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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王俊岭） 记者
日前从商务部了解到，为配合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相关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主要
消费品供给和需求情况，商务部于3—5月份对
食品、服装鞋帽等10大类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
开展统计调查。其中，流通企业 （以实体店为
主） 填报主要消费品供给状况统计调查表，消
费者填报主要消费品需求状况统计调查表。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
呈现四大特征：

——消费品供给以国产为主，消费者进口
需求旺盛。调查显示，75.2%的流通企业国产消
费品销售比重超过 50%，与上年基本持平。
79.6%的消费者购买过进口消费品，其中 41.7%
的消费者购买进口消费品占其购买同类消费品
比重超过 10%。分品类看，对化妆用品、母婴

用品、钟表眼镜消费者购买进口的比例较高。
——企业和消费者增加进口意愿强于减少

进口意愿。未来一年，9.7%的企业计划增加消
费品进口，比计划减少进口的企业比例高2.5个
百分点。未来半年，24.1%的消费者表示将增加
购买进口消费品，比减少购买的消费者比例高
3.2个百分点。对食品、母婴用品、化妆品、钟
表眼镜、珠宝首饰、乘用车 6 大类消费品，消
费者增加购买进口的意愿强于减少购买的意愿。

——消费品进口更关注品牌、安全和设
计。调查显示，企业进口10大类消费品均最关
注品牌，进口食品、母婴用品兼顾安全，进口
服装鞋帽、珠宝首饰青睐设计因素。消费者购
买食品、母婴用品、化妆品、乘用车类关注安
全，购买服装鞋帽、钟表眼镜、珠宝首饰注重
设计、款式因素。

——企业拟增加的供给与消费者购买需求
基本匹配。企业进口意愿较强的消费品品类与
消费者进口需求旺盛的品类重合度高。具体包
含：鲜果、鲜奶、水产海鲜、保健品、运动服
装、运动鞋、婴幼儿食品、婴幼儿纸尿裤、洗
发用品、护肤用品、彩妆用品、口腔护理用品、
手表、眼镜、太阳镜、钻石饰品、新能源汽车。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指出，面对复杂
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表
现出良好的成长韧性。下半年消费市场仍面临
较大压力，但随着国民经济稳中有进，城乡居
民就业稳定和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国家大幅度
减税降费、扩大开放、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政策措施进一步
落实，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预计下半年消
费市场将保持稳中有升态势。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徐
佩玉） 日前，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
会和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的乡村全域治理体系研讨
会在京召开。

鄞州区区委书记褚银良介绍，
鄞州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
乡村治理的“鄞州解法”，以更好地
探索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现代化

治理。包括基层组织强化带头作
用，随时随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帮
助农民解决问题；乡村集体经济快
速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支撑保障
作用；农村多元化社会组织发挥调
解、沟通、协调作用。其中，当地
农民合作社充分发挥反映诉求、化
解矛盾、提供服务的功能，有效促
进乡村全域治理体系建设。

宁波鄞州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商务部发布食品、服装鞋帽等10类主要消费品供需调查报告

近 八 成 消 费 者 买 过 进 口 货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记者韩

鑫） 记者18日从工信部获悉，上半年，
中国建材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行业
效益进一步增长，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从生产运行来看，1－6月，建
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0%，主
要建材产品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其
中，全国水泥产量 10.4 亿吨，同比
增长 6.8%；平板玻璃产量 4.6 亿重
量箱，同比增长 6.8%。此外，建材
及非金属矿产品价格在一季度连续

下降后，二季度开始回升，5 月份
建材及非金属矿产品出厂价格同比
增长3.5%，1－5月建材及非金属矿
产品平均出厂价格同比增长4.0%。

从经济效益来看，建材行业实
现营收利润双增长。前 5 月，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2.0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增速高于整个工业 8.3 个百
分点；实现利润1669亿元，同比增
长 13%；销售利润率 8.3%，高于整
个工业2.6个百分点。

建材工业实现营收利润双增长

服务外包：

“千亿元”产业吸纳超千万人就业

7月18日，2019江
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
会在江西省鹰潭市举
行，吸引了 50 余个移
动物联网方面的投资合
作、应用推广项目洽谈
签约。图为一名小观众
在和机器人握手。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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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莎车晨光生物公司通过“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形式
带动农民大面积种植万寿菊，7
年来累计带动农民增收 6 亿多
元 ， 实 现 出 口 创 汇 4357 万 美
元，缴纳税金1200多万元，使5
万多贫困户摆脱了贫困。图为 7
月 18 日，莎车县的维族群众正
在采摘被他们誉为“致富花”的
万寿菊。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致富花”
富万家

跨境收支呈现顺差、外汇储备升至新高、境外资金继
续净流入……7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上半年外
汇收支数据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的稳。

上半年，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外汇市场
主要指标依旧保持平稳，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呈现
积极的发展态势。下半年，应对形势变化，保持中国
跨境资金流动稳定的信心依旧充足，信心既来自中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市场的平稳预期，也来自改
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管理框架的日益健全。

44%：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总体可控

如何看上半年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情况？国家外汇管
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谈到了两个关键词：平衡、稳定。

外汇市场供求更趋平衡。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逆
差332亿美元，较2018年下半年月均逆差收窄52%；银
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顺差312亿美元，2018年下半年为逆
差。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外汇储备余额 31192 亿美元，
较2018年末上升465亿美元。

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2019年一季度国际收支经
常账户保持490亿美元顺差，2018年同期为小幅逆差。“初
步估计，二季度经常账户仍呈现顺差。全年经常账户将处
于合理区间，有可能延续小幅顺差格局。”王春英说。

企业投资、个人结售汇保持稳定。上半年，企业
投资收益项下跨境支出规模和 2018 年上半年基本相
当；个人净购汇稳中有降，同比减少23%。

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有所增多。怎么看这一稳定性表现？中美经贸摩擦是
一个观察视角。

王春英表示：“我们将今年 5、6 月份和 2018 年下
半年这两个时段的各方面情况和形势进行了对比，从
结果看，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
响总体可控。”

逆差收窄。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的 5、6月份看，
银行结售汇月均逆差 66 亿美元，比 2018 年下半年月均
逆差下降44%。“说明供求状况相对良好，月度波动主要
受市场主体逢高结汇和逢低购汇影响，体现了市场预期
的总体稳定以及价格的市场化调节作用。”王春英说。

顺差扩大。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顺差 490亿美元，
去年下半年平均每季度是389亿美元顺差；非储备性质
的金融账户顺差488亿美元，去年三季度非储备性质金
融账户顺差140亿美元、四季度小幅逆差123亿美元。

“总的来看，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外汇市
场情绪的稳定性有所增强。”王春英说。

493亿美元：资本流入大于流出

从资本流向来看，国际资本以实际行动给中国经
济投出了“信任票”。上半年境外资金继续呈现净流
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6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2%，较2018
年同期增速快6.1个百分点。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
和上市股票493亿美元，其中债券净增持416亿美元。

即便是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今年1-5月份美国

对华投资仍增长 7.5%。此外，近期上海美国商会调查显
示，超八成的美企看好未来5年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一边是境外投资者积极进入中国市场，另一边则是
中国加快创造更加便捷的投资环境。今年以来，一系列
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举措加快落地：发
布《存托凭证跨境资金管理办法》；拟推进债券市场开放
渠道整合，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债券市
场；支持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政策落地；将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额度增至3000亿美元……

对于中国投资前景，王春英认为，当前，境内债
券和股票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持有比重较低，仅为 2%、
3%左右，未来还会增加。

国际社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国际金融协会4月份
发布报告称，中国将继续成为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关
键驱动因素，预计今年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可达到约
5750亿美元。

作为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先锋领航集
团的亚洲区投资产品管理主管叶家德表示，先锋领航
集团一直积极投资中国市场，这一策略不会改变。“中
国市场非常大，不可忽略。无论从消化风险还是多元
化投资的角度，中国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目的地。我们
未来还是会朝着这个方向，更多投资中国。”

40多：国际市场看好中国经济

展望下半年，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中
国跨境资金流动会呈现何种走势？王春英认为，中国

跨境资金流动平稳运行具有很充分的内外部条件，可以
较好地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她从5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国际货币环境相对宽松。美联储可能转向降息，欧
洲和日本的央行也都表现出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在此情况下，近期美元汇率趋稳，中美利差扩大，这些因
素为中国外汇市场稳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平稳。在国际市场交易的
中国国债信用违约掉期价格 （价格越高说明市场认为
违约风险越大，越低说明市场认为违约风险越小），近
期的值是40多，去年底是60多，在2016年初的时候曾接
近150。“所以说，国际市场总体上还是更加看好中国经
济。”王春英说。

国内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近期中国出台了系
列政策措施，同时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国
内股市、债市被纳入更加广泛的国际主流指数，体现
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可。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市场理性预期的培育作用
有所显现。企业对汇率波动的适应度进一步提升，个
人结售汇也更加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日益健全。“近年来，宏观
审慎管理经验越来越丰富，在对外投资、内保外贷等
方面的管理更加完善。”王春英说，同时，继续打击外
汇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了通报典型案例的力度，有效
维护了良性的外汇市场秩序。

王春英指出，下半年在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等方
面，一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
放，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二是维护外汇市场稳
定，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
动和保值增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我们有信心
应对形势变化，维护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

资本流入增 汇市更趋稳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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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 18日电 （记者王
俊岭） 记者 18 日从商务部获悉，截
至2019年6月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
已累计吸纳就业 1091 万人，其中大
学以上学历704万人，成为高素质人
才的“蓄水池”。

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商务部通过扩大服务出口，缩小服务
贸易逆差，服务外包保持稳中向好的
发展势头。上半年，中国新增服务外
包企业 1800 家，新增从业人员 22.5
万人。

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企
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额7099.8亿元人
民币，执行额4059.4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29.3%和 11.5%。其中离岸服务外
包合同额 4649.2 亿元，执行额 2424.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9%。

业务结构不断优化。检验检测、
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外包
离岸执行额同比增长超过40%。云计
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服务外包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有力促进了产
业数字化转型。

重点市场不断拓展。承接欧盟服
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20.2%。“一
带一路”市场深入推进，承接俄罗斯
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56.9%，成
为中俄经贸合作的亮点。

商务部指出，下一步，商务部将
顺应当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发展的新趋
势，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向高技
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
升级，全面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影
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据新华社深圳7月18日电（记
者王丰） 记者从深圳市市场监管局
企业注册局获悉，今年1至6月，深
圳市新登记商事主体 233827户，日
均新设 1916.6 户。其中，新登记企
业131349户，日均新设1076.6户。

统计数据显示，新登记企业主
要集中在第三产业。1至6月，深圳
新登记第一产业企业 323 户，占
0.2%；第二产业企业 10905 户，占
8.3%；第三产业企业 120121户，占
91.5%。其中，批发零售业、租赁与
商务服务业及信息传输业仍是创业
首选，占新登记企业总数近七成。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过万户。目前，深圳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
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1至6月，深圳市新登记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2330 户。新登
记企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最多，新
登记6591户。

深圳市企业注册局副局长赖丽
英介绍，近年来深圳市深入推进商
事制度改革，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有效释放市场活力，带动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经济发
展稳中有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深圳上半年日均新设企业超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