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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在行动

商贸投资

投资环境

4月14日海关总署发布了今年
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一季
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
亿 元 人 民 币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6.4%。其中，出口3.33万亿元，下降
11.4% ；进 口 3.24 万 亿 元 ，下 降
0.7%；贸易顺差 983.3 亿元，减少
80.6%。其中 3月份，我国外贸进出
口 2.45 万亿元，同比下降 0.8%，降
幅较1至2月收窄8.7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 1.29万亿元，下降 3.5%；进
口1.16万亿元，增长2.4%。

“对比一、二月份，一季度外贸
进出口情况呈现的数值比预想的要
好一点，大大超出了预期。”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
长赵晋平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说明我国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
了积极进展，一方面疫情防控取得
了阶段性重大成效，另一方面在保
持疫情防控力度的同时，努力保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3月份以
来，我国企业复工复产率不断提高，
企业生产活动持续进入正常状态，
在一定意义上对稳定外贸起到了支
撑作用。

“可以看出，疫情是给我国一季

度外贸带来了影响，但整体影响程
度还是可承受的。”中国农业大学国
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春顶表
示，出口方面，受疫情叠加春节因素
的影响，增速呈现了较大幅度的下
降。进口方面，由于一季度国外疫
情尚不明显，国内需求下降存在一
定的滞后效应，故而进口增速下降
较小。进出口下降不对称的结果是
贸易顺差大幅减少。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分析，一季度进口受影响较小，因为
多数企业的进口订单已在春节前下
了，因此一季度企业要消化以前的
进口订单。另外，随着国内工业生
产和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我国强大
的国内市场潜力逐步释放，进口需
求也在上升。在生产原材料方面，
比如煤、原油、金属矿砂、集成电路
进口值分别增长 23.8%、8.3%、6.8%
和 13.1%。他说，全球疫情持续蔓
延，二季度进口可能会下降。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
析司司长李魁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表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在
加快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
严重的冲击。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

必然会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外贸新订单减少等问题开始逐步显
现，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不容
低估。

为帮助企业挺过艰难期、实现
自救，赵晋平给外贸企业提出五点
建议，一调整目标市场，开拓东盟、
中亚等疫情低风险地区市场；二由
于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影响，企业可
考虑进口替代，在国内寻找新的零
部件供应厂商；三调整产品结构，目
前国外医疗防护用品、日常消费品
市场需求大，企业可抓住机遇，加大
医药品、生活必需品等疫情防控急
需商品出口力度；四立足于疫情之
后，为疫情之后的市场开拓做好准
备，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对企
业员工进行培训；五充分利用电子
商务等线上平台和渠道。

徐洪才也表示，在国际供应链
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企业可以考虑
进口替代，尽可能避免产业链分工
体系的中断。同时进口替代一定
程度上也能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
级，我国企业要抓住市场机遇，加
快技术研发，实现高质量发展。“办
法总比困难多。而且我国拥有产
业配套齐全、劳动力、市场等优

势。”徐洪才说。
受访专家均表示，我国内需持

续回暖，因此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
企业有效应对风险的办法。

“稳外贸需要企业、行业组织以
及政府等多方面发力。”李春顶提
出，外贸企业应进行出口市场多元
化扩展；积极探索出口贸易方式的
创新，从线下转到线上，发展跨境电
商；临时性产业转型，转向生产相近
的且疫情期需求较大的产品。此
外，政府和行业协会制定相应支持
政策，减税降费，扩大资金支持，加
强行业內企业的合作，抱团取暖。

“在这一特殊时期，政府可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可以从‘六保’方面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赵晋平建议，
一保企业，为保障企业生产活动正
常运行，可提高税负减免幅度、降
低融资成本；二保员工，减免员工
个人所得税；三保渠道，给企业提
供拓展发展新业态、新市场的平
台，比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等；四保订单，降
低企业进出口交易成本，扩大政府
采购，加强多双边合作，为企业提
供获取订单的机会；五保资金，为
中小企业贷款提供融资担保，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六保研
发，待疫情结束之后，市场需求会
出现反弹，拥有新产品、新技术、新
商业模式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对此政府应给
予更多的研发资金支持，扶持企业
进行员工培训，为企业待产期间培
训员工提供必要资金支持。“将今
年一季度已经出台的企业复工复
产支持政策的实施期限由 3—6 个
月延长至 1 年，并进一步扩大覆盖
范围。”赵晋平说。

谈及我国外贸未来发展趋势，
受访专家都认为，当前国际疫情持
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
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外
贸发展受国外疫情的走势影响较
大，外贸形势依然严峻。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外贸
韧性强、竞争力强，我国企业的创新
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也很强。有强
大的国内市场，我们有信心稳住外
贸基本盘，将疫情对我国进出口的
影响降至最低。”李魁文表示，各地
各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外贸
发展的措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逐
步打通国际运输通道，稳定供应链
产业链。

上下协力 稳定外贸基本盘
■ 本报记者 王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
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新
冠疫情冲击将导致今年全球经济萎
缩3%，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
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明年全球经
济能否大幅反弹将取决于各国能否
加强多边合作、遏制疫情蔓延和推动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大萧条以来最糟衰退

IMF在报告中说，基于全球多数
国家疫情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达到峰
值、下半年消退的基准情景假设，
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较 1月
份3.3%的增速预测大幅下调6.3个百
分点。

报告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
将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经济将萎缩1%。报告预计今年美
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经济将萎
缩7.5%，日本经济将萎缩5.2%。

IMF认为，如果新冠疫情在下半
年消退，各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有效防
止企业大量破产、长期失业和系统性
金融压力等问题出现，全球经济有望
在 2021 年反弹至增长 5.8%。但到
2021 年 底 ，全 球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仍将低于疫情暴发前预测的
趋势水平。IMF预计，今明两年疫情
对全球GDP累计造成的损失将达到
约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经济
总量的总和。

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
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IMF数
据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全
球经济萎缩0.1%，但主要是发达经济
体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仍保持增长。

冲击巨大不确定性强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
特认为，此次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
济衰退与以往截然不同。一是冲击
巨大，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导致的产
出损失可能远超金融危机；二是疫情
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存在显著不
确定性；三是通常在危机中决策者可
通过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活动回升，
但这次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疫情防控
的结果。

IMF在报告中指出，为遏制疫情
蔓延，多数经济体采取了“隔离、区域
封锁、社交疏离”等措施，这些举措限
制了经济流动性，导致供应链中断和

消费模式改变。经济活动“停摆”、收
入下降、对病毒传染的担忧等令民众
减少消费，也引发更多企业关门和裁
员。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通过贸易
和全球价值链扩散到贸易伙伴乃至
全球。

IMF指出，2月中旬以来，受疫情
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情绪恶化，3月初
油价暴跌更加剧市场人气下降，投资
者紧急抛售风险资产，造成金融市场
大幅波动。美联储、欧洲央行等主要
经济体央行采取降息、扩大量化宽松
政策等举措，并启动货币互换协议向
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如此，疫情造
成的金融环境显著收紧在短期内进
一步抑制经济活动。

目前，全球疫情何时得到遏制仍
存不确定性。如果今年疫情持续时
间更长，IMF预计今年全球GDP将
比基准情景预测低约3%；如果疫情
延续到2021年，明年全球GDP将比
基准情景预测低约8%。

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戈皮纳特指出，上世纪 30年代
全球经济面临大规模危机时，缺乏
多边机构的“最后贷款人”导致一些

国家采取徒劳的重商主义政策、争
抢国际流动性，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进一步恶化。而当前危机的一个关
键区别是，全球已建立起以 IMF为
核心的强劲金融安全网，并积极帮
助脆弱国家。在这过程中，多边合
作重要性凸显。

首先，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对于抑
制疫情蔓延至关重要。IMF认为，为
那些卫生保健系统薄弱和财政拮据
的国家提供援助，将有效遏制疫情在
全球范围内蔓延。

其次，多边合作对全球经济恢复
健康至关重要。IMF指出，为避免全
球化进程和经济复苏受到损害，全球
需要加强合作助力经济恢复健康。
国际社会为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提供资金援助，双边债权人和
国际金融机构应为其提供优惠融资
和债务减免。

再有，多边合作对全球防范新风
险至关重要。IMF认为，未来，为防
止类似疫情和经济危机再次发生，各
经济体有必要构建个人防护设备的
全球性储备系统，并建立不设有贸易
壁垒限制的基本供应协议，加强全球
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与安全。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凸显多边合作重要性
■ 许缘 高攀

“当前复工外贸企业又面临新
危机，海外订单急剧下滑、资金周转
困难、跨境电商物流配送效率下降
等等。”谈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
国外贸的影响，敦煌网创始人兼
CEO王树彤感慨连连，2020年外贸
中小企业特别需要打破常规，大力
发展跨境电商、拓展内贸都是企业
可能的转型方向。

《中国贸易报》记者了解到，在
抗击新冠疫情的日子里，敦煌网为
发展业务进行了很多努力和尝
试。比如，针对客户对外包装上是
否会沾有病毒的担忧，敦煌网在包
装上贴了一幅自己设计的漫画：一
个装有货物的大盒子经过十几二
十多天飘洋过海后，现出一面小白
旗和一个墓碑，上面刻着“旅途是
艰难的，特别是对病毒来说”，最后
一行还写着“根据 WHO 官方说

法，病毒无法通过包装在一个非生
物体上存活这么多天”。希望可以
消除客户的疑虑。

“我们还及时向跨境电商商户
了解受疫情影响的情况，用直播方
式为中国卖家提供指导，及时提供
实用信息，并分享企业案例。”王树
彤介绍说，一位85后敦煌网卖家阿
泰的做法给电商商家们很多启发：
阿泰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危机变为机
会，和买家大量互动（有几千条站内
信往来），用免单、让利、折扣等方式
让海外买家为其做宣传推广，疫情
期间阿泰的网店销售情况很好。

王树彤说，为了缓解中小跨境
电商企业疫情期间的融资难题，敦
煌网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推出电
商贷产品，可实现1秒放款，最高贷
款额200万元，以平台大数据积累，
通过 AI 快速进行数据分析建模，

“从 2月 5日开始，敦煌网还下调了
电商贷利率。”

除了这些抗疫实践，在探索跨
境电商如何抗击疫情问题时，王树
彤还思考了 2020 年跨境电商领域
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从流量经济向
赋能经济转变。”王树彤说，传统的
流量红利期即将结束，很多流量入
口碎片化，企业感慨流量难、贵，过
去企业追求在规模上增加用户数
量，现在需要在提升存量客户的体
验、优化服务上下功夫，因为存量客
户也可自我传播、自我裂变，阿泰的
成功做法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变化是从中心化向去
中心化转变。”在王树彤看来，“平
台+独立站”双渠道方式是企业转
型重要方向，而从全球趋势来看，去
中心化流量快速崛起，敦煌网去中

心化策略是流量下沉，平台从前台
主演转变为幕后导演。

“第三个变化是数字化货物贸
易向数字化贸易服务转变。”王树
彤分析，数字化贸易服务是非常重
要的新增长点，毕竟商品是容易被
替代的，能提供赢得顾客喜爱的体
验及服务是电商企业更重要的竞
争优势。

“第四个变化是从中国企业、中
国卖家向全球企业、全球卖家转
变。”王树彤提到，“产业中台是代表
未来的‘赋能经济’，现在在衣食住
行领域崛起越来越多产业中台，例
如美团、滴滴等，所有参与者都在生
态圈内供应自己的长处。敦煌网接
下来准备做产业链接、产业赋能，赋
能跨境电商小微企业，整合产业链
关键环节和服务资源，努力成为全
球中小卖家的产业中台。”

敦煌网：抗疫孕育跨境电商新趋势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缅甸中央银行近日发布
公告，宣布授予 7 家外资银行
初步营运筹备许可，这也是
缅甸第三次向外资银行发放
牌照。根据公告，7 家外资银
行需在 9 个月内完成营运筹
备，确保银行从营业第一天
起就可正常运作，并须遵守
缅甸中央银行各项规定。符
合上述条件者，缅甸银行牌
照审核委员会将向该外资银
行 颁 发 最 终 营 运 许 可 。 至
此，在缅获得经营牌照的外
资银行达 20 家，其中包括中
国工商银行和中银香港两家
中资银行。新获牌照的 7 家
外资银行分别是：中银香港、
国泰世华银行、韩国中小企
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韩国
产业银行、兆丰国际商业银
行和泰国汇商银行。

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央
行 4 月 14 日上午通过韩国银
行金融网电子招标系统面向
国内商业银行等进行第三次
外汇贷款招标，计划招标 7 天
期 5 亿美元和 84 天期 35 亿美
元，总额 40 亿美元。各金融
机构的最大投标金额为 7 天
期 1 亿美元和 84 天期 7 亿美
元。招标对象为韩各大商业
银行,产业银行,企业银行以及
进出口银行，韩央行将按照提
出 利 息 的 高 低 顺 序 分 配 金
额。此前,韩国央行曾利用韩
美货币互换协议共进行过两
次外汇贷款招标。

越南《年轻人报》近日报
道，越南政府总理近日召开的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视频会
议确定将集中解决四大问题：
纾困、加快公共投资进度、解决
民生和确保秩序安全。主要措
施包括：一是金融财政政策，增
加公共投资资金，2020年的公
共投资总额将高达约 300亿美
元 ，降 费 ，预 计 降 费 总 额 达
2000万美元，缓交税及土地使
用费约 17.5亿美元，小微企业
免税2年。二是加快重大基建
项目进程。将北南高速公路八
个路段由此前的PPP投资方式
改为公共投资，加快河内内排、
胡志明市新三一机场扩建及其
他基建项目的进程；三是稳定
出口。密切跟踪中越口岸贸易
情况，集中开拓中国市场，加大
对华出口，并更加有效地开拓
美、欧和日本市场。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7家外资银行
获批在缅经营牌照

韩国启动
第三次外汇贷款招标

越南将出台
经济刺激一揽子举措

又讯（记者 张凡）4月15
日广西贸促会、广西国际商会
联合广西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及
相关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广西
防疫物资出口联盟（以下简称

“出口联盟”）。
广西贸促会副会长李旭香

在当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说，出口联盟以“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自愿参加、合作互
助”为原则，致力于搭建集制
造、检测、贸易、电商、流通于一
体的防疫物资全产业链平台，
及涉及生产、供应、外贸、物流、
商事法律等领域的信息共享和
公共服务平台，培育广西防疫
物资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广
西制造”走向世界、奉献全球。

李旭香表示，出口联盟将
围绕搭建一批服务平台、组织
一批展会、组织一批企业参加
培训、办理一批国际认证、入驻
一批跨境电商平台、开拓一批
重点区域市场、落实一批海外
订单七项重点工作打好防疫物
资出海的“组合拳”。

目前，已有 46家企业和机
构申请加入出口联盟，分别来
自包括口罩、测温仪、防疫服、
护目镜、医用手套、消杀用品、
诊断试剂等产品在内的广西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及检测认
证、跨境电商、物流、报关、商
法机构等。

接下来，出口联盟将进一
步拓宽对外联系渠道，对接
一批外国驻华使领馆、驻邕
总领事馆、商协会等机构，定
向推送《广西疫情防控医疗
物资生产企业简介》，推荐具
备相关资质的企业及产品，
及时发布海外最新需求信息
和洽购清单，促进达成批量
海外订单；同时，积极与相关
部门沟通，协调解决企业在
资质许可办理、出口报关、通
关及海外物流等方面遇到的
问题。

本报讯 当前，我国新冠
肺炎疫情得到遏制，但疫情
在全球仍呈蔓延之势。做好
医疗物资出口工作，是我国
积 极 支 持 有 关 国 家 抗 击 疫
情、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的重要举措。连日来，中国
贸促会充分发挥与境外工商
机构以及境内外贸企业联系
紧密的优势，整合贸促系统
资源，为中外企业搭建防疫
物资贸易平台，保障防疫物
资有序出口，为全球携手抗
击疫情贡献力量。

面对疫情给全球带来的
重大影响，中国贸促会整合
系统资源，积极动员、组织驻
外代表处、自贸服务中心以
及地方、行业分支机构，广泛
搜 集 各 国 防 疫 物 资 需 求 信
息，及时寻找并筛选、核实我
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相关信
息，并协助各国对口机构采
购口罩、手套、防护服、检测
试剂盒、呼吸机等医疗物资。

针对当前防疫物资出口
政策、海外准入政策更新较
快的情况，中国贸促会在及
时向企业发送抗击疫情相关
资讯的同时，还通过组织“关
于疫情期间医疗物资出口的
法律风险防范”“防疫物资出
口欧美市场的法规及相关认
证要求线上培训会”“全球化
在线启航 2020 外贸企业出海
论坛”等在线论坛、培训、讲
座活动，积极帮助企业解决
出口难题。

为了解决目前出口物资
出现的一些质量问题，中国
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向 115
家贸促系统商事证明出证机
构下发通知，严格对防疫物
资类文件认证的规范要求，
以保障防疫物资出口的产品
质量安全。

此外，4 月 14 日，在中国
贸促会举办的中国—拉美（墨
西哥）国际贸易数字展览会
上，还特设“防疫物资展区”，
展品包括医用防护衣/帽/鞋/
手套/护目镜、测温计/仪、防
疫口罩、清洁消毒用品等，促
进我国医疗物资出口，支援当
地抗击疫情。 （张凡）

中国贸促会助力
防疫物资有序出口

广西防疫物资
出口联盟成立

近日，位于山东省滨州市博兴
经济开发区的诺力昂化学品（博
兴）有限公司全面复工复产，复产
率90%以上。这家企业是一家外资
公司，主要生产脂肪酸、脂肪胺、季
铵盐及衍生物等表面活性剂系列
产品，产品出口意大利、俄罗斯、印
度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图为工
人在使用自动灌装设备灌装甘油
产品。

中新社发 陈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