这个

世界超深海浮式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开始全产业链运营。

莫桑比克石油局局长班加拉内日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表示，科拉尔项目的成功对该国经济发展举足轻重。首船外

销标志着莫桑比克从此成为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这与

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努力密不可分。

发挥更大作用，为双边贸易和投资注入新动力。

出席活动的阿根廷央行行长米格尔 • 安赫尔 • 佩谢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阿根廷支持人民币国际化，阿根廷人民币清

算行服务正式启动能让中阿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高效，

对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由意大利、中国、美国、莫桑比克、葡萄牙和韩

国公司共同建设和运营，其中中国石油持有 20% 权益。科拉

尔项目系 4 区块项目的一期工程，是世界上首个超深海浮式

液化天然气项目，也是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浮式液化天然

气项目，钻探水深超过 2000 米。

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戴厚良表示，该项目是中国石油海

外单体投资最大项目，是中国石油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助力

碳中和目标的成功实践。作为中莫能源合作的重要成果，该

项目成功投产将有力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推

进中非能源务实合作和 “ 一带一路 ”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油莫桑比克公司总经理郑剑华表示，该项目在 60

个月的工程建设期内，克服了新冠疫情、地区安全局势不稳

等多重考验和多项技术难题。目前中国石油正积极与合作伙

伴推动下一步建设开发。

莫桑比克 4 区块项目所在的鲁伍马盆地位于莫桑比克东

北部海域，2010 年起在 4 区块陆续发现储量巨大的天然气田。

Economic and Trade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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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动态
来源：走出去服务港

欧盟将提出数字欧元立法提案

欧盟委员会将于 2023 年上半年提出关于数字欧元的立法

提案。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数字货币的

发行将产生深刻而系统性的影响，范围涵盖银行、商人、企业

和整个金融市场。数字欧元将作为现金支付的补充方式，为大

众提供安全、即时和高效的数字支付方式。与此同时，欧元现

金不会消失，欧盟委员会将立法阐述欧元现金的合法地位。

来源：葡《商报》

英央行：英国正面临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 2022 年 11 月 3 日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 2.25% 上调至 3%。英格兰银行警告称，

英国正面临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本次经济

衰退预计将持续到 2024 年。

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 3 日的会议上警告称，英

国正面临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有可靠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次经济衰退。

英格兰银行预计 2022 年下半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约 0.75%，反映出能源和贸易商品价格飙升对实际收入的挤

压。而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预计英国 2023 年

和 2024 年上半年的经济活动将继续下降，英国的经济前景 “ 极

具挑战 ”。

英格兰银行还预测，在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中，

英国的失业率可能会翻一番，达到 6.5%。

此前，英格兰银行在 8 月份的会议上预测，英国正面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将持续 5 个季度，

至 2023 年底。

来源：央视网

德国经济发展评估咨询委员会：摆脱能源危机是当务之急

当地时间 2022 年 11 月 9 日，德国经济发展评估咨询委

员会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了 2022 年度的经济分析报告。报告

指出，脱碳、人口发展以及保持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稳定

是德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但当前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

摆脱能源危机。

每年 11 月，德国经济发展评估咨询委员会都会发布一份

全面的年度经济分析报告，其中也包括给政府的专业建议以

及对经济前景的预测。

经济专家在该报告中对德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政策提出了

批评。报告认为，在 2022 年春季俄乌冲突开始后，德国就面

临着天然气断供的风险，而政府财政政策的反应明显偏慢，

一些措施也缺乏针对性。原则上经济专家欢迎政府投入大量

资金 “ 团结一致克服能源危机 ”，但不应通过 “ 专项基金 ” 进

行融资，因为这样的融资方式 “ 缺乏透明性 ”。另一方面，经

济专家支持政府对能源价格设置上限的措施，但专家也提出，

降低能源价格必须与节能激励机制挂钩，这对于企业来说尤

其重要。

海外视点
Overseas View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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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份报告，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政府采

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应对危机并保持社会凝聚力，德国

也将致力于尽快推进能源转型。

来源：央视网

普华永道称南非私营企业营商环境有所改善

得益于旨在帮助南非经济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恢复过来

的结构性改革，南非私营企业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普华永道

发布 2022 年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私营企业吸引力指

数，该指数对 EMEA 地区的 33 个国家的私营企业营商环境

的相对吸引力进行排名。根据八个不同类别的 51 个指标衡量，

2022 年南非在 33 个国家中排名第 25 位，相较于 2021 年提

升了 7 个名次。普华永道表示，尽管南非私营企业营商环境

有所改善，但该国仍需克服若干商业环境挑战。南非在三个

类别中处于倒数三分之一，包括宏观经济、环境、社会和治

理和私人商业环境。

来源：南非独立传媒网站

韩国政府提出到 2030 年将实现氢气制造技术 100% 国产

化目标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2022 年 11 月 9 日在国务总理

韩德洙主持召开的第五次氢经济委员会上审议并通过了 “ 氢

技术未来战略 ”。主要内容是，到 2030 年将推进主要氢气制

造技术 100% 国产化 , 并将氢气电动汽车优化为价格更低廉、

使用时间更长的汽车，进一步拉大在全球氢气电动汽车市场

领先地位上的差距。韩政府决定支持国内氢燃料电动汽车具

备内燃机汽车的寿命和电动汽车的燃油效率 , 使韩国在氢气利

用技术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韩政府为应对

不断扩大的大容量氢气供应市场 , 还将支援确保氢气储存、运

输技术标准的研究。

来源：韩联社

允许外商买地法规 泰国内政部撤回再议

泰国内政部长阿努蓬上将 2022 年 11 月 7 日透露，由于

受到重重压力，内政部决定撤回关于允许外籍人士购买土地

的法规，虽然该法规已获内阁批准，但为慎重起见，内政部

将将撤回并多方听取民意，充分沟通认知后再考量是否重新

申请内阁审议批准。

内政部长阿努蓬上将指出，已签署内阁会议议案，撤回

于 10 月 25 日已获内阁批准的「关于准许高潜力外籍人士在

泰购买土地作为住宅用地，以促进经济与投资发展之内政部

法规」，理由是该法规的颁行需要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并

加强沟通之后才重新考虑是否颁行。国务院已于本月 4 日接

到内政部长的提案，将在 8 日在内阁会议上作告知，获得内

阁批准后撤回该法案。

据悉，该法规获内阁批准后立即掀起社会热议，许多知

名人士表示反对，认为不应该让外籍人士有权购买私人土地，

即便是只用作住宅，而且限每人只能买面积不超过 1 莱的地

皮。反对者包括著名艺人，也有之前曾经支持执政党的地方

政务要员。理由不外乎担心外籍人士钻法律空子收刮购买土

地，推升地价导致泰国本土人失去自有土地的机会，而且政

府并不能从该项法规中获得更多的税收利益。而在野党派更

是趁机指责政府出台此政策形同「卖国」，虽然该法规已存

在超过 30 年，现届政府只是改变其中几项条件，例如在泰投

资 4000 万铢以上，可以采用买政府公债形式并保有投资 3 年

以上。

但内政部准备出台的新法规，也就外籍人士购买土地的

先决条件作了更加明确的限制，例如只能在曼谷和芭堤雅地

区才能购买，而且仅限获得投资促进委员会事先批准的投资

商人群，所购买的土地只能用于建住宅，不能作商业用途，

还设相关委员会监督外籍人士购买后的使用方法，如果发现

违规用地，则会被立即强制售出。

按现有的泰国法律，外籍人士可以以法人身份购买和持

有土地所有权，但必须是在工业园区或工业开发区内的土地。

新法规则准备授权外籍人士以私人身份在工业园区或工业区

以外地点购买土地。

泰国网友则贴文评论表示，实际上外籍人士买地并不难

办，特别是有钱的男性，只要到泰国乡下去找一名正直漂亮

的泰国农村妇女结婚，就可以借用女方的名字在泰国内到处

购买土地。

来源：泰国世界日报



18

海外视点
Overseas Viewpoint

美国制造如何变成美国智造
来源：国际商报

美国劳工部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共有

1150 万个空缺职位，但相对应的可用劳动力仅为 590 万人。

美国制造业面对长期招聘困难、薪资不断上涨的压力，利用

智能机器人部分替代人工是不二选择，也是美国制造业回流

的一大基础。

在人力短缺、工资猛涨、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的压力下，

美国政府和制造业正热情拥抱新型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技术，

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投资，以降低国内制造成

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克服劳动力和技能缺口带来的困难。与

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目前美国制造业采用机器人技术的速

度较慢。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美国机器人密度从

2015 年的 176/ 万人上升到 2020 年的 255/ 万人（每 1 万名

制造业工人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落后于韩国、日本和

德国等工业大国的数据。但随着 5G 和人工智能（AI）的进一

步发展，美国对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投资和应用在迅速扩大。

目前，美国在脑科学、量子计算、AI 等方面超前布局，

同时，充分依托硅谷强大优势，由企业主导建立完整的人工

智能产业链和生态圈，在人工智能芯片、开源框架平台、操

作系统等基础软硬件领域全球领先。从 2014-2021 年的投资

数量和投资金额来看，美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

大。2016 年以来，美国在战略层面上对人工智能持续加大关

注与支持力度，陆续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国家

AI 研究资源工作组等机构，各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人工智

能战略与相关政策，内容涉及资金投入、数据资源、人才培

养等各个方面。其中，在资金投入方面，美国政府则是长期

以大量财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开展全球战略竞争。根

据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数据，在 2021 财年，非国防性的

美国政府机构共拨出 15.3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支出，大

约是 2018 财年的 2.7 倍。另外，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人

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科学研发摘要：2020-2021 财年》报告显示，

2020-2021 财年，美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预

算增加了 30%。斯坦福大学的数据显示，2021 财年，美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入达到 50 亿美元（约合 323.4 亿元

人民币）。美国工业数据和平台公司（ThomasNet）在 2021

年 7 月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55% 的美国企业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投资发展自动化技术。一些企业希望能充分发挥第四

次工业革命技术的优势，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等。

在人工智能上的大量科研投入和智能机器人在制造业中

的扩大使用，将使美国制造业发生一场变革。制造业进入智

能化时代后，许多自动化工厂升级改造成智能化工厂，更多

工人将被取代，劳动力成本将大幅降低。美国正在利用制造

业智能化这一发展趋势，努力降低对产业工人的依赖程度。

最新数据显示，在当前人力短缺长期化威胁冲击下，美

国制造业更加依赖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带动机器人订单数

量在今年第一季激增 40%，用于填补生产线劳动力缺口。而

且这一再创历史新高的数据是在去年大幅增长 22% 的基础上

实现的。目前美国本土制造业大量应用机器人，强化工业竞争，

2022 年一季度美国制造业投入的机器人超过 1.2 万台，超过

了 2021 年全年总和。德国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分析师杰伊 · 黄

说，过去 4 年只是 “ 机器人复兴 ” 的开始，这种更广泛、更快

采用机器人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推动这一趋势的，一方面是机器人生产技术的进步。随着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出现，工业机器人将被新的核

心技术定义，从汽车制造领域长期使用的焊接发展到其他更具

挑战性的工作，如包括挑选零部件和操作其他机器，需要更大

熟练度、灵活性的工作以及人工智能与机器视觉的结合。

另一方面是机器人使用范围的扩大。多年来，美国工业

机器人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机器人往往承担着装配

线上的焊接等重复性工作。但在近几年，机器人开始进入包

括食品生产、消费品和制药在内的其他领域，还有更多餐饮

服务业也开始将目光转向机器人。2020-2021 年，美国机器

人采购订单增长 67%，其中一半以上来自非汽车行业，如塑

料、半导体、电子、金属，甚至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行业。瑞

士 ABB 机器人技术公司技术负责人萨米 · 阿提亚说：“ 现在

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不关注这个问题。” 由于人力成本高昂和熟

练工人短缺，美国提倡制造业生产回流通常只能通过更高程

度的自动化来实现。

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

制造业中每增加 1 个机器人，平均会取代 3.3 名工人。例如

从 2000 年 -2015 年，美国已有 500 万个工作被机器取代。

有了工业智能机器人的替代作用，未来人工劳动力在生产中

的占比已开始下降，由此导致发达国家收缩全球生产网络，

将生产集中到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且临近最终市场的地区成为

发展趋势。最明显的如美国制造业机器人的运用对墨西哥和

哥伦比亚等地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可以说，智能机器人

给全球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堪比 18 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应

用。在美国政府已制定国家系列政策积极回流制造业时，那

些主要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要充

分清醒：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生产带来的制造业外流应引起

相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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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盟方面表示，因美国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

破坏美欧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方面已成立特别工作组，

并向美方发出书面警告，将考虑采取报复性措施。分析认为，

在俄乌危机影响下，美国宣布了包括《通胀削减法案》等在

内的一系列刺激措施，企图强化自身能源价格稳定、企业政

策可靠、绿色转型支持，这无异于对欧洲产业与制造危机 “ 火

上浇油 ”。

批美国无视盟友担忧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 11 月 7 日，欧盟各国财政部长

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各国财政部长表示，美国无视欧盟对其

《通胀削减法案》的担忧，使得欧盟可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法国、德国财政部长在会上猛烈抨击了美国政府大力补

贴本土电动汽车产业的政策。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 · 勒

梅尔表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可能 “ 危及欧洲和美国企

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 ”，正在引发 “ 法国政府严重关切 ”。

他认为欧洲应当对美国这一立法行为作出 “ 协调、统一且强

有力的 ” 回应。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 · 林德纳警告称，美国完全没

有意识到欧盟的关切，美国政府必须知道，这部法案将会给

市场带来的严重后果，双方应当尽力避免出现 “ 以牙还牙 ” 甚

至贸易战的局面。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在巴黎举行会谈时，都对美国今年 8 月推出的《通胀削

减法案》感到担忧。朔尔茨更是发出严厉警告，美方做法可

能引发 “ 一场巨大的关税战 ”。同时，马克龙也表示，这部法

案 “ 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接下来可能会考虑对美国进行

贸易报复。

上个月末，欧盟贸易部长非正式会议在捷克召开。当天，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捷克工贸部长西克

拉等均表达了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担忧。欧盟方面表示，

如果美国继续推进这一法案，那么欧盟不会坐视不管，未来

将考虑通过制定类似激励计划为欧洲企业提供补贴。

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员蒂埃里 · 布雷东表示，

美国的行为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如果美国不考虑其

欧洲伙伴国的想法，欧盟将采取 “ 报复措施 ”，并把争端提交

到世贸组织寻求解决。

欧洲制造业面临困境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供应紧张、价格持续飙升，

部分经济学家警告，欧洲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和紧张的供应链，

可能导致欧洲开始 “ 去工业化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较

稳定的能源价格和政府支持吸引下，欧洲企业正把生产转移

到美国，这引发欧盟强烈不满。

来源：法制日报

欧盟考虑对美《通胀削减法案》采取报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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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德国宝马汽车公司 10 月 19 日宣布，将投资 17

亿美元在美国生产电动车；而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也在

10 月 26 日宣布，鉴于欧洲居高不下的天然气价格以及更为严

格的监管，该公司计划减少其在德国的工作岗位和商业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发布一系列刺激制造业和绿色能

源产业发展的措施。不少企业高管表示，美欧之间产业竞争

的势头正在偏向美方，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对那些投资化学

品、电池等能源密集型产品制造项目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此外，在能源的暴利生意上，欧洲对美国也有诸多不满。

近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官员表示，当前欧盟进口美国液化天

然气的价格是美国国内价格的 4 倍，这 “ 不正常 ”。

由于欧洲地区的天然气危机和飙涨的天然气价格，美国

大量天然气正流向欧洲。部分欧盟成员国抱怨，在欧盟与美

国一道制裁俄罗斯后，俄对欧天然气供应大幅减少，导致欧

洲面临能源短缺危机，而美国趁机以高价向欧洲出售美产液

化天然气。

据统计，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在美国运营的上市油气

公司的净利润总额高达 2002.4 亿美元 ( 约合人民币 14500 亿

元 )，是美国油气行业有记录以来最赚钱的 6 个月。其中，美

国液化天然气运营商今年盈利有望达到 590 亿美元，同比增

长超过一倍。

对此，欧盟领导人表示，将在近期就高价天然气问题展

开讨论，拟在 11 月底前调整联合购气程序。

或引发新一轮贸易战

欧盟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但美国却提高了对欧能源出口

价格，这已让法国等国颇为不满。另外，作为能源的下游产业，

欧洲多家工业企业纷纷减产、停产，而美国却在此之际利用

其能源价格优势及政府补贴，吸引欧洲工业企业赴美投资，

这使欧盟更为恼火。因而，《通胀削减法案》或将为美欧贸

易关系带来新变数。

专家指出，如果欧盟采取报复措施，很可能导致新一轮

跨大西洋贸易战。为此，美国和欧洲官员准备在近期举行一

次特别小组会议，以解决欧洲对《通胀削减法案》的不满。

不过，尽管当前欧盟已与美国成立特别小组进行了多日的谈

判，双方仍未就这一法案引发的矛盾达成共识。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在今年 8 月 17 日正式生效，其

内容包括未来 10 年投入约 4300 亿美元 ( 约合人民币 31000

亿元 ) 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以及强化医疗保障，部

分条款涉及美国政府为本土电动车产业提供高额补贴，并且

将进口的电动汽车排除在补贴名单之外。

实际上，由于多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的《通胀削

减法案》在国际上引起诸多不满。除了欧洲，已在美国电动

汽车电池领域投入巨资的日本、韩国反应尤其强烈，均对美

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发出了警告。

日本政府 11 月 5 日发出警告，称美国《通胀削减法案》

中的电动汽车税收优惠政策最终可能阻碍日本企业进一步在

美投资，并影响美国就业环境。同时，日本电动汽车企业目

前已深陷通货膨胀困局，在《通胀削减法案》实施后，制造

和出口电动汽车的成本上升，企业将面临双重打击。为此，

日本内阁将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缓解通胀对个人和

企业的影响。

国际舆论认为，美国需要在具体执行的规则层面想出办法

照顾欧盟及其他国家的顾虑，才能真正避免一场巨大的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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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信息 来源：上海公平贸易

1、美国 ITC 发布对含电解质的饮料及其标签和包装的

337 部分终裁

2022 年 11 月 2 日，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ITC）

发 布 公 告 称， 对 特 定 含 电 解 质 的 饮 料 及 其 标 签 和 包 装

（Certain Electrolyte Containing Beverages and Labeling 

and Packaging Thereof）启动 337 调查（调查编码：337-

TA-1269）作出 337 部分终裁：向生产自 / 进口自列名被

告 墨 西 哥 Grupo Comercial Lux del Norte S.A. de C.V. of 

Miguel Aleman, Tamaulipas, Mexico、墨西哥 Carbonera Los 

Asadores S.A. de C.V. of Allende, Nuevo Leon, Mexico、墨

西哥 Caribe Agencia Express, S.A. de C.V. of Benito Juarez, 

Quintana Roo, Mexico、 墨 西 哥 H & F Tech International 

S.A. de C.V. of San Nicolas de los Garza, Nuevo Leon, 

Mexico、墨西哥 Leticia Angelica Saenz Fernandez of Miguel 

Aleman, Tamaulipas, Mexico、 墨 西 哥 Yoselen Susana 

Martinez Tirado of Reynosa, Tamaulipas, Mexico、 墨 西

哥 Distribuidora Mercatto S.A. de C.V. of Monterrey, Nuevo 

Leon, Mexico、墨西哥Comercializadora Embers S.A. de C.V. 

of Allende, Nuevo Leon, Mexico 的产品发布有限排除令，并

终止本案调查。

2、美国企业对特定船用空调系统及其组件和下游产品提

起 337 调查申请

2022 年 11 月 7 日， 美 国 Dometic Corporation、 瑞 典

Dometic Sweden AB 根据《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

规定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主张对美出口、在美进

口及销售的特定船用空调系统及其组件和下游产品（Certain 

Marin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Components Thereof, and 

Products Containing the Same）侵犯了其知识产权。

中 国 上 海 Shanghai Hopewell Industrial Co. Ltd. of 

China 上海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中国上海 Shanghai Hehe 

Industrial Co. Ltd. of China 上海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美国

CitiMarine, L.L.C. of Doral, FL、美国 Mabru Power Systems, 

Inc. of Dania Beach, FL 为列名被告。

3、越南对进口钢坯和钢条启动保障措施日落复审调查

2022 年 11 月 4 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2323/QD-BCT 号

决议，对进口钢坯和钢条启动第二次保障措施日落复审调查，

本案涉及越南税号 7207.11.00、7207.19.00、7207.20.29、

7207.20.99、7224.90.00、7213.10.10、7213.10.90、

7213.91.20、7214.20.31、7214.20.41、7227.90.00、

7228.30.10 及 9811.00.00 项下的产品。

调查机关联系方式：

Phòng Điều tra thiệt hại và tự vệ

Cục Phòng vệ thương mại - Bộ Công Thương

地址：23 Ngô Quyền, Hoàn Kiếm, Hà Nội, Việt Nam

电话：(+84 24) 73037898 ( 分机：116)

传真：(+84 24) 73037897/73037898

电子邮箱：trongnd@moit.gov.vn, quynhpm@moit.gov.vn

2015 年 12 月 25 日，越南对进口合金和非合金钢坯、合

金和非合金钢条（含盘钢和钢棒）启动保障措施调查。2016

年 7 月 18 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2968/QD-BCT 号决议，

对进口合金和非合金钢坯、合金和非合金钢条（含盘钢和钢

棒）实施保障措施。2019 年 8 月 22 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2605/QD-BCT 号决议，对该案启动第一次日落复审调查。

2020 年 3 月 16 日，越南对该案作出第一次日落复审肯定性

终裁。2020 年 3 月 20 日，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918/QD-BCT

号决议，继续对进口合金和非合金钢坯、合金和非合金钢条（含

盘钢和钢棒）实施保障措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

该案涉及越南税号 7207.11.00、7207.19.00、7207.20.29、

7207.20.99、7224.90.00、7213.10.10、7213.10.90、

7213.91.20、7214.20.31、7214.20.41、7227.90.00、

7228.30.10、9811.00.00 项下的产品；2020 年 3 月 20 日，

越南工贸部发布第 920/QD-BCT 号决议，将保障措施的范围

扩大至进口盘条，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该案涉及越

南 税 号 7213.91.90、7217.10.10、7217.10.29、7229.90.99

和 9839.10.00 项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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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根廷对华电加热器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

2022 年 11 月 4 日，阿根廷经济部在阿根廷《官方公报》

发布 2022 年第 787 号公告，应阿根廷企业 AXEL S.A. 和

LILIANA S.R.L. 的申请，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加热器（西

班 牙 语：Aparatos eléctricos para calefacción de espacios 

o suelos, de uso doméstico, excluyendo los radiadores de 

aceite y los radiadores de acumulación）启动第二次反倾销

日落复审调查，审查期间，原生产部 2017 年第 593 号公告

确定的反倾销措施持续有效。涉案产品的南共市海关编码为

8516.29.00。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利 益 相 关 方 可 自 网 站 www.argentina.gob.ar/cnce/

cuestionarios 下载调查问卷参与调查。

2009 年 10 月 22 日，阿根廷对原产自中国的电加热器

启动反倾销调查。2011 年 4 月 20 日，阿根廷原工业部通过

2011 年第 148 号公告，开始对中国涉案产品以离岸价（FOB）

计征 138.26% 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五年。2016 年 5 月 4 日，

应 阿 根 廷 企 业 LILIANA S.R.L. 和 ELECTRONIC SYSTEM 

S.A. 申请，阿根廷原生产部发布 2016 年第 164 号公告，对

中国涉案产品启动反倾销日落合并情势变迁复审调查。2017

年 11 月 6 日，阿根廷原生产部发布 2017 年第 593 号公告，

对中国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日落合并情势变迁复审终裁：鉴

于在调查分析期内中国汇率对美元贬值，决定对中国涉案产

品按其离岸价的 378% 征收反倾销税，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为五年。

5、墨西哥对华罐装伞菇作出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2 年 11 月 3 日，墨西哥经济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

或进口自中国的罐装伞菇（西班牙语：hongos del género 

agaricus）作出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决定继续对中国

涉案产品设定 2.05 美元 / 千克的最低限价，对报关价格低于

最低限价的进口涉案产品征收其差额作为反倾销税，同时设

定进口自 Calkins Limited 的中国原产涉案产品和其他中国原

产涉案产品的最高反倾销税额分别不超过 1.1891 美元 / 千克

和 0.6121 美元 / 千克，措施自 2021 年 5 月 18 日起生效，有

效期为 5 年。本案涉及 TIGIE 税号 2003.10.01 项下的产品，

但不包括在醋或乙酸里保存的罐装伞菇。公告自发布次日起

生效。

2006 年 5 月 17 日，墨西哥经济部对原产于或进口自

中国和智利的罐装伞菇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开始对中国

和智利的涉案产品分别征收 0.4484 美元 / 千克和 0.1443 美

元 / 千克的反倾销税。2009 年 6 月 15 日，墨西哥对进口自

Calkins 公司的中国原产涉案产品征收 0.1809 美元 / 千克反

倾销税。2012 年 5 月 21 日，墨西哥对进口自 Calkins 公司

的中国原产涉案产品的反倾销税调整为 1.06 美元 / 千克。

2012 年 10 月 25 日，墨西哥对中国和智利涉案产品作出第一

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设定 2.05 美元 / 千克的最低

限价，对报关价格低于最低限价的进口涉案产品征收其差额

作为反倾销税，同时设定进口自 Calkins Limited 的中国原产

涉案产品和其他中国原产涉案产品的最高反倾销税分别不超

过 1.1891 美元 / 千克和 0.6121 美元 / 千克，智利涉案产品的

最高反倾销税不超过 0.3712 美元 / 千克。2017 年 4 月 3 日，

墨西哥对中国和智利的涉案产品作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

肯定性终裁，决定自 2016 年 5 月 18 日起的 5 年内继续对中

国涉案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同时取消智利涉案产品的反倾销

措施。2021 年 5 月 7 日，墨西哥经济部对中国罐装伞菇启动

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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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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版权内容适度化：跨学科映射分析
作者： Joáo Pedro Quintais（信息法研究所（IViR））、Peter Mezei、István Harkai（塞格德大学）、Joóo Carlos 
Magalháes、Christian Katzenbach（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Sebastian Felix Schwemer（哥本
哈根大学信息与创新法研究中心）、和托马斯 · 里斯（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

发布日期：2022 年 9 月 7 日

编译：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浦东分中心   上海市浦东国际商会

海外知识产权热点汇编

在重建欧洲项目的背景下，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欧盟版

权内容审核的跨学科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以下主要研究问题：

我们如何在数字单一市场（DSM）中映射在线平台上版权保

护内容的内容审核对文化获取的影响？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

报告，并转载了报告的主要建议。由于报告很长，请对调查

结果更详细概述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报告第 14 至 23 页的执行

摘要。

报告内容

报告由六章组成。在第一章简要介绍之后，第二章制定

了一个概念框架和跨学科方法论方法，以检查在线平台上的

版权内容审核及其对文化获取的潜在影响。该分析澄清了我

们的术语，区分了平台 “ 治理 ” 和 “ 监管 ”，阐明了 “ 在线平台 ”

的概念，并将我们的研究定位在 “ 平台 ”、“ 由 ” 和 “ 在 ”“ 平台 ”

监管的背景下。

第三章在欧盟层面对本报告的主题进行了法律映射。这

里我们关注的是《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CDSMD）

第 17 条的法律制度。我们首先提供了 CDSMD 之前的法律

制度的一些背景。然后，我们简要解释了导致该指令通过的

立法过程，随后是法律制度的简况，包括与欧盟委员会利益

相关者协商和委员会关于第 17 条的指南有关的评论，以及波

兰政府在案例 C-401/19 中发起的废除第 17 条行动。随后对

第 17 条进行了详细分析，重点是其责任制度和规则，以及对

OCSSP 版权内容审核的影响。本章最后对 CDSMD 第 17 条

与《数字服务法案》（DSA）的衔接进行了研究，该法案的

最终版本在本报告的最后阶段达成一致。

第四章分析了我们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比较研究的结果。

这些调查结果是根据在 CDSMD 执行到期日之前和之后与十

个成员国的国家专家进行的两份法律调查问卷得出的。第一

阶段调查问卷侧重于这一法律领域的现状。第二阶段调查问

卷专门针对国家实施 CDSMD 第十七条的情况以及实施的后

果。收集的数据突出了成员国法律制度在第 17 条之前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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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之处，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使人怀疑欧

盟在这一领域的协调规定是否有效。

第五章使用定性方法绘制出关键社交媒体平台的版权

内容审核结构，重点是其条款和条件以及自动化系统。本

章首先介绍了 15 个平台样本所采用的公共文件和规则的实

证结果，这些平台分为主流平台（Facebook、YouTube、

Instagram、Twitter、SoundCloud）、替代平台（Diaspora、

Mastodon、DTube、Pixelfed、Audius）和专业平台（Vimeo、

Twitch、Pornhub、FanFiction、Dribble）。它还对六个案例

研 究（Facebook、SoundCloud、PornHub、FanFiction、

Diaspora 和 DTube）的版权内容审核规则自这些平台推出以

来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纵向研究，并对三个自动版权内容审

核系统进行了比较：内容 ID（YouTube）、Audible Magic（多

个平台）和 Rights Manager（Meta/Facebook），并对最后

一个系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然后，本章提出了两个双重过程似乎标志着平台版权内

容审核结构的演变：（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结构变得更

加复杂（更多规则，分布在更多类型的文档上），以及隐晦（更

难访问和理解）；（2）对版权内容审核的控制强烈倾向于平

台本身，这一发展有助于将权力集中在平台和大型版权持有

者手中，而牺牲了普通用户和创作者。虽然并非对我们分析

的所有平台都同样如此，但复杂化 / 不透明化和平台化 / 集中

化似乎是版权内容审核私人监管的近期历史上最明显的发展。

最后，第六章总结了我们对未来政策行动的分析和建议

（第 290-302 页）。

对未来政策行动的建议

这是一份跨学科绘图报告，随后将是一份规范性和评价

性报告。因此，以下建议仅限于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分析类型，

应据此理解。这些建议将在稍后阶段进行修订和更新，以反

映我们随后的研究。

考虑到法律的不确定性和 DSM 在版权内容审核方面的碎

片化，我们建议委员会审查其关于第 17 条 CDSMD 的指导意

见（COM/2021/288 final），以便就 OCSSP 的定义提供更

明确的指导，尤其是针对中小型在线平台。

国家立法者应审查其国家对 CDSMD 第 17 条的转化，以

充分承认第（7）款中的例外和限制的性质为 “ 用户权利 ”，

而不仅仅是抗辩。

我们进一步建议委员会审查其指南，以便从欧盟法律的

角度提供关于在国家法律中执行第（7）款 “ 用户权利 ” 的具

体影响的指南。这应尽可能包括关于用户及其代表（如消费

者组织）可能针对 OCSSP 采取何种行动以保护其权利的具

体指导。

国家立法者应审查其国家对 CDSMD 第 17 条的转化，以

确保第（9）款规定的事后申诉和补救机制不是确保用户权利

适用的唯一手段，而是符合法院在 C-401/19 号案件判决中的

一种补充手段。

我们还建议更新委员会的指南，以充分反映法院在

C-401/19 案中关于第（9）款所述申诉和补救机制的补充作用。

委员会应审查其指南，使其与法院在 C-401/19 案件中的

判决明确一致，即澄清：（1）如果 OCSSP 的内容审核系统

能够区分合法和非法内容，而无需供应商进行 “ 独立评估 ”，

则 OCSSP 只能部署事前过滤 / 封锁措施；（2） 此类措施只

能用于明确和严格定义的 “ 明显侵权 ” 内容类别；（3）此类

措施不能用于其他类别的内容，例如 “ 指定内容 ”。成员国应

进一步调整其国家对 CDSMD 第 17 条的执行，以反映这些原

则。

在实施这些原则时，委员会和成员国可以考虑总检察长

意见中提出的方法，即如何将过滤器的应用限制在明显侵权

或 “ 同等 ” 内容，包括所有其他上传内容应受益于 “ 合法性推

定 ”，并受制于第 17 条所载的事前和事后保障措施，尤其是

司法审查。特别是，总检察长强调了立法机构的主要目标，

即通过确保低 “ 误报率 ” 来避免过度封锁。考虑到判决的要求，

为了确定内容过滤工具的可接受错误率，这种方法意味着 “ 明

显侵权 ” 内容的概念只应适用于上传的内容，该内容与权利

持有人提供的符合第 17（4）（b）和（c）条 CDSMD 要求

的信息相同或几乎相同。

委员会应审查其指南，以澄清 DSA 的责任框架和尽职调

查义务章节中的哪些条款适用于 OCSSP，尽管存在 CDSMD

第 17 条的特别法，但应在 CDSMD 的第 17 条第（10）款规

定的委员会权限范围内。

在欧盟层面上，欧盟机构，特别是委员会应探讨版权法

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解决与在线平台上受版权保护内容

货币化相关的内容审核行动的规则（例如，CDSMD 第 18 至

23 条），以及在此领域需要采取多大程度的政策行动。特别

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线平台和上传用户的合同关系的不平衡性

质，以及他们薪酬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在欧盟层面，欧盟机构，特别是委员会应探讨 DSA 关于

透明性和访问 OCSSP 和非 OCSSP 托管版权保护内容的数

据的规定的应用，以及研究并在适当时建议欧盟层面的行动，

就其版权内容审核活动在在线平台上规定透明度和数据访问

义务。根据 UrhDaG 第 19（3）条关于信息权的规定，德国

国家转化的设计和实施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在这种情况下，

应特别注意评估要求研究人员偿还平台与遵守此类要求相关

的费用的潜在负面影响。委员会应尽可能在其修订版关于第

17 条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企业点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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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
国际经贸篇

为了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风险防范，积极引导、助力

本市企业加强国际化经营中的合规管理，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高度重视，将国际经贸合规工作纳入了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公

平贸易公共服务项目予以支持。2022 年，相关机构在充分调

查、研究和访谈的基础上，编写《2022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

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简称 “《指南》”）。需要说明的是，

《指南》在 2021 年版本的基础上全面修订和扩充热点，体现

近阶段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合规发展趋势。

我们建议，如希望构建和梳理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合

规体系框架，企业可以循序渐进地逐章细读，也可以选择感

兴趣的章节重点阅读。特别是，企业可以就跨国经营合规的

常见法律风险，参考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对建议，完善自身

的合规管理体系。

那么，《指南》能提供哪些关键信息呢？

一方面，重点分析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可能面临的共性

问题，涉及国际贸易常规风险防范、海关事务、知识产权、

贸易救济措施、反腐败反商业贿赂；另一方面，突出分析特

定行业（比如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的专有问题

并提供合规建议，涵盖出口管制、经济制裁、数据保护、供

应链安全、ESG 体系与企业合规。

此外，《指南》的亮点之处在于，围绕本年度的热点和

前沿问题展开，简化背景介绍，侧重分析风险，注重实务建议。

主要包括：

第一，因俄乌冲突升级，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对俄罗斯相关实体和个人

实施严厉的制裁，涉及金融、交通、航空服务、进出口贸易

等诸多领域。由此，经济制裁章节中新增美欧等制裁俄罗斯

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应对建议。

第二，大数据浪潮之下，跨国贸易的企业，不但需要关

注商品的流动，同时也需要关注数据的跨境流动。一旦涉及

到数据的跨境传输，则需额外重视贸易中因数据传输产生的

法律合规问题。相关利害关系方企业，应及时了解重要数据

及个人数据的跨境传输监管要求，以确保企业合规运营。由此，

数据保护章节中新增数据跨境传输合规指引。

第三，美国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出台法案，规定全面

且苛刻的限制和制裁措施，目的在于防止从中国进口所谓的

强迫劳动产品，重点产品涉及棉花、番茄、光伏产品。由此，

新增供应链安全章节的详细解读，强调对供应链溯源的合规

排 查， 应 对 美 国

采用扣留、排除、

扣押 / 没收等措施

阻止产品入境的风

险。

第四，在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大背

景下，ESG 概念逐

渐演绎成为一种投

资理念和受法律约

束的部分企业评价

标准。中国企业了

解与制定策略应对

ESG 合规是企业应

对行政监管、提升企业投资价值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

由此，新增 ESG 体系与企业合规章节的具体指引。

从行业角度看，我们建议，纺织服装行业重点关注供应

链安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行业重点关注出口管制和经济

制裁风险。

从国别角度看，美国和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

一，企业必须及时跟踪了解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政策合规动向。

为此，《指南》侧重于介绍应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经济制裁

和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建议措施，回应美国利用更多贸易工具

所带来的合规新挑战。

从业务角度看，《指南》聚焦于贸易合规以及与之相关

的供应链合规，较少涉及国际投资领域的合规。

合规不是一种新的时尚。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法治化

和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 中国企业，

尤其是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企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合规

的新需求。在中国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不断

提升的情况下，针对中国产品、服务和知识产权的阻击战也

此起彼伏。在此种背景下，中国企业尤其需要警惕各种 “ 雷区 ”，

从而预防风险、减少损失。

我们建议：

· 提高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这一点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中，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关键时点显得尤为重要；

· 世界是复杂、多样和多变的，不要以国内的知识和思维

惯性对待发生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和事，而是以更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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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更全面的视角审查和判断企业的交易对象、所处环境，

以及它们的内在逻辑和变化；

· 强调和重视经营风险不是为了举步不前，而是在可承受

的范围内接受和管理风险；

· 合规首先在于建立和强化合规意识，这是一切行为的源

头和起点；

· 企业 “ 一把手 ” 是首席合规官，应当对其所有人（不管

是否是 “ 一把手 ” 直接负责或领导的）和所有行为（不管是否

是 “ 一把手 ” 亲自指挥或决策的）负责；

· 期待企业各部门和员工自觉遵守，或者喊着合规的口

号但没有体系保障的合规都是不可依靠的 —— 企业应当建立

“ 从上而下 ” 的合规管理体系；

· 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对照采用一些国家主管部门和行业发

布的各种合规指引和合规标准；

· 长期来看，企业应当致力于构建合规文化，这才是长久

的力量。

欢迎会员企业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获取电子书快

速阅读。

或与我们联系，获取纸质材料，联系电话：姚老

师 021-50811048

技术贸易措施
RCEP 技术性贸易措施指南（出口玩具篇 • 下）

来源：12360 海关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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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玩

具企业开拓 RCEP 市场提供指导，上期小编主要围绕 RCEP

成员国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 新西兰、马来西亚等的玩

具技术性贸易措施情况进行介绍，本期，小编将继续解读

RCEP 成员国中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等的相关情况。

越南

01 监管机构

越南玩具安全标准是由标准计量质量总局（STAMEQ）

制定，该机构是越南科学和技术部下属的政府机构，负责就

该国标准化、计量、生产力和质量管理领域的问题向政府提

供建议，与其他部门协调进行货物质量检查，管理合格评定

和认可活动等。进口玩具由海关放行。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10 年 4 月 15 日起，越南制定的《儿童玩具安全国家

技术法规》QCVN 3:2009/BKHCN 正式生效，越南本地生产

和进口玩具只有通过依法认证、公告和粘贴安全标志（CR 技

术法规合格标志）后，才能上市流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 玩 具 安 全 技 术 法 规 QCVN 

3:2019/BKHCN[1] 正式生效。

03 合格评定程序

1. 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儿童玩具必须符合《儿童玩具安全

国家技术法规》QCVN 3：2019/BKHCN 要求，加贴符合性

标志（CR 标志）方可在市场上流通。

2. 进口儿童玩具必须按照第27/2012/TT-BKHCN号通知 [2]

及其补充规定第 07/2017/TT-BKHCN 号通知进行进口商品质

量国家检查登记和质量检查。

3. 儿童玩具的符合性声明应以第 107/2016/ND-CP 号法

令 [3] 规定的经营领域注册认证机构的认证结果为依据，或根

据 2007 年 10 月 31 日科技部第 27/2007/TT-BKHCN 号通知 [4]

《指导签署和实施相互承认一致性评价结果的协定和协定的

规定》予以承认。

4. 认证测试必须按照第 107/2016/ND-CP 号法令、第

154/2018/ND-CP 号法令的规定进行认证测试，或根据第

27/2007/TT-BKHCN 号通知的规定进行认证。测试机构的测

试范围必须符合本技术法规的规定要求。

5. 合格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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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越南进出口清关需要 38/2015/TT-BTC[5]、39/2018/

TT-BTC[6]、60/2019/TT-BTC[7] 和 06/2021/TT-BTC[8] 规定的

各种文件。此外，由于新《海关法》的实施，原则上必须进

行电子清关。

04 温馨提示

出口越南玩具企业须重点关注《儿童玩具安全国家技术

法规》检测项目、方法和标志等要求，以及合格评定程序部

分关于进口商品质量国家检查登记和质量检查等要求。此外，

越南玩具标准采用国际标准 ISO、欧盟标准 EN 系列标准，

而我国 GB  6675 修改采用 ISO 8124，须关注标准间的区别。

菲律宾

01 监管机构

菲律宾玩具监管技术法规由卫生部（DOH）制定发布，

玩具安全标准 [9] 是由贸易与产业部（DTI）制定。进口玩具

由海关（BOC）放行。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07 年 9 月，菲律宾卫生部发布《关于为制造、进口或

分销供菲律宾市场的玩具公司发放经营许可证（LTO）的法

规（第 2007-0032 号行政命令）》[10]，要求所有在菲律宾进口、

分销和制造的玩具均应符合菲律宾国家玩具安全标准及其后

续修正案。2009 年 1 月，菲律宾卫生部发布该法规的修订指

南 [11]，增加 “ 如果菲律宾国家标准未涵盖的玩具产品存在安

全问题，则以现有的相关国际标准为准 ” 等要求。

2013 年 9 月，菲律宾发布《2013 年菲律宾玩具和游戏

用品安全法案（公共法案第 10620 号）》[12]，要求所有在菲

律宾进口、捐赠、分销和销售的本地或国际制造的玩具都应

符合菲律宾玩具安全国家标准 （PNS） 中关于安全标签和

制造商标记的规定，包括《菲律宾消费者法案（公共法案第

7394 号）》的相关规定。

03 合格评定程序

1. 所有玩具制造商、分销商和进口商应通过卫生设备和

科技局（BHDT）在卫生部申请经营许可证 （LTO）。经营

许可证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为 3 年，除非根据卫生部的规定

提前暂停或撤销，否则可续签。

2. 所有本地玩具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必须为在菲律

宾制造、进口或分销的每批 / 次产品获得合格证书。申请后，

应将每种玩具的最终包装中的玩具样品提交给 BHDT。

3. 所有玩具进口商应在进口前向卫生设备和科技局提交

包含有所有型号玩具样品的 “ 测试报告 ” 以获取 BHDT 的 “ 海

关放行许可 ”。

4.“ 测试报告 ” 须由卫生部认可或 ILAC/APLAC 相互承认

（MRA）的实验室提供。

5.BHDT 应对企业进行检查、监督和监督，以确定是否符

合第 2007-0032 号行政命令。

6. 任何违反第 2007-0032 号行政命令的个人或实体，一

经定罪，将处以不少于一千比索的罚款、不少于 6 个月但不

超过 5 年的处罚。

04 温馨提示

出口菲律宾玩具企业须重点关注《关于为制造、进口或

分销供菲律宾市场的玩具公司发放经营许可证（LTO）的法规》

标准要求、《2013 年菲律宾玩具和游戏用品安全法案（公共

法案第 10620 号）》标签要求和《铅和铅化合物化学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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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温馨提示

出口泰国玩具企业须重点关注《工业产品标准法》标准、

检查、标志、资料等要求以及 TIS 685-2540 与我国 GB 6675

标准间的差异。

印度尼西亚

01 监管机构

印度尼西亚对玩具产品负责监管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标

准总局（BSN），主要负责起草、制定、颁布、实施和协调

SNI 国家技术标准。进口玩具由海关放行。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14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新玩具国家标准》生效，

要 求 强 制 遵 守 24/M-IND/PER/4/2013[16] 和 22/M-DAG/

PER/5/2010[17] 要求。在印度尼西亚生产或进口的儿童玩具都

需遵守印度尼西亚标准（SNI）和技术规范要求。

03 合格评定程序

1. 玩具制造商生产的玩具须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并

取得产品认证机构（LSPro）颁发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认证

标识。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认证标识的颁发应符合国家标准

指引 302:2006。

2. 印尼海关收到的标准涵盖的产品报关单，要求附有印

尼国家标准（SNI）文档，且必须标有 SNI 标识。如果不符

合规定，货物将被要求退运。

3. 玩具制造商或进口商在获得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认证

标识后，每件出口产品和 / 或包装上都应贴有印度尼西亚国

家标准商标。玩具产品和 / 或包装遵守贸易部编号 22/M-DAG/

PER/5/20104 的标签要求。

4. 为了获得认证和标识，制造商或进口商必须经过与印

度尼西亚指定的认证机构（LSPro）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实验室

或产品认证机构或由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根据新玩具

标准，对产品进行偶氮染料、邻苯二甲酸酯和甲醛抽样与测试。

指令（COO）》[13] 铅的要求。此外，菲律宾 2000 年后制定

的玩具标准一般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8124），特殊玩具

品类修改采用美国标准（ASTM），2000 年前部分采用菲律

宾标准（PNS），而我国 GB6675 亦修改采用 ISO 8124，须

关注采用 ISO 8124 的版本，以及美国标准（ASTM）、菲律

宾标准（PNS）的项目及要求。

泰国

01 监管机构

泰国玩具的主要监管机构是工业部下属的泰国工业标准

协会（TISI），负责制定泰国国家标准 TIS[14]，并根据 TIS 标

准开展自愿性产品认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玩具由海关放行。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在泰国市场销售的玩具需要符合泰国《工业产品标准法

（Industrial Product Standards Act）》[15] 中的相关要求，该

法案详细规定了泰国产品认证的标准、标志、测试和认证等

原则性的要求。

03 合格评定程序

《工业产品标准法》规定，工业产品生产者，必须按皇

家法令要求的标准进行生产，并在理事会主管官员检查并获

得许可后，才能在其工业产品上加贴标准标志。

许可证的申请、检查和颁发许可证应按照部级条例规定

的规则和程序。

另外，在颁发许可证时，理事会可以书面规定条件，要

求被许可人遵守以下事项：

（1）对控制工业产品质量符合标准程序的规定；

（2）对标准标志使用期限的规定；

（3）对支付工业产品检验费用期限的规定。

申请 TISI 许可通常包括资料提交，产品检测，产品质量

控制系统评估等步骤，这就要求泰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不但需

要符合相关的标准并加贴认证标识，同时还要求制造商有完

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保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

TISI 的产品认证包括强制认证和自愿认证，其中玩具属

于强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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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或欧美标准，新加坡原有 SS474 系列玩具标准撤销。

03 合格评定程序

1. 制造商 / 经销商要保证产品按照上述标准经过测试合

格或者获得认证，并向客户提供必要的警告 / 警示语，说明使

用产品可能存在的或潜在的伤害或风险。

2.SPRING 负责在市场上检查产品是否有安全问题或缺

陷，是否在产品上提供警示语或警告。一旦货品被发现不符

合标准而且商品问题影响范围很广，将会公布相关消息，同

时要求厂商将货品下架或回收，并通知客户产品存在安全疑

虑。商家最迟必须在政府公布消息后，隔天停止销售有安全

疑虑的产品或展开召回，否则可能被罚款高达 2000 新加坡元

或监禁长达 12 个月，或两者兼施。重犯者最高可被罚款达 1

万新加坡元或监禁长达 24 个月，或两者并罚。

3. 新加坡进口玩具枪需要由警察局开具许可证明后方可

进口。玩具纸钞和硬币禁止进口。

04 温馨提示

新加坡原有 SS 474 系列玩具标准已撤销，新加坡海关

可以接受国际或欧美玩具标准，而我国 GB 6675 为修改采用

ISO 8124 的标准。出口新加坡玩具企业须重点关注玩具枪、

玩具纸钞和硬币等许可或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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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温馨提示

出 口 印 度 尼 西 亚 玩 具 企 业 须 重 点 关 注 22/M-DAG/

PER/5/2010 标签要求和 24/M-IND/PER/4/2013 检测项目、

方法、认证和标识等要求。此外，印度尼西亚玩具标准修改

采用 ISO 8124 、IEC 62115、EN 71，而我国 GB 6675 亦修

改采用 ISO 8124，须关注相关标准间的差异。

新加坡

01 监管机构

新加坡对玩具产品负责监管的主要是贸易和工业部

（MTI）。MTI 下设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负

责相关标准制定和监督实施。进口玩具由海关放行。

02 技术法规和标准

2011 年 4 月，新加坡正式实施《消费者保护（消费品安全）

条例 2011（CGSR）》[18]。该法规将消费品分为两类，第一

类产品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或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

已制定或采纳并颁布安全标准的消费品。第二类产品是指除

了第一类产品其余所有的消费品。玩具属于第一类，采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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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印尼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说起印度尼西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巴厘岛撩人的

海滨风光，还是咖喱鸡和椰浆饭？这些可能是游客关注的，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吸引他们的还有更多。近年来，东盟超

越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合作日益

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越来越青睐投资东盟国家。随着当

地政府近年来招商引资力度的逐步加大，中国企业的投资目

光正聚焦于印尼、老挝、柬埔寨等欠发达地区。

自然环境优越

地理位置

印尼位于亚洲东南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由

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 17508 个大小岛屿组成，国土面积

191.4 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 316.6 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专

属经济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马来西亚接壤，

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隔海相望。

自然资源

印尼自然资源丰富，有“热带宝岛”之称。盛产棕榈油、

橡胶等农林产品，其中棕榈油产量居世界第一，天然橡胶产

量居世界第二。富含石油、天然气以及煤、锡、铝矾土、镍、

铜、金、银等矿产资源。

气候条件

印尼地处热带，全年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气温为 25-27

摄氏度，湿度为 70%-90%。印度尼西亚有两个季节，对于印

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而言，通常每年 4 月至 10 月为旱季，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雨季，没有夏季或冬季的极端情况。

政治环境稳定

人口和行政区划

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根据 2020 年印尼第七次人

口普查，印尼人口总数为 2.7 亿人，其中爪哇岛人口达 1.5 亿

人，占全国总人数的 56.1%，该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岛屿。

印尼分 31 个省、2 个特别行政区和 1 个首都地区，有

396个县、93个市。首都雅加达人口1056万1，是全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他的主要经济城市包括泗水、万隆、棉兰、

三宝垄和巨港等。

政治制度

印尼实行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

同时掌管三军。总统、副总统均由全民直选产生，任期 5 年，

总统可连任一次。现任总统为佐科·维多多，副总统为马鲁夫·阿

敏，本届内阁于 2019 年 10 月组建，任期至 2024 年。现行

宪法为《“四五”宪法》。

主要党派

印尼实行多党制。1975 年颁布的政党法只允许三个政党

存在，即专业集团党、印尼民主党、建设团结党。1998 年 5

月解除党禁。2019 年大选中，共有 16 个政党参选，9 个政

党获得国会议席，民主斗争党蝉联国会第一大党。

外交关系

印尼奉行独立自主的积极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坚持

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印尼是万隆

会议十项原则的重要发起国之一，是 G20、亚太经合组织、

东盟、亚非新型伙伴关系、七十七国集团、伊斯兰会议组织

等国际/地区组织的倡导者或重要成员。印尼坚持以东盟为“贯

彻对外关系的基石之一”的原则，在东盟一体化建设和东亚

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坚持大国平衡原则，与美国、中

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世界主要力量保持友好关系。

主张多边主义，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千年发

展目标、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安全、世贸组织

谈判等。借助“民主温和穆斯林”的国家形象，积极沟通伊

斯兰与西方世界，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与印尼于 1950 年 4 月 13 日建立外交关系。近年来，

两国高层访问和接触频繁，副总理级对话机制、经贸联委会、

防务磋商、海上技术合作委员会等磋商合作机制运行顺畅，

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社会文化独特

民族和语言

印尼有 300 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人口总数的 45%、

巽他族占 14%、马都拉族占 7.5%、马来族占 7.5%、华人约

占人口总数的 5%。华人在印尼商贸和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印尼有 200 多种民族语言，官方语言为印尼语。

宗教和习俗

印尼约 87% 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

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逊尼派。6.1% 的人信奉基督教新教，

3.6% 的人信奉天主教，其余的人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

物教等。印尼民族服装“巴迪”衫是由传统的蜡染布制成，

被称为“国服”。

到印尼一定要注意的是：禁食猪肉、禁酒；男士遇到女

士一般不主动握手，若对方伸出手，可以轻握；认为左手不洁，

不用左手接受礼物或递交物品；印尼人视陌生人触摸自己的

头部为粗鲁无礼的行为。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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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航运而生——专访上海市浦东国商会航空航天产业与技术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昂际航电 ( 中航通用电气民用航电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张元中

昂际航电因 C919 而生 开启中国民机航电本土化进程

如果说航空制造业是工业 “ 皇冠 ”、

引领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升级，那么捧

起这只皇冠的则是一双双匠人之手。

2008 年 11 月，我国启动了 C919 大型

民用客机项目的研制，开启了我国航空

制造业的新征程，也开创了我国制造业

产业升级的先河。如今，C919 大型客

机交付在即，我们即将见证这只工业 “ 皇

冠 ” 的魅力，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那一

双双捧起这只皇冠的匠人之手，这其中

一双就是昂际航电。

昂际航电是由航空业两大领先企业

GE 公司和中航工业集团平股合资组建

的企业，在成立之初就承担了为中国的

民用航空制造提供最大助力的使命。在

过去的十年征程中，昂际航电凭借着对

中国航空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坚定承诺、

母公司强大的技术传承、丰富的市场资

源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紧随行业需求

与发展，从无到有、不但全力保障了核

心客户中国商飞 C919 项目的成功，连

续 7 年被中国商飞评为 “ 年度优秀供应

商 ”，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更大范围的合

作、赋能国内及周边国家飞机制造业的

发展。

新冠疫情带给航空业的冲击是我们

始料未及的，俄乌争端又平添变数，而

刚刚发生的空难则为行业的前景笼罩上

了一层阴霾。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民用

航电这个朝阳行业的发展势头。作为行

业领军企业的昂际航电，凭借其综合模

块化航电解决方案（IMA）等革命性产

品以及全球化的人才理念，通过推动敏

捷开发和顺应本地市场巨大的发展需

求、不断为民用航空制造业带来更可靠，

更安全，更便捷的解决方案，助力行业

复苏和安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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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在新冠疫情对于全球航空业的影响和俄乌争端带来

的不确定性，张元中认为尽管新冠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是巨

大的，导致了航空业的发展整体倒退了两至三年，航空公司

的飞机利用率大大降低，有些甚至面临重组，倒闭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行业价值链上的航空制造业以及 MRO 维修产

业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不但飞机交付数量大幅减少、一些飞

机处于闲置状态，同时维修需求也显著减少，有些老旧飞机

甚至直接面临提前淘汰。但是，在这些有目共睹的情况面前，

疫情也给航空业带来一些新的契机，让这个行业沉淀下来，

开始重新探索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比如有些航司在调整和优

化机队，制造商在梳理未来航空产品的发展策略，着力于航

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等等。

国内的民用航空制造产业的主要项目目前还处于研发测

试和适航取证阶段，对参与其中的昂际航电而言，如何在疫

情下保持高效率的工作，支持好中国商飞在 C919 项目上的

取证以及交付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种情况无形中又扩大了我们国产民机产品的市场窗口期。

对于俄乌冲突，张元中说：“ 俄乌争端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对全世界的经济和发展都造成了冲击。目前带来的供应链的

不稳定性、原油价格的上涨和运输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航空业

的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影响是短暂的，

同时期待不久争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目前，我们专注于支

持中国商飞 C919 的交付支持，同时密切地跟踪和积极应标

中国商飞下一代宽体机项目。另外，我们也在积极拓展新的

市场领域，研发适合更广客户群的航电产品和技术。昂际将

持续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继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

管理我们的业务活动。”

民用航电是一个新兴的朝阳行业，对于这个行业的前景和

下一个十年所能展现的图景，张元中认为不止航空电子，整个

电子产业都是新兴的朝阳行业。电子产品的创新改变了人类的

生活方式及工业制造模式，正在往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比如

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不断增强的辅助驾

驶及自动驾驶功能，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的驾驶体验。同样是

交通运输的飞机，也正趋于更先进，智能化和自动化。其中，

作为飞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航电系统是最大的功臣，比如昂

际的开放式综合模块化（IMA）核心航电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具

有革命性的产品。航空电子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飞机的更新

换代，将赋能整个航空业向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实现双碳

目标迈出跨越性的一步。人工智能 AI 技术或许很快会应用到

下一代的航空电子设备中，使得未来飞行更智能、更安全。

“ 近一两年我们看到国内已有众多新兴企业纷纷涌入航

空电子市场，投巨资建立全新的研发能力，致力于航电产业

的发展。在民用飞机上，航空电子系统确保了飞机更加安全

和高效地飞行，其航电系统产品总价值也占到了整机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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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据某咨询公司 2020 年中国航电系统的市场分析，

未来 20 年，民机航电系统市场总规模或将达到 2,827 亿美元，

其市场潜力可谓巨大。” 张元中说。

张元中认为，航空电子这一领域在深度和广度都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在深度上，从基础芯片和操作系统的本土研发

到硬件上做到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功能更强、能耗更低、

系统集成度更高、开发更便捷；在广度上，从提供更丰富的

共享资源，到集成更多的系统功能等等。这些方面有很多的

市场空间留给昂际、我们的合作伙伴乃至我们的竞争对手共

同探索发展。随着航电系统综合化、模块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以及集中式、封闭式的综合模块化航电（IMA）架构逐步向分

布式、开放式的架构发展，航电系统的未来将向小型化、高

度集成化、智能化，低碳环保化方向发展，而这也正是昂际

的研发和发展方向。昂际致力于研发适用于不同机型的下一

代 IMA，使其更轻，更小，功能更强，集成度更高，更可靠，

更安全，更便捷。

“ 航空电子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航空电子产品需要具备

高可靠性，高完整性，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几百

次的迭代，这对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来说，需要具备无限热忱和

坚定承诺，耐得住寂寞，拥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深耕航空电

子的研发，致力于对客户及行业开发高价值的产品。”张元中说。

昂际航电作为 C919 民用客机核心航电系统的供应商与

集成商，自 2012 年正式成立以来已走过了辉煌的十年。如今

C919 交付在即，对于昂际航电未来将如何加深与国产民机的

合作以及如何深度融入中国民航业的发展方面，张元中认为，

昂际因 C919 而生，十年前，昂际的母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和 GE 航空集团凭借对中国航空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坚定承

诺、怀揣着共同的愿景成立了一家专业提供民用航电产品和

服务的合资企业 -- 昂际航电。得益于母公司强大的的技术传

承，丰富的市场资源以及雄厚的资金支持，昂际航电从无到有，

紧跟行业需求与发展，在过去十年经历了长足的增长。昂际

以波音 787 航电系统的技术转让为起跑线，到 C919 航电包

的交付支持测试取证，再到现阶段支持 C919 的交付，整个

过程是非常成功的。昂际的十年也许在中国航空梦的历史长

河中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这十年确是昂际最好的起步。

“ 大飞机一直都是中国航空梦中的一部分，ARJ21 支线

客机已成功运营，C919 即将交付，下一代宽体机正在研发中，

未来我们期望为新一代宽体客机及新的支线飞机的研制继续

贡献我们的专长和努力。过去十年为昂际奠定了未来发展的

基石，我们将在技术转让的基础上拓展研发能力，开发更加

本土化的航电解决方案。我们的维修管理系统，对未来城市

新型交通工具的探索，标志着我们对未来航空发展的期待。

我们在确保全力支持核心客户中国商飞项目成功的同时，也

在积极与国内及周边国家其他飞机制造商探讨合作机会。我

们相信，凭借过去十年的积淀，我们本土化的工程师团队及

解决方案可以赋能国内及周边国家飞机制造的发展，使飞行

更安全、舒适、便捷、环保。每一位昂际人都牢记我们的使命：

让飞行更美好。” 张元中说。

从全球航空运输业的视角来看，中国航空市场的发展前

期十分可观。十四五期间中国民用机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并

升级提升运营保障能力，包括建设新的综合交通枢纽及专业

的大型货运枢纽，这些举措将推动运营机队的稳步增长。

《十四五规划》也特别强调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提出了建设智慧民航的理念。昂际顺应本地市场巨大的发展

需求，适时调整规划了公司的五年发展战略，在引入敏捷开

发方面已卓有成效。昂际的 AI 语音识别技术通过对驾驶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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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自动判读，评判飞行操作的规范度，识别安全隐患，已

在部分航司使用。同时，为了实现客舱的无线互联、提升乘

客的数字化体验，昂际还开发了完全本土知识产权的 Ku 波段

高通量卫星天线。民航局不久前颁布了《中国民航新一代航

空宽带通信技术路线图》重点规划 5G ATG + 北斗定位导航

的发展路径，昂际在运输飞机机载北斗定位追踪设备领域的

研究已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预期不久会实现装机实验，向取

证交付的目标迈进一大步。此外，针对迅猛发展的航空货运，

昂际也研发了机载集装箱及货盘实时定位追踪的产品，帮助

货运航空公司提升设备的周转使用效率。

中国民机航电领域的市场空间巨大，但是竞争也非常激烈，

张元中对于昂际航电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在维持这一竞争力方面

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进入航电市场的门槛非常高，从这个

角度讲，国内市场空间相对其实比较小。昂际之所以能立足于

这个市场，一方面得益于双方母公司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拥有行业内顶级的合作伙伴如 GE 航空集

团、中航航空电子等。在公司成立初期，昂际通过将波音 787

的航电技术进行技术转让，很快的应用到 C919 上，这在当时

属于最先进的开放式 IMA 航电架构，这一做法不但形成了本

地化的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同时也奠定了昂际发展的高起点。

在技术转让的同时，昂际航电还继承了母公司严谨的工

作流程。航空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尤其是航电系统，流程决

定产品的成败。昂际严谨的工作及研发流程伴随着中国商飞

走过了整个 C919 项目过程。不仅为 C919 提供先进的航电系

统产品，更提供从测试，取证全周期的技术服务，同时昂际

的MRO解决方案也为将来C919正式运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这在国内目前没有其他公司可以比拟。

未来，昂际航电将专注于继承母公司的技术优势和精髓，

在严谨的流程下，更高效的为客户交付产品。

作为一家合资公司，昂际航电在 “ 本土化 ” 方面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成就，对于未来如何布局和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张

元中表示，昂际本身其实是一家本土企业，虽然是中外合资

企业，但是昂际的注册地在上海。在公司成立初期，双方母

公司派驻了很多技术专家及管理团队带领本土团队分析、开

发和转让技术，当时外派专家的比例占到 50% 以上。 但是，

经过这十年的磨练，昂际现在已经完全建立了本土的研发能

力，近 300 名员工中的 80% 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绝大部

分是由昂际直接雇佣并培养的，超过 1/3 的工程师具有 10 年

以上航空领域从业经验。昂际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包括

管理人才。昂际与中国商飞、GE 合作共同启动了 GCAT 全

球人才培养计划，持续 3 届，共培养高级人才 11 名，这些高

级人才持续在中国商飞，GE，昂际航电等多家公司进行轮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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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各公司的工作环境，不断积累学识和经验，百炼成

钢后成为昂际的技术骨干。

本土化的技术团队更有利于与国内客户的沟通交流，同

时可以高效地根据客户的需要快速响应，航电的维修周期因

此能大幅度缩短。在 C919 项目中，昂际就致力于开发本土

化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将本土化的技术积极应用于推动下一

代产品的研发，不断增强昂际的竞争力。

除了深耕航空制造以外，昂际航电还在积极拓展新的业

务领域，比如航空维修服务（MRO），对于这一块业务的前景，

张元中表示，在航空业中除了新产品，MRO 是商业成功的一

个重要环节，在疫情期间，MRO 的供应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国内的产品在疫情影响下无法运输或者需要支付高昂

的运输费用，导致维修周期的延长，这直接影响了飞机制造

商及航司运营效率。昂际致力于服务本土客户，特别是中国

商飞一直是我们的核心客户。昂际开展 MRO 业务主要目的

一是促进商业成功，二是为 C919 的量产及进入市场服役做

准备。昂际自 2018 年开始建设维修站 MRO，目前已取得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双重

认证，是亚太区唯一原厂授权的波音 787 核心航电系统维修

站。尽管昂际航电目前的 MRO 业务始于波音 787，但未来将

为 C919 运营支援做好充分的准备、高效地帮助航司减轻维

修负担。此外，面对市场需求，昂际利用现有的业务优势积

极拓展其它机型的航电设备维修能力，比如不久前经审核增

添的 DCDU ( 数据链控制和显示单元 ) 新维修能力。

对于昂际航电 MRO 的未来发展方向，张元中表示将有

几个特点：1. 数字化，疫情爆发促使许多 MRO 公司开始试

验或提供 AR 等远程协作技术服务；2. 本地化，疫情发生后，

专注于国内业务的航空公司相对于拥有更大国际网络的竞争

对手拥有天然优势，随着运力的调整变化，MRO 市场服务的

客户群将更加本地化、区域化；3. 灵活性，考虑到民航业乃

至整个经济领域充满了不确定性，昂际航电的 MRO 业务提

供的产品服务包将是更加灵活、更符合航司客户需求以及更

具市场竞争力的的多种一体化解决方案，以支持用户适应不

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在航空史中，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时不我待的

张元中带领着昂际航电，借助其母公司强大的技术、市场和

资金实力开启了中国民机航电的本土化进程，不仅在技术上

助力中国的大飞机飞翔蓝天，同时为中国民机产业培养了大

批亟需的人才。面对多变的外部环境，在深耕核心业务的同时，

张元中带领着昂际航电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紧随未来发

展趋势，为行业的恢复和未来的更可靠、更便捷、更安全的

航空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坚守着自己的航空业匠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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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经贸形势正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加剧了国际间

的紧张气氛与隔阂，致使全球贸易行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为帮助会员企业及时了解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更好把握

贸易投资新动向，提升贸易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我会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举办 2022 国际经贸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

为 “ 新形势 新挑战，探寻国际经贸形势的破局之道 ”。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政府、

行业等多方面的专家围绕近期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与企业风险

防范做专题分享，近 40 位企业代表莅临会场，线上直播间超

500 人次观看。

我会成功举办 “ 新形势新挑战，
探寻国际经贸形势的破局之道 ” 国际经贸论坛

投稿：会员服务部

 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陆启星为本次活动致辞。他表示，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已发生明显变化，

浦东新区商务委始终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推动贸易高质量发

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兴

业态，促进外贸平稳发展。希望更多企业关注本次论坛，加

强合作交流，主动推进转型升级，共同为浦东外贸的发展贡

献力量。

主题演讲环节中，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邵

宇以 “ 双循环与全球化的新征程 ” 为主题，从宏观视角与我们

分享了近期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经济数据波动等情况，并从

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分析了国内外经贸投资领域的潜在动

向。

宁波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宋泉伟围绕 “ 近期

人民币汇率走势 ” 分享了近期人民币、欧元、日元等主要货

币的外汇走势并根据后续市场可能的走向为企业提出数条策

略建议。

海华永泰律所高级合伙人余盛兴在线上为企业带来 “ 案

说国际经贸新趋势和新机会 ” 主题分享，从生动的案例出发，

对企业如何提升供应链、价值链安全性及防范国际经营风险

等方面给出参考路径。

本次浦东国际商会国际经贸论坛圆满结束，三个多小时

的专题分享让每一位企业代表都收获满满。在日后的工作中，

浦东国际商会也将为打造更有利于外向型企业发展的营商生

态做出不懈努力，和广大会员企业一起成长，并根据最新的

国际经贸形势热点举办培训讲座，帮助企业更好的应对复杂

国际经贸形势变化 , 共同推动浦东外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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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菲律宾投资贸易合作研讨会 ” 圆满举办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把握新形势下境外投资机遇，拓展对

外投资贸易，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 中国 - 菲律宾投资贸易

合作研讨会 ” 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 ( 周四 ) 下午在沪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由浦东贸促会、浦东国际商会携手菲律宾驻沪总领

馆共同举办。

浦东贸促会、浦东国际商会邱向荣副会长在致辞中表示，

在二十大会议上，中国表示将全面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这将

为周边国家，特别是菲律宾，打开新的重大机遇。此外，菲律

宾不断发展的市场和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和潜力。浦东

贸促会、浦东国际商会一直致力于服务中外企业，搭建外贸和

驻沪机构的贸易投资平台，积极为两国企业的经贸服务。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馆伊格纳西奥总领事提出，贸易和

投资是菲中两国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推动力，菲律宾

致力于这一关系。中菲之间的经济和整体关系健康而强劲，

中国已连续几年成为菲律宾的主要贸易伙伴。希望此次活动

不仅巩固这种关系，而且将其扩展、增长和活力创造新的基

础和联系。

随后由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洪福盛分享菲律

宾投资环境、投资者财政激励和服务业；菲律宾驻北京大使

馆的农业参赞介绍菲律宾农业商业投资机会；菲律宾驻上海

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谷力奥，进博会总负责人，分享菲律宾

参加今年进博会参与情况；浦东国际商会向与会的中外嘉宾

介绍了商会的各项工作。

本次活动在企业的交流问答中圆满结束。菲律宾驻上海

总领事馆、驻北京大使馆各位领导的精彩分享让参与企业对

菲律宾的产业、投资环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企业未来投

资战略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投稿：信息服务部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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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商会 10 月线上培训讲座圆满结束
投稿：策划服务部、会员服务部

国际货币宏观政策及汇率趋势讲堂

中国企业数据跨境合规的实践与思考

企业税务稽查合规解析线上讲座

深度解析亚太重点地区的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综述

10 月 13 日，我会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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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特邀商会理事单位汉盛律师事务所专家举办 “ 中国企业数据跨境合规的实践与思考 ” 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吸引

观众近 200 人。

    本场讲座汉盛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主讲。专家老师介绍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pdr）是近 20 年来对欧洲乃至世界个人

数据保护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立法，它在我国外贸企业跨境电商领域中拥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它在个人信息数据保护中

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企业跨境支付提供了不少帮助。

     本场讲座于线上顺利结束。随着在线支付的越来越便捷化，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的订单结算也变得越来越便利，商会将

继续开展此类实务性讲座培训，为会员企业的发展出具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月 26 日，我会特邀上海仟业税务师事务所专家举办 “ 税务稽查合规

解析 ” 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吸引观众近 300 名。

本场讲座由上海仟业税务师事务所陈聪主讲。陈老师首先为线上观众

介绍目前的税务环境，同时也帮助企业进行疑点分析，并建议企业进行常

规性的自查，以合理合规的形式，帮助企业及时规避税务上的麻烦，进而

更好的运营。

10 月 28 日，我会联合 CITCLUB 举办 “ 深度解析亚太重点地区的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综述 ” 线上讲座。本场讲座共吸引观众近

100 名。

本场讲座由资深出口管制专家谢老师主讲。谢老师老师分别从制度框架、执法要点、出口管制合规提示以及企业如何应对的

策略的方面，给企业介绍了亚太重点地区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的策略方法，帮助企业更加合规有效地运营。

本场讲座于线上顺利结束，我会也将继续联合 citclub 陆续推出此类实务性讲座，帮助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的出口合规业务方面

的知识，为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提供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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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产业与技术分会 行业动态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开幕

来源：中国航空报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正

式开启大幕。

国务委员王勇，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空军

司令员常丁求，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国务院副秘

书长王志清，民航局副局长吕尔学，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潘

爱华，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中国商飞总经理赵越让，

中国航发董事长曹建国，以及主办单位各大集团公司的主要

领导，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国内外参展商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由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

开幕式上，常丁求、王伟中、珠海市委书记吕玉印分别致

辞。致辞表示，本届航展的开幕，正值在全国上下全面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深刻指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要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航空强国而不懈奋斗。在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极大增强了我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996 年首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经过 26

年的不懈奋斗，中国航展逐步做大做强，成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

本届航展将更加注重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信

息化、品牌化水平，共有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40 多家展

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展。

致辞表示，十年前空军参展的是歼 10、歼轰 7 等几型飞机，

本届航展参展的包括歼20、运20、运油20等50余型全新装备，

制空、对地、无人、投送、空降、防空等成体系亮相。十年奋发，

人民空军出远海、上高原，到海外，深联合，历史性地跨入

战略空军的门槛。

今年恰逢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 30 周年，也是中国空间

站建设决战决胜之年。驻守中国空间站的 3 名航天员陈冬、

刘洋、蔡旭哲为本届航展开幕送上了 “ 太空祝福 ”，祝第十四

届中国航展取得圆满成功，向航空航天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并祝所有参加航展的朋友们有所得、有所获。

开幕式上，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上演了精彩的蓝天

之舞，陆航首次派出直升机参加本届航展并上演精彩的 “ 低

空芭蕾 ”。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 20 第四

次莅临中国航展，并首次在珠海降落。运油 20 首次在大型综

合展会上进行飞行表演，并放出加油管。航空工业自主研制

的 AG600 在航展现场进行了 12 吨水的空中投水表演，歼 16

战斗机、教 10 高级教练机、“ 翼龙 ”-1E 无人机在飞行表演中

展示了出色的性能。

本届航展，航空工业以 “航空强国志，翼起向未来 ”为主题，

全面展现航空工业全线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打造世界

一流高科技产业集团，支撑世界一流军队建设，努力建设新

时代航空强国，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200 余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亮相展会，参展产

品较上一届增幅达 34%，其中 55 项展品为首次参展。

航空工业馆展陈内容紧扣 “ 中国力量 ”“ 中国价值 ”“ 中国

精神 ” 三大主题进行展陈设计。“ 中国力量 ” 篇章，以 “20 系

列 ” 明星机型为引领，以航空武器装备系列化发展为主线，

通过制空作战、对面打击、海上攻防、训效体系、空中投送、

支援保障、察打与协同、智能协同等场景化设计，系统展现

航空工业研发一流装备、打造一流体系、建设一流能力的成

果。“ 中国价值 ” 篇章由科技先锋、“ 空中丝路 ”、应急救援和

中巴联合四大分展区组成，集中展示了航空工业科技自立自

强，培育航空科技国家战略力量，助力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响应 “ 一带一路 ” 倡议，助力客户赢得市场竞争，传递中

国价值，彰显卓越竞争力。“ 中国精神 ” 篇章全方位展现了 40

万航空人 “ 忠诚奉献、逐梦蓝天 ” 的航空报国精神，呈现了航

空工业 “ 一心、两融、三力、五化 ” 的发展战略，彰显央企担

当、履行社会责任，为建设成为具有领先创新力、先进文化力、

卓越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空企业集团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面貌。

展馆外，航空工业设置了 9000 平方米的室外静展区，分

为军贸飞机、应急救援、通用飞机三大主题展区呈现，展示

机型数量比上届有较大提升。作为航展最受瞩目的飞行表演

环节，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AG600 新构型灭火机将首次向公

众进行 12 吨级投水功能演示，并与运 20、C919 苍穹聚首；

直 20、直 10、直 8 等现役陆航装备将首次登上中国航展的舞

台；“ 翼龙 ” 家族无人机也将进行精彩的飞行展示。

本届航展上，中国航发以 “ 新起点、向未来 ” 为主题，新

品云集，AEF1300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太行 ” 系列发动机、

CJ2000 发动机等多款新型产品精彩亮相，首次参展展品达

54%，参展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商飞派出 C919、ARJ21

真机参加航展，并进行飞行表演，另外还在展台展出了一架

全新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概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则展示

了中国空间站建设的最新成就，以及新一代运载火箭模型，

此外在室外展区展出了 “ 彩虹 ” 系列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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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航空航天技术走进千家万户——探访中国航展上的民用先进科技成果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以来 航空工业国际化收益增长近一倍

来源：新华网

来源：中国航空报

近日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

会（中国航展）上，记者观察到，一些来自航空航天领域的

先进科技成果，已逐步走向民用市场，在医疗设备、城市管理、

先进制造、导航定位等多个领域实现应用，赋能诸多行业。

中国电科 14 所、中电国睿展出了阿尔茨海默症一体化无

创诊疗系统、S 波双偏振相控阵气象雷达、能够用“意念”

操控的智能机械手等民用产品，吸引不少观众参观体验。

“我们开发了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对操纵者的神经肌肉

电信号进行快速分类识别，进而根据人的意图完成手部动作。”

中电国睿副总经理孙磊说，这种智能机械手已通过多项国际

检测，并面向残障人士提供试用。未来，该产品不仅能帮助

残障人士改善生活品质，还可用于工业工程辅助等领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18 所在研制“人工心脏”的基础

上，联合多家医院开展纯国产便携式 ECMO 专项技术攻关，

目前已经完成样机研制，并成功开展 20 多例动物实验，即将

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18 所所长曾思表示：“我们将致

力于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进一步推动长征火箭相

关先进技术向民用高端医疗领域转化。”

越来越多的航空航天技术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无人驾驶

技术的快速发展，就离不开精准可靠的导航控制。长期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航空工业国际化收益

有显著增长，从几年前的 600 多亿元增长到了 1200 亿元。”11

月 9 日，航空工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胜强在第十四届中

国航展上向媒体表示。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

宏伟倡议。9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

品和重大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经贸合作思维，开创了国际

合作新范式，开辟了通向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何胜强表示，

航空工业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入践行开放发

展理念，围绕“互联互通”和“应急安全”两大主题，着力

推进空中丝路计划，聚焦航空产品贸易、航空基础设施建设、

惯性导航系统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33 所此次带来的地图

匹配导航设备，能够充当无人车的“眼睛”和“耳朵”，精

确测量无人车的航向和位置信息，即便在卫星导航条件不佳

的情况下，也能连续提供亚米级精度的定位信息。

此外，一款仅有火柴盒大小的微机电组合导航系统，集

成了惯性、卫星、磁场、气压等多种传感器，已经在无人车、

相机稳定平台等领域实现批量化应用。

在本届航展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5 所新研制的反

无人机光电探测雷达，创新采用边搜索边测距体制，能够对

多个目标实施三维跟踪探测，为后续处置争取时间。

展览现场，锐科激光演示了高能量单模块 1000 瓦清洗

脉冲激光器对圆筒内壁的清洗效果。在航空航天领域，激光

经常被用来 3D 打印镂空晶格结构件、火箭发动机再生式尾

喷管等精密部件，与此同时，高精度、高能量的激光还能用

于清洗船舶螺旋桨，与传统的喷砂、化学试剂及机械等清洗

方式相比，激光清洗的质量高、成本低，而且绿色环保。

“航空航天是‘大国制造’高精尖领域的代表行业，对

产品加工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有着严苛的标准

要求，这也正是航空航天产品能够走向民用的内在优势。”

锐科激光市场策划主管段琦说，“我们将坚持走创新之路，

加大高新技术、工艺攻关，服务国家社会需要。”

航空网络建设三大领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按照高标准、

可持续、惠民生原则打造了一系列标志性工程，为增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生福祉作出了积极贡献。

有关推进民机出口方面，何胜强向媒体列出一串数据——

运 12 累计交付海外 129 架，圆满完成坦桑尼亚、哥斯达黎加

等多国通勤 / 公务执飞，保持良好海外飞行记录；“新舟”系

列累计出口 63 架，实现马拉维、贝宁、安哥拉等新市场的突破。

事实上，除了出口民机以服务当地民生需要，航空工业

还发挥航空产品贸易溢出优势，带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助

力互联互通。

“作为中安双边合作重点项目，安哥拉总统多次视察由

航空工业承建的安哥拉罗安达新国际机场项目，并为新机场

命名。”何胜强介绍，在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项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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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20 家族 ” 带给人们的震撼还未远去，时隔一年有余，

国产大飞机 “ 三兄弟 ” 运 -20、C919、AG600 在第十四届中

国航展上先后展翅蓝天进行飞行表演，首次聚首共舞在中国

航展的蓝天之上，实现国产民机能力整体跃升。

2006 年初，“ 发展大飞机 ” 作为国家决策被写入《国家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 “ 十一五 ” 规划纲要。次年 6 月，

大型运输机项目正式立项，国产大飞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3 年 1 月，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生产的大型运输机

运 -20 横空出世，用冬日苍穹里那冲天一飞惊艳世界，国人

追求多年的大飞机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五年首飞，八年交付 ”，

2016 年 7 月 6 日，运 -20 正式列装我空军航空兵部队。总设

计师唐长红院士曾表示，大运顺利交付是中国形成远程投送

能力的起点，也是国家大飞机工程的新起点。

在今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运油 -20 首次向社会公

众展示，作为运 -20 的 “ 好兄弟 ”，运油 -20 不仅能实现空中

加油，还担负着与运 -20 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运 -20 的研

制进程创下了 “ 中国速度 ”，也折射出航空工业创新能力的不

断提升和研制速度的不断突破。

作为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所需的重大航空装备，“ 鲲

龙 ”AG600 是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目前世界在研最大的水陆

两栖飞机，2016 年总装下线，2017 年以来相继成功实现陆上、

水上和海上首飞。2022 年 5 月 31 日，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

成功实现陆上首飞，8 月 29 日完成水上首飞，9 月 27 日成

功完成投汲水试验。如今，AG600 项目已全面进入加速发展

的新阶段，不仅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领域的研制

空白，也标志着我国在自主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取得

重大阶段性成果。

作为我国大飞机家族重要成员之一，承载着国家意志、

民族梦想、人民期盼的 C919 大型客机于 9 月 29 日顺利取得

型号合格证。C919 飞机也已进入商业运营的倒计时，我们距

离坐上国产大飞机，正指日而待。

从运 -20 到 AG600 再到 C919，我国大飞机家族已具备了

相对完整的 “ 家族谱系 ”，我国正式进入全球 “ 大飞机俱乐部 ”。

航空强国必须有自己的 “ 大飞机 ”
来源：南方日报

航空工业还创新应用了机场运行模拟仿真、填海等多项全球

领先技术。

“多年来，航空工业先后与肯尼亚、喀麦隆等八国合作，

开展职业教育，新建或升级 170 余所院校。”何胜强表示，

通过推进国计民生项目，航空工业主动把解决当地民生痛点

与业务开展统筹谋划，有力践行了海外社会责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

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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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何胜强表示，航空工业将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

发展大势和时代发展主流，坚定不移走全球化发展道路，继

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

全球伙伴关系，着力打造空中丝路联盟平台，助力航空工业

世界一流企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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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专委会  企业动态
“ 全球第一 ” 联手 “ 国内领先 ” ！第五届进博会见证勃林格殷格翰

与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达成重磅战略合作！
来源：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11 月 6 日，在进博会 7.2 馆，动物保健领域的全球领先

企业勃林格殷格翰与国内专业的马术运动管理中心——上海

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也称上海马术队）签署战略合作，双

方将就竞技马匹相关疾病诊断与治疗，以及培训展开合作。

在此次战略合作下，双方将深入竞技马匹健康的专业领域，

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匹健康方案，为上海马术行业的

升级、助力中国马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奥运马术三

项赛骑士、上海马术队成员华天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基于共同理念的强强联手

为中国马术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马匹自古就在中国的文

化历史发展中。近几年，国内现代马产业迅猛发展，马主、

骑手、骑乘爱好者数量激增，官方数据显示规模达 100 万以

上。马术俱乐部的数量也达到近 3000 家。此外，越来越多

的马术运动健儿参与国际赛事，并不断取得突破。对比之下，

中国的马健康领域不但缺医少药，马健康知识也未得到系统

性梳理，兽医、马术爱好者、马主、马产业相关人士对马匹

健康的认知都不足。

马术运动是当前唯一一项需要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奥林

匹克运动，体现了人与动物协作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运动中，

马匹作为骑手的竞技伙伴，它们的状态与健康至关重要。换

言之，马匹的健康才是马术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石。

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在马术竞技领域一直处于国内

前列，取得了诸多突破性成绩，这离不开他们对马匹健康的

重视。他们视马儿为伙伴，我非常赞赏他们的这一理念，这

与我们秉承的‘同一健康’理念不谋而合。也正是这一共同

理念，促成了此次合作。期待在未来，我们能够利用自身的

专业知识、技术特长以及创新的产品，助力上海市马术运动

管理中心不断提升运动马匹健康管理水平，取得更多的好成

绩，进而助力中国马术运动以及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马术运动真正的运动员除了骑士们外，还有我们的运动

马，且运动马是马术运动的核心主体。作为专业的马术运动

队伍，我们与马 24 小时都在一起，照料其身心健康。勃林格

殷格翰拥有强大的马匹疾病预防与治疗产品管线以及全球领

先的马匹健康理念。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其携手。希望在此

合作下，我们能够不断升级自身在马匹健康方面的管理水平

和马伤病防治水平，累积先进经验，努力成长为中国马术行

业的排头兵，协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马术运动发展，进而为

中国马术事业和马术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刘静娴

勃林格殷格翰

中国动物保健业务负责人

程克强

上海市马术协会常务副会长

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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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为全球！
勃林格殷格翰荣登 IP SHANGHAI 全球传播企业案例最佳实践榜！

来源：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11 月 8 日，首届 “ 在上海，为全球 ”IP SHANGHAI 全球

传播企业案例最佳实践榜正式对外发布。勃林格殷格翰凭借

扎根上海深化产业布局，构建创新生态的长足发展与卓越传

播实践，从上百份参赛案例脱颖而出，荣膺年度最佳实践榜单。

IP SHANGHAI 是国内首个以城市 IP 为主题，以企业发

展为案例的大型全球传播案例征集活动，由上海城市形象资

源共享平台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传播案例管理平台共同发

起，上海日报跨国企业俱乐部支持。在本年度征集活动中，

勃林格殷格翰紧扣 “ 创新、生态、文化、幸福、开放 ” 的上海

城市建设五大主题，生动诠释了企业在华顺应新发展格局，

践行高质量发展，携手各方合作伙伴 “ 内外兼修 ”，推动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 中国经验 ” 更好地融入全球体系。

自 1994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勃林格殷格翰是上海高质

量发展的见证者、共创者和共享者，公司致力于加强本土创新

研发投入，不仅将公司内部的研发项目加速引进中国，还积极

布局生物制药全产业链，构建本土创新生态圈，为中国患者带

来更多、更优的创新疗法，为 “ 健康中国 2030” 做出贡献。

进博催化展品变商品

中国承诺持续加码

 

从第一次参展进博开始，勃林格殷格翰就致力于借助进

博平台传播马健康知识和国际先进的理念及技术，展出了包

括骏卫保 ® 在内的诸多创新产品。今年 7 月，随着骏卫保 ®

上市，勃林格殷格翰马业务正式在华启航。不得不说，进博

会一路见证公司马业务在华发展足迹。

进博会不仅见证了马业务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公司动

物保健业务的中国战略定力。勃林格殷格翰动物保健是最早

在中国拥有从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到诊断监测的完

整价值链的公司之一。近几年，公司持续加大生产投资，包

括蓝福莱 ® 在内的数款疫苗实现国产化，供应本土市场。秉

持“植根中国 服务中国”的理念，全球创新中国中心与国内

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开发了茵温净 ® 这样的优秀产品。除此以

外，公司还将多个全球创新产品和动物健康管理先进理念通

过历届进博会第一时间带到中国。

“我们深知，当动物健康时，人类也会更加健康。而勃

林格殷格翰一直以来都是‘同一健康’理念坚定的践行者。

进博一路见证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们也期待通过进博

会加速全球创新动保产品的引进，共同推动中国动物保健行

业的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进而提升人类与动物的健康。”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动物保健业务负责人刘静娴说。

作为一名专业的马术运动员，我一直坚持‘马匹优先

Horse First’理念，因为没有良好的马匹护理和管理，就失去

了马术运动的意义。我非常激动看到在马健康领域的全球领先

企业勃林格殷格翰与我所在的队伍——上海市马术运动管理中

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聚焦马匹健康，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机构、

企业与个人关注这一领域，不断提升中国的马匹健康认知水平。

华天

中国奥运马术三项赛骑士

勃林格殷格翰已经扎根上海超过 25 年，上海开放、包容

的城市品格与卓越的营商环境给我们提供了优质的发展机遇。

我们相信，在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上海对生物医药行业的蓝图

规划能够引领潮流，激发更多创新。勃林格殷格翰希望携手各

方，助力上海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与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创中心，为患者创造更大的福祉。在上海，为全球！

高齐飞

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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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宣布与普米斯生物技术合作，助力中国生物制药企业药品申报和审批

和铂医药与莫德纳签订授权及合作协议

来源：默克 Merck

来源： 和铂医药

· 默克将提供首次上市的用于病毒检测的 Blazar® 啮齿动

物源病毒检测组合

· 生物安全检测周期将缩短多达 80%

· 通过分子技术减少动物测试

11 月 7 日，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默克宣布与普米斯生物

技术（珠海）有限公司（简称 “ 普米斯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该公司致力于开发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的药物研发。通

过运用默克 BioReliance® 的 Blazar® 啮齿动物源病毒检测组

合，普米斯的细胞株检定的周转时间（TAT）可以从 60 天左

右缩短至 14 天。

和铂医药（股票代码：02142.HK）2022 年 11 月 14 日

宣布其全资子公司诺纳生物与全球领先的 mRNA 及疫苗研

发公司莫德纳（ModernaTX, 纳斯达克：MRNA）签订授

权及合作协议，将充分利用公司专有的全人源重链抗体平台

HCAb，研究及开发基因免疫疗法。

根据协议，莫德纳将获

得一组由 HCAb 平台开发的

针对多个靶点序列的独家可

再授权许可，用于基因疗法的研发，并全面负责其开发、生产、

监管及商业化相关的所有工作。诺纳生物将一次性获得 600

万美元预付款、最高约 5 亿美元里程碑付款及相关分级特许

使用权费。此外，莫德纳还将有权选择获得额外靶点序列的

与传统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相比，默克 BioReliance®

的 Blazar® 啮齿动物源病毒检测组合可以检测到更广谱的外

源病毒，因为它针对的是病毒群中的保守区域。该组合可以

使生物制药客户不再使用传统的动物实验，以检测生产生物

制品的细胞库中啮齿类动物来源的病毒。Blazar® 啮齿动物

源病毒检测组合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推出，通过减少对动物

的使用，响应 4R 原则 —— 即替代（Replacement）、减

少（Reduction）、完善（Refinement）和责任（Responsibility）。

默克生命科学中国董事总经理马锦睿（Marc Jaffré）表示：

缩短交付时间和降低生物研发成本的压力正在推动生物

制药领域的发展。默克 BioReliance® 品牌拥有 75 年的生物

安全检测经验。通过这个先进的技术，其 Blazar® 检测平台可

以助力我们为在华的生物制药客户加速他们的科学突破，更

快速地生产出安全的、拯救生命的疗法。

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司化学品制造与管控

（CMC）副总裁许英达先生表示：

默克 BioReliance® 的 Blazar® 检测平台是市场上为数不

多的快速检测技术之一，它将使我们有能力加快在中国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为新药临床研究审批（IND）和生物制品上市

申请（BLA）的审批。

我们期待着与生物安全检测和法规服务的全球领导者默

克继续合作，开发治疗癌症和炎症疾病的新药，并在全球范

围内扩大我们的临床试验活动。

独家可再授权许可，诺纳生物将获得相应的预付款、里程碑

付款以及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我们很高兴与 mRNA 领域的创

新先锋莫德纳达成合作。该协议的签

署是公司业务拓展的重大里程碑，是

公司自有抗体技术平台创新力的又一

力证。凭借强大的平台研发能力，我

们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亮眼的商业成

果，并将进一步开放权限，与世界范

围内的创新者们分享我们的技术、专

知与经验，赋能全球生物疗法创新。

从左至右：默克生命科学生物医药检测服务生物安全运营中国负责人陶菊红、

默克生命科学生物医药检测服务中国商务负责人王苏、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与公共关系高级总监陈辉、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

司化学品制造与管控（CMC）副总裁许英达

王劲松博士
和铂医药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Information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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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贬值、外债高企！出口埃及需注意这些！ 来源：上海贸促

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埃及央行宣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意

外宣布，该行已经举行特殊会议并决定加息 200 基点，同时

启动一系列货币政策改革。受此影响，埃及镑 / 美元短线贬值

逾 15%，并一举创出历史新低。

粮食危机引发埃镑大幅贬值

外汇市场出现单日 10% 的波动一般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

基本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于埃及来说，引发暴跌的主要

原因并非加息，而是粮食 / 经济危机冲击下，该国为了拿到

IMF 借款而放松外汇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东人口第一大国，埃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小麦进

口国，而且 8 成的小麦进口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该

国超过 7 成的葵花籽油进口也来自俄乌两国。在全球粮油价

格飙升的背景下，埃及政府为了吃饭正在付出巨大的财政代

价。今年 3 月，埃及一度因为粮食通胀压力放开埃及镑 / 美

元贬值近 15%。随后短短几周内超过 200 亿美元蜂拥出境，

迫使埃及向 IMF 求援。

近半个月来，IMF 和埃及都表示谈判进展良好。埃及总

理穆斯塔法 · 马布里在上周末表示，贷款谈判条款正在进行

“ 最后的润色 ”。考虑到采用灵活外汇政策是 IMF 的核心诉求，

埃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周四的声明中表示，该行将开展灵活

的外汇制度，埃及镑与其他货币的比值将由供需关系来决定。

这意味着贷款协议的细节有望在近期出炉。

国际投行高盛对于最新进展发表速评称，埃及央行采取

行动的时间点和动作幅度都令他们感到惊讶，此举可能在短

期内造成埃及镑的大幅走弱。

债务违约风险高企

继斯里兰卡出现债务违约

后，埃及被普遍认为将是下一个

出现同类情况的国家。截至今年

6 月底，埃及政府总共有 1557

亿美元的外债，其中价值 422 亿

美元的债务将会在明年 3 月前到期。虽然其中海湾兄弟国家

的欠款有很大概率能够获得延长，但包括欧元债券和一系列

国际机构恐怕并不会轻易答应。更何况，2025 年底埃及政府

还要偿还 2016 和 2020 年问 IMF 借的百余亿美元。

 根据彭博社的模型显示，埃及政府在一年内无法偿还债务

的可能性已飙升至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该地区最糟

糕的水平。摩根大通的数据则显示，这使得投资者购买埃及债

券而非美国国债的额外收益率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200个基点。

手段频出，危机难解 
今年做埃及市场的外贸人都知道，埃及今年的一系列进

口管控 “ 骚操作 ” 让人叫苦不迭。

2022 年 2 月 14 日，埃及央行宣布，从 3 月份起，埃及

进口商仅可使用信用证进口商品，并指示银行停止处理出口

商托收单据。这一决定是为了埃及政府加强进口监管，减少

对外汇供应的依赖。在埃及实施信用证新规后，由于外汇短缺、

实施信用证政策等原因，埃及进口商取得原材料、成品均面

临诸多困难，一些工厂完全或基本停产。

2022 年 8 月 30 日，埃及财政部长马伊特表示，鉴于国

际经济危机造成的持续影响，经埃央行、交通部、贸工部、

航运商会和航运代理商协调后，埃政府已批准一揽子特殊措

施。届时滞留海关但已完成清关手续的货物将准予放行、因

未取得信用证而无法完成海关手续的投资者和进口商免于缴

纳罚款、食品类货物和其他货物准予在海关停留时间从一个

月分别延长至四个月和六个月。

2022 年 9 月 4 日，埃及财政部长马伊特宣布降低 150 多

种生产投入品适用的进口关税税率，旨在推动国家工业发展，

提高本地化水平并促进就业。受惠于关税税率下调的商品包

括生产投入品、农业设备以及药品和医疗用品。

2022 年 9 月 8 日起，埃及财政部决定自当日起，将海关

美元价格上调至 19.31 埃镑，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汇率将采用该

汇率。这一新的海关美元汇率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高于埃及

中央银行规定的美元汇率。埃及进口商进口成本在不断增长。

风险提醒

当前埃及的国内经济形势可能对中国在埃企业以及对埃

出口企业造成影响。

从近期情况来看，因受外汇管制影响，埃及部分买方付款

延迟，发生损失的贸易业务以买方拖欠、拒收为主。虽然买方

在排队购汇后可进行付款，但从近几月损失增长情况来看，相

关风险仍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埃磅兑美元不断贬值，可能

影响买方付款能力和意愿，买方自身信用风险同时增加。为此：

1.  建议出口企业密切关注出口目的国和买方风险变化

情况，及时了解买方换汇安排、付汇路径情况并加强收汇跟踪；

2. 建议出口企业及时跟踪了解当前国别的进口及汇兑政

策，并合理安排出运，注意控制货权和出货节奏，选择更有

利的结算方式，适度提高预付款比例，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3.  建议出口企业及时向中国信保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在

交易过程中一旦出现风险异动，及时向保险人通报风险情况，

我们将指导被保险人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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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国际商会十一月会员权益活动
线上讲座 | 外贸企业布局全私域流量新矩阵，打造硬核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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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举办以 “ 外贸企业布局全私域流量新矩阵 ” 为主题的线上讲座，

欢迎各相关行业企业报名参加。  
活动时间：11 月 2 日  下午 14:00-15:30
培训内容：外贸企业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询盘订单

                 B2B 企业如何构建海外社媒营销

面向群体：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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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程中的重要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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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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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殊物品出入境监管风险   合规及其重点案例解析
随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出入境特殊物品从种类到数

量都不断增长，由低风险的诊断试剂应高风险的人体组织延伸，其涉

及的单位也从原有单一的生产企业扩大到高效、医疗机构、科研机构

等，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持续提高。在此背景下，我会联合 CITCLUB
特邀海关验估班专业老师举办 “ 特殊物品出入境监管风险合规及其重

点案例解析 ” 线上讲座。

活动时间：11 月 11 日 下午 13：30-16：30
培训内容：特殊物品概述、法律依据等

面向群体：企业关务负责人

线上讲座 | 胃肠道健康知识分享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群正处于亚健康状态，不良的生活习惯，不

规则的作息时间都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给会员企业增加健

康理念领域知识，我会特邀副会长单位圆和医疗举办 “ 胃肠道健康知

识分享 ” 线上讲座。

活动时间：11 月 16 日 晚上 19：30-20：30
培训内容：胃肠道健康分享

面向群体：企业工作人员及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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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下午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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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有效提高关务管理合规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范围

内布局和优化供应链，跨境关联交易非常普遍，跨国企业间的非贸

付汇和转让定价等交易定价安排也愈发复杂，关联企业货物进口价

格的确定逐渐成为企业的一大技术难点。在此背景下，我会联合

citclub 特邀海关关务专家举办 “ 如何有效提高关务管理合规性 ” 的

线上讲座。

活动时间：11 月 18 日 下午 13：30-16：30
培训内容：解读海关近期转让定价相关政策法规更新

解析转让定价相关热点话题及实操动态

海关及税局转让定价协同价格管理重点案例分享

面向群体：企业关务负责人

线上讲座 | 多元化用工实务解析
近年来 , 国内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对灵活用工行业的发展起到了

较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已踏入灵活就业的行列中去，企业用工成

本越来越高，如何降低用人成本是现在企业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为帮助会员企业老总了解多元化用工方面内容，我会特邀北京天驰君

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专业律师定于 11 月 22 日举办 “ 多元化用工实

务解析 ” 线上讲座。

活动时间：11 月 22 日 下午 14:00-15:30
培训内容：1、劳务派遣

                 2、业务外包  

                  3、小时工

面向群体：企业 HR、企业负责人

线上讲座 | 新形势下信用风险特点以及相关政策解读
近年来 , 外贸企业在海外运营过程中遇到的订单风险越来越多，

企业海外成本越来越高，如何降低规避业务风险，提高企业营收是目

前外贸企业的首要问题，为帮助会员企业老总了解中信保业务内容，

我会特邀中国信用保险公司上海浦东营业部定于 11 月 23 日举办 “ 新

形势下信用风险特点以及相关政策解读 ” 线上讲座。

活动时间：11 月 23 日 下午 14:00-15:30
培训内容：新形势下信用风险特点介绍

面向群体：企业负责人

线上讲座 | 司法实践中对进出口代理合同  法律关系的认定分歧
外贸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常常

因为对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从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帮助会员企业

合理合法合规地进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规避潜在的风险，我会特邀商会

常务理事单位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举办 “ 司法实践中对进出口代理合同

法律关系的认定分歧 ” 线上讲座。

讲座时间：11 月 29 日 下午 14:00-15:30
培训内容：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解析

面向群体：企业法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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