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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月20日起，大韩航空将陆续恢复上海

（浦东）、南京和青岛至仁川航线的运营。

继10月大连至仁川航线恢复，天津、沈阳至

仁川航线增班后，大韩航空在中国大陆运营的

中韩航线运力将增至每周9班，与去年同期相

比，运力增加125%。

记者从大韩航空获悉，未来，大韩航空将

逐步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争取早日恢

复至疫情前的运力水平。同时，大韩航空也

将持续努力，为中韩两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

交流提供更多便利。

即将恢复或开通新航线的不止大韩航

空。自12月3日起，天津航空也将正式开

通天津-香港航线，通过加强与香港民航

市场合作交流，把握机遇，方便旅客出行。

据天津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

香港往返航线将由空客A320机型执飞，

计划每周执行往返两班，班期为每周一、

周六。此航线的开通对于恢复京津冀与

粤港澳大湾区各领域交流合作、便利中外

人员往来具有重大意义。

这些都是全球航空客运持续复苏的一

个缩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球航空旅行复苏

持续强劲。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按照收入

客公里或RPKs计算）同比增长57.0%。其

中，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6.9%，国际客运量

同比增长122.2%。

国际客运市场方面，从区域看，亚太航空

公司增长领跑全球。9月份客运量同比增长

464.8%，运力增长165.3%，载客率上升41.5个

百分点，达到78.3%。非洲航空公司9月份客运

量同比增长90.5%，运力增长47.2%，载客率上升

16.7个百分点，达到73.6%，为各地区最低水平。

国内客运市场方面，美国9月份国内客运量同

比增长16.8%，比2019年9月份水平高出0.4%。载

客率达到85.4%，在国内市场中排名最高。日本国内

客运量同比增长127.9%，接近2019年水平的75.6%。

相比航空客运，航空货运的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

国际航协的数据显示，按照货运吨公里（CTKS*）计算，9

月份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比下降10.6%（国际需求下降

10.6%），但仍接近疫情前水平（下降3.6%）。运力同比增长

2.4%（国际运力增长5.0%），比2019年9月份水平低7.4%。

对此，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一些不利因素导

致9月份航空货运量低于2021年的优异表现。消费者层面，

随着后疫情时代旅行限制的解除，人们可能会在度假旅行上花费

更多，导致网购支出下降。宏观层面，越来越多的衰退预警对全球

商品运输和服务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在此背景下，航空货运仍保

持发展，彰显出航空业能够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灵活性。

各区域货运量在9月份的表现不一。例如，中东航空公司9月份货运

量同比下降15.8%，在所有地区中表现最弱；进出欧洲的货运量停滞也影响

了欧洲航空公司的表现，该地区运力同比下降2.8%；与此同时，拉美航空公

司9月份货运量同比增长10.8%，在所有地区中表现最为强劲。该地区航

空公司表现乐观，不仅推出新服务并增加运力，还将在未来

几个月投资更多的航空货运飞机。

客运复苏客运复苏 货运疲软货运疲软

全球航空运输市场全球航空运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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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更大合作空间

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国际展望联合

会、新西兰中国商业圆桌会议共同主办了

“新西兰国民品牌高峰论坛”，继2020年恒

天然（Fonterra）、佳沛（Zespri）、皇后镇

（Queenstown）和银蕨农场（Silver Fern

Farms）首批入选“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

后，The Warehouse、宜水环境（Ewa-

ters）、乐淇苹果（Rockit Apple）及百碧祺

酒庄（Babich）成为“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

第二批入选品牌。

“今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但两国贸易仍然保持强劲活力。”新西兰驻

华大使傅恩莱（Clare P. Fearnley）表示，他

非常期待下一个50年新中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很高兴见到两国企业加强贸易交流，希

望未来新中双方企业有更多机会开展贸易

合作，挖掘更大合作空间。

论坛上，新西兰具有150多年历史的

Lane Neave律师事务所发布了“2022走进

新西兰国民品牌”成果报告。报告显示，新

西兰国民品牌普遍赞赏新中两国始终坚持

开放、包容与合作的原则，增进双方互信，共

同应对全球风险挑战，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

入选“新西兰国民品牌工程”的8个品

牌，涉及新西兰的乳业、猕猴桃、红肉、旅游、

苹果、红酒、智能水务等不同行业领域，通过

此次论坛，新西兰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作出了贡献，同时推动了行业创新与合作。

论坛上，浙江省玉环市还与新西兰中国

商业圆桌会举行了签约仪式，双方将开展贸

易、投资、文化等多领域深度合作，加快建设

“开放玉环”和花园式港口城市，助力打造浙

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

追求更多合作机遇

作为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集团已连

续五年参展进博会，也是在持续参展和在华

发展中增加了持续加码中国市场的决心。

“如今，恒天然大中华区已成为恒天然

集团全球最大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恒天

然大中华区CEO周德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进博会不仅驱动着集团在华业务的增

长，还提供了和客户及合作伙伴们共享共建

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带动乳品行业的高质量

升级发展。

5年来，恒天然的展馆面积扩大了5倍，

签约数量增加近5倍。第5届进博会，恒天

然还与高培、妙可蓝多、沃尔玛中国大卖场

全球购、旺旺集团、亿滋国际等企业签订24

个战略合作项目，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近

30%。

“今年恰逢中新建交50周年，恒天然与

中国结缘也将近50年，集团很幸运可以参

与和见证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周德汉

告诉记者，恒天然已签约第六届进博会，未

来也将继续加码中国市场，增加投入力度，

始终贯彻“恒久共赢”的理念，致力于将新西

兰优质、可信赖的乳制品以及可持续的乳品

创新带给中国的消费者和合作伙

伴。

佳沛国际集团大中华区执行总

裁蒋时杰表示，佳沛已深切感受到积

极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对进口企业的

重大意义。不论是50年的建交里程

碑，还是中新自贸协定再升级，两国对

对外开放和未来发展的共识都让企业对

未来怀有更大的憧憬和信心。

“佳沛是中新贸易发展和两国友谊

的见证，充分说明中新政府共同致力打

造的双边贸易环境、互惠互利的政策是进

口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绝对前提。”蒋时

杰表示，随着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与保

健的诉求不断提升，对高质量产品的追求

也日趋加强，这为中高端水果需求的增长

和佳沛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在银蕨农场中国区总经理王臻看来，

现在所遇到的风险和危机主要表现在不确

定性、进化和内卷。“不确定性”是指世界经

济的不确定性、疫情对消费的不确定性；

“进化”是指商业社会在进化、消费者可以

很容易地在社交网络上搜索到自己想买

的东西；“内卷”则表现为各行各业“卷”，

但“卷”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企业要在

“卷”的过程中发现机遇。因此，银蕨农场

将通过建立起更多的合作，创造更多的

对话交流，与中国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加

强联系，进行更深入交流。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带动下，数字技

术强势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引领服务贸易加速发

展。在第五届进博会的服务贸易展区，数字化供应链、人

工智能、智能物流……参展企业“各显神通”，带来的众多

首发产品、全新服务，让“无实物”展品“含金量”满满。

“用这包参茶举例，里面的西洋参就是我们通过智

能选品，结合它的相关性社会元素、流行趋势元素、客

户需求数据和商品产地元素等大数据信息进行运算分

析，对其流行趋势、生命周期和价格作出有效评估，并

在加拿大选中了西洋参的生产和加工地，最大限度压

缩中间环节，为平台的中小商家提供物美价廉的货源，

降低其囤货风险和议价成本。”香港金米技术公司市场

总监张博告诉记者，中小商家还可通过金米良品和金

米良品跨境通两个线上线下交易系统，完成下单、发

货、支付、申请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动作，实现更灵活的

销售模式。

第二次参加进博会的香港金米技术带着其全新升

级的“全球智慧供应链生态”亮相，通过ADI数据智能、

ABS聚全球业务、AMS通全球三大核心业

务，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紧密聚合全球生产厂

家、全球中小商家、跨境物流服务商、金融机构等，为产

业链上、中、下游企业提供深度价值服务。

张博告诉记者，公司实验性推广过程中得到了中

小商家和供应商的普遍认可，证明将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于S2B2C模式的方向是正确的，而公司逐

步形成的全球智慧供应链生态也将持续为广大下沉市

场的商家展现全新商业机会。

在进博会期间，毕马威也发布了其创新成果——

“毕马威盘古之AI工厂”。毕马威中国智慧之光主管合

伙人徐琅朗表示，“毕马威盘古之AI工厂”是毕马威智

慧之光研发的AI解决方案孵化器，以赋能银行、保险、

证券、汽车、医疗等行业。该平台提供全领域多场景的

算法类型，针对具体方案快速形成定制化, 并可以根

据需求进行灵活拼接组合，帮助企业打通不同部门的

沟壑，赋能各环节业务流程。比如，企业在营销活动中

常见的演讲内容违规、场景拍摄违规等问题，便可以运

用“毕马威盘古之AI工厂”进行违规检测，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解决营销违规问题。

毕马威中国数字化咨询总监王晨也直言，企业处

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潮流之下，数字化服务和运营正

在提高各个行业的竞争力水平，体验为先的时代已然

来临，客户满意度和推荐度成为衡量企业发展和成功

的重要指标。受到当前环境影响，数字化演变加速，

助推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信心再创新高。全球的技

术从业者对变革性的新工具充满热情，并决心进

一步拥抱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客户体验。

一站式税务发票和在线支付解决方案是达

飞集团在进博会推出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迅

达票付”的推出也使得达飞集团成为首家在

中国向航运业客户提供此类解决方案的外

资班轮公司。通过“迅达票付”，客户可以

单点登录，访问达飞集团全球与本地网

站，实现税务发票自助打印，以及集成多

个支付平台完成美元和人民币在线付

款。这将为客户带来全新的航运与物

流体验，使业务流程更简便、更高效、

更省时。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大市

场正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升级

扩容的强大支撑，并持续为

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贡

献坚实力量。

合作典范

中阿两国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

互利共赢的典范。随着两国关系的不

断深化，近年来，两国学界通过联合研

究中心、双边智库论坛、文明对话活动

等更加机制性的交流，使合作广度和深

度得到明显拓展。会上发布的调研报

告《中国—阿根廷学术交流合作50年》

指出，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中阿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两国学术交流

日益紧密，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中

国学”已经成为阿根廷学界的重要研究

方向。

“在发展领域，我们特别需要和中国

这样的国家进行合作，相互借鉴。”阿根

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协调员、

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

员贡萨洛·吉吉诺提出，中国的崛起打

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发展模式，从世界

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中国坚持提高自

主发展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以“仁政”理念

推进国际合作。中国愿为阿根廷和拉

美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有助于提升

拉美地区的国际地位，实现全球共享发

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对拉美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将对中阿双边关系产生深刻

影响。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

学学院高等研究秘书长朱利安·雷邦表

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愿

继续加强与中方的高质量合作，为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贡

献智库的更多力量。

中国和阿根廷同为发展中国家，具有

相似的发展目标、高度的贸易互补性和广

泛的共同利益，双方都有着进一步深化合

作的需求。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涛指出，

两国应加强科技创新与绿色合作，在“一

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围绕清洁能源、数字

技术、农业科技、卫星通信等领域开展务

实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两国高质量发

展；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为深化中阿、中拉全方位合作

注入新动力。

深化合作

中阿两国关系在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的同时，也面临贸易结构短板、金融合作

不足、周期性政治经济因素带来的不稳定

性等挑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谌园庭看来，

加强团结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是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谌园庭建议，中阿加强政治互信和务

实合作，推进双方发展战略的高质量对

接，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深化全球治

理政策协调，以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为抓手，

创新发展机遇。两国可在金融科技、智能

制造、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

是通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双方还应夯实经贸合

作的压舱石作用，在绿色发展、航天科技创

新、教育与大学合作、农业地球科学、公共

传媒与医学等领域加强双边合作。

过去10年来，中阿经贸往来总体处

于平稳态势，但从双边贸易在中阿各自外

贸的份额占比看，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为

促进两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商务部贸研院美大所副

所长周密建议，中阿两国充分发挥

各自资源要素禀赋优势，推动建立双边政

府间经贸合作机制；推动创新发展，鼓励

发展包括跨境电商等在内的新兴贸易模

式，通过自贸试验区、进口示范区等制度

性安排为企业的创新发展营造有利环

境，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促进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强贸易与投

资的深度联系，通过投资活动促进贸易

的发展，通过贸易活动降低投资的成

本。“阿根廷还可以考虑申请加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形成更强

的整合优势。”

该对话会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当代中

国与世界研究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

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

自中阿两国的10余名智库专家学者参与

了研讨。

国民品牌“进”距离推动中新贸易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孟 妮妮

□ 本报记者 晏澜菲

今年是中国新西兰建交50周年，牢固的经贸关系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数据显示，2021年新西兰对中国货物出口额突破200亿新西兰元，自2008年以

来保持17%的年均增长水平，远高于同期新西兰对全球货物出口总额3%的年增速；

作为新西兰进口最大来源国，新西兰自中国进口货物总额达到162.6亿新西兰元。

随着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4月7日，中新自

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两国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也不断推进了

新西兰国民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强劲发展。

“无实物”商品“含金量”满满

夯实压舱石 中阿经贸合作再攀高
□ 本报记者 汤 莉

今年是中国与阿根廷建交50周

年，也是中阿友好合作年。今年2月

份，中阿发布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两国关系升级到新

高度。期间，中阿经贸合作也在不断

升温。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

与拉丁美洲的贸易表现优于中国贸

易的整体表现，中阿贸易表现则优于

中拉总体贸易表现。

据中国海关统计，前三季度，中

阿贸易额达155.11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中方对阿出口102.23

亿美元，同比增长33.7%；自阿进口

52.88 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同

期，中拉贸易总额、中方出口和进口

增速分别为12.5%、18.6%和6.5%。

在新征程上，中阿两国如何更好

地凝聚共识，共同应对百年大变局和

世纪疫情叠加带来的挑战，促进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成为日前

出席“全球发展与治理”中国—阿根

廷智库对话会的专家学者重点研讨

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