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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负面清单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宣纸、墨锭生产规定

制造业开放再扩 大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6 月 3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
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9 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
准 入 特 别 管 理 措 施（负 面 清 单）（2019 年
版）》。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制造
业领域取消了禁止外商投资宣纸、墨锭生产
的规定；在全国开放措施的基础上，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出版物印刷须由
中方控股的规定。
制造业一直是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
向，此次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领域再
做“ 减法 ”，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制造业基本放开也促进了外资流入稳定
增长，增强了跨国公司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外资进入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
既会给国内制造业带来替代性影响，也会带

外资在中国

来互补性影响，但更多的是互补性机会。”著
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全球化时代，中
国和其他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之间碰撞和合作
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也将提升中国制造业的
发展水平，
促进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
此次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取消出版物
印刷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再次让自贸试验
区这块
“试验田”
走在了先行先试的前列。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印
刷业是特种行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2001 年，在加入世
贸组织后，印刷业适度扩大对外开放，但出版
物印刷与经营仍是外商独资企业的禁区。
此次负面清单的发布意味着在自贸试验
区内，印刷业对外开放的脚步向前迈开了一
大步。有业内人士透露，3 年前，一度占珠三
角外资印刷企业 90%以上的传统港资印刷企

外资信心倍 增

业经营每况愈下，依靠庞大的国际印刷市场
尚能维持，但亟须转型升级，广东自贸试验区
的揭牌为港资印刷企业带来新机遇。如今，
自贸试验区为印刷企业发展提供了新通道，
将更好地吸引外商投资印刷业，也将积极促
进中国印刷业的整体发展，提升印刷业国际
贸易水平，
完善企业建设和发展的模式。
与此同时，面对外资进入中国出版业带
来的新形势与新挑战，政府部门也要加强监
管，通过后续规制手段将外资进入的风险最
小化、可控化，保证中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本次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
分别在去年基础上按照能开尽开的原则，把
能压缩的都压缩了，分别比去年缩减了 8 条
特别管理措施，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将改革开
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决心和意志。”商务部研究
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在接受

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从外资准入环
节来看，
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已经很高了。
的确，2019 年版负面清单长度的进
一步缩短也意味着负面清单的含金量越
来越高。负面清单的不断缩短体现了中
国对外开放的底气和信心，随着中国开
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对外资也有更加完
善的法律和体制保障，开放的力度和范
围也越来越大。
面对产业开放水平越来越高的新
阶段，崔卫杰建议，接下来值得探索和
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准入后的环节，例如
关于经营范围和资质的限制。
“我们应
该积极梳理制约行业发展的限制性措
施，对标国际规则，消除准入后壁垒；
在对标国际规则的同时，
在电子商务、
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具有实践优势
的领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整体规模持续扩大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九
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
坛上，佳能紧贴以教育信息化推动
教育现代化这一行业课题，将传统
光学领域的技术优势与云计算、3D
打 印、人 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融 合 创
新，现场展示了考试中心、校企/出
版社及广告学院、教学教具、校园
电视台、美学教育、图书馆及课外
课等七大教育场景下的解决方案
及产品，以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全面
发展。

佳能用影像推进
教育现代化发展
佳能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木滋表示，教
育现代化的涵义不仅在于产品的
科技含量，同样也在于寻求信息化
时代下如何连通各方教育受众，形
成新的教育治理结构，增强教育管
理能力。
“ 在这方面佳能已走在业
界 前 列 。 佳 能 自 主 研 发 的 In
Campus 校园管理软件系统解决
方案可以将学生及教师从繁复庞
杂的各类部门和教学事务系统中
解放出来，整合了校内通信、师生
交流、管理事务处理、学习资料数
字化、校园安防等一系列功能，实
现了对校园生活的全面覆盖。”
据了解，该方案目前已在日本
超过 20 所知名高校如东京大学、北
海道大学、神户大学、明治大学等
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佳能将进
一步了解中国教育行业需求，并
希望该系统也能助力中国教育
现代化的推进。
佳能自 2017 年宣布进入
B2B 业务发展第二阶段以来，
一直将教育行业作为重点突
破领域。接下来，佳能将积
极利用多年影像及光学的
技术实力和经验优势整合
现有资源，不断为中国教
育信息化进程提供优质
解决方案，助推教育现
代化新时期的到来。
（晏澜菲）

餐饮品牌企业领跑态势明显
本报讯 近年来，中国餐饮行业飞速发
展，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餐饮行业市
场需求不断提升，并伴随着消费升级不断
进行产业升级。在市场的重新洗牌下,大
众餐饮成为市场新的主体。中国饭店协会
日前在京联合新华网共同发布的《2019 中
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餐饮行业整体规
模持续扩大，
品牌企业领跑态势明显。
报告显示，2018 财年，正餐企业前五十
营业额合计超过 1100 亿元，杭州饮食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继续蝉联百强榜首，北京华
天饮食集团公司、上海杏花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位居其后。快餐小吃企业前十营业
额合计超过 150 亿元,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
限公司位居榜首,上海杨国福企业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张亮麻辣烫紧随其后。团餐
企业前十营业额合计超过 500 亿元,河北千

喜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快客利集团、深圳
市德保膳食管理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报告显示，从营业额增长率、门店数量
增长情况、营业面积变动、员工数量变动、
门店变动等指标来看，2018 财年较大规模
的餐饮企业整体规模持续扩大，中大型企
业仍然处于持续扩张阶段，其平均增长率
为 12.6%，超过了全国餐饮营业收入增长
率，餐饮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品牌企业影响
力不断扩大。
报 告 还 显 示 ，部 分 餐 饮 市 场 表 现 突
出。如火锅品类，近几年受市场需求增长
影响及具有可扩张性的特点，成为餐饮细
分中的一大品类，表现突出。2018 年，火锅
市场总收入达 8757 亿元，与 2014 年相比涨
幅超 52%，预计 2019 年火锅营收将达到 9.6
千亿元。喜宴市场成为企业重要的营收板

块，一批以婚庆喜宴为主的餐饮企业崛
起并深受市场热捧。
报告同时显示，餐饮行业仍属于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从 业 人 员 薪 酬 水 平 较
低。2018 年，餐饮行业一线员工的月平
均工资为 3600 元。原材料、房租和人
力成本仍然是餐饮企业上升最快的三
大成本。门店数量发展成为餐饮企业
效益提升瓶颈。企业门店的增加会呈
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但到达一定规
模极限之后其效益就开始下降。报告
建议餐饮企业重视新技术的发展，企
业通过网络化和把加工工厂控制在
合理区间，取代对规模的追求，可以
突破门店数量瓶颈，实现更优规模
化发展。
（付连英）

本报讯 近年来，保险
资金投资资金信托规模快
速增长，截至 2018 年年底，
保险机构投资资金信托规模
为 1.27 万亿元。为进一步加
强保险机构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业务管理，规范投资行为，
防范资金运用风险，根据《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的精神，银保
监会近日修订并发布了《中国
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保险资金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有关事项的
通知》。

险资投资资金信托业务
出新规
助推保险资金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

《通知》由原来的 8 条增加为 19
条,保留了保险机构投资资金信托
的决策授权机制、专业责任人资质、
基础资产范围、法律风险、投后管理、
信息报送、行业自律管理等要求，调
整了信托公司条件、信托信用等级、
关联交易、责任追究等内容，新增了禁
止将信托作为通道、强化信托公司主
动管理责任、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加
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设置投资比例
限制以及信用增级安排和免增信条件
等要求。
《通知》的发布是银保监会推动保
险资金更好地服务保险主业和实体经济
的重要举措。扩大“保信”合作范围有利
于为保险机构和信托公司营造良好的公
平竞争环境；明确保险资金去通道、去嵌
套的监管导向有利于限制不合理、不合规
的投资业务开展；明确保险资金投资信托
的信用增级安排不得由金融机构提供有
利于打破金融机构刚性兑付；明确基础资
产投资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信托公司在
非标资产方面积累的行业优势，引导保险
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同时，
《通知》
实行“新老划断”有利于维持机构必要的流
动性和市场稳定，
确保制度平稳过渡。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强化对保险资金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的业务监管，发挥保险资金
长期稳健投资优势，进一步提升保险资金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
（张敏）

产业风标

会展业国际化风劲扬帆再出发
■ 本报记者 张敏

会展业的日趋成熟为行
业走出国门、提升国际化奠
定了良好基础。加入国际展
览业协会（UFI）是中国会展企
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有效途
径。2019 国际展览业协会中国
会员年会暨资本圆桌会议日前在
上海举行。在本届年会上，主办机
构邀请到国内外会展业知名企业
家、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会展业
如何走向国际化作出上述判断。
国际展览业协会亚太区分部经理
马国麟告诉国际商报记者，在过去的
几年中，中国会展行业发展得越来越成
熟，这种趋势为行业走出国门、提升国际
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会展行业日趋成熟，得到行业数
据的印证。记者从会上获悉，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会展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行业
规模已居全球第二。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正加速中国会展业国际化的进程。有研究报告
协会，当其需要更多的国际连接时再考虑加入国
显示，预计未来 5 年中国会展行业发展的年均复
际展览业协会。相信我们已经在尽量简化会员
合增长率在 10%以上，2022 年会展业直接经济
申请程序，特别是申请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标
产值将突破 1 万亿元。
准的降低和对质量要求的放松。
”
国际展览业协会首席执行官贺庭凯则对国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把所在城市定位于
际商报记者表示，会展行业走向国际化首先要接 ‘建成国际会展之都’。为助力会展城市走向国
触外界展览核心圈，加入国际展览业协会是中国
际化，国际展览业协会中国俱乐部（UCC）积极组
会展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作为一
织会员城市‘走出去’，借鉴国际上先进的会展理
个国际机构，国际展览业协会的职责就是帮助会
念和经验。”国际展览业协会亚太区主席仲刚在
员建立有效的连接，使其在相互交流与沟通中产
会上表示。
生新的想法，共同进步，创造新的商业契机。去
仲刚透露，今年 12 月，国际展览业协会中国
年，约 60 家中国会员单位参加了在俄罗斯圣彼
俱乐部将首次组织中国会展城市峰会成员城市
得堡召开的第 85 届国际展览业协会全球年会，
走进美国，通过举办推广会、中国之夜晚宴等活
今年 3 月 50～60 家中国会员单位再度参加在东
动组织中国会展精英人士与来自美国和全球的
京召开的国际展览业协会亚洲年会。不难看出，
会展同行进行交流，了解美国会展企业的经验，
中国主办方、展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化进程
学习美国会展城市的发展模式，推动中国会展业
中，希望与国际组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国际
国际化，帮助中国会展城市成为世界同行的优选
化将助其在未来逐渐成长为这个行业的意见领
目的地。
袖。
此外，在 2020 年 3 月于澳门举办的国际展
“我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不希望
览业协会亚太区会议上，国际展览业协会将全力
国际展览业协会是企业或展馆加入的第一个会
组织中国内地会员企业赴澳门参会，方便中国会
员组织，而是希望它首先加入本国其他相关会展
展城市及企业与来自亚太区的同行开展交流、合

作、联谊。
国际展览业协会名誉主席、全
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会展行
业协会会长陈先进提醒，加入国际展览业协会只
是为展会或企业走向国际化打开一扇门，提供有
利的条件，但千万不要认为加入国际展览业协会
就成为了一家国际化的公司，在迈向国际化过程
中企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
导型展会，政府背书自带光环，但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却不甘于笼罩在政府的光环下，通过对标
国际会展巨头、推动会展项目深度合作，较早地
走上了国际化道路。
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姚春瑜介绍说，2006 年，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开始合作，在国内
率先对标这一国际工业综合性展会，携手开创了
部分专业展。2009 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加
入国际展览业协会大家庭，成为国际展览业协会
认证的展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际化方
面走在了行业前列，在展会规模上也走在了国内
工业界综合类展会企业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