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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市场优势 携手合作共赢
——从 2022 服贸会成就展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新跨越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腾飞的
双翼、翱翔的雨燕、破浪前行的航船、
目不暇接的 10 年服务贸易成就……
走进 2022 年服贸会综合展，成就
展是门面展台。
“ 乘风破浪寓发展、雨
燕展翅说腾飞”
的匠心布展，回顾了中
国服务贸易 10 年成就与贡献，彰显着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与机遇。
10 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49 倍，进口服务累计超过 4 万亿美
元；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均增长 6.1%，
是全球增速的两倍；2021 年中国服务
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升至 5.6%……
在世界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的
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亮眼
“成绩
单”，印证新时代大国经济发展之变。
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密码”是什么？
走进 2022 年服贸会，不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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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商品交易所：

8 月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77 起
新华社大连 9 月 4 日电 为切实履
行市场一线监管职责，
规范期货交易行
为，防范化解市场风险，保障市场参与
者的合法权益，
大连商品交易所持续对
异常及违规交易行为进行查处，8 月处
理异常交易行为 77 起。
据了解，大连商品交易所 8 月处理
的异常交易行为包括自成交超限 38
起、频繁报撤单超限 38 起、大额报撤单
超限 1 起。大连商品交易所已通过会

员单位对上述达到异常交易处理标准
的客户进行电话提示，并对其中 2 名客
户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的自律管理措
施。
此外，大连商品交易所 8 月调查处
理违规交易线索 5 起，包括涉嫌约定交
易转移资金类 1 起、涉嫌自成交或约定
交易影响合约价格类 3 起和其他类型
违规线索 1 起，已对相关客户开展调查
并采取相应措施。

各地加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局

9 月 3 日，参观者
在服贸会国家会议中
心展馆国别展区秘鲁
展台触摸羊驼毛制成
的玩具。
新华社发

做好“新”字大文章
2012 年，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
开放、推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
展，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速 3.6 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行业结构
了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显著优化。
简称
“京交会”
。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服贸会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的六届“京
将引领我国服务消费趋势，加快消费
交会”，到 2020 年以来的“服贸会”， 复苏和升级，为各国企业积极融入中
10 年间，服贸会应时而变，做好“新” 国服务大市场提供全方位机遇，为中
字大文章，聚焦各类新技术、新成果、 国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新业态、新模式，
如今已成长为全球服
两种资源提供展示交易的平台。
务贸易领域规模领先的盛会，与广交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会、进博会一道，
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三
大标志性展会平台。
成就展入口处，一台调酒机器人
三极光电今年第一次参加服贸
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只见机器人
会。公司合伙人胡尚雨告诉记者：
“虽 “调酒师”轻巧灵活地转动着机械手
然我们是一家年轻的企业，但首次参
臂，模仿人类专业调酒师的操作流程，
展，组委会就把我们安排在成就展，足
熟练进行着鸡尾酒分层调制。
见服贸会对新技术、新业态的高度重
除了调酒机器人，还有高保真虚
视。”今年他们带来的展品是“全息浮
拟试妆服务、超高清裸眼 3D 显示屏、
动显示”
成像系统，观众可以裸眼看到
全景 AI 皮肤检测仪……一系列入选
四层影像悬空面前，未来感十足。
案例展现出新经济、新消费、新业态驱
多家受访企业表示，
前来参展不仅
动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需潜力。
看到这是一个贸易展示交易的平台，
更
成就展从研发、生产、流通、消费
看到服贸会对新趋势的引领力，
以及直
等不同侧面呈现出我国服务贸易求
观密集地展出国内外最新技术、
最新应
新、求变的态势，
彰显了中国超大规模
用场景和最新商业业态，
可以更有力地
市场优势的巨大潜力。
影响行业创新和产业转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10 年间，中国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年均增速达到
的深入发展，新兴服务成为服务贸易
9.3%，占比提高了 10.3%，其中个人文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成就展发布的数
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据显示，10 年间，中国新兴服务贸易
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分别增
年均增长 9.7%，高出服务贸易整体增
长 5.8 倍、3.2 倍、2.1 倍和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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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司长王东堂表示，
服贸会自创立以来，
致力于联通国内外服务市场，一方面
推动中国服务“走出去”，提升中国服
务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
把国外的
优质服务“引进来”，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针对奥密克戎株的新冠疫苗、供
应世卫组织框架下“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
（COVAX）的新冠疫苗、与多国联
合生产的新冠疫苗样品……作为我国
科技抗疫的重要力量，国药集团中国
生物在成就展上集中展示了参与疫苗
国际合作、共享科技、共同抗疫方面的
代表成果。
“开放合作不仅加快了中国抗疫
科研攻关的速度，而且让更多中国方
案造福国人、惠及世界。”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党委书记朱京津介绍。
在成就展的显示屏上，一个个数
字记录下 10 年来中国服务贸易推进
开放的脚步——
2012 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年均增长 6.1%，高出全球增速 3.1 个
百分点，连续 8 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服
务业开放水平逐步提升，利用外资年
均增速 10.2%；建设全面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 28 家、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 37 家、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112 家……
今年服贸会共有 71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设展办会，7000 余家境内外企
业线上线下参展，展会规模更大，国
际化、专业化水平更高，吸引更多世
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透
过服贸会这一“窗口”，全球见证着中
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繁荣发展。
开放不停步，
合作绘新图。
10 年来，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
每年我国服务业增量居全球第一，服
务领域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全国和自
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分
别缩减至 31 条和 27 条。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新增 22 个开
放服务部门，提高了 37 个服务部门的
开放水平……
10年来，
中国服务贸易
“朋友圈”
不
断扩大：
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服
务贸易往来，2021 年中国与金砖国家
服务贸易额合计达177亿美元，
2021年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服
务贸易额合计达1126.5亿美元……
王东堂表示，下一步，中国将统
筹推进服务贸易深化改革与扩大开
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提升自主开放水平，积极
参与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近日，
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国
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联合印发
《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行动方案》，确立了三个阶段性建设目
标，其中，力争到 2022 年底前，全国除
高寒高海拔以外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能够提供基本充电服务。
近年来，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蓬勃发
展，产销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
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已
达到 1001 万辆，其中上半年新注册登
记 220.9 万 辆 ，比 去 年 上 半 年 增 加
110.6 万辆，增长 100.26%，创历史新
高。与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相比，目
前，
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置总量
不够、覆盖面不足等问题还较为突出。
为了解决充电难、充电慢的问题，
各地纷纷行动，
充电站建设运维进一步
提速。今年，
北京市有序推进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任务，
计划新建

各类电动汽车充电桩 2 万个，换电站
30 座。在南方，广东、广西、云南、贵
州、海南等 5 省区将实现 A 级以上旅游
景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明年将实现乡镇
充电桩全覆盖。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一些城市充
电站，
充电技术的创新为新能源汽车车
主带来更加便捷的出行方式。在浙江，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瞄准老旧小区、核心
商圈等场所的充电场景需求，
推出吸顶
式、滑轨式充电桩以及智能充电机器人
等新型充电产品，丰富充电方式，努力
解决
“老旧小区充电难”
“油车占位”
“有
桩无车、有车无桩”等“最后 10 米”的充
电堵点。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普及，
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
拉动有效投资和新能源汽车消费具有重
要意义，
有利于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及
产业链上下游兴起。（据新华社北京电）

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月底登场
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
会将于 9 月 23 日至 25 日举行，继续深
化“旅游+”跨界融合，促进旅游及相关
业界交流合作、共拓商机。
主办单位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联
同承办单位澳门旅行社协会 2 日举行
记者会，
介绍旅博会相关内容。
本届旅博会展场面积约 23000 平
方米，设置超过 842 个展位。参展商与
买家线上线下参与。今年增设“云招
展”
，
深化
“云对接”
和
“云签约”
。
本届旅博会将实现多个“首次”。
首次设立的
“缤 Fun 葡语系”
展馆，
带来
具葡语国家特色的工艺产品、歌舞表演
及美食等，
发挥澳门的中葡平台作用。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次亮相旅

博会，
展示合作区的旅游规划及相关建
设情况，
并安排与会者赴横琴开展实地
交流考察，
探寻
“一程多站”
旅游路线合
作和“一会两地”
“ 一展两地”新模式的
开发前景。
为配合
“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中心”的建设工作，助推澳门打造以
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
合作基地，
旅博会首次迎来故宫博物院
参展，
带来千里江山系列等百余种特色
文创产品，
并邀请古建筑修缮技艺专家
现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
此外，
旅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旅游发展高级论坛，
探讨融合琴
澳文旅优势，促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
。
（据新华社澳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