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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建立“不
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
精神、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断供，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个
人，将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有哪些考虑？
将对中外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
放的进程？就相关话题，本报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

记者：您认为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的背景是什么？

崔凡：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我们在改革开
放的进程中以及与世界各国贸易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某种程度上，欧美国家是中国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的老师，他们具有比我国更加
完备与复杂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于1994年通过实施
并经过了 2004 年的修订和 2016 年的修改。《对外贸易
法》 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
序，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方
面的法律制度是严重不足的。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
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关系日益复杂，国际经贸环境的
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们有必要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加强国内法建设，以提高我国维护自身贸
易利益和稳定对外贸易关系的能力。

记者：这一举措与近期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有何
关系？

崔凡：目前，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管制与贸
易制裁法律制度日益复杂。其中，有些法律制度，实
行所谓长臂管辖，行使域外法权。

例如，他国企业因为违反美国的要求将从美国购
买的产品和技术转卖到美国禁止销售的第三国，就会

受到制裁；他国企业和受美国制裁而非联合国授权制
裁的第三国进行贸易，也会受到制裁。如果说前者还
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后者则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
现。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以及最近美国
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都对与被制裁国进行贸易的
其他国家或企业进行制裁。

近一段时期，美国为了阻止华为在 5G 领域的发
展，不惜动用所谓“实体清单”的制裁工具，对华为
搞封锁和断供，扰乱长期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损害了
中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实体清单”的标准变得日
益复杂和模糊。对华为的制裁和断供意味着美国实体
清单已经演变成为其破坏全球价值链稳定性从而进行
非商业行为以及恶性竞争的工具。因此，中国及时建
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不仅是完善对外贸易法律
制度、维护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举措，也是应对当前
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必要举措。

记者：中国现有经贸制度框架下是否有类似安
排？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弥补现有机制的
哪些不足？

崔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规定了对外
贸易调查制度。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国家或者地区
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
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另外，
在实施反倾销等对外贸易救济措施之前以及实施过程
中，都可能需要进行对外贸易调查。根据该法律的规
定，商务部于 2005 年制定了 《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
则》。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其实很少动用对外贸易壁垒
调查机制。

然而，现有机制目前均难以应对扰乱全球价值链
的断供行为。对外贸易壁垒调查主要是针对外国政府
行为，相比之下，我们缺乏针对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

垄断行为的措施。一方面，《反垄断法》的规定比较原
则性，而且对“正当理由”等概念缺乏明确规定；另
一方面，《出口管制法》尚在制定中，而且也难以涵盖
应对封锁与断供行为的措施。因此，“不可靠实体清
单”制度将弥补以上不足。

记者：商务部表示，将于近期公布对列入清单者
采取的措施。您能否结合对这一领域国际规则和惯例
的观察，分析一下可能采取的措施？

崔凡：在列入清单之前以及列入清单之后，相关
部门都会有一定的调查程序，允许相关企业申诉或做
出相应承诺，从而避免被纳入清单，或者在列入清单
之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再从清单上剔除。这个
过程将会是动态的。

实际操作中，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本身就能
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等于向中国以及各国企业宣
示清单上的不可靠实体由于各种原因缺乏保证供应链
稳定性的能力。根据其他国家的类似规定，被列入清
单的企业可能还面临清单制定国出口管制或者进口壁
垒。根据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还
可能面临罚款。未来，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到底采取哪些相关法律与行政措施，还需等待商务部
等部门进一步明确。

记者：“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我国对外开放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

崔凡：我国关税将进一步下降，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将进一步压缩，资本项目自由化等开放措施将稳步
持续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开放程度的扩大也意味
着会有一些新的风险出现，所以监管以及配套措施一
定要跟上。

“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主要是一项贸易措施，也
涉及与贸易有关的竞争政策，本身不会对投资行为产
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难以保证对华市场供

应稳定性的企业，如果将产能转移到中国国内，我们
是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的出台恰恰是为了保证我们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的经济
安全。

记者：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不可靠实
体清单”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将会有什么特色？对外资
企业与中国开展合作有哪些影响？

崔凡：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首先是
为了保证自身重要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这与其他国
家通过“实体清单”限制关键技术和产品出口的目的
有所不同。

其他国家“实体清单”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出口管
制，中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主要措施可能有
所不同，对清单内企业不排除有其他一些限制或处罚
措施。同时，中国在设计和完善各类对外贸易调查制
度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制度的合理
因素，另一方面也会严格保证中国自身贸易政策和法
律的多边合规性。

“不可靠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
供应中国市场的企业，也可能包括物流企业，清单上
的企业并不必然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值得注意的
是，清单措施主要是针对贸易行为而非投资行为。中
国法律和政府部门对所有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经
营行为始终是予以充分保护的。

记者：您对外企开展对华业务有哪些建议？
崔凡：我们理解在其他国家运营的企业需要遵守

当地法规。同样，任何在中国市场上做生意的企业都
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不能违背行业基本
法律制度与规则，破坏中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供应链
稳定性。中国市场是一个有高度成长性的涵盖近 14亿
人口的大市场。同中国做生意的企业，应该共同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中国市场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
并且通过调整优化供应链体系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不可靠实体清单”专治哪些人
——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本报北京6月2日电（记者聂传
清）“赏读经典·薪火相传——任率英
绘画艺术回顾暨图书捐赠展”6 月 1
日在北京通州区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承
办。任氏家人与来自中国侨联、中央
统战部、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等 20 余家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共
同为展览掀开序幕，为国际儿童节献
上一份别出心裁的贺礼。同时，任氏
家人还与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支持单位向通州区图书馆捐赠了任
率英先生的精装画册、书籍及高仿真
作品等文献近200件。

任率英 （1911年-1989年） 是二
十世纪中国著名国画家。他把中国工
笔重彩绘画与最大众化的年画和连环

画结合，创作出一批深受人民大众喜
爱的经典之作。今年是任率英先生
诞辰 108 年，离世 30 周年。本次展
览集中展出任率英先生部分高仿作
品及家族四代作品，展示任率英先
生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以及丹青世家
的优良家风。

任率英先生家人代表任梦璋表
示，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展示父亲
的作品，是希望通过图书馆这一平
台，让小朋友们领悟中国优秀的传统
文化，让大朋友们重温童年的记忆，
增进广大读者对中国画、年画、连环
画的了解和热爱，这也是对父亲最好
的纪念。

通州区图书馆馆长杨兰英接收捐
赠文献并颁发收藏证书。展览将持续
至6月15日。

任率英作品回顾展举行任率英作品回顾展举行

本报上海6月2日电（记者曹玲
娟） 上海市民政局日前在沪正式开通

“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今后，上海
市民无论是寻找养老服务政策与资
源，还是寻求线上、线下的“养老顾问”
帮助，只要点击键盘，都将一目了
然，如网购一样方便。

由上海市民政局为老年人及其家
庭、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打造的这
一平台，采用“九宫格”的布局形
式，直观展示“养老顾问、机构查
询、政策检索、办事指南、养老地
图”等多项服务功能，界面亲和、操
作简便。

平台囊括上海全市数千家养老服
务设施及机构信息，包含养老院、长
者照护之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日间照护机构、助餐服务场所、
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护理站 （院） 等
七大类，面向公众提供精准、便捷、
高效、详实的信息查询服务。

养老行业资源“一站获取”。平
台涵盖养老服务领域官方讯息、最
新政策、热点动态、全量数据、规
划报告、办事指南、实事项目等各
类实用信息，为行业从业者提高服
务水平、专家智库开展研究工作提供
资源支持。6月 5日，中国汽车企业海外首

个全工艺整车制造厂——长城汽车
俄罗斯图拉工厂将迎来正式下线的
第一辆汽车。在中俄建交 70 周年之
际，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之
际，这个中俄非能源领域的最大项
目交出了第一份答卷。

“我看好长城。这也是我们共同
的愿望。”俄罗斯图拉州政府发展集
团招商引资负责人谢尔盖·阿尔杰蔑

夫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最近，谢尔盖很忙，为沟通方

便而特意安装的微信总是信息不
断。微信的另一头是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俄罗斯哈弗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军学。“我们
现在基本形成了 7/24 的工作状态。
有时候夜里 12 点我们还在开会沟
通。谢尔盖很敬业。”张军学笑言。

把他们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该工
厂位于俄罗斯图拉州乌兹洛瓦亚工
业园内，总投资约5亿美元。

“最近我们正忙着沟通在克里姆
林宫的布展以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上的签约事宜。”张军学说。

“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从零
开始，到如今竣工投产，发展还在
继续，我们的合作也在加深。”谢尔
盖说，“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我们
会签署新的合作协议，这将成为新
的起点。”

2012 年 12 月，长城汽车决定在
俄罗斯发展业务，开始为俄罗斯工
厂 选 址 。 2014 年 5 月 亚 信 峰 会 期
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
斯总统普京见证下，《长城汽车图拉
州投资项目实施合作协议》签订。

张军学说，“中俄两国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这给了哈弗向俄罗
斯投资的信心。‘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为中国企业在俄开拓市场提供
了便利。而且，哈弗汽车在俄罗斯
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据俄罗斯汽车
行业分析机构 5月发布的调查显示，
目前哈弗汽车已与吉利、奇瑞等一
起成为了俄市场最受欢迎的中国汽
车品牌。

根据规划，这里生产的汽车将

不仅在俄罗斯销售，还会在白俄罗
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销售。公司
还将加大投资，以此为基地进军东
欧市场。

作为涵盖冲压、焊接、涂装、
总装四大生产工艺的整车制造厂，
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对拉动当
地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促进
中俄民心相通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工厂已经招聘800多名俄籍员
工，其中 90%来自图拉州本地，最
终招聘员工数会达到3000人。

“长城汽车是全州最优质的企
业，也是中俄制造业的最大合作项
目。图拉州希望借助该项目吸引更
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我们也在积
极帮助长城寻找更多的当地零部件
供应商。”谢尔盖说，“而且，长城
把俄籍员工送到中国培训，之后他
们再回来培训其他人，这有助于提
高图拉州的整体技术水平。”

因为长城汽车，对于图拉州而
言，中国变得更加亲切了。图拉州积
极开展同中国地方和企业的互利合
作。“图拉州同宁夏回族自治区签署
协议，决定在畜牧、化工、医药等领
域开展合作。而且，因为长城汽车来
自河北，我们也打算加强与河北的
经贸与人文交流。”谢尔盖说。

长城汽车将在俄驶下生产线
本报记者 张 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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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庐江县是全国双季稻主产区。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绿色水稻种植。截至目前，庐江县已建成29个水稻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技术攻关区、23个核心
示范区以及17个稻田生态综合种养技术核心示范区项目，核心区面积4.23万亩，技术辐射总面积达121.2万亩，约占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的82%以上。庐江大
米实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多赢”。图为6月1日，在庐江县郭河镇天壤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田里，农民在进行人工施肥。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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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长春村积极推动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利用废弃物品制作多种有趣的造型，摆放在房前屋后，并通
过墙绘等方式宣传垃圾分类，扮靓美丽乡村。图为该村村民利用废弃自行
车零部件制作创意造型，摆放在庭院里。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巧制作 美乡村

上海养老服务平台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