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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主要负责人动态

●5月 10日，信息中心总经理孙俊拜会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网络技术管理局副局长郭涛，了解网信办“移动网信

业务指挥平台”情况，双方还就网络安全和网络外宣工作进

行了交流。

●5月 10日，中经公司党委书记熊训林赴广西凭祥考察

项目，与凭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就建立面向东南亚中药材

（调味品）市场的采购交易中心进行探讨。中经公司拟联合

北京云调味信息科技公司与凭祥市政府开展合作，推动面向

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药材贸易。

●5月 9日，商会综合部部长范培康在京出席中泰农产品

贸易发展论坛暨泰国达拉泰市场走进中国洽谈会并致辞。

●5月 8日，驻美国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会见江苏省盱眙

县县委书记梁三元一行，就代表处支持盱眙等地扩大对美项

目招商与合作，协助盱眙打造产业新名片以及淮安市主要领

导访美安排等事宜进行磋商。

●5月 9日，驻加拿大副总代表张明嵩在渥太华拜会中国

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和我驻加使馆公使衔经商参赞夏翔，汇

报代表处工作情况以及加拿大中国商会拟在温哥华建立北

美仲裁中心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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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日，驻意大利代表处副总代表张钢会见意大利

GIOVANNELLI律所律师白君毅，就代表处办公室房产税问

题、加强与米兰仲裁院和中意商事调解中心合作等进行沟

通。

●5月 10日，驻澳大利亚代表处代表王冠男出席由澳大

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举办的中澳商贸合作研

讨会，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交流。

●5月 10日，驻俄罗斯代表处代表徐金利会见中国成套

设备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中亚东欧事业部白峰和谭震，了解

中成公司业务情况，表示将帮助其对接潜在客户，开拓俄罗

斯及周边国家地区业务。

●5月 10日，驻俄罗斯代表处代表徐金利会见中国农业

银行俄罗斯子行行长付映一行，了解该行在俄业务发展情

况，双方就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一行访俄活动安排进行

了交流。

●5 月 9 日，驻波兰代表处代表郭培东会见波兰

Mossmedica公司董事长莫沃加诺夫斯基，就解决其中国合作

伙伴履约不实等问题提出建议，双方就共同推动中国医疗产

品进入波兰及欧洲市场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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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行业贸促会动态

●2017中国（昆山）品牌产品进口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

南京举行。5月 9日，2017中国（昆山）品牌产品进口交易

会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江苏省贸促会会长笪家祥在发布

会上通报了本届进口交易会总体情况。中国国际商会展览部

副部长姚鲁杰、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郭奎龙分

别介绍第六届世界工商领袖（昆山）大会、第三届中美节能

环保合作论坛相关情况。本届交易会由商务部、中国贸促会

和江苏省政府主办，将于 5月 17日至 19日在昆山花桥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交易会以“创新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

设智能制造和品牌消费品两个专业展区，共有来自 4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729家企业参展，19个国家和地区贸易促进机构

和商协会组团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团

12个、金砖国家展团 4个，展览洽谈规模 8万平方米。交易

会期间将举办第六届世界工商领袖（昆山）大会、第三届中

美节能环保合作论坛以及 10场专题活动。

●南京市贸促会举办 2017 年自贸区暨原产地证书培训

班。南京市贸促会将于 6 月正式签发中国东盟自贸区项下

FORM E优惠原产地证书。为帮助企业尽快掌握自贸区项下

优惠原产地证书的填制、申领流程，确保优惠原产地证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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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签发和出口通关顺利实施，全面了解我国对外签订的自由

贸易协定最新情况，5月 9日，南京市贸促会举办 2017年自

贸区暨原产地证书培训班。南京市贸促会法律部副部长邹锐

锐在培训班上介绍了我国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概况以及

中国贸促会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最新情况，并就填制和申领

优惠原产地证书、进出口商品备案、查询优惠关税等进行讲

解。南京市近百家企业约 150名人员参加了培训。

贸促工作交流

●新加坡政府鼓励中企利用新加坡经贸网络和亲商环境

拓展区域市场。5月 9日，驻新加坡代表处副总代表刘晓冬

出席新加坡中国商会第 29 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新加坡贸易

与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出席活动并表示，新中双边合作

联合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同意把“一带一路”倡议确立为双

边合作的新重要领域，新加坡政府鼓励中资企业利用新加坡

广泛的经贸网络和亲商环境拓展区域市场。沈颖部长指出，

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区域枢纽、基础建设融资中心和离岸人民

币结算中心，新加坡愿进一步深化中新合作，推动两国企业

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加坡中国商会是推动中新经

贸交流与合作的开拓者，希望商会积极支持两地企业发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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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优势，携手开拓东盟、南亚等第三方市场。新加坡中国商

会会长胡进胜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

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会员企业与中方企业加强合作，寻求更

多互利互惠项目。（驻新加坡代表处）

国内重要经贸动态

●国务院：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据新华

社 5月 10日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去产能工作进展和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督

查情况汇报。会议提出，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扎

实有效化解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把做好转岗职工分流安置

放在突出位置；强化督查督办，要及时公布去产能相关信息，

健全举报制度，坚决控制劣质煤进口。（研究部信息处）

●国资委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据《经

济日报》5月 10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务院国

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方案》提出减少对

企业内部改制重组的直接管理，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

股东行为，推动中央企业严格遵守证券监管规定；减少薪酬

管理事项，取消中央企业年金方案、中央企业子企业分红权

激励方案审批，重点加强事后备案和规范指导。（研究部合

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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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生物技术产业占 GDP比重将超过 4%。

据科技部网站 5月 10日消息，科技部日前印发的《“十三五”

生物技术创新专项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在强化生

物技术产业化上，将加快生物技术专业化高新园区建设，打

造 10-20个产值过 100亿的生物医药专业园区及 5-10个产值

过 100 亿的生物制造专业园区；生物技术产业在 GDP 中的

比重超过 4%，使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得到提升。（研

究部信息处）

●4月份 CPI平稳回升，PPI高位回落。据统计局网站 5

月 10日消息，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6.4%，涨幅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

点，环比下降 0.4%。专家认为，数据反映出当前通胀压力不

大，物价走势平稳。预计下半年通胀压力进一步减轻，货币

政策重心可能向稳增长方面微调。（研究部投资研究处）

国际重要经贸动态

●日本经济扩张持续 52个月，为战后第三长。据日本共

同社 5月 10日消息，日本内阁府 10日发布 3月份景气动向

指数（2010 年为 100），反映经济现状同步指数的总体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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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了“景气改善”的判断。从 2012年 12月起持续的经济

扩张总计 52 个月，超过“泡沫经济景气”达到战后第三长

已成定局。内阁府认为经济扩张的期间可能长期化。（研究

部投资研究处）

●美商务部长：今年美国无法达到 3%的经济增长目标。

据路透社 5月 9日消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9日表示，美国

经济今年达不到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3%增长目标，实现目标

需要等到所有税收、监管、贸易和能源政策完全到位。罗斯

表示，“国会在每件事情上都行动迟缓。”但他表示，在特朗

普总统有利于企业的政策全部实施到位后一年，成长目标最

终有可能实现。（研究部合作处）

●澳大利亚未来 10年将投资 750亿澳元用于基建。据路

透社 5月 10日消息，澳洲政府宣布未来 10年将投资 750亿

澳元于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的计划，包括广泛的内陆铁路以及

可能购入雪山水电工程计划更多权益，试图开启澳洲的下一

个增长阶段。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洲经济增速已胜过其

他许多发达国家；但近年来，矿业投资荣景消退令稳定的经

济增长受到挑战。（研究部贸易研究处）

●沙特计划降低 6月亚洲原油供应量。据路透社 5月 10

日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6月将削减对亚洲用户的

原油供应量约 700万桶，因沙特根据全球协议减产，且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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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用电高峰来临之际，减少原油出口以满足国内需求。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牵头的减产协议将在 6月到期，但 OPEC

和非 OPEC 产油国已暗示将延长减产协议至 2017 年底或之

后。（研究部贸易投资处）

●阿根廷总统表明接受中国核电站。据日经中文网 5 月

10日消息，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8日表明正与中国推进建设两

座核电站的计划，总建设费用为 125亿美元，将以中国核工

业集团为中心，从 2018年底开始建设。据悉，2015年在左

派反美前政权下签订合约时，马克里以“内容不透明”为由

暗示要取消合约，不过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的融资提案等

扭转了局面。（研究部信息处）

责任编辑：王振家

报送：中国贸促会领导

抄送：中国贸促会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驻外代表处，各地方

和行业贸促会，存档①

贸促会发展研究部 2017年 5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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