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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進出口扭轉兩年跌勢
實現雙位數恢復性增長 競爭加劇保高位有難度
內地近年進出口走勢
單
位：萬億元人民幣
位：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中國海關總署

2013 年
2013年
進出口總值：
進出口總值
：25
25..83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7.6%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 ） 去年中國外貿實現兩位數恢復

2016 年
2016年
進出口總值：
進出口總值
：24
24..33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0.9%

2014 年
2014年
進出口總值：
進出口總值
：26
26..43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2.3%

2017 年中國進出口數據
年中國進出口數據，
，全年貨物
貿易進出口總值 27
27..79 萬億元
萬億元（
（ 人民幣
人民幣，
， 下同
下同），
），
同比（
同比
（下同
下同）
）增長 14
14..2%，扭轉了此前連續兩年下
降的局面。
降的局面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稱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稱，
，世界經
濟溫和復甦，
濟溫和復甦
，國內經濟穩中向好
國內經濟穩中向好，
，推動了去年中國

2015 年
2015年
進出口總值：
進出口總值
：24
24..59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7%

外貿進出口的持續增長。
外貿進出口的持續增長
。預計今年中國外貿將繼續
保持增長，
保持增長
，但維持兩位數較快增長的難度增大
但維持兩位數較快增長的難度增大。
。

海關統計顯示，去年全年中國貨物貿易
出口15.33萬億元，增長10.8%；進口

12.46 萬億元，增長 18.7%；貿易順差 2.87
萬億元，收窄14.2%。貿易方式結構有所優
化；各類型企業進出口均實現兩位數增
長，顯示外貿發展內生動力增強；對歐美
日等傳統市場進出口增長14.8%，對拉美和
非洲等新興市場進出口分別增長 22%和
17.3%，貿易夥伴更趨多元化；中西部外貿
進出口增長 21%，在全國進出口中所佔比
重同比提升 0.8 個百分點，外貿區域發展更
加協調。

降關稅進口增 出口結構優化
對於中國外貿進出口一舉扭轉連續兩年
負增長，黃頌平認為，一方面世界經濟溫
和復甦，外部需求有所回暖。另一方面內
地經濟穩中向好，為進口增長奠定基礎。
同時，國家一系列促進外貿穩增長政策措
施效應持續顯現，包括降低部分消費品進
口關稅，改善國內營商環境，增強企業創
新能力等。

黃頌平強調，去年中國外貿不僅在
「量」上恢復增長，「質」也得到進一步
提升。部分高附加值機電產品和裝備製造
產品出口保持良好增勢，比如出口汽車增
長 27.2%，計算機增長 16.6%，醫療儀器及
器械增長10.3%，表明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
力逐漸增強，國際競爭新優勢逐漸顯現。
進口方面，能源資源性產品進口穩定增
長，同時部分重要設備、關鍵零部件、優
質消費品進口也實現了較快增長，其中集
成電路增長 17.3%，發動機增長 17.6%，數
控機床增長13.8%，水海產品增長19.6%。
「總體上看，2017 年中國外貿領域堅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方式、調結構
取得積極進展，進出口正由高速增長階段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黃頌平說。

保護主義升溫 新興市場挑戰
展望 2018 年，黃頌平認為，世界經濟有
望繼續復甦，中國經濟延續穩中向好，對
中國外貿進出口較為有利。但也要看到，
全球製造業競爭激烈程度上升，一方面部

分新興市場國家憑借勞動力、土地等低成
本優勢，推動中低端製造業發展，對中國
傳統優勢產品形成競爭；另一方面，發達
經濟體實施「經濟再平衡、再工業化」政
策，促進部分中高端製造業回流，製造業
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加之全
球貿易保護主義仍在升溫，使得中國產品
遭遇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和金額處於近年來

提高管理服務效率
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副主任
馬曉光表示，與現行的指定部門管理、成
立事業部管理等模式相比，投資管理行作
為獨立法人，能夠更好統籌集中優勢資
源，提高管理服務效率。同時能夠針對村
鎮銀行特點建立專門的風險識別、監測、
處置以及流動性支持等制度安排。
馬曉光強調，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的
模式，是在現有模式的基礎上為主發起
人提供的一個新選擇，主發起人仍可繼
續採用現行有效的村鎮銀行管理模式。
通知提出，在中西部和老少邊窮地區特
別是國定貧困縣相對集中的區域，可以在
同一省份內相鄰的多個縣（市、旗）中選
擇1個縣（市、旗）設立1家村鎮銀行，
並在其鄰近的縣（市、旗）設立支行，即
實施「多縣一行」制村鎮銀行模式。

北京扶持高精尖產業 推土地彈性年期出讓
精尖企業活力，還可能預示着今後內地
土地使用年限或將發生動態調整。

首批年限最長20年
根據《意見》規定，各試點園區將按
照高精尖產業准入標準研究確定入園企
業的准入條件，明確產業類型、投資強
度、產出效率等要求，作為土地供應的
前置條件。同時，在依法合規前提下，
各園區可綜合採用園區規劃範圍內統籌
平衡開發成本、出讓土地和出租房屋並
舉等方式，控制和降低土地使用成本，

為高精尖產業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意見》中指出，入園企業向園區開
發企業租賃產業用地的，土地租金實行
年租制，年租金由各區政府、北京經濟
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根據園區土地成本收
益和產業引導政策具體制定。此外，入
園企業申請以出讓方式取得園區產業用
地，實行彈性年期出讓，出讓年限最長
為20年。但國家和本市重大產業項目，
經市政府批准後可適當延長，最長出讓
年限不得超過土地使用權出讓用途法定
最高年限。

上月數據遜色 外需降內需弱
此外，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則

專家：貿易戰將致中美「雙輸」

■中國銀監
會推出投資
管理型村鎮
銀行。圖為
廣東鶴山珠
江村鎮銀
行。
網上圖片

村鎮銀行履行主發起人職責。

的較高水平。
黃頌平表示，考慮上述因素以及去年基
數較大等影響，今年外貿維持兩位數較快
增長的難度增大，預計全年對外貿易進出
口將繼續保持增長，質量效益有所提高。

中國經濟論壇華盛頓舉行

《關於開展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和
「多縣一行」制村鎮銀行試點工作的通
知》提出，具備一定條件的商業銀行，
可以新設或者選擇 1 家已設立的村鎮銀
行作為村鎮銀行的投資管理行，即投資
管理型村鎮銀行，由其受讓主發起人已
持有的全部村鎮銀行股權，對所投資的

■內地經濟
穩中向好，
去年進口增
長 18.7%，
貿易順差收
窄 14.2%。
圖為昨日山
西太原民眾
在超市挑選
進口商品。
中新社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右）介紹 2017 年全年進出
口情況，並答記者問。
新華社

中銀監試點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北京市政府辦公廳昨日印發了《關
於加快科技創新構建高精尖經濟結構用
地政策的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其中明確規定，為保障高精尖
產業發展，北京將在19個重點區域啟動
「彈性年期出讓土地和土地年租制」，
除部分特殊情況，土地流轉年限縮短到
20 年以內。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此舉是
中國土地改革進程中一大創新，不僅將
大幅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有利於激發高

積極加強人幣結算管理

黃頌平指出，在世界經濟復甦和主
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仍有不確定
性的背景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有利於
企業穩定匯率預期，促進外貿平穩發
展。為此，中國相關部門一直積極加
強、不斷擴大跨境貿易和投資領域的
人民幣結算工作，幫助企業增強應對
匯率風險的能力。

■中國 2017 年貨
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7.79 萬億元人民
幣，比 2016 年增
長14.2%，扭轉了
此前連續兩年下降
的局面。圖為青島
港貨櫃碼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經過十多年試點後，
中國村鎮銀行投資管理模式和設立方式
迎來重大創新。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銀
監會昨日推出投資管理型村鎮銀行和
「多縣一行」制村鎮銀行試點政策，旨
在提升偏遠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普惠金融
服務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琳 北京報道）近年
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了匯率大
幅波動，這對外貿進出口會
帶來哪些影響？海關總署新聞
發言人黃頌平昨日在京表示，匯
率問題對外貿進出口有影響，但是
影響程度有限。
黃頌平強調，匯率變化對進出口是
一把雙刃劍，人民幣貶值，理論上會
使企業出口從中相對受益，但同時也
會使企業進口成本相應上升。二是在
全球價值鏈背景下，由於跨區域上下
游分工和產業內貿易普遍存在，某一
個經濟體的幣值變化及其對進出口的
影響，都將快速傳導至其他鏈內經濟
體，進而分散對單一經濟體的影響。

匯率波動對外貿影響有限

性增長。中國海關總署昨日公佈

2017 年
2017年
進出口總值：
進出口總值
：27
27..79
同比增長率：
同比增長率
：14
14..2%

指出，去年 12 月中國進出口數據大幅低於
前值，其中出口增 7.4%，進口僅增 0.9%，
反映出外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正逐漸下降
以及內需的大幅走弱。預計 2018 年外需的
支撐作用可能面臨消退，全年出口同比下
滑或是大概率事件。加之進口商品價格的
同比高點已過，以及去年的高基數效應，
進口的高增速恐難繼續支撐。

查德．
查德
．鮑恩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金融四十
人論壇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IIE）共同舉辦的第三屆「中國
經濟論壇」當地時間 11 日在美國
華盛頓舉行。據中新社報道，中美
貿易前景成為當天討論的熱點議
題，多位與會的專家表示，中美如
果爆發貿易戰，將導致「雙輸」局
面。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哈繼銘表示，中美互為重要貿易夥
伴，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升
高。從數據上看，在貨物貿易方
面，中國對美國存在順差，在服務
貿易方面，美國對中國存在順差。
他認為，如果以制裁方式解決貿易
摩擦，雙方都會受到損失。

美無法阻華產品輸全球

PIIE 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表
示，他對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發起
的多項貿易調查感到擔憂。他說，
貿易戰不符合雙方的利益，貿易戰
沒有贏家，只有「雙輸」。他認
為，貿易問題需要兩國協商解決。
鮑恩表示，相關調查可能在未來
一段時間陸續公佈結果，美國將採
取何種措施值得關注。他指出，美
國可以針對來自中國的鋼鐵、鋁製
品以及太陽能板採取措施，但無法
阻止這些產品進入全球市場，無法
對這些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價格產生

林毅夫 中新社
實質性影響。
對於中國可能會以減持美債進
行反制的猜測，PIIE 高級研究員
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他不認為
中國會這麼做。他說，作為美國
的重要債權國，大規模拋售美債
將會使中國受到損失。

共同利益廣合作空間大
PIIE高級研究員傑弗里．蕭特認
為，美中在短期內不會就貿易問題達
成雙邊協議，但兩國在電子商務、服
務業等領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兩國
可以在更廣泛的領域找到共同利益。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中國
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林毅夫在
論壇上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
入新時代後，中國將堅持深化改
革，經濟將保持較高增速，中美互
利共贏的經貿關係仍然具備良好基
礎。他還表示，中國將會給世界作
出更多貢獻，中國將在國際舞台上
獲得更多發言權，中國經驗將會使
眾多發展中國家受益。
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組織撰寫
的《2017·徑山報告》英文版於當
天發佈。圍繞人民幣匯率改革、中
國跨境資本流動、金融支持「一帶
一路」等金融開放領域的焦點話
題，報告分析了中國金融開放政策
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現狀和問
題，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