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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世貿組織換屆，中國第一次
有機會推薦自己的人選出任副總幹事。
易小准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從事國際
貿易相關工作，自2011年起擔任中國常
駐世貿組織代表，此前曾擔任中國商務
部副部長。

談及角色的轉換，易小准說， 「對
我來說仍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代表中
國的時候知道中國13億人的利益是什麼
，我應該說那些話。而現在我要代表世
貿組織160多個成員國，有機會為世界服務，這是中國人的榮
幸。」

上海自貿區促服務貿易擴大開放
中國政府做出承諾不斷開放服務業，其中金融和電信等

新興服務業領域備受關注。易小准表示，今後開放以上新興
服務業可以複製早前的經驗。一方面要降低貿易壁壘，讓企
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競爭，通過競爭迅速成長；
另一方面則開放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中國企業通過這
種競爭來強壯自己，中國製造業就是這麼發展壯大的，中國

的製造業能夠成功，服務業同樣能
夠成功」。

易小准還指出，WTO各成員
國已從上海自由貿易區看到了中國
進一步開放的希望，支持和鼓勵中
國做進一步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嘗試
。上海自貿區作為服務業對外開放
的試驗田，對於進一步推動中國的
全面開放有很大的前瞻性和促進作
用，自貿區涵蓋的產業範圍很寬，

這些產業都是WTO成員非常感興趣的，希望中國能夠有新的
開放舉措。

服務業成為就業引擎
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經超過

製造業。瞻望即將到來的 「十三五」易小准強調稱，隨着中
國經濟增長升級，在 「十三五」期間中國不僅成為製造業大
國，更能成長為一個服務業大國。

他指出，除了中國本身經濟結構由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
以外，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更逐年增長。 「不管是進

口還是出口，中國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
平。去年世界範圍內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約是6.5%，而中國
服務貿易增速超過14%。」

在易小准看來，中國政策藍圖強化服務業發展背後的邏
輯還出於解決新增就業需要。他分析稱，從現時情況看，服
務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能帶動100萬個新增就業，如果服務
業每年增加8.5%就是850萬人就業，這樣製造業再有600多萬
，完全能夠解決每年逾1200萬的新增就業需求。 「服務業的
工資收入和工作環境都好於製造業，因此發展服務業，促進
服務業對外開放，也是中國的必然選擇。」

中國不會成為ITA局外人
目前，WTO正在進行新一輪的信息技術協議。易小准表

示，中國應該有信心、有這個底氣去參加並通過談判來完成
這個協議， 「現在還差最後的臨門一腳，但我相信中國政府
和產業部門，應該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知道怎麼去處理好這
個問題」，易小准相信，中國不會在新一代的信息技術協議
裡面成為局外人。

據了解，目前中國的信息技術出口產品已佔世界總量的
約30%，遠遠超過第二、三位的國家。

【大公報實者孫
琳北京報道】 「專業
的觀眾，超高的規格、
豐富的信息資源、具有
針對性的模塊設計」，
京交會的老朋友中國英
國商會主席博楊Russell
Brown對本次京交會讚
不絕口。31日，在英國
主題日的 「中英創意創
新交流合作論壇」上，
中國英國商會作為主辦
方之一，帶來了包括納
華達集團、總部基地在
內的數家在創意創新領
域的傑出企業發表演講
，分享和介紹在中國商

業市場上曾經參與與合作的各類項目，展示未來他們與
中國企業合作的意向等諸多話題。

「我們來到京交會尋找機會。中英兩國在創意產業
都做得非常好，各有優勢，但很多中國企業並不了解英
國在創意產業的長項，我們希望通
過京交會找到更多的與中國企業合
作的機會，強強聯合，優勢互補，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同為首次參
會的英中貿易協會主任潘樂妮對大
公報表示， 「作為重量級會展，京
交會對中國舉足輕重，而作為重視
與中國經貿關係的英國，我們認為
我們必須要來參加京交會。」

據了解，英國擁有歐洲最大的
創意產業，僱傭比例佔英國就業市
場的7%。而且，英國創意產業正以
超過其他行業雙倍的增長速度迅速
發展，特別是在遊戲、軟件和電影
等數字娛樂方面尤為突出。現在創
意產業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714億
英鎊，相當於僅僅一小時就能夠創造驚人的800萬英鎊
價值，每月對華出口總額超過10億英鎊。

業內人士認為，全球最盈利的遊戲工作室中有26個
位於英國，這使得英國製作的遊戲質量很高，比如《古

墓麗影》、《糖果粉碎傳奇》。而中國遊戲企業進入英
國，意味着既可以吸引到世界一流研發人員，又能夠在
英國以及歐洲市場發掘新的商機。

京交會雖年輕 但規模驚人
即便只是在京交會的主展區隨便走走，也很難不被

紅白藍、米字旗、福爾摩斯等濃厚的英倫氣息元素所吸
引駐足。據了解，此次京交會 「英國館」劃分出不同區
域，展現金融、創意創新產業、航空運輸、教育、諮詢
等眾多行業領域中英兩國的重點項目，重點展示中英商
貿在創意創新和金融領域的合作和交流；同時，作為新
加入的主題，英國優質教育資源項目將吸引20-30所英
國大學來京交會尋找與國內大學開展合作項目的機會。

在行業領域方面，根據宜居城市、中國消費者、
中國企業 「邁向國際」、英國優質教育資源四大主題
，分區域重點介紹相關行業信息和潛在中英合作項目
，並希望以此為開端開啟中英兩國服務貿易合作交流
的新紀元。

去年底，英國首相卡梅倫帶領商務代表團來到中國
進行高層商務訪問，一系列的中英商貿交流活動開啟了
中英兩國商貿往來的新篇章。2013年中英雙邊貿易額再
創新高，突破700億美元。這被外界解讀為，英中雙邊

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與此同
時，卡梅倫還與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達成建立全球數字聯盟協
議，旨在促進數字媒體和娛樂行
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為英國
公司打開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
該聯盟於5月29日在青島宣布成
立。

「京交會雖然還很年輕，但
已頗具規模，一切看起來都在軌
道上，我相信它會越辦越好，前
景無限。」潘樂妮對大公報說。
而對於博楊來說，他更看重的是
京交會的專業性， 「非常有針對
性，能為企業帶來豐富的專業的

信息」。
「我想我們已經得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下一屆我

們一定還會帶着更多的企業來參加京交會」，博楊對大
公報說。

中國開放服務業中國開放服務業
可複製製造業成功經驗可複製製造業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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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文宗、劉鋒北京報道】 「我如
果能來中國居住，看中醫就更方便了。」連續三年來
到京交會的科隆副市長何珂的一句話道出了中醫藥在
海外的影響力。北京同仁堂國際公司總經理丁永玲在
京交會期間接受大公報、大公網專訪時指出，香港是
中醫藥走向世界的重要切入點。

探路歐美市場 文化先行
擁有300多年歷史的同

仁堂目前在全球18個國家
和地區擁有了96家營銷的
終端，據不完全統計，到
目前為止，到同仁堂海外
藥店諮詢、就診的海外人
士已超過2000萬人次，至
少有1億海外人士認識了來
自北京的老字號企業同仁
堂，認識了中醫藥，愛上
了太極拳、八段錦這些中
華養生方法。儘管同仁堂
在東南亞、香港和台灣等
華人市場已經擁有很高知
名度，但文化差異也給同
仁堂走向歐美市場帶來了
挑戰。對此丁永玲表示，
健康無國度，西方民眾同
樣需要健康。

據了解，歐美市場是

同仁堂國際化戰略的下一步重點， 「從文化先行來入
手」，丁永玲認為，中醫藥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
髓，向外走時要將現行的文化主動推廣。不僅僅銷售
產品，更注重將大健康理念加入到服務中，通過在歐
洲建立中醫藥健康服務中心、中醫藥培訓中心、中醫
藥大學讓消費者更加了解中醫藥文化。

立足香港 走向世界
「香港對同仁堂來說，選擇它作為一個切入點，

以它為橋樑走向海外，是明智的選擇。」丁永玲坦言
，立足香港，能夠更好的走向世界。一來，香港的市
場基礎，同仁堂品牌在香港有很好的知名度和社會影
響力，香港的民眾也非常的認可、信任同仁堂，百姓
對同仁堂產品也是倍加青睞。二來，香港具備多種優
勢，比如金融優勢，倉儲、物流、信息等等為同仁堂
下一步開拓海外市場，提供諸多方便條件，同時它的
運作效率也比較高。應該說，從2004年我們在香港發
展，到我們目前真正在香港上市，決定大踏步開拓海
外，應該一步一個腳印，也是我們的一種連續的一種
戰略和考慮。

據丁永玲介紹，同仁堂產品在港銷售已有五、六
十年歷史，品牌深得港人信任。目前同仁堂在港50多
家零售終端，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帶中醫診所的。同仁
堂還計劃在港建立現代意義上的養生保健中心，更好
的為香港民眾提供健康服務。同仁堂每年派專家赴港
宣傳和傳授中醫藥養生知識，並舉辦義診活動。同仁
堂與香港一些大學也有獎學金合作，旨在培養更多中
醫藥的專業人才。

同仁堂丁永玲：
香港是中醫藥走向世界重要切入點

【大公報記者李銳北京報道】本屆京交會分
銷服務板塊吸引來自俄羅斯、韓國等40多個國家的
200多家企業和組織參與，共計46個項目進行對接簽
約，累計簽約金額達到了1208億元人民幣。

據悉，本屆京交會分銷服務板塊有中國銀聯、
中國服貿網、IBM等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前來開展
項目對接與洽談，涉及電子商務、汽車、金融、新
能源等十多個服務貿易領域。此外，在昨日的北京
主題日活動中，中國服貿網、非洲投資信息交流中
心等4個項目的簽約總金額達到315億元人民幣，最
大的單項服務交易簽約金額達到100億元人民幣。

在5月31日的分銷服務板塊活動中，中英文化創
意產業協會與歐盟中國基金雙方簽訂合作協議，共

同舉辦歐洲萬像國際華語電影節，加深華語電影在
歐洲影視市場的知名度與參與度，並在歐洲指定國
家設立分影展和分論壇。

北京朝陽區商務委相關負責人稱，分銷是現代
市場經濟中連接生產者和消息者的紐帶，借助京交
會這個平台，朝陽區將以建立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
國際商務中心為目標，大力集聚高端商業，重點引
進國際品牌，大型商業機構，促進新興消費形式發
展與傳統商貿升級，全面提升商貿流通產業，推動
現代物流、國際採購業發展，強化綜合貿易樞紐地
位；大力發展電子商務與離岸商貿業態，努力擴大
服務貿易規模，打造服務外包的接發包中心，形成
服務貿易功能節點。

【大公報記者李銳北京報道】由大興區和北京
經濟技術開發區合作打造的北京電子商務中心區（CED
）在第三屆京交會上亮相，簽約額達200多億元。

據介紹，2014年3月，北京電子商務中心區（CED
）正式被授牌，經過一年時間的打造，北京電子商務中
心區吸引了騰訊電子商務華北運營總部項目、本來生活
網、美茲網以及跨境貿易平台小笨鳥網等200餘家電子
商務企業入駐，電子商務相關服務企業上千家、電子商

務零售總額成為北京市網絡零售額佔比的第一位。
大興區副區長喻華鋒表示，北京電子商務中心區將

充分發揮電子商務在首都功能調節和結構升級中的引領
作用。努力將北京CED打造成發展環境優越、高端要素
集聚、創新驅動活躍、應用服務領先、支撐體系完善，
具有較強影響力和帶動力的領軍型電子商務示範區，形
成一個充滿市場活力，電商企業樂在其中的電子商務生
態圈。

亮點板 塊

①分銷板塊簽約額1208億

②北京CED打造電商生態圈

【大公報記者潘陽、籍夏瑾北京報道
】不需要網線、不需要無線路由器，只要點亮
一盞LED燈，就可以上網、發郵件、傳送照片
……實現所有wifi可以實現的功能，是不是很神
奇？

第三屆京交會上，北京信鑫科技有限公司
帶來的這種 「可見光通信技術」刷新了網線、
wifi等人們頭腦中固有的信息傳輸方式。該公司
CEO張小京介紹說，可見光通信技術基於LED
燈高頻閃爍，利用固態照明傳輸數據信號，相
當於附加在光上的載波技術。

張小京說，通過在燈泡上植入一個微小芯
片形成類似於AP（WiFi熱點）的設備，發射信
號，使終端隨時能接入網絡。由於該技術發明
的初衷是挑戰原有的wifi技術，因此業內人士親
切地稱其為 「lifi」。據了解，Lifi可以廣泛應用
於智能家居、車聯網、醫院等場所。

將一件印有白色雙喜字的T恤衫通過攝像
頭投影到屏幕上，白色的字上瞬間疊加出喜慶
的紅色雙喜字，中間又蹦出一顆跳動的紅心；
畫着房子的紙張放到攝像頭前，屏幕上顯示出
一個立體的別墅圖案，別墅還可以拆解，去掉
屋頂、去掉牆壁、單獨展示一個房間……這虛
虛實實的變化，讓京交會的觀眾們大呼驚奇。

實際上，這就是可以將虛擬和真實的東西
疊加在一起的 「AR增強現實技術」。帶來此項
技術的福州巡航舵公司總經理肖利民說，此技
術在國外已經應用很久，但受制於硬件設施沒
有很大推廣，現在隨着硬件的成熟正在飛速發
展。 「這項技術對於改善客戶體驗、增加產品
銷售很有幫助，而且應用範圍廣，在包裝、地
產、會展等行業都可以應用，只要有紙張、有
圖案，就能顯示出特殊效果。」

通過手機對家中空調、電視、照明、安保
系統實行遠程控制的 「智能管家」；能根據樓
宇中人員分布等情況自動調節空調、照明等設
備的 「智能大樓」；可實時記錄心跳、血壓，
還可通過無線網絡遠程傳給雲平台上 「健康醫
生」的健康腕表……這些先進的技術在智能城
市展和健康展上都讓人眼前一亮。

而航天科工為本次京交會帶來了 「車聯網
及智能交通」項目，將北斗智能感知及傳感終
端技術與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及大數據等技術
相結合，為全社會車輛提供智能監管、安全駕
駛、物流暢通和綠色出行等服務，努力為解決
當下我國城市發展所遇到的交通問題提供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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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潘陽北京報道】 「在國際貿易
中，我們最怕的是語言不通，因為語言不通很容易造
成誤解、甚至法律糾紛」，前來參加第三屆京交會的
一位外賓說。

語言服務作為一個新興概念首次出現僅是兩年前
。除了傳統的翻譯服務，還包括語言軟件開發、測試
、桌面排版，跨國企業的本地化服務等。而在今年的
京交會上，語言服務則作為一個獨立的板塊出現在數
萬中外客商面前，而且是此次京交會上國際化程度較
高的一塊。在京交會 「語言服務與全球化論壇」上，
商務部服務貿易和商貿服務業司副司長呂繼堅表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語言服務業是大國崛起的必由
之路，有利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國家文化
傳播能力並提高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水平。中國翻譯協
會第一常務副會長郭曉勇表示，全球化時代，無處不
涉外，但語言服務業的行業地位目前還不太明確，今
年首次以獨立板塊參與京交會，主要是展覽展示、推
廣 「語言」服務概念及其在全球化中發揮的作用。根
據《2012年中國語言服務業發展報告》，我國語言服
務業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期，預計到 「十二五」結束
時，語言服務企業年產值將超過2600億元人民幣，從
業人員數量將達到200萬人。

③語言服務首次亮相 助力貿易全球化

▲WTO▲WTO副總幹事易小准副總幹事易小准
接受大公報接受大公報、、大公網聯大公網聯
合專訪合專訪

大公報記者張文傑攝大公報記者張文傑攝

▲▲ 中 國 英 國 商 會 主 席中 國 英 國 商 會 主 席
Russell BrownRussell Brown接受大公接受大公
報記者專訪報記者專訪

大公報記者孫琳攝大公報記者孫琳攝

▲▲英國館的設計英國館的設計，，是一個充滿英國元素是一個充滿英國元素
、、充分體現英國在創意創新領域特色的充分體現英國在創意創新領域特色的
展館展館 張逸攝張逸攝

▲▲平面畫冊中的二鍋頭到大屏幕上立平面畫冊中的二鍋頭到大屏幕上立
刻呈現出一個立體酒瓶刻呈現出一個立體酒瓶

大公報記者潘陽攝大公報記者潘陽攝

▲▲北京同仁堂集團副北京同仁堂集團副
總經理丁永玲接受大總經理丁永玲接受大
公報公報、、大公網記者專大公網記者專
訪訪
大公報記者張文傑攝大公報記者張文傑攝

履新世貿組織履新世貿組織（（WTOWTO））副總幹事未滿一年的易小准在副總幹事未滿一年的易小准在 「「京交會京交會」」 期間接期間接
受大公報和大公網聯合專訪時指受大公報和大公網聯合專訪時指，，中國下一步開放金融和電信等新興服務業中國下一步開放金融和電信等新興服務業
可以複製早前開放製造業的成功經驗可以複製早前開放製造業的成功經驗。。他強調說他強調說，，中國在中國在 「「十三五十三五」」 期間會期間會
成為服務業大國成為服務業大國。。

大公報記者李理大公報記者李理、、江哲北京報道江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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