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題

中國兩部門關於開展支持中小企業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專項行動的通知
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而作出的重大決
策。中小企業是「 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對外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合作領域之一，也
是促進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隨著「 一帶一路 」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國的
中小企業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和廣闊的拓展空間。
為加強中國中小企業與「 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的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投資往來，支
持中小企業「 走出去 」
、
「 引進來 」
，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下
稱：中國貿促會）決定開展支持中小企業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專項行動。

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構建和完
善支持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服務體系。同時，
大力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品牌、營銷和服務
「 走出去 」
，鼓勵中小企業引進沿線國家的先進
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培育中小企業國際競爭
新優勢。

■ 今年 7 月，「 一帶一路 」中小企業國際
合作高峰論壇於北京舉行，積極協助中小
企業深度融入「 一帶一路 」建設並開展
與國際合作的願景和實踐。

一、總體要求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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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部署，工業和信息化部以「 一帶一路 」
建設為統領，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完善雙
邊和多邊合作機制，發揮中小企業在「 一帶一
路 」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中國中小企業與
沿線各國在貿易投資、科技創新、產能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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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點工作
（一 ) 助力中小企業
赴沿線國家開展貿易投資
1. 支持中小企業
參加國內外展覽展銷活動
‧ 創新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的辦展機制，
推進國際化、市場化和專業化改革；
‧ 重點邀請沿線國家共同主辦博覽會，並設立
「 一帶一路 」展區，繼續為中小企業參展提
供支持；
‧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貿
促會舉辦的境內外展會和論壇活動；

‧ 支持各地中小企業主管部門與中國貿促會分

倉儲物流、市場開拓和品牌建設等方面的需

支機構合作，開展專門面向沿線國家中小企

求，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提供定製化服務，

業的展覽活動，幫助中小企業（特別是「 專

幫助中小企業利用跨境電子商務開展國際性

精特新 」的，即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

的貿易。

新穎的中小企業 ) 展示產品和服務，並搭建
展示、交易、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 今年 6 月，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
業局、中國貿促會、青島市經濟和信
息化委員會主辦的「2017 青島中小企
業中外採購投資合作洽談會 」
，致力促
進青島市企業與外商的合作。

■「 中國跨境電商企業海外推廣計劃 」是
以「 線上＋線下 」的形式進行，「 線上 」包
括通過官方網站、聯合國內外網站和網上
推廣，而「 線下 」則是通過展會、對接會
和各類活動，促進雙邊企業的交流。詳情
請瀏覽官方網站：
〈 www.echinabrand.
com/promote/view/promotion/index/
introduce/index.jsp〉

2. 建立經貿技術合作平台
‧ 共同搭建「 中小企業『 一帶一路 』合作服務

4. 促進中小企業開展雙向投資

平台 」
，為中小企業提供沿線國家經貿活動

‧ 在有條件的地方中，支持建設中國與沿線國

信息，支持各地中小企業主管部門、中小企

家中小企業合作區，進一步發揮合作區引進

業服務機構和中國貿促會分支機構聯合展開

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高素質人才的載體作

企業洽談、項目對接等活動；

用，在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設、技術改造、

‧ 鼓勵中小企業服務機構和企業到沿線國家建
立中小企業創業創新基地，開展技術合作、
科研成果產業化等活動；
‧ 吸引沿線國家的中小企業在華設立研發機構，
促進原創技術在中國孵化落地。

融資服務、小型微型企業創業創新基地建設
和人才培訓等方面提供指導和服務；
‧ 大力培養外向型產業集群；
‧ 組織中小企業前往境外園區考察，引導企業
入園發展，協助園區為入駐企業提供展覽展
示、商事法律和專項培訓等服務，幫助中小

3. 鼓勵中小企業
運用電子商務開拓國際市場

企業提高抗風險能力；
‧ 通過「 以大帶小 」的合作，鼓勵中小配套企

‧ 支持各地中小企業主管部門積極參與中國貿

業積極跟隨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參與產

促會跨境電子商務示範園區和單品直供基地

能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構建全產業鏈戰略

建設，鼓勵並支持創新性的中小型跨境電商
企業入駐發展；
‧ 大力推進中國貿促會的「 中國跨境電商企業
海外推廣計劃 」
，針對中小企業在通關報檢、

聯盟，形成綜合競爭優勢；
‧ 促進與沿線國家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
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領域上進行深入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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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為中小企業提供優質服務
1. 加強經貿信息、調研等服務
‧ 加大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發布的力度，
善用網站、微信公眾號和報刊雜誌等渠道，
提供沿線國家的政治環境、法律法規、政策
准入、技術標準、供求信息、經貿項目、商

‧ 開通中小企業涉外的法律諮詢熱線，及時解
答企業涉外的法律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
‧ 建立健全的中小企業涉外法律顧問制度，提
供一體化綜合法律服務；
‧ 幫助中小企業依法依規解決國際經貿爭端，
維護海外權益；
‧ 深入實施中小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推進工程，

品價格和文化習俗等信息，重點發布沿線國

提升中小企業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

家的投資風險評估報告和法律服務指南等相

管理能力；

關資訊；
‧ 注重收集並向沿線國家政府反映中小企業的
合理訴求，維護其在當地的合法權益；
‧ 支持建立產學研用緊密結合的新型智庫，重
點面向中小企業，圍繞沿線國家產業結構調

‧ 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和專業化服務，降低中小
企業知識產權的申請、保護和維權成本，推
動知識產權轉化；
‧ 幫助中小企業開展境外知識產權布局，妥善
應對涉外知識產權糾紛。

整、產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技術方向等方面開
展諮詢研究；
，
‧ 實施「 中小企業『 一帶一路 』同行計劃 」

（三 ) 提升中小企業國際競爭力

聚集國際合作服務機構，加強多方面的信息

1. 開展專題培訓

共享，強化服務協同，協助中小企業走入沿

‧ 圍繞中小企業關注的焦點問題，開展多層次

線國家；
‧ 鼓勵中小企業服務機構、商業和行業協會到
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發揮中國貿促會駐

的專題培訓，幫助中小企業提升經營管理水
平和國際競爭能力；
‧ 進一步發揮國家重大人才工程的作用，深入

外代表處、境外中資企業商協會和企業作用，

實施中小企業領軍人才培訓計劃，共同開展

探索條件成熟的沿線國家，並設立「 中國中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領軍人才培訓及加

小企業中心 」
，為中小企業到沿線國家投資

強加大其培訓力度。

貿易提供專業化服務。

2. 強化商事綜合服務
‧ 構建面向中小外貿企業的商事綜合服務平台，
提供商事認證、商事諮詢、外貿單據製作、
國際結算和出口退稅等綜合服務；
‧ 繼續完善「 中小企業外貿綜合服務平台 」的
功能，為廣大的中小企業提供貿易投資諮
詢、通關報檢、融資擔保和信用評級等不同
的外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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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涉外法律服務
‧ 建立健全中小企業風險預警機制，幫助中小
企業有效規避和妥善應對國際貿易投資中潛
在的政治經濟安全和投資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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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戰略思
維和創新精神的經營管理人才，「 工業
和信息化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領
軍人才（貿促會 ) 商級研修班 」早前
再度召開，旨在提升中國企業現代化
經營管理水平及國際競爭力。

2. 提高中國品牌海外影響力

3. 引導企業規範境外經營行為

‧ 開展「 中國品牌海外推廣計劃 」
，引導企業

‧ 引導中小企業遵守所在國法律法規，尊重當

增強品牌意識，提升品牌的管理能力；

地文化、宗教和習俗，保障員工合法權益，

‧ 通過幫助中小企業有選擇地赴海外參展，組

做好風險防範，堅持誠信經營，抵制商業賄

織產品發布會等活動，宣傳推介自創品牌及
產品，為中國品牌「 抱團出海 」搭建促進平

賂；
‧ 注重資源節約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主動承

台。

擔社會責任，實現與所在國的互利共贏、共
同發展。

三、保障措施
（一 ) 加強組織領導
‧ 工業和信息化部與中國貿促會聯合成立工作組，負責指導專項行動的落實，制定年度工作計劃，
定期評估成效，同時建立工作機制，整合服務資源，創新服務模式，完善政策措施，形成工作
合力。
‧ 各地中小企業主管部門、中國貿促會各部門各單位、各地方和行業貿促會要加強組織領導，建
立支持中小企業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專項行動的工作協調機制，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工作計劃，
明確工作目標及負責人員。

（二 ) 發揮多雙邊機制作用
‧ 工業和信息化部繼續深化中小企業領域的多雙邊政策磋商機制，鼓勵和支持各地中小企業主管
部門、中小企業服務機構與沿線國家有關的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和商會等建立合作機制，擴大
利益匯合點，加強在促進政策、貿易投資和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探索更多更有效的互利共
贏模式。
‧ 中國貿促會發揮多雙邊工商合作機制作用，與有關國際組織、沿線國家貿易投資促進機構和商
協會建立並拓展合作關係，為中小企業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營造良好環境。

（三 ) 加強政策與輿論引導
‧ 各地方中小企業主管部門要結合該地區產業的發展情況，加強產業政策引導，指導和鼓勵本地
區有條件的中小企業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
‧ 及時總結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的經驗，推介成功案例並做好風險提示，通過示範引領，為中
小企業「 走出去 」提供參考和借鑒；
‧ 大力宣傳中小企業在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及時準確通報信息，講好「 中國故
事」
，突出平等合作、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合作理念，積極推介中國中小企業產品、技術和
優勢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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