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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今年以来，智能手表、手环、车载触控
屏幕等新增出口订单大幅增加，好产品备受市场欢
迎；在山东，今年前8个月，保税物流进出口大涨近五
成，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当前全球贸易形势并不乐
观，但不少企业采取多样化的应对策略，或拓展多元
化市场，或提升核心竞争力，仍然跑出了不错的外贸
成绩。放眼全国，今年前 8 月，进出口总额超 20 万
亿，质量进一步提升，中国外贸展示出良好的韧性。

外贸连续5月超2.5万亿元

9月1日晚，天津港东突堤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正
利海豹号集装箱货轮上，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装满水果
的货柜集装箱被有序卸下。接收这批货物的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从10年前每月七八单，到如今每月上百单，公司
的跨越式发展见证了京津冀消费市场的壮大，更见证了
通关便利化为跨境贸易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在全国各地，近年来外贸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今年前8月，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贸继续保持
规模稳定。

数据显示，1-8 月，中国进出口总额 20.13 万亿
元，增长 3.6%。其中，出口 10.95 万亿元，增长 6.1%；

进口 9.18 万亿元，增长 0.8%。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表示，中国外贸单月进出口连续 5 个月超过
2.5万亿元，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从国际比较看，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最新数
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速高于主要经济体整体
水平。受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地
缘政治风险增加等因素影响，不少经济体近期出口额
都明显缩水。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向本报
记者表示，当前外贸表现总体符合稳外贸的要求。针
对今年以来单月的涨跌情况，白明指出，过去中国外
贸由小到大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外部红利，同时国内
劳动力成本低，有利因素多；但是如今在外贸由大到
强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既有要素成本的提升，
也面临来自东南亚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压力，尤其在当
前国际环境下，进出口月度有涨跌属正常情况。

外贸提质亮点不少

前8月，不仅进出口总额继续增长，外贸质量也进
一步提升。

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国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

6%，拉动进出口增长 3.5个百分点。其中，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9.9%，占比较2013年提升4个百分
点至29%。

经营主体结构优化。民营企业主体活力不断提
升，出口增长13.7%，占比达51.2%，拉动出口增长6.5
个百分点。1-8 月，新增备案登记的民营企业 12.4 万
家，增长12.4%。

商品结构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 57.9%。其
中，集成电路、计算机及部件、电动机及发电机等产
品附加值进一步提高，出口单价分别增长36.9%、4.1%
和 4.5%。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7.3%，其
中，玩具、塑料制品分别增长33.7%和18.2%。

贸易方式优化。一般贸易保持较强韧性，出口增
长 9.4%，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至 58.8%，
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87.9%。

这些变化既是外贸质量提升的体现，也助推外贸
增强核心竞争力，更好实现稳外贸的目标。白明指
出，一般贸易往往产业链更长、技术含量更高，更代
表自主发展的能力，一般贸易占比的提升是中国外贸
实力增强的体现。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
为，中国出口多元化对贸易摩擦的缓冲效果正在显
现，这有助于更好应对外部风险。

政策发力激发活力

今年外贸形势还将如何发展？
不确定性仍是各方提到的关键词之一。一些进出

口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全球经济形势欠佳；另一
方面，行业内部竞争加剧，下半年出口情况仍承压。

在白明看来，今年外贸走势的确面临较多不确定因
素，稳外贸仍将是主线。一方面，企业提升竞争力不能放
松，尤其是要提升产业技术，增强产品实力；另一方面，促
外贸政策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包括发挥税收等政策功能、
夯实外贸产业基础等。从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到办好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系列支持政策将发挥作用。

的确，今年截至目前，外贸领域持续推动制度创
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营商
环境进一步改善，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贸易等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介绍，首批开展二手车出口
业务的 10个省市均已实现出口，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
目落地也加快推进，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出口稳步增长。当前，各部门、各地方狠抓国务院出
台的稳外贸政策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效，也形成了
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例如，正常退税平均办理时间已
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内，出口信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进一步简化，这些举措都有效激
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提振了外贸企业信心。

新华社上海9月14日电（记者吴宇） 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1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
月底，上海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 701 家，
外资研发中心451家。其中，今年前8个月新增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31家，外资研发中心10家。

在迄今落户上海的 701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中，亚太区总部达 106 家，显示出上海不仅
是众多跨国公司在华运营中心，也是整个亚太
市场重要的企业运营中心。

在总部经济有力带动下，今年1至8月上海
吸引外资保持较快增长：新设外资项目 4661
个，比去年同期增长47.8%；吸收合同外资3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实到外资 131 亿美
元，同比增长13.4%。

上海吸引外资不仅在高位基础上保持稳定
增长，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1至8月，上海服务业实到外资115.68亿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3.3% ， 占 实 到 外 资 比 重 的
88.3%；制造业实到外资 14.99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7%，占比 11.4%，呈现服务业、制造业吸
引外资“双增长”的喜人局面。

在上海服务业引进外资中，“1+4”格局渐趋
清晰，即以商务服务业为主，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商贸业和房地产业均衡发展。以地区总部、投
资性公司为主的商务服务业已成为上海引进外
资最多的领域，前 8 个月实到外资 38.3 亿美元，
占比接近三成。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贸业和房
地产业实到外资占比均为一成左右。

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近年来提出推进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吸引外资企
业不断在电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研发以及
相关技术服务企业领域增资。今年前 8 个月，
上海科技服务业实到外资10.38亿美元，同比大
幅增长 186.4%。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近日就在
上海设立了其在亚洲的第3家共创中心。

上海的外资制造业也在不断提升能级。前
8 个月，上海实到外资超过 1000 万美元以上的
制造业项目达19个，同比增加六成，主要流入
领域为电气机械、化工、生物医药、专用设
备、汽车零部件和食品制造等行业。高技术制
造业实到外资 5.99 亿美元，占上海前 8 个月制
造业吸引外资总额的四成。

据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记
者张玉洁、席敏） 记者15日从长沙
海关获悉，湖南将从 10 月 1 日起，
取消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备案
的要求。这将便利相关进口企业，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记者了解到，预包装食品是指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
和容器中的食品。今年来，湖南进
口预包装食品增幅较大，1 至 8 月，
全省共进口预包装食品 1882 批、
3.7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35.3%、
26.26%，主要包括乳制品、饮料、
酒类、罐头、糕点饼干等。

长沙海关食品处负责人介绍，

这是根据海关总署 《关于进出口预
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有关事
宜的公告》 执行的。但取消备案不
是取消监管，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
作为食品检验项目之一，由海关依
照食品安全和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进口
预包装食品被海关抽中实施现场查
验或实验室检验的，进口商应当向
海关人员提交其合格证明材料、进
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原件和翻译
件、中文标签样张及其他证明材料。

目前，长沙海关已通过多种方式
对湖南全省食品进口企业开展培训和
政策宣讲，保障进口商享受政策红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
者魏梦佳） 9 月 15 日是“北京湿地
日”。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
悉，截至目前，北京市 1 公顷以上湿
地的总面积达 5.14 万公顷。计划至

“十三五”末，北京将完成恢复湿地
8000公顷，新增湿地3000公顷。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
和湿地保护处负责人介绍，目前北
京的湿地以永定河、潮白河、北运
河等 5 大水系以及 20 多座大中型水
库为主。同时，全市还建立了11个
国家和市级湿地公园，总面积 2500
余公顷，此外还建成10个湿地保护
小区，总面积1300余公顷，总体形

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湿地公
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小区为补充
的湿地保护体系。

据了解，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绿化建设中，北京也结合河流流域
生态综合治理、中小河道生态治理
以及海绵城市建设，加大湿地保护
修复力度。例如，在中心城区，结
合疏解整治工作推进小微湿地建
设；在平原地区的城市副中心、首
都新机场、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
会、永定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建设
大尺度的森林湿地；在生态涵养区
和京津冀交界地区，则加强湿地生
态保育，优化湿地生态功能。

据新华社匈牙利考普堡电（记
者袁亮） 由中国厦门盈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匈牙利威克集团共同出
资打造的盈趣科技匈牙利产业园 9
月13日在匈牙利考普堡市举行项目
一期竣工投产仪式。

据悉，该园区定位为高端智能
制造产业园区，将专注于国际品
牌创新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与生
产以及为传统制造工厂提供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产业园总面积约
7.7 万平方米，一期厂房使用面积

7500 平方米，二期厂房将于 2020
年启动建设。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表
示，盈趣科技选择到匈牙利落户，
既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开
放的，又表明中匈两国经贸务实合
作关系在诸多领域取得全面进展。

盈趣科技董事长林松华说，公
司之所以选择在匈牙利兴建产业
园，一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其次是因为匈牙利地理位置优
越、投资环境友善且劳动力素质高。

前8月进出口总额超20万亿元，出口增速高于主要经济体整体水平

中 国 外 贸 韧 性 不 减
本报记者 李 婕

上海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700家上海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700家

湖南简化进口食品通关手续

北京湿地总面积5.14万公顷

中企匈牙利产业园一期投产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立足资源优势，科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民积极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辣椒种植业。2018年“高台
辣椒干”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2019年通过绿色农产品鲜辣椒认证，进一步提升了“高台辣椒干”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图
为9月15日，高台县富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民正在翻晒辣椒。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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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农历
八月十六，在山东
省青岛市西海岸新
区，众多市民和游
客来到唐岛湾海滨
公园网红打卡地彩
虹桥旁，一边观赏
中秋圆月，一边游
览亮灯的彩虹桥。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共赏月

9月15日，浙江省
宁波市奉化区在桐照
村举办 2019 奉化开渔
节活动，渔民们表演
自 己 编 排 的 文 艺 节
目，为即将开渔出海
祈福。16 日中午，我
国东海将结束为期4个
半月的伏季休渔，全
面开渔。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迎开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