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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个百分点：朋友多了路好走

“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外贸平稳增长面临一
系列挑战，但中国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变，外
贸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加快的趋势没变。”海关总署新闻
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在谈及上半年外贸数据
时这样评价。

朋友多了路好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贸这“两
个没有变”，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

老朋友越走越近。上半年，尽管中美贸易有所下
降 ， 但 中 国 对 欧 盟 进 出 口 总 值 为 2.3 万 亿 元 ， 增 长
11.2%；对东盟进出口总值为 1.98 万亿元，增长 10.5%；
对日本进出口总值为1.03万亿元，增长1.7%。

新伙伴越来越多。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4.24 万亿元，增长 9.7%，高出全国进
出口整体增速 5.8 个百分点。这部分贸易占全国进出口
总值的比重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与俄罗
斯、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经济体之间实现了两位数的贸
易增速。

协调性越来越好。中西部进出口增速高于全国进出
口整体增速，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提升。一方面，上半
年西部 12 省区市进出口增速为 14%，高于全国进出口整
体增速10.1个百分点；中部6省进出口增速为8.1%，高出
全国进出口整体增速4.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上半年民
营企业进出口6.12万亿元，增长1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
的41.7%，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

美国德汇律师事务所北京管理合伙人刘思锐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中国外贸交出了一份既在

“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漂亮答卷。刘思锐说，
在外部市场局势复杂险峻的大环境下，中国外贸能取得
这样的好成绩，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层面的高度重视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实施。

法国福建工商联合会会长石忠胜旅居法国多年，
2015 年底，他果断来到福建自贸区创办了福建泊瑞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专门做起中欧之间的商
品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不确定
性，许多海外华侨华人都担心祖国是否会受到较大冲
击。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不仅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也
提振了我们海外华商对中国经济及发展机遇的信心。”石
忠胜对本报记者说。

58.2%：“成本压力”化作“升级动力”

只求规模易“虚胖”，提升质量才健康。上半年，全
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8.78 万亿元，增长 5.5%，占进出口总
值的 59.9%，比去年同期提升 0.9 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
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看来，
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反映的是中国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

优化，源自贸易质量的提升。便携式电脑出口增长
11.4%，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增长 91.9%，太阳能电池出口
增长57.1%，同期，纺织品、服装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
品合计出口 1.5 万亿元……上半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
4.63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8.2%，新能源汽车、集成电
路、机床、挖掘机、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

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优化，源自发展动能的转换。上半年，各地持续推

出减税降费、贸易便利化等精准务实举措，外贸企业迎
难而上，加快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竞争优势持续提
升。上半年，国内外贸企业数量继续增长，有进出口实
绩的企业达到 42.1 万家，同比增长 5.6%。与此同时，制
度性安排政策效应不断发挥。目前，中国已与 25个贸易
伙伴签订了 17个自贸协定，与自贸伙伴出口占比提升至
近38%。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行业发展部总监高士旺向
本报记者分析指出：一方面，中国工业基础雄厚、机电
产品产业链长，由此构建的产业竞争力、产能优势在全
球范围内仍保持领先；另一方面，中国外贸政策稳定，
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外贸企业融入全球市场程度

以及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均持续提升。这些都有助于中
国企业借助市场多元化、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增值服
务等，巩固已有市场、拓展新的市场。

“中国外贸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既是经济发展的内
在要求，也是国内政策引导、企业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
分工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外贸也面临
制造业成本上升压力。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提升产品
技术含量、更加贴近客户需求，成为中国企业不断赢得
国际市场、提升国际份额的关键。”高士旺说。

下降9%：有底气从容应对

“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中国
外贸发展过程中也不全是阳光与鲜花，同样充满了风险
与挑战。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对美进出口总值
为 1.75 万亿元，下降 9%。对此，中方有信心、有底气、
有实力从容应对。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
有关地区和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力营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外贸稳规模、提质量、转动力取得阶段性成效。“商
务部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和
运用经济手段增强企业内生动力。狠抓稳外贸政策落
实，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关切，加强政策储备并适时推
出，努力实现外贸稳中提质。”

李魁文表示，海关在推进外贸稳中提质将重点做好
五件事：一是力争在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压缩通
关时间、降低口岸收费上取得更大突破；二是做好跨境
电商统计数据发布工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商家、消
费者权益；三是做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工
作，把综合保税区打造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高地；四是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以“一带一
路”国家为重点加快推动“单一窗口”对接、进一步支
持和促进中欧班列发展；五是加强税政调研，严格落实
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系主任彭支伟对本报记者
表示，从上半年中国外贸数据可以看出，当前世界经济
已经高度全球化，个别国家保护主义造成的局部贸易损
失会很快被其他经济体承接并填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
否认的客观现实。

“对中国来说，尽管未来外部贸易环境能否出现显著
改善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有能力
应对外贸领域的风吹浪打。未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主
动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不断促进自身
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外贸竞争力。”彭支伟说。

乱云飞渡仍从容。有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有不断对外开放的各项举措，中国外贸的韧性不仅现在
强，未来必将更强！

14.67万亿：中国外贸韧性够足！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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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在苏丹法希尔超级营地，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 （联非达团） 副联合特别代表安妮
塔·奇奇·格贝女士为中国第二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授勋。当日，联非达团为中国第二批赴苏丹达尔
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全体140名官兵授予和平荣誉勋章。 新华社发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外贸是衡量一国经
济发展态势的重要维度。货物进出口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出口
增长6.1%、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58.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出口交货值58361亿元……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4.67万亿元
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9%。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这份“中国外
贸成绩单”无疑成为世界经济艰难复苏进程中的一抹亮色。

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④

授勋啦授勋啦！！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董
峻、韩佳诺）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
司副司长马洪涛 19 日在农业农村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一带

一路”农业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8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
农产品贸易总额超过了 770 亿美元；
开展农业投资合作的项目已经超过

了 650 个，投资存
量 达 到 94.4 亿 美
元，较 5 年前增长
了 70%，促进了当

地粮食、经作、畜牧、农产品加工
等产业发展。中资农业企业在当地
兴建公益设施，累计雇佣参与国的
员工超过了10万人。

“一带一路”农业投资合作项目已超650个

北京时间7月19日21时06分，一道璀璨的光轨
划过南太平洋天际，遨游太空近3年的中国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在预定时间内返回地球，在耀眼的光芒
中完美谢幕，一如1年多前的天宫一号，那作别的场
景瑰丽绚烂。当我们仰望苍穹，再次回首与“天
宫”一起走过的岁月，不禁感慨满怀：“天宫”在轨
运行的时间对于人类航天发展史而言，无疑是非常
短暂的，然而在这白驹过隙般的日月轮回中，它们
给世界留下了丰厚馈赠。

“天宫”赋予太空“北京时间”。杨利伟搭乘神
舟五号成功飞天，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新纪元。此
后，中国人开始更多、更长驻留太空，从神舟五号
单人约21个小时发展到神舟七号3人约3天。在2012
年6月实施的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空间交会对接任务
中，景海鹏、刘旺、刘洋 3 人乘组在轨工作生活 13
天。2016年10月、11月间实施的天宫二号与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景海鹏、陈冬两人乘组在轨
飞行时间长达33天。在轨驻留时间纪录被接连刷新。

中国航天员在太空中每一天的工作安排和生活
起居都是按照“北京时间”来进行的，他们不断刷
新的太空驻留时间纪录，实际上也是“北京时间”
在太空的应用纪录。“天宫”作为空间实验室，为中
国航天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驻留环境和条件，使

“北京时间”从地球延伸向苍茫太空，成为载人航天
飞行、探索宇宙空间过程中新的时间坐标。“天宫”
里的“北京时间”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光荣，
也是世界航天事业的骄傲。

“天宫”作为目标飞行器，其承担的重要使命之
一是实现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突破，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掌握燃料在轨加注技术，为空间站建设奠定基
础。在轨运行实验中，“天宫”的表现堪称完美。先
是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成功上演“太空穿针引线”
绝技，一举突破自动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接着与神
舟九号、神舟十号进一步验证了手动和自动交会对

接技术；最后天宫二号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实
现了燃料在轨加注，俗称“太空加油”。至此，天宫
一号和天宫二号接力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重大
技术突破，推动中国大步迈向空间站建设阶段。作
为世界航天后起之秀，中国致力于建设的空间站将
是新的空间基础设施，为探索宇宙、推进人类认知
作出贡献。

探索太空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航天事业是人类
共同的事业。中国在发展太空科技、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任务过程中，一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致力于推动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
秘、造福人类。“天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生动实践。人们还记得，天宫一号在发射时，搭载
了 300 面国际宇航联合会会旗，之后中国航天员把
会旗从天宫一号中取出，带回地球并发放给该联合
会各成员。国际宇航联合会主席对此高度评价，认
为此举表明中国积极支持人类和平利用外空事业，
大力促进载人航天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天宫二号
搭载了中欧联合研制的世界上首台大面积、大视
场、高精度伽马暴偏振探测仪，完成了高精度探
测，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成为国际航天科研合作
的典范之作。

“天宫”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天帝的居所，寄托了
古老东方民族的飞天梦想。今天，以此来命名的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了使命而谢幕，在人们心
中，它已成为永恒的现代传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天宫”，从传说成为传奇
■ 张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