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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开幕 

8 月 24 日，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开幕。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张丕民，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出席开幕式，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宣布开幕。 

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由苏州市政府、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以‚艺

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涵盖舞台、书画、苏作、文学、

少儿、群文六大艺术门类主体活动以及‚大运河‛‚苏工苏作‛‚‘一

带一路’与苏州丝绸‛三大主题日活动。此次举办江南文化艺术

国际旅游节，旨在以艺术为媒，以旅游为线，连通古典与新时代、

连通人民与艺术家、连通苏州与全世界，以婉转的江南曲韵唱响

伟大的新时代华章。 

 

 

高新区举办文创企业跨境电商发展培训会 

 

随着《苏州高新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制

定和出台，新区商务局组织了系列活动，积极推进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试点，为企业搭建平台，提供便利化服务，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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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文化创意产业联合会文创企业跨境电商发展培训

会在高新区成功举办，新区文化局、商务局、综保区海贸通公司

的相关领导以及二十多家文创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高新

区商务局汇报了高新区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机遇、政

策支持和生态构建等相关情况，并就文创企业发展跨境电商业务

做了相应的分析。综保区海贸通从团队服务、监管中心、物流仓

储三个方面做了相关介绍。随后，苏州贝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围

绕自身在平台运营、市场策略、智能仓储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情

况做了介绍，并重点与参会的文创企业分享了跨境电商品牌建设

方面的经验。 

高新区商务局表示，在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大背景下，

高新区商务局将继续秉承为企业服务的宗旨，为区内企业建设良

好生态环境，并以本次培训会为契机，联合文化局、综保区，通

过文创联各成员单位的协同协作，助推文化贸易新征程。 

（高新区商务局供稿） 

 

 

太仓市开出首个中欧“卡车航班” 

 

8 月初，我市首个中欧‚卡车航班‛启运，从太仓至德国整

个行程只需 12 天，这是太仓首个中欧‚卡车航班‛，成为继航空、

海洋、铁路之后，从太仓到欧洲的‚第四物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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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目前往来于中国、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以航空、海洋、铁路运输为主的货运方式，海运成本低时间长，

空运虽快但价格高，而铁路运输通常只面向大宗货物，卡车运输

的模式对于我市一些货运量有限、却对时效有要求的企业提供了

更灵活便捷的运输方式，有效解决了中欧之间中小货主散货无人

承运的问题。卡车过关非常方便，不需要开箱检查；一辆卡车的

装载量相当于两个标准集装箱，只要货物足够就可发车。如果货

物多，公司可随时增加车次，非常灵活；由于境内的铁路运输和

航空运输都规定不能运送锂电池等带电产品，以往这些货物只能

走时间较长的海运。而卡车运输则没有类似规定，带电产品通过

卡车运输既可以保证一定的时效性，又节约了成本。 

‚卡车航班‛优势多多，半个多月来，已运输 6 箱 15 吨以上

的货物，成功为我市企业开通了中欧航线的‚第四物流通道‛。 

（太仓市商务局供稿） 

 

 

吴中区苏作精品集中亮相浦东机场体验中心 

 

巧夺天工的核雕罗汉、栩栩如生的苏绣、精美逼真的缂丝……

‚指尖上的吴中‛苏州工匠园浦东机场体验中心 8 月 16 日开展，

来自吴中区的 10 余位工艺大师集中亮相，活态展示高超技艺，引

得中外旅客连声赞叹。这是苏州工匠园首次走进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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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介，也是苏作大师、苏作精品在上海浦东机场首度集中亮相。 

本次展览分为‚精雕细琢‛‚锦绣浮生‛‚苏作心选‛‚文旅一

脉 匠心独韵‛等版块，以图文介绍、艺术品展示、宣传片播放、

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呈现苏作资源，及其背后的吴中文化、苏州内涵、

时代精神。活动现场，香山建筑技艺、苏绣、核雕、缂丝、澄泥石

刻等吴中区 10 余个工艺门类齐亮相，苏绣姚建萍、核雕许忠英、

苏扇盛春、砚雕蔡金兴等工艺美术大师悉数到场。在为期两个月的

展览期间，他们将走进浦东机场，为旅客活态展现苏作文化魅力，

举办苏州工匠园苏作新品发布、苏作文化创作体验等活动。 

截至目前，吴中区不仅拥有核雕、刺绣、缂丝、红木雕刻、玉

雕、砖雕等 10 多种门类的非遗技艺，更拥有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17 人，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占到苏州全市的 1/3，

有 13 件作品入选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居全国区县之首。

‚苏作天工，根植吴中‛已成为吴中文化软实力的鲜明印记。 

（吴中区商务局供稿） 

 

 

【市场运行】 

2019 年 7 月苏州市服务贸易运行情况分析 

2019 年 1～7 月，按外汇管理局收付汇统计，苏州市服务贸易进

出口额 75.82 亿美元（以下数据均不含个人旅行收付汇数据），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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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28%，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 3.97%。其中出口 35.0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17%，进口 40.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9%，逆差 5.64 亿

美元。按企业直报统计，苏州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123.37 亿美元，

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为 6.31%，其中出口 70.20 亿美元，进口 53.18 亿

美元，顺差 17.02 亿美元。服务贸易运行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服务贸易增幅小幅回升。 

1～7 月，按外汇管理局收付汇统计，苏州市服务贸易进出口

同比增长 4.28%，增幅较上月提高了 2.16 个百分点，且高于货物

贸易同期进出口增幅 11.08 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收付汇）占对

外贸易的比重为 3.9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服务出口收汇继

续保持快于进口的增长态势，增速高出进口 3.48 个百分点。 

 

 

 

 

 

 

二、部分行业快速上涨。 

今年 1～7 月，新兴服务行业的进出口额为 56.99 亿美元，占

服务贸易总额的 75.16%。其中，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商业服务、保险服务等新兴行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增幅分别为

16.44%、13.22%、13.07%、11.89%。1～7 月运输、加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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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四大传统行业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 18.83 亿美元，占服务

贸易总额的 24.84%，其中建设服务和旅行服务增长较快，分别上

涨了 41.78%和 5.86%。从企业直报数据看，文化、金融、电信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新兴行业进出口额为 89.26 亿美元，占服务贸

易总额的 72.35%。 

三、各地区占比保持稳定。 

2019 年 1～7 月，从收付汇统计情况看，工业园区服务贸易

累计进出口额为 28.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占全市比重达

37.23%。服务贸易进出口排名前三的地区为园区（28.23）、昆山

（11.83）、太仓（11.53），占全市的 68.04%，环比上升了 0.14

个百分点。从企业直报统计情况看，工业园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

额为 45.82 亿美元，占全市比重达到 37.14%。服务贸易进出口排

名前三的地区为园区（45.82）、昆山（19.37）、新区（14.51），

占全市的 64.6%，环比下降 1.49 个百分点。 

四、服务贸易企业发展良好。 

1～7 月，企业直报数据显示，排名前十的服务贸易企业进出

口总额为 17.04 亿美元，占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13.81%。

服务贸易额超 1 亿美元（含）的企业有 5 家，分别是丰田汽车（常

熟）零部件有限公司、世硕电子（昆山）有限公司、阿迪达斯体

育（中国）有限公司、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和江苏永鼎泰富工

程有限公司，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 12.56 亿美元，占总额的

10.18%；服务贸易额超过 5000 万（含）美元的企业有 25 家（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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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 16.77 亿美元，占总额的 13.59%；

服务贸易额 1000 万（含）到 5000 万美元的企业有 108 家，服务

贸易进出口 21.38 亿美元，占总额的 17.33%。随着全市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的加快，大中型企业在服务贸易发展上作用日益显著。 

 

 

【服贸信息】 

苏州自贸片区推出首批 7 项改革创新举措 

近日，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举行挂牌仪式

暨建设动员大会，集中签约总投资近 800 亿元的 32 个项目，并推

出首批七项改革创新举措，助推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在全国首家

试点打造保税检测集聚区，发挥综保区‚保税+‛平台功能，将区

内保税政策与区外业务联动，加速推动检测检验产业集聚发展。

二是园区港增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作为目的港和起运港，与上

海、宁波等一线港口互联互通、一体化运作，提升物流贸易便利

化水平。三是实行进口研发（测试）用未注册医疗器械分级管理，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尤其是医疗器械企业创新发展。四是建立‚关

助融‛公共服务合作机制，完善进出口企业诚信体系，助力进出

口企业提高信贷额度、降低融资成本。五是成立中国（苏州）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围绕重点产业，提供一站式的专利快速授权、

快速确权、快速维权、运营管理服务。六是实行市场准入本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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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破解‚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

营‛的问题。七是建立市场主体容错纠错机制，对市场主体首次、

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

探索实施审慎处罚。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工委办） 

 

 

苏州市加快政策落地 

促进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力以赴促进综保区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7 个综合保税区、1 个保

税港区，拥有贸易多元化试点、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等多个改革

试点任务，呈现五个亮点：一是五大中心布局全覆盖。在国务院

21 条新政中，苏州综保区已经落地 11 条政策，在加工制造、研

发设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和销售服务等五大中心建设方面均

有所突破，设立 10 多个企业物流分拨中心，13 家全球检测维修

企业。二是业务创新全国领先。率先在保税研发、保税检测等创

新业务上发力突破，1 月 8 日，苏州工业园综保区完成全国首单

保税研发和保税检测业务；1 月 18 日，昆山综合保税区企业承接

全球范围产品售后维修业务‚第一票‛货物。三是高质量项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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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引进。新政实施以来，仅苏州工业园综合区就先后引进三星电

机华东物流分拨中心、大冢医药销售服务中心、苏锐阳科技高端

制造中心、同方计算机制造加工中心、Element 保税检测维修中心、

西奥检测中心等一批高质量项目。四是通关便利化进一步提升。

海关部门创新监管举措，实现保税货物流转的数据采集、留痕和

可追踪，完善保税研发的后续监管措施，部分企业已开展保税货

物流转业务。五是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强化与企业的互动，及

时回应、解决或上报企业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问题。

自 2016 年开展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工作以来，试点企

业可以同时开展内外销两种业务，解决了内销发展瓶颈问题，试

点综保区共实现开票金额 86.9 亿元。 

（来源：市商务局） 

 

 

G60 科创走廊产业园区联盟 

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 

 

近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业园区联盟在苏州工业园区成

立，长三角区域 9 座城市的 74 个产业园区开启‚抱团‛发展模式，

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联盟主要聚焦三个‚高质量‛：

一是开展高质量交流合作。打造线上信息产业交流平台，开展多

主题线下交流活动，促进各地区、各企业间的互动；加强各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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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共享，推进大院大所、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合作。

二是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联盟依托苏州工业园区长三角境外投

资促进中心的资源，搭建海内外投资合作新桥梁，一方面协助企

业抱团‚走出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帮助企业便

利、高效地将海外技术‚引进来‛，形成有特色、有优势的长三

角产业集群。三是打造高质量产业联盟。联盟下设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集成电路产业联盟，首批成员为 44 家集成电路相关企业，

未来将通过‚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技术合作、

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实施技术转移、联合培养人才，提升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来源：苏州工业园区工委办） 

 

 

六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近日，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联合出台

指导意见，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

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实现文化

和科技深度融合。按照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总体部署，建

成 100 家左右特色鲜明、示范性强、管理规范、配套完善的国家

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200 家左右拥有知名品牌、引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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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竞争力强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军企业，使文化和科技融合

成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主要举措：一是加强文化共性

关键技术研发。二是完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三是加快文化

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四是加强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五是推动

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六是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现代化。七

是提升文化装备技术水平。八是强化文化技术标准制定与推广。 

（来源：科技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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