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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晉柏：服貿拓商機 京港互利共贏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稱 「服貿會」 ）將於9月
2日在京開幕。這將是近期內地疫情得到控制以來，首個線下舉辦
的國家級展會。8月30日，2021年服貿會組委會委員、執委會執行
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楊晉柏在接受大公報、大公網獨家
專訪時表示，服貿會幫助企業多方拓展商機，希望充分利用服貿會
平台，進一步推動京港合作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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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王文韜、李曉蓉、李銳

服貿會明開幕 北京副市長接受大公報專訪

打造改革開放北京樣板

服貿會專題展
沉浸式體驗

•可遠程 「參觀」 全球最
大新冠疫苗生產基地

健康衞生服務

•虛擬實驗室、智慧教室解決
方案等多款教育黑科技亮相

教育服務

•5G應用服務場景、機器
人為你沖咖啡

計算機和信息服務

•可現場辦理數字人民幣錢包，
體驗數字人民幣支付場景

金融服務

•線上沉浸式遊覽場
館、體驗VR、遊戲
電競等 「黑科技」

文旅服務

•真冰秀場、AR滑
雪、造雪屋和仿真
雪越野滑雪等體驗

體育服務

在2020年服貿會全球服務貿易峰
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將支持
北京打造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
範區，加大先行先試力度，探索更多
可複製可推廣經驗；設立以科技創
新、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為主要特
徵的自由貿易試驗區。

截至8月19日，國務院批覆北京
「兩區」 建設方案梳理出251項任務清
單中，已落地任務202項，實施率
80.5%。公司型創投企業所得稅優
惠、高新技術企業認定 「報備即批
准」 等政策落地實施，跨國公司本外
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等創新政策在京
「破冰」 ，累計落地全國首創性、首
批性政策創新成果17項。

「這些突破性政策落地實施，
很受市場主體歡迎，享受政策紅
利也比較可觀。」 楊晉柏還介紹
說，率先落地證券業、期貨業
國際執業資格認可機制，向境

外人員開放首批35項職業資格考試，
近100名境外人員（含港澳台）參與考
試；實現外籍人才工作許可、工作類
居留許可 「一窗受理、同時取證」 ，
辦理時限縮短1/3，辦理次數減少一
半。

楊晉柏表示，下一步，北京市將
繼續堅持首善標準，以重點領域和關
鍵環節為突破口，繼續加大力度推動
「兩區」 政策任務落地，探索創新與

高水平開放相匹配的體制機制，深化
重點領域全產業鏈開放、全環節改
革，前瞻性探索重點區域 「功能提
升」 ，努力打造改革開放的 「北京樣
板」 ，發揮好引領示範作用。

▲2021年服貿會將於9月2日至7日在北京舉辦。
圖為國家會議中心展區內愛爾蘭的展台。 中新社

▶香港館以 「量子
躍遷 」 為設計概
念。
大公報記者

周楠攝

▼

二○

二
一
年
服
貿
會
組
委
會
委
員
、
執
委
會
執

行
副
主
任
、
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副
市
長
楊
晉
柏
接

受
大
公
報
大
公
網
獨
家
專
訪
。大

公
報
記
者
曹
嘉
鑫
攝

▲8月31日，媒體記者在服貿會國
家會議中心展區留影。 中新社

籌辦中，讓楊晉柏花費最多心血
的工作是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大家都很關心，
這也是辦好服貿會的關鍵，國內 『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 任務比較艱巨，
取得重要成果但不能掉以輕心。我們
始終把疫情防控作為辦好服貿會的底
線、前提。」 楊晉柏說。

為此，服貿會組委會增設了疫情
防控工作協調組，由北京市與國家衞
生健康委共同牽頭；建立動態風險評
估機制，多批次組織國內頂尖公共衞
生專家持續開展全球、全國和全市疫
情風險評估；從年初開始就制訂、反
覆修改了幾套方案，部分措施包括：

按照無禁忌症者 「應接盡接」 的

原則，所有人員均應全程接種疫苗，
未全程接種者原則上不得參加現場活
動；將流行病學史篩查時間由會前14
天延長到會前21天，未排除感染風險
者不得參會；全程參加9月3日至7日服
貿會的工作人員須提供會前48小時內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參會，9月5日
還要加做一次核酸檢測；對展館、會
場、門把手、水龍頭、電梯、衞生間
等重點部位，進行環境監測核酸檢
測，每2天覆蓋一次；測溫、驗健康
碼、疫苗接種證明、核酸檢驗證明、
公安 「五合一」 才能入場。

「我們有信心全力以赴做好疫情
防控和醫療保障工作，確保實現 『零
感染』 的目標。」 楊晉柏說。

最嚴防疫措施 目標零感染
首設雙會場 踐行綠色辦會

作為國
家級、國際

性 、 綜 合 型 展
會，服貿會已成為全

球服務貿易領域規模最
大、內容最豐富的高水平國際

一流展會，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三
大展會平台之一。楊晉柏表示，辦

好服貿會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促
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舉措。

「服貿會是擴大服務領域對外開放、
推動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
要平台。」 楊晉柏介紹，2021年，國務院
批准服貿會常設組委會和執委會，組委會
由胡春華副總理擔任主任委員，47家單位
作為成員，從國家層面進一步加大統籌協
調力度。

本屆服貿會凸顯數字經濟和數字貿
易，以 「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
為大會主題，首次設置數字服務專區，33
家知名企業和機構參展，還將舉辦15場相
關論壇會議。

全球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在楊晉
柏看來，辦好服貿會是統籌推進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推動服務貿易加快恢復
的重要抓手。在人流物流受限、經貿活動
不暢的情況下，服貿會充分運用數字技
術，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辦，幫助
企業多方拓展商機，對沖疫情影響，也充

分展現了經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
化發展的巨大潛力。

「服貿會的 『朋友圈』 越來越
大。」 楊晉柏介紹，2021年服貿會
展覽面積比2020年增加2萬平方
米，線下參展企業比上屆增長

6%，國際化率
及 世 界 500

強、行業
龍頭企

業佔比，均超上屆水平。
目前，服貿會招商招展工作圓滿結

束，共有153個國家和地區的11418家企
業註冊線上線下參展參會。其中，有2391
家企業線下參展，世界500強、行業龍頭
企業佔比21%，比上屆提高12個百分點，
國際化率18%，比上屆提高9個百分點。

三「最」凸顯京港經貿關係密切
楊晉柏對京港兩地經貿合作成果如數

家珍。在專訪中，他用三個 「最」 強調京
港經貿關係： 「香港是北京企業在境外投
資最多的目的地」 、 「香港是北京最大的
外商投資來源地」 、 「香港是北京最重要
的貿易夥伴之一」 。

截至2021年6月，北京市1095家投資
主體對香港的1291家境外企業累計發生直
接投資金額存量427.28億美元，佔北京市
全部境外直接投資額的52.5%。2021年
1-6月，北京市94家投資主體對香港的97
家境外企業新增直接投資15.78億美元。

香港也是北京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
地。截至2021年6月，香港在京累計設立
外商投資企業1.8萬家，累計實際投資
1106.2億美元，佔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總額
的55%，位列來京投資國別（地區）第
一。2021年1-6月在京設立外資企業340
家，實際投資68.4億美元。

「香港作為北京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
一，北京對香港以出口為主，對港出口貿
易額常年佔北京出口額的10%以上。」 楊
晉柏介紹，今年香港館仍然位於服貿會綜
合展的核心位置，他認為搭建「很有特
色」，還了解到香港貿發局將在現場推出直
播訪談，邀請專業嘉賓分享。

大公報記者李銳

•時尚購物、風味美食和
數字消費

供應鏈及商務服務

•親身體驗建築機器人、擴展
現實可穿戴裝置等先進裝備

工程諮詢與建築服務

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數字經濟保持高位增
長，數字經濟總量8187.3億元人民幣，現價增速
20.7%，佔GDP比重42.6%。據中國信通院的研
究，北京市數字經濟佔GDP比重，居於全國各省
市之首。近期，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布了《北京市
關於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的實施方
案》，將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作為服務國
家戰略、治理超大城市、構建競爭優勢的主攻方
向。

楊晉柏介紹， 「十四五」 期間，北京市將全
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着力推動數字貿
易領域的試點創新舉措。預計到2025年，北京市
數字貿易進出口規模達到1500億美元，佔對外貿
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25%；其中，數字服務
貿易佔全市服務貿易的比重達到75%。

打造引領全球數字經濟六高地
楊晉柏說，計劃通過10年左右的持續努力，

把北京打造成為引領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 「六個
高地」 ：即城市數字智能轉型示範高地、國際數
據要素配置樞紐高地、新興數字產業孵化引領高
地、全球數字技術創新策源高地、數字治理中國
方案服務高地、數字經濟對外合作開放高地。

同時，楊晉柏介紹，下一步建設數字經濟標
杆城市重點工作將主要圍繞8個方面展開：建設數
據原生的城市基礎設施、匯聚激活超大規模的數
據要素資產、集中建設開放互聯的國際數據樞
紐、聚焦培育數據驅動的未來標杆產業、超前布
局領先一代的數字技術創新、共同營造引領全球
的數字社會生態、先行構建合作共贏的數字經濟
規則、科學構建系統全面的發展測度體系。

▶首鋼園區會場提供
的交通車。
大公報記者岳長興攝

▶首鋼園區充滿 「山─水
─工業遺存」 的特色風
貌。 大公報記者岳長興攝

數字經濟高位增長
佔GDP逾4成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楊晉柏（中），北京市商務局
局長閆立剛（右一），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
徐和建（左二），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二級巡視
員張軼群（左一），大公報社長助理、大公網執行總裁
兼總編輯王文韜（右二）。 大公報記者龔超攝

與往屆不同，今年服貿會將在國家會議中心和首鋼園區設
置 「雙會場」 ，這在服貿會歷史上是第一次，體現了服貿會的
創新發展和輻射帶動作用。今年服貿會將8個專題展及與專題配
套的論壇會議和邊會活動首次設置在首鋼園區。楊晉柏邀請記
者採訪首鋼園區，感受 「山─水─工業遺存」 的特色風貌。
「服貿會的舉辦對於推動北京西部新首鋼地區轉型發展，打造
新時代首都城市復興新地標將發揮積極地推動作用。」 楊晉柏
說。

服貿會踐行 「綠色辦會」 理念，還將圍繞碳達峰、碳中
和，策劃設計15場論壇會議活動主題及議題。在展台搭建中，
也將貫徹減量化、再使用和再循環的綠色環保理念，使用低碳
化新型材料、可回收重複使用的金屬材料，打造沉浸式花園的
綠植空間，服貿會結束後將考慮移植到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
或首鋼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