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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大盘 扩优势 增活力

前8月中国外贸实现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海关总署9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7.3万亿元人民币，比
去年同期增长 10.1%。其中，出口 15.48 万亿元，
增长 14.2%；进口 11.82 万亿元，增长 5.2%；贸易
顺差3.66万亿元，扩大58.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表示，今年
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中国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出台稳外贸
系列政策，推动外贸稳大盘、扩优势、增活力，
实现了稳定增长。

外贸结构和发展质量均有提升

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规模持续扩大，外贸
结构和发展质量均有所提升。

一般贸易进出口两位数增长、比重提升。前8
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17.55 万亿元，增长
14.1%，占外贸总值的 64.3%，比去年同期提升 2.3
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5.48 万亿元，
增长3.5%，占20.1%。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3.33万亿元，增长9%。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实现增长。
前 8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8.75 万亿元，增长
9.8%，占出口总值的 56.5%。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
备及其零部件 1.05 万亿元，增长 3.5%；手机 5553.9
亿元，增长 4.2%；汽车 2168亿元，增长 57.6%。同期，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81万亿元，增长14.1%。

大宗商品方面，铁矿砂进口量价齐跌，原油、煤、
天然气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扬。前8个月，我国进口
铁矿砂7.23亿吨，减少3.1%，进口均价每吨827.8元，
下跌29.4%。同期，进口原油3.3亿吨，减少4.7%，进口
均价每吨 4792.1 元，上涨 56.8%；煤 1.68 亿吨，减少
14.9%，进口均价每吨1021.3元，上涨81.2%。

从单月数据看，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3.71
万亿元，增长 8.6%。其中，出口 2.12 万亿元，增
长11.8%；进口1.59万亿元，增长4.6%；贸易顺差
5359.1亿元，扩大40.4%。

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快速增长

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
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中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4.09 万
亿元，增长14%，占外贸总值的15%；欧盟为我第
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75 万亿
元，增长9.5%，占13.7%；中美贸易总值为3.35万
亿元，增长10.1%，占12.3%。

与此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
易往来持续推进。李魁文介绍，近年来，中国坚
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沿
线国家贸易实现快速增长。8月当月，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23.8%，拉动整
体进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

今年 1 月 1 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 正式生效，为广大外贸企业和消费
者带来红利。从前8个月外贸表现看，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 20.2%，与
RCEP 其他 14 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值同比增长
7.5%。中国贸促会数据显示，1—8 月，中国向
RCEP区域国家出口的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同比增长
36.4%；同期，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 RCEP区域的
收款量占比提升 2.79%，RCEP对于中小微外贸企
业的贸易促进效应正快速显现。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五成

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得以释放，离不开一系列
助企纾困政策的落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
长杨荫凯介绍，今年5月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抓
紧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落地，相关配套政
策和实施细则应出尽出，政策效应加快释放，经
济延续了恢复发展的态势，外贸韧性不断显现。

今年前 8 个月，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
长、比重提升。1—8月份，民营企业进出口 13.68
万亿元，增长 14.9%，占外贸总值的 50.1%，比去

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9.17万亿元，占外贸总值的33.6%。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民营
企业发挥经营灵活度高、市场适应性强的优势，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外贸活力得到充分体现。”
李魁文说，前8个月，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高
出整体增速4.8个百分点。

接下来，稳外贸政策如何发力？商务部部长
助理李飞表示，商务部将加快推进跨境电商、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积极支持
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出口，畅通外贸企业抓订
单渠道，为企业参展、洽谈提供更多便利，帮助
企业提升汇率等风险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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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孔德
晨） 7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围绕

“遏制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倡导
绿色理性消费”主题，召开2022年第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
在会上介绍，根据近期对月饼过度包
装、“天价”月饼开展的国家监督抽
查和集中整治，今年盒装月饼价格整
体低于往年，单价500元以上盒装月
饼相比往年大幅减少，包装空隙率、
包装层数等项目检验抽查批次合格率
达97.4%。

近年来，月饼过度包装问题受到
各界关注。今年5月24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于今年 8月 15日起实施。
该标准将月饼的包装层数从最多不超
过四层减为三层，必要空间系数从
12 降为 7，要求 100 元以上的产品，
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超过
15%，包装不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
料，月饼不与其他产品混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
新闻宣传司司长于军介绍，近期，总
局组织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了国家监
督抽查，共抽查了广东、河南、安徽、上
海、北京、辽宁等9个省（市）31家企业
生产的 38 批次产品，经检验，抽查
批次合格率为 97.4%，有 1 家企业生
产的1批次产品不合格。

“今年月饼市场总体规范有序，

大多数盒装月饼单价在 200 元以下，
较为贴近市场需求。”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张正明说，

“但仍有个别企业采取多种方式炒作
月饼价格，‘天价’问题仍然存在。”

据介绍，“天价”月饼问题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少数高档酒店为满
足特定客户群体需求，提供专门定
制，成本、售价较高；少数商家在月
饼中添加鱼翅燕窝等珍稀食材，有的
将月饼与高档茶叶、高档烟酒混合销
售，推高价格；“天价”月饼购买者
多数是为了送礼，追求面子，往往觉
得越贵越好，既造成铺张浪费，也暗
藏“四风”问题。

针对“天价”月饼问题，今年以

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天价”
月饼深入开展整治工作，会同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
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着力加大月
饼市场监管力度，推动形成工作合
力；今年8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 《关于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
装、“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
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扎实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

从全国检查情况看，截至目前共
检查酒店、商超等市场主体 81565
家，最新月饼平均售价157元一盒。

张正明介绍，针对部分平台存在
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特别是社会热议
的“标价 499 元、运费 600 元月饼”，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平台的行政指
导，督促履行主体责任，强化整改落
实。此外，还将加强网售月饼的监测
监管，针对高价月饼商品的不同形态
采取不同的监测和处置措施，依法依
规下架违规商品。

今年盒装月饼价格整体低于往年，项目检验抽查批次合格率达97.4%——

让“ 天 价 ”月 饼 无 处 遁 形
今年盒装月饼价格整体低于往年，项目检验抽查批次合格率达97.4%——

让“ 天 价 ”月 饼 无 处 遁 形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叶
晓楠） 7日，全国工商联在京举办
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发
布 “2022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500 强 ”

“2022 中 国 制 造 业 民 营 企 业 500
强”和“2022 中国服务业民营企
业100强”榜单。京东集团、阿里
巴巴 （中国） 有限公司、恒力集团
有限公司位列“2022 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榜单前三名；恒力集团
有限公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位列

“2022 中 国 制 造 业 民 营 企 业 500
强”榜单前三名；京东集团、阿里
巴巴 （中国） 有限公司、腾讯控股
有限公司位列“2022 中国服务业
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前三名。

峰会发布的 《2022 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 显示，
民营企业 500 强整体规模稳步提
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纳税总额
小幅上涨，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持
续加力，依法合规诚信经营能力不
断增强。

2022中国民企500强榜单发布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公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2022 年 8 月
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549亿
美元，较 7 月末下降 492 亿美元，
降幅为1.58%。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
发言人王春英介绍，8月，跨境资
金流动理性有序，境内外汇供求保
持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宏观经济

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
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王春英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但我
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深入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有利于
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8月末外储规模30549亿美元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王
俊岭） 7 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欧盟中国贸易协会联合主办的

“2022第八届欧洲论坛”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同步举行。本次论坛主题
为“中欧双碳合作：开放共享，奔
赴净零未来”，来自中国和欧盟的
专家学者就“碳中和”、全球环境
治理、绿色金融、可持续复苏等领

域的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

说，实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和
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
要多方携手、深度合作。中国和
欧盟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不
仅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与共同利
益，而且拥有广泛的共识和广阔
的合作空间。

本报电 （王珵） 9 月 8 日，郑
（州） 许 （昌） 市域铁路开始空载
试运行，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了坚
实基础。

据中铁十六局集团郑许市域铁
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夏雷介绍，郑
许市域铁路北起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南至京广高铁
许昌东站，线路全长 67.13 公里，
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衔接新郑
机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长葛、许昌，贯穿中原城市群
郑州—许昌产业带的核心区域，接
入郑州地铁网，是中原首条全自动
驾驶、双城融合的跨市域铁路。

据悉，本次空载试运行为期 3
个月，经安全评估具备条件后投
入载客运营。郑许市域铁路建成
通车后，将采用高密度、短编组
的“铁路公交化”运营，极大方便
沿途百姓出行，带动沿线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本报北京9月8日电（记者孔
德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14 个部门日前在京举办首届“全
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动仪式。

“服务月”以“送服务、办实事、
促发展”为主题，活动将贯穿9月
全月，旨在调动各方资源推动个体
工商户健康发展，为稳住宏观经济
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服务月”活动内容包括：发
挥登记注册职能作用，为个体工商
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准入退出服务；
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减轻经营负担；优化个体工商
户经营环境，增强发展信心等。

据悉，各地区相关部门还将结
合本地实际，从多方面开展“服务
月”活动。

专家学者探讨中欧双碳合作

郑 许 市 域 铁 路 开 始 试 运 行

“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动

目前，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小泊头镇拥有渔网加工企业100余家，渔
网从业户600余户，相关从业人员2万余人。2021年，全县渔网产业总产
值近80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及部分非洲国家。图为9月7日，当地
一家渔网加工企业的工人在加工渔网。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近来，辽宁省法库县登仕堡子镇喜迎树莓丰收。目前该镇有树莓速
冻企业8家，树莓种植总面积达5000多亩，年产树莓鲜果超过300吨，产
品 90%以上出口到日本、韩国、美国等地。图为登仕堡子镇西登仕堡子
村树莓冷冻企业，农民在挑选树莓。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近来，在安徽省
黄山市歙县阳产村，
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将
收获归仓的玉米、山
核桃、红辣椒等农作
物在房前屋后晾晒，
五彩缤纷的农作物与
鳞次栉比的土楼群交
相辉映，勾勒出一幅
美丽的山村“晒秋”
图画。图为村民在晒
场上晾晒农作物。

樊成柱摄
（人民视觉）

近期，中国 （浙江）
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杭州
综合保税区内的“数字综
保”综合服务平台正式启
用。该平台打通 20 多套
业务系统，解决了外贸企
业通关耗时长成本高、业
务拓展难、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图为杭州综合保税
区一家外贸企业的工人在
流水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
通过进一步完善外贸企业
帮扶制度，推动外贸企业
做大做强。当地外贸企业
生产的竹木园艺、日用照
明灯具、硬质合金工具、机
械配件等产品畅销 5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图为近日，
靖安县合力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员工在赶制LED灯。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