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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商务局：

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
□ 本报记者 陈高鹏
通讯员 吕建国 金蕊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承德市商务局
坚持疫情防控是第一责任、业务发展是
第一目标的总基调，分类指导，因企施
策，一手抓疫情防控保大局稳定，一手抓
复工复产保市场供应和经济发展，全力
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据介绍，承德市商务局积极指导各
县（市、区）企业做好复产复工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全力推动落实国家出台的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相关政策，及时印发了
《关于做好大型商超和商贸物流企业复产
复工工作的通知》
《关于商场超市等商业企
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关于全面推进商贸
服务行业复工复业促进市场消费的通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开展对外贸易工作指南》，
指导商贸企业有
序开展复市复营，
及时有效的保障了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尤其是今年 2 月初就印发了《疫
情防控期间开展对外贸易工作指南》，
对外
贸企业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指导，在河北
省乃至全国具有典型性。
据了解，承德市商务局选择 75 家企
业作为市级重点指导帮扶对象，该局领
导带队组成 6 个工作组，分赴各县区进行
指导帮扶。通过现场调研、个别交流等
方式，重点了解企业疫情影响、用工需
求、原材料供应、资金周转、市场营销以
及防护物资等方面存在困难问题，即时
协调解决。
“承德市商务局领导不仅帮助我们办
理医用物资生产经营资质，
还促成了我们
与中医英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合作建设
年产100万件医用防护服、
1000万个医用
口罩生产项目。
”
该市跨境电商企业梵纳瑞
进出口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该
局已经解决了商贸企业在用工招聘、疫情

张家口有序推进复工复业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商务厅从服贸处、电商处、外资
处、外经处抽调业务骨干，由副厅长陈彦报带队赴张家口
市，深入企业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业调研帮扶。
陈彦报一行先后到张家口沃尔沃汽车发动机制造
有限公司、河北思达歌数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密苑（张
家口）旅游胜地有限公司、河北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尚峰
分公司、蓝鲸悦海（张家口）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等
11 家外贸外资、内贸流通企业开展调研帮扶，采取一
线调研、一线帮扶，现场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的方
式，重点协调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业面临的
困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工作。
陈彦报表示，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按
照分区分级要求，统筹抓好外资外贸、内贸流通企业
复工复业，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紧盯影响企业
复工复业和制约企业长远发展的困难问题不放松，
推动国家、省、市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打通服务企
业“最后一公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一刻也不放
松，任何时候不麻痹，为企业复工复业、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提供安全保障。
调研期间，陈彦报一行对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餐饮服务商推荐、冬
奥洗涤服务保障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协调调
度。
（代怡飞）

期间道路不畅、
防疫物资短缺等方面的 30
多个困难和问题，
指导企业用足用好有关
帮扶政策，
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同时，承德市商务局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通过开展稳外贸“十个一”专
项行动和“重点外资项目盯落地”专项行
动，同时紧盯限上企业，着力启动受疫情
影响最重的行业，积极扶持新型消费模
式，拉动消费增长。1-2 月份，该市实际
利用外资 9199.2 万美元，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 41.8%。
为防止疫情期间人员流动聚集，让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蔬菜，在承
德市市长常丽虹的亲自推动下，该市积
极探索新模式，通过设立疫情期间惠民
蔬菜站的方式增加“菜篮子”产品销售点
位，同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购物模
式，既方便居民就近消费，又减少了人员
聚集的隐患，
还为企业提供了产品销路。
该市还鼓励承德梵纳瑞、宽广集团、

百乐超市等大型商贸企业开展网络营
销，利用互联网销售、在线直播、短视
频、宣传网页等新模式，挖掘电商平
台消费潜力，扩大企业销售额。引导
中石油、中石化等成品油企业搭建线
上营销平台，采取派送优惠券、新品
体验、积分抽奖等方式将原有实体
消费转移到线上消费，推出了“民
生组合商品包”
“ 开心一元购”
“爱
心出行包”等公益性营销活动，中
石油公司预计一季度较去年同期
实现正增长。
截至 3 月 25 日，承德市 2287
家商贸流通企业，已复工 2283
家，复工率 99.83%。其中，228
家超市、457 家加油站、1422 家
批零药店 100%营业；外资企业
47 家 ，已 复 工 46 家 ，复 工 率
97.9%；外贸企业 80 家,已复
工 80 家，
复工率为 100%。

“西安老字号”
“西安名吃”线上授牌
西安商贸企业加速复工
□ 本报记者 王嘉楠
西安作为世
界历史文化名城
和国际美食之都，
拥有一大批传承
独特技艺和服务，
品 质 过 硬 的“ 老 字
号 ”企 业 。 味 道 醇
香，独特地道的“西
安美食”每年吸引着
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
客慕名而来。
3 月 27 日，
“ 西安
老字号”
“西安名吃”
（线上）授牌仪式暨商
贸企业座谈会在西安
市商务局召开。
“老孙
家”
“冰峰”
“袁记肉夹
馍”
“ 海荣锅贴”等 42 家
企业和“西安饭庄金奖葫
芦鸡”
“ 盛志望麻酱酿皮”
“天下第一面 biangbiang

面”
“ 大唐博相府三皮丝”等
荐，历经初审、文审、现场评
51 个单品，获得线上表彰和
审、复审、公示、公告等多道
授牌。
程序，经层层选拔，脱颖而
受疫情影响，西安市商
出的。
务局通过举办小型现场会
在会上，西安市商务
议，对获评企业进行表彰和
局副巡视员安建勇祝贺
授牌（线上）。同时召开商贸
获评企业，感谢它们对西
企业复工座谈会，了解企业
安餐饮事业发展做出的
现状及实际需求，促进商贸
巨大贡献。安建勇要求
服务业经济尽快恢复，鼓励 “西安老字号”和“西安
首批“西安老字号”
“ 西安名
名吃”企业要带头加大
吃”宣传推广，进一步缓解疫
复工力度，全力助推西
情对商贸企业带来的影响和
安餐饮复工复产。
“希
冲击。
望企业强化自身品
据了解，此次授牌的企
质，扩大西安老字号
业和单品，是由 2019 年 9 月
和西安名吃的社会影
19 日正式启动的，西安市商
响力，共同促进西安
务局主办、陕菜网协办的首
国际美食之都建设，
批“西安老字号”
“西安名吃” 共同为餐饮产业的
评选活动，经区县商务主管
发展添砖加瓦。”安
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的推
建勇说。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序列公布后的 72 小时
内，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经开区功能区就组织
区内企业天隆科技完成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的研
发。春节期间天隆科技全员坚持在一线，全力
保障生产和供应，截至 3 月 10 日，已生产 400 余
万份试剂，向湖北、湖南、陕西等 600 余家疾控中
心和医疗机构供货。
在此期间，西安经开区功能区还协助天隆科
技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欧盟
CE 认证，成功向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新加
坡、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相关试剂盒和
配套检测设备 900 余台。

陕西自贸试验区
打好防疫复工“组合拳”
□ 本报记者 王嘉楠

陕西景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呼吸
机、检测仪、麻醉机等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和其它受疫情
影响的小微企业一样，疫情给企业的资金链带来较大压
力。关键时刻，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经开区功能区联合
建设银行，推出为医疗等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全产业链、以
及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专属信
用贷款——
“云义贷”，额度最高 3000 万，期限最长 3 年，年
利率 4.1%。陕西景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云义贷”成
功申请到 123 万元贷款额度，
缓解了资金周转困难。
除了“云义贷”，西安经开区功能区创新推出多种金融
产品，为小微企业拓展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 税银-企”合作机制，让企业通过网银即可申请，信用等级评估
在 B 级以上的，均可实现“秒放贷”；协调长安银科商业保理公
司推出供应链融资产品——
“微理通”，为有应收账款的各类
中小微企业提供线上无抵押融资渠道，最快 3 天放款，授信额
度有效期最长 1 年，单户授信金额最高可达 300 万元，解决小
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为了提高企业复工效率，西安经开区功能区，通过对区内
企业进行细化分类，简化企业复工程序，开通了“全天候跟踪通
道”
“集中复工绿色通道”
“优先复工快速通道”
“跑一次复工服务
通道”
“一对一专人联络通道”
等五个通道。
该区多举措确保疫情期间未停工的康师傅、雨润、涟漪饮用
水、鸿发药业等保障民生和抗击疫情类企业安全生产。保障工
业、服务业等“五上”企业，在 2 月底复工率达 100%。服务外贸外
资稳增长，让达能食品饮料、布勒设备、蒂森克虏伯航空材料等外
资企业实现优先复工。园中园企业，由物业统一为企业办理复工
手续，
实现
“跑一次复工”
。
西安经开区功能区还为每家复工企业设立一名“联络员”，实行
全流程服务，
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前后所有问题。在康师傅方便面工厂
受疫情影响，一线操作工不足时，西安经开区功能区立即联系扶贫村
开展招工扶贫活动，
半天内招聘到 20 名员工，
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经开区功能区在坚
持加强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同时，紧抓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企业
提供“全链条”服务，结合企业实际和诉求，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助力
区内企业尽快复工生产，
夺取抗疫大战和发展大考的
“双胜利”
。

境外疫情爆发语境下

专家观点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跨境交易法律风险研判
□ 赵洁琼
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卷而来,
正当我国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各类经济
活动有序有力恢复之际，疫情在海外迅速蔓
延，增添了我国对外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和
复杂性。我国作为纺织服装行业进出口贸易
大国，以跨境交易为主的国内相关企业或将
遭受二次冲击。对此，本文拟以境外新冠疫
情爆发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国际贸易合同履
行所产生的法律风险新变化及应对策略为中
心，探讨不可抗力在不同法域下的适用规则，
为我国相关企业及时有效作出合法应对提供
法律实务参考，力求最大程度避免或减轻损
失。
一、境外疫情蔓延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
国际贸易合同履行产生的新影响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20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中国以外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超过 21 万，全球至少已有 48 个
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由于此次疫情影
响，全球纺织服装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消费
能力明显下降，世界各地的服装纺织业正面
临着从采购到零售的诸多挑战。包括 Chanel、Hermes、Gucci 等 在 内 的 品 牌 已 纷 纷
宣布批量关闭门店，同时暂停疫情重点地区
工厂的正常运作。伴随着海外疫情及防疫
措施的升级，疫情发生国的客户援引不可抗
力的合同条款或相关法律规定，拒收货物，
拒付货款，甚至取消订单的风险正在不断加
剧。

二、境外客户能否援引不可抗力免责辨
析
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作为一个法
律概念首先出现于 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中，
后被《德国民法典》引入同时又创设了债务履
行不能制度。我国在民事立法中也确立了不
可抗力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0 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 117 条规定：
“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
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
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
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
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
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然而，不可抗
力的概念和具体内容在不同国家法律项下规
定不尽相同，境外此次疫情及相应的管控措
施能否触发国际贸易合同中的不可抗力相关
条款，须结合合同对不可抗力条款的具体约
定及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进行判断。
1. 合同约定
若境外客户主张此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免责事由，首先应审查双方签订的国际贸易
合同条款。若合同对不可抗力加以约定，再
行确定该条款是否将重大疫情或政府相关管
控行为列为不可抗力情形，同时须明确辨析
此次疫情所致合同变更或解除的相关成就条
件。
2. 各国法律规定

若合同约定了所适用的准据法，还可依
据相应的准据法对新冠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
力事实进行认定。如合同约定适用我国相关
法律，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80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17 条
的规定，新冠疫情原则上符合不可抗力不能
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构成要件，境外
客户因此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援引不可
抗力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
也将不可抗力普遍认定为合同当事人得以免
除其不履行责任的抗辩事由。例如《法国民
法典》第 1148 条规定，如不可抗力或者意外
事件使得债务人对给予债务、作为债务或不
作为债务的履行受到阻碍，则其不承担赔偿
责任；
《意大利民法典》第 1218 条规定，未能
履行约定义务的债务人应对相应损失承担责
任，除 非 可 以 证明 其无法履行不应 归因于
其。因此，只要合同约定适用我国或大陆法
系国家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则受疫情影响
的境外客户均可援引不可抗力进行抗辩。而
与大陆法系注重过错原则不同，英美法系则
奉行合同义务绝对原则，因此没有直接援引
不可抗力事由免责的相关规定，而是将其落
入 了 相 近 似 的 合 同 落 空 (Frustration of
Contract)原则中，即在合同订立后发生的客
观情形，使合同的履行已经变得根本不可能，
或者令合同主体受原协议约束将属不当，则
该合同可以合同落空为由得以解除，并将免
除相应主体将来的所有责任。但在合同需要
严格被履行的普通法契约精神之下，合同落
空的主张往往很难认定成立。

3. 国际公约
若合同中既无不可抗力免责条款，也未
约定所适用的准据法，负责争议解决的机构
一般会根据冲突规范对适用于合同的准据法
加以确定，并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和准据法
的具体规定来判断境外客户能否以此次疫情
为由免责。实践中，若合同双方都属于《联合
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CISG）的缔约
国，则可适用 CISG 解决争议。依据 CISG 第
79 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
不负责任，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
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
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
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因此，
若适用 CISG 的规定，同样存在境外客户以此
次疫情作为免责事由，而要求延迟履约，甚至
解除合同的风险。
综上所述，不同法系对不可抗力的认定
不甚相同，在采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对不
可抗力的认定与解释也存在差异。而对于新
冠疫情，尤甚如是，若境外客户以不可抗力为
由要求免除未履约责任，我国企业需在明确
法律依据后，再结合境外客户所在国基于此
次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与合同履行不能之
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合同履行不能发
生的具体时间等要件进行综合认定。
三、关于我国企业采取合法有效应对措
施的意见建议
一是对合同进行全面审查评估。如果发
生境外客户以此次疫情为由，拒绝收货付款，
甚至取消订单，建议我国企业及时理清双方

签订的合同，重点审查不可抗力及法律适用
条款，结合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
断和处理。同时，需对此次疫情导致的合同
履行障碍进行认真评估，对合同属于完全不
能履行、部分不能履行还是延迟履行的条件
进行辨析。
二是要求境外客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若经审查，认为此次疫情可能触发不可抗力
规定，则我国企业应要求境外客户进一步提
供其所在国政府就此次疫情实际出台的相关
强制规定，或此次疫情导致出现其它可以解
除或变更合同的约定或法定事由，否则，对方
无权以此次疫情为由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合
同。
三是友好协商及时减损。我国纺织及服
装外贸根基已深，在全球市场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多年来我国企业与境外客户之间也
普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针对境外客户
提出的延迟履约甚至解除合同，我国企业可
根据自身情况，及时与对方沟通，协商达成新
的合同方案，同时积极寻求双方未来其他合
作的可能性。
四是收集固定证据及时索赔。若经研
判，我国企业拒绝接受境外客户启动不可抗
力免责主张，建议可由律师发送律师函协助
交涉，敦促对方收货付款。同时，若我国企业
决定对该批货物适时寻求其他新买家之前，
建议在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下，注意对境外
客户相关违约行为及由此造成我国企业相应
损失方面的证据进行收集留存，并及时向对
方提出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