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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局势急转直
下，引发全球关切。根据中国商务部最
新表态，我国希望与俄乌保持正常贸易，
并希望俄乌双方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纷
争，促进各方贸易的正常运行。

从最新情况来看，在国际贸易层面，
俄乌冲突对我国直接影响相对可控，主
要基于对两国进口的依赖度较低。截至
2021 年，我国对俄乌进口依赖度分别仅
为 3%和 0.4%，对俄乌的出口仅占总出口
的2.0%和 0.3%。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地缘政治
的短期冲突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
风险也确实存在，可能引发一系列传导
效应。从近段时期数据来看，欧洲天然
气价格飙升。2 月 24 日，欧洲天然气基
准价格 TTF 跳涨超 50%，达到 132.71 欧
元/兆瓦时。2月28日，伦敦ICE交易所
欧洲4月交割的天然气期货价格开盘第
一分钟就上涨35.3%，涨到每立方米1.45
美元。欧洲石油价格超过 100 美元/桶，
小麦交易创下历史新高。

俄罗斯是全球三大原油生产国，也
是天然气生产大国，欧洲高度依赖俄罗
斯的天然气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三大石油机构在本月报告中，均上调了
本年度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主流观
点认为原油供应短缺的局面将加剧。

在全球通胀压力下，欧美可能被迫
加快加息缩表步伐，而这必将对全球经
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部分资金流断裂
和潜在的金融风险。事实上，美联储每
轮加息周期，全球都会有国家或区域发
生金融危机，而这次还将裹挟着地缘政
治局面的剧烈变动。

从当前国际市场情绪来看，俄乌冲
突已经开始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升温，黄
金、美元等避险资产价格或将上涨。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还有一个特别的
变量出现，那就是欧美多国发表共同声
明，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
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之外。

这一举动必将对全球贸易的稳定性
产生较大冲击。作为国际通行的标准化
报文体系，SWIFT已经成为国际间金融
信息数据交换的通用语言，目前已覆盖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金
融机构，每日处理成员机构间发送的报文
信息超过4200万条，是国际支付清算体
系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正是基于这样的

因素，该系统也是支撑美元在国际贸易和
投资中锚定作用的基础设施之一。

毋庸置疑，被从SWIFT体系中剔除
将直接影响俄罗斯短期内其传统优势产
业对全球的供给能力。历史上，2012 年
3 月、2018 年 11 月，SWIFT 两次剔除伊
朗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间联系。从当
时伊朗原油出口量来看，也对应出现了
两轮大的下行——2012—2015 年的出口
量环比负增长，其中 2012 和 2013 年环
比分别达-17.2%、-42.2%；2018 之后的
出口量环比负增长，其中 2018、2019年的
环比分别达-13.0%、-64.8%。

不过这一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也是
一把“双刃剑”。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斯卢茨基对此表示，如果欧美国家
将俄罗斯排除出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

那么将引发俄罗斯与西方的全面经济
战。这不仅会使俄罗斯经济受创，也会
给西方国家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作为此次冲突的另一方，乌克兰是
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根据乌克兰经
济发展、贸易和农业部数据，2019—2020
市场年度乌克兰大麦出口居世界第二，
玉米出口世界第四，小麦出口世界第
五。因此，俄乌局势升级无疑推升国际
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继续走高，引发在
原本通胀高企的状态下全球能源、资源
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经济持续下行，
形成全球性滞涨。此外，乌克兰还是全
球主要的稀有气体供应国，提供全球
70%的氖、40%的氪和 30%的氙，这可能
将对芯片研制在内的集成电路等相关制
造业产业链产生一定影响。

警惕俄乌冲突下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 张伟伦

“从外贸来看，去年是经济发展的一大
亮点。对外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都创
了新高。利用外资也较快增长，对外投资
保持稳定，多双边经贸合作实现新的突
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今年前两个月外贸基本上实现
了稳字当头，开门稳。“我们有信心完成全
年的目标任务，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应对复杂形势 多措并举稳外贸

2021 年，我国外贸增长 21.4%，达到
39.1万亿元。以美元计，规模连续跨了5万
亿、6万亿两个台阶，达到6.05万亿美元，增
速 30%，创 2010 年以来的新高。货物和服
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20.9%。“去年前三季度，以美元计，我国外
贸的国际市场的份额也创了新高，达到了
15%，这是 1958 年以来全球单一经济体创
下的最高份额，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王文涛说。

“今年稳外贸压力非常巨大，形势也非
常复杂严峻。”王文涛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今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需求收缩
来看，全球的疫情还在起伏反复，复苏的势
头不稳，外需市场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
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下调了2022年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世贸组织最新报告显示，
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势头减弱。从供给冲击
来看，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供给仍然没有恢
复正常，供应链的瓶颈短期内预计也难以得

到缓解。从预期转弱来看，缺柜、缺工等问
题持续困扰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运价成
本现在还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调查
显示，一些中小外贸企业的盈利状况并不是
很乐观，也影响了他们接单的信心。

王文涛表示，去年外贸高增长有很多
阶段性的因素，包括订单回流、防疫物资出
口、“宅经济”等，这些阶段性因素的消退给
今年稳外贸增加了压力。此外，我国外贸
去年以美元计增长了 30%，在这么高的基
数上再要增长，压力很大。

对此，王文涛表示，面对这些困难和挑
战，我们将实施跨周期调节稳外贸、市场多
元化、外贸供应链畅通、外贸创新提质等四
个专项行动，多措并举稳外贸。重点做好
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做好稳外贸政策
的落实和储备；二是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
的稳定畅通；三是持续推进外贸创新发展。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稳外贸要
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RCEP 成员国的经贸往来。

“RCEP将来要往更高质量的 2.0版方向发
展，包括跨境电商在商品种类和经营模式
上都要进行一些创新。”

扩大开放提质 自贸试验区功不可没

去年 9 月份，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

表王受文表示，中国的这一申请得到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目前，我们也按照CPTPP
加入程序，正在和相关成员进行接触、沟通
和磋商。

王受文表示，CPTPP是一个高标准的
国际经贸协定，中国要加入CPTPP，在市场
准入方面要作出的开放承诺会超过现有
的、所有的缔约实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
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内的深层次改
革，也有助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有助
于 CPTPP 现有 11 个成员国进一步扩大对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准入，也有助于
这些国家扩大与中国在货物服务贸易、投
资等领域的合作。

在王义桅看来，中国要加入CPTPP，自
贸试验区的实践也很重要，通过自贸试验
区、海南自贸港的先行先试，形成新的制度
创新成果，为高水平开放积累经验。未来，
我国要加快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建设，
推动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

“自贸试验区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稳
定作出了贡献。”王受文表示，去年，21个自
贸试验区外贸进出口增长29.5%，比全国高
出 8.1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增长 19%，比全
国高出了 4.1 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面积
很小，但是进出口占到全国的 17.3%，利用
外资占到全国的18.5%。

稳定外资存量 优化投资结构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以及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布局调整，全球跨国投资波动还是
很大。但中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稳定增
长，中国一直是外资投资的热土。”王文涛
介绍，2021年中国吸收外资再创历史新高，
首次突破了 1万亿元，达到了 1.15万亿元，
是近十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速
达到了 14.9%。今年 1 月开门稳，势头较
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增
速达到了11.6%。

王文涛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我们将深入贯彻
落实，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在两个方面主要发力：一个是保
稳、一个是促优。

王文涛解释说，保稳就是稳存量、促增
量，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发挥好投洽
会、中博会等一些重大的展会，自贸试验
区、海南自贸港、国家级经济开放区，以及

“1+4”服务业扩大开放示范试点地区等开
放平台的招商引资作用。促优就是优结
构、提质量，推动强化对制造业吸引外资的
支持力度，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等。

“去年，G20和G7设15%为全球最低企
业税率，今年，全球通货膨胀的问题比较尖
锐等，这些都会对全球投资方向有很大的
影响。”王义桅表示，我国要引导外资更多
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转变经济
增长模式，提高竞争力，强化我国参与全球
规则制定的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
公正合理。

“我们有信心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 3 月 1 日，中国贸促会会长任
鸿斌在京会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蓝天立
一行，双方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

任鸿斌表示，多年来中国贸促会与广
西在贸易投资促进、展会论坛、商事法律服
务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我们连
续举办 18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峰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
中国贸促会愿以此次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
为新起点，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广
西开放型经济发展，在推动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蓝天立感谢中国贸促会长期以来对广
西工作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广西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情况，表示愿与中国贸促会
合力打造面向东盟、更好服务“一带一路”
的开放合作高地，加快推动广西高水平开
放和高质量发展。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机制
化合作，携手推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升级发展，推进多双边合作机制建设，
促进对外贸易投资合作，加强自贸试验区
平台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
强化涉外商事法律服务，加强对广西贸促
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推进干部人才交流，支
持中国国际商会发挥更大作用。

（贸促会发展研究部）

本报讯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近日
在京会见安徽省副省长周喜安一行，双方
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安徽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

任鸿斌表示，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并
支持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双方开
展了多项务实有效的合作。中国贸促会将
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海外资源和平台优
势，在招商引资、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
为安徽省提供支持，形成融合度更深、示范
性更强、受益面更广的合作，助力安徽省进
一步扩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李文）

本报讯 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工作
协调会近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行。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主持会议。

张少刚表示，今年我国接棒金砖国家
轮值主席国。中方各位理事要深刻认识参
与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服务国家发
展和外交大局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国家荣誉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有序地推
进 2022 年联盟各项工作，深度挖掘“中国
年”活动亮点及合作成果。 （张文）

“我国工业经济延续去年四季度企
稳回升态势。”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肖亚庆介绍，工信部对 2 万多家重点工
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14.5%的企业春
节期间坚持生产，2 月 20 日前复工的企
业达到95.5%。

1 月份，我国工业经济总体运行平
稳。重点煤炭企业煤炭日均产量 744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8% ；制 造 业 PMI 为
50.1%，连续 3 个月稳定在 50%以上；物
流业景气指数 51.1%，保持在景气区间；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4%，连续 3个月
回升。

1月份，汽车产销量完成 242.2万辆
和 253.1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 和
0.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完成45.2万
辆和 43.1 万辆，分别增长 1.3 倍和 1.4
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动
力电池、电机、电控等产业链的延伸拓
展，还催生了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智能
网联等新技术的应用。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进入规
模化快速发展新阶段，预计今年将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辛国斌介绍，为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和驾乘体
验，工信部将推动电动化与智能网联技术融合发展，
开发更多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休闲娱乐、生活服务、自
动驾驶等功能。针对老旧小区和高速公路充电难问
题，工信部将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信
息共享、统一结算，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便捷性。

汽车行业缺芯问题备受关注。“从重点汽车企业
监测情况看，汽车芯片供应短缺情况虽然已逐步缓
解，但相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的需求和排产计划，目
前仍有一定缺口。”辛国斌认为，鉴于全球主要芯片
企业已经加大车规级芯片生产供应，新建产能也将
在今年陆续释放，国内部分芯片产品供给能力逐步
提升，预计汽车芯片供应形势将持续向好。

对于维护汽车工业稳定运行，辛国斌表示，要搭
建汽车芯片在线供需对接平台，畅通芯片产供信息
渠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机制；支持整车、零部
件、芯片企业协同创新，稳妥有序提升国内芯片生产
供给能力。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坚持全
球化发展方向，推动跨国芯片企业增加中国市场供
给，加大本地化生产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稳定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供给体系质
量不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仍存风险等问题依旧突
出。在肖亚庆看来，实现一季度平稳接续，进一步提
振工业经济还需付出很大努力。“要着力打通重点产
品供给堵点卡点，加强能源、物流、用工等要素保障
协调，优先保障基础工业产品、重要生活物资，包括
农资、化肥等重点企业稳定运行。”肖亚庆表示，要抓
好“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和项目实施，启动实施一
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鼓励支持企业加强技术
改造，推动电信运营商加快5G和千兆光网投资建设
进度；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充电设施奖
补、车船税减免优惠等政策；深入推进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的“三品”行动，全力支持外贸企业扩大
出口。 （李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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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贸促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

任鸿斌会长会见
安徽省副省长周喜安

张少刚主持召开金砖国家
女性工商联盟工作协调会

靠泊天津港联盟国际集装箱码头的“金星布莱特”轮日前开始集装箱吊装作业，标志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生效后的天津港首条澳大利亚远洋航线正式开通。 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