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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数字人民币购买一听可乐，戴
VR 眼镜打一场虚拟乒乓球，点电子屏
幕 360 度“云”欣赏故宫文物……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区，

“数字感”十足的互动场景不断闪现，让
人耳目一新。本届服贸会聚焦数字贸
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脉动，为新冠疫
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活力与
机遇。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
从海运集装箱的跨境运输服务到

一枚芯片背后的知识产权服务，服务贸
易无处不在。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广应
用，服务贸易的数字化特征越来越明
显。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
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数字贸易蓬勃兴
起，正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

新冠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服务贸易
的数字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
化提高了服务的可及性，远程医疗、在
线教育、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
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和抗击疫
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
国勇认为，如果说货物贸易是前期全球
化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科技赋能的服
务贸易则可望引领全球化的新浪潮。

世界贸易组织指出，服务业已经
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也是国际贸易
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预计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将升至
三分之一。

数字中国蒸蒸日上
数字贸易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现

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口径测算，2020
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
达到 2947.6 亿美元，新冠疫情期间逆势
增长 8.4%，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44.5%，比

“十三五”初期提升了13.9个百分点。
随着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加速融

合，数字贸易正成为服贸领域新的增长
点。商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
我国数字贸易增长 47.4%，占服务贸易

的比重从30.6%增长至44.5%。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也在有序

提升。中国连续7年保持服务贸易世界
第二大国地位，与世界近 240 个国家和
地区有服务贸易往来；连续 4 年缩减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原有加入世贸组织
承诺开放 100 个服务部门的基础上，承
诺新增22个服务部门。

梁国勇认为，中国经济在数字化
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诞生了一
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数字经
济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
分之一，跨境电商也成为国际贸易新
的增长点。

数字红利全球共享
疫情之下，国际贸易遭受显著冲

击。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0年
全球贸易总额下降约9%，其中服务贸易

额下降约16.5%，降幅远大于货物贸易。
在此背景下，本届服贸会牢牢把握

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为供需对接、企
业合作搭建桥梁，为服务贸易反弹和世
界经济复苏增添新动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
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认为，数字
化是全球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服贸
会对数字贸易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
高科技领域数字服务的关注非常及时
且关键。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
佩里指出，今年服贸会聚焦数字经济领
域创新，为世界捕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
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参展的机构和企业均瞄准了中国
市场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机遇。爱尔
兰软件服务供应商 WrxFlo 公司首席
执行官蒂姆·克罗说，公司开发的产

品在中国有广阔市场。参加本次服
贸会对提高公司知名度和寻找新合
作伙伴都很重要。服贸会是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

哈萨克斯坦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
长哈纳特·拜赛克指出，中国数字经济
和电商发展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哈
中两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前景
广阔。

疫情蔓延加深了全球经济的多重
裂痕，“数字鸿沟”是其中之一。在服贸
会期间举行的论坛上，与会者还就如何
加强数字安全、完善数字经济规则、填
补“数字鸿沟”等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的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缓解经济分化和
贸易失衡探寻解决之道。

（参与记者：陈斌杰、姜雪兰、王丽
丽、张继业、张琪、孙晓玲）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聚焦金融资源 赋能发展活力

作为全省金融商务区，红谷滩区
2015年末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172
家，其中传统金融机构（或重点项目）69
家，新金融和类金融企业 103 家。到
2020年，红谷滩区已入驻金融企业1114
家，其中传统金融机构131家、其他新兴
金融机构及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达 981
家、中央驻赣金融监管机构2家。

通过组建全省重要金融智库平台、
全省首个区级金融控股平台，红谷滩区
设立了全省首个区级市场化产业引导基
金，打造了省内首家上市企业孵化园区，
建设了红谷滩区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全
区金融服务业活力十足。

聚焦VR产业 勇探创新之路

遇山开路闯新路，迎难而上开新局。
2016年，红谷滩区把发展虚拟现实

产业作为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
抓手，打响了全球城市级虚拟现实产业
（VR）布局“第一枪”。5年来，全区围绕
打造全国“城市级 VR 产业基地”目标，
全力加快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2020 年，第三届世界 VR 产业大会
召开期间，红谷滩区以“世界一流、国内

领先、业内顶尖、富有特色”为目标打造
的南昌 VR 科创城正式亮相。至此，红
谷滩区顺利构建起“1个VR科创城、1个
VR 产业基地、1 个孵化中心、若干个创
新创业空间”的“1+1+1+N”VR产业发
展新格局。

聚焦商贸消费 彰显都市繁华

商贸之花处处开，繁荣之风尽舒展！
近年来，随着万达广场、联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世茂广场和铜锣湾广场、
融创茂等城市综合体商贸集聚效应的逐
渐凸显，红谷滩区商贸集聚辐射能力得
到大幅提升。

“十三五”期间，全区消费市场繁荣
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6年的
209.41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55.19 亿
元。同时，商贸业市场主体也加速扩大。
2020年，全区有各类市场主体39842户，
其中商贸业市场主体达7797户。

聚焦文旅融合 提升城市品位

擦亮文化名片，激活一池春水！
年年赣江畔，岁岁景不同。红谷滩

区的故事，有发展建设的奋进底气，更有
诗茶歌画的文化情怀。多年的沉淀浸
润，让城景相融更相协，让幸福在这片土
地悠悠传递。

从举办“全国精品话剧展演季”到
“江西省美术作品学术邀请晋京展”，再到
两届全国小幅漆画展等品牌活动……
一项项文化惠民活动，持续提升着红
谷滩区的文化品位，也推动着全区三
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全区镇、街、管理处级文化
活动中心全面建成，实现了 100%全覆
盖；村（社区）级文化活动室全面开放；
区级文化艺术中心建设也正在顺利推
进中。

与此同时，全区旅游会展经济渐成
亮点。红谷滩区现有景区景点14处，其
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3A级旅
游景区 3 个，全区旅行社及服务网点数
量达70余家。此外，该区5年来年均举
办各类展会40余场，已连续成功协助举
办“世界 VR 产业大会”“世界绿色发展
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国际、全国性大型展
会，参展人数累计超过百万，直接和间接
拉动经济发展达30亿元。

（曲倩影 江辉）

用奋斗收获希望 以担当书写华章
——回首红谷滩区过去五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十三五十三五””期间期间，，南昌市红谷滩区紧抓发展南昌市红谷滩区紧抓发展
机遇机遇，，主动适应发展新形势主动适应发展新形势，，统筹推进稳增长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促改革、、调结构调结构、、防风险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在在
经济发展的蓝图上绘出一条条漂亮的上扬线经济发展的蓝图上绘出一条条漂亮的上扬线。。

——看总量看总量，，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全
区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增长区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从地区生产总值从

““十二五十二五””末的末的235235..2727亿元亿元，，增长到增长到20202020年的年的
665665..1010亿元亿元，，超额完成了超额完成了““十三五十三五””规划设定规划设定
的到的到2020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77377亿元的预亿元的预
期目标期目标。。

——看增速看增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全区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呈现出由高速发展逐步向经济社会发展增速呈现出由高速发展逐步向
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质量发展的转变，，20162016年至年至20182018年年，，地区地区
生产总值分别增长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9..99%%、、99..88%%、、99..88%%。。20192019年年
至至 20202020 年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
响响，，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先降后回升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先降后回升、、由平转由平转
稳稳，，两年平均增速达两年平均增速达 66..88%%，，展现出强大的发展现出强大的发
展韧性与潜力展韧性与潜力。。

——看结构看结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区全区
第三产业增加值从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162016年的年的194194..22亿元增长亿元增长
到到20202020年的年的598598..33亿元亿元，，超额完成超额完成55年翻番目年翻番目
标标。。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20202020 年年，，全区金融业增全区金融业增
加值完成加值完成 241241..22 亿元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4040..33%%，，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44..44%%，，金融业对全区金融业对全区““十三十三
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59..11%%，，拉动拉动
GDPGDP增长增长5151..77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五年来五年来，，红谷滩区干部群众用奋斗收获红谷滩区干部群众用奋斗收获
希望希望，，用担当书写华章用担当书写华章，，闯出了一条高质量发闯出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展之路。。

双子塔下的红谷滩夜市

红谷滩金融商务区红谷滩金融商务区

数字中国服务世界
——服贸会为世界经济转型注入动力

新华社记者 樊 宇 眭黎曦

9 月 5 日，小
朋友在服贸会首
钢园区沉浸式体
验中国传统建筑
艺术。

2021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于 9 月 2 日
至 7 日在北京举
行。参展单位在
展览设计和展示
内容等方面利用
多种手段，突出
视觉效果，吸引
观众目光。

新华社记者
武 巍摄

服贸会上的
视觉感受

新华社乌鲁木齐 9 月 5
日电（记者刘小红）“国际军
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
赛区9月4日举行闭幕式，至
此，该赛区比赛全部结束。
在该赛区所有比赛中，中国
队揽获全部金牌。

“国际军事比赛-2021”

中国库尔勒赛区自8月23日
至9月3日分别组织了“苏沃
洛夫突击”“晴空”“安全环
境”3个项目共10场比赛，来
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
拉、越南等国家参赛代表队
展开了激烈角逐。

中国队揽获“国际军事比赛-2021”
库尔勒赛区全部金牌

新华社吉隆坡 9 月 5 日
电 （记者林昊、王大玮）美
国经济学家、国际医学期刊

《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
主席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
接受马来西亚媒体采访时
说，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
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马来西亚《星报》5 日刊
登了该报前首席执行官黄
振 威 对 萨 克 斯 的 邮 件 采
访。萨克斯在采访中说，全
球没有对新冠疫情作出恰
当应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未能与中国合作找到
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

“这是悲剧性的，因为中
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做得非常
出色，世界本可以也应该从
中国的应对方案中学到更
多。”萨克斯说：“美国应该学
会与中国合作，而不是试图
将其自身意志强加于中国。”

萨克斯是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
任。他认为，发达国家并没
有慷慨分享所掌握的知识，
尤其是在疫苗方面；全球金
融体系偏向于发达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太少，这
些因素导致世界未能有效
应对新冠疫情。

《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

美国需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冠疫情

新华社圣保罗 9 月 4 日
电（记者罗婧婧、陈威华）巴
西政府4日发布公告，确认发
现两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
即日起暂停对华牛肉出口。

基于巴西与中国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签署的卫生
协议，巴西农业部决定自4日
起暂停对华牛肉出口，直至中
国有关部门完成相关评估。

中国是巴西牛肉重要出
口市场。巴西冷冻行业企业
协会对暂停对华牛肉出口表
示担忧。据该协会 7月统计

数据，2021 年上半年，巴西
牛肉对华出口量和销售额均
占总量六成左右。

协会还表示，近日，疑似
出现疯牛病病例的消息影响
巴西牛肉相关行业，冷冻行
业商业活动已出现放缓迹
象，牛肉价格出现小幅下滑。

公告显示，两例疯牛病
病例分别发生在巴西米纳斯
吉拉斯州和马托格罗索州。
截至目前，巴西政府已正式
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上
述病例，相关牧场已被隔离。

巴西发现疯牛病病例
暂停对华牛肉出口

据新华社德黑兰 9 月 4
日电 （记者高文成、王守
宝）伊朗总统莱希 4 日在谈
及伊朗核问题时表示，谈判
是一种外交选项，但在压力
和威胁下进行谈判是“完全
不可接受的”。

据伊朗总统官网消息，
莱希4日晚在首次面向民众
的电视直播采访中说，伊核

谈判已提上伊朗新政府的日
程，但谈判必须富有成效，重
点是保障伊朗人民的利益和
美国完全解除对伊制裁，在
这方面伊朗不会让步。

就阿富汗局势，莱希
说，阿富汗问题表明，美国
人在任何地方的存在不仅
不会带来安全，反而会破坏
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4
日电 （记者邓仙来、徐剑
梅）据美国首都华盛顿警方
4 日通报，华盛顿市区当晚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 3
人死亡、3人受伤。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警察局说，当天19时30分许
（北 京 时 间 5 日 7 时 30 分
许），华盛顿市西北区一个

街区发生枪击事件。6 人中
枪并被送往医院，其中 3 人
不治身亡，另外 3 人伤势没
有危及生命。

警方在描述枪击事件
经过时说，一伙人驾车到事
发地点后，下车向人群扫
射，人群中明显有一些人是
袭击目标，死伤者均为成年
人。目前枪手在逃。

伊朗总统：

在压力和威胁下进行谈判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
致3死3伤

9月5日，一名塔利班人员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停
机坪上警戒。

阿富汗黎明电视台5日报道称，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
司已经重启了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等地的国内航线。自美军8
月30日从喀布尔撤离后，阿里亚纳航空公司是阿富汗首家在
喀布尔机场重启商业航班运营的航空公司。 新华社/美联

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重启国内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