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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之变

从“模仿跟随”到“创新创造”

“中国科技行业在某些方面已经
领先美国。一些西方科技公司，正
从中国企业那里寻求创意。”在谈到
科技领域的“中国式创新”，《纽约
时报》曾这样感慨。

近年来，中国加快贸易优化升
级，鼓励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品
牌产品出口，引导加工贸易转型，
带动中国出口商品从低端向高端迈
进。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去年
全球 1/3 的出货量由中国品牌贡献；
在人工智能领域，大疆、摩拜单车
等品牌更在海外人气不减。而神舟
飞船、天河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一
张张响亮的“中国名片”，更成为

“中国创造”的有力见证。这些创新
成果的涌现，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制
造产生了“再认识”——“模仿跟
随”不再是中国产品的代名词，“创
新创造”才是其核心竞争力。

“过去有中国制造，现在我们有
中国品牌。”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主任曹磊认为，经过几十年来的发
展，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走出代工、贴
牌生产的发展模式，注重树立自己的
品牌。华为、格力、海尔、小米等品牌，
都赢得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青
睐。

与中国创新产品相对应的是，
中国还积极培育跨境电子商务、外
贸综合服务等贸易领域的新业态新
模式，打造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保
持稳定增长。2013 年，中国出口电
商交易规模约为2.7万亿元，2016年
就达到了 5.5 万亿元，3 年间增长了
一倍多。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 年
上半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
模2.75万亿元，同比增长31.5%，远
高于中国上半年出口总量同比增长
15%的增幅。

迅速发展的跨境电商业务，催
生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境电
商平台。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零
售体之一，阿里巴巴的跨境电商品
牌买家已覆盖全球 244 个国家和地
区，近一年注册会员达到 7000 万左
右，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批发交易系
统之一。其专为大型品牌商推出的
跨境贸易平台“全球速卖通”，更是
覆盖了全球 22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
亿的消费者。

格局之变

从“中国货物”到“中国服务”

服务境外居民2.3万人次，出口
额531万美元，同比增长77%……这
是去年海南省中医药服务贸易创下
的成绩单。去年，海南被国务院确
定为 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
区之一，提出在旅游、运输、文化
服务、保险服务、服务外包、中医
药服务等6大领域8个方面的创新任
务。2017 年上半年，海南服务贸易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9%。

海南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是
中国推动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
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的缩影。
近年来，有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政策
措施，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鼓
励文化、旅游、建筑、软件、研发
设计等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
包，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

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正在迈
向服务主导型经济，服务贸易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显著上升。2012-2016年，中国服
务进出口年均增速 9.6%，高于同期
货物贸易9.7个百分点。服务贸易世
界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认为，服
务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外贸平
稳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在
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全
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助

于 深 入 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
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服务领域
和高附加价值服务出口成为中国服
务贸易的一大亮点。最新数据显
示，1月至9月，中国新兴领域进出
口 10495.3 亿元，同比增长 10.3%。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同比
增长38.8%，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进出口增长25.2%。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
示，新兴服务出口较快增长，是中
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技术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一带一
路”建设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制造业
的生产服务能力增强等多方面因素
产生的结果。

趋势之变

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完
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
快速反应监管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意见》。作为进出口商品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全局性规划设
计，《意见》旨在完善进出口产品质
量监管体系，为实现进出口商品质
量安全监管的目标任务提供保障。

国家为何在顶层设计上强调进
出口商品质量建设？这与推进中国
贸易“优进优出”不无关系。过去
几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过于追求体
量上的“大进大出”，使得中国进出

口产品在技术、质量和附加值等方
面存在不少短板。

近年来，中国实施更高水平的
对外开放战略，推进双向开放，由

“大进大出”转为“优进优出”，推
动中国贸易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
高。一方面，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
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
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在资源
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面持续增
长，持续推进国内创业创新、经济
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例如，今年
前三季度，中国在部分重要设备和
关键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较
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增长 18.4%，
发动机进口增长 26.2%。另一方面，
大力提倡“中国质造”，推动中国速
度向中国质量转变。正式实施 《中
国制造2025》，抓住质量建设这条生
命线，全面夯实产品质量基础；将“实
施质量强国战略”纳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同时，在“优进优出”方面，中国

还与其他国家注重实现互补效应，打
造双赢格局。日前，中美两国元首会
晤取得了一系列经贸成果，两国企业
家共签署34项合作协议和意向，显现
出“优进优出”的特点。

“此次双方达成的经贸成果双向
互利、大体平衡，是一次互利共赢
的商业合作，将给中美两国企业和
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商务部
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
华举例说，中石化公司牵头参与阿
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旦实施
可在当地创造约7万个就业岗位，同
时，也可为中国每年减少 8000 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

“对外贸易是拉动一国发展的重
要力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未来我们将更加重视外贸
发展，但发展方式必须调整，就是
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我们
将不断提高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
易强国建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再做贡献。”谈到贸易强国建设，商
务部部长钟山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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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据测算，未来5年，中
国将进口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和
服务，中国贸易无疑将为世界经济带来
巨大机遇。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同时还指
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从“贸易大
国”到“贸易强国”，一字之差，意味着
中国贸易正在唱响自己的“变奏曲”，也
预示着中国贸易即将进入全新时代。

2009 年以来，中国连续 8 年保
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
二大进口国地位。近年来，在全球贸
易持续低迷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表
现优于其它主要经济体，外贸成为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力量。外贸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人数达到1.8亿左右，约占全国就业
总数的23%。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贸易强国
建设取得系列成绩：贸易结构不断
优化，贸易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深
入，自贸区建设取得可复制推广经
验。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分
享经济等新产业模式加快发展，不
断创造出新的贸易产业，带动了相
关领域贸易发展。

如今，巴西的松子、蜂胶，俄
罗斯的糖果、饼干，印度的手工艺
品、香料，南非的西柚、红酒，各
国特色产品都可以在中国电商平台
上买到。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已经形成了较大的交易规模和

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
商交易规模3.6万亿元，增长30.7%。
其 中 ，出 口 跨 境 电 商 交 易 规 模
2.75 万亿元，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中
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创新驱
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贸易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有效
满足甚至创造了市场需求，成为外
贸新的增长点。如何培育壮大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发展对外贸易
的重要话题。俗话说，“好马配好
鞍”。新业态有新特点，需要更加
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

首先要提高贸易各环节便利化
水平。这包括优化通关、物流配送、
支付、结汇等各方各面的服务支撑
体系。新加坡从小渔村发展为全球
国际化最高的国家之一，离不开其
围绕国际贸易而发展的配套产业，
完善的物流体系、金融体系、社会服
务体系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货流和
国际资本流动。培育壮大贸易新业
态，要在机制体制、营商环境上下功
夫，更要做好配套体系建设，既要让

贸易更顺畅，又要让服务更完善。
其次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一

方面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
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的贸易利益，
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格局，为
贸易强国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实施

“走出去”战略，支持企业建设国
际营销网络，加强经贸交往、产业
合作，开展园区建设交流，推动对
外贸易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如今，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市
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保
持较快增长态势，生产、服务一条
龙的产业联盟模式初具端倪。贸易
新业态的培育和壮大需要多方面配
套服务体系的完善。建设贸易强
国，莫让配套服务体系成为短板。

新业态更需“好马配好鞍”
王 萌

12 月 8 日，河北省枣强县某服装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工作中。目
前，该县年出口裘皮服装服饰300余万件。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44月月1313日日，，山东省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山东省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码头工人在码头工人在
目送轮船离开目送轮船离开。。 俞方平俞方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11月10日，在中国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列车上，乘
客们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吕 帅摄

5 月 9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中心，一名当地用户正在
使用中国品牌手机。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6月9日，在吉林省长春国际陆港，工人将车辆装入货柜。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6月9日，在吉林省长春国际陆港，工人将车辆装入货柜。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8月24日，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机器人大会上，一位德国
的技术人员在展示机器人。 龚文豹摄 （人民视觉）

8月24日，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机器人大会上，一位德国
的技术人员在展示机器人。 龚文豹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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