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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8日电 （记者杜海涛） 据海
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16.72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8.6%。其中，出口8.89万亿元，增长5%；进口
7.83 万亿元，增长 12.9%；贸易顺差 1.06 万亿
元，收窄30.6%。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今年以
来，我国进出口稳中向好，前 7 个月保持较快
增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0.7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国内需求向好，我国积极扩大进口，贸易
顺差收窄，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

前7个月，我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以下特点：
从外贸方式看，一般贸易快速增长、比重提

升，出口质量继续改善。前7个月，我国一般贸易
进出口9.85万亿元，增长12.7%，占我外贸总值的
58.9%，比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5.07 万亿元，增长 10.2%；进口 4.78 万亿元，增长

15.4%；贸易顺差2999.8亿元，收窄35.8%。
从主要市场看，我对欧盟、美国、东盟和

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呈增势，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前 7 个
月，中欧贸易总值 2.46万亿元，增长 5.9%；中
美贸易总值为 2.29万亿元，增长 5.2%，占我外
贸总值的13.7%。其中，我对美国出口1.66万亿
元，增长 5.6%；自美国进口 6250.1亿元，增长
4.3%；对美贸易顺差 1.04 万亿元，扩大 6.4%。
我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2.11万亿元，增长 11.6%。
中日贸易总值为 1.2万亿元，增长 4.3%。同期，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4.57
万亿元，增长 11.3%，高出全国整体增速 2.7个
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 27.3%，比重提升 0.7
个百分点。

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进一步
提升，外贸内生动力继续增强。前 7 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6.55万亿元，增长11.4%，占我外
贸总值的 39.2%，比去年同期提升 1 个百分点。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7.1 万亿元，增长
3.9%，占我外贸总值的42.4%。

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外贸优进优出特点
格外突出。其中，机电产品出口 5.19 万亿元，
增长 6.8%，占出口总值的 58.3%。服装、纺织
品、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1.69万亿元，下
降3.5%，占出口总值的19%。

从进口商品看，受去产能等因素影响，原
油、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加，铁矿砂进口量
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现。其中，进
口铁矿砂 6.21亿吨，减少 0.7%，进口均价为每
吨 446.4 元，下跌 11.1%；原油 2.61 亿吨，增加
5.6%，进口均价为每吨3219.9元，上涨23%。

前7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8.6%

顺 差 收 窄 30.6%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

本报北京8月8日电（记者陈劲
松）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2018
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第一批 11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
992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超
过 1.1 万条，35.7 亿人次网民关注和
参与。在发布和传播募捐信息的同
时，相关平台为慈善组织开通在线筹
款功能，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 9.8亿
元，其中通过腾讯公益筹款 4.15 亿
元、蚂蚁金服筹款 3.2亿元、淘宝公
益筹款 1.67 亿元，同比 2017 年上半
年增长30%。

上半年，互联网募捐主要集中在
扶贫济困、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救
灾救援、环境保护等领域。同时，在

线捐赠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行走捐、
阅读捐、购物捐、企业配捐、虚拟游
戏捐等创新方式受到公众欢迎，“80
后”、“90 后”成为互联网募捐的主
流，“00 后”开始参与互联网公益。
依托“互联网+”，“人人公益、随手
公益、指尖公益”正在成为潮流。

据悉，上半年各平台进一步加强
规范化建设，完善信息公开、在线投
诉举报功能，尝试了区块链、“冷静
器”、财务披露组件等一系列技术和
管理创新。相关平台立足自身特色和
优势，为中小型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提
供支撑，包括提供平台入驻、咨询、
培训、辅导以及技术、资金、传播等
方面的支持。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募有序发展
上半年总筹款额逾9.8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8日就澳大利亚总
理特恩布尔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答记
者问时表示，希望澳方继续同中方
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澳关
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有记者问：据了解，8月 7日，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对华政策讲话，
表示澳方欢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非凡成功，积
极评价华侨华人对澳社会所作贡献，期待同中方

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进澳中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特恩布尔总理在演
讲中就中国改革开放、中澳关系及两国务实合作

等问题作出了积极表态。“我们对
此表示赞赏。”

华春莹说，中澳同为亚太地区
重要国家，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

繁荣。“希望澳方继续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互信与
合作的事，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澳关系沿着正确轨
道向前发展。”

就澳总理发表对华政策讲话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进 入 8 月 份 以
来，西藏各地民俗
节日集中亮相，进
藏旅游进入高峰。
据西藏自治区旅发
委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西藏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
客 1115.61 万人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00 多 万 人 次 ， 增
幅 达 29.6% ； 实 现
旅游总收入 124.6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7%。

图为 8 月 8 日，
游客穿着藏族服饰
在布达拉宫广场留
影。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中国专家发现锂含量最高恒星中国专家发现锂含量最高恒星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
王立彬） 衣食住行，皆可共享。立足
城乡闲置房源的民宿业正成为共享经
济新风口，对公共服务、市场管理提
出迫切要求。

作为携程、艺龙、去哪儿、蚂蚁
短租、58 赶集、微信酒店、芝麻信
用、大鱼自助游与途家等房屋共享民
宿流量入口，途家网8日公布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其全球房源突破
120万，其中国内房源超过80万；境

内预订同比增长5.98倍，境外预订增
长10倍；上半年民宿预订增长最快的
吉林通化、湖北襄阳、广东汕尾、四川
德阳等三四线城市，增速均逾40倍。

基于共享模式，短租民宿有效盘
活了闲置住房资源。数据显示，目前
国内可统计闲置房源超 6500 万套，
再利用不足 5‰，携程联合创始人兼
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认为，大量闲
置房源表明，民宿业可能是一个与酒
店业同样量级的产业。

8月 8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官方网站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官方网站 （focacsummit.mfa.gov.cn），网站包括最新要
闻、会议情况、配套活动、众评峰会、会议服务、精彩视频等6个板块。

图为官网开通现场。 本报记者 贾平凡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官网开通

8月8日，2018北京奥林匹克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本次奥林匹克博
览会集中展示历届奥运会的火炬、奖牌、海报、集邮、钱币、吉祥物、奥运
装备、影像资料、奥林匹克收藏品等奥运遗产。图为参观者在博览会上欣赏
展品。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北京奥林匹克博览会开幕北京奥林匹克博览会开幕

民宿成为共享经济新亮点

本报北京 8月 7日电 （记者吴
月辉） 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为
首的科研团队日前依托大科学装置
郭守敬望远镜 （LAMOST） 发现一
颗奇特天体，它的锂元素含量约为
同类天体的 3000 倍，是目前人类已
知锂元素含量最高的恒星。国际学
术期刊 《自然·天文》 7 日在线发布
了这一科研发现。

锂元素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
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元素，它在宇
宙和恒星中的演化，一直以来都是
天文领域的重要课题，但当代天文
学 对 锂 元 素 的 理 解 还 有 很 大 局 限
性。富含锂元素的巨星十分稀有，
在揭示锂元素起源和演化上却具有

重要意义，过去 30 余年天文学家只
发现极少量此类天体。

随着郭守敬望远镜和巡天计划
的开展，其海量恒星光谱观测能力
在天文基础研究中逐渐发力，在此
次 科 学 发 现 中 发 挥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这颗新发现的富锂恒星来自银
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夫座方向，位于
银河系盘面以北，距离地球约 4500
光年。

据介绍，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
对天体中锂元素的认知，将国际上
锂含量观测极限提高一倍。同时，
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对锂元素合成和
现有恒星演化理论提出了独树一帜
的新观点。

7月9日，厦门至布达佩斯中欧班列直通线
正式开通运行。此次中欧班列由厦门始发，只
需经过17天即可直达“中东欧心脏”腹地。便
捷、高效的新通道只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全
球落地的一个缩影。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以来，海陆空立体联动，共同打造中外
交流的多方渠道，托起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陆上丝路”，越建越快

阿拉山口的戈壁上，风日复一日地吹着。
比风更快的，是经由山口呼啸而过的列车。
2011年，首列中欧班列——渝新欧班列经此处
出关，打开了通往欧洲大陆的新通道。昔日寂

静的边疆口岸见证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成
为中欧经济交流的重要支点。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
突破9000列，由厦门、成都、武汉等48个国内
城市始发，与欧洲 14 个国家 42 个城市互通有
无，运送货物近80万标箱。

中欧班列日夜兼程，为沿线各地的人们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速度更快，运行线路更
长，载重更大，中欧班列带来了物流方式的改
变，也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不仅有中欧班列，还有
在地球远方落地的多个中国项目。2018 年 4 月
底，由中国负责的以色列特拉维夫轻轨项目的

三条隧道顺利贯通，象征着中国技术
正走向发达国家；5月27日，由中国
承建的越南高岭桥项目正式通车，为
当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海上丝路”，越行越远

斯里兰卡的最南端，跳动着印度
洋的心脏。造物者将汉班托塔港口镶
嵌于此，成为孟加拉湾的门户。这里
距离亚欧间主要航道不过 10海里，紧
扼印度洋航运的命脉。从2017年12月
9 日起，中国拥有这个港口 99 年的特
许经营期。

这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
线支点，也是中国拥有的众多海外港
口之一。随着对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

的收购完成，招商局在海外的港口布局上实现
了六大洲全覆盖。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统计，截
至 2018 年 7 月，中国已参与希腊比雷埃夫斯
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
建设经营。

如果说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那
远洋航线便是连接和激活各个中心的网络。中远
海运集团作为航运业的领头企业，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展现了中国力量，其远洋航线已经
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个港口。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

有序运转的车间内，工人熟练地将整齐堆
放的货物运上货机发往世界各地，河南航空货
运发展有限公司货运发展协调部经理雷红丽已
经习惯了这种忙碌的节奏。已在航空货运行业
工作22年的她，看着郑州机场跻身全球机场50
强，保障货物种类也由过去的普货发展到现在
的冷链、快件、电商等23大类、7000余种，感
到十分骄傲。

“不靠海不沿边，一条跑道飞蓝天。”另辟
蹊径，郑州国际航空客运货运枢纽成为“空中
丝路”的“航线织女”，推动中原腹地成为开放
前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已与
沿线 43 个国家实现直航，国际航线新增 403
条，每周约有4500个直航航班。

“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人民带来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福祉，海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为世界
经济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海陆空联动 打造“活力丝路”
严 冰 袁苗苗 赵 静

8 月 8 日，中亚（塔什干—胶州）首列回程班列抵达山
东胶州。 潘俊强、王昭脉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