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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贸促工作视频会议 1月
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总结2020年贸促工作，部署
2021 年重点任务。中国贸促会党组书
记、会长高燕传达了胡春华副总理对贸
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作工作报
告。中国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卢鹏
起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20年，全国贸促系统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行
动上，加强党对贸促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全面从严治党各
项工作，为贸促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全国贸促系统在全力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千方百计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
作、扎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全面强化助企纾困工作、着力提升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坚定不移推动深
化改革走深走实等方面的工作卓有成
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国贸促
系统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统筹
疫情防控和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贸促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据了解，2020 年中国贸促会成立稳
外贸稳外资工作专班，实施稳外贸稳外
资十项行动计划，为外贸外资逆势增长
作出积极贡献。在第三届进博会和2020
年服贸会期间，全国贸促系统举办了系
列配套活动：上海市贸促会承办进博会
汽车展区；河南、广东等贸促会促成大批
进口采购合同和意向；通用产业贸促会
助力中国兵工集团采购签约 308 亿元。
在推动会展业复工复产方面，河北、大
连、哈尔滨、南京、成都等贸促会出台推
动会展业健康发展举措，举办了北京车
展、青岛啤酒节、武汉车展、青海生态（产
业）博览会等一批会展活动；创新办展模

式，浙江、贵州、西藏及纺织、机械、冶金、
化工等贸促会在线办展成效显著，促成
大批医疗物资对 140多个国家出口。在
稳外资方面，中国贸促会运行“投资中
国”平台，组织美欧日等15家在华外国商
协会负责人赴海南考察，举办日本与山
东产业合作交流会、跨国公司对话江西
座谈会、哈尔滨与世界500强见面会等活
动，促成一批项目签约；推动优化营商环
境，举办优化营商环境线上政企对话会
四川、福建等专场和湖北省外资政企对
话会等活动，江苏、西安等贸促会点对点
帮助外资企业复工复产。

会议指出，2021 年中国贸促会和全
国贸促系统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精心办好经济外交、公共外交重大活
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效应最大化；突出
重点促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抓实干做好稳外
贸工作，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新优势；多措并举开展稳外资工作，助力
外资企业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大力拓

展商事法律服务，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贸促工作中落地生根；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会议强调，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贸促工作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持续加强和改善
对企业服务，推动营造良好商贸环境，做
好迪拜世博会等参展工作，积极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促进实现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努力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副省级市贸促会，各行业贸促会
以及中国贸促会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
位分别在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加会
议。部分地方和行业贸促会代表进行了
交流发言。

2021年全国贸促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

多措并举助力稳外贸稳外资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进出口总值 32.16万亿元，全
年实现正增长 1.9% ；贸易顺差
3.7万亿元，增加 27.4% 。这是中
国外贸在“实属不易”的 2020 年
交出的一份亮眼成绩单。

“贸易背后本质是生产和消
费的根本反映，中国正在以生产
优势和庞大的市场优势成为全球
经济的基石，也成为世界经济复
苏的重要动力与支撑。”中国贸
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
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
晓涛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中国市场助力全球经济

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数
据，2020 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出
口、出口、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分
别达 12.8%、14.2%、11.5%，均创历
史新高。

张晓涛认为，从供给端看，中
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供应链韧性
强、联通广泛，具有内外部市场，尤
其本地市场需求支撑的同时更具
价格优势。“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
络的重要节点，优势十分明显。国
家能力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作
为少数能够抑制疫情蔓延的国家，
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非但
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稳固。”

而从全球来看，去年以来，我
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协
定机制建立等方面成效显著。中
国与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交往更加密切，国内投资潜力
得到进一步释放，形成多元稳定的
外部需求。跨境电商等新型外贸
方式促进了外贸的高质量发展。

从需求端看，中国需求稳定且
多元。“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市场规模和 4 亿人左
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
长趋势稳健。而比市场规模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
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
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
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
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

据介绍，2020年，我国外贸发
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外贸新业态
蓬勃发展，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31.1%，市场采
购出口增长 25.2%。“跨境电商依
托网络非接触交易，受疫情影响
较小。同时，部分线下交易也因
疫情原因转至线上。”

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
认为，疫情虽然阻断了线下贸易，
却加速了传统外贸商家转型到数
字化新外贸赛道上。阿里巴巴国
际站近日发布的年报显示，该平

台实收交易额按美元计价同比增
长 101%，订单数同比增长翻番。
去年，该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超
过 100%的国家和地区逾 100 个。
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成为
线上最大出口市场，东盟国家泰
国亦进入前十市场。

张晓涛表示，得益于制度型
开放带来的改革红利，开放新格
局释放的发展动能未来将更加强
劲。“在开放领域，我国将继续推
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
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
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疫情
下，中国的抗疫物资、医疗设备、
电子产品等的出口都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机电产品
出口 10.66 万亿元，增长 6%。其
中，笔记本电脑、家用电器、医疗
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0.4%、
24.2%、41.5%。

“这表明，我国在资本密集
型、技术密集型商品制造上具有
优势。改革开放 40多年，我国制
造业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商品的
出口是全球化生产分工的结果。
中国出口的一些商品依然是外资
企业在华生产的，内资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低端，
一些核心零部件的关键技术还面

临卡脖子现象，自主研发、原始创
新任重道远。”张晓涛表示。

中美贸易增长趋向平衡

中美经贸依然是 2020 年外
贸绕不过去的话题。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
易总值达到 4.06 万亿元，增长
8.8%，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12.6%。其中，对美出口 3.13万亿
元，增长8.4%，自美进口9318.7亿
元，增长10.1%。

中国对美进口增长，有助于
中美贸易更加平衡。数据显示，
2020 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
1627.4 亿元，增长 66.9%，其中进
口大豆、猪肉、棉花、原油分别增
长 56.3% 、223.8% 、121.7% 和
88%。“去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
贸易协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
是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购买
20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2020年，该协议的‘规则’条款得

到执行，但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
冲击。”张晓涛告诉记者，中美双
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食
品和农产品贸易》章节集中体现
了双方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协议
的实施，将令中国从美国进口的
农产品大幅度增加，有望恢复到
贸易摩擦前的水平。

然而，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落实，增加中国自美国相
关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并非无条
件。“协议的履行必须遵从三个前
提条件，即价格、商业考虑和遵守
WTO 非歧视原则。如果从这三
个条件来衡量，中国目前从美进
口的进度是合理的。协议还规
定，如遇自然灾害，双方可以进行
协商。而从目前来看，新冠肺炎
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将是持久且深
远的。因此，疫情之下，协议的履
行更加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为维
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共同努
力。”张晓涛说。

中国外贸支撑全球经济复苏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本报讯“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会
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继续保持对经济
恢复必要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陈雨露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人民银行
会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根据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把
握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货币
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
速基本匹配，以适度货币增长支持经济持
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介绍，
2020年，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通过降低利
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引
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孙国峰表示，
2021年货币政策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
把握好时度效，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的可持续性。

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以改革方式降
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取得明显效果。
2020 年 12 月企业贷款利率为 4.61%，比
2019年末下降 0.51个百分点，降幅大于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期降幅。此外，
贷款利率下行引导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推
动存款利率下行，2020年 12月三年期和五
年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3.67%和
3.9%，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5个基点和 16个
基点。

“目前，经济已经回到潜在产出水平，
企业信贷需求强劲，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说
明当前利率水平是合适的。”孙国峰表示，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
策工具向银行体系提供短期、中期、长期流
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持续深化利
率市场化改革，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
果，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12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2万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5249元人民币。

“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我国对外贸易和经
济基本面是相符的。与其他主要货币相
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也较为适
中。”孙国峰介绍，202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6.9%，波动幅度没有超
过历史水平，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约
4%，从历史上看年度的波动幅度也是处于
中游，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均值为 6.90
元，和2019年均值也是持平的。

孙国峰表示，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
汇率变动对出口和经济的正负影响基本相
互抵消。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取决于国
内外经济形势、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外汇
市场变化等因素。总的看，人民币汇率有
升有贬，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既不会持续
升值也不会持续贬值，将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保持基本稳定。

（吴秋余）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 月 11
日至 16日对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菲
律宾进行正式访问，与各国就团结协作
应对疫情、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
级等达成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中国研
发的新冠疫苗开始在东盟国家投入使
用，为东盟国家战胜疫情、复苏经济提
供助力。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
之际，双方正携手致力于战胜疫情、推
动地区经济复苏。而立之年，中国和东
盟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升华，双方共建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意愿更加强烈，
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友
好关系源远流长。去年，在中国抗疫的
关键时刻，东盟国家及时给予中方宝贵
支持和无私援助。中国在国内疫情趋于
稳定后，又向东盟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
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分享抗疫经验，并
及时开通双方人员和物资往来的“快捷
通道”与“绿色通道”。面对疫情，中国和
东盟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用实际行
动彰显了患难见真情。

眼下，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
盟国家单日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疫苗
被视为其战胜疫情、促进经济复苏的重
要手段。印尼近日正式开始大规模为民
众接种中国疫苗，总统佐科成为首位接
种者；中方决定向菲方先无偿援助一批
疫苗，并将指导企业同菲方尽快推进疫
苗采购合作；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已决
定向中国购买新冠疫苗。一些东盟国家
专家学者指出，中国新冠疫苗采用成熟
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疫苗储存和运
输体系，有助于实现广泛接种；中国企业
与印尼、马来西亚制药企业开展生产合
作，有助于提升当地疫苗生产能力，是对
地区抗疫合作的有力支持。

疫情对地区经济造成冲击，中国和东
盟率先推动复工复产合作，共同维护地区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维护和促进多边合作及自
由贸易，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带动整
个地区成为全球抗疫的示范区、经济复苏的领头羊。

中国—东盟合作自启动以来，始终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站立潮头，已成为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地区
合作样板。过去一年，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
扬，双方第一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共同推动签署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全球经济增添亮
色。新的一年，双方正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定位升级，
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生效，让全球最大自贸区释
放更多红利。

回顾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全球
或地区性危机发生后，双方关系都更加紧密，合作势
头都更加强劲。双方自疫情发生以来同舟共济、团
结协作，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国和东盟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全面实现经
济复苏。一个更加成熟自信的中国—东盟关系必将
造福地区人民，促进全球繁荣与稳定。

（新华社记者 林昊）

浙江省温岭市高质量建设特色产业小微园，不断优化小微园区生产配套服务、生活配套服务、政策咨询服务、人才科技服务
等功能，引导小微企业集聚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全市已建成投运小微园51个，入驻企业1200余家，小微园区成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摇篮”。图为温岭市大溪镇沙岸小微园区内，乾丰泵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组装水泵。

中新社发 刘振清 摄

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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