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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朋友友圈圈””继继续续扩扩大大  国国际际化化水水平平进进一一步步提提升升

服服贸贸会会成成为为中中国国扩扩大大对对外外开开放放新新名名片片

□ 本报记者 吴琼

　　8月31日至9月5日，主题为“服务合作促发展 绿

色创新迎未来”的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

下简称“服贸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举

行。本届服贸会亮点纷呈，吸引了全球目光。国际舆论

普遍认为，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

展会，10年来服贸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市场吸引力

和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不仅见证了中国服务贸易的

快速发展，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作出的

积极贡献，更体现出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如

今，服贸会已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

的新名片。

见证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从2012年至2019年的六届京交会（全称为中国（北

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到2020年以来的服贸会，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

易平台，服贸会迄今已经走过十年。服贸会10年，也是

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0年。连续如期举办的服贸

会，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为世界经济

复苏发展提振了信心。

  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报道称，今年的服贸

会聚焦服务贸易热点趋势，重点设置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

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

康卫生服务，环境服务9个专题。多家媒体就此评价

称，展会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成为本届服贸会的

一大亮点。

  不少媒体还在报道中特别提及，恰逢服贸会10

年，2022年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厅设置了

“中国服务贸易成就展专区”，涉及供应链服务、建筑

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等领域，涵盖数字人民币、人工智

能等最新应用场景，回顾中国服务贸易10年发展历程

和成就贡献。

  美国《侨报》在报道中说，服贸会设置永久口号为

“全球服务 互惠共享”，2022年年度主题为“服务合作

促发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

  报道认为，服贸会自创办以来，专业化、市场化、

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今年服贸会还有上百

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注

入新动力。

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美国《侨报》等媒体评论认为，自2020年提质升级

以来，服贸会已成为中国推出重大改革开放政策举

措、凝聚全球合作共识、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展会平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盛赞服贸会是全球服

务贸易领域规模领先的盛会，与广交会、进博会一起，

构成中国对外开放3大展会平台，紧密联通中国与世

界，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中国能量。这些媒体还指出，

高水平举办的服贸会，是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坚持“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的现实

注脚。

  让国际社会惊叹的是，本届服贸会的“朋友圈”继

续扩大，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有超70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确认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参会，其中，阿联

酋、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北马其

顿、布隆迪、列支敦士登和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首次

以国家名义设展。此外，本届服贸会共有线下参展企

业2441家，数量超过上届，国际化率20.6%，较上届提高

2.6个百分点，覆盖27个服务贸易前30强国家和地区。

线上参展企业7700家，数量也超过上届。

  多国媒体还关注到，本届服贸会进一步发挥对外

开放重要展会平台作用，设置了多样化的论坛环节，

大会期间举办7场高峰论坛、128场专题论坛和5场边

会活动。高峰论坛分别围绕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

势、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便利化、电商高质量

发展、推动旅游产业加快复苏等主题开展交流研讨，

同时紧扣大会主题举办相关论坛会议。

  除媒体外，近日来，许多参与服贸会的企业在接

受采访时也表示非常看重服贸会这个平台，还称他们

因参会分享到了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红利。泰国

金池工业园董事总经理婉娜•罗叻乐说：“我们是服贸

会的直接受益者。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我们与中国

市场对接的空间非常广阔，因此从泰国政府到民间，

都非常重视服贸会，每年都有政府部门代表和企业代

表积极参展。我们相信，服贸会将帮助我们更快地走

进中国、走向世界。”

  意大利天冰公司亚洲区销售总监米高•迈尔期待

通过服贸会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对外开放

的红利。

  “在全球面临多重困难，经济发展、贸易流动、供

应链等受到冲击之际，中国举办的服贸会将助推中国

对外开放进程。”埃及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国际关系

和政治经济研究专家阿布•贝克尔•迪卜说。

为多国企业提供机遇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全球新冠疫情反复、逆全

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回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

背景下，如期举办2022年服贸会具有重要意义，既彰

显了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也将继续凝聚全

球化的共识，表明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

赢依然是人心所向。

  与此同时，多位海外政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指

出，服贸会已成为各国企业展示和传播服务贸易发展

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的一个重要平台。服贸会的举

办为多国企业提供了商机，为这些企业积极融入中国

服务大市场提供了全方位机遇，为服务贸易从业者相

互沟通、结交新合作伙伴搭建了平台，也为服务贸易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布

鲁诺认为，服贸会是建立、巩固贸易关系的良好契机。

“意大利与中国的商贸往来非常繁荣，我们希望通过

服贸会的契机，推动两国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次参展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今年携

手汉堡州、北威州和图林根州的经济促进机构及两

家德国企业共同组成德国国家展团亮相2022年服贸

会。负责参展事务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

表丹尼斯•威尔肯斯介绍说，他们希望能继续在服

贸会这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上收获友

谊和商机。

  国际社会认为，经受住疫情考验圆满举办的服贸

会，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造新机遇，为世界经济复

苏发展提振信心，向世界贡献了一个高水平合作、交

流的平台，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图为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家会议中心展区现场。多位记者在C919客机模型旁观看拍照。                   CFP供图

环球聚焦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引起了

包括盟友在内的全球多国的不满。韩国政府近日宣布，

正考虑在必要时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向世界贸易组

织提起诉讼。

　　此外，为了减缓突如其来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

韩国企业的冲击，连日来韩国政府、国会、商界总动员：

成立政府联合对策小组、派代表团赴美协商、国会通过

涉及美《通胀削减法案》的决议案、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

会向拜登发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各界的诸般努

力最终极可能以失望收场。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美韩同

盟在利益面前无异于形同虚设。

韩国内各界均表不满

　　拜登政府在美国面临高通胀等严峻的经济逆风之

际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在全球惹了众怒。作为美国重

要盟友，韩国对《通胀削减法案》的生效就极为不满。

　　多位韩国政界、经济界人士指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

仅为“在北美最终组装”的电动汽车提供每辆最高7500美元

的退税补贴，这将使韩国电动车企业受到严重冲击。

　　韩政商界人士还认为，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完全无视

韩国利益。韩国总理韩德洙8月25日指出，拜登政府近两

年来的决策难以摆脱“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为此，有

政商界人士呼吁，韩方应采取强有力的切实行动，要求

美国修改法案或推迟法案对韩国汽车业的施行时间，否

则就需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和世贸组织规定中

寻找解决办法。

　　除了政商界外，韩国媒体同样反应强烈。

　　韩国《中央日报》的评论称“韩国汽车遭到了不公平待

遇”“这一法案让韩国汽车企业、行业和政府感到震惊”。韩

国媒体还详细报道称，根据美《通胀削减法案》，此前符合

条件的72款电动汽车中约70%的车型都无法再享受电动车

税收抵免优惠，其中包括艾尼氪5、EV6、KONA EV、GV60、

NIRO EV等几乎所有在美销售的韩系电动汽车。

　　为保护韩方利益，尹锡悦政府目前正考虑在必要时

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洋向媒体透露说，根

据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发生争端时须在该协定或世贸组

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二选一。如果向世贸组织申诉，韩方

有可能与立场相同的日本、欧盟展开合作。

政府国会商界总动员

　　为了减缓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韩国企业的冲击，

连日来韩国政府、国会、商界纷纷采取行动。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日组建了以通商交涉本部

部长安德根为组长的“政府联合对策小组”。

　　8月30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大韩商工会议所与企

划财政部、外交部共同召开了由安德根主持的紧急通商促

进委员会会议。在当天的会议中，安德根强调，以会议为契

机，将启动相关部门参与的“政府联合对策小组”，随时就

如何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进行沟通与协商。

　　安德根还表示，为了商讨上述问题，有必要组建韩美双

边协商机制，韩国政府将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商讨。韩方还

将研讨贸易争端解决程序，并促进与欧盟国家的合作。

　　此前一天，即8月29日，韩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抵达

美国华盛顿，并先后走访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

部、财政部、国务院等多个部门，还会见了美国参议院首

席专门委员，双方就《通胀削减法案》进行了讨论。

　　代表团团长、产业通商资源部新通商秩序战略室室

长安城逸8月31日表示，已向美国各部门充分表达了韩

方立场和关切。安城逸还表示，韩国政府正在考虑通过

协商让美国在2025年前，即现代汽车美国佐治亚州电动

汽车工厂竣工前暂缓对韩实施《通胀削减法案》，还将争

取让美国将该法的补贴对象从美国本土扩大到与美签

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不过，分析人士预计，美国政府可能

无法给出符合韩国政府期待的回应。

　　除韩国政府采取行动外，9月1日，韩国国会通过一项涉

及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决议案，敦促美方基于韩美自由

贸易协定向韩国产电动汽车提供与北美汽车同等的税收

优惠。在261名与会国会议员中，254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决议案指出，《通胀削减法案》应以不违反世贸组织

规定及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通商规范的方式对进

口电动汽车适用税制优惠。决议案同时强调，韩美十余

年来通过自贸协定缩小了贸易和投资壁垒，而《通胀削

减法案》的实施与两国经贸合作的大方向不符。

　　同样在9月1日，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向拜登发送

信函，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表示忧虑，希望能对韩国

企业暂停适用该法。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许昌秀在信函中表示，

《通胀削减法案》不仅不利于处于发展阶段的电动汽车

市场，而且有可能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支出。

　　据悉，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还分别向美国国务院、

商务部、财政部等5个部门和美国国会等发送了类似信函。

韩媒痛批美口蜜腹剑

　　在美《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后，多家韩国媒体痛批美

国口蜜腹剑，并称其只顾自己利益的极端利己行为正在

让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丧失信心。

　　《东亚日报》8月27日的社论认为，美国《通胀削减法

案》的宗旨是在全球供应链中增加美国国内的生产、确

保就业岗位，这种“美国优先”的立法使韩国汽车企业遭

受巨大损失。

　　《东亚日报》还指出，韩国在美国创造了10万个以上

的工作岗位，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通胀削减法案》中

对韩国区别对待的举措。

　　韩国《中央日报》8月26日的评论提醒韩国政府和民

众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

　　评论称，韩国政府和业界似乎希望美国可以对“经

济安全同盟国”予以关照，但可能性不大。最重要的是，

美国的长期意图是在其国内重建原材料、零部件、生产

等整个制造业的基础。拜登的“重建更好未来”口号与特

朗普针对铁锈地带劳动者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在

本质上并无二致。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再次提醒韩

国各界，韩美同盟在利益面前形同虚设。

　　多家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尽管韩国政府最希望的是

通过对美谈判说服美国对韩暂缓实施《通胀削减法案》

或修改法案，但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

于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活动自9月正式开始，因此美国国

会可能根本不会讨论《通胀削减法案》的修正案。

　　正因如此，尽管韩国国内对是否就美国《通胀削减

法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意见不一，有声音认为，

起诉不具备实效性，解决纷争恐将遥遥无期，但韩国各

界有志一同地认为，不能放弃诉诸世贸组织。总而言之，

韩方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表达对美国《通胀削减法

案》的不满。如果此次不对《通胀削减法案》发声，那么今

后美国的类似法案恐将层出不穷，会对以出口为主的韩

国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美《通胀削减法案》损人利己
韩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 际文

　　当地时间8月30日，阿富汗多地民众自发走上

街头，用各种形式庆祝美军撤离一周年。

　　2021年8月30日，在驻阿富汗美军半个月的慌

乱撤离行动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

齐宣布，美军已从阿富汗完全撤离，美国在阿富汗

近20年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表示，帮

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符合美国战略利

益。然而，美国的入侵没有实现其描绘的“自由”，反而给

阿富汗带来贫困和死亡。20年战乱，阿富汗人民承受了

悲惨的命运，有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有人失去了自己

的兄弟姐妹。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指出，

超过17.4万人直接死于阿富汗战争，其中超过4.7万人是

平民。联合国难民署称，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造成

260万阿富汗人逃往国外，350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给阿富汗民众留下了

挥之不去的梦魇。美国在阿富汗大搞选择性反恐，

导致“越反越恐”，境内恐怖组织数量攀升，不仅令

阿富汗民众深受其害，并且危害周边国家安全。

　　随着美军的撤出，阿富汗人民迎来了真正掌握

自身命运的机会。而美国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责

任，反而继续为阿富汗重建设置重重障碍。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冻结阿富汗70亿美元海外

资产、制裁阿富汗银行、阻碍援助资金流入阿富汗。美

国这种劫掠和胁迫行为，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物价上

涨、失业率上升，令阿富汗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根据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近期数据，2500万阿

富汗人身陷贫困，300万阿富汗儿童被迫辍学。根据联

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报告，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经济、金

融危机加剧了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截至今年6月15

日，至少59%的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数字比

2021年初增加了600万人。这一切，美国难辞其咎。

　　今年6月22日，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000

多人遇难，近2000人受伤，数万座房屋被毁。面对如此严

重灾难，美国仍不解除制裁，对国际社会给阿富汗的援

助制造障碍，令灾后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美国非政府组织“阿富汗人共创美好未来”联合

创始人阿拉什·阿奇扎达撰文指出，美国扣押阿富汗

央行美元资产、对阿实施严厉制裁、突然停止对阿援

助等行为制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导致

阿富汗全国一半以上地区处在饥荒边缘。

　　不仅如此，阿富汗还受到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影

响，面临食品价格飞涨的局面。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粮食计划署表示，乌克兰危机将持续给阿富汗的小麦

等食品以及燃料价格带来压力。对此，近日超过70位知

名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拜登、

财政部长耶伦，要求美国归还阿富汗70亿美元被冻结

海外资产。近80名“9·11”事件遇难者家属也致信白宫，

不满政府使用冻结的阿富汗资产对其进行赔偿，并呼

吁美方退还这些“只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财富。

　　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所言，阿富汗当

前面临人道和经济困境，关键在于外国制裁造成的

流动性不足和经济停滞。阿富汗的海外资产属于阿

富汗人民，冻结这些资产无异于剥夺阿富汗人民的

救命钱。国际社会应敦促美国将这些资产毫无拖延

地、无条件地、全部归还给阿富汗。

　　其实，阿富汗不过是美国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在

世界各地制造的诸多乱局中的一个。美国为了实现自己

的地缘政治目标，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过去几十年间不

断发动战争，挑动分裂对抗。仅在中东地区，美国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挑动“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

直接或通过代理人介入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内战，在中

东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地缘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美国至

今在叙利亚非法驻军，并非法从当地窃运石油、小麦等物

资。仅今年上半年，叙利亚生产的石油中，超过80%被美军

掠夺。叙利亚石油部称，因美国“偷油”，叙利亚石油业从

战争开始到今年年中已经遭受近1050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始终坚定支持阿富汗和

平稳定发展，并一直为此作出巨大努力。去年入冬以

来，中国政府向阿提供3亿元人民币紧急援助，通过

“松子空中走廊”进口1400多吨阿富汗松子，助力阿富

汗民众、包括许多家庭妇女创收增收。除了向联合国

阿富汗人道应对计划提供捐款外，中国正在并将继续

落实好已宣布的10亿元人民币双边援助，并积极扩展

同阿富汗经贸合作，推动阿富汗融入区域合作。

　　公道自在人心。中国对阿富汗的援助实实在在，说

到做到，惠及普通民众，而且体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

　　阿富汗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世界也需要一个和

平、稳定的阿富汗。国际社会特别是对战争负有责任

的国家，应采取切实行动，继续帮助阿富汗人民。

　　发生在阿富汗的悲剧不容重演。

发生在阿富汗的悲剧不容重演

环球时评

《世界强盗》 漫画/李晓军

　　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新通商

秩序战略室室长安城逸等人组成的

韩国政府代表团当地时间8月29日

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就《通胀削减法

案》展开协商。图为代表团成员在机

场接受记者采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