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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
下，中国外贸下一步走势如何？商务部日前发布的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19年春季）》指出，尽管
面临一定压力，但外贸的有利条件也不少。随着支持
外贸稳规模、提质量、转动力各项举措不断落地，政
策效应将持续显现，中国外贸内生动力正不断增强。

进出口总体运行平稳

《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中国外贸保持了平稳
运行、结构优化的态势。

——进出口总体平稳，出口增速快于进口。数
据显示，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70051 亿
元，增长 3.7%。其中，出口 37674 亿元，增长 6.7%；
进口 32377 亿元，增长 0.3%；贸易顺差 5297 亿元，
增长 75.2%。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同步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机电产品出
口 2.2 万亿元，增长 5.4%，占出口总额的 58.8%。服
装、玩具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6855.3 亿
元，增长6.5%，占出口总额的18.2%。

——高水平开放政策效应明显，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实现“开门红”。今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综
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后，一季
度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外贸整
体增速8.0、1.7和16.4个百分点，表明国家促进综合保税
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政策拉动作用明显。

——服务贸易比重提高。一季度，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为12919.8亿元，占对外贸易总额 （货物贸易与
服务贸易之和） 的比重达 15.6%，比去年全年提高 1个
百分点，说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发
展态势。

三大有利条件作支撑

商务部表示，2019 年中国外贸的确面临复杂严峻
的形势。不过，三大有利条件将强有力地支撑中国外
贸发展。

首先，外贸政策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中国实
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主动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
易平衡发展。2018 年中国多次下调部分商品的进口关
税，总体关税水平由9.8%降至7.5%，平均降幅达23%。

其次，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外贸稳中提质。当
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2019年3月，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
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 分别为 52.0%、51.2%和
51.4%，均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国内产业升级以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技术进出口，
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稳步增长，促进
外贸结构更加优化。

最后，外贸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加快。近年来，
中国政府全力推动外贸稳中提质，持续推进国际市场
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
式“五个优化”，大力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际营
销服务网络、贸易促进平台“三项建设”，推动外贸结
构优化发展。同时持续培育外贸新优势，不断挖掘外

贸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加大对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
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扶持力度，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正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新动力。

稳中有进势头没变

商务部表示，为妥善应对复杂局面，2019 年中国
外贸将以“稳中提质”为发展目标，重点做好稳规
模、提质量、转动力三项工作。

稳规模。一是要稳政策，继续推进稳外贸相关政
策的落实，加强政策储备，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二是
稳主体，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优
化经营主体，发挥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作用，并培育
一批有实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三是稳市场，进一
步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巩固传统市场并不断
开拓新市场。

提质量。一是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鼓励和支持
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出口商品在
质量、科技含量、品牌、营销等方面的提升。二是要
积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增加有助于转型发展
的技术装备进口，增加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进口。

转动力。一是要支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推进3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14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推广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9条经验。二是
要以创新引领外贸发展，加快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
促进创新优势向出口竞争优势转化，推动加工贸易创
新发展，同时发挥好综合保税区作用，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减税降
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落地，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开局良好。中国出口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中国
外贸总体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

本报北京5月28日电（记者邱海峰） 记者
28日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获悉，公司将面向全
社会开放 100个实验室，包括 19个国家级实验
室。国家电网科技部主任吕运强指出，将把公
司实验室资源纳入国家实验资源共享平台，同
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建公司各级实验室。

围绕加强科技创新，国家电网当天发布了
“四个开放、四个合作”八大举措。其中，在开
放方面，除了开放共享实验研究资源，公司还

将开放合作科技项目研究，确保对外合作科技
项目在公司年度项目中占比不低于 60%；面向
全社会发布并共同实施10类科技示范工程，涵
盖新能源友好并网、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在
示范工程的规划设计、技术攻关、装备研制、
投资运营等环节加大开放力度；面向全社会广
泛征集新技术，将优秀创新成果纳入公司新技
术目录，并在公司系统推广应用。

合作方面，国家电网提出，联合央企及国

际国内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
建能源电力创新共同体；联合社会力量在国家
战略布局地区共建泛在电力物联网双创中心，
吸引超过百支优秀创新团队入驻；合作共享科
技服务平台，发挥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杠
杆”作用，形成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合作共
营科技创新企业，鼓励社会投资者与公司科技
型企业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动双创中心和
双创产业园中的高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中国稳外贸该如何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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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将开放百个实验室

本报西安5月28日电（记者高
炳） 28日上午，中欧班列“长安号”（西
安—明斯克）跨境电商出口专列首列
发车，驰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上午10时45分，伴随长鸣的汽
笛，满载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生
活家居等轻工产品的“长安号”缓
缓驶出西安港。班列上42车跨境电
商商品，来自中国内陆及沿海地

区，共30大类、上百种小品类。班
列将经阿拉山口出境，穿过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最终到达目的地科
里亚季奇车站。全部行程共 9717
公里，运行约13天。

据悉，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
“长安号”已开行420列，是去年同
期的1.4倍；运货总重36.4万吨，是
去年同期的1.2倍。

本报北京5月 28日电 （严冰、
史静远、王璐瑶） 交通运输部相关
负责人在 28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截至 5 月 27 日，北
京、天津、河北等 30 个省份已启
动制定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
施方案，其中河北、山西等 11 个
省份已制定 ETC 推广方案，确保
年底前完成。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
《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部署
加快建设和完善高速公路收费体
系等四项具体任务，并明确了时
间要求和责任单位，为开展好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提供
了遵循。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表示，为落实好方案，交通运输部
制定了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工作作战总方案》，进行全面动员部
署，打响了攻坚战。

新华社乌鲁木齐 5月 28 日电
（记者顾煜、杜刚） 今年以来，在中
国10亿吨级页岩油藏——吉木萨尔
页岩油区域，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
司全面推进开发，已动用钻机 36
部，开钻 47 口井，完井 8 口，日进
尺 2000 米 以 上 ， 累 计 完 成 进 尺
160000余米。

近年来，中国石油在渤海湾盆
地、准噶尔盆地、松辽盆地、鄂尔多斯

盆地等大型沉积盆地开展先导试验，
加大风险勘探投入，把页岩油列为四
大勘探领域方向之一，将大港油田、
新疆油田、吐哈油田和长庆油田列为
页岩油开发重要示范区。

据新疆油田公司介绍，今年，
吉木萨尔页岩油区计划动用钻机 45
部，完钻近百口井，全年计划压裂
55口井，其中跨年井12口、新井43
口，截至目前已开井2口且已见油。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30个省份启动实施方案

跨境电商出口专列首列开行

10亿吨级页岩油藏开发顺利

5月28日，2019全球
智慧物流峰会在浙江杭州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快递
飞艇、无人直升机、5G
自动驾驶等物流“黑科
技”惊艳亮相。图为峰会
上 展 示 的 “ 机 械 外 骨
骼”，可助力快递员搬运
重物。
许康平摄 （人民视觉）

5月28日，安徽省合肥市
滨湖世纪社区开展“艾粽飘
香，情暖邻里”端午民俗文化
节活动。来自南非共和国的友
人也参与到活动中，体验中国
传统习俗跑旱船、打花棍、扭
秧歌、舞龙，与社区居民一起
包粽子，度佳节。

牛国梁摄 （人民视觉）

5月28日，武警北
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联
合解放军总医院采血中
心组织官兵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400 余名官兵
们踊跃报名，为第二故
乡的人民群众献上一份
爱心。图为官兵在参加
无偿献血。

史 硕摄

日前，第六届中
国 （土耳其） 贸易博
览 会 在 伊 斯 坦 布 尔
举行。本次博览会共
有300多家中国外贸企
业参展，吸引了众多
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国
家的采购商与会。图
为参展商在博览会上
推介产品。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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