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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圆通速递因“内
鬼”勾结泄露40万个人用户的个人信
息事件还在发酵。在这一事件中，40
万的收发人姓名、电话、家庭住址都被
以1元/条的价格卖掉了。尽管圆通事
发第二日即道歉，却无法挽回40万人
的信息被泄露的损失。

这并不是圆通速递首次贩卖个人
信息。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曝光，近
百万条圆通快递单个人信息不仅可以
在网络上购买，单号数据信息还能24
小时刷新。窥斑见豹，有媒体调查发
现，网上贩卖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存
在于多家快递公司。他们，是否只是恰
好没有被曝光，成为舆论的焦点。

对用户信息的漠视，是此类个人信
息频遭泄露的一大原因。快递已经成为
生活中的一部分，“拆快递”更是成为很
多剁手族的快乐之一。就今年的“双11”
来看，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11月11日-16日，业务量达到全年的

高峰，6天内共处理邮（快）件23.09亿
件，同比增长22.69%。最高日处理量达
到5.35亿件，同比增长28.6%，是日常处
理量的3.2倍。在快递包裹的单据上，收
发件人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无任何隐
私保护措施。日渐增长的快递量，成为
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一旦有机可
图，难免再度发生。

如果说快递公司对个人信息安全是
一种漠视，那么一些APP则是“重视”得
有点过头了。11月10日，工信部对侵害
用户权益的60款APP进行了下架处
理。被下架的APP，在工信部10月26日
向社会通报的131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
行为APP企业的名单内，且经第三方检
测机构核查复检，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下载一款APP，就要允许该APP
访问通讯录、照片、麦克风等与使用该
APP没有关系的内容，成为“潜规则”。

在互联网红利日渐减少的大背景下，
“获客”成为互联网平台发展下去的基

础。为了提高效率，客源要更为明确。
如果站在商家的立场来说，这就是精准
推送、精准获客。互联网平台可以用大
数据抓取、大数据分析等概念讲故事获
得市场关注。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精
准推送的确带来了更多同类商品的选
择，同时还带来一种负面效应，即商家太

“懂我”，商家的“爱”太沉重，而消费者却
不得不接受。

这种“过度重视”的背后，也是对个
人信息的漠视。这引起了主管部门、司
法部门的注意，并随之拿出了相关的举
措。今年以来，工信部部署开展纵深推
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截
至目前，已公布了5批违规侵害用户利
益的APP，多达100多个APP上了黑
榜。不过，也有一些APP短暂下架后重
新上架。

今年6月1日起，《网络安全法》《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法规正式施
行。其中，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不得泄
露其收集的个人信息；中介买卖交换个
人信息也算侵权；提供个人信息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可入刑。在最高人民法
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明确了

“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除了姓名、身份
证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
密码、财产状况以外，行踪轨迹等也被纳
入。而对于刑法相关规定中“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入罪
的10种情形，其中非法获取、出售或者
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
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就属于“情节严
重”，可以入罪。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需要好好
保护，除了商家、平台自我规范之外，还
需司法重罚，让商家、平台付出更大的
代价。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
为付出代价了！ 本报记者 赵伟莉

贩卖个人信息，该重罚了！

“超级自贸区”，朋友圈关系更紧密

数据显示，RCEP成员国人口占全
球29.7%，经济规模占28.9%，贸易规
模占29.1%，投资额占32.5%，制造业
则占近乎70%。这是一个覆盖世界上
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
力的自由贸易区。

RCEP是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
互惠的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核心
内容涵盖20个章节，不仅涉及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市场
准入，也包括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
政策、政府采购等。

专家解读，这一协定带来了众多突
破：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
零关税，且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10年
内降税到零；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
显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贸协定；15国
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
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
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据国际知名智
库测算，到2025年，RCEP可望带动成
员国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分别比基
线多增长10.4%、2.6%、1.8%。

截至目前，中国与26个国家和地区
相 继 签 署 了 19 个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FTA）。“FTA签订更多达成的是双边
关系，RCEP则是对区域内经贸规则整
合。”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韩剑说，这可
以说是“超级自贸区”，是我们重要的区
域外循环。目前，RCEP整合了东盟与
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多个

“10+1”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日、韩、澳、
新西兰5国之间已有的多对自由贸易伙
伴关系，还在中日和日韩间建立了新的
自由贸易伙伴关系。

RCEP成员国中，中国-东盟、中
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新西
兰之间均已签署并实施自由贸易协
定。据南京海关统计，2020年 1-10
月，我省在上述四项协定项下享惠进口
货值133.17亿美元，关税优惠53.06亿
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24.99%和
24.6%。1-10月，南京海关共签发上
述四协定原产地证书30.94万份，涉及
货值150.48亿美元。

“原产地规则使用区域累积原则，即
来自RCEP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
考虑在内，与已签订的其他协定相比，这
一次是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累积。”南京
海关关税处朱珏介绍，协定还丰富了原
产地认证模式的类型，在传统原产地证

书之外，还将允许经核准的出口商声明
以及出口商的自主声明，进一步降低企
业的经营成本，提高货物的通关时效。

贸易便利化，新业态发展更丰富

作为开放型经济大省，江苏与东盟
各国合作紧密。据南京海关统计，1-
10月，我省对东盟出口增长8.1%，好于
全省进出口总体9.2个百分点，占比提
升 1.2 个百分点；对东盟进口增长
4.8%。同期，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进出口分别为 3306.4 亿元、
3945.9亿元、1104.4亿元、93.5亿元。

“我们从RCEP成员国进口食品生
鲜，占比达20%-30%，包括大米、冻虾、
牛羊肉等产品，协定签署后将进一步降
低关税壁垒，有利于企业进口更多优质
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丰富的食品原材料也将促进餐饮行
业发展。”汇鸿集团运行部总经理吴福强
说，进出口的平衡，减少贸易顺差，是企
业有效应对汇率波动的措施之一。

RCEP签署，将大大促进成员国间
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特别是对贸易
新业态带来利好。江苏省国际经济贸
易研究所祝美琴说，超大规模的统一市
场对物流系统、支付系统、仓储系统、外
贸服务平台、金融数据服务平台等产生
强劲需求，这为江苏服务贸易和贸易新
业态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紧跟全球贸易发展趋势，协定纳
入多种新兴贸易形式，其中电子商务

有专门一章。在跨境电商方面，我国
发展十分迅速，RCEP协定签署后，南
京等地的跨境电商发展模式、经验有
望复制到协定区域内的更多成员国。
今年10月下旬，DTI（全球数字贸易基
础设施）全球总部落户南京江北新区
后，我们已经和马来西亚、泰国进行对
接，包括实现‘关关相通’、布局物流节
点等。”南京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秘
书长刘玉健说。

常熟服装城是国家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今年以来市场采购贸易发展势头
强劲。前十月，出口7.35亿美元，同比
增长17.5%。“RCEP协定签署后，从‘一
对一’变成‘一对多’，区域内每个国家
在海关通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检验检
疫标准等方面将逐步趋向协同，将提高
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常熟服装城
（莫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吴明杰说，最近
正在谋划和韩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
东大门市场开展合作，结合东大门的

“买手制”，通过提升企业设计、研发的
能力，实现服装生产的个性化和快速反
应，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新“世界工厂”，产业链供应链更集聚

RCEP成员国是我省利用外资重要
来源地。据省商务厅统计，1-10月，东
盟在我省投资项目184个，同比增长
8.2%；实际使用外资8.9亿美元，占全省
实际使用外资的3.8%。日本在我省投
资项目65个，实际使用外资9.8亿美元，

同比增长16.8%，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的4.2%。韩国在我省投资项目157个，
实际使用外资 10亿美元，同比下降
6.4%，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4.2%。

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与我省地缘
相近、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供应链联
系紧密，是重要的经贸伙伴。RCEP作
为目前唯一涵盖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
易协定，对于深化我省与日韩合作、推
动东亚小循环有着重要作用。

多位专家认为，RCEP签署后，中
国与东盟将加快形成扩大版的“世界工
厂”，也就是“中国+东盟”的世界工厂，
产业链供应链集聚效应将进一步放大，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有了更好平台
和更大空间，可以更高效率配置资源，
有效支撑经济增长。

“双向投资将大幅增加，同时也将
带来中间品等贸易的增长。”在韩剑看
来，RCEP将促使企业在更大的区域
范围内开展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布局。
采用原产地规则使用区域累积原则，
理论上讲，只要生产和市场在RCEP
成员国内，就可以累积。企业可以将
生产、组装环节放在劳动力密集的区
域，将附加值较高的部分放在科研能
力较强的区域，同时进口日韩的中间
产品，最高可享受到零关税的优惠，实
现最有效率的生产和分工。“苏企要不
断加强科技研发，提升产品的科技含
量，向价值链更高处攀升。”

“RCEP使得区域内资本流动更加
自由便利，更加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的重塑，这对江苏营商环境、产业环
境也提出了新挑战。江苏制造业正处
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稳
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要加快建
设自主可控的高端制造产业链。”祝美
琴分析，RCEP成员国有很多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通过RCEP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对接，进一步增强区域内产
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逐步优化江苏在

“一带一路”上的经贸布局。
同时，RCEP的签署将给域内企业

多重选择，例如产品出口到柬埔寨是采
用RCEP协定、中柬自贸协定还是中
国-东盟协定，走出去和引进来如何获
取最优解等，部分行业短时间内还可能
受到冲击。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好RCEP带来
的重大历史机遇，更要高度重视带来的
挑战，尽早谋划应对之策，督促企业加
强贸易合规性建设，进一步加大面向企
业的宣传，扩大覆盖面和受惠面。”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
RCEP协定文本的研究，用好用足规
则，努力构建江苏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
济新体系。 本报记者 丁茜茜 邵生余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诞生，超九成货物贸易将零关税——

拥抱RCEP，苏企“接口”在哪里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耿强小课堂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个协定
引起全球瞩目，它由东盟发起，中国积极
参与并推进，成为超越欧盟自由贸易区
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协定。RCEP由东
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
及新西兰五个伙伴国共同参与，其经济
规模分别超越美墨加地区、欧盟区域
2%、7%。2019年该区域人口总数大约是
2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0%，GDP总量
约2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9%。

RCEP具有“高质量”“一体化”和
“多样化”的特点。15个成员国均承诺
最终实现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零
关税。同时，RCEP统一各国间贸易标
准，打造了一体化“10+5”自贸区，降低
了区域内贸易成本和风险。该项协定
既涵盖发达国家，也涵盖最不发达国
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促进不同
国家间的互利互惠。

RCEP 的签署反映了世界经贸格
局正在由“大群”走向“小群”的趋势，
WTO 体系似乎正在被不同的区域自
由贸易协定替代。自特朗普上任以
来，在其“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
和单边主义原则下，美国不断挑战既
定的世界贸易协定，并多次扬言退出
协议，以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些举动
威胁着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其他国
家。以日本为例，奥巴马任期内曾促
成包含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而特朗普
上台后马上退出该协议，其它国家被
迫形成新的CPTPP协议。日本分别与
欧盟和英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协定”（EPA），这无疑是反对美国贸
易保护主义的宣言。美国政府的强力
措施加速了世界贸易的碎片化。但是
事实证明，完全退回没有跨国投资和
贸易的世界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美
国，也不断寻求新的区域合作，2020年
1月29日，美国重新签署了新的美墨加
贸易协议，同时，美国还在积极寻求与
印度签署贸易协定。未来的世界贸
易，可能会形成“多足鼎立”的新格
局。值此阶段，中国签署 RCEP 是在
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迈出的重要一
步，也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
球化浪潮”的成功反击。

RCEP的成功签订，将为今后我国
加入其它经贸协定奠定基础。中方将
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CPTPP）。RCEP 还为中
日韩贸易协定和中欧贸易协定的推进
创造了良好条件。2019 年，欧盟和日
本分别位列我国贸易伙伴国第一和第
四位。我国对欧盟进出口贸易达4.86
万亿元，同比增长8%，相反，对美国进
出口总额下降10.7%。因此，未来中欧
和中日韩贸易协定的签署势必会给中
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缓解中美贸
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和东盟诸
国也欢迎印度加入RCEP。印度具有
新兴市场规模大、人口红利高等优势，
如果印度加入，RCEP成员国将共同享
有这种优势，达到互惠互利。

中国致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经济一体化，与其他各国互惠共赢。
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加入一
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联盟’。”

邱炳阳 耿 强

从RCEP看全球
经贸关系新格局

水煮财经

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八年
“长跑”，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机制终于瓜熟蒂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彭波说，
“RCEP签署，对中国而言，是外经贸领域仅次于WTO的标志
性事件。”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这一协定的签署，对开放大省江苏意
味着什么？对接RCEP，江苏企业的发力点在哪里？

减资公告
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经
股东会决议，现已组成减资组
进行资产清查评估，准备股权
减资。

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在兴
联系电话：

0516-82189288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经开

区鲲鹏路徐州农科所院内
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公告启事
李愉乐：

依据你们留下的联系方式，公
司曾多次与你们联系，要求你们回
公司上船工作，但联系未果。为此，
公司按你们留下的联系地址，通过
书面形式告之你们在规定时间回公
司报到，否则将按旷工处理，但至今
你们仍未回公司报到。现再次予以
公告，要求你们2020年12月20日
前回公司报到，超过时间未回公司
报到的，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
和《招商南油员工奖惩管理须知》的
规定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公 告
林志华、曹卫东、袁利：

依据你们留下的联系方式，公司
曾多次与你们联系，要求你们回公司
上船工作，但联系未果。为此，公司
按你们留下的联系地址，通过书面形
式告之你们在规定时间回公司报到，
否则将按旷工处理，但至今你们仍未
回公司报到。为此，再次予以公告，
要求你们2020年12月20日前回公
司报到，超过时间未回公司报到的，
公司将依据《劳动合同法》和公司员
工奖惩管理相关规定作解除劳动合
同处理。

南京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南京协力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8,536.96万元,本金
余额为2,773.07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南京，该债权由施卫东、程松筠提供保证
担保，以个人住宅设置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陈啸飞、王圣军，联系
电话：025-52680853、025-52680838，电子邮件：chenxiaofei@cinda.com.
cn、wangshengjun@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
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
机 构 编 码：B0013L33208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81807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11月4日
住 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渡口大道金融中心B5

号楼裙楼1-2层、主楼23-29层
邮 政 编 码：223001
电 话：0517-85395561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1月19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新橙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