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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第四屆京交會最具人氣的板塊──2016中國（北京）電子商務大
會拉開大幕。會議現場，商務部部長助理王炳南、北京市副市長程紅等共
同宣布 「2016北京跨境電商消費體驗季」 正式啟動，這一活動將組織十多
家跨境電商企業在北京多處購物中心開展線上消費、線下體驗等活動，以
增強消費者對跨境商品的體驗和感受。當日會上還透露，商務部今年將開
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擴大實施範圍向貧困地區傾斜以及促進跨境
電商發展。

作為中國電商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年度盛
會之一，本屆電商大會的展覽環節分為互聯
網＋服務、創新引領、卓越共享、跨境電商
、生活服務等主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
VR等電商領域的新技術。在論壇環節，各
界嘉賓圍繞電商行業的發展熱點和趨勢進行
了交流討論。此外，在消費體驗季活動期間
，十多家跨境電商企業將在北京西單、王府
井等地購物中心開展線上消費、線下體驗等
活動，以增強消費者對跨境商品的感受，鼓
勵跨境電商平台企業與傳統零售企業開展合
作。

京80%消費增量來自電商
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

額已經達到20.8萬億人民幣（約合24.6萬億
港元）。網絡零售額3.88萬億人民幣，網絡
購物用戶4.13億，兩項指標均居世界首位。

商務部部長助理王炳南在致辭時說，中
國有13億人口，目前網購消費者僅佔三分之
一，還有很大增長空間。今年商務部將大力
促進線上、線下互動融合發展，同時推動農
村電子商務發展，此外還將促進跨境電商發
展。王炳南稱，電子商務在推動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促進大眾創業、擴大居民消費、提
升居民生活品質等方面發揮着積極作用，是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動力。

他表示，商務部今年將多措施促進電子
商務的發展，包括開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
示範，擴大實施範圍向貧困地區傾斜以及促
進跨境電商發展等。同時，帶動大型電商企
業進入農村，推動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
雙向流通，實現農村流通網絡的第二次飛躍
。他還表示，杭州等13個地區開展跨境電商
綜合實驗，其中可複製的經驗做法將盡快在
全國推廣。

作為本屆電商大會的支持主體之一，北
京市也是中國電商發展的佼佼者。2008年以
來，北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消費市場。
2015年，北京社會銷售零售額首次突破萬億
人民幣大關，成為中國第一個突破萬億的城
市。統計數據還顯示，目前北京GDP增量
的80%都來自消費，而消費增量中的80%又
來自電商。現在，北京老百姓每花100元錢
，有19.5元是通過網上實現的。

蘇寧將設300VR體驗區
在本屆電商大會上，蘇寧、京東、海爾

、家樂福、羅森（中國）等企業負責人紛紛
就電子商務發表看法。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
張近東在會上表示，如今，電子商務的發展
已經不僅僅是傳統互聯網的概念，而是已經
深入線下、深入海外、深入生活的服務，甚
至深入到田間地頭，其深度和廣度已大大超
過傳統電商。

張近東還透露，蘇寧將逐步推進實體店
互聯網升級。繼去年推出蘇寧易購雲店後，
在未來三個月內，蘇寧將在全國陸續開設
300家VR體驗專區，打造中國最大的VR體
驗平台，消費者可以在其中隨意體驗VR、
無人機、電競等。

國人半年斥722億在美掃樓
【大公報訊】據參考消息網報道：外

媒稱，由房地產開發商Scott Rechler牽頭
、包括中國人壽在內的一家風投財團斥資
16.5億美元（約合128億港元）收購了位於

紐約第六大道1285號的曼哈頓寫字樓。根
據交易追蹤機構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
據，中資企業今年迄今已經完成和正在進
行的美國商業房地產收購交易達47筆，交
易總額為93億美元（約合722億港元）。
這意味着中國投資者是美國商業房地產最
活躍的海外買家，同期加拿大投資者在美
國購置房產的交易總額為42億美元（約合
326億港元），不及中國投資額的一半。

相比之下，去年全年中國投資者完成
了71樁美國商業房地產交易，交易總額為
60億美元（約合466億港元）。

報道稱，隨着過去一年中國經濟增速
下滑，中國投資者的海外投資規模出現飆
升。分析人士認為，在國內市場劇烈波動
的情況下，中國投資者希望通過海外投資

使財富保值。Real Capital的高級副總裁科
斯特洛稱，中國投資者正將更多資金投向
西方市場的安全資產。

即使是在房地產交易活動總體放緩的
情況下，中國投資者仍在湧入美國房地產
市場。Real Capital表示，2016年頭四個月
，投資者購買了總值1359億美元（約合
10554億港元）的商業房地產，低於去年
同期的1714億美元（約合13311億港元）。

整體交易活動放緩的背景是，商業房
地產牛市已持續六年。許多投資者已經離
場觀望，他們認為自2009年以來一直穩步
上升的商業地產市場價值可能趨平，甚至
開始下降。但亞洲、中東及其他地區買家
的熱情通常比美國國內投資者更高。這些
買家中有許多人都渴望將其資產多元化。

在川經商華僑達60萬
【大公報訊】記者向芸成都報道： 「

西部機遇就是四川機遇，四川機遇就是中
國機遇，中國機遇就是全球華人機遇。」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香港豪都
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屠海鳴在28日舉行的
四川省海外交流協會第三屆理事大會暨第
四屆四川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上表示，
今天的四川又一次成為全球華人僑商關注
的熱點、重點，大家都對這塊熱土 「趨之
若鶩」。

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尹力表示，四
川一直是海內外僑商關注和投資的熱點地
區，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各類僑資企業
已達到8000多家，在川經商的華僑總數達
60萬人，僑企、僑資佔在川外企、外資的
比重均超60%。同時，自1994年四川開始
實施 「僑（愛）心工程」以來，海內外僑
界捐贈四川資金10.8億元人民幣（約12.8

億港元），捐建學校、醫院等項目1457個
。特別是在 「5．12」汶川特大地震和 「4
．20」蘆山地震的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中
，廣大海外僑胞給予了極其寶貴的支持。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通過第十二屆世
界華商大會等平台，吸引數千名海外和沿
海僑商陸續來川考察投資，簽約合作項目
300餘個、總投資額超過1800億元人民幣（
約2130億港元），全省各類僑資企業達
8000餘家，在川經商辦企業的僑界人士近
60萬人，涵蓋國民經濟各個領域。

來自全球75個國家和地區的350餘位僑
領、僑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社團負責
人參會，四川省海外交流協會第三屆理事
會共新聘、續聘了全球108個國家和地區的
640餘位海外華商、僑領、專家學者及專業
人士社團負責人，並對首批30個 「四川海
外之窗」進行授牌。

商務部政策傾斜促貧區觸電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29日 「科技服務打造航天新業態高峰論壇
」在第四屆京交會上舉行。中國衛星導航
系統管理辦公室總師張春領在論壇上表示
，北斗系統將於2018年形成面向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全球初始服務能力，2020
年形成全球服務能力。張春領還表示，隨
着各種智能硬件的興起， 「北斗+」的概
念正逐步清晰固化，北斗約車、北斗放牛
等新產品新業態，推動了供給側改革。

張春領說，北斗系統提供雲技術服務
三年以來，系統運行穩定可靠，服務性能
滿足商業指標。北斗全球系統工程建設工

作正在抓緊推進，已連續成功發射五顆新
一代北斗衛星。新型導航信號體制、新建
鏈路、高精度衛星等關鍵體制和技術都得
到了驗證，為系統服務向全球拓展奠定堅
實基礎。

「北斗系統將於2018年形成面向 『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全球初始服務能力，
2020年形成全球服務能力。」張春領說，
北斗系統現在135個框架站和將近600個加
密站都已完工建設，一期工程驗收近期要
舉行。目前北斗技術產品實現了自主可控
，北斗導航芯片跨入了4.0納米的新時代，
實現了基礎排名向高端產業的躍升。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2015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亞
奧理事會主席時表示， 「北京舉辦冬奧會
將帶動中國3億多人參與冰雪運動」。對
於這 「3億人口」如何實現的問題，原北
京2022冬奧申委總體策劃及法律事務部副
部長易建東29日在京交會 「國際體育服務
貿易發展大會」上說，如果按照在雪季參
加過一次冰雪運動來計算體育人口，再加

上目前中國冰雪設施快速的發展完善， 「
3億多人參與冰雪運動」是完全可以實現
的。

易建東說，以往體育人口的計算方法
是每周鍛煉3次，每次半個小時以上，每
次都要達到中等強度。但因為這種方法非
常嚴苛，現已少有國家採用。易建東表示
，因為只有三四個月雪季，所以冰雪運動
既不可能常年從事，也不可能每周一次，

因此可以在雪季參加過一次冰雪運動的意
義上定義 「3億人」的範疇。

易建東還說，中國有600多個滑雪場
分布在全國各地，幾乎各個省市區都有滑
雪場和冰場。而北京在2013年11月確定申
辦冬奧會的時候，當時的數據只有300多
個，可以說在北京申辦冬奧會的兩年時間
裏，全國滑雪場的增幅已經達到30%以上
。這在全世界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增幅。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京交會的金融板塊金融街論壇28日至29
日在京舉行。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吳曉靈29日在金融街論壇上表示
， 「殭屍企業」不能市場出清是中國經濟
結構調整的重大障礙，現行企業破產制度
不健全使政府、法院、銀行對 「殭屍企業
」市場出清望而生畏，對企業依法破產或
依法重整更是很少問津，建議應該修訂企
業破產法，對企業實現依法重整或清算。

吳曉靈強調，執行破產法、實現企業
依法重整或者清算是企業優勝劣汰的保障
，能夠提高社會資源使用效率，同時提高
對企業家失敗的容忍度，鼓勵企業家試錯

創新精神。
「因為金融和破產都是比較複雜的事

情，有專業的法庭來做的話效率會更高」
。吳曉靈建議，在巡迴法院或者部分省市
高院設立破產與金融審判庭，專司破產與
金融案件，同時設立破產管理局，作為司
法部代管的國家局或內設局，推動《破產
法》有效實施和進一步完善，管理破產方
面的行政事務。

吳曉靈稱，要完善破產法，將《企業
破產法》改為《破產法》，增加預重整制
度、個人破產制度和經營性事業單位破產
制度，明確破產程序與仲裁程序的關係，
合理處置進入破產程序的勞動合同問題。

2020北斗具全球服務能力

吳曉靈籲修訂企業破產法

吳敬璉批證券監管存缺陷

中國雪場增速冠全球

▲一場房地產展示交易會上，一家公司
打出了 「買房送移民」 的廣告標語吸引
消費者 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吳曉靈在金融街論壇發表演講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帥攝

▲負責五顆新一代北斗衛星大洋測控任
務的 「遠望6號」 船上林立的航天測量設
備 中通社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 「股票市場由於信息高度不對稱，使得
一些損害投資者利益的違規行為非常猖獗
，而監管部門沒有把主要工作放在強制性
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實質性的
審批上，使得證券市場變成了尋租場。」
在第四屆京交會金融街論壇上，國務院發
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批評證券監
管存極大缺陷。

吳敬璉29日發表題為 「助力金融供給側
改革，努力提高供給側質量」的主題演講，
他表示金融市場是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市
場，所以監管問題是值得研究，對於其中股
票市場的監管，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
從事前的監管轉向事中、事後監管，從靠審
批來監管轉向合規性監管，違反規則就加以
處理和扭轉。

吳敬璉強調，金融體系改革是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重要的內容，近兩年有些方面進展
不錯，比如說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核
心改革，總體來看比原來預料的還要順利一
些。不過，單項推進不可能發揮整體系統性
的效果，比如在對沖風險上，期貨市場就變
得非常重要，而期貨市場似乎在這方面的進
展不大，所以怎麼能夠支持各種金融創新，
這還是個非常重大的任務。

有數據顯示，近期國民資產負債表的總
槓桿率接近300%，蘊藏着很大風險。吳敬
璉當日表示， 「從09年到現在，每年都會出
台擴張需求的政策，但效果越來越差，09年
4萬億還能把GDP拉到8%，近年來的刺激力
度並沒有減，但效果越來越差，甚至產生負
作用。這種情況表明，擴需求保增長的辦法
已經不能繼續了，供給側改革意義重大。」

▲河北省張家口一電商公司工作人員在指
導經營線下體驗店的村民進行網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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