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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贸易部长：

世界需要马云的
“eWTP”
3 月 23 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博鳌亚洲论坛倡议，建立“eWTP”
（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帮助中
小企业、妇女和年轻创业者更方便地进入全球市场。这是马云首次系统阐述 eWTP 设想，这种理念也是其“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更进一步的体现。
马云的理念获得了诸多现场嘉宾的高度认可，
“这个世界非常需要 eWTP，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非常充满力量的概念。这个平台可以成为 WTO 的
孪生兄弟，WTO 的一面镜子，能够真正鼓励创新和创业精神。
”印尼贸易部长 Tom Lembong 表示。

eWTP 让贸易回归贸易

博鳌亚洲论坛，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同龙永图、印尼贸易部长 Tom
Lembong 等探讨 eWTP

eWTP 可以帮助世界上 80%缺乏机会的人
马云在演讲中表示，中小企
业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 作 用 ，在 G20 中 ，超 过 一 半
GDP 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并在
创造就业、创新方面贡献卓著。
但中小企业同样面临几个挑战：
进入全球市场的挑战，机制平台，
基础设施。而建立 eWTP 可以帮
助年轻人和妇女创办中小企业，
进入全球市场。
马云希望，
“全世界应该建立
一个 eWTP。过去的贸易更多是

在帮助跨国企业，帮助发达国家，
未来 30 年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
80%的中小企业，80%的发展中
国家，
80%的妇女和年轻人。”
“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不
能为昨天而争论，我们也不可能
恢复到昨天的辉煌，只有建立明
天，只有让 80%昨天没有得到机
会的人得到机会，这个世界才会
更加美好。”在演讲的最后，马云
掷地有声地说。

开放 创新 绿色 共享

第十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距召开还有

15 天

第十届河南投洽会
议程精彩纷呈
□记者 傅豪
本报讯 3 月 23 日上午，第十
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组委会
已对活动内容进行了周密策划和
认真安排，今年投洽会议程精彩
纷呈，主要内容有专题推介、产业
对接、项目洽谈、展览展示。
投洽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河
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
级、国际性经贸盛会，也是河南扩
大对内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
的重要平台，已经连续举办了九
届。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
济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和国
际性大都市，也是河南省承接产
业转移、引进省外资金的重要来
源地。第十届投洽会专门选择在
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北京社
会各界介绍第十届投洽会有关安
排，希望在北京的中外客商届时
拨冗参会，到中原大地去投资兴
业、开展交流合作。”大会组委会
办公室主任、省商务厅厅长焦锦
淼在发布会上表示。

据介绍，4 月 8 号至 4 月 10 号
期间，投洽会将举行第十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式、内陆开放高地创新论坛、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洽谈会 3 场重大活动，以及陆续
开展河南省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助 力 中 原 —— 普 惠 金 融 论 坛 、
2016 河南国际友好城市经贸合
作洽谈会、2016 豫港澳合作发展
对接会、2016 生态农业与食品安
全论坛、中澳、中韩自贸区双向投
资贸易对接活动等 10 项专项活
动。
而今年的展览展示包括综合
成果展、电子商务展、名优品牌产
品展、智能产业展、国际展等五大
展区，突出专业化、国际化，为境
内外客商搭建贸易合作平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产业
展将是今年投洽会的一大看点，
主要展示我省移动智能终端、智
能穿戴设备、3D 打印、智能家居、
机器人等产品，邀请省内外知名
企业和商协会参展。

马云认为，互联网作为这
个世纪人类巨大的技术创新，
并不亚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
国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诞生
了工厂，诞生和促进了海洋贸
易，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美国
以能源为主的革命，第一次技
术革命是释放人的体能，第二
次技术革命可以让人们走得更
快跑得更远；而以互联网技术
带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释放
的是智慧，是人类的大脑，因
此，现在要做的是利用我们的
智慧和大脑去解决人类在贸易
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

在马云看来，建立 eWTP
平台的难度并不亚于 WTO 组
织的建设，但是今天已经具备
了对世界贸易游戏规则进一步
完善的条件。首先是过去 20
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把世界
和每个个体连接和联系了起
来，同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把世
界的企业和银行联系起来，把
商业和贸易的基础设施联系起
来，让每个人可以从事贸易，让
每个人可以参与贸易，让每个
小企业可以参与贸易。
同时，马云坦言，
“ 贸易是
最好的沟通”，是传载文化最好

的工具，但是，
“ 今天的贸易变
成了政治的手段，今天的贸易
变成了战争的工具，今天的贸
易凭借的都是制裁，我本人非
常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制裁活
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制裁，我
认为对中小企业的制裁无异于
对平民的轰炸。”
他强调，必须把贸易回到
贸易之中，贸易本身不应该承
担更多的政治要素，贸易就应
该有企业、有政府、有 NGO 组
织，多方利益平衡从而建立一
个新的贸易规则。

印尼贸易部长：电子商务是“贸易绿洲”
在马云演讲之后的对话环
节，印尼贸易部长 Tom Lembong 一番开场白引得大家会
意一笑，
“ 马云代表着未来，我
代表着过去，我也代表当下，我
们运气不错，我们的年龄差不
多，
我们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Tom Lembong 认为，电
子商务意味着自由，这是一个
“贸易绿洲”
，
不同国家之间难免
存在僵局，
那么电子商务可能就

是一个心脏搭桥手术，
把心脏血
管堵塞的地方绕过去了。
龙永图在对话中同样给予
eWTP 极高的评价，
“马云首倡
的 eWTP 会被历史记住，不仅
是我个人非常支持马云提出的
这一概念，我们非常高兴地看
到还有来自商界巨头、印尼政
府部门代表和国际银行的支
持。”
美 赞 臣 CEO Kasper

Jakobesn 非常赞成马云的观
点，他表示，过去的贸易大多数
是为大公司服务，但是世界经
济的脊梁是中小企业。科技给
了世界一个扁平化的机会，科
技能消除因为基于地域产生的
消费者歧视，包括价格歧视、产
品歧视等等，但是如果要实现
这一目标，需要和监管者合作，
建立监管框架，保证消费者能
够获得益处。

券商股后发制人 沪指重上 3000 点
周三指数延续窄幅震荡
走势，早盘保险为代表的金融
权重表现活跃，不过由于成交
量不足，权重持续性不佳。临
近尾盘，券商、互联网金融概
念两大热点令市场再度活
跃。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3009.96 点，涨幅 0.35%；深成
指 报 10442.38 点 ，涨 幅
0.95%；创业板报 2259.11 点，
涨 37.41 点，涨幅 1.68%。两
市共有 1803 家个股上涨，668
家下跌，非 ST 类涨停个股 65
家，
无跌停个股。
3 月 23 日，江苏南京，股民在一证券营业部关注着行情。 东方 IC 供图/L

盘中题材概念表现活跃
煜融投资吴国平指出，
沪指
早盘低开后展开拉锯战，
虽然大
盘没什么太大表现，
但是盘中题
材股还是相当活跃，高送转、无
人驾驶、充电桩、量子通讯等涨
幅靠前，高校概念也表现不错，
多只概念股强势上涨，
证明这个
板块还是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在
布局。下午指数则在证券板块

的拉升下企稳回升，
最终收小阳
线，
全天宽幅震荡。
也有机构分析认为，注册
制延后、战略新兴板被撤销，美
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外资借道
RQFIIA 股 ETF 抄 底 创 业 板
指，这众多利好共振促使创业
板指一举突破 2 月反弹高点
2249 点，这正式打破了跌势中

一浪低过一浪的局面。创业板
指后市上涨空间有望进一步打
开，题材也有望得到新一轮的
炒作。
“我们注意到昨天的成交
量继续缩小，对于行情来说是
良好的，至少可以说明市场抛
压不大，后市是值得期待的。”
吴国平表示。

业内预计指数仍有上行空间
昨日主板继续围绕 3000
点窄幅震荡，两市成交量继续
萎缩。业内认为，从技术面来
看，虽然指数全天缩量振荡，但
尾盘的拉升还是有明显放量的
迹象。沪指重回 3000 点之上，
预计在经过震荡整理之后，指
数仍有继续上行的空间。

对于后市，
吴国平认为中期
上涨行情确立，
所以行情向上选
择的概率大。周三还有一个细
节值得关注，深证、中小板和创
业板指数皆越过前期高点，
而早
在前几个交易日沪指就已经突
破前期高点了，
现在所有指数都
突破说明市场更加协调、健康。

综合来看，
盘面表现出来得还是
比较喜人的，
应该保持乐观的心
态。同时投资者要时刻加强防
范风险意识，
指数现在的处境是
上有套牢盘，下有获利盘，如果
继续上涨，需要成交量的配合，
因此要谨防量价背离形态的出
现。L
据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