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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1日电 （记者王俊岭） 日
前，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了2019年上
半年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

2019年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保持快
速增长，全国网上零售额达4.82万亿元，同比增
长17.8%，比一季度加快2.5个百分点。其中，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3.82万亿元，增长21.6%，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9.6%，比一季度提高
1.4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
率达 44.8%，比一季度提高 3.6个百分点。在激发
需求潜力、扩大国内消费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总体来看，上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
以下特点：

一是消费提质升级趋势明显。据商务大数
据监测，网络零售 B2C 模式占比不断提升。
B2C 零售额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比重达 75.8%，
较上年同期提升4.1个百分点。化妆品、智能家
居、保健品等消费升级商品销售额增长较快，
同比增速均超过 30%。10 万多品牌参与首届

“双品网购节”，销售额达 770 亿元，同比增长
超过 32%。新品加快上市，主要电商平台的核
心品牌，80%以上在今年“618”期间发布了新
品，销量超过百万件。

二是地域消费热点呈现差异。据商务大数据
监测，上半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网络零售额占
全国比重分别为83.2%、9.6%、5.9%、1.3%；同比增
速分别为17.8%、35.4%、13.9%和20.6%。不同地域
呈现不同消费热点：大城市生鲜、化妆品、宠物用
品等零售额增长较快，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服
装、汽车用品、大家电等零售额增长较快。

三是农村电商发展潜力较大。随着数字乡
村建设、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网络扶贫
等工作深入推进，农村网络零售增速不断加
快，电商扶贫成效显现。据商务大数据监测，
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7771.3 亿元，同
比增长 21.0%，增速高于全国 3.2个百分点。全
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873.6 亿元，同比增长
25.3%。商务部指导中国电商扶贫联盟积极开展

农产品品牌促进工作，完成 464 家贫困地区农
产品品牌企业“三品一标”认证培训，已有129
家正在进行认证。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
659.8亿元，同比增长18.0%。

四是跨境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商务大数据
监测显示，今年上半年主要跨境电商平台零售
进口额同比增长超过 20%。从源产地看，自日
本、美国、韩国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19.1%、13.9%和10.7%。从品类看，化妆品、粮
油食品和日用品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34.8%、24.7%和9.6%。

五是电商与实体融合更加紧密。上半年，
线上与实体的融合向着贴近消费者、提升运营
效率的方向发展。许多电商平台强化开放赋
能，重点布局下沉市场，融入社区生态，取得
良好效果。社交电商模式更加多元，社区拼
团、熟人拼购、直播、论坛、短视频等竞相发
展，充分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推动消费潜
力不断释放。

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8%

据新华社南昌8月10日电（记
者余贤红） 近日，江西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5G发展的若
干措施》，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
产品研发、产业发展、融合应用、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 5 个方面出台
了多条举措。

为加快5G技术和产品研发，江
西提出，对认定为5G关键共性技术
研发且产业化成效显著的项目，按
其研发投入的20%，给予不超过300
万元的支持。对新认定的5G产业领
域各类国家级研发平台给予 500 万
元支持，新认定的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预备队给予100万元至130万元
支持。

在支持5G产业发展方面，江西
明确，对企业研发生产的 5G 芯片、
射频器件、微波器件和天线等产
品，且年度销售额首次突破5000万
元的，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对企业生产的小微基站、高端
光通信模块、网络产品等5G核心设
备进入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名录，
且年度销售额首次达到 1 亿元的，
给予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为鼓励 5G 融合发展，推进 5G
与工业制造、虚拟现实、超高清视
频、车联网、无人机等技术结合，
培育和创新一批5G应用场景，江西
将对经认定具有创新和重大推广价
值的应用场景每个奖励30万元。

江西出台多条举措加快5G发展

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10 日电
（记者符晓波） 时速为160千米每小
时的“复兴号”动车近日在新疆上
线运营，标志着新疆普速铁路进入
动车时代。

“复兴号”动力集中动车组列车
两端均可驾驶，时速为 160 公里每
小时，能够在普速铁路上运行，具
有车厢密封性好、内部温控性强、
运行中噪音小的特点。

首趟“复兴号”8 日起执行乌
鲁木齐至库尔勒城际列车任务，此
后每日开行 3 对。记者从中国铁路

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
期新疆铁路还将陆续开行共计 20
组“复兴号”列车，多方向、多密
度地发往伊宁、石河子、奎屯、乌
苏等地，便捷南北疆各城市间群众
出行。

值乘首趟乌鲁木齐至库尔勒
“复兴号”机车司机高宏宝在新疆驾
驶过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等多种车
型，他说：“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相隔
近 500 公里，两地乘火车从最初需
要 12 小时，缩短到 5 个多小时，现
在3个多小时就到了。”

新疆普速铁路进入动车时代

新华社贵阳8月11日电（记者
刘智强）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
前印发 《关于加快国家储备林项目
建设的意见》 明确，将加快建设一
批国家储备林基地，到2035年，国
家储备林建设将达2000万亩。

据了解，国家储备林是在自然
条件适宜地区，通过人工林集约栽
培、现有林改培等营造和培育的工
业原料林、乡土树种、珍稀树种和
大径级用材林等多功能森林。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
州省明确，鼓励通过国有林场与社

会资本合作、林权抵押融资等促进
多主体参与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
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推动贫
困群众脱贫增收。探索森林康养、
林下种植养殖等短期项目，解决国
家储备林短期收益问题。

意见还明确，将加强国家储备林
保护培育与利用等研究，注重用材林
树种优良品种选育及种苗繁育的科
技攻关，制定技术推广和人员培训计
划，建立专家咨询库。此外，推进营林
及采伐机械化，引领推动林业生产实
现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

贵州将建设国家储备林2000万亩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有贬有
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
磋商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19 年第二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分别得出这样的结论。针对近期
热议的人民币汇率“破 7”和所谓“汇率操纵国”言
论，多方表示，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由市场助推，长
期走势则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
面为人民币汇率稳定奠定基础，下一步将稳步深化人
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外汇管理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定。

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在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IMF 重申 2018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
本面基本相符。根据 IMF 章程第四条款规定，IMF 每
年都会派出工作小组到成员经济体调研，就宏观经济
政策、经济发展形势与成员经济体进行磋商，并在IMF
决策机构执董会进行讨论。

IMF 在报告中指出，2018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下降约 1 个百分点至
0.4%，预计 2019 年该比例将保持在 0.5%。根据评估，

2018 年中国外部头寸与中期基本面和可取政策对应的
水平基本相符。

IMF 中国事务主管詹姆斯·丹尼尔对媒体表示，
2018 年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并不
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
顺差持续下降，IMF支持中国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
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开放和推动结构性改革。

报告还说，IMF执董们称赞中国近期的改革进展，
尤其是在降低金融部门脆弱性和继续开放经济方面取
得的进展。他们建议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再平衡，同时
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IMF关于中国汇率水平的结论是比较准确，也是
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所
副所长张焕波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货币领域的国际
性专业组织，IMF的研究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也证明
一些国家罔顾事实的单方面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市场力量推动汇率起伏

具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
看短期——8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19年

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 2019年以来，

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
变化，有贬有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
了基本稳定。

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最高为6.6850元，
最低为6.8994元，118个交易日中53个交易日升值、64个
交易日贬值、1 个交易日持平，最大单日升值幅度为
0.70%（469点），最大单日贬值幅度为0.61%（414点）。

《报告》 也指出，8 月以来，受国际经济金融形
势、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
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突破了7元。这
正是外汇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是由市场力量
推动和决定的。

看长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
年初至2019年6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8%，实
际有效汇率升值47%，是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最强势的
货币，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

张焕波认为，从短期来看，汇率有所波动是正常
的。当前不少国家降息，国际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加
上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汇率波动恰是随市场状况
有所调整的反映。而从长期来看，人民币长期稳定升
值的态势没有改变，这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仍然保持
在相对较高的增速区间是相一致的。

保持长期合理均衡稳定

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会怎样？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经济

发展的基本面决定均衡汇率水平，上半年经济的稳中
有进带来了底气和信心。

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同
时，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服务业和消费对 GDP的
贡献超过60%；增长质量在增强，高科技的工业增加值和
工业投资增速较高；市场主体信心不断增强，微观主体
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6.4%，达到
历史较高水平；稳外贸初见成效，贸易结构在优化。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经济师王春英则表示，境外机
构对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表现了相当大的兴趣。2014
年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和股票价值为 2000
多亿美元，今年6月底达到了5500多亿美元。“我们对
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很有信心的。”王春英说。

在张焕波看来，国内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进出
口相对均衡的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和当前各
国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都为人民币保持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央行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稳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市
场化改革，同时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布报告认为

人民币汇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本报记者 李 婕

江西安义千年古
村群位于江西省南昌
市 安 义 县 石 鼻 镇 境
内，是典型的赣商文
化古村落。目前，已
初步建成集赣文化与
赣商文化体验、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旅
游村落。2018年，古
村共接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村民人均纯
收入万元左右，古村
焕发新生机。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千年古村

焕发生机

千年古村

焕发生机

8 月 11 日 ，
江苏省徐州市玉
潭实验学校开展

“学习扎染，传
承非遗”活动，
向小学生们介绍
扎染的历史和知
识，让孩子们通
过 学 习 扎 染 工
艺，感受非遗文
化魅力，充实暑
期文化生活。图
为学生在对扎染
作品染色。

蒯 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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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
省汶上县郭楼镇积
极推进村容村貌改
善工作，利用历史
文 化 资 源 发 展 旅
游，取得良好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
村民幸福感得到提
升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图为 8 月 9 日，
游客在郭楼镇“古
城田园”景区体验

“滑梯”。
新华社记者
王 凯摄

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