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

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当前，我们面临
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稳外贸稳外资压力还很大。”商务部部长
王文涛近日表示，商务部将在促进外贸外资稳定发展、提升质
量上下功夫，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增强外贸外资综合竞
争力，夯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基础。

稳外贸方面，商务部将重点实施三个计划：即优进优出计
划，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贸易产业融合计划，认定一批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推进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贸易畅通计划，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商
建贸易畅通工作组，扩大海外仓规模，加强国际营销体系建设。

稳外资方面，商务部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放宽市场
准入， 落实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推动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创新提升国家级经开区。

“我们还将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 优化外商投资
信息报告制度，发挥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作用，保护外资企
业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 ”王文涛说。

“我们将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
外投资协调发展，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
国内外市场更好联通、相互促进。 ”王文涛表示。

茛 1月 14日，也门客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选购茶壶。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素有
“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59.9 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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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平均多少钱的货物出入中国国门？
14 日，答案揭晓———大约 6100万元。 海关总署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 1.9%。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 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多重压力之
下， 中国 2020 年一季度外贸以同比下降 6.5%
开局。 接下来的二季度，率先控制住疫情、复工
复产的中国，迎来外贸反弹，当季同比降幅收窄
至 0.2%。

进入三季度， 中国外贸持续回暖， 到季度
末，累计增速达到 0.7%，迎来年内首次由负转
正。 四季度，外贸向好势头依然不减，增速呈现
加快之势。 全年下来，低开高走态势明显。

“我国外贸进出口明显好于预期。 ”海关总
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司司长李魁文说，既实现了
稳定增长，也实现了质量提升。

如果把视线拉长到全球来看， 中国外贸的
韧性和综合竞争力则更加显而易见。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各国已公布的数据，
2020 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
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12.8%、14.2%、11.5%，比
历史最高值分别提升 0.8、0.4 和 0.7 个百分点。

“无论是纵向观察还是横向比较，都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 中国外贸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
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庄芮说。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副所长竺彩
华认为，中国外贸逆势增长，也为稳定全球供应
链、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有人说，中国外贸之所以能够“满血复活”，
主要是靠防疫物资出口拉动。

单从数据看，这个说法不靠谱。海关统计显
示，2020 年 3 月至 12 月底，全国海关共验放出
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价值 4385 亿元，而全年我
国出口总值为 17.93 万亿元。 显然，防疫物资在
出口中占比很小。

当然，也不能小看防疫物资出口。中国对全
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出口了疫情防控物资，有
力支援了全球抗击疫情， 也从客观上减缓了全
球贸易的衰退步伐。

2020 年低开高走，2021 年走势如何？ 一些
业内人士认为， 在 2020 年年初低基数的条件
下，2021 年中国外贸可望实现“高开”，但能否
高开高走，还需时间检验。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贸从反弹
到复苏还有一个过程， 外需复苏的基础仍不稳
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深刻调整，外贸发展
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几家外贸企业负责人坦言，企业面临海运物
流不畅、运费涨幅过快、部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
涨等困难，外贸“增收不增利”的现象令人担忧。

“越是情况复杂严峻，越要冷静淡定。 ”宁波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项乐宏

说，企业发展不可能一路都是和风暖阳，风雨来
袭可能就在转瞬之间，关键还是要练好内功，危
中寻机。

修炼内功、 转型升级是众多外贸企业的共
识。 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友告诉
记者，正是在疫情期间停工停产不停研，才让企
业在疫情好转后迅速扩大海外市场。“尽管压力
大，我们还是增加了 2000 万元投资用于研发和
技术改造。 2021 年，我有信心！ ”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 商务部将在稳外贸方面重点实施三
个计划：优进优出计划，建设国家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贸易产业
融合计划，认定一批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推进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贸易畅通计划，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商建贸易畅通工作组，扩大海外
仓规模，加强国际营销体系建设。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签署、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新
高地加快发展，中国 2021年外贸发展值得期待。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于佳欣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日电）

六部门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资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对外宣
布，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跨
境人民币政策，发挥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
投资便利化的作用。

近日，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资委、银
保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 支
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自 2021 年 2 月 4 日起实施。 通知涵
盖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便利化、进一步简化跨境
人民币结算流程、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便利个人经常
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便利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使用
等五个方面内容，推出十多条举措。

通知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化试
点；支持贸易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根据商事制度改革，及时
调整对业务办理及审核的要求。

在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方面，通知明确，放宽对部分
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使用限制。 但同时强调，境内机构资本项目
人民币收入，除另有明确规定外，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
除经营范围中有明确许可的情形外，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
贷款；不得用于建设、购买非自用房地产（房地产企业除外）。

此外，通知还提出，支持境内银行在“展业三原则”的基础
上，为个人办理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进一步便利
个人薪酬等合法合规收入的跨境收付业务。

人民银行表示， 将会同相关部门做好通知的落地实施工
作，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指导，持续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
策，切实发挥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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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0年中大奖累计
（截至 2021006期）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一等奖 1429 63
二等奖 21503 730

下期奖池（元）：822318331元

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14 期）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省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元）

特别奖（中 5连 4） 0 0 0

一等奖（中 5） 72 9 3355

二等奖（中 4） 7549 1059 10

中奖号码 04 08 09 10 12

六省市投注总额：748018 元，安徽投注额：136642 元
奖池奖金：4595634 元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14 期）
2 4 8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291 1040
组选六 1251 173
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注数:2377720注，
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总额:1757 元。

中奖号码

安徽投注总额：1646444 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第 2021006期）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6 08 22 24 25 26 01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10 1 7377222
二等奖 194 11 153171
三等奖 938 47 3000
四等奖 55395 2076 200
五等奖 1170832 45271 10
六等奖 7161782 260565 5

中奖号码

全国投注总额：367900704 元，安徽投注总额：13755734 元
奖池奖金：822318331 元。
一等奖情况：内蒙古 1 注，浙江 1 注，安徽 1 注，山东 1 注，河南 3 注，湖南 1
注，广西 1 注，四川 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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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发布的 2020 年外贸
“成绩单”显示，中国进出口总值
32.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成
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
人们看到 ， 在极不平凡的

2020年， 中国交出的外贸答卷超
出预期：从年初大幅下滑，到 6 月
双双转正， 再到后来的连续 7 个
月正增长， 中国外贸划出一条漂
亮的 “V”形曲线 ，而且全年进出
口、出口总值、国际市场份额均创
历史新高， 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
的当下确实殊为难得。

人们还应看到， 这份 “成绩
单” 背后是中国维护全球供应链
价值链稳定的责任担当。 中国多
次强调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2020 年， 中国与东盟、欧
盟、美国、日本和韩国五大贸易伙
伴进出口均保持正增长， 其中对
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分别增长

8.8%和 7%。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
国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率先复

工复产， 为全球产业链齿轮稳定
转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人们更应该懂，这份“成绩单”
背后是中国支持抗疫斗争、维护全
球民生福祉的主动作为。中国已向
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
出口防疫物资。 仅口罩，出口就达
到 2242亿只、 价值 3400亿元，相
当于为中国以外的全球每个人提供了近 40个口罩，在
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了物资供应大国的作用。 而中国
出口的价值 2.51万亿元的笔记本电脑等 “宅经济”产
品，也满足了疫情期间各国人民居家生活和工作需要。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还有中国持续对外开放、
不断扩大进口的一诺千金。 2020 年中国粮食、肉类
等农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了 28%和 60.4%，海南自由
贸易港免税品进口更是实现了高达 80.5%的增长。
这背后，有疫情下中国 14 亿人口、超 4 亿中等收入
群体的市场规模优势，更有中国顶风破浪、坚定扩大
开放的满满诚意。

要懂得，中国外贸能打赢“翻身仗”，背后有相关
部门稳外贸的努力：持续提高通关效率，进一步降低
企业成本， 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也有
企业奋力拼搏的身影：不断提升自身硬实力，积极触
网转型，在“双循环”中拓展新市场……政企同舟共
济，书写了外贸逆势上扬的励志故事。

尽管未来仍有疫情变化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一
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 将在不断创新和扩
大开放中，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器”和世界经
济增长的“强引擎”。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刘红霞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日电）

我国 2020年成全球唯一实现
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红霞） 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2020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2.1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9%，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多重压力之下创历史
新高，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
长李魁文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国外贸进出口从
2020 年 6 月份起连续 7 个月正增长 ，全
年出口 17.93 万亿元 ， 增长 4% ； 进口
14.23 万亿元，下降 0.7%；贸易顺差 3.7 万
亿元，增长 27.4%。

“国际市场份额也创历史最好纪录，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进一步
巩固。”李魁文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各
国已公布的数据 ，2020 年前 10 个月 ，我
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
达到 12.8%、14.2%、11.5%，比历史最高值
分别提升 0.8、0.4 和 0.7 个百分点。

李魁文介绍，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
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与这
些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 4.74 万亿元 、
4.5 万亿元 、4.06 万亿元 、2.2 万亿元和
1.97 万亿元， 分别增长 7%、5.3%、8.8%、
1.2%和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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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超万家
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于佳欣）
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 年我国外贸
实现逆势增长，贸易创新动力不断增强，已有
超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

这是记者 14 日从商务部获悉的消息。 海
关总署当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全年进出口总
值 32.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进出
口、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说，疫情下我国
贸易创新步伐加快，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展国
际贸易的首选和外贸创新发展排头兵，实现进
出口增长 31.1%。 超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
线、提质增效。

他还介绍说，1800 多个海外仓成为海外营

销重要节点和外贸新型基础设施。 据 31 个试
点市场初步统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全年出口
约 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此外，我国全年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
双双创历史新高。 李兴乾引用世贸组织最新数
据说，2020年前 3 季度， 中国出口增速高于全
球 9.6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份额大幅跃升，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李兴乾介绍 ，2021 年中国外贸挑战与机
遇并存， 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下一步商务部
将全力以赴稳外贸 、 推动外贸创新发展 ，并
会同相关部门增加海运运力 ， 稳定市场运
价， 畅通国际物流， 努力提升外贸产业综合
竞争力。

今日关注··外贸““成绩单””

题图：这是 1 月 14 日在江苏连云港港拍摄
的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 在山东省巨野县一家针织企业，工人们生产出口订单
产品（2020年 12月 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