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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主席特使会见智利新任总统： 

加强全方位交往，共建“一带一路”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特使、十二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 3 月 11 日在智利国会

所在地瓦尔帕莱索出席智利总统权力交接仪

式，并于 10 日在首都圣地亚哥分别会见智利

新任总统皮涅拉和卸任总统巴切莱特。 

 

在会见皮涅拉时，马培华向其转达了习

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马培华表

示，中智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长期走在

中拉关系前列。中方始终把智利作为在拉美

和亚太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将一如既往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同智利关系，愿同

智方一道，加强全方位交往，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经贸、投资、矿业、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密切多边协调，开创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局面。 

皮涅拉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

职仪式，请马培华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 

 

 

问候。皮涅拉祝贺中国全国两会顺利召开，祝

愿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更大发展成

就。皮涅拉表示，对华关系是智利外交的重点，

智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深化互利友好合作，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落实具体项目，进

一步加强在亚太区域事务中的合作，更好造

福双方人民。 

在会见巴切莱特时，马培华向其转达了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积极评价巴切莱特

为推动中智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巴切莱特

请马培华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

发展对华关系、深化对华合作已经成为智利

的国家政策，不会因政府更替而改变，智方对

中国发展和智中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巴切

莱特表示，卸任后将继续致力于智中友好事

业，祝愿两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泰国南部宋卡府全面参与“一带一路” 

多项互利合作势头良好 

 

据《人民日报》报道，泰国南部地区位于

马来半岛北部，是泰国重要的农业、渔业和能

源基地。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有 647 公里的

边境线，包括宋卡、沙敦、也拉、陶公四个府。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这里正在拓宽的公路、

即将落成的新海关、等待开发的工业园、计划

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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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港口……让记者感受到泰南发展的勃

勃生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 5 年成为泰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而泰南与中国在渔业、旅游、

橡胶等互利合作势头良好。受益于“一带一路”

建设，泰南地区将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一站，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宋卡港是泰南最大的深水港，年吞吐量

达 210 万吨。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宋卡港进出

口货物的第一大来源地和目的地。 

沙道口岸是泰南最重要的陆路交通关口，

每天这里挂着泰、马两国牌照的大货车都得

排队等待通关，人们有秩序地在边境检查站

办理过关手续。“2017 年该口岸出入大货车

超过 28 万辆，平均每月 2.37 万辆，客车和私

家车每月 3.7 万余辆，通关人员每月约 42 万

人次”，沙道口岸海关关长格立塔说。 

“2017 年沙道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额 3335

亿泰铢（1 元人民币约合 4.96 泰铢），进口货

物主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等，出口货物主

要为橡胶、机械、电子设备、橡胶木。中国是

沙道口岸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因为很多中

国商品在马来西亚卸船后运往泰国。很多出

口货物在马来西亚槟城港装船后运往中国”，

格立塔说。 

在沙道口岸附近几公里处，记者看到一

片很大的施工工地，几座大型建筑基本成形。

“这是将于 2019 年 5 月完工的新海关，面积

是旧址的 20 倍。新海关启用后，将有效地实

现客货分离，未来通关量预计每年将递增

10%，货物运往中国更加便利”，格立塔说。 

从宋卡府最大城市合艾通往沙道的 40 多

公里公路上，记者不时看到满载货物的大卡

车，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显得拥挤。这条公路在

亚洲公路网被称为亚洲 2 号公路，横贯泰国

南北，可以在曼谷转往泰老等边界，前往中国。

宋卡府府尹敦德说：“沿亚洲 2 号公路，货物

4 天就到中国。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货物运输，

将建设从沙道到合艾的高速公路，加快边境

特区建设，带动泰南经济发展。作为边境城市，

宋卡府通往外界十分便利，无论是港口、公路、

机场，都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 

2014 年底，泰国政府推出重要的经济发

展战略——设立边境经济特区，旨在便利与

东盟国家的边贸往来，借助东盟一体化推动

泰国各个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宋卡府是首批 5

个边境经济特区之一。宋卡经济特区中规划

了工业园，靠近泰马边境，是连接泰马贸易和

投资的重要门户。泰国工业园南部办公室主

任披帕向记者展示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蓝图：

面积 1069 公顷的工业园距马来西亚 1 公里、

沙道县城 10 公里，将吸引渔业、纺织业、汽



3 

 

车、电子、橡胶行业入园。这里还将新建高速

公路连接马来西亚，此外，铁路、机场和口岸

建设都在规划当中…… 

泰国是世界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和出口

国，而泰南的产量和出口量占据 63%以上。泰

国政府在宋卡专门建设了橡胶城，以促进橡

胶出口、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泰国工业园

管理局局长威拉蓬表示，橡胶城计划建设 70

家工厂，将成为泰国最大最完善的橡胶产业

园与橡胶产品研发和生产中心，橡胶加工能

力达到 20 万吨/年，致力于将泰国由橡胶原材

料出口国转变成东盟橡胶加工大国。“中国是

泰国橡胶的最大市场。中国企业已经参与到

泰南的橡胶产业加工和研发。中国具备先进

技术和广阔市场，期待更多中国企业到泰南

投资”，宋卡府主管经济的副府尹卡俊萨说。 

宋卡橡胶城将成为泰国最大最完善的橡

胶产业园与橡胶产品研发和生产中心。图为

一名员工在橡胶制品厂工作。 

离开橡胶城后，记者来到泰南最大的深

水港宋卡港，看到港口内一片繁忙景象。该港

年吞吐量达 210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20

万标准箱。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艘满载的货

轮从宋卡港起航，将穿梭 4000 公里，停泊在

中国上海港。货运往来，是中泰经贸交往最直

接的体现。 

“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宋卡港进出口货

物的第一大来源地和目的地”，港口经理瓦塔

那猜说，“出口货物主要是橡胶、渔业产品、

矿产，进口货物主要是冷冻食品、化学制品等。

出口和进口中国的货物都是最多，分别达 36%

和 26%。” 

 

随着货运任务越来越重，宋卡港已经无

法满足需求。宋卡港水深仅 9 米，许多集装箱

货轮不得不取道新加坡，再运至中国和世界

其他国家。为此，宋卡府正筹划在向南 40 公

里的乍纳区新建一个深水良港。“新港口建成

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将更加便捷，物流成本

也将大大缩减。更多的货轮可以从宋卡出发，

3 天之内就能把货物运到中国南部港口”，敦

德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泰国经济发展

提供了良机，泰国加快边境经济特区建设可

以与‘一带一路’对接，实现两国互利共赢。” 

“泰国南部，尤其是宋卡，自古就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途经地，这里曾是中国、

印度、荷兰、葡萄牙等各国商人、商船汇聚和

贸易之地”，敦德表示，“我们进一步发展海

运，就是主动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

期待与中国达成更广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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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王朝初期来到泰国的华人，有些

成为税务官，有些被任命为地方官员，参与地

方商业管理和政务管理。”在宋卡府举行的

“海上丝绸之路”展览上，泰国副总理威沙努

向数千名民众介绍宋卡同海上丝绸之路的联

系和中泰一家亲的渊源。威沙努描绘了泰中

陆上高速铁路合作和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美

好前景，鼓励充分发挥宋卡作为现代海上丝

绸之路通往东盟门户这一重要区位优势，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当前，泰国正积极发展大型基建项目，例

如曼谷轻轨项目、外府轻轨项目，连接北部、

中部、东北部和南部的双轨铁路项目和高铁

项目。在泰南，政府将把曼谷—华欣高铁延伸

至素叻他尼府，与投入上千亿铢预算的海岸

公路项目连接起来，开发高铁沿线城市的发

展潜力。此外，泰国政府还在制定西部海岸线

开发规划，推动泰南发展。宋卡府行政机构主

席尼蓬表示，宋卡府现阶段的发展目标是成

为制造业中心和水陆空交通枢纽，大力推进

区域商品运输和集散地建设。“一带一路”建

设将极大推进该地区互联互通。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指出，“一带一路”

建设有助于泰国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快自

身发展。泰南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

珠，将焕发出新的光彩。两国可在传统产业、

中高端制造业、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开展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 

 

3. 爱尔兰副总理：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做中国真诚的好朋友 

 

据外交部网报道，当地时间 2018 年 4 月

2 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正在

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 

2018 年 3 月 15 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

会见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贸易部长科文尼。 

王毅表示，建交近 40 年来，中爱关系始

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两国人民相互怀有友

好情谊。爱尔兰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

伴，中方愿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精神，

增进相互了解，巩固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务

实合作和交流往来。中方赞赏爱方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欢迎爱方参加今年 11 月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乐

见双方即将开通北京至都柏林的直航，期待

双方加强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

作，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

贸易体系，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 

科文尼祝贺中国全国“两会”成功召开。

科表示，爱尔兰愿做中国在欧盟内真诚的好

朋友，希以明年爱中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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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密切两国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人文等各

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事务沟通协调，在相

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推动爱中关系迈

向更高水平。爱方愿成为中国企业开拓欧盟

市场的桥梁和门户，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爱

投资兴业。爱方将在华正式启动向中国公民

签发五年多次入境商务签证和三年多次入境

旅游签证服务，并积极推动实现直航，为中国

公民赴爱旅游、经商提供便利。“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又一次大开放，爱方

愿作为战略伙伴积极参与，并与中方深入探

讨合作，共同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

化、投资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

爱方将积极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双方还就非洲、中东、朝鲜半岛等共同关

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4. 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 

“一带一路”带来了新视野和新经济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外交

部长阿布德尔达耶夫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被

授予名誉教授称号。他在随后的演讲中表示，

稳定与互信是吉中两国关系的最佳描述。 

阿布德尔达耶夫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影响世界，

中国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稳定器与

推动力。 

阿布德尔达耶夫表示，中国是吉尔吉斯

斯坦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国，是吉尔吉斯斯

坦的可靠近邻。今年是两国建交 26 周年，两

国之间构筑的信任与友好关系，涵盖政治、经

贸、文化交流、安全合作等各个方面。 

阿布德尔达耶夫说，今天中国已成为吉

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同时也是吉最大的贸易

伙伴国。中国支持吉经济建设，帮助吉经济发

展。两国在工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农

产品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合作，相信未来合

作将继续提质增效。 

阿布德尔达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对

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极为重视，正

在复兴的丝绸之路给很多沿线国家带来了新

视野，带来了新的经济与实业增长，也给吉尔

吉斯斯坦带来了参与地区分工与协作、国际

经贸与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在这一

前提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与通车，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打开了经贸合作、金融投资等

新疆域。 

阿布德尔达耶夫还提到，上海合作组织

迎来了两位新成员印度和巴基斯坦。上海合

作组织早已不是简单的粗放型的国际机构，

而是具有威望和强大实力的国际机构，它的

话语需要全世界认真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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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海南博鳌会见吉

前总统阿坦巴耶夫时指出，近年来，中吉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对

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中方愿同吉方

一道，搞好有关项目，将两国合作提升到更高

水平。 

2018 年 2 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国际公路正式通车。这条国际公

路全长约 950 公里，东起新疆喀什，途经吉

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最终抵达乌兹别

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新线路的开通，使原来的过境运输周期

由 8~10 天压缩至 2 天左右。一些对时间有特

别要求的货物，甚至可在一昼夜间运达。在运

输费用方面每吨货物较此前减少 300~500 美

元，一年运费支出就可节省 250 万美元左右。 

 

 

 

“古丝绸之路曾有效促进了区域贸易发

展和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吉乌

公路运输新走廊的开通，是‘一带一路’倡议

落地的一个缩影”，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投

资贸易部部长加尼耶夫曾如是评价。 

阿布德尔达耶夫外长提到的中吉乌铁路

近来也取得不少积极进展。 

在 2017 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到访乌兹

别克斯坦期间，吉乌双方就加快推动中吉乌

铁路项目达成共识。据悉，吉政府已将中吉乌

铁路项目列入优先建设目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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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1. 美国有望推商用无人机 

数月内可做包裹配送用途 

 

《华尔街日报》报导，联邦监管人员表示，

美国的商业无人机有望在数月内开始提供有

限的包裹配送服务，追赶其他国家无人机的

使用。 

白宫曾要求政府部门与亚马逊（Amazon）

在无人机业务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让人再次

对美国对无人机使用和业务发展有期待。

FAA（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负责航

空交通控制的高级官员 Jay Merkle 在巴尔的

摩一个聚会表示，一些支持无人机用于快递

及其他用途的人士认为，这个想法今年夏天

有机会实现。 

虽然 FFA 表示，若管理人员无法用创造

性的方式绕开立法和监管限制，包括有人驾

驶飞机的飞行员训练等规定，那么拟议无人

机用于快递及其他用途可能无法实现。但最

近至少有 10 个经 FAA 批准的无人机试点计

划定于 5 月启动，其中一些计划可能包括包

裹配送。对此，亚马逊包裹配送业务 Prime Air 

副总裁 Gur Kimchi 表示，有信心在今年底前

获得必要的审批。 

 

 

 

【市场动态】 

 

1. 市民收快递胆战心惊 

炸弹包裹令美国得州陷入恐慌 

 

美国得克萨斯州陷入“炸弹疑云”。3 月

以来，得州首府奥斯汀在短短 10 天内接连发

生 3 起“包裹炸弹”事件，恐慌情绪为正在当

地举办的年度盛会“西南偏南”艺术节蒙上一

层阴云。由于受害者均为美国少数族裔，警方

不排除系列袭击事件背后存在种族仇恨因素。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

时间 3 月 12 日上午，奥斯汀市在几小时内接

连发生 2 起包裹炸弹事件。清晨，一名 17 岁

非裔美国少年不幸遇害，另有一名妇女受伤;

到了中午，另一枚炸弹将一位 75 岁的拉美裔

老太太炸成重伤。据了解，两处案发地相隔 6

公里左右，均为该市的普通社区。就在 10 天

前，当地时间 3 月 2 日奥斯汀市也发生一起

类似爆炸事件，一名 39 岁的非裔男性不幸遇

难。目前，这 3 起爆炸案已被警方并案处理。

邮政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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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段如出一辙：犯罪嫌疑人

将炸弹装入硬纸箱、伪装成普通包裹放在目

标居所门口。只要有人将包裹拆封，炸弹就会

引爆。目前尚没有人宣称对一系列爆炸事件

负责，警方正在对爆炸事件进行调查，但还不

清楚几名受害者是否相互认识。 

美国《华盛顿邮报》3 月 13 日报道称，

这一不同寻常的“连环案”引发当局高度重视。

得州州长阿博特将袭击事件称为“残暴恶行”，

并悬赏 1.5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9.5 万元)征集

有效线索。阿博特在一份声明中向得州民众

承诺称，各级执法部门将竭尽全力把凶手绳

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此前已介入调

查，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也派出国

家应急反应团队协助调查。据了解，该团队专

攻规模较大或案情较为复杂的爆炸和纵火一

类案件。 

在忙于破案的同时，当地警方也呼吁民

众保持警戒。CNN 说，得州总检察长帕克斯

顿在推特上发文，敦促该州民众积极向当局

举报一切“可疑包裹”。奥斯汀市警局局长曼

利则对外公布“包裹炸弹”的一些共性，比如，

这些硬纸箱从外观上看“大小适中”，且它们

的运送均未经过任何正规的物流服务，如邮

政运输或快递公司。有受害者的邻居对媒体

披露，这些“包裹炸弹”的威力巨大，爆炸发

生时他们能明显感受到“房子在震”。《华盛

顿邮报》称，尽管爆炸案的调查处于早期阶段，

尚无法确定作案者的动机，但当局表示不排

除“仇恨犯罪”的可能性，因为爆炸事件受害

人均居住在当地少数族裔的聚居社区。 

据媒体报道，系列爆炸事件显然已对当

地民众造成一定恐慌。截至当地时间 3 月 12

日晚 6 时左右，警方已经接到 80 多个关于“可

疑包裹”的报警电话。有居民反映，自己明知

道会有快递送到，但见到包裹之际心里仍不

免一阵紧张。为稳妥起见，有人在拆包裹前先

得用棍棒隔着老远“试探一下”，并再三确认

纸箱上的运送信息。当地警方对各类“可疑容

器”也显得有些草木皆兵。当地媒体《奥斯汀

美国政治家报》说，12 日晚警方紧急封锁市

会议中心附近区域，原因是当地垃圾桶里有

一个吉他箱很可疑。后经证实，此事只是虚惊

一场。 

 

市警局还提醒“西南偏南”艺术节的参与

者注意安全——“祝你们玩得愉快，但同时保

持警惕”。据了解，这场艺术盛会于上周五拉

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本周日。艺术节的举办

令奥斯汀市近期迎来数千名参与者和外地游

客，不过截至目前，系列爆炸事件尚未出现在

艺术节场地周边区域。“西南偏南”主办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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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发言人此前回应称，安全问题向来是他

们的头等要务，主办方将继续同执法部门保

持密切合作，并做好会场的安全防范工作。 

 

2. 哈萨克斯坦邮政公司将缩短快递送达时间 

国际文传电讯社 3 月 13 日阿斯坦纳讯，

哈萨克斯坦邮政经营者——哈萨克斯坦邮政

公司计划将境内包裹送达时间从 6 天缩短至

3 天。目前，该公司推出多种包裹送达服务，

包括当天送达和无人机送达，共租用无人机

10 架，无人机送货点达到 30 个。2017 年该

公司包裹送达时间已从 16 天减少至 6 天，全

年运送货物约 1.5 吨。 

 

3. DHL 重返美国市场  挑战 UPS 与 FedEx 

据外媒报道，电子商务的强劲增长吸引

德国邮政旗下DHL逐步回归美国包裹配送领

域，为这一过去 10 年一直被 UPS 和 FedEx 集

团主导的领域带来新的竞争。 

2009 年 1 月，DHL 宣布退出美国国内市

场，终止其在美国的国内快递和地面运输业

务，转而强化进出美国的国际快递业务。为此，

DHL 关闭了设在美国的地面枢纽，削减 309

个网点并裁员 9500 人。 

该公司表示，将为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

的在线零售商启动新的 24 小时和 48 小时送

达服务。该服务将在年底前扩大至达拉斯、亚

特兰大、旧金山和华盛顿，未来几年将迅速覆

盖更多的城市。 

DHL eCommerce 美国部门首席执行官

Lee Spratt 称，消费者对在线市场以及零售商

的要求是该公司关注重点，未来这个领域需

要更快速、有成本效益的配送。 

该公司过去两年一直在一些选定城市测

试名为 Parcel Metro 的新配送服务。该服务利

用 DHL eCommerce 的仓库设施整合订单，通

过众包应用聘请司机在数小时里配送包裹，

以及使用当地快递和配送公司提供 24 小时和

48 小时送达服务。 

DHL 再次启动一些美国配送服务可能加

剧 UPS 和 FedEx 集团面临的竞争，后两者是

美国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子商务快递公司。

这两家公司一直在大幅提价，以帮助覆盖住

宅配送服务不断上升的成本；住宅配送成本

比传统的企业对企业式配送更昂贵。DHL 这

家低成本公司进入该市场可能令提价覆盖成

本变得更困难。 

物流行业分析师 Cathy Roberson 表示，

美国市场需要另一家小型包裹配送公司，运

费需要降下来，价格上涨正变得有些让人无

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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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皇家邮政运输车后门大开 

包裹几将掉落 

 

据英国《每日邮报》3 月 27 日报道，近

日，一则英国皇家邮政运输车后门未关，在行

车途中几将甩落包裹的视频在社交网站引发

网友关注。 

据报道，这辆运输货车经过环岛导致后

车门打开，包裹甩落，一位经过的乘用车司机

拍摄下了这则视频，并对货车驾驶员大叫：

“已经丢了 5 个包裹了。”该乘用车司机后来

将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络，并调侃道：“这就是

英国皇家邮政丢包裹的原因了。” 

在视频中，乘用车司机说道：“英国皇家

邮政运输车里的包裹摇摇欲坠。”追上货车后，

他对其司机喊道：“货车后门开了，已经丢了

5 个包裹了。”货车司机回应道：“我的天啊!” 

目前，这则视频在社交网络的访问量已

达到 3.7 万次，分享次数达 400 次。 

事后，英国皇家邮政的发言人表示：“对

于此次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影响，英国皇家邮

政深感抱歉。我们会认真对待此事，并且会积

极投入到调查中。” 

 

5. FedEx 9200 万英镑收购 P2P 公司 

拓展电商业务 

据《北京商报》报道，FedEx 正通过资产

收购的方式急速拓展电商业务。3 月 30 日本

报记者了解到，FedEx 以 9200 万英镑收购了

全球电子商务运输解决方案供应商 P2P 

Mailing 公司。P2P 公司的服务能力补充并扩

大了 FedEx 的组合产品，服务于快速增长的

全球电子商务市场。 

据了解，P2P 公司将利用与 200 多个国家

的私人、邮政、零售和清关供应商所建立的关

系，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递送服务。

P2P 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的莱恩登，将作为

FedEx Trade Networks 旗 下 FedEx Cross 

Border 的子公司来运营。 

FedEx Cross Border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arl W Asmus 表示，全球电子商务持续快速

增长，越来越多的商家、市场、电子商务和社

交平台正在寻求创新而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将商品从一个国家的分销点运送到另一个国

家的客户手中。通过将 P2P 公司纳入 FedEx

旗下，公司将服务电子商务市场的更多领域。  



11 

 

 

1. 世界贸易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 

在印度新德里召开 

 

2018 年 3 月 19~20 日，世界贸易组织小

型部长级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商务部副

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团出席

会议并发言。中国、美国、欧盟、印度等 53

个世贸成员部长或部长代表、世贸组织总干

事阿泽维多等出席会议。 

王受文在会议上强调，中共十九大报告

指出，“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

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向外

界传递了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推动建

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面对逆全球

化思潮蔓延、保护主义抬头，各方应共同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

和有效性。 

王受文表示，世贸组织当前面临诸多挑

战，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

极建设者，愿与各方一道，共同努力确保世贸

组织各项功能正常运行，继续推动粮食安全 

 

公共储备等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呼吁各

方在多边框架下就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等

新议题进行讨论，让世贸组织继续在全球经

贸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王受文强调，美国发起 232 和 301 调查

是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做法，采取相关贸易限

制措施不仅损害正常国际贸易秩序，还将对

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损害。贸易战没有赢

家，只会给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

响。中国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坚决捍卫

国家和产业利益。 

会议期间，王受文还与世贸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以及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

日本、巴西和尼泊尔等部分成员部长或部长

代表举行了双边会谈。 

会后，王受文参加了印度总理莫迪与参

会相关成员部长级代表的集体会见。 

 

2. 亚马逊、阿里巴巴、京东纷纷进军 

越南市场 

据雨果网报道，越南蓬勃发展的电商市

场已经吸引了亚马逊、阿里巴巴和 Shopee 等

来自全球的零售商，但能否在越南盈利还得

另当别论。 

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于 3 月加入越南这

个发展迅猛的市场，向当地中小企业开放亚

马逊平台。 

关联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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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在 3 月 14 日召开的河内论坛上与

越南电商协会签署了协议。该项协议是双方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据品

牌价值及战略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 公布的

“Brand Finance 全球 500 强排名”，亚马逊

现在价值 1500 亿美元，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品

牌。 

其他外国电商平台也已经打入越南市场。 

今年早些时候，京东宣布了投资 Tiki（越南本

土电商公司）的计划，京东将在物流和配送方

面帮助 Tiki。京东与越南娱乐（Vietnamese 

entertainment）以及媒体公司 VNG Corp 共同

主持了此次融资。京东没有透露该交易的规

模，但表示京东将与 VNG 一起成为 Tiki 最大

的股东之一。 

在 2017 年，阿里巴巴正式进军越南，并

在短短 6 个月的时间里吸引了数万家企业。

去年 6 月，这家中国电商巨头斥资 10 亿美元，

将其在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的股份从 51%

提高到 83%。Lazada 是越南最大的电商平台，

销售额占到越南电商市场总销售额的 30%。 

据日经亚洲评论称，2017 年越南电商平

台超过 90%的投资来自包括中国、韩国和泰

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 贸易专家 Vu Vinh Phu

将大型国际电商公司流入越南归功于该国网

购趋势的日益上涨、互联网服务的改善以及

移动支付的增加。 

 

越南市场的潜力 

央行数据显示，在越南近 9500 万的人口

中，拥有银行账户的人数占到了 59%。 

在越南，随着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庞大

以及智能手机使用越来越广，电商行业的潜

力将是巨大的。 

据 2017 年市场调研公司 Nielsen 的越南

智能手机洞察报告显示，2017 年越南使用智

能手机的用户比例达到了 84%，比前一年的

78%有所增加。 

“越南电商市场的增长速度估计为 35%，

是日本的 2.5 倍。”电商行业专家 Duc Tam 在

2017 年的越南电商论坛上说道。 

近年来，越南的电商发展迅猛，目前销售

额占该国零售市场的 3.39%。去年，整个零售

市场销售额增长了 10.9%，达到 1732.7 亿美

元。 

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5 年，越南的经

济很可能由 2000 亿美元增长到 1 万亿美元。

预计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会加入全球中产阶级

行列（每人每天的人均消费为 15 美元），而

现在越南的中产阶级比例只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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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到 2020 年，越南大约有 30%的

人会网购，而这些人每年在网购上的平均消

费是 350 美元。 

巨大成本妨碍利润 

尽管在越南潜力巨大，但电商公司也面

临着发展挑战，许多人说他们已经损失惨重

好多年了。 

VNG 公司报告称，2017 年，它在对电商

公司 Tiki 的投资上损失了 1220 亿美元(超过

530 万美元)。 像 Lingo 和 Beyeu 这样一些当

地电商公司，由于长期亏损，被迫关闭。 

贸易专家 Phu 解释说，高昂的物流成本

是造成他们损失的主要原因，这些物流成本

占电商收入的 60%至 70%。大型电商公司还

需要拥有覆盖面积为几千平方公里的物流仓

库，以及数百名员工来支持运作。Phu 在解释

为什么外国投资者继续加大对越南电商市场

的投资时说，这些投资者当前的目标是吸引

客户，扩大自己在市场的影响力。 

一位贸易专家说，公司在投资越南市场

的 5~7 年里，经常亏损。现在还不是盈利的时

候，而是增加市场份额的时候。 

日本风险投资机构 CyberAgent Ventures

的越南地区负责人 Nguyen Manh Dung 与这

些投资越南市场公司的看法一致，他表示，电

商需要长期投资，投资者在 5~10 年的运营后

才能开始盈利。当地媒体援引 Dung 的话说道，

在有些市场，甚至连亚马逊也只是在经过 10

年的投资后才开始盈利。 

3. 工银泰国：中泰跨境电商业务 

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工

银泰国）3 月 15 日在曼谷举行融 e 购泰国馆

招商会，旨在推动中泰两国跨境电子商务合

作。 

工银泰国董事长李志刚在致辞中说，电

子商务已经成为未来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线上跨境购业务规模正不断快速扩大，

泰国的营养品、乳胶制品、美妆个护品等商品

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泰两国跨境电商业

务具备广阔发展空间。 

李志刚介绍说，工商银行于 2014 年正式

推出电商平台融 e 购，并于 2017 年年底成功

上线融 e 购泰国馆，支持泰国商户入驻该平

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泰国馆与深圳前海口

岸保税区对接，商品从泰国直接发往前海保

税区，买家下单后次日完成海关申报并通过

快递发货，全程便捷高效。 

出席活动的泰国商务部副部长沙功认为，

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网购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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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居首，希望泰国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跨

境电子商务平台以较低成本进入中国市场。 

据了解，融 e 购目前已经建立 23 个跨境

馆和 4 个跨境专区。入驻融 e 购泰国馆的商

户主要销售泰国乳胶枕、曼谷旅游景点门票

等产品。 

 

4. 印度将颁布新《消费者保护法》 

或冲击电商市场？ 

据悉，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

部部长 Ram Vilas Paswan 表示，已做好准备

推动新《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 2018）生效，电商市场将面临更多的法律

约束，并背负更多的责任。 

这一法案将如何影响电商企业? 

针对亚马逊印度站对卖家在其平台上售

假毫无作为，全印度网络供应商协会（AIOVA）

曾一度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另外，该协会要求

政府颁布相关法律保护卖家和供应商。 

此外，京东、聚美优品、京东、拉手网等

中国领先的电商平台都曾被发现在印度销售

假冒产品。阿里巴巴还被指控过为展示其领

先地位，进行了数据伪造。 

法案要求电商零售商和平台对其平台上

销售的残次产品、假冒产品负责。 

根据印度《信息技术法案》和印度工业政

策与促进总局（DIPP）指南，目前印度电商企

业被视为电商平台和技术平台提供商，是买

家和卖家之间的协调员。 

但新《消费者保护法》颁布之后，电商公

司需要在消费者事务部登记平台，也必须披

露其业务细节和卖家协议。电商公司还需向

有关部门告知，他们存储的消费者数据的意

图和用途。法案还将深入探讨电商公司在向

广告商或其他人分享消费者相关信息时，是

否需要征得了当事人同意。 

到目前为止，电商公司在应用机器语音

和人工智能时使用了大量消费者数据。为获

得人工智能驱动的一些功能，电商公司常常

将消费者数据发送给人工智能公司。新法案

出台后，电商公司将有可能不能再进行这类

数据的分享。 

电商公司的担忧 

针对新法案，许多电商公司向当局致函，

表示这将导致业务不能顺利运行，造成不必要

的问题和麻烦，而且可能使电商公司为了澄

清和解决问题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事实上，新《消费者保护法》并不是电商

公司和初创企业面临的唯一障碍。在过去的

一年里，印度政策不断发生变化（如 GST 税

改、源头征税制度等）对电商整体市场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了解，来自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

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亚马逊印度站和其

他电商公司的代表们已经与印度消费者事务

部秘书 Avinash K Srivastava 会面，表达了新

法案将对印度电商市场业务运转造成过度管

控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