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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桂物联字〔2022〕 20号

关于举办RCEP框架协定下广西的产业机遇和
挑战高级研修项目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会员企业：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印发2022年度全区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更新工程研修培训项目计划的通知》（桂人社函〔2022〕93号）

文件要求，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于7月17日至22日举办

“RCEP框架协定下广西的产业机遇和挑战”高级研修班。本次

培训班将邀请区内有关专家学者，就RCEP对广西重点产业和服

务、投资的影响进行深度解读分析，推广RCEP原产地累计规则、

原产地证书申领程序等，为企业利用好RCEP国际规则提供支持，

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研修内容

（一）RCEP形势下广西的产业机遇与挑战；

（二）RCEP主要内容解读；

（三）RCEP服务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承诺和规则议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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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促会服务企业用自贸协定相关业务介绍；

（五）RCEP原产地规则解读和享惠通关事务；

（六）RCEP背景下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

展；

（七）企业案例分享，参观考察Lazada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

心（南宁）综试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二、研修形式

专家授课、专题研讨和实地考察相结合。

三、研修人员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各设区市及县（市）区商

务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各相关商协会有关负责人；外贸、外资、

外经或供应链企业有关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

四、考核发证

高研班结束时，每位学员需提交一份个人学习小结。经考核

合格后，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广西专业技术人

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学时计入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

五、研修经费

培训人员往返交通费自理。

六、其他

（一）研修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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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修时间：2022年7月17日-7月22日

2.研修地点：南宁市旅发乐悦酒店

（南宁市良庆区平乐大道10号，地铁三号线广西规划馆站A

口）

3.报到时间：2022年7月17日14:30-18:00。

（二）报名方式：请报名人员于2022年7月8日前登录广西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http://ptce.gx12333.net/）提交个

人报名信息（具体流程详见附件4），同时将加盖公章的报名回

执扫描后发送到邮箱：gx5679@163.com。

（三）防疫要求

参训学员是疫情防控期间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严格遵

守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如实报告个人身体状况及旅行史、居住史，

并填写《个人健康承诺书》（附件5），在报到时交给工作人员。

参训学员报到时须出示健康码绿码、行程码，入邕人员须提前向

目的地所属社区报备，并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杭谦 0771-2282678 183 7883 5905（微信同号）

梁婷婷 0771-2282823 187 7531 1640（微信同号）

附件：1.高级研修班课程安排

2.授课专家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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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研班学员报名回执

4.报名操作及证打印流程

5.个人健康承诺书

6.健康南宁小程序入邕报备流程

7.防控疫情实施方案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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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级研修班课程安排（拟）

日 期 授课方向 授课专家

7月 17日 14:30—18:00 学员报到

7月 18日

8:30—9:00 开班仪式
联合会领导主持

人社厅领导致辞

9:00—12:00
RCEP形势下广西的产业

机遇与挑战
周 密

14:30—17:00 RCEP主要内容解读 罗传钰

7月 19日
8:30—11:30

RCEP服务贸易、投资市场准

入承诺和规则议题解读
雷小华

14:30—17:00
贸促会服务企业用自贸协定

相关业务介绍
苏英明

7月 20日
8:30—12:00

RCEP原产地规则解读和享

惠通关事务
南宁海关

14:30—17:00
RCEP背景下中国（广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李世泽

7月 21日
8:30—12:00

案例分享，参观考察Lazada
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南

宁）综试区海外人才离岸创

新创业基地

丁国勋

14:30—17:00

7月 22日
8:30—12:00 学员交流，结业仪式

14:30— 学员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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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授课专家介绍

周 密 博士，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

访问学者，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任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

李世泽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研究处处

长，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当代广西杂志社特聘

理论专家，数字广西专家咨询委员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任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南宁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管理处处长、社

会发展研究处处长。出版个人专著1部，参编著作9部，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320篇，组织重大课题研究108项，学术成果获中国发展

研究奖、广西社科奖等12项。多项研究成果获自治区领导批示，

进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区域经济、宏观

经济、产业经济、向海经济、东盟问题和物流发展等。

雷小华 博士，研究员，现任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副所长、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国别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长

期致力于研究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近年来出版专著《东盟国家

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主编《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报告》《广

西沿边开发开放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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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英明 广西贸促会RCEP推广实施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法学硕士。

罗传钰 国际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现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副院长、文莱所所长。

兼任广西东盟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国际法学研究会副秘书

长。同时受聘为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

来西亚《南洋商报》专栏作者，东南亚法律联盟（新加坡）荣誉

顾问、印度尼西亚希望之光大学《全球法律评论》期刊编委会委

员。

丁国勋 韩国庆熙大学博士，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交换学

者。现任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

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创新发展智库首批专家，南

宁市高层次C类人才，2020年度广西火炬创业导师，广西电商创

新创业标兵等荣誉称号。



8

附件3

高级研修班

学员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经办人 手机

职 务 邮箱

学员姓名 职务 手机 住宿需求
备注

（南宁市区内
可提供车牌号）

*开票信息（本次培训班费用一律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注：1.请将回执于 7 月 8 日 17:30 前报名回执表（文件以单位命名）方式
发至我会指定邮箱 gx5679@163.com；

2.培训班联系方式：
李杭谦 0771-2282678 183 7883 5905（微信同号）
梁婷婷 0771-2282823 187 7531 1640（微信同号）
3.住宿安排：原则上南宁市区外的学员安排住宿（标双 2人合住）；

如需单人住宿，请在住宿需求中标明，并另补差价。
4.费用转账请备注：高研班培训费。

mailto:22829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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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名操作及证书打印流程

第一步 登录广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 ptce. gx12333. net)，在“知识更新工程”栏目框中点击“高

级研修班”，进入到项目，选择“RCEP框架协定下广西的产业机

遇和挑战高级研修项目培训班”进行点击进入报名页面。

第二步 点击报名后，在“个人报名信息填写页面”中，按

提示如实输入身份证号、真实姓名、所在地、单位名称、民族、

籍贯、学历、职称级别、职称名称、职务、专业、学位、联系地

址、电子邮件、手机号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确认信息无误

后，点击“提交报名信息”按钮。

第三步 学员报名成功后，会自动获得信息管理系统账号

(账号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00000)。请及时与承办单位联系

确认报名情况，只有承办单位审核报名资格通过并在后台点击

“确认”后，学员方能查询个人在该培训班的报名情况。

第四步 于办班结束后登录系统添加小结。具体操作：点击

[我的培训] -- [高级研修班] -- [添加个人小结]。
第五步 打印证书。承办单位审核小结通过后会给学员在系

统上生成证书。证书查询/下载流程：登录系统，点击[我的培训]--
[高级研修班] -- [下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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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个人健康承诺书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承诺人姓名：

承诺人联系电话：

承诺人身份证号：

本人承诺以下填报健康信息真实、完整、有效，如有瞒报、漏报和弄虚作假行为，

自愿接受党纪、政纪和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处罚。

1．填写当日体温： 度

2．填写当日所处位置：

3．填写当日本人身体状况：

□正常

□发热（体温在 37.3 度以上，含 37.3 度）

□咳嗽、胸闷、乏力等症状

4．是否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病例？

□是 □否

5．是否为疑似新冠肺炎人员？

□是 □否

6．填报日期两周以来（近十四天）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人员？

□是 □否

7．填报日期两周以来（近十四天）是否途径/中转/停留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8．近期您是否接触过有发热、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的人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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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健康南宁小程序入邕报备流程

学员抵达南宁前通过“智慧防疫-健康南宁”防疫微信小程

序进行入邕报备，或者向目的地社区报备，抵达后如实报备并按

照防疫要求配合落实个人健康管理工作。

“健康南宁”小程序入邕报备操作指南

步骤 1：进入“健康南宁“小程序

步骤 2：使用微信号登陆“健康南宁”小程序后绑定微信手

机号，依次、点击“允许”，如使用其他手机号，可选择“使用

其他手机号”进行绑定。

步骤 3：登陆“健康南宁”小程序后，依次点击“我的”“实

名认证”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点击

“提交”进入“人脸识别验证”页面，点击“下 一步”开始人

脸识别。温馨提醒：人脸识别请保持光线充足，靠近屏幕，再按

系统提示进

步骤 4：依次点击“首页”“入邕报备”进入“入（返）邕

报备”页面，点击“提交入（返）邕报备”进入填报页面。

步骤 5：填写入（返）邕报备信息，点击“提交入（返）邕

报备”。

步骤 6：提交入邕报备可选择上传核酸检测报告，点击“上

传 7 日内核酸报告”，按要求填写检测报告信息并上传报告照片，

点击“提交”。

步骤 7：依次点击“首页”“入邕报备”进入“入（返）邕

报备”页面，点击“我的申请”查看审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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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防控疫情实施方案

由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承办的“RCEP框架协定下广西的

产业机遇和挑战”高级研修项目培训班将于 2022年 7月 17日-22
日在南宁举行，室内培训课程在南宁市乐悦酒店进行，参观考察

设在 Lazada跨境生态创新服务中心（南宁）综试区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培训班规模为 50-80人，授课专家和学员均为

区内人员。按照“安全第一、科学施策、严格管理、严密细致”

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14号）、《广

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

要求，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严防

常态化下疫情在大型群众性活动内传播，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同时，全力以赴做好培训班各项工作，确保本次培训

班取得圆满成功。

二、防控措施

（一）建立健全疫情防控机制

设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制定并严格落实培训班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建立培训班活动现场感染控制与隔离制度、流

程并组织实施。同时，全力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保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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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口罩、消毒液、测温仪等防控用品，确保培训期间防控工作的

顺利开展。

（二）做好培训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培训班现场由酒店严格执行进入测温扫码、强化场所重点区

域消毒、强化人员健康管理和防控知识培训与宣传。所有学员须

完成全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提供《个人健康承诺书》，同时出

示健康码，南宁市外的学员需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全程

正确佩戴口罩。

1.入口测温区

酒店入口设置测温区，配备齐全的免洗手消毒液及口罩。入

口测温区严格落实所有进入活动场地人员的体温检测准入制，拒

绝测温及体温超过 37.3℃人员一律禁止进入。

2.应急医疗服务区

酒店设置医疗服务区，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负责对出现发

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人员及时进行隔离、排查，并按照相

关规定处理。

3.临时隔离观察区

根据培训班的实际情况，由酒店设置临时隔离观察区，避开

人员出入必经通道和集中活动场所，用于初测体温≥37.3℃人员

的体温复测和待送人员停留。

（三）做好统一核酸检测安排及返程提示工作

在酒店设置统一核酸检测点，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方便授课

专家和学员培训返程需要，时间安排：7 月 21 日（周四）

17:30-18:30。
（四）落实工作人员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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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培训班工作人员健康防护。培训班工作人员进行自我健

康监测工作，日常体温监测。如出现发热（≥37.3℃）、干咳等

症状应及时报告并进行排查。工作人员自觉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五）加强对中高风险地区学员的管控

对从中高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区（县）来的客人，

要求至少提前 24小时通过工作人员向酒店所属社区报备，抵达

后由酒店所属城区落实健康管理，需按桂新冠防指〔2021〕94
号、32号、南新冠防指〔2021〕215号有关要求进完成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后参加培训。

三、应急处置

1.培训期间加强各岗严格值守，随时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充

分做好疫情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

2.疑似症状人员处置。会场活动人员如出现咳嗽、呼吸困难

等不适症状或检测发现体温≥37.3℃，应由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立即通知防疫医护人员将异常人员带离培训班活动区域，启动应

急处置，安排就医排查。

3.密切接触者和场所管控按照最新防控方案和我区相关应

急处置预案做好防控措施。

广西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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