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兩會聚焦

2016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
星期三)) ■責任編輯
責任編輯：
：趙漢東

出口跌兩成 7年最差
代表委員倡外貿由「量」向「質」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內地外
貿開局未如理想。中國海關總署昨日發佈數據，
2 月內地實現進出口總值 1.43 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15.7%。其中，出口超
預期下降 20.6%，創近 7 年最大月度跌幅；進口
表 現 較 預 期 好 ， 降 幅 收 窄 至 8% ； 貿 易 順 差
2,095 億元，收窄 43.3%。如何研判當前外貿形
勢？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認為，中國
外貿增長率的下降主要受累於全球貿易形勢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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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當前相比追求增長速度，外貿更應看重結構
調整，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同時探
索商業模式的轉換。跨境電商有望成為今年外貿
穩增長的發力點。

代表委員看法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新
時期，持續 30 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歲月」已
一去不復返，外貿發展將從重量轉向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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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國研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
員張小濟：相比追求增長速度，更應看重結構
調整，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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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國和控股集團董事長陳乃科：
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擴大國際產能合
作、促進外貿創新發展等內容，將有助於中國
外貿提質增效、實現回穩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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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物產中大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王挺革：去年公司與日本金融企業歐時力
等合作，以跨境電商平台運作模式打造進出口
貿易增長新引擎，出口額增長了8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貿促會會長姜增偉：2016
年，在世界經濟尚處於復甦階段的背景下，外
貿穩增長、調結構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但隨
着「一帶一路」和「互聯網+」等重大戰略的實
施，中小企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只有堅定
「走出去」才能充分利用境內外市場和資源，
實現轉型升級。


 

 
 

 

 



 

 

 

 

 

 
 

 



■內地 2 月進出口總值 1.43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 15.7%。圖為山東
青島碼頭。
法新社

















     





記者 馬琳 整理
2 月出口大幅下降拖累，今年首兩個月，內地進出口
受總值
3.31 萬億元，下降 12.6%。其中，出口 1.96 萬億

外圍因素困擾 上半年難樂觀

元，下降13.1%；進口1.35萬億元，下降11.8%；貿易順差
6,159億元，收窄15.9%。

今年罕有不設增長目標
其中，一般貿易進出口 1.87 萬億元，下降 12.8%；加工
貿易進出口 9,788.1 億元，下降 15.3%；以海關特殊監管方
式進出口3,401.3億元，下降3%。
由於今年外部經濟形勢未見好轉，美歐經濟不確定性上
升，加之年初受春節假期因素影響，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
城此前接受採訪時表示，對 2 月份可能出現的外貿數據波
動，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高虎城指出，從歷史經驗看，春節期間工廠生產、出庫
都會出現一些變化，每年一季度的月度進出口數據都會出
現較大波動。
無論是否春節因素影響了 2 月進出口，但內地外貿這兩
年的表現確讓人憂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罕見未對外貿
增長設定目標，只強調「多措並舉，遏制進出口下滑勢
頭」。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認
為，新時期，內地外貿發展在外部需求、競爭優勢、出口
支撐力、貿易結構等方面發生一系列趨勢性新變化，持續
30 年高速增長的「黃金歲月」已一去不復返。外貿不設具
體目標，說明今後外貿發展將由數量型轉向質量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琳 兩會報道）2
月內地外貿數據未如
人意，出口更大幅下
/ 1
滑兩成。對此，商務
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
究部副主任白明向本報記者表示，去年2月出口基數
偏高是原因之一，同時外貿正處於轉型的新舊交替
期，傳統優勢在減弱而新的競爭力未培育起來。他
預計，在外部壓力持續的背景下，至少上半年外貿
形勢難言樂觀，但也應看到，自貿試驗區等探索，
已經通過產業聚集發展形成新的外貿競爭力。
白明說，今年 2 月正值春節，春節因素會對出口
造成一定影響，同時去年 2 月，出口同比增速達到
48.7%，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今年 2 月出口的數
據。不過，他強調，內地外貿當前的困境更多是內
在與外部環境疊加的結果。一方面是傳統外貿優勢



喪失過快，而新優勢還未能培育出來。另一方面，
國際貿易呈現下滑態勢，中國外貿很難獨善其身。

自貿區可形成新競爭力

下滑形成對照。他認為，這顯示在短期內外貿優勢
難以形成的情況下，諸如自貿試驗區、境外經濟合
作區等園區，通過產業集聚發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
置，可形成新的外貿競爭力。

對於外貿新的增長點在哪裡？白明認為，在高
鐵、核電、工程機械等高端製造業領域，中國已經
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要以此帶動相關產業的
國際訂單；勞動密集型產業也不是只有向外轉移一
條路，完全可以依靠良好的產業基礎，通過塑造品
牌，向高端發展。
白明強調，現階段內地外貿的發展還是要以夯
實產業基礎為主，不斷加強自身研發創新能力，
不斷提高貿易便利化程度。同時，在貿易渠道方
面，注重拓展新的貿易方式，跨境電商就是一個
很好的方向。
此外，白明還注意到，內地 2 月以海關特殊監管
方式下的進出口僅下降 3%，與其他外貿數據的大幅

■白明認為，在高鐵等高端製造業領域，中國已經
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優勢，可以此帶動相關產業的
國際訂單。圖為一列高鐵列車駛入天津站。 新華社

全國政協委員、國研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小濟
強調，因勞動力等生產成本增加，中國外貿傳統競爭優勢
在逐步削弱，一部分加工貿易向東南亞等國家轉移，這是
一個趨勢，也很正常。現階段，相比追求增長速度，更應
看重結構調整，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
全國人大代表、國和控股集團董事長陳乃科指出，對外
貿運行的評價一定要考慮境內外的大背景。政府工作報告
雖然未提出增長的具體目標，但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擴大國際產能合作、促進外貿創新發展等內容，將有
助於中國外貿提質增效、實現回穩向好。
除了從結構調整上尋求轉型與突破，全國人大代表、杭
州市長張鴻銘認為，外貿發展也要求商業模式的轉換。去
年成立的杭州跨境電商綜合實驗區實現出口額 141 億元，
拉動杭州出口增長5.4個百分點。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要擴大跨境電子商務試
點」。海關總署署長于廣洲表示，作為一種新型交易方
式，跨境電子商務近年發展迅猛，成為助推外貿增長的重
要力量，海關將採取措施予以支持。數據顯示，去年內地
跨境電子商務出口和進口同比分別增長4.9倍和16倍。

「互聯網＋」
助推外貿新發展
2 月份 20.6%的出口下滑，創
7
年來最大單月跌幅。這有點出
1?
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2 月正
值春節，歷來外貿數據波動較
大，加之外貿轉型升級很難在
短期內完成，國際經濟疲軟致全球性的市場嚴
峻，內地外貿表現欠佳實屬正常。
展望今年外貿前景，大多數人持謹慎態度。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遏制下滑趨
勢。有經濟學家坦言，雖然沒有提出具體增長
數字目標，但在全球貿易都在兩位數負增長的
背景下，遏制下滑已是頗具挑戰的目標了。
不過，外貿也確實有亮點可循。在內地互聯
網較發達的浙江省，去年全年累計進出口
21,566.2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1.1%



（全國下降 7%）；其中出口 17,174.2 億元，增
長2.3%（全國下降1.8%），領跑全國。
何以能夠出現逆勢上漲？很大程度上得益於
以跨境貿易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互聯網＋外
貿」的新業態的迅速崛起。由於國際市場萎
縮，出口訂單日益碎片化。從前國外客戶訂單
大且集中，便於上游企業批量化生產，如今的
訂單小且分散，促使生產鏈條趨於精細化，銷
售環節朝着扁平化方向發展。而互聯網正適宜
這一趨勢的發展。
中國是電子商務起步較早的國家，很多省市
在B2B、B2C領域都有很好的基礎，借鑒「浙江
模式」，「互聯網＋外貿」將很有可能成為外
貿穩增長的突破口。
■記者 馬琳

外資行：出口疲軟 人幣受壓

外貿發展要求商業模式轉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中國海
關總署昨日公佈的 2 月外貿數據中，出口
同比創近 7 年最大降幅，進口連續 16 個月
負增長，整體外貿形勢嚴峻。
包括花旗、瑞穗和德國商業銀行在內的多
間外資投行均認為，出口數據疲弱令人民幣
匯率受壓。德國商業銀行駐新加坡經濟學家
周浩指，中國2月份出口跌幅大於預估，勢
必給人民幣近期走勢帶來更大下行壓力。花
旗集團駐香港策略師Ken Peng稱，近期人
民幣持穩得益於美元下跌和中國收緊資本控
制，不過鑒於最近數據，美國經濟似乎還是
好於全球多數地方，而其他主要央行仍有可
能加碼寬鬆措施。因此預測美元將再度發
力，將加大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蔡永雄表示，從
美國和歐盟向內地進口的數據來看，內地貨
物在歐美主要市場的市佔率仍在上升，意味
着內地貨品在全球市場仍有較佳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