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推出多項改革以確保中國經濟的
持續增長。早前擔任美國國務卿克里的幕僚長，去年新
任經合組織（OECD）副秘書長的威廉姆．丹佛斯在 「
京交會」 期間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時闡述了他對中國經
濟的思考。 大公報記者李理北京報道

「第一次參加京交會我就感受到中國政府改革服務業並謀
求在這一領域全球領導力的決心」，威廉姆如是說。統計數據
顯示，中國服務業已經超過製造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
動力。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正是期待中國開放更多如電信和金
融等服務業部門，不少跨國公司高層紛紛來京關注 「京交會」
的一舉一動。威廉姆則表示，從全球範圍內看，服務業已經成
為拉動經濟和促進就業的重要部門。

服務業事關中國改革全局
經濟合作組織最新發布的報告指出，為了確保增長的可持

續性，需要更好的價格信號以控制污染並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
耗。成功實施這些改革將幫助中國實現符合經合組織最新預計
的長期願景經濟增長率，即無論採取任何GDP衡量方法，中國
都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威廉姆告訴記者說，他將服務業
放在中國整體改革中的最關鍵位置。 「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
服務業本身就會成為全盤改革的關鍵點，而進一步釋放服務部
門活力更可抵銷其他改革成本。」

威廉姆以城鎮化改革舉例說，雖然城市化帶來了可觀的收
益，但同時也產生了成本，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交通擁堵。
經合組織指出，中國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儘管十分迅速，
但仍跟不上城市化的速度。此外，城市集結了眾多行業，並產
生高於農村更多的車流，給空氣質量帶來有害影響。如此一來

，繼續改善交通信息和水電服務等服務業部門有助於抵銷城鎮
化帶來的負面改革成本。

包容性增長增進市民福利
經合組織長期致力於不同經濟體領導人在科學的決策數據

基礎上，做出增進市民福利的包容性增長措施。威廉姆強調稱
，服務業正是達到經濟包容性增長重要途徑之一。 「服務業部
門能夠提升人的生活質量，現在無論中國、美國又或是印尼的
領導人，他們的政策取向都是如何提升本國民眾的生活質量。
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服務業能夠容納大量民眾就業，如果每
個經濟體都能實現充分就業，無疑大家都會很開心。」

威廉姆指出，經合組織有完善的服務業數據庫和成功示範
案例，可以幫助各國領導人做出科學的決策，中國政府則非常
積極的參與到這個過程中。經合組織注意到，中國人民生活水
平迅速提高，現在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均收入達到了智利、
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水平。與此同時，未充分就業的農村人口遷

移到城市以及他們
向家裡的匯款提高
了農村的人均收入
水平，其程度足以
在過去十年間縮小
了城鄉收入差距，
「服務業在中國中

長期政策和計劃中
佔有重要位置，下
一步的改革一定能
持續增加社會個體
福利。」

經合組織副秘書長威廉姆經合組織副秘書長威廉姆··丹佛斯丹佛斯：：

正如 「中國製造」對
於中國的意義一樣， 「印
度服務外包」不光是印度
在國際市場上金字招牌，
還是印度經濟的支柱產業
之一。近年來，印度在全
球服務外包市場上一直佔
據領先地位，是承接離岸
服務外包規模最大的國家
。在本屆 「京交會」的印
度館中，印度工業聯合會
副主任Amit Mehta告訴大
公報記者說，中國和印度
同為消費市場巨大的新興
經濟體，面對來自中國的
競爭，印度的服務企業在感到一絲緊張的同時也期待雙方合作。

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採用了混合型經濟框架，依靠標誌性國有大型企業建
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不過，自1991年實行工業自由化以來，政府退出企業經
營，受到持續改革的鼓勵，民營企業掌握了經濟發展的繮繩，尤其是憑藉英語
環境與國際商務世界的無障礙對接、印度外包服務產業得以迅速稱霸全球。

Amit Mehta指了指身後站台接待往來賓客的服務人員說， 「她們的英文
都不太流利，中國要拓展全球服務業的市場，必須要克服語言障礙這一關。以
跨國公司的呼叫中心服務外包業務來看，這些跨國公司多青睞印度和菲律賓等
語言環境相對較好的國家。」

除了語言環境外，Amit Mehta還坦承道，和中國相比，印度具有較為完
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等規章， 「我也注意到京交會就設立了知識產權辦公室，要
知道零售服務業等相關領域從業者很看重知識產權保護。」Amit Mehta經常
來往中印之間，他用親身經歷稱， 「在印度不可以仿冒國際品牌，而中國很多
企業則打擦邊球，並損害了中國服務產品的國際聲譽。」

中國服務業後來居上的態勢，讓印度的從業者也感到一絲絲壓力。不過，
Amit Mehta稱，印度服務業的從業者更期待和中國同行合作， 「服務業並不
是某個國家利用競爭力贏取零和遊戲，而是相互合作利用自己的優勢，在更大
的全球市場共同實現利益。」

來自來自 「「外包服務王國外包服務王國」」的建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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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文宗、周楠北京報道】作為京交
會和大公報的老朋友，巴西亞洲商務諮詢會展集團總裁
支緯中已經連續三年參加京交會。去年接受大公報採訪
時他希望能夠在世界杯時看到更多的中國服務，今年他
希望將更多的傳統文化帶到足球王國。

支緯中告訴記者，在今日京交會的巴西主題日，巴
西駐華大使、巴西工貿部貿易服務司秘書長、巴西服務
業聯合工會主席等要員都會出席， 「這足以說明巴西政
府十分重視京交會」。支緯中說，巴西政府對京交會的
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加大，明年巴西還計劃將京交會的展
館擴大一倍，與往屆京交會不同的是，今年京交會巴西
帶來的是低空飛行、中巴文化版權的輸出和引進以及青
少年足球培訓三個項目。

支緯中說，巴西非常注重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今年
巴西將與中國外文出版社簽訂文化出版合作協議，希望

以書籍出版為橋樑，把更
多中國的傳統文化引

入巴西，也讓更
多中國人能

夠進一
步

了解巴西特有的葡語文化。

擬在華拓小型飛機市場
支緯中還特別介紹

了青少年足球培訓這個
項目。巴西聖保羅俱樂
部計劃在中國建立青少
年足球培訓基地，希望
將巴西優秀的青少年培
訓經驗傳遞到中國。 「
我十分期待未來能夠看
到中國自身培養的優秀
足球運動員馳騁在世界
杯的賽場上」。

巴西在小型飛行器
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優勢
。支緯中稱，本次京交
會將展示巴西小型飛行
器的成果，並在華開辦
飛行培訓學校。未來巴
西計劃在華開拓小型飛行器在華市場，並在此基礎上成
立飛行俱樂部，建設小型機場等。

支緯中看好中巴貿易合作前景。目前中巴貿易十分
平衡，中巴投資商機呈雙向化，雙方貿易互利共贏。他
稱，巴西將加大對華投資，目前中國投資法規十分健全
，正是巴西企業來華投資的好時機。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一台台理療床
、一架架減肥儀、一個個好奇的排隊者……在第三屆京
交會國際展區，韓國參展商使出奇招，直接把 「美容院

」搬進展館。
韓國展台負責
人Joo sungsik告
訴大公報，經
濟的快速發展
讓中國人的生
活水平越來越
高，他們也越
來越重視自身
的健康，因此
韓國非常看好
中國的健康美

容市場。
由於地緣相近，中韓兩國一直以來就在文化

方面多有交流互通。近年來，伴隨着韓劇等 「
韓流」的強勢傳播，韓國的健康醫療、美容
等產業也日益受到國人的青睞。在本屆京交
會上，韓國參展商就揚己之長、有的放矢，
把美容、理療搬進了展館。

在國際展區，人頭攢動者有之，不時駐
足者有之，但韓國館卻人氣爆棚，許多中國
女性，從少女到大媽，都排隊等着進去體驗
一把地地道道的韓國美容。而在韓國館另一
側的減肥理療區，一些身材壯碩的中國男性

也積極參與體驗活動。
Joo sungsik對大公報說，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世界矚

目，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不過，亞健康、肥
胖症在中國也越來越普遍。因此韓國公司抓住了這個商
機，積極參與到本屆京交會上，現在看反響非常好。

自韓國總統朴槿惠上台後，一改過去的親美政策導
向，轉向與亞洲鄰國的親善友好，中韓關係也進入前所
未有的親密期。Joo sungsik坦言，現在兩國的親密關係
給了韓國企業在中國發展以更大的信心。

雖然是第一次參展，但Joo sungsik已經像一位老熟
人的樣子，招呼着從展台前走過的每一位中國友人。
Joo sungsik告訴大公報，京交會的環境好，寬敞大氣明
亮。唯一略有不便的就是安檢程序十分嚴格，這讓展商
和客戶都要花一些時間進去。

「現在中國正在嚴厲打擊恐怖主義勢力的侵
擾，因此我很理解安檢和安保的升級。」

Joo sungsik十分認真地說，自己下
一次一定還要來京交會，中

國百姓很熱情，京交
會的平台可以吸

引很多投資
者、合作方
還有潛在消
費者，為我
們開拓中國
市場有很大
幫助。」

韓國韓國 「「美容院美容院」」 搬進京交會搬進京交會

台企台企 「「創新服務創新服務」」 引客商引客商

巴西期待引入中國傳統文化巴西期待引入中國傳統文化

【本報記者籍夏瑾、江哲北京報道】從三明治
變成冰激凌再變成陀螺塔，簡單的幾何小零件任由你窮
盡想像力拼接成各式 「古靈精怪」的造型。京交會公眾
開放日上，台灣館文創區的創意積木玩具不僅讓小朋友
們 「挪不動步」，亦令不少成人觀眾直呼新奇。今屆台
灣館還帶來了五顏六色的有機香米、清香四溢的高山凍
頂烏龍茶等台灣特色產品，吸引眾多客商和觀眾。

連續兩年參加京交會的台灣企業，今年再度參會展
示 「創新服務」。代表台灣文創的手繪鎏金作品、最新
科技3D打印機等高科技信息產品、展現綠色環保的 「
會呼吸的路」……文創、醫療美容、連鎖經營、信息服
務、綠色環保、美食等都在324平方米台灣館集中展
示。

記者在台灣館看到，標有 「霧霾剋星」字樣的地板
磚成了展區的一大亮點。看似普通的地板磚，不僅具備
高承載能力、能透水，最神奇的是它可以使得鋪面下土
壤與空氣、水相接觸，自然形成生物活躍的地下微濕地
生態系統，並利用導水管架構空氣對流的功能及設計，
直接捕捉大氣中汽車尾氣、揚塵等空氣污染物質，改善
空氣質量，除霾降噪。台灣館負責介紹，目前已在山東
省開展試點，100多個社區設置了環檢點。該企業還在
本屆京交會找到了在京津冀地區的總代理商，雙方已經
於29日簽訂合約。

除了展示台灣地區服務創新形象，京交會期間舉行
的 「兩岸服務業合作與發展契機交流會」上，台灣企業
也介紹了市場實務經驗。在大陸32個城市擁有100多家
門店的台灣餐飲品牌 「一茶一坐」總裁陳定宗分享了傳
統行業如何創造更大價值。他介紹， 「在信息時代，傳
統連鎖行業要發展會員，把以前傳統的那一套所謂的區
域客戶、提高客單價的方法原封不動的搬到會員卡裡，

只不過，工具變成了大數據。在大數據的支撐下，可以
通過微信等告訴客人有兩個禮拜沒有來了，或者推薦新
菜品等」。

這些台灣企業通過創意來吸引 「客商」。對此，台
灣貿易中心副秘書長葉明水在會上表示，台灣服務業的
創意、創新技術和人才優勢，結合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
和發展空間，適合雙方進行產業分工與合作，共同優化
服務業產業結構，創造兩岸經貿發展的更大收益。他稱
，京交會聚焦服務業的針對性強，涵蓋範圍更廣，會為
兩岸業者創造更多機會。

海外貿易聯合會副會長王暉則表示，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早期收穫計劃的實施，為兩岸服務業
合作開創了新的機遇。他希望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能
早日在台灣批准通過，為兩岸服務合作增添了新動力，
尤其是電子商務、銀行、證券等領域的開放為台灣帶來
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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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業聯合會副主任印度工業聯合會副主任Amit MehtaAmit Mehta
本報記者李理攝本報記者李理攝

▲▲巴西亞洲商務諮詢會展巴西亞洲商務諮詢會展
集團總裁支緯中集團總裁支緯中

本報記者張文傑攝本報記者張文傑攝
▲▲韓國展台負責人韓國展台負責人JooJoo sungsiksungsik

本報記者曲正攝本報記者曲正攝

▲▲ 「「感謝京交會提供這個機會感謝京交會提供這個機會，，讓我與你們一起討論讓我與你們一起討論OECDOECD在服務業領域所取得在服務業領域所取得
的成績的成績。。」」 OECDOECD副秘書長威廉姆副秘書長威廉姆．．丹佛斯為大公報留言丹佛斯為大公報留言 李理攝李理攝

▲▲經合組織經合組織（（OECDOECD））副秘書長的威副秘書長的威
廉姆廉姆··丹佛斯在京交會接受本報記者丹佛斯在京交會接受本報記者
專訪專訪 本報記者張文傑攝本報記者張文傑攝

▲▲韓國館韓國館 本報記者曲正攝本報記者曲正攝

▼▼台灣館台灣館
本報記者曲正攝本報記者曲正攝

▲▲台灣館文創區小朋友台灣館文創區小朋友
聚精會神的觀看展商演聚精會神的觀看展商演
示創意遊戲示創意遊戲

本報記者江哲攝本報記者江哲攝

大公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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