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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外贸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海关总
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 7月 12日召
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这样说道。据海关统计，今年上
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4.6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
同期增长 3.9%，中国外贸进出口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

民企成外贸第一大主体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4.67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7.95 万亿元，增长
6.1%；进口 6.72万亿元，增长 1.4%。具体来看，呈现
三个特点：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且比重上升。上半年，中国
一般贸易进出口 8.78万亿元，增长 5.5%，占全国进出
口总值的 59.9%，比去年同期提升 0.9个百分点，贸易
方式结构持续优化。

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增
长。上半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值为2.3万亿元，增
长11.2%，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7%；对东盟进出口
总值为1.98万亿元，增长10.5%，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
13.5%。

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上半年中国民营企业进
出口增长 1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2.7 个百分点，
达到41.7%，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外贸第一大
主体。

“上半年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发展态
势。”李魁文说，“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
外贸平稳增长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外贸发展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贸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的
趋势没有改变。”

机电产品出口占六成

相比总量增速的起伏，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和区
域的协调发展更值得关注。李魁文指出，上半年中国
外贸稳中提质，结构继续优化，亮点颇多。

亮点一：贸易方式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产业
链更长、附加值更高，更能代表自主发展能力的一般
贸易进出口增长5.5%，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0.9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增
势喜人，也给外贸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亮点二：区域外贸发展格局更趋优化拓展。中西
部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进出口整体增速，区域发展更
趋协调。上半年，西部 12省区市和中部 6省进出口分
别增长了 14%和 8.1%，均明显高于整体进出口增速；
京津冀 3 省市、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进出口分别增长
3.7%和4%。

亮点三：进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李魁文介
绍，机电产品仍是中国出口主打产品，占中国出口近
6 成，上半年出口增长了 5.3%，为中国出口增长夯实
了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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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魁文说。

中国外贸表现出很强韧性

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
李魁文认为，这种韧性来自国内经济的有力支撑。“中国仍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

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李魁文说，“1-6月，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2%，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基本面优

势以及经济平稳发展都为外贸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贸进出口的韧性还得益于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取得了

积极进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优势使得企业面对单一市场风险时也
能够从容应对，积极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市场布局。

李魁文指出，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的动力减弱，中国外贸发展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
外部环境，一些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但我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对
外贸易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前行，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继续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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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第二十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中国、荷兰、以色列、英国等19个国家的
400余家花卉园艺企业参展。图为观众在花展上参观。 李 明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南京7月12日电（记者何磊静、
陈圣炜） 记者 12 日从南通海事局获悉，中
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探险邮轮“招商极
地邮轮 1 号”日前在江苏海门开启试航之
旅，标志着中国在邮轮本土建造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据介绍，该艘邮轮长 104.4 米、宽 18.4
米、总吨位约 8000 吨，房间有 135 间，设
计航速不小于 15.5 节。该船设计集娱乐、
休闲、海洋探险、水上运动等设施于一

体，满足最新极地规范和客船安全返港等
相关标准。

试航前，南通海事局执法人员重点对该
船船舶文书、航海图书资料、防污染设备等
进行了核查。

据南通海事局介绍，按照计划，该轮
将于 7 月 16 日结束试航并返回江苏海门码
头。技术人员将对试航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之后该轮将进坞刷漆，预计今
年9月交付。

国产极地探险邮轮在江苏试航

本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王丕屹）
记者 12 日从商务部获悉，阿拉伯国家积极
支持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
有 18 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

商务部当日召开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
家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钱克
明在会上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阿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
果，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对于中阿经贸关系，钱克明说，经贸
合作是中阿关系最久远、最活跃的因素，
也是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2018

年，中阿双边贸易额 2443 亿美元，同比增
长28%；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新签订承包
工程合同额 3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中
国企业对阿直接投资流量 12 亿美元，涉及
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电子商务、金
融等领域。

钱克明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与阿拉
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携手共
建“一带一路”，不断推动中阿经贸合作迈
上新台阶。具体来说，将持续深化互联互
通合作，中方愿继续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
在港口、铁路、电力、通信等领域与阿方深入
开展合作；进一步巩固能源合作关系，在核

能、太阳能、风能、水电等低碳能源领域，与
阿拉伯国家合作实施更多项目；鼓励双方企
业在投融资、交易平台等金融领域，以及人
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
市等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创新合作；并大力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据介绍，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将于 9月 5
日至 8 日在宁夏银川市举办，以“新机遇、
新未来”为主题，将重点围绕贸易投资、

“互联网+”、跨境电商、基础设施、产能合
作等领域，举办投资贸易促进、会议论
坛、展览展示等活动，推动中阿在上述领
域进行互利合作。

商务部透露

18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7月12日，第十六届中国 （长春） 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本届长春
汽博会以“智联·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 20 万平方米，共有超过
1300台汽车参展。

图为小朋友在模拟机上体验汽车驾驶。 新华社记者 林 宏摄

1300多台汽车
让你看个够

本报贺州7月12日电（记者刘佳华） 首
届世界长寿论坛暨生命科学大会12日在广西
贺州市举行，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内外
医学、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专家、
企业家代表参会。

大会以“健康·长寿 生命·科技 可持
续发展环境”为主题，旨在打造长寿城市品
牌、推进生命科学应用、促进人类健康长
寿，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科学的意见
和建议。大会分设诺贝尔奖健康与长寿论
坛、院士“生命与科技论坛”、可持续发展
环境国际论坛，邀请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乔治·斯穆特，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
院士、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柯杨，1991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厄温·内尔，

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丹尼尔·舍特曼
等专家学者发表演讲，并围绕主题与专家学
者、企业家代表进行研讨交流。

贺州市是“世界长寿市”，全市百岁以
上老人多达474名，“中国长寿之乡”县域全
覆盖。贺州市委书记李宏庆表示，“以人民
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已经成为新时代健
康观念的指向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贺
州健康养生养老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国邮政管理局驻亚
太代表处代表发布 《联合国邮票——贺州百
岁老人风采》 邮票一套，共 10 张，遴选贺
州市 10 位超过百岁的老人肖像作为副票，
与主票联合国徽标作为联体印制，独具纪念
意义。

首届世界长寿论坛在广西举行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胡旭） 四川省日前印发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在旅游、文化、体育、
健康、养老、家政及教育培训等七类服务消费领域进一步
放开市场准入，加快完善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体系。

在旅游领域，四川将清理简化水上旅游项目前期工
作及建设审批程序，培育发展水上旅游消费市场。文化
领域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
化建设，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索开展公共文
化设施社会化运营试点，积极推行文化消费卡。

体育领域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开赛事目
录，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举办或承办赛事。健康领域政府对
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采取规划限制；乙类大型
医用设备配置实行告知承诺制，取消床位规模要求；允许
符合条件的在职、停薪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养老领域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鼓励民间资本通
过参资入股、收购、委托管理、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公
办养老机构改革。家政领域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开设
家政相关专业，培养中高端家政从业人才。教育培训领
域扩大城镇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通过依法减免税费、
购买服务、综合奖补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办园。

四川省进一步放宽七类

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四川省进一步放宽七类

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7月 12日，第二届国际动漫游戏产业博览会暨“动漫河北”在河北省
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动博会共有六大展区，围绕动画、漫画、
游戏、动漫游戏周边、图书出版等领域，为国内外动漫游戏企业交流搭建
良好平台，为动漫爱好者打造一场盛会。图为动漫爱好者在自拍。

刘沛然摄 （新华社发）

动漫爱好者又迎盛会

多国花企催热多国花企催热““美丽经济美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