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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品类

产 品

水产品

蔬 菜

水 果

畜产品

饮 品

出口额

87.6

66.0

27.4

17.3

10.7

同比增长

18.1

15.4

-19.3

18.9

7.1

主要进口品类

产 品

畜产品

水 果

植物油

水产品

谷 物

进口额

132.1

85.3

46.2

45.8

30.7

同比增长

6.8

0.3

-7.4

38.1

68.0

记者从 11 月 16 日召开的国家发
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延续
三季度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态势，下一
步，国家发改委将持续推进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地见效，充分
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
作用，持续推进实施退税减税降费，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
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
任、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展望全年，
经济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回稳向好
基础将不断得到巩固。

抓住时间窗口推动经济回稳

11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10月
份经济数据。

“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经济经受
住了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影响，持
续保持恢复态势。”孟玮表示，经济大省
等重点地区经济正在加快回稳发展，随
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加快
落地见效，以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财政贴

息、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等一系
列举措将在四季度集中显效，工业增长
动力、投资信心将继续增强。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优
化疫情防控 20 条措施，指导各地更加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有利于进
一步畅通经济循环、促进市场需求恢
复。孟玮说，同时应看到，当前国际环
境仍然错综复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发疫
情不断出现，促进四季度经济持续恢复
还需付出艰苦努力。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
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
地见效，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资重要
项目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快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和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还将促进重点领域消费加快恢复
发展，持续推进实施退税减税降费，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
力度，同时，强化粮食、能源和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保障，落细落实稳就业政
策，扎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工作，总之就是要抓住时间窗口推动
经济进一步回稳向上。

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

“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的主力军，也是提升投资质量、增强投
资活力的关键力量。”孟玮表示，尽管面
对疫情冲击，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民间
投资仍然增长 16.5%，比制造业整体投
资增速高出 6.4个百分点，呈现出较强
的投资活力。

但是，受国内疫情反复、国际局势
急剧变化等因素影响，原材料成本上
涨，市场需求不足，部分民营企业“增收
不增利”，投资能力和意愿受到制约。
此外，长期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彻底解除，个别
民营企业过快扩张、高杠杆融资等也影
响到自身的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11 月 7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

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旨在进一
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
投资发展。

孟玮介绍说，一是发挥项目牵引和
政府投资撬动作用，从“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和国家重大战略等重
点建设任务中，选择具备一定收益水
平、条件相对成熟的项目，多种方式吸
引民间资本参与；二是为民间投资项目
落地创造更多便利条件，支持符合条件
的民间投资项目纳入各地区重点投资
项目库，加强用地（用海）、用能、用水、
资金等要素保障；三是引导民间投资高
质量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
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四是鼓励民间投
资以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五是促进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一步将切实把
鼓励民间投资政策落到实处，增强民营
企业政策获得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更好发挥民间投资在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推进有效投资 助推经济回稳
■ 本报记者 江南

本报讯 在位于广州市新塘口岸的跨境寄递
业务集约审核中心内，广东黄埔海关所属增城海
关关员周雅婷近日紧盯电脑窗口弹出的审单风
险提示，进行相关操作后，一条消费者身份验核
信息就发到了刚刚在电商平台购买过进口化妆
品的消费者陈洁手机上。陈洁按照指引进行线
上“刷脸”。不久，周雅婷就收到了“验核成功”的
反馈，随即进行“审核通过”处置。

“跨境电商消费者身份真实性验核是黄埔海
关推进海关监管业务智能化建设的一项新技术
应用。”增城海关寄递审核科科长张程说，“我们
通过大数据对碰筛查，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对跨境
电商申报数据进行智能审核、自动甄别风险后予
以提示，快捷有效地发现高风险订单。”

近年来，黄埔海关深入践行“三智”理念，大
力推行跨境寄递业务集约智慧审核改革，整合了
数据流、单证流，加强与“单一窗口”联接，设立一
个集审中心、组建一支专家队伍、搭建一个智慧
辅助平台，使辖区内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审单执法
尺度统一、智能、高效。同时，该关全面推行寄递
业务无纸化报关，开发了在线交互反馈等功能，
电商企业能够全程在线办理业务查询、单证修
撤、资料递交、促销报备等业务。

“现在，通过线上办理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
时间和人力成本。”广州伟世博物流供应链有限
公司关务经理苏振鸿说。

“寄递集约审核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已累计
审核寄递类业务单证超过87万份。”张程说，“业
务办理更加高效得益于监管过程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我们将持续强化基层科室执法内控
工作，加大科技创新应用力度，建立大数据分析
预警模型，实现对高风险对象的精准画像和动态
研判。”

广州增城海关关长张翀表示，下一步将全力
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落实好促进外贸保稳
提质相关措施，将“三智”理念融入各项业务改
革中，不断提升海关安全监管和服务发展效能，
持续促进跨境电商新业态健康规范发展。

（濮宣）

“智慧审单”
为跨境电商把关

近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恒生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中国”）
的绿色金融案例成功入选“2022企业
气候行动案例集”，同时“种·未来”项
目亮相“亚洲女性的气候行动与解决
方案”主题展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大会自 1995 年起每年召开，本
次大会围绕推进全球气候合作、共同
确保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应对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和环境问题等
展开讨论。在此次COP27企业主题
展厅陈列的“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
中，恒生中国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
实例展示其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及
成效。

恒生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监尚擎
红说，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是全球共同议题，恒生中国郑
重承诺在 2030 年实现“碳中和”，并
将其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中，将承诺
转化为具体行动，提高应对气候不确
定性的能力和韧性，“我们致力于通
过公益项目探索应对气候变化，为
地方经济发展协同增效，促进生态系
统和社区、经济的有机统一及协调发
展，以积跬步之功，践行金融向善。”

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
理伙伴计划高级研究员、农民种子网
络发起人宋一青认为，气候变化事关
人类未来，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媒体等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和协作。社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保护好农民的种子系
统，建立社区种子银行，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种质资源，而
且可以更好地帮助当地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恒生中
国能够从自身角度关注到这些情况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持续关注气候变化、长期践行ESG绿色发展理念
的外资银行，恒生中国从绿色低碳运营、绿色金融创新、绿
色公益等方面出发应对气候变化。通过碳中和承诺，最大
限度减少自身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助力
企业低碳转型升级；构建系列绿色公益项目，保护生物多样
性、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未来，恒生
中国将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上不断深耕，为全球气
候治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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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日前发布的
亚太区物流供应链最新市场资讯（2022
年10月）（以下简称市场资讯）显示，虽然
亚洲、北美和欧洲的港口拥堵情况正在逐
渐好转，但货运量前景依旧黯淡。国际市
场需求从先前激增到当下低迷的转变，要
求企业进一步调整采购计划以及承运人
调整运营网络，而且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也
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供应链情况。

马士基亚太地区海运管理负责人表
示，通货膨胀和能源成本攀升依旧是客户
主要担忧的问题，并导致目前出口市场需
求低迷。加上销量走低和运输周期缩短
（因码头拥堵减少），美国和欧洲仓储库存

水平持续高企。预计库存水平将在第四季
度趋向稳定，客户需求也将继续回归正常。

10月，欧洲、跨太平洋等长途贸易拼
箱货物的市场需求呈现下滑趋势，而亚洲
内部航线市场需求则比 9 月相对稳定。
受需求疲软影响，承运商采取了空班的措
施，并整合一些航线，但依旧可以确保准
班率和稳定性。马士基新增了多条航线
并在相关网站上展示，以便企业能够快捷
查询到所有航线的运费并预订舱位。

在空运方面，据市场资讯介绍，10月，从
中国到美国的空运费率下降至每公斤6.58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9%。空运市场
因出口需求平淡，正面临不确定的前景。10

月，澳大利亚空运运费呈现下滑迹象，而运
输时长正在改善，货运需求和运力供应在很
大程度上保持平衡。对于其他目的地，继澳
大利亚航空增加飞至悉尼和墨尔本航班后，
印尼—澳大利亚航线运费将降低。在孟加
拉国，500公斤以上货物的运费有所降低，而
500公斤以下货物的费率略有上涨。在印
度，虽然其他所有机场保持未变，但Channel
航空正在提供更低的运费。

在陆地运输方面，市场资讯提到，马
士基团队在中国开发出一系列新的驳船
航线服务以满足企业需求。马士基运力
总体充足，陆改水新路线已推出，覆盖日
照—青岛（出口/进口）和岚山—青岛（出

口/进口）业务，有全程单、非全程单及进
口一站式综合方案三种签约模式可供选
择。为了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可靠、灵活及
可持续的内陆方案，马士基还推出了郑
州—青岛之间的海铁运输特价产品，将持
续到今年年底。而湘江沿岸的长沙驳船
服务由于枯水季而暂停。马士基建议企
业选择从长沙到岳阳的卡车运输服务。
运往上海和宁波的海铁联运服务也具备
足够的运力。在华南地区，马士基新增北
滘—盐田、北滘—蛇口、中山—盐田、中山—
南沙、小榄—南沙、东莞—盐田/蛇口/南
沙/香港之间出口货物驳船服务。香港—
盐田之间新增进口货物驳船服务。

需求低迷影响国际货运 物流企业积极应对
■ 本报记者 林畅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标
志着当前世界上经贸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的自由贸易
区正式启航。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表现如何呢？

一、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总体农产品贸易高速增长

前三季度，我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总体农产品贸易额达 792.8 亿美
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6%，高于同期我国与全球农产品贸易额增
速 5.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 314.2亿美元，增长 1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
高 6.7个百分点；进口额 478.6亿美元，增长 16.1%，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9.4
个百分点；贸易逆差 164.4亿美元，扩大 18.1%，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63.7个
百分点。虽然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但增速大幅
放缓，贸易平衡状况趋势向好。

二、RCEP其他成员国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提高

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占我国与全球农产
品贸易总额的31.9%（图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扭转了自2019年以来占
比持续下降的趋势。我国前十大农产品贸易伙伴中，RCEP成员国由上年6
个增至7个，分别是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
亚。其中马来西亚时隔7年后再次跻身我国前十大农产品贸易伙伴行列。

图1 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三、我国与RCEP其他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均增长

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所有成员国农产品贸易额均增长，增幅较
大的有缅甸、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澳大利亚，分别为 93.4%、
67.2%、29%、27.6%、27.4%和27.1%（表1）。其中对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农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增幅分别为 51.7%、41.5%、32.9%和 31.8%；
自缅甸、老挝、越南、澳大利亚农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增幅分别为 1.8 倍、
93.2%、54.1%和25.4%。

表1 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四、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主要品类农产品贸易增长

前三季度，我国对RCEP其他成员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品类是水产品、蔬
菜、水果、畜产品和饮品，出口额分别为87.6亿美元、66亿美元、27.4亿美元、
17.3亿美元和10.7亿美元。除水果出口额下降19.3%以外，水产品、蔬菜、畜
产品和饮品出口额分别增长 18.1%、15.4%、18.9%和 7.1%。我国自RCEP其
他成员国主要农产品进口品类是畜产品、水果、植物油、水产品和谷物，进口
额分别为 132.1 亿美元、85.3 亿美元、46.2 亿美元、45.8 亿美元和 30.7 亿美
元。除植物油进口额下降7.4%以外，畜产品、水果、水产品和谷物进口额分
别增长6.8%、0.3%、38.1%和68%（表2）。

表2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主要农产品贸易品类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来源：中国贸促会农业行业分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前三季度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有何表现？
■ 侯瑶

中国华为公司近日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举行2022年“未来种子”项目启动仪式，旨在为当地培养信息通信技
术人才。图为当地学员代表参加该项目启动仪式。 新华社发 恩达乌 摄

国家（地区）

泰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印度尼西亚

越南

马来西亚

韩国

菲律宾

缅甸

新加坡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总计

贸易总额

138.0

96.0

96.0

93.4

90.9

86.8

67.3

55.5

29.5

16.7

13.6

5.9

2.9

0.2

792.8

同比增长

6.5

27.1

6.0

6.7

10.3

27.4

27.6

19.9

10.5

93.4

29.0

20.6

67.2

25.4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