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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內地外貿同比增3.4%
2020年1月15日（星期三）

對美進出口降一成 中方指首階段貿協將促華自美進口恢復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周琳及中新社報道，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即將
簽署。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鄒志武昨日稱，中國增加自美進口不會影響進口
其他國家產品。

12 月，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
去年本達成一致，雙方正就簽署協議的具體

安排密切溝通。根據業已透露的消息，協議
簽署實施後中方將增加自美產品特別是農產
品進口。

仍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
中國海關總署昨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2019 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31.54 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3.4%。其
中，出口17.23萬億元，增長5%；進口14.31
萬億元，增長 1.6%；貿易順差 2.92 萬億元，
擴大 25.4%。鄒志武表示，從初步分析看，
2019 年中國仍然有望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
第一大國地位。
儘管 2019 年全年中國對美進出口同比下降
超過一成，不過從 2019 年 11 月、12 月開
始，中國自美進口已有恢復性增長。據海關統
計，12月中國自美進口額788.3億元，同比增
長9.1%，其中農產品進口141億元，增長了2
倍，進口美國大豆、豬肉都有大幅提升；汽車
進口2.3萬輛，增加了1.5倍。
當被問及該協議簽署會否影響其他國家、
其他市場對中國的出口，鄒志武在當天舉行
的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不會」，因為中
國有龐大的市場，貿易也是多元化的。

他表示，在中美兩國共同努力下，中美經
濟貿易關係會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取得新進
展，不僅對中美兩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
經濟發展都有益。

解禁後首批美禽肉品到內地
另據中新社報道，1 個集裝箱共計 23.94 噸
美國雞爪昨日在上海青浦海關西郊國際查驗
場進行卸貨查驗，經海關關員核對箱封及貨
物包裝標識、感官檢驗合格判定後，第一時
間簽發了《入境貨物檢驗檢疫證明》。這是
美國禽肉被禁止輸華 5 年來首批產品順利通
關正式回歸中國市場。
據悉，因美國國內曾爆發禽流感疫情，
2015年1月9日，中國發佈《關於防止美國高
致病性禽流感傳入我國的公告》，全面暫停了
美國禽產品的進口。2019年11月14日，海關
總署和農業農村部聯合發佈《關於解除美國禽
肉進口限制的公告》，宣佈根據風險評估結
果，解除此前對美國禽肉進口的限制，允許
符合中國法律法規要求的美國禽肉進口。
2019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25 日，海關總署先
後對外公佈了美國 172家、177家禽肉企業的
對華出口資質，以及允許對華出口禽肉產品
名單，這也是中美雙方經過前後 13 次經貿談
判，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後的初步成果顯現。

2019 年中國外貿三大亮點
1.高附加值的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擴大
◆2019 年中國集成電路出口同比增長 25.3%，半導體器件出口增長 26.3%，太陽能
電池出口增長47.5%，金屬加工機床增長近 15%。同期，中國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
長12%，佔出口總值比重比2018年提升了1.1個百分點。

2.開拓多元市場取得新進展
◆為分散風險，2019年中國企業在守住歐盟、東盟、日本等傳統貿易夥伴市場份額的
同時，還加大了對新興市場的開拓力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非洲、拉
丁美洲等地區進出口分別增長了10.8%、6.8%和8%。

3.民營企業首次超過外企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貿主體
◆2019 年，民營企業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 11.4%，貢獻了中國外貿總值的 42.7%，
比2018年提升3.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佔比超過50%。
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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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磋商釋積極信號 上月華外貿增雙位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海關總署昨日發佈了 2019 年中國外
貿進出口情況，其中，中國對美國進出
口 3.7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下降
10.7%，美國也從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降
至第三位。對於兩國即將簽署的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海關總署副署長鄒志武表
示，中美經貿磋商釋放了積極信號，企
業信心上升。去年 12 月份，中國玩具、
塑料製品、傢具出口分別增長 26.1%、
22.7%和14.2%。
去年 12 月份中國外貿進出口達到兩位
數的增長，外貿出口和進口值都創歷史
月度最高值。鄒志武分析部分主要原因
在於中美經貿磋商釋放了積極信號，企
業信心上升。
鄒志武介紹，去年 12 月份，玩具、塑
料 製 品 、 傢 具 出 口 分 別 增 長 26.1% 、
22.7%和 14.2%。海關總署每月對 3,000
家外貿企業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其中去

年 11 月和 12 月的調查數據顯示，對未來
兩到三個月出口形勢表示樂觀的企業數
量在增加，去年 12 月份增加的數量達到
2018年下半年以來的最高值。

去年底自美進口農產增兩倍
鄒志武表示，中美這一協議無論對中
國、美國還是全世界，無論對貿易還是
未來預期都有積極意義。據統計，去年
12 月，中國自美進口 788.3 億元，增長
9%，其中進口農產品 141 億元，增長約
兩倍，進口汽車 2.3 萬輛，增長 1.5 倍。
此外，去年 12 月 6 日，國務院關稅稅則
委員會開展對部分大豆、豬肉等自美採
購商品的排除工作，當月對美國大豆、
豬肉等產品的進口都有大幅提升。
鄒志武分析稱，雖然中國對美國的出
口有所下降，但企業開拓多元化市場，
對非美市場的貿易出口可以說是此消彼
長，整體出口依然保持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在中美即將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之際，
美國財政部在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中宣佈
將中國從「匯率操縱國」名單移除。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表示，中國本來就
不是匯率操縱國。美方的最新結論符合事
實以及國際社會共識。
美國財政部 13 日發表半年度匯率政策報
告，取消去年 8 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
的認定。
「中國本來就不是匯率操縱國。美方的
最新結論符合事實以及國際社會共識。」
耿爽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

答有關提問時表示，「最近一次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的評估結論認為，人民幣匯
率水平大體上是符合經濟基本面的，客
觀上否認了中國是『匯率操縱國』的說
法。」
耿爽說：「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我們曾多次重申不會搞競爭性貨幣貶值，
沒有也不會將匯率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爭
端等外部擾動。」
耿爽說，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深化匯率市
場化改革，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
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
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也表示，這是「正
確的選擇，具有積極的意義」。他同時也
表示，中美貿易的變化不會影響中國對其
他國家的貿易。中國有龐大市場，對外貿
易也是多元化的。「中美在互利共贏的基
礎上取得積極進展，對全球各國都是有益
的。」

料人民幣匯率將走高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人民
幣匯率近期由貶轉升主要受兩方面因
素影響。從基本面看，自去年下半年

開始，逆周期調控力度加大，PMI 連續
兩個月站在榮枯線之上，宏觀經濟出
現企穩回升的態勢，支撐人民幣升
值。
從消息面看，國際形勢出現緩解，市
場避險情緒回落，市場對人民幣匯率下
階段走勢預期樂觀。
溫彬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趨勢沒
有改變。「從全球範圍看，中國股市估值
水平較低、債券收益率相對較高，國際機
構投資者配置中國債券和股票的熱情較
高，資本項目流入有助於國際收支保持平
衡，推動人民幣升值。」

去年國外在華專利商標申請量雙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知識產權局昨日下午在北京舉行 2020 年
首場例行新聞發佈會稱，2019 年，國外在
華發明專利、商標的申請量分別達 15.7 萬
件和 25.5 萬件，較上年分別增長 6.0%、
4.7%。
國家知識產權局新聞發言人、辦公室主
任胡文輝表示，國外在華專利、商標申請
量持續雙增長，充分顯示外商在華投資興
業的信心和活力，也表明知識產權有力支
撐中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日美德在華專利申請數居前三
國家知識產權局戰略規劃司司長葛樹補
充說，2019 年，全球共有 186 個國家和地
區的市場主體在中國申請專利商標，較上
年增長 12 個。分國別看，日本、美國、

德國位居在華發明專利申請前 3 位，申請
量依次為 4.9 萬件、3.9 萬件和 1.6 萬件，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7.9% 、 1.5% 和 6.4% ； 美
國、日本和英國位居在華商標申請前 3
位，申請量依次為 5.4 萬件、3.1 萬件和
2.4 萬件，同比分別增長 5.3%、21.2%和
42.4%。
他指出，國外在華知識產權申請數量的
穩定增長，一方面表明中國市場對外資的
吸引力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加大
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密
不可分，從而更加堅定全球市場主體來華
投資興業的信心。「我們將進一步發揮知
識產權制度保護和激勵創新的作用，打造
知識產權嚴格保護的高地，為國內外市場
主體公平競爭、創新源泉充分湧流創造更
好的環境和舞台」。

■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企業服務中心辦事全面提速。
網上圖片

◆對歐盟進出口 4.86 萬億元，增長
8%。
◆對東盟進出口 4.43 萬億元，增長
14.1%。
◆對美國進出口 3.73 萬億元，下降
10.7%。
◆對日本進出口 2.17 萬億元，增長
0.4%。
◆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進出口9.27萬
億元，增長10.8%。
（單位：人民幣）
來源：海關總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理 北京報道）博鰲亞洲論壇
秘書處昨日在北京召開新聞
發佈會，秘書長李保東宣佈
博鰲亞洲論壇 2020 年年會將
於 3 月 24 至 27 日在海南博鰲
召開，主題是「應對世界變
局 攜手共創未來」。年會初
步計劃設置 50 餘場活動，包
括開幕式暨全體大會、分論
壇、圓桌會議和特別對話
等。各場會議的討論將圍繞
「剖析變局、應對變局」這
一主線展開。
論壇議題包括五大板塊，
即發展大勢、產業變革、創
新前沿、美好生活和全球治
理，分別突出「變局」「改
革」「創新」「發展」「合
作」等關鍵詞。「發展大
勢」板塊主要聚焦宏觀議
題，重在剖析「變局」，包
括世界經濟展望、地緣政
治、區域合作協定、氣候變
化、自貿區（港）等議題。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產
業變革」板塊涉及經濟各領
域各行業議題，重在討論全
球視野下的改革和開放，通
過結構性改革重拾發展活
力，包括製造業轉型、平台
經濟、營商環境、貨幣政
策、能源轉型、資本流動和
零售業等議題。
「創新前沿」板塊則密切關
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
的前沿走向，重在探索世界發
展的新動能，包括5G、人工智
能、金融科技、大數據、未來
城市、太空探索等議題。

今年博鰲論壇將聚焦應對世界變局

美移除華「匯率操縱國」中方：結論符事實

2019 年中國對主要
貿易夥伴進出口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