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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去年外貿破30萬億創新高

李魁文當天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介紹了中國介紹了中國20182018年全年進出口年全年進出口
情況情況。。據海關統計據海關統計，，20182018年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3030..5151萬億萬億

元元，，比比20172017年增長年增長99..77%%。。其中其中，，出口出口1616..4242萬億元萬億元，，增長增長77..11%%；；進進
口14.09萬億元，增長12.9%；貿易順差2.33萬億元，收窄18.3%。
「2005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首次超過10萬億元；2010年，超
過20萬億元；去年，再創新高，超過30萬億元。」李魁文說。

夥伴多環境佳 書寫驕人佳績
在李魁文看來，2018年內地進出口規模之所以能夠達到新的歷史高

點，主要得益於營商環境「好」、外貿企業「多」、貿易夥伴「廣」、
增長動力「強」、質量效益「優」等五方面，成績來之不易。
他介紹，在營商環境方面，去年內地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減稅降費、
優化口岸營商環境的政策措施，貿易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此外，
2018年兩次提高出口退稅稅率，對相關產品出口起到了明顯推動作
用；並且主動降低了藥品、汽車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
稅，有效促進了進口的增長。
海關統計顯示，去年第一批上調出口退稅率的機電和文化等397項
商品，全年出口同比增長了8%，高於出口整體增速0.9個百分點；第
二批上調出口退稅率的1,172項商品，在政策實施後出口增速明顯加
快，11月和12月兩個月出口增速達到了13.3%，比前10個月快7.1個
百分點。
李魁文續指，去年中國外貿市場多元化取得了積極進展，在與傳統
貿易夥伴保持良好增長速度的同時，也積極拓展與全球其他國家和地
區的經貿往來，其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非洲、拉丁美
洲進出口增速分別高出了整體3.6、6.7和6個百分點。在外貿企業數
量方面，去年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由2017年43.6萬家提升到47萬
家，市場主體活力進一步提升。

外部環境成隱憂 今年增速或放緩
值得一提的是，從量、價因素來看，去年內地進出口增長數量拉動
因素更強。據海關初步測算，中國進口數量指數為106.4，出口數量
指數為103.6，數量對進口、出口的貢獻程度均超過了五成，外貿進
出口增長動力更為扎實。
對於今年外貿走勢，李魁文認為，2019年中國外貿發展最大的隱憂

還是外部環境複雜嚴峻，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一些國家保
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世界經濟增長可能有所放緩，跨國貿易和投
資可能受到拖累。加之基數抬高等客觀因素，預計今年外貿增長速度
可能有所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馬琳馬琳 北京北京

報道報道））中國進出口總值再創新高中國進出口總值再創新高。。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統計分析司

司長李魁文昨日在京介紹司長李魁文昨日在京介紹，，20182018

年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首次超過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首次超過

3030萬億元萬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年度年度

進出口總值再上新台階進出口總值再上新台階，，並有望繼並有望繼

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

位位。。他強調他強調，，這一成績來之不易這一成績來之不易，，

得益於去年減稅降費得益於去年減稅降費、、提高出口退提高出口退

稅率等一系列穩外貿措施稅率等一系列穩外貿措施，，以及外以及外

貿市場多元化發展等因素貿市場多元化發展等因素。。展望今展望今

年外貿走勢年外貿走勢，，李魁文認為李魁文認為，，外部環外部環

境複雜嚴峻仍是最大隱憂境複雜嚴峻仍是最大隱憂，，加之高加之高

基數等客觀因素基數等客觀因素，，預計今年外貿增預計今年外貿增

長速度可能有所放緩長速度可能有所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據海關統計顯示，2018年中國對美
國進出口 4.18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5.7%。其中，對美出口
3.16萬億元，增長8.6%；自美進口1.02
萬億元，下降2.3%；貿易順差2.14萬億
元，擴大14.7%。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
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對此表示，中美貿
易順差有所擴大，是中美處在不同發展階
段，雙邊經濟互補性的一種體現。

歐盟仍為最大貿易夥伴
除了中美貿易，中國去年與其他主要貿

易夥伴在雙邊貿易上也保持了增長態勢。
其中，中國對歐盟的進出口值是4.5萬億
元，同比增長7.9%，歐盟繼續保持中國最

大貿易夥伴和最大進口來源地的地位；中
國對東盟進出口增長11.2%；中國對「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合計進出口8.37
萬億元，增長13.3%，高出全國整體增速
3.6個百分點，顯示出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及地區的貿易合作潛力正在持續釋
放，成為拉動中國外貿發展的新動力。此
外，中國對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臘進
出口分別增長24%、23.2%和33%。
中朝貿易方面，2018年中國對朝鮮進
出口總值160.9億元，同比下降52.4%；
其中出口146.7億元，下降33.3%，進口
14.2億元，下降88%，貿易順差為132.6
億元，擴大29.9%。「在中朝貿易上，中
國海關一貫全面、準確、認真、嚴格地執
行安理會有關決議。」李魁文強調。

對美貿易順差擴大對美貿易順差擴大
體現雙邊經濟互補體現雙邊經濟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
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昨日公佈了
2018年全國吸收外資情況。數據
顯示，2018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
（FDI）近9,000億元人民幣，創
歷史新高。在各主要投資來源地
中，英國和德國對華投資同比大幅
增長。同時，去年合同外資5,000
萬美元以上大項目近1,700個，顯
示外商對華投資信心不減。
商務部數據顯示，去年1月至12

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60,533家，同比增長69.8%；實際
使用外資8,856.1億元人民幣，同
比增長0.9%。值得關注的是，在
經歷了11月FDI同比下降26.3%之
後，12月FDI數據同比實現24.9%
的大幅增長。
從主要投資來源地看，去年1

月至 12月，新加坡、韓國、日
本、英國、德國、美國實際投入
金 額 同 比 分 別 增 長 8.1% 、
24.1%、13.6%、150.1%、79.3%
和 7.7%；「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及地區、歐盟28國、東盟實際
投入金額同比分別增長13.2%、
22.6%和13.8%。

中西部地區增速成亮點
從投入產業及區域看，製造業使

用外資實現快速增長，中西部地區
增速成亮點。2018年，製造業實
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20.1%，佔實
際使用外資的比例為30.6%，較上
年提高4.8個百分點。分地區來
看，2018年使用外資增速最快的
是西部地區，同比增長了18.5%；
中部地區同比增長15.4%；自貿試
驗區同比增長3.3%，佔實際使用
外資的比例為12.1%。
此外，去年外資大項目實現快速

增長。全年合同外資5,000萬美元
以上大項目近1,700個，同比增長
23.3%，顯示外商對華投資信心不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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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提前效應退潮 上月進出口遜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儘管

中國去年進出口總值再上新台階，但12月份數
據卻出現大幅下滑。據海關統計顯示，按人民
幣計，去年 12月中國進出口增速同比下降
1.2%。其中，進口同比下降3.1%，市場預期為
增長12%，前值為7.8%；出口同比微增0.2%，
市場預期為增長6.6%，前值為10.2%。有分析
師指出，貿易提前效應「退潮」是12月進出口
不及預期的原因之一。預計隨着全球經濟放
緩，今年中國進出口面臨的局面或更加嚴峻。

知名經濟學家鄧海清分析指出，2018年前10
個月，內地進出口普遍超市場預期，其中一個
重要原因是關稅預期導致進出口提前。隨着
2018年底關稅繼續提高預期消散，前期進出口
被顯著透支，現在開始進入「補課」階段。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表示，

中國官方當月 PMI 新出口訂單指數已降至
46.6%，連續第7個月位於榮枯線下方。因此，
預計今年初中國出口增速將繼續明顯放緩。
華泰證券宏觀研究李超團隊預計，今年中國

出口增速相比2018年全年會進一步回落，不過
隨着國內穩增長的措施陸續出台，進口增速回
落會慢於出口增速，貿易順差延續收窄。

海關總署：增速現波動常見
不過，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

魁文則表示，進出口增速出現波動是常見的，主
要與國內外經濟形勢、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水平以
及外貿企業進出口節奏等多種因素有關。如果從更
長的周期角度觀察，這種波動程度將會有所減弱。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介紹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介紹，，中國中國20182018年外貿進出年外貿進出
口總值首次超過口總值首次超過3030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圖為輪船靠泊在圖為輪船靠泊在
河北唐山港京唐港區貨櫃碼頭裝貨河北唐山港京唐港區貨櫃碼頭裝貨。。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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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登月探測器「嫦娥四號」早前成功
登陸月球背面，當中採用香港理工大學多
項技術成果。國家航天科技發展突飛猛
進，已進入世界第一方陣，也帶給香港參
與尖端科研的重大機遇，讓香港的尖端科
研力量在貢獻國家的同時大展所長。航天
等重大高新科技項目和工程，通常會衍生
高新科技產業鏈，推動產業開拓和升級，
本港應把握機遇、發揮優勢，依託重大科
研成果推進本港「再工業化」。

國家探月工程給本港科研團隊參與國家
尖端計劃的機會。理大容啟亮教授及其團
隊開發的相機指向系統，於2013年「嫦娥
三號」升空時首次獲採用，是第一個由本
港製造、開發並獲國家用於探月計劃的儀
器；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副教授
吳波，則以「月球地形測繪和地貌分析技
術」協助選取陸點。理大多項技術運用
於探月工程，證明香港有能力為國家承擔
重大尖端項目，亦鼓勵本港其他科學家參
與國家重大科技工程。

近年國家銳意科技創新，湧現了一大
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工程，
如載人航太、深海探測、特高壓輸變
電、5G 通訊、蛟龍號載人潛水器、C919
大飛機、首顆「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
衛星成功發射等。在探月工程，中國更
有後來居上之勢。2007 年中國首顆月球
探測器「嫦娥一號」進入月球軌道；2013
年中國月球車實現登月；今年頭登陸月

球背面，是人類首次；
2019 年底

前後將發射「嫦娥五號」，實現在月球
軟陸及採樣返回，探月工程將實現
「繞、落、回」三步走目標。國家探月
工程穩步推進，本港相關的科研機構和
人員發揮所長、報效國家的機會越來越
多，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航天工程等重大高端科技項目，通常是
引領行業、產業發展的火車頭，給經濟、
社會帶來革命性的進步。根據美國航天局
(NASA)的一份清單，太空探索所取得的成
果中共有700多項應用於日常生活。太空
科技在現代醫學中的應用令人矚目，激光
血管造影術、新一代心臟起搏器、紅外線
溫度計、血液分析儀等技術被大量使用；
此外，滅火系統、激光、衛星照片、天氣
監測體系、抗腐蝕塗層和材料、太陽能應
用、無線裝置、水過濾裝置、虛擬顯示系
統、便攜式電腦等，也是航天科技在生活
應用的產物。

中國探月工程對高科技民用化，同樣具
有重大而積極的意義。本港在創科研發有
雄厚的技術和人才基礎，法律、金融制度
成熟完善，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本港應
充分利用優勢，致力將最新科研成果轉化
為產業。理大副校長衛炳江就表示，香港
擁有先進科技和應用科學技術，對香港
「再工業化」充滿信心。特區政府應提供
稅收和政策的優惠，以本港科研的「上
游」成果催生新產品、新產業，加快本港
產業多元化、高增值化，提升本港的綜合
競爭力，也為本港培養、留住更多高端人
才，並為他們提供用武之地。

香港科研力量貢獻國家 推動「再工業化」
市區重建局首置上車盤「煥然懿居」提供450

個以折扣價出售的單位，在距離截表還有10日
時已收到超過一萬份申請，暫已超額逾21倍。
初步統計，超過8成的一人申請，申請人屬「80
後」和「90後」，即18至38歲群組，而屬於此
年齡層的家庭申請亦佔申請總數約3成。市建局
行政總監韋志成認為，數據反映「首置盤」對
單身年輕人及年輕家庭有一定吸引力。

煥然懿居項目申請設入息上、下限，家庭申請
者為57,001至74,100元，單身為28,501至37,050
元；家庭及單身資產上限則分別為 255 萬元及
128萬元。約有一半申請者的入息，分別接近家
庭及單身的入息「下限」；約70%申請者的總資
產淨值不多於128萬元，而約一半則在64萬元或
以下。以「煥然懿居」售價最低314萬元的開放
式單位為例，由於可承造最高90%按揭，若供款
30年、利率為2.375%，首期約31.4萬元，月供
10,983元，但入息要求仍需28,772元。

有調查發現，去年大專生及大學生畢業後平
均起薪點為 14,978 元，略高於 2016 年調查的
14,685元，只等於煥然懿居入息供款30年入息
要求28,772元約一半。有機構研究發現，20年
來香港大學生薪金明顯貶值，起薪點中位數較
20 年前下跌 17%。本港年輕人的實際收入下
降，不管他們如何努力，也難以改善自己的生
活。煥然懿居大受年輕中產歡迎，反映這班人
負擔能力仍不足以承受私人市場的高樓價，即
使煥然懿居售價最低314萬元的開放式單位，不
少人仍要「靠父幹」才能上樓。而如果情況沒
有突發式改變，這種情況可能長期維持。

高樓價壓力下，年輕人難置業、難結婚，難
免瀰漫負面情緒，不利社會和諧進步。特首林

鄭月娥曾表示，如果解決到住屋問題，相信其
他問題都會容易解決。資助房屋是年輕人上車
的希望，在情在理，政府都要對類似煥然懿居
的申請者，給予必要的支持和資助。

第一，類似的資助房屋要保持穩定供應。本
港房屋的供應問題，莫過於公私營供應失衡。
林鄭月娥曾表示︰「『首置』的目標是在樓價
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協助既不符合申請居屋資
格，又未能負擔私營房屋的較高收入家庭，回
應他們的置業期望。」去年施政報告宣佈，政
府會預留2018至19年度政府賣地計劃一幅位於
安達臣道的住宅用地，提供約1,000個「首置」
單位。煥然懿居只是「首置盤」先導項目，政
府要預留更多土地增加供應，以滿足年輕人置
業的殷切需求。

第二，是否有其他針對性資助，協助年輕人
置業，政府亦要認真謀劃。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推出多項房屋計劃，協
助國民在新加坡自置居所。有關計劃包括准許
國民使用中央公積金購置居所，又提供建屋局
房屋貸款及「公積金購屋津貼」。

新加坡有逾7成組屋業主的公積金儲蓄，足夠
支付每月按揭供款，無須為供款再作現金準
備；新加坡建屋局以優惠利率，向合資格置業
人士提供房屋貸款，申請人須經信貸審查，並
符合按揭條件；「公積金購屋津貼」是為合資
格置業人士，提供房屋資助，該津貼不以現金
發放，而是直接存入置業人士的公積金戶口。
新加坡協助國民自置居所的政策和措施，妥善
地解決了置業問題，國民得以安居樂業，值得
特區政府認真研究其可取之處。

煥然懿居反應熱烈 置業資助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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