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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昨日宣佈，應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瑞士聯
邦政府邀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於20日至22日出席
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年會，並對
瑞士進行工作訪問。
洪磊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介紹，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年會期間，李克強將出席論壇全會並發表特別致辭，
與論壇國際工商理事會代表對話交流，會見論壇主席
施瓦布。李克強將闡述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介紹中國

經濟形勢和全面深化改革舉措。
洪磊說，對瑞士進行工作訪問期間，李克強將與瑞

士聯邦主席索馬魯加舉行工作會談。中方希望通過此
訪為中瑞建交65周年拉開序幕。
瑞士不是歐盟國家，而是永久中立國。瑞士在歐洲國

家中，由於常年堅持和平中立的立場，持有包容的態
度，其在國際事務上與中國的共同發聲點相對比較多。
近年來，中瑞關係持續穩定發展。2010年 1月26

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問瑞士時，中瑞宣佈

啟動自貿談判， 2013年7月，中瑞在北京簽署中瑞自
貿協定。
專家認為，政治互信是雙邊關係健康發展的重要前

提，通過李克強此訪，中國與瑞士之間有望達成更多
共識，以此帶動雙邊關係的整體發展。

論壇將探討中國「新常態」
世界經濟論壇又名冬季達沃斯論壇，每年在瑞士山區

度假勝地達沃斯舉行。據了解，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主

題主要有四個方面：危機與合作；成長與穩定；創新與
產業；社會與安全。記者注意到，今年論壇有專門場次
對中國前景進行展望，探討「新常態」等議題。
彭博社引述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

究員張文魁表示：「2014年一些跨國企業及海外投資
者對中國的開放程度和不斷增長的債務問題，感到疑
慮。」他認為：「李克強將在這次達沃斯經濟論壇努
力消除外界這一擔憂，展現中國堅定不移深化改革，
進一步提高開放程度的決心。」

李克強下周出席冬季達沃斯論壇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進
出口總值為 26.43 萬億元，增長

2.3%。其中，出口14.39萬億元，增長
4.9%；進口12.04萬億元，下降0.6%；
貿易順差2.35萬億元，擴大45.9%。按美
元計價，2014年，中國進出口、出口和
進口分別增長3.4%、6.1%和0.4%。

外貿步入中高速增長區間
考慮到2014年初中國官方設定的全年
外貿增長目標為7.5%，外貿最終增速水
平顯然沒達到預期，而這也是中國外貿連
續第三年未能實現既定目標。2012年，全
年外貿進出口增速為6.2%，低於當年確
定的10%目標；2013年，中國進出口增速
為7.6%，雖然比2012年提高1.4個百分
點，但仍低於全年8%的增長目標。
對此，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
計司司長鄭躍聲表示，由於中國經濟發
展已經進入新常態，中國對外貿易目前
正處於增速的換擋期和結構的轉型期，
並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到中高速增
長的區間。從國際環境看，2014年世界
經濟復甦的步伐緩慢，國際市場需求不
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2014年中
國外貿雖未能完成既定增速目標，但能
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已屬不容易。尤其
與歐洲、美國、日本的進出口增長率相

比較，當前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的表現在
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還是比較好的。
鄭躍聲認為，去年外貿增速放緩除了

受2013年部分月份基數偏高的因素影響
外，還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一、世界
經濟復甦緩慢，無法支撐中國外貿的高
速增長，中國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表現
多不盡人意；二、中國外貿進出口當中
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不斷削弱，發達國家
對中國製造業的投資下降抑制了進出
口；三、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快速
下滑，影響了中國進口值的增長；四、
地緣政治和大國關係博弈等風險也對中
國的外貿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與港貿易2.31萬億降7.2%
值得注意的是，據海關統計，2014年

內地和香港的貿易總值為2.31萬億元，
下降了7.2%，佔內地外貿總值的8.7%。
其中，內地對香港出口2.23萬億元，下
降 6.6%；自港進口 792.4 億元，下降
21.5%。鄭躍聲認為，這其中一個很重要
的因素是2013年度一些月份內地和香港
貿易之間的基數偏高，相應拉低了2014
年內地和香港雙邊貿易增速。香港依然
是內地前五大貿易夥伴之一。
對於貿易順差規模再創歷史新高，鄭

躍聲分析指出，主要原因是由於全球大
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拉低了進口值所
造成的。扣除上述價格因素，去年中國
進口貨物的數量增長為2.8%，假設去年
大宗商品價格不變，中國去年的貿易順
差就將低於2萬億元。
鄭躍聲同時強調，簡單的高順差並不是

中國對外貿易所追求的目標，中國一直在
關注對外貿易的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
展。2014年國務院還專門出台了《加強進
口的若干意見》，旨在推進經濟結構優
化，進出口和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

去年外貿增2.3% 遠遜預期
外圍因素拖低增速 貿易順差創歷史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海關總署昨日發佈了2014
年中國外貿進出口數據。據海關統計，2014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6.4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2013年增長2.3%，按美元計增長3.4%，
遠低於7.5%的全年目標。貿易順差2.35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官方指
出，扣除去年個別月份基數偏高影響，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低成本比較
優勢不斷削弱、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下滑等因素都使中國外貿增
速出現放緩。預計2015年中國外貿總體增速將高於201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中國官方公佈2014年外貿進
出口數據，儘管最終數據遠低於預期，但專家認為外貿形勢並未如數
據一樣嚴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向本報記者指出，
2013年基數偏高及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滑是影響外貿進出
口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與官方預期相同，專家亦認為外貿形勢將在
2015年有所好轉。

2014增速低預期 受累前年基數偏高
祝寶良向本報記者指出，官方提出的2014年外貿進出口增速放緩

主要受到2013年基數偏高、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低成本比較優勢不
斷削弱、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下滑、地緣政治等多方面影響，
這一分析較為全面。事實上，外貿進出口實際情況並不如數據反映一
樣嚴峻，如果扣除2013年個別月份外貿數據虛高致使基數偏高以及
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滑的影響，2014年外貿實際增速或許

會比2013年7.6%增長還要好一些。
對於2015年外貿形勢，祝寶良認為，從國內看，中國經濟發展總

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並沒有表現出內需動力不足。同時，結構
調整、轉型也在不斷釋放出紅利。從國際看，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當
中，美國經濟已顯示出相對穩固的復甦態勢，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市
場經濟也平穩增長，外部環境或好於去年。預計2015年外貿形勢將
好於2014年。
此外，商務部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所所長李健向媒體指出，進出口結
構調整將影響今年外貿數據的波動。一方面，鼓勵發展戰略新興產業、
低能耗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等限制了對大宗商品的進口需求，而出口價
值鏈上的升級則會影響出口增長；另一方面，結構調整
也會增加先進技術設備、消費品、中間產品的進口，而
在出口上則出現一些新的增長點，比如高新技術產業、
服務貿易產業等，這些會增強外貿發展的後勁。

今年外貿形勢料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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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
道）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
司司長鄭躍聲昨日在北京介紹，據初
步測算，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
國家或地區進出口雙邊貿易值接近7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7%左右，佔同期
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四分之一。其
中，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出口增長超過了10%，進口增長約為
1.5%。
鄭躍聲表示，2013年習近平主席

在訪問中亞和東盟期間先後提出了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為
泛亞和亞歐區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

力。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全球增
長和貿易投資格局也正在醞釀深刻
的調整。
鄭躍聲指出，亞歐國家都處於經

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需要進一
步激發區域內發展的活力與合作的
潛力。「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
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
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啟動
了新的機遇之窗。他相信，隨着
「一帶一路」共建不斷深入，中國
與「一帶一路」國家或地區進出口
雙邊貿易數據還會得到進一步提
升。

與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地區貿易增地區貿易增7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國家審
計署日前確定今年7大重點審計項目，中央重大
政策落實和民生審計成「重頭戲」，國家審計署
審計長劉家義表示，2015年將對涉及面廣、資
金量大、落實難度大的水利、鐵路、城市基礎設
施、棚戶區改造等方面進行全過程跟蹤審計，並
首次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進行全面審計，此外還
將加強對省部級領導幹部、金融機構和中央國有
企業領導人員開展經濟責任審計。

加強民生審計
「貫穿落實中央重大政策」列在各項審計工
作的首位。劉家義表示，對涉及面廣、資金量
大、落實難度大的水利、鐵路、城市基礎設
施、棚戶區改造等方面進行全過程跟蹤審計，
保障政策落地生根。
國家審計署還表示要加強民生審計。審計署

將統一組織全國審計機關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進行全面審計，摸清基金
籌集、管理、使用和保值
增值等情況，揭示存在的
困難、問題和風險，提出
對策建議，為完善相關政
策制度提供參考和依據。
同時，將繼續開展全國保
障性安居工程跟蹤審計和
農林水專項資金審計，高
速公路建設情況審計等。
各地也將加大對最低生活保障、「三農」、教
育、醫療、扶貧、救災、就業等民生資金和項
目的審計力度。
此外，受中央組織部委託，國家審計署今年

繼續安排了省部級領導幹部、金融機構和中央國
有企業領導人員的經濟責任審計。
據國家審計署統計，2014年全國審計領導幹
部2萬多人，查出相關領導幹部負有直接責任的

問題金額300多億元，其中百分之一即200多人
被移送司法、紀檢監察機關處理。
在資源環境審計方面，國家審計署表示，將

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保護及相關資金徵管情況
進行審計，及開展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
點。在涉外審計方面，繼續對國外貸援款項目
進行審計，對駐外經營性機構和非經營性機構
（含對外援助）進行審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
隨着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中國外
貿也開始注重結構與效益的提升。海關
總署新聞發言人、綜合統計司司長鄭躍
聲昨日指出，雖然2014年中國外貿增速
遠低於預期，但外貿結構、質量與效益
均有提升，中國在全球貿易當中所處的
地位正穩步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主要
出口市場中的份額明顯提高。

民企佔比提升 內生動力增強
鄭躍聲說，從外貿的主體看，2014年
民營企業進出口值佔同期中國進出口總
值的比重為34.5%，提升了1.2個百分
點。而同期外商投資企業佔比是46.1，
與2013年基本持平。國企的進出口佔
17.4%，下滑了0.6個百分點。民營企業
佔比在提升，這說明外貿的內生動力在
進一步增強，外貿自主發展的能力在逐
步增強。
從貿易價格看，中國對外貿易的效益

有所上升。鄭躍聲指出，2014年中國出
口價格總體下跌是0.7%，而進口價格總
體下跌了3.3%。由於進口價格的跌幅高
於出口，全年中國貿易價格條件指數為
102.7，這表示2014年中國出口一定數量
的商品可以多換回2.7%的進口商品。
鄭躍聲續指，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對新

興市場雙邊貿易比重上升，表明市場多元
化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一般貿易比重也有
所提升，顯示出貿易方式更趨合理。
此外，鄭躍聲強調，雖然世貿組織

2014年的全年數據還沒有發佈，但從前
三個季度的數據看，中國出口產品在歐
盟、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份額分別為
17.5%、19.4%和 21.8%，分別上升了
1.1、0.4和0.4個百分點。而從進口看，
2014年中國吸納全球商品的比重也在上
升，主要貿易夥伴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
度也在不斷加深，中國對外貿易進口為
拉動全球經濟的復甦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 自2013年10月格陵蘭
島結束「禁採令」，進一步開放礦業市
場後，中國投資者加快了爭奪北極圈資
源的步伐。 中國私營企業俊安集團將全
盤接手格陵蘭島上的項目，這是中國首
次全資持有北極資源項目，預計可開採
1,500萬噸露天鐵礦，需投資23億美元
（約178億港元）。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俊安集團

將接管格陵蘭的Isua鐵礦，該集團是中
國最大的煤炭和鐵礦石進口商之一。而
Isua鐵礦的前主人倫敦礦業已經進入破產
管理程序。

格陵蘭島是地球上人口最稀少的一個地
區，只有5.6萬名居民。島上一無資本，
二缺勞力。中國豐富的資本和廉價的勞動
力正好與當地資源構成優勢互補。
不過，格陵蘭島2009年自治後仍有

60%左右的政府財政收入由丹麥補貼，若
要允許外企開礦，須先獲丹麥國會通過。
另外，在鐵礦石低價環境下，Isua礦如

何盈利是大問題。去年國際鐵礦石價格
跌幅高達50%。據估計，Isua礦的運營成
本達每噸45美元，運至中國的運費為每
噸37美元。而目前鐵礦石價格約為每噸
70美元。

經濟臻新常態 外貿結構提升

中企斥178億首奪北極圈鐵礦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中國海關總署公佈，，20142014
年中國進出口總值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626..4343萬億萬億
元人民幣元人民幣，，比比20132013年增長年增長
22..33%%。。圖為福建廈門東渡圖為福建廈門東渡
港港。。 中新社中新社

■■海關總署海關總署
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
鄭躍聲鄭躍聲。。

中新社中新社

■ 2015 年
「 一 帶 一
路」建設將
進入務實展
開階段。圖
為渝新歐鐵
路國際貨運
專列2013年
滿載「重慶
造」貨物從
重慶發車。

資料圖片

■■國家審計署將對養老金進行審計國家審計署將對養老金進行審計。。圖為內蒙古實行圖為內蒙古實行「「城鄉一城鄉一
體化體化」」養老金制度養老金制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審計署將審計養老保險基金審計署將審計養老保險基金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總署中國海關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