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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廣州訊】 12 月 26 日 , 暨南大學

發布獨立研究報告《阻礙交易 增加成本 破

壞產業鏈——美國涉疆制裁對全球棉花產業

鏈的影響》。這是暨南大學傳播與邊疆治理

研究院和新聞與傳播學院時隔半年多再度發

佈的又一重磅報告 , 剖析了美國涉疆“制裁”

對全球棉花產業鏈的影響。

“新疆棉花種植不存在
所謂的‘強迫勞動’”

該研究發現 , 新疆棉田作業機械化程

度高 , 棉田用工規範 , 不存在所謂的“強迫

勞動”。新疆棉花種植的播種、管理、採

摘等各環節正逐步實現機械化作業全覆蓋。

其中 , 播種環節幾乎 100% 機械化作業 , 採

摘環節的機械作業率高達 85%。管理環節

中 , 無人機已經替代人工 , 進行施肥、打藥、

棉花生長及病蟲害檢測等工作。目前 , 新

疆地區的棉花種植流程中只剩下棉花打頂、

棉田除草等輕量勞作需要人工參與。並且 ,

當地社會自發形成“種植大戶雇傭本地村

民成為助工”的勞動生態 , 棉花種植大戶

與助工簽訂權責明晰的勞動合同 , 雇傭期

間雙方權益均有保障 , 根本不存在所謂的

“強迫勞動”。

“美國涉疆‘制裁’
未對中國棉紡環節造成明顯影響”

報告還指出 , 美國涉疆“制裁”未對中

國棉紡環節造成明顯影響。整體來看 , 得益

於相關政策和市場期貨交易機制對棉花原材

料供應的保障 , 以及中國市場的強大韌性和

抗壓能力 , 棉紡加工製造環節基本未受美國

“制裁”影響。

在美國涉疆“制裁”下 , 部分外資品

牌被迫轉移至東南亞 , 全球棉花產業鏈升

級遭破壞。部分美國品牌轉移至東南亞 ,

被迫與中國切割 , 這種被迫切割導致轉移

的企業無法與中方企業形成良性的生態競

爭 , 發展動力銳減。全球棉花產業的升級

遇到阻礙 , 這對棉花全球產業鏈無疑是一

種破壞。

美國“制裁”通過扣押貨物、加征關

稅等方式阻礙交易 , 增加了棉花產業鏈每個

環節的交易成本 , 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最終

成為新增成本的主要埋單者。哈佛大學、芝

加哥大學研究發現 , 若美國對進口商品徵收

20% 關稅時 , 外國企業只把售價壓低 1.5%,

即美國進口商要承擔餘下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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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非海關
簽署AEO互認
廣州海關關區210家企業受益

【本報廣州訊】 近日，中國海關與南

非海關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互認安排。

據廣州海關測算，這一互認安排將利好關

區內約 210 家海關 AEO 企業，這些企業今

年對南非的進出口值已超 40 億元人民幣。

實現互認後，兩國 AEO 企業貨物將在

通關中享受較低單證審核率、較低查驗率、

優先查驗、指定聯絡員溝通解決通關問題、

非常時期優先快速處置5類互認便利措施。

 關悅 陳曉

韶關全球商品
交易平台上線
助力優質農副產品“走出去”

【本報韶關訊】 12 月 26 日，韶關全

球商品交易平台舉行試運營儀式，標誌著

韶關的農副產品等商品增添了一條走向粵

港澳大灣區、走向世界的互聯網綠色通道。　　

平台依託韶關豐富的綠色資源和中國

領先的認證技術，利用區塊鏈技術為消費

者提供防偽認證，以充分確保交易商品的

真實性和有效性。充分發揮了韶關地域特

色和資源優勢，立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綠

色產品基地，為韶關優質農副產品“走出去”

提供媒介與平台。 黃河 梁曦月

2021 年 10 月 , “棉花捕手”艾買爾·艾則孜和自己的采棉機合影。 新華社

第二十三屆高交會在深圳開幕

1900多家海內外企業亮相
【本報深圳訊】 12 月 27 日，以“推

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為主題

的第二十三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

會（下稱“高交會”）在深圳開幕。本屆

高交會採用“線上＋線下”的方式舉行，

線下展會 12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辦，線上展

會 12 月 27 日至 31 日舉辦。大會繼續設置

“一帶一路”專館和外國團組展區，共有

法國、德國、俄羅斯、阿根廷等 39 個國家

參展，其中 13 個國家線下參展，26 個國

家線上參展。

本屆高交會線下展覽總面積達 15.7 萬

平方米，由國家高新技術展、綜合類展和

分會場、各專業類展組成。商務部、工業

和信息化部、農業農村部、國家知識產權

局等部門在國家高新技術展設立展區；綜

合類展線下包含創新與科研展、“一帶一路”

專館和外國團組展區、初創科技企業展、

創客展；專業類展包含信息技術與產品展、

環保與能源展、建築科技創新展、智慧醫

療健康展、智慧城市展、先進製造展。

作為“中國科技第一展”，高交會是

洞察市場新需求、洞悉未來科技、觀察行

業發展新趨勢的重要窗口。本屆高交會圍

繞“碳達峰、碳中和”“專精特新‘小巨

人’”“中國‘智’造”“元宇宙”等時

下熱門的關鍵字，全面展示各類硬核科技

創新產品與技術。記者在展會現場看到，

1 小時即可出具報告的自動核酸檢測系統、

吸入霧化氣體 10 秒左右即可完成接種的疫

苗產品、進退自如的機器狗等各類創新產

品以及腦科學、合成生物等前沿產業的創

新成果紛紛亮相。

展會期間，華為、中興、榮耀終端、

九洲、信立泰等跨國公司和龍頭企業，大

族鐳射、福昕、協創數據、倍輕鬆等國內

外上市公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知名

高校，長虹集團、中邦、源中瑞、海辰科技、

摩天氟碳等知名企業現場參展，1900 多家

海內外企業同時亮相高交會線上展會。

 馬芳

走進深圳會展中心 5 號館，全自動全

封閉細胞製備工作站、寬頻腦機介面系統等

已轉化或即將產業化的創新成果引人注目，

基於神經科學的生態陽光燈可模擬自然狀態

下的藍色天空，把“藍天”和“陽光”引入

室內。

這些展品來自中國科學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以下簡稱“深圳先進院”）首次設

立的合成生物學、腦科學兩大產業專展。

15 年前，深圳先進院院長、深理工籌

備辦主任樊建平曾在第八屆高交會上“預

言”，10 年後家家戶戶都有機器人。這個

設想在當時看來有些大膽，但事實上，深圳

2017 年的機器人產業總產值已超過 1000 億

元，2020 年超過 1400 億元，掃地機器人等

也走進了越來越多的家庭。

未來的“風口”在哪里？樊建平表示：

“如今的合成生物產業和腦科學產業，就像

是 15 年前的機器人產業。深圳的腦科學產

業發展迅速，大有可為。合成生物產業雖剛

起步，但未來發展潛力很大。”

傷口塗“膠水”60秒癒合
不需要創可貼或縫針，人类皮膚上的

傷口能否只需塗點“膠水”就能在 60 秒內

癒合？除了皮外傷，心臟、動脈、神經的傷

口也能被“膠水”治癒？這並非科幻。

在高交會現場展示的“樓上樓下創新

創業綜合體”相關創新成果中，深圳市工程

生物產業創新中心的入駐企業——深圳柏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接力深圳先進院鐘

超課題組“從 1 到 10”的研究，開展“從

10 到 100、到無窮大”的商業化應用，讓這

個看似科幻的場景加速成為現實。

現場負責人介紹，深圳市工程生物產

業創新中心已入駐 13 家企業，相關企業估

值上億元。得益於深圳圍繞合成生物產業

化加速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教育鏈

的有機融合，深圳已成為中國合成生物學

代表力量及全球合成生物學創新網路發展

的核心節點。

深圳先進院副院長、合成生物學研究

所所長劉陳立告訴記者，全球合成生物學的

研究和產業處於快速發展的狀態，中國在合

成生物學領域雖然起步比國際上晚了 10 多

年，但經過近 10 年來不同學科與領域的專

家合作攻關以及國際合作，已奠定了相當好

的研究基礎。

精准分析動物行為
一直以來，腦科學被認為是人類科學

的“終極疆域”，是科研桂冠上最難以企及

的明珠。

在高交會現場，一台名為 Behavior Atlas

的新型智能化動物行為精准分析系統引来不

少觀眾駐足。一邊是活蹦亂跳的小鼠，身上

沒有任何標記或連線，另一邊顯示的畫面卻

在“動態捕捉”小鼠的全身運動，方便研究

人員“看清”動物行為。

這台新型智能化動物行為精准分析系

統，由深圳先進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究所王

立平、蔚鵬飛團隊自主研發，目前已應用於

大小鼠、犬類和猴等動物，並初步在癲癇病

人身上進行了應用，相關成果已通過專利授

權進行系統生產，簽約訂單金額達數百萬元

人民幣。

“相信再過 10 年或 15 年，合成生物產

業、腦科學產業也會達到萬億級的規模。”

樊建平告訴記者，合成生物學、腦科學都是

全球前沿科學，需要“從 0 到 1”的創新，

而深圳多年來積累了“從 1 到 100”的產業

優勢，基礎科研和產業化可以螺旋式迭代、

牽引，從產業端誕生的需求可以牽動基礎科

研，基礎科研也可以推動產業的發展，從而

更有利於實現科研成果產業化。 馬芳

觀眾以 VR 火星探測車體驗太空場景。 魯力 攝

■現場

合成生物、腦科學會是下個風口嗎？

暨南大學發布全球棉花產業鏈獨立調研報告

用事實駁斥美新疆棉花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