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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4 月 12 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中新苏
州工业园区建设25周年成果汇报会上获悉，截
至目前，该园区人均GDP、单位GDP能耗、研
发投入占比等一批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
平，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国际
合作的典范。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
府间首个旗舰型合作项目，1994 年 2 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25 年来，该区实际利用外资 300
多亿美元，累计创造税收8000多亿元，实现进
出口总额超 1 万亿美元。在 25 年发展历程中，
园区探索实现了一系列转变。

从“学习借鉴”到“品牌输出”。苏州工业园区
从系统学习起步，认真借鉴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成功
经验，累计派出 194 批 3680 人次赴新培训，并出
台了110项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符合中国国情的
规章制度。中新合作内涵从早期的联合招商、合

作开发，逐步向科技创新、金融开放、服务贸易等
领域拓展。近年来，园区品牌更是在“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不断辐射推广。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25 年来，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家外资企业在园区深
耕发展，其中不乏西门子、飞利浦、艾默生、
三星等一批世界 500 强企业。在信息电子、高
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更有一大批自主品牌企业
发展起来。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境外投资服
务示范平台，园区推动 309家中国企业到 53个
国家进行投资布局，成为服务中国企业沿着

“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从“园区制造”到“园区创造”。坚持以

“亩产论英雄、创新论英雄、生态论英雄”，
园区在“守”与“舍”、“进”与“退”之间
加快企业升级转型，实施产业梯次转移。近
年来，园区聚焦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
人工智能三大特色新兴 产 业 ， 吸 引 哈 佛 大

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冷泉港实验
室等国际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园区设立相
关机构。2018 年，园区生物医药领域高层次
人才数量、创新型企业、新增生物一类新药
批件均占全国 20%以上，成为最具创新活力
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园区抢抓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深化开展开放创新综
合试验，累计组织实施重点改革 172 项，其中
近30项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全国复制推广。在
营造高标准的投资贸易环境和高效能的政务服
务环境方面，该园区为全国开发区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积累了鲜活经验。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说，
随着苏州工业园区持续深化中新合作，“一带一
路”建设、科技创新、金融开放、服务贸易等
成为新的合作亮点。中新合作模式和经验在越
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区域合作项目上复制推广。

海关总署 4 月 1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7.01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
增长 3.7%。其中，出口 3.77 万亿元，增长 6.7%；进口
3.24 万亿元，增长 0.3%；贸易顺差 5296.7 亿元，扩大
75.2%。对此，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指出，今年
以来，一些国际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增
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贸易运行的“稳
定器”，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增长释放出积极信
号，将有助于提振信心，稳定全球贸易。

3月出口大幅增长21.3%

在国新办4月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魁文介
绍，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保持总体平稳。其中，3
月当月进出口增速较快，出口呈现两位数增长。今年3月
份，我国外贸进出口2.46万亿元，增长9.6%，有力拉动一
季度外贸整体增速的回升。其中出口 1.34 万亿元，大幅
增长21.3%，进口1.12万亿元，下降1.8%。

李魁文指出，国内经济“稳”是外贸“稳”的重要支
撑。今年以来，国内需求、市场预期等多项指标向好，其
中 3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至景气区间，
表明我国制造业出现回暖。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同时随
着去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
效应的释放，为对外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价格因素是一季度进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之
一。”李魁文说，据海关初步测算，一季度我国进口、
出口价格总体分别上涨 3.5%、4.4%，呈现温和上涨态
势。其中出口价格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 66.3%；

进口方面，部分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较
快，比如天然气、铁矿砂、大豆等进口价格分别上涨
28.2%、12.8%、8.8%。

“此外，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总体平稳，这
有利于稳定外贸进出口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也有助于
促进我国外贸的稳定增长。”李魁文表示。

贸易伙伴多元化积极推进

李魁文指出，稳步增长的同时，一季度外贸呈现
很多亮点：

一是贸易伙伴多元化积极推进。一季度，我国对
欧美日等传统市场贸易比重为 34.7%，同比回落 0.9 个
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贸往来更
加密切，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
出整体增速 4.1 个百分点，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27.5%提
升至28.6%；对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所占比重分别达
到了7%、4.6%，同比提升了0.7个和0.1个百分点。

二是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一季度，我国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 5.4%，其中部分附加值较高的机
电产品和装备制造产品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
势，计算机设备、金属加工机床、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10.5%、26.5%和15.1%。进口商品方面，消费品、医疗
仪器及器械进口分别增长10.5%、10.8%。

三是外贸内生增长保持较强活力。一季度，一般
贸易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值达到了59.6%，比去年同期
提升 1.3 个百分点，对进出口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了
94.5%。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9.9%，成为拉
动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市场主体参与外贸发展的
动力更趋强劲。

二季度有望实现温和增长

李魁文表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
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
新动力。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万亿元，增长7.8%，高出外贸整体增
速4.1个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28.6%。其中，出口1.12
万亿元，增长9.8%；进口8768.5亿元，增长5.4%。

李魁文指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
进，中欧经贸往来更趋密切。今年一季度，欧盟继续保持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国对欧盟进出口总值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占我外贸总值的15.8%。其中出
口6679.6亿元，增长14.4%；进口4406.2亿元，增长7.3%。

海关总署介绍，中东欧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今年一季度，我国对中东欧国
家进出口 1320.3 亿元，同比增长 13%。其中，出口
973.1亿元，增长14.8%；进口347.2亿元，增长8%。

“总体看，一季度我国外贸开局平稳。同时，当前促
进我国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依然较多，但当前国际
环境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近期，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下调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贸易组织也
下调了 2019年国际贸易增速。综合各方面因素，预计二
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有望实现温和增长。”李魁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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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寇
江泽） 生态环境部12日通报2019年
前3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76.9%，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
点；96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同比增加28个；PM2.5浓度为54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9%；PM10
浓度为 84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
臭氧浓度为105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3.7%；二氧化硫浓度为 14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2.2%。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49.1%，同
比下降3.8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90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8.4%。
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71.1%，同
比上升3.3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5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1%。

汾渭平原11个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45.2%，同比下降 1.0 个百
分点；PM2.5 浓度为 95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9.2%。168 个重点城市
中临汾、石家庄、邢台等20个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拉萨、海口、深圳等
21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本报泰州4月 12日电 （谢宣）
由江苏省体育局和泰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江苏省第一届智力运动
会”12 日在江苏泰州市拉开帷幕。
该赛事为期 8 天，来自全省的数千
名高手将在泰州展开“最强大脑”
的巅峰对决。

江苏省第一届智力运动会组委会
主任、泰州市市长史立军表示，泰州
一直有着较好的智力运动基础，特别
是棋文化历史悠久、氛围浓厚，涌现
出徐天红、侯逸凡、丁波等棋类大
师，多次成功举办在国内外有着较强
影响力的赛事活动，兴化成为全国首
个“国际象棋之乡”，姜堰被命名为

“全国围棋之乡”。
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刚在致辞

中表示，江苏大力推动全省智力运
动的普及发展，智力运动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智力运动已经成为广受
人民群众热爱的体育活动，在推动
江苏省体育事业加快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以棋牌
运动为代表的智力运动以其独特的
人文魅力吸引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
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功能
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本届智力
运动会共设围棋、象棋、国际象
棋、桥牌、国际跳棋、五子棋、掼蛋、
魔方、飞镖等 9 个大项、91 个小项项
目，其中“五棋一牌”项目是全国智力
运动会的传统项目，掼蛋、魔方、飞镖
则是江苏的特色项目。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许
志峰） 中国证监会12日宣布，近日
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展红枣期货
交易，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 4
月30日。

据介绍，红枣是我国特色农产
品，也是落实脱贫攻坚战略和支援
新疆地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其种植
和销售涉及千万农户的切身利益。
近年来，我国红枣产量不断增加，

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对相关农户和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
响。开展红枣期货交易，可为市场
提供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工具，促
进红枣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好地
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

证监会表示，将督促郑州商品
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红
枣期货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前3月北京PM2.5同比下降7.1%

江苏首届智力运动会在泰州开幕江苏首届智力运动会在泰州开幕

郑商所获准开展红枣期货交易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积极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抢抓“一带一路”倡议
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开拓海
外市场，产品远销德国、法
国、印度、泰国、伊朗等20余
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出口
额达 2.77亿美元。图为袁州
区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人在
生产外销的电子制品。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4 月 11 日，贵州省赤水
市文华小学开展“非遗进校
园”活动，带领学生走进赤水

“黔老翁”晒醋酿造基地，零
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魅
力。赤水晒醋历史悠久，2009
年被列入贵州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图为学生们在
晒晾区参观晒醋。

王长育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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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为期4天的第22届中
国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与技术博
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来自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摄影及相关
行业的企业参展，一批新产品、新
技术吸引了许多业内人士和摄影爱
好者前来参观体验。图为参观者在
博览会上与装扮成镜头的人偶互动。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4月11日，埃及第四届
“法老村”国际文化节在开
罗“法老村”旅游风景区举
行，吸引了来自中国、韩
国、泰国、巴基斯坦、也门
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埃
使馆和文化机构参与，共同
举办文化展示活动。图为文
化节中国展区一角。

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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