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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像一面多稜鏡，從不同角度觀察就有不同的解讀。
發電量降低、煤炭鋼鐵滯銷，這似乎是許多人語帶悲觀的原因
。然而，更聰明的經濟預言家都在等待2016年5月28日。這一天
在北京開幕的第四屆京交會，將展示服務業擴大開放，惠及中
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成果。

本屆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日前接
受大公報記者獨家專訪，她援引權威經濟數據，講述服務型企
業引人入勝的商業故事，這是一面放大鏡，讓我們看到服務業
正在醞釀新業態，將成為中國經濟提質升級的重要一環。

文 李理

讓我們把目光先放在北京，別看整個GDP（國民生產總值）盤子大，其
實有八成都是服務業。主管全市商務工作的程紅說，首都經濟增長主要靠服務
業，貢獻率在90%左右。如果覺得統計數字還是枯燥的話，不妨看看財政帳面

上的真金白銀。
「服務業從對外

開放角度來說也是一
個主要領域，我們現
在實際利用外資一年
是130億美元，走出去
是接近96億美元，這
裡面95%全部是服務
業」，程紅說，在對
外合作中服務業也是
主角， 「服務貿易去

年超過1300億美元，在整個貿易裏面能夠佔到30%左右，在出口中更佔到40%。
」具體來看，金融、保險、電信、計算機信息、文化娛樂等新興服務領域佔本
地服務貿易已達六成。

中國經濟邁入服務經濟時代
不難看出，北京的經濟結構已經接近發達國家，即用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

來拉動經濟增長，而非依靠大量勞動力和資源消耗的製造業。程紅表示，從整
個中國經濟角度看，目前已經一腳踏入服務經濟時代的門檻，進入到關鍵年
份。

「去年中國經濟正好是一個重要的檻，服務經濟所佔的比重首次超過50%
，標誌着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服務經濟時代。」她強調說，城鎮化背後的經濟
結構變化，就是服務部門超越傳統的工業和農業部門。

在外界把 「世界工廠」這個標籤貼給中國的時候，沒有幾個人能想到，還
不到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已經主動撕下這個標籤，換上了附加值更高的 「匠人
製造」和 「中國服務」。

在程紅眼裏，眼下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和貿易結構都處於轉型的關鍵時期，
「此時服務貿易發展起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代表性作用。」

她娓娓道來說，以前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全球的製造大國，連續多年居於貨
物貿易大國之首。不過，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產業結構正不斷升級，不斷向微
笑曲線兩端延伸，而微笑曲線兩端就是服務業。

「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未來五年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要高於貨物貿易
，力爭五年之後達到1萬億美元。程紅表示，這樣中國能接近美國現在1.1萬億
美元的服務貿易規模。

程紅強調說，進入新世紀以後，中國服務貿易增長速度遠遠高於貨物貿易
速度，今後幾年這個趨勢一定是會繼續下去，而且會越來越明顯。

服務業帶動就業成效明顯
如果覺得宏觀經濟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還太遠，那麼就業則與每個家庭息

息相關。程紅表示，內地每年都面臨一千萬農村進城人口的就業問題，再加上
近700萬的大學畢業生，這部分就業人口的流向很大一部分是服務業。

她告訴記者說，服務貿易裏有一個服務外包。經權威部門測算過，服務外
包一年能解決730多萬人就業，而這部分服務外包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大學生
。這也意味着，如果服務貿易能夠保持快速發展，每年至少能解決兩百萬大學
生的就業。

談及本屆京交會的特色，程紅介紹稱最重要的就是撮合企業成交。5萬平
米展覽展示和122場會議及洽談活動場場 「物有所值」。

程紅強調，本屆京交會更加注重互聯互動與跨界融合發展。京交會將整合
優質展會資源，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將全面整合到京交會中，業內有影響力的
金融街論壇也將在京交會期間舉辦，金融板塊得到全面整合。同時，提倡跨界
融合，北京市僑辦和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將聯合舉辦 「中醫藥發展大會」，邀請
200名華人華僑交流洽商，助推中醫藥 「走出去」。另外，還將加強專題板塊
互動，推動互聯網+、文化+、語言+等跨界對接。

第四屆京交會將於5月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辦。本屆京交
會將重點圍繞科技、互聯網和信息、文化教育、金融、商務和旅遊、健康醫療
領域，搭建中國服務走向全球的平台。

截至目前，新加坡、韓國、荷蘭、捷克、巴西等34個國家和地區確認參展
或舉辦專題活動，比上屆增加17個，其中，法國、捷克、加拿大魁北克省、日
本東京都等14個國家和地區首次參加京交會。截至目前，共有來自123個國家
和地區的4000家企業及2萬餘名客商註冊參展參會。

這個世界上總共有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
超過一半參加過涵蓋服務貿易全領域的京交會，
而主管商務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長程紅的朋友圈，
就是中國經濟轉型，從早年的貨物貿易升級到服
務貿易的真實寫照。

再早幾年，印度是人人耳熟能詳的服務外包 「聖地」，程紅
自己身體力行去了一次， 「印度軟件與服務業企業協會（
NASSCOM）在全球服務外包領域中非常有影響。我專門去印度
邀請了一次，他們來看了覺得非常好，就參加了。」如此以來，
所謂的 「龍象」之爭沒了，就這樣京交會和印度服務業 「兩情相
悅」。

程紅的朋友圈，隨着服務業的逐漸開放也
不斷擴大。她說，北京去年被定為首個全服務
業擴大開放的重點城市，主要包括科技服務、
信息傳輸、金融、教育科技、商務旅遊、養老
等這些領域。於是，新的面孔也不斷加入程紅
的朋友圈。北京服務業逐漸開放，想要掘金中
國商機的海外服務業提供者紛至沓來。

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今年，世界知
識產權組織、國際貿易中心、世界貿易中心協
會等都已確認成為第四屆京交會的國際合作機
構。京交會的三大永久支持單位還將派重要領
導出席活動，同時京交會將與世界貿易組織共
同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

新朋友變成老朋友，小朋友成長為大朋友。程紅還記一個叫
小笨鳥的企業，就是伴隨着京交會一路成長的。 「他首次亮相也
是在京交會，這幾年發展非常快，去年單是組織出口就超過14億
美元，搞跨境電商跟國際75個平台全部對接。我稱小笨鳥是 『新
一代的貿易綜合商』。」

北京有個文化公司叫四達時代，在非洲幾十個國家搞網絡電
視。截止到目前，四達時代已在28個非洲國家註冊成立公司，在
16個國家開展數字電視運營，發展用戶超過500萬，成為非洲發展
最快、影響最大的數字電視運營商。2015年底共完成180部影視劇
、6144小時的譯製量。據分析，四達時代業務中三分之二屬於服

務貿易範疇，另外三分之一是機頂盒、
小衛星等設備出口。程紅說。 「今年這
個公司服務貿易能有7到8億美元，能帶
動設備出口有3億美元左右。」

今年，越來越多的服務提供商準備
到京交會大展身手，單是聽聽名字就知
道他們為什麼而來：加拿大滑雪協會看
好了冰雪運動商機，韓國流通協會瞄準
了中韓自貿協定的大市場。

京交會就像一個大Party，中國朋友
認識外國朋友，老朋友認識新朋友，新
創意變成新商機，這或許也是服務經濟
時代的有趣之處吧。

作為全球首個涵蓋服務貿易全領域的專業交易會，京交會已
成功舉辦了三屆，為國內外服務市場交流打造了新渠道。京交會
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日前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
訪時表示，本屆京交會將更加注重互聯互動與跨界融合發展，整
合優質展會資源，創新籌辦方式，加強板塊互動。

程紅介紹，本屆京交會的一個重要主題是 「服務貿易的創新
與融合」，將舉辦5萬平米展覽展示和122場會議及洽談活動，包
括6場國際論壇，8場行業大會，106場洽談交易，以豐富的內容和
富有時效的活動，充當好國際服務貿易合作和交流平台的作用。

程紅強調，本屆京交會更加注重互聯互動與跨界融合發展，
「融合發展和整合發展是北京市對京交會提出的一個原則」。她

指出，本屆京交會將整合優質展會資源，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將
全面整合到京交會中，業內有影響力的金融街論壇也將在京交會
期間舉辦，金融板塊得到全面整合；同時，提倡跨界融合，北京
市僑辦和北京市中醫管理局將聯合舉辦 「中醫藥發展大會」，邀
請200名華人華僑交流洽商，助推中醫藥 「走出去」；另外，還將
加強專題板塊互動，推動互聯網+、文化+、語言+等跨界對接。

「融合發展裏面不光是服務貿易領域之間相互融合發展，服
務貿易和貨物貿易融合發展在裏面也是得到了清晰的體現。」程
紅表示，服務貿易除了自身發展以外更重要的是帶動貨物貿易發
展，除了銷售、設計，都是提升貨物貿易價值最重要的部分，包
括同一個公司的經營行為也是可以在服務中帶動貨物的發展。

除了行業間的融合，程紅認為京交會同樣還承擔着搭建企業
合作平台的作用。在京交會上，電子商務企業
不僅進行業內交流，還和快遞、銀聯等支
付機構進行密切的合作，在這幾年電
子商務和快遞實現了並肩跨越式
的發展。快遞板塊在前三屆
京交會上共簽了36個項
目，共計850億元
人民幣的合作
協議。

程紅：互動融合成服貿發展關鍵
文 李耀威

文 李理

程市長京交會上的朋友圈

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5月
28日在京開幕。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
長程日前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北京，服務
業是經濟主體，在整個GDP裡佔比超過80%。

第三產業比重高，是國際大都市的重要特徵之一。
紐約、倫敦和東京的第三產業比重分別高達91.4%(2012)
，91.1%(2011)，86%(2012)。2015年上半年，北京服務
業佔GDP比重首次超過80%，達到80.9%。

程紅指出，在北京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算
是經濟主體，對經濟貢獻率在90%左右，經濟
增長主要靠服務業。服務業從對外開放
角度來說也是一個主要領域，我們現
在實際利用外資一年是130億美元，
走出去是接近96億美元，這裡面95%
全部是服務業，在對外合作中服務領
域也是個絕對的主題，特別是對外方
面，我覺得服務越來越成為一個主要
的領域。

程紅舉例說，北京出口裡面40%
是以服務貿易形式來出現的。服務貿
易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計算機
信息、文化娛樂等這些都是屬於新興
服務領域在本地服務貿易領域裡面佔
到60%，2/3都是新興領域。

「這跟全國服務貿易結構不太
一樣，全國的服務貿易裡面最大頭
的一個是運輸，一個是旅遊，這兩

項加起來有一半左右，北京是新興領域發展非常快，佔
全國份額也是非常高。」程紅介紹說。

程紅非常看好北京市的服務貿易前景。 「這幾年一
直是兩位數增長，去年接近18%的增長速度，我們希望
通過擴大開放，加快服務貿易的發展，帶動服務業升級
。」她說，我們做了一個五年規劃，全市 「十三五」規
劃裡有27項核心指標，其中有一個，在外向型經濟裡只

有一個指標，就是服務貿易在五年以後要達到2000億美
元。

「服務業是北京的主題，我們怎麼通過改革和開放
來提升它的水平，這個是我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關注點
。這裡面既包括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是北京具
有一定競爭力和輻射帶動力的一些產業。包括金融、銷
售、廣告、中介等等，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這

個對整個周邊區域以及全國都是有帶動作用的，
我們在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中繼續提高這個水

平。」程紅說。
「還有一部分是生活性服務業，生活性服
務業跟老百姓生活是密切相關的，說
起來是針頭線腦柴米油鹽，但是對人
民生活品質是有實質性的影響。」程
紅表示，習總書記在兩年以前到北京
調研專門提到，北京要建成國際一流
的和諧宜居城市，不斷提升生活性服
務業的品質。去年，市政府專門出台
了一個提升生活性服務業品質三年行
動計劃。通過 「五化」來把生活性服
務業進一步提升，核心主要是問題導
向，現在大家不滿意的，市民不太滿
意的，不符合國際水平的，我們主要
是規範化、便宜化、品質化等這五個
化來推進。包括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國
際的人才，還有北京本地市民，給他
們提供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北京服務業佔GDP比重超八成
文 潘曉亮

還有四天即將到來的第四屆京交會可是忙壞了劉寅，作為小笨鳥網絡跨
境平台的CEO，劉寅將在2016中國（北京）電子商務大會的一場關於跨境電
商的分論壇中，作為重要嘉賓分享精彩實戰經驗，還要積極籌備如何向全球
採購商推介北京的老字號步瀛齋。

儘管這是劉寅第二次參加京交會，但他卻充滿信心與期待，因為去年的
經驗讓劉寅知道，他一定收穫滿滿。 「如果把小笨鳥比作一個新生兒，他的
第一聲啼哭就是在京交會上。展示跨境電子商務，並以此為起點，一發不可
收。京交會哺育、滋潤了小笨鳥，使小笨鳥得以成長發育。」劉寅這樣形容
，並不誇張。他們的發展北京市副市長程紅也一直記在心上。 「我稱他是 『
新一代的貿易綜合商』。」程紅日前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這樣形容。

據悉，小笨鳥網絡是北京電子商務中心區（CED）的重點骨幹電子商務
企業，首次在京交會上亮相就推出了自己獨特的跨境電商平台，享受到了北
京CED提供的政策、資金、配套等方面的強有力支持，享受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和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雙重優惠政策。同時，結合在信息流、
物流、商務流等方面的綜合服務優勢，CED為小笨鳥網絡提供了良好的發展
空間和環境。

經過兩年的發展，小笨鳥在全球首次打通了全球性網購平台的75個網絡
站點，覆蓋45個國家和地區。目
前已與俄羅斯、獨聯體等大型採
購公司達成合作協議，擁有23萬
多家採購商。中國企業可以在平
台上通過一鍵發布將產品同時發

布到不同的平台，實現快捷、簡單的出口。
「到京交會，我們不是去作秀，而是實打實的帶去收益。電子商務主要

要切實的給當地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實實在在的交易額。我們希望通過京
交會這個平台把中國優秀的產品、優秀的企業推介到全球各地。」劉寅說。

「此外還有廣安門中醫院，他們在京交會平台上尋求合作，這幾年已經
簽了14項國際合作協議，還與國際支付機構，國際保險機構都達成了合作，
很好的走了出去。」提到這些企業，程紅如數家珍。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
醫院院長王階表示，該醫院連續參加京交會成為直接受益者。據悉，廣安門
中醫院在京交會上先後與跨國醫療保險巨頭招商信諾和柬埔寨綠色王國有限
公司簽訂了中醫醫療服務直接支付協議、醫療旅遊合作備忘錄，為中醫藥服
務走出去創下了生動的樣板。

作為京交會上的大熱門，快遞板塊每年都會簽約大單。中國快遞協會副
秘書長楊駿日前表示，自首屆京交會起，快遞服務板塊就成為京交會重要組
成部分，也一直是京交會上備受關注的熱點之一。今年的京交會上，快遞分
揀 「機器人」將首次亮相，快遞服務簽約額預計將比上屆的500億元有較大提
升。

「通過參加京交會，打響了達陣棒球的品牌，希望本屆能給大家帶來更
好的體驗。」參展商代表燕軍也表達了參展商對京交會的評價和期盼。

據悉，截至目前，共有來自123個國家和地區的4000家企業及2萬餘名客
商註冊參展參會。

務實服務受讚 參展企業伴京交會共成長
文 李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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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京交會月杪啟幕第四屆京交會月杪啟幕
服務業釀新業態服務業釀新業態 助經濟提質升級助經濟提質升級

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5月28日至6月1
日在北京舉辦。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邱麗新23日介紹，與往屆相
比，本屆京交會更具 「國際範兒」，不僅首次與世界貿易組織共同
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並首設國際合作機構，且境外組團參展參
會數量比上一屆翻番。

邱麗新表示，本屆京交會有四大突破，一是首次與世界貿易組
織共同舉辦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二是首次設立國際合作機構，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國際貿易中心、世界貿易中心協會等都已確認成為
第四屆京交會的國際合作機構；三是首次設立了京交會的主賓國和
主賓省，主賓國英國將組織金融、通訊、保險等服務貿易等優勢產
業舉辦展覽展示，主賓省浙江也將組織文化、跨境電商、外包等服
務貿易企業參展。

北京市商務委主任閻立剛介紹稱，相比前三屆展會，第四屆京
交會將實現 「五個更加」。一是國際參與度更高，這體現在一系列
數據上。具體來看，註冊客商國別數比上一屆增加了6個，達到123
個；註冊境外參展參會企業近400家，特斯拉、拜耳、印度塔塔諮
詢公司等知名企業都將參展參會；國際商標組織、美國服務貿易聯
盟、印度軟件和服務業企業行業協會（NASSCOM）等60餘家境外
國家和地區商協會組團都已確定參展參會。

二是主題主線更加突出。本屆京交會將圍繞 「一帶一路」建設
，設立主題展區，展示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重大合作項目；服
務業擴大開放的六大重點領域也將設立26個專題板塊。在推動 「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上，本屆京交會也將設立 「雙創服務」專題展
區，集中展示 「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等創新成果，並舉辦航
天技術、智慧城市、數字內容等專題展覽展示。

第三方面，今年的京交會更加凸顯互聯互動。體育服務、雙創
服務等專題展覽將設置冰雪運動體驗、腦波賽車等互動項目，增強
現場體驗感。與往屆相比，本屆京交會還將首次發布一系列行業發
展標準以及指數等發展狀況。閻立剛介紹，本次京交會將有10場活
動發布17個行業方面的報告、白皮書、指數等，如2015到2016年中
國電子商務發展報告，全國會展產業政策法規白皮書（2015）， 「
雙創指數發布」， 「一帶一路」商情指數發布等。

本屆京交會還首次推出手機APP，並將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體即時推送展會信息。

國際化參與度更高
首與WTO辦全球服貿會

文 周琳

▲京交會組委會常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接受大公報
記者獨家專訪

▲左起：大公報社長助理、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
總編輯、大公網執行總裁兼總編輯王文韜、京交會組委會常
務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程紅、北京市商委副主任兼北京市
國際服務貿易事務中心主任倪躍剛、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副主
任徐和建

▲第四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專題新聞發布
會。左起：商務部辦公廳副主任王雪坤、商務部國際
服務貿易司司長邱麗新、北京市商務委主任閻立剛

▲小笨鳥跨境電子商務平台與俄羅斯
B2B CENTER達成戰略合作協議。
圖為簽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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