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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规模增速加快、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主要
业态经营回暖……日前，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负责
人介绍了 2017年中国典型零售企业发展情况，实体
零售发展呈现以上3大特点。商务部指出，去年零售
业回稳向好的态势基本形成，今年实体零售回暖的
趋势将持续增强。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 年，商务部重点监测的
2700家典型零售企业 （以下简称典型企业） 销售额
同比增长 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3 个百分点。
典型企业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8%和 7.1%，
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6.5 和 11 个百分点。专卖
店、专业店、超市和百货店等主要业态的销售额增
速分别为 8.3%、6.2%、3.8%和 2.4%，较上年同期分
别加快6.6、3.3、1.9和2.7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指出，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创新转型，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传统商业场馆不断调整
商品结构和业态结构，是带动实体零售业销售明显
回暖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看，发展新业态、搭建全渠道、重构供
应链、推进渠道下沉，是去年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4
大亮点。

2017 年，零售企业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和上游下
游，促进多业态、跨行业、聚合式、协同化深度融
合。无人货架和无人便利店是零售企业做出的一个
新尝试。目前，无人便利店“缤果盒子”已进驻全
国20多个城市，市民可通过扫码或者刷脸进入无人
店，在选择商品后直接放入结账槽内，通过微信、
支付宝或者 APP扫码结账。类似模式的无人便利店

和无人货架也陆续在全国各个城市开设，还有一些
超市发展出“超市+餐饮”新模式来吸引消费者。

中国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齐晓斋认为，实体零
售行业主打的体验式商业将继续“高歌猛进”。未
来，新一轮“场景革命”或成实体零售业复苏的关
键。

商务部介绍，2017 年零售企业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全面拓展实体店、无人店、移动终端、电
视购物平台等销售渠道，使消费者实现便捷高效的
一体化购物。同时，零售企业积极推进供应链向生
产端延伸，压缩成本，以需定产，实现“千店千
面”。

另外，一些零售企业加快向中小城市、新型城
镇和农村市场推进渠道延伸。如京东推行“京东超
市百城行”活动，苏宁计划在农村开设 1000家苏宁
易购直销店。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2018 年，在宏观
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步伐加快等
因素的作用下，零售企业创新转型不断升级，实体
零售回暖的趋势将持续增强。我们将围绕创新流通
和促进消费两大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
实施消费升级专项行动，大力发展品质零售、智慧
零售、跨界零售、绿色零售，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
效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国企混改应转变经营机制

对于具有明显资源优势但又具有天然缺陷的国有
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于基因改造技术，只
要体制合适和机制转变到位，将促进国有企业发生脱
胎换骨式的变化。混改不是“为混而混”，关键要促企
业转换机制，企业混改之后应及时转变和完善经营机
制。这实际上对优化股权结构、破除传统国有企业

“一股独大”问题和引入有制衡能力的新股东提出了要
求，否则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
主任项安波

●激发民间投资需完善环境

2017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激发民营
企业活力，重在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完善企业
经营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这是主动
夯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而不是被动应对
数量上表现出的投资增速回落。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
建成

●制造业去产能不可避免

今后几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两个问题，中长
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业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需要
培育发展新一代高端制造业；近期问题是制造业产能
过剩，导致恶性竞争。去产能不可避免，而去产能必
然关闭一些企业。不但要调整国有企业，还要调整很
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难
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
（张晓琳 郑倩雯辑）

2017 年增长 14.2%，扭转此前连续两年负增长
局面，回稳向好基础不断巩固——在 1月 12日国务
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
绍了2017年全年进出口情况。2017年进出口值逐季
提升，但同比增速趋缓，这一态势曾经引发市场对
于外贸能否持续向好的担忧。而从最新发布的全年
数据来看，中国外贸进出口不仅实现恢复性增长，
质量和效益也进一步提高。2018年，在经济回暖利
好与外部不确定性共存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将继续
朝着高质量发展挺进。

全年增长态势好

据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扭转
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15.33万亿
元，增长 10.8%；进口 12.46 万亿元，增长 18.7%；
贸易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

对于 2017 年外贸表现，黄颂平指出，“2017 年
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一带一
路’倡议稳步推进，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多
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束两年负增
长的态势，实现了两位数的恢复性增长。对外贸易
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以外部需求为例来说，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
好于预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去年前三季度，
全球70个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合计出口值同比增长
9%以上，贸易增势明显。

同时，中国国内经济稳中向好，为进口增长奠
定基础。黄颂平指出，2017年实体经济经营改善带
动我国进口需求增加。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措施，
如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等，也对扩大进口产生

积极影响。
此外，新兴市场开拓有力，“一带一路”贸易等

贡献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同比上涨，推动进口值快
速增长；2015年和2016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连续
两年负增长，基数较低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
了2017年的增速。

质量效益多提升

进出口快速增长之外，2017年中国外贸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也进一步提升，这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

从贸易结构来看，国内产业链长、附加值高的
一般贸易进出口15.66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4%，比 2016 年提升 1.3 个百分点；同比增速为
16.8%，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2.6个百分点。

从市场主体来看，各类型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
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5.3%，对我
国进出口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 41.2%；同时
继续保持出口份额居首的地位。

从产品结构来看，部分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和装

备制造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比如出口汽车增长
27.2%，计算机增长 16.6%，医疗仪器及器械增长
10.3%，表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渐增强，国际
竞争新优势逐渐显现。在进口方面，部分重要设备
和关键零部件优质消费品进口较快增长，包括集成
电路、发动机、数控机床等。

“总体上看，2017 年我国外贸领域坚定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方式、调结构取得积极进展，
进出口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黄
颂平说。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也向本报记者表示，2017年中国外贸形势好转，这
一方面受益于国际市场回暖，同时也更源自中国转
变外贸发展方式，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未来利好可延续

2017 年进出口值逐季提升，但同比增速趋缓。
各季度进出口值分别为 6.17 万亿元、6.91 万亿元、
7.17 万 亿 元 和 7.54 万 亿 元 ， 分 别 增 长 21.3% 、
17.2%、11.9%和 8.6%。增速的回落曾一度引发对外
贸形势可持续性的担忧。

对此，白明指出，增速回落一方面受基数影响，
2017 年上半年对应的前年基数较低，表现出恢复性
增长态势，而下半年基数效应逐渐减弱，增速有所回
落。另外，汇率因素也影响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
值的增幅。剔除这两大因素，外贸形势仍在逐渐好转。

2017年外贸的良好形势有望进一步延续至2018
年，不过利好与挑战并存。

“今年我国外贸总体形势较好，但国际经济贸易
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黄颂平
说，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去年基数较大等多因素
下，外贸维持两位数较快增长的难度增大。但总的
来看，2018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我国经济延
续稳中向好，对我国外贸进出口较为有利。预计今
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质量效益
将有所提高。

白明认为，2018 年国际环境不会发生根本变
化，而中国外贸将进一步发力，尽量减弱国际市场
的影响。既培育竞争新优势，也巩固延续传统优
势，将促进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

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发展挺进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发展挺进
本报记者 李 婕

实体零售回暖趋势将持续
邱海峰 张晓琳 郑倩雯

据新华社福州1月11日电 （记
者许雪毅、刘刚） 看好福建跨境电
商产业发展潜力，全球龙头跨境电
商平台之一的 eBay，11 日在福建设
立分公司。同时，eBay 与利嘉集团
共同打造的福建跨境电商产业园在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
片区揭牌。

“福建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 ， eBay 是 新 时 代 全 球 贸 易 的 载

体。”eBay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
席执行官林奕彰在当天活动现场表
示，一直以来，福建企业都是 eBay
平台上一支活跃的生力军。

eBay 福建分公司是 eBay 继上海
总部和深圳分公司之外，在中国设
立的第二家分公司。林奕彰表示，
持续看好福建跨境电商产业未来的
发展潜力，希望继续推动福建的优
质企业和优势产品通过 eBay 平台走

向全球各地，激发出福建作为传统
外贸大省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合作
各方和跨境零售出口卖家的共赢。

此次揭牌的福建跨境电商产业
园，园区一期规划面积 30000 平方
米。园区最大亮点是集合 eBay 福建
分公司、物流服务中心、支付服务
中心、语言服务中心、福建七大高
校人才实训暨输出基地等。

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州片区副主任梁勇表示，eBay 福
建分公司暨福建跨境电商产业园落
地，有利于完善福州市跨境电商产
业链，创造跨境电商最优生态圈，
促进福州市外贸转型升级。

看好福建跨境电商产业

eBay在闽设立分公司

1 月 12 日，第十二届三亚国际热带兰花博览会在海南三亚
举行。本届兰博会以“丝路花为媒，兰香满天涯”为主题，设
立公共景观展示区、新春花艺展览区等十多个区域，我国及来
自法国、俄罗斯等 19个国家和地区约 130个展商参展，展出各
种兰花精品及兰艺作品6万盆。图为模特在兰博会上展示兰花作
品。 陈文武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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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2018 （第
八届） 全国天津年货购物
节在天津国际经济贸易展
览中心举办。本次年货节
为期11天，展览面积约1
万平方米，共设 400 余个
标准展位。展销范围包括
日用百货、特色小吃、节
庆用品等多种门类，为天
津市民提供一个春节前夕
集中置办年货的好去处。
图为市民在年货购物节上
选购春节用品。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年货盛宴

1月12日，江苏连云港港口集装箱码头一
片繁忙景象。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1月12日，河北省阜城县
英华小学开展“乐享科技魅
力”主题科普课外活动，学
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各
类趣味科普展品，学习科学
知识，感受科技魅力。图为
英华小学的老师 （右二） 带
领学生体验趣味彩色沙盘。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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