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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從第三屆中國（北
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媒

體通氣會上獲悉，截至目前，來
自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452家參展企業

和2.47萬名客商及代表已完成網上註冊。今屆
京交會首次開通了FACEBOOK官方帳號吸引海外
服務貿易企業。

「中國服務貿易 『走出去』需要得到更多海
外服務貿易企業的關注」，今屆京交會發言人、

北京市國際服務貿易事務中心副主任劉琳稱，京
交會欲借助FACEBOOK這樣的全球社交媒體平台
，吸引國外優秀的服務貿易專業性企業，利用其
管理技術和資本優勢帶動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自5
月10日帳號上線至今，京交會的官方FACEBOOK
發文瀏覽人數逾40萬人，境外粉絲近千名。

劉琳介紹，今屆京交會更加突出國際化。全
球服務貿易前十強的國家中，有6個將組團參會，
其中服務貿易第二大國德國為首次參展。國際貿
易中心（ITC）和世界貿易網點聯盟（WTPF）兩
大國際組織已提出與京交會長期合作。此前，京
交會的永久支持機構包括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
貿易和發展會議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突出實效性是今屆京交會的另一特點。劉琳
表示，京交會將通過搭建在線報館、無紙化辦公
、安防消防智能化管理、現場觸摸屏、二維碼等
信息服務安排各類交易洽談活動。

為提高展客商交易合作的效率，京交會還建
設了貿易匹配平台，通過 「客商註冊、申請匹配
、匹配確認、線下洽談」的模式促成供求雙方交
易。據了解，目前已註冊參展企業及客商中已有
1012家申請貿易匹配服務，其中有國際貿易意願
的達510家，已有848對貿易匹配確認記錄。

京交會開通京交會開通FACEBOOKFACEBOOK
吸引境外企業吸引境外企業

在前兩屆成功舉辦之後，作為世界服務貿易規模最大、涵蓋領域最廣
的交易會，京交會的洽談交易平台、發布展示窗口、交流合作橋樑作用日
益凸顯。而即將召開的第三屆京交會，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戰略紅利、政
策紅利、機遇紅利的多重疊加，將成為引燃中國乃至全球服務業發展的新
引擎。

今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去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擘劃了
習李時代的改革開放戰略路線圖。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 「構建開放
型經濟新體制」，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
深度融合，放寬投資准入，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
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
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

對於服務業來說，從今年年初開始，在生產性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
、服務外包等各大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紅利不斷。1月22日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
業融合發展。4月底，李克強在重慶考察時，詳細了解產業轉移承接、吸
納本地就業及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等情況。5月1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
部署加快生產性服務業重點和薄弱環節發展。

對於北京來說，習近平主席對首都發展和京津冀一體化給予了空前的
關注與重視，就首善之區建設提出的五點要求中，就包括強化北京的國際
交往中心功能，優化三次產業結構，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
化、低碳化等。

可以說，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國服務業發展正迎來前所未有的黃
金機遇期；作為首都，北京的改革發展也站到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新起點上
。而對於立足北京、致力於打造中國服務貿易升級版的京交會來說，無疑
是享受到了雙重連環利好。

京交會正展示其越來越富有魅力的 「國際範兒」，一個個 「第一次」
被創造。德國科隆智能城市大會將第一次邀請32家從未到過中國的德國企
業組團參展，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也將第一次組織20餘家創意設計企業
與會。第一次開通的京交會 「facebook」主頁也得到了不少海外網民的關
注。世界貿易組織新任總幹事羅伯托‧阿澤維多評價： 「京交會專注於服
務貿易的展示與交易，對此世貿組織將繼續給予關注和支持。」

經歷了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的洗禮，當今世界，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
國家，都不同程度面臨着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而服務業
、服務貿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世界貿易的競爭將更多地體現為服務貿
易的競爭，服務貿易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和大國競爭的焦點。

對於處於改革 「再出發」階段的中國而言，彙集全球服務貿易精品信
息、反映服務貿易最新動態的京交會，其成功舉辦，可引領產業向價值鏈
高端提升，實現服務業與一二產業高水平融合，激發內需潛力、帶動擴大
就業，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和全面深化改革。這種輻射帶動效能，其實
不止局限於中國，更可與全世界分享，提升國際服務貿易、國際服務產品
價值。位於 「微笑曲線」兩端的服務業企業，必將在此次京交會上綻放更
加迷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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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首個涵蓋服務貿易全領
域的專業交易會，中國（北京）國
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稱京交會）
步入第三年。明日，京交會即將在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再次召開。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
程紅在開幕前夕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時指出，京交會在服務貿易領域吸
引力日益增強，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已經成為全球服務貿易行業發展
的風向標。在保持和弘揚前兩屆的格局特色之下，又進一步提升品質，
做出諸多創新，她相信第三屆京交會將更加精彩紛呈。

大公報記者賈磊北京報道

「京交會只有三歲，但是在各方的積極參與下快速的成長，吸引力、影響力
正在逐步的提升。」程紅說，京交會的生命力在於促進成交，魅力在於創造商機
，吸引力在於提供優質服務。理解京交會的主題與核心，始終緊緊圍繞服務業開
放交流、合作發展這一主線，這是京交會不變的主題。

國際組織形成 「3+2」 格局
國際化程度和專業水平是衡量一場國際性展會的重要指標。截止目前，已有

117個國家和地區的客商註冊參會，17個國家和地區組成代表團參加本屆京交會，
全球服務貿易前十強的國家中有6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德國將首次組團參展並參
會，服務貿易前20強國家和地區均有客商參會。55個國家和地區已連續三屆參與
京交會。

自2012年首屆京交會開始，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三大國際貿易領域的最權威機構，就作為京交
會的永久支持單位，每年都會派出高層參會或與京交會共同主辦 「會中會」。

「這三個組織基本上與我們形成了機制，每年都會有一個國際組織與我們
主辦高峰論壇，去年是貿發會
議，今年是OECD。」程紅介
紹說，今年OECD將與京交會
共同主辦的高峰會，主題是 「
服務貿易在世界價值鏈中的作
用」。此次高峰會將有500位
各國政要、高官，企業界人士
參與。

京交會期間，還將舉辦的
聯合國貿發會議 「小型部長會
議」， 「WTO與中國：北京國
際論壇」等會議。經合組織副
秘書長威廉‧丹弗斯、聯合國
貿發會議秘書長基圖伊、世界
貿易組織副總幹事易小准等53
位境外重要嘉賓確認參會，比
上屆增加5位。

隨着京交會影響力的不斷
擴大，更多的國際組織表達了
參與京交會的意願。程紅介紹
，總部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貿易
網點聯盟，以及世界貿易中心
兩家機構都提出要以一定的方式與京交會形成長期合作關係，與會的國際組織將
形成 「3+2」的格局。

往屆項目履約率超九成
前兩屆京交會結束之後，組委會都開展重點簽約項目跟蹤調查工作，通過發

放調查問卷、走訪座談、電話溝通等形式瞭解履約情況，推動簽約項目盡快落地
。首屆和第二屆京交會簽約項目履約率分別達到了95.8%和93%。

第三屆京交會已經吸引了來自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0多家參展企業註冊參會
，境外參展商336家，佔全部參展商的比重為13.7%，高於全球展覽業協會（UFI
）關於國際展會10%的標準。三星、家樂福、西門子等世界500強企業都是連續三
屆參加。 「這表明京交會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境內外企業的認可，這一平台有效、
有用，有益於企業的發展。」程紅說。

為期一周的時間裡，第三屆京交會將密集舉辦近130場活動。程紅介紹，往
屆一些新興服務領域的專場活動，客商參與度很高。像電子商務、物流配送、
中醫藥、信息服務、設計等板塊在京交會上召開的行業大會座無虛席，深受業
界關注。

在京交會內舉辦的一些展會規格和層次也有所升級。程紅以京交會
引進的兩大國際知名展會為例，德國書商集團舉辦的故事驅動大會，前
兩屆主題為 「故事驅動中國」，代表了這一業態在中國的最高層次會議
，此次升級為 「故事驅動亞洲」，成為亞洲範圍內最高級別的活動；德
國科隆展覽集團舉辦的智能城市也由 「智能城市中國」提升為 「智能城
市亞洲」，屆時有超過30家德國本土的智能服務企業首次來到中國。

每年京交會註冊媒體記者的人數也始終保持在千人規模，第一屆註
冊媒體有970人，去年達到1382人，今年已經突破千人。程紅介紹說，
去年一項針對參會客商的不記名抽樣調查顯示，京交會在媒體上的密集
報道，也是京交會吸引許多客商的重要優勢。

在介紹港商今年參會的情況時，程紅表示，香港是內地重要的服務
貿易夥伴，同時也是國際服務業的樞紐，香港服務業中大約40％左右的
業務都與內地有關。香港也始終看好京交會這一平台，已連續三年邀請
知名港企組團參展。每年的香港主題館都很吸引眼球，體現了獨特的設
計風格。今年的香港館面積達324平方米，比上屆擴大了24平方米，其
設計主題為 「先機洞悉、潮流引領」，寓意香港要更進一步，成為先行
者，與內地企業聯手開拓更多商機。

香港貿發局今年將率領瑞士信貸
、安永會計事務所等來自會計服
務、金融服務，以及設計服
務、信息科技等領域的
40多家企業組團參展

。今年的香港主題日活動繼續
以 「邁向全球，首選香港
」為主題，定於5月29日
舉辦，着重展示香港在
金融服務、物流服務
、商貿服務、設計服
務等領域的優勢。程
紅希望港商此次能
夠在內地找到更多
的服務市場和潛在
客戶。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報道】第三屆京交會在前
兩屆基礎上繼續推陳出新，將首推客商貿易匹配服務
，還將首次建立京交會呼叫中心， 「全天候、多語種
」隨時應答海內外垂詢。程紅介紹說，第三屆京交會

將更加關注展客商間的貿易匹配，着力打造優質服
務產品平台，為服務提供商、服務使用者提供

更為精準的 「定制化服務」。
本屆京交會推出了線上 「貿易

匹配系統」，通過 「客商註
冊、申請匹配、匹配

確認、線下洽
談」的模

式

。目前已註冊企業中申請貿易匹配服務的共1012家，
其中有國際貿易意願的510家，已有848對貿易匹配確
認記錄。會期將在展場專門開設3500平方米的貿易匹
配大廳，為 「有備而來」的供需企業，提供實現線下
洽談和交易撮合的平台。

京交會繼續邀請世界500強企業、跨國公司、境內
外商協會參展參會、推介洽談等形式，有效吸引、聚
集了全球一大批服務貿易領域的優質資源和旗艦產品
。此次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洲政府第一次組織20餘家
創意設計企業，在京交會上展示其前沿的設計理念，
為京交會上增添了 「新面孔」。此外，還有來自美國
、意大利、韓國等服務貿易發達國家和地區，也將在
京交會上展示、推介他們的優質服務產品，涉及綠色
建築、冷鏈物流、商業服務、供應鏈管理等多個服務

行業和領域。
程紅表示，京交會將不斷提升服務水平

，更加注重展會的務實、節儉、
高效。京交會繼續堅持以

服務客商為本，進
一步簡化註

冊 流

程，壓縮現場辦理證件時間，優化現場
導引系統，設置信息查詢觸摸屏等，盡可能為客
商提供便利。

京交會還將首次運行在線報館系統，大大節省了
設計搭建的時間成本；開通京交會公眾微信號，定期
推送展會服務信息，重複使用路旗、引導標識等物料
，打造環保節約型綠色展會。

本屆京交會的特色亮點可總結為
「六化」 ：

一是展場管理智能化，充分利用展場現有自
動化控制系統，在展場管理、展場電力監控、安
防和消防等方面突出智能化管理；建設搭建商在
線報館系統。

二是現場服務菜單化，通過網站、宣傳冊、
現場觸摸屏、會場環境佈置導視系統等載體，以
菜單形式，將各類專業服務和公眾服務直觀、明
晰地展現給參展參會客商。

三是展覽展示方案化，規範京交會展覽展示
的內容和形式，要求專題承辦機構按招展情況、
展示內容、展場方案、展示亮點等標準提交工作

方案，並嚴格檢查、落實執行，最終達到設
計方案與現場執行一致。
四是洽談交易標準化，統籌安排各類洽
談交易活動，按照不同形式進行分類歸
集，並對洽談交易的組織方式、流程安
排等進行規範。

五是展場環境綠色化，就是剛才我
講的提升服務水平，更加注重展會的務
實、節儉、高效。

六是線上線下互動化，更加關注展
客商間的貿易匹配。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報道】今年以來，海內
外投資者高度關注京津冀一體化戰略帶來的重要機
遇。在程紅看來，這一戰略的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將
進一步促進統一的市場體系建設，為北京服務業發
展帶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對包括港商在內的投資
人來說，也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京津冀一體化作為一項重大戰略，包括交通、
產業、生態環境、社會事業等一體化協同發展內容
。從產業發展看，北京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結
構，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76.9%，在經濟增
長貢獻率、實現稅收、利用外資等方面比重都超過
70%，服務貿易進出口佔全國五分之一，為外省市進
出口貨物佔全市的七成，是全國服務經濟規模最大
的城市。

程紅指出，推動一體化發展，需要充分發揮京
津冀三地各自的優勢，比如北京的科技、人才優勢
和資源配置優勢，天津的高端製造業、港口優勢，
河北的資源和成本優勢等等。加快京津冀服務業對

接協作，重點應在優勢互補、互惠互利上下工夫。
要圍繞首都戰略定位，重點發展與核心功能相匹配
的 「高精尖」產業，一方面緩解首都人口資源環境
壓力，另一方面帶動周邊區域發展。

北京服務業未來發展總的方向是 「高精尖」，
京津冀一體化將進一步促進統一的市場體系建設，
為北京服務業發展帶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結合首
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
中心 「四個中心」核心功能，北京將繼續加快科技
服務、互聯網和信息服務、文化教育服務、金融服
務、商務服務與旅遊服務、健康醫療服務等六大領
域服務業發展。同時，積極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
以開放促發展、以競爭促繁榮。

「在這裡，我也想借大公報的平台表示，我們
非常歡迎香港投資者圍繞北京重點發展的產業領域
，不斷加大在北京的投資力度，在促進北京服務業
發展中實現共贏。」程紅又表示，希望香港投資者
更加關注北京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在加大投資的同
時，積極引入品牌和先進業態、帶來先進的經營理
念和管理經驗，推動北京生活性服務業品質提升。

【大公報記者李銳北京報道】以剛剛在美上市
的京東為代表，電子商務正成為京交會最熱門的板塊
之一。京交會舉辦的兩年間，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
從8.1萬億元飛升到10萬億元以上，京交會已成為電子
商務飛速發展的推動者和見證者。據悉，今年將有500
多家電商企業共聚第三屆京交會，與之相關聯的快遞
板塊簽約額也有望再創新高。

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達到
8.1萬億元，同比增長31.7%，增速約為當年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的4.1倍；2013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超過
10萬億元，五年來翻了兩番。作為重要組成部分，電
子商務將為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開闢新的空間。去年，
在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國務院關於促進信息消費擴
大內需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到2015年，基於電子商
務、雲計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費快速增長，電子商務交
易額超過18萬億元，網絡零售交易額突破3萬億元。

500多家電商企業共聚京交會
京東此次公開發行共募集17.8億美元，是至今為止

中國企業在美融資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以京東
為代表的北京電商企業已經成為全國電子商務的領跑
者。目前，北京是眾多電商企業總部所在地，全國規
模最大的9家自營B2C企業中有5家為北京企業，交易規
模佔全國的62.8%。據統計，2013年北京社會消費品零
售額達到8375.1億元，連續6年居全國城市之首，其中
網上零售額926.8億元，佔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
11.1%，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量的貢獻達到42.4%。電
子商務已成為消費、投資協調拉動北京經濟增長格局
的新亮點。

據京交會組委會介紹，京東、當當、亞馬遜等本
地龍頭電商企業一直是歷屆京交會上的強勁力量之一
，國內電子商務領域最高水平的行業盛會 「中國（北
京）電子商務大會」，每年都是京交會人氣最旺的會
議之一。會議承辦機構北京電子商務協會表示，在今

年的大會上，將有來自全國80
多個城市的政府主管部門和500
多家企業的代表共同探討電子
商務走向， 「多個電子商務前

沿項目將在京交會上展出，它們代表了電商未來發展
方向。」屆時，觀眾不僅能看到京東為解決配送 「最
後一公里」難題而推出的自提櫃，還能親身體驗百度
移動基於位置服務的O2O業務。在現場，觀眾還可以
通過展商準備的智能手機、iPad等移動終端體驗移動網
購供。

京交會成快遞服務發展新引擎
電子商務的飛速前進帶動了快遞業的同步發展。

2013年，我國快遞業完成快遞業務量91.9億件，連續五
年平均增長率達43.5%，業務規模躍居世界第二，最高
日處理量突破6500萬件；從業人員超過100萬人，每年
新增就業崗位10萬以上，每天直接服務5000多萬快遞
消費者。

在借助電子商務發展的同時，快遞服務也試圖尋
找多元化發展方向。中國快遞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在本屆京交會上將實現快遞業與電子商務、製造業、
金融業、航空運輸業等關聯產業的融合，不斷促進快
遞業深度融入社會生產的產業鏈、供應鏈和服務鏈。
「在前兩屆京交會上，快遞板塊簽約額超過250億元人

民幣，本屆京交會簽約額將值得期待，」該負責人表
示， 「京交會已經真正成為我國快遞服務發展的新引
擎。」

定制化服務精準匹配貿易需求定制化服務精準匹配貿易需求

京津冀一體化蘊服貿新商機京津冀一體化蘊服貿新商機

京交會助推電商快遞雙走高京交會助推電商快遞雙走高

▲▲第二屆京交會上三大國際貿易領域負責人分別接受本報獨家專訪第二屆京交會上三大國際貿易領域負責人分別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本報記者周少城攝本報記者周少城攝

▼▼第二屆京交會場館第二屆京交會場館

▲▲33DD打印機在第二屆京交會上備受關注打印機在第二屆京交會上備受關注

程紅程紅：：京交會已成全球服務貿易發展風向標京交會已成全球服務貿易發展風向標

▲▲京交會京交會FACEBOOKFACEBOOK官方帳號截圖官方帳號截圖

第三屆京交會明揭幕第三屆京交會明揭幕 北京市副市長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北京市副市長接受本報獨家專訪

◀◀京交會組委會常京交會組委會常
務副主任務副主任、、北京市北京市
副市長程紅會見大副市長程紅會見大
公報社長助理公報社長助理、、北北
京分社社長王文韜京分社社長王文韜
本報記者姚勇攝本報記者姚勇攝

▲▲大公報社長助理大公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向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向
程紅副市長介紹大公報對京交會的報道情況程紅副市長介紹大公報對京交會的報道情況

本報記者姚勇攝本報記者姚勇攝

▲▲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左三左三
））與大公報社長助理與大公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北京分社社長王文韜（（右三右三））北北
京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京市商務委員會副主任、、京交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倪躍京交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倪躍
剛剛（（左二左二））北京市新聞辦副主任張勁林北京市新聞辦副主任張勁林（（右二右二））等合影等合影
留念留念 本報記者姚勇攝本報記者姚勇攝

◀◀京交會組委會京交會組委會
常務副主任常務副主任、、北北
京市副市長程紅京市副市長程紅
接受大公報獨家接受大公報獨家
專訪專訪
本報記者姚勇攝本報記者姚勇攝

▲▲京交會備受關注京交會備受關注，，每年註冊媒體記者都在千每年註冊媒體記者都在千
人以上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