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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首屆京交會時，《
人民日報》就曾將其與1990年亞
運會、2008年奧運會並列，列為

北京改革開放、城市發展及軟實力提升的第三座里程碑。而與前二者有所不
同的是，京交會是一項每年固定在北京舉辦的定期化、常態化盛會，因而其
影響力亦得以能夠更為機制化地發揮。

今年的第二屆京交會與去年的首屆相比，在參展國家數量、成交金額、
參會人數等諸多方面均有了大幅度提升，充分顯示出了其巨大而廣泛的國際

影響力。借助京交會這一平台，北京在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進程
中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作為首善之區，作為中國首都，北京的發展軌跡時時刻刻在
給全國起着一種引領和表率的作用。正如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所言
， 「為全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起到示範作用，努力培養新的經濟

增長點。」與國家層面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同步
，北京近幾年也在積極主動尋求經濟轉型，而做大做強服務

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京交會的舉辦，展示了北京推進發展轉型的決心、
信心與底氣，同時也是為全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了一次重大而有意的
探索。

通過京交會，北京也得以在更為廣闊、更高層次的全球範圍內，參與國
際經濟分工，參與全球資源配置。這一點，對於建設一個世界級城市而言，
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最具說服力的支撐。

進而第二年的京交會，此次亦全面加強了市民的參與度，增強了會展內
容的豐富性、趣味性。 「愛國、創新、寬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多姿多彩
的北京風光，古色古韻的老北京傳統文化，新潮新銳的高新科技，好看好玩
的時尚潮流，完美而有機地融會在一起，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充分領略了
獨具特色的北京魅力，發掘了充滿潛力的發展機遇。也讓各界對明年的京交
會充滿更大期待。一年一度的京交會，將成為北京通向世界的絕佳展示窗
口。

相信，作為服務貿易領域的 「奧運會」，京交會在未來一定會帶給世界
一年一度的驚喜。

世界城市的有力支撐

在共贏中鑄造世界品牌在共贏中鑄造世界品牌

巴西亞洲商務諮詢會展總裁Daniel：
「中國企業具有成本優勢，提供的服務質優價

廉，因此在許多大型國際賽事中能夠獲得國際奧委
會或其他國際體育組織的青睞。他估計，進入倒計
時的巴西世界杯賽上，將出現很多的 『中國服務』
」 。負責世界杯環球資源採購交易會的巴西亞洲商
務諮詢會展總裁Daniel期待在巴西體驗中國服務。

佔全球人口近半的中國和印度同為高速發展的金
磚國家，都面臨解決勞動力就業的壓力。在第二屆京
交會期間，WTO副總幹事哈沙．辛格接受大公報記
者專訪。這位來自印度的國際組織政要告訴記者說，
服務業發展能帶動相關行業的升級，並持續創造就業
崗位，從而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辛格以印度班加羅爾工業園的經驗舉例說，軟件
、通訊等高科技產業屬於高級的服務業，不僅發展速
度快，發展空間大，還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信
息技術中心吸引了因特爾，聯想等世界一流的企業入
駐。這些高經濟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企業在印度建立
了研發中心，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經營管理經驗和經
濟收入，也創造了大量就業。」

辛格稱，隨着發達國家將研發工作外移到發展中
國家，中國也會有更多這樣的機會。 「只要中國重視
教育，和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培養，提高人員使用效
率，就能吸引這些高科技企業到中國建立研發和生產
中心，促進服務業升級。」

在辛格看來，服務業不僅發展速度十分驚人，而
且和其他行業緊密相連，互相帶動。他說，製造企業
需要金融、會計、水電、法律支援等服務。他又以一
個三文治生產公司舉例，看似簡單的生產流程需要用
到40種不同的服務類別。

中國和印度都是處於城鎮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城市擴張需要大量的設施建設，包括基礎設施、交通
、環境等等。辛格說，以上種種都能刺激服務業發展
。與此同時，除了製造業需要依託服務業，每個服務
行業本身也會產生對其他服務業的需求，從而持續創
造經濟增長動力，創造就業崗位。

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隨着經濟發展，勞動力會
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成為主要的勞
動力市場。世界銀行的統計表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
業從業人數佔勞動力總數一般會達到七成以上，美國
、香港甚至達到了80%，而中國只有30%多。 「中國
的服務業在未來有着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發展走到
眼下這一關鍵時期，解決就業就要依靠經濟結構調整
和產業升級，大力發展優質服務業。」辛格說。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二屆京交會暨全球服務論壇北京峰會上發表主旨演講時，以希望 「在互利共贏中打造出世界新品牌、創造服
務業新輝煌」 作結。回顧本屆京交會，北京魅力、中國信心、世界需求在 「互利共贏」 中有效的地結合在一起。

圖／文 本報京交會報道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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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專訪

海外友人
大公報寄語「京交會」

境外媒體聚焦境外媒體聚焦「「京交會京交會」」

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秘書長
素帕猜：

「服務業可以縮短中國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帶來的人們
生活水平上的差距，這是很重要的。我認為中國可以與德國
、美國等發達國家建立經貿服務關係，這些發達國家會非常
樂意，因為他們在這些服務方面是非常高效而且過剩的。」

經合組織（OECD）副秘書長
理查德．鮑徹：

「京交會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每次我來到北
京會有很多驚喜，這裡出現了很多提供各種服務的新公司。
我本人始終關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目前，經合組織已
開展了一系列有關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研究。中國將目光
聚焦在服務業是基於對長遠發展的考慮，必將帶來長久的價
值」 鮑徹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堅信中國未來在國際舞台上
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世貿組織副總幹事 辛格：
「中國的服務業是非常動態有活力的。中國強調服務業

發展在其5年計劃裡，在我看來中國服務業還有很多的機會
成長起來。」

世界貿易網點聯盟主席 布魯諾：
「京交會是交朋友和聚資源的平台，為各國企業搭建了

溝通與交流的平台，特別是讓發展中的國家和亞非拉國家的
企業也參與到世界服務業貿易中來，為他們搭建了良好的平
台。」

秘魯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胡安．米蓋爾．米蘭達：

「京交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中國和秘魯互相了解
更多。中國是秘魯第一大出口國，秘魯的發展要借
力中國因素。這次京交會最大的價值是 「溝通」 ，
中國舉辦的服務貿易交易會為國家之間提供了彼此
接觸了解的平台和需求對接的機會。他認為，國際
開放和國際合作對服務業的發展非常重要，對於服
務業的發展，獨行可能走得更快，但同行才能走得
更好，更遠。」

素帕猜素帕猜

鮑徹鮑徹

辛格辛格

布魯諾布魯諾

第二屆京交會順利閉幕，交易會不僅吸引了117個國家和地區的客
商及代表參會，更是吸引中外256家媒體的1300多名記者參與報道。多

家境外媒體在報道中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以及京交會的成功舉辦予
以充分肯定。

日本朝日新聞5月28日刊文稱：近年來隨着國
內消費市場的擴大，中國服務業也急劇擴大。京

交會反映了中國國內市場的這種需求，
參會客商們在會上交換意見，

熱烈洽談着國際服務商

品。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8日刊文稱：京交會是唯一經中國國務院

批准的國家級服務貿易會展，今年共有27家新加坡機構和公司參展，比
去年參展的20家機構和公司來得多。引述貿工部文告引述尚達曼說的發
言表示： 「中國快速城市化為新加坡公司提供巨大的商機，新加坡公司
能提供」。

東京電視台5月29日報道稱：服務產業最大規模的國際商品交易會
在北京開幕。雖然日中關係目前仍然趨冷，但日本參展商仍集中精力進
行洽談，表示要將日本優秀的服務產業打入中國市場。

《香港商報》5月29日引述香港企業的評論稱：京交會集中了全球
貿易精英，是一個很好的交流和了解平台，而且在首都召開，對於拓展
人脈和視野很有幫助。台灣以產品商店式的服務為主，業界的成績很不
錯。第二年參會的控智應用系統主要做學習軟件和電子觸摸屏，去年便

通過首屆京交會的平台，再作追訪，拿下了數千萬的訂單，佔
了其年生意額的四分一。

《澳門日報》5月30日刊文稱：澳門將從上海引進先
進的醫管系統，為澳門居民的醫療衛生資訊處理方面帶
來新的技術突破。文中稱通過京交會將內地的先進醫療
衛生資訊解決方案帶到澳門，再通過澳門引介到葡語國
家及地區具重要意義。

台灣《旺報》5月29日報道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簽署在即，外貿協會率領10多家包含醫療（美）、連
鎖加盟、文創等服務業者，參加京交會，希望提前卡位
搶進大陸服務業市場商機。京交會成為各國搶進中國服
務業市場的重要窗口。一家台灣知名整形業者去年參展京交會後，獲得
頗大回響，陸客方面業績成長3成，今年決定再度參展。

斯里蘭卡《每日新聞》5月30日引述斯里蘭卡總統馬欣達．拉賈帕
克薩致辭稱：當亞洲各國正在向服務驅動的經濟體轉型時，我們共同努
力創造更大的協同效應變得非常重要。在談到中國在該地區以及全球的
角色中時，拉賈帕克薩總統說，與這一亞洲巨國保持貿易往來已經成為
許多國家的重要戰略。

米蘭達米蘭達

西班牙語

秘魯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胡安．米蓋爾．米蘭達分別用英語與西班牙語留言：京交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中國和秘魯互相了解更多。

斯里蘭卡Barberyn
Ayureda酒店總裁
Manick Rodrigo 用
本土語言僧伽羅語
留言：這是我第一
次來中國，京交會
給我留下了很深印
象。這是一次世界
級的盛會，如果一
切順利，明年一定
會再次參加，謝謝。

僧伽羅語

韓語

韓國參展商TCoff總裁宋東弼留言：博覽會有很多人參加，

展會很好，展區內不讓做試飲不太理解。很喜歡中國，願

意提供更好的食材給中國。

▼▼第二屆京交會暨全球服務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結第二屆京交會暨全球服務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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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京交會會場第二屆京交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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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組織副秘書長理查德‧鮑徹：京交會對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意義重大。

日本展商：對於展會的規模之大和各國公司的參加很是驚喜。如果明年再能來參加就真是太好了。

英語

日語

留言簿

DanielDaniel

李克強在京交會上的演講題目是《把服務業打造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
引擎》。而作為 「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為服務貿易搭建的國際交流平台，也是全球
服務貿易規模最大的一個交易會」，京交會無疑是這個 「新引擎」最給力的加油
站。它不僅展示了全球服務貿易最前沿的潮流和方向，也為世界客商加強合作共
謀發展提供了最佳平台，服務業日益成為各國發展和彼此合作的重點。

北京魅力：簽約額超總額的1/6
作為東道主之一，北京市的一舉一動格外引人關注。在京交會北京主題日當

天，共簽訂成交額達135.1億美元，佔到京交會整體成交額的六分之一以上；涉及
文化創意、金融服務等多領域57個大項目，同比增長62.9%。同時，首批 「北京市
總部經濟集聚區」 「北京總部經濟發展新區」 「北京市商務服務業集聚區」紛紛
授牌，北京的服務業發展格局得到進一步優化。

與此同時，北京的各行各業在京交會上各展神通。中關村現代服務業展區主
打大數據、雲計算；車庫咖啡、3W咖啡、創新工場等在中關村成長起來的創業服
務業也成為了眾多人關注的焦點。北京品牌協會與世界貿易網點聯盟達成了戰略
合作協議，有望撬動千億級人民幣規模的產業市場；北京工業設計促進中心組織
10餘家重點實驗室參加工業設計技術服務對接活動，尖端的3D打印等受到各方關
注； 「北京文化創新綜合展區」以奇趣的高科技互動體驗項目成為京交會上最亮
眼的展區之一；在北京數字動漫科技出口平台正式成立，將以商業代理等形式將
國產優秀的動漫產品推向國際市場；國內首個版權產業基金─北京版權產業基
金正式啟動，基金規模預計將達到20億元……

在這背後，是北京市服務貿易的蓬勃發展。去年，北京市服務貿易首次突破
1000億美元的大關。北京服務貿易佔全球總量的比重超過百分之一，達到1.18%；
服務貿易總額約佔全國服務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

誠如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所言，服務業是北京的主導產業，服務貿易呈現出
快速發展的態勢。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服務貿易產業，也是北京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北京將進一步深化改
革開放，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生產性服務業
和文化創意產業，努力打造 「北京服務」的品牌，提升服務貿易的發展質量和水
平。

中國信心： 「走出去」正當時
京交會的成功舉辦，得益於中國服務貿易的快速成長。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大力發展服務業是中國打造經濟 「升級版」的戰略舉措，也是釋放 「改革紅
利」的重要突破口。作為服務商品交易的國際平台的京交會應運而生。

京交會為全國各省市提供了發展機遇。過去一年中，各省市帶着從首屆京交

會中汲取的商機，大力發展符合自身特點的服務貿易項目。譬如，天津出台優惠
政策，扶持發展服務外包；廣東確定了2013-2020年廣東服務外包發展的重點領
域。

而在本屆京交會，更多國內外企業、行業紛紛借船出海，加速國際化步伐。
這其中，既有國企，也有民企；既有高新尖端科技，也有傳統民族工藝。在更為
宏大的國際層面，京交會幫助更多的服務貿易商走出國門。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攜帶新型無人機參展，尋求拓展海外市場；首次亮相的車
聯網項目，將實現北斗衛星技術省級乃至全國的規模應用；中國現代信用服務業
在本次京交會首次亮相，多家金融租賃機構、小微金融、信用諮詢服務機構參展
；中醫藥服務成為本屆京交會的一大亮點，來自全國的58家中醫藥醫療、教育、
研發、生產機構在本屆展會上亮相，與美國、德國、蒙古等國家醫療機構達成合
作協議。

在第二屆京交會上，不同產業的融合和系統的對接成為一大亮點。諸如快遞
、電商、軟件等服務行業方面，都實現了很好的產業融合和良性互動。其中，快
遞行業簽約總額逾200億元人民幣，是首屆簽約額的4倍。

世界需求：來京覓商機
在中國企業 「走出去」的同時，許多外國企業借助京交會走進中國需求商機

。沃爾瑪、思科、家樂福、西門子、德意志銀行、三星、杜邦、通用電氣等近30
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參展。

北京數字內容產業首次全產業整體參與，吸引了包括谷歌在內的國際企業；
體育服務板塊，國際美式欖球聯盟、英國Titanium體育集團紛紛參展；西門子將德
式物業服務引入中國；GE醫療集團將在北京大興區建設中國總部。

而聯合國派出五家最大的服務採購機構到中國進行採購，涉及飛機租賃、食
品藥品油料供應、建築服務、金融服務等等，聯合國難民署、項目服務廳、世界
糧食計劃署等機構設立了專門的展示洽談區，讓中國企業了解聯合國採購的相關
技術標準。

除了展示的產品和達成的協議之外，京交會也為推動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和
便利化、實現服務貿易均衡發展，提供了交流溝通的平台。本屆京交會，共有119
位國內外政要、政府部長、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及駐華大使出席，合計參加了150
餘場活動。

阿根廷經濟部官員約翰．帕汀表示，阿根廷經濟部正在努力尋找和中國合作
的機會，共同促進兩國服務貿易的發展，和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探討服務業在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這與中國總理李克強的觀點不謀而合。李克強說， 「發
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服務領域全球治理機制和規則的建設，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代
表性和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