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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尽管中国、日本和韩国内部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性，但作为!"#成员，三国都
采取和运用了符合!"#$"%"协定所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三
国经常在!"#$"%"委员会中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通过信息交流和对话等方式，
不断增强合作，并在信息交换、合作、标准化咨询、度量和其他领域建立了合作机
制。&'()年签订的《中日韩标准合作联合声明》承诺，三国将在促进各自标准的
国际化和东北亚地区标准化领域的协调加强合作。

随着关税的稳步下降，以及各国政府在卫生、安全和环境问题上引入了更多的
监管要求，技术壁垒对于贸易的意义不断增强。为了消除不必要的贸易障碍，中日
韩三国除重申!"#$"%"协议下的权责外，可通过四个方面加强合作：一是提高
透明度；二是建立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之类的咨询和协商机制；三是技术合作；四是
信息交流。

在未来的中日韩 *"+中，三国将有机会在 "%"问题上加强合作，争取实现以
下目标：减少和消除因为设立、使用和实施技术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造成的
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促进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交流，加深各相关系统之间的协调和
理解；促进在技术规章、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领域的合作；通过协商和合作，恰当
处理三国在技术贸易壁垒方面的问题。

（摘自报告：技术性贸易壁垒部分）

解读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充满变数，为了保护本国市场，日韩等

国纷纷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将极具隐蔽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

Trade,TBT)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2010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各口岸卫

生检疫所检出不合格进口产品共计 1528批次，同 2009年相比增加了 2.1%；扣留

的产品共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针对目前存在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三国应不断增加交流和沟通，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提高技术性贸

易壁垒的透明度。首先，可通过设立专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点，负责回答各方

提出的合理询问，说明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合理性。其次，在拟定对其他成员国的

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法规时，应事先向其他成员国通告，并对其他成员国提出的

意见给予慎重考虑。再次，努力减少苛刻的和歧视性技术性贸易壁垒，防止不必要

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三国正常的贸易关系。

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标准合作非常重要。日本名目繁多的技术法规与

标准很多与国际标准不一致，许多出口产品到了日本还要按日本标准进行检测，影

响了贸易的顺利进行。中日韩三国要在涉及安全、健康、环保方面制定统一的技术

标准，积极推进中日韩技术标准的一体化，探索建立东北亚地区标准，有效保护中

日韩三国的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推进贸易便利化，促进三国外经贸平稳增长。

同时，三国应及时制定和调整东北亚地区标准，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另外，中

日韩三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工作，充分反映三国的意见和合

理要求，尽可能的将三国的技术法规、标准及监测技术纳入国际标准。

面对日韩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青岛企业必须在积极修炼内功的同时，充分利用

中国WTO/TBT-SPS国家通报咨询中心青岛评议基地的作用，为处理与日韩间的

技术性贸易争端提供预警和应对方案，并发挥青岛相关检验机构与日本企业合作开

展检验工作的优势，帮助相关企业满足中国和日本法规的要求。同时，青岛应积极

同日韩开展电子信息行业、海洋产业、农水产品质量等多领域的技术标准合作，在

中日韩标准合作和东北亚地区标准建设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为服务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解读人：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赵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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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为进一步加强对外商
投资企业服务，使外商投资企业更
便捷地掌握国内外信息，青岛市将
向所有驻青外商投资企业赠阅《人
民日报海外版》，为企业提供更加
便捷的信息渠道，打造全国最优商
务环境城市。

青岛向外企赠阅
《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电 青岛开发区 &)(& 年
纳米人才科技项目洽谈会暨外籍院
士科技顾问聘任仪式日前在青岛举
行，来自美国、新加坡、匈牙利、比利
时等国的 ,位外籍院士受聘担任青
岛开发区特邀科技顾问，聘期三年。

据介绍，青岛开发区本次聘任
的外籍院士，主要从事纳米科学与
技术等领域研究。有关人士指出，
此举将进一步扩大青岛开发区对外
交流合作，缩小与国际间的技术差
距，抢占纳米科技领域发展先机。

（臧富贵 刘吉振）

外籍院士受聘开发区顾问

本报电 拜耳材料科技 （青岛）
有限公司开业典礼日前在青岛开发区
举行。该项目于 &)((年 ,月 &-日奠
基开工，截止目前，已经完成所有建
设项目以及设备总调试，正式投产。
据介绍，拜耳项目投资方为德国拜耳
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 万
美元，注册资本 (&)) 万美元，项目
建成后可作为海尔、海信等家电企业
的配套企业，形成新的产业链条，对
于推动开发区高端制造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赵 冉）

拜耳材料科技青岛投产

商务区是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

重要载体，是城市经济文化综合竞

争力的品牌形象和标志。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一个城市商务区的规模

档次，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水平；商务区的繁荣程度，能够直

观地反映出城市的经济活力；而商

务区的自身特色，往往也是城市产

业特点的具体体现。

青岛市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的龙头城市，商务区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要进一步对周边区域经

济发展发挥更大的引领带动作用，

就必须要继续培育形成自己的核心

高端商务区，集聚大批金融保险、

商贸流通、对外贸易和现代物流等

企业，发挥集聚优势，加快产业融

合，在现代高端服务产业方面率先

实现科学发展，以此推动主导产业

实现转型升级，在以海尔、海信、

青啤等为象征的工业品牌城市基础

上，尽快提升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服

务品牌城市，进一步强化青岛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和辐射带

动作用。

青岛市商务区的现代化建设，

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有计划地推进商务区建设。从世界范围看，纽约的曼

哈顿、巴黎的拉德芳斯、东京的新宿等著名商务区，一般

都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培育建设而成。国内的北

京朝阳区商务区、上海陆家嘴商务区也都经过了约二十年

的时间才初具规模。应对全市商务区建设进行统一规划，

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育发展计划，按照市场规律，稳步推进

建设工作。

其次是集中优势资源，塑造核心高端服务品牌。现代

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综合实力、品牌

和城市形象的竞争。集聚，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

平，方便消费者。应在认真调研分析城市金融总量、总部

总量和各种经济活动中介机构总量等基础上，引导大企业

向城市核心区集聚，完善核心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加速现

代服务产业集聚发展，培育打造城市窗口和名片。

第三是加快高端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从

根本上来说，城市强劲的综合经济实力是商务区培育发展

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

2008年奥帆赛在青岛举办以及蓝色经济区的建设，青岛

的国际化进程得以加快，综合经济实力和城市知名度进一

步提升，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在山东半岛

地区处于相对核心位置。应充分发挥这些优势，通过培育

核心高端商务区，加速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市经济

综合实力的提升。

第四是注意培养自己的商业区文化特色。特色，是自

己独具的竞争优势。资本，可以使区域做大，但唯有文化

才能最终使自己做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建设商务区

要注重特色商业文化的同步建设，自始至终都要把体现自

己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融入到商业区的建设中，打造独特

竞争力。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联合
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造型各异的盛装彩车、各具风格的锣鼓和模特表演……2012青岛城市购物节

“喜迎十八大”盛大彩车巡游活动日前在青岛举行，行进中的彩车与青岛沿海植

被苍翠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交相呼应，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游客的驻足欣赏。

据介绍，这场彩车巡游是青岛城市购物节活动的压轴戏之一，也将购物节活

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据介绍，自 9月 29日购物节启动以来，到目前，参与

活动的80家商场实现销售额35亿元，同比增长17%。

本报电 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国
际纳米科技大会日前在青岛开发区
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
地区，以及欧美日韩等世界五大洲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纳米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与会，共
议纳米产业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本次大会共设置 .)

场分会，涵盖了纳米技术研究的各
个领域。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纳米
科技海归人才和项目对接会。并为
部分青年学者设置展区。

（臧富贵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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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微软青岛云计算中心、中国橡胶谷、

永新国际金融中心……一个个商务新地标
正崛起于历经百年沧桑的青岛。

从一个小渔村，到中国重要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东北亚知名的国际商务城市，如
今的青岛正在加快金融、总部商务、科
技、商贸、物流、软件及服务外包、文化
创意、旅游休闲度假及会展设施、人才公
寓、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等“十个千万平米
工程”建设，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引领，加
快向现代化的国际商务城市迈进。
“千万平米”商务区的建设，承载着

青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未来，扮靓了青岛
国际形象的窗口。

新青岛酝酿新机遇

今年以来，青岛加快实施“全域统
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
团发展”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山东省委常
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日前表示，新青岛
的大格局正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
加快形成。

去年青岛的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
二产，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中，商
务区发挥了集聚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产
业的作用。青岛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新
起表示，要全力打造两个“千万平米”总
部商务区和特色商务区建设工程，全方位
提升城市的国际水平。

未来五年新青岛大建设、大发展的宏

伟目标，为商务区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十二五”期间，全市现代化服务
业项目 &.) 个，投资超过 &0)) 亿元，将
重点发展金融、文化创意、科技服务、软
件和信息服务、商务和中介服务、会展、
现代物流、高端旅游、现代商贸、城市地
产等十大领域。力争到 &)(/ 年，城市服
务业增加 /)1，规模比 &)((年翻一番。

瞄准世界高端定位

规划先行，谋定后动。今年初，青岛
就着手开展了商务区建设和发展的规划工
作，目前已完成规划编制并通过了专家评
审。“青岛商务区的发展，要对照世界知
名城市的标准，学习借鉴纽约曼哈顿、香
港中环等世界著名商务区的发展模式，努
力打造国际知名的地标性总部商务区。”
青岛市副市长刘明君表示。

根据商务区发展规划，将环胶州湾
东、西、北三岸建设 ())) 万平方米的三
大总部商务区。同时，在市南、市北、四
方、李沧、城阳、崂山、黄岛等地区规划
建设 ())) 万平方米的金融、旅游、港航
交易与国际贸易、服务外包、文化创意、
会议展览、科技电子、商贸八大特色商务
区。今年全市将重点推进 ((-个商务区建
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22(万平方米。

('月 (0日，微软青岛云计算中心及
课件研发基地项目正式落户蓝色硅谷核心
区，总投资 /' 亿元，占地面积 (&'' 亩，

微软将通过云教育平台为全国培养软件服
务外包人才3并逐步将云计算覆盖至金融
服务、医疗信息化、智慧旅游、云社区及
房地产领域。

中国橡胶谷是科技电子特色商务区的
重点项目，规划面积 .))) 多亩。目前，
橡胶产业孵化中心项目已主体封顶。全部
建成后，橡胶谷将形成以行业协会、大
学、科研结构、知名橡胶企业和相关中介
服务为支撑的高端产业集聚区。中国橡胶
工业协会会长范仁德说，橡胶谷以世界第
一为发展目标，符合中国橡胶工业发展的
趋势。

招商建设成效显著

“专业化招商、职能化服务、园区化
发展”，青岛实施新战略为商务区招商。
今年 0 月 () 日，青岛市市长张新起率团
访问香港并举办了“千万平米”商务区专
题推介会，市商务局专业化的投资报告引
起了参会港商的浓厚兴趣。日前在青岛考
察商务区项目的兰桂坊集团主席盛智文回
顾推介活动时表示，愿意参加这样专业的
推介活动，希望加强与青岛的投资合作。
同样模式的专业招商推介活动在新加坡、
日本、韩国频频上演，今年共促成签约项
目 -,个，总投资额超过 -/)亿元。

0 月 &( 日，香港招商局青岛高新区
软件创意产业园项目正式签约落户，项目
总投资 () 亿美元，规划 (4& 平方公里，

主要建设软件创意设计产业研发物业、配
套商业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建设以“云”
为平台的科技研发联盟基地和高新技术综
合化智慧社区。

崂山的永新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经主
体封顶，总建筑面积近 &0 万平方米，由
永新华控股和香港嘉诚投资共同投资 &(

亿元建设，明年建成后，将提供商业银
行、保险、金融中介等全方位的服务。优
良的商务投资环境是商务区招商建设顺利
推进的重要因素。青岛市建立了专门的商
务区推进工作机制，将落户园区的项目纳
入审批绿色通道；制定实施新的人才培养
引进政策；出台扶持配套政策，青岛的综
合商务成本平均比长三角等地约低 &)1左
右。

目前，“千万平米”商务区建设取得
了明显成效。三大总部商务区开工、在建
重点项目达 -0处，总建筑面积近 ()))万
平方米5其中韩国圣度集团中国营销总部、
海航万邦中心等 (.处重点项目已经完工；
金融、旅游、港口航运、服务外包等八大
特色商务区在建的重点项目 06 处，总建
筑面积约 (()) 万平方米，韩国乐天玛特
购物中心、李沧万达广场、崂山东元软件
园等 &-处重点项目已经完工。

相关专家表示，商务区集聚了现代金
融、法律、会计、商务、咨询、国际贸易
等高端服务业。放眼未来，借力“千万平
米”商务区建设工程，青岛也将在现代化
国际商务城市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

国际纳米大会在青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