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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创新发展正其时
□ 本报记者 吴

力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聚焦创新驱动，强调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
模式和业态创新，提出了外贸创新发展的着力点和新路径。
在当前外贸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为何如此重视推进外贸创新
发展？外贸创新发展和此前外贸转型升级的提法有哪些差
异？本报特邀业内专家一一深入解析。

专家圆桌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合作稳步推进

本报讯 1-10 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6020 亿元（折合
86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11612.1 亿
元（折合 166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4.4%；完成营业额 7238.9 亿元（折合
竺彩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贸所教授、副所长
1038.7 亿美元），同比下降 8.8%。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23.1
赵 萍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万人，
10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63.1 万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1-10 月，中国企
（排名不分先后）
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4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占同期总额的 16.3%，比上年提升 3.6 个百分点。在沿线国家新
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925.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607.4 亿美元，分
别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的
55.5%和 58.5%。
竺彩华：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外贸创新发展要有
如何看待选择现在这个时点提出
二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较
两种新思路：一是要改变过去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做法，转而更多从内部主
外贸创新发展？
快。1-10 月，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动谋求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从而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目标；二是要充分利用中国
投 资 627.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1.7% 。
超大规模的市场红利，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使中国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实现
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同比
竺彩华：我认为有两大考量：一是中国外贸在
疫情引发经济增长受挫
市场优势和创新优势的良性互动。
分别增长 15.8%和 11.1%。
全球市场中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中国
与大国权力转移进程叠加，
外贸创新发展需要三类平台支撑：一是贸易促进平台，包括各种展会、交易会、博览会等；二是
三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日益稳固，
未来
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进入重要
各种公共服务平台，包括研发、检测、营销、信息、物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制度创新平台，包
大项目金额占比较高。1-10
货物贸易增长将进入存量争夺阶段。因此，中国外
调整期，美欧等经济体加速推
括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示范区、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等。最近，商务部等部门设立进
月，新签合同额在 5000 万美
贸在全球市场中的定位正发生根本性变化：
过去中
进高标准贸易投资协定，中国
口贸易促进创
新示范区，对外贸创新发展可发挥两大作用：一是有利
元以上的项目有 590 个，比
国外贸更多依赖欧美等市场（即重出口），
现在则同
须继续促进更深层次的开放，
上年增加 3 个，占新签合同
于“贸易促进”，即促进口、促产业、促消费；二是
时向世界提供市场（即进口与出口并重）；
过去中国
通过制度创新优化发展环境，完
总额的 83.3%。其中上亿
有利于“贸易创新”，即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模
外贸竞争优势体现在成本、
价格等要素驱动上，
现在
善保障体系。
美元项目 331 个，比上年
式创新。
外贸综合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创新驱动上，
技术、
品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疫
增加 4 个。
牌、
质量、
服务、
标准等要素；
过去中国是全球贸易体
情助推全球数字经济合作，
贸易发展模式和业态也
四是部分行业对外
赵 萍：实现外贸创新发展的平台主
系的融入者，
现在则是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
需要通过创新来充分吸收科技发展的新成果，
并构
承包工程走势良好。1要有三大类：一是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二
二是外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发生了根
建适应未来的新贸易模式，
形成竞争新优势。
10 月，一般建筑、电力工
是贸易促进平台，三是国际营销公共服务
本性变化。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
“三驾马车”
之一，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在加快构建
程、水 利 建 设 类 项 目 新
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从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平台。这三类平台可以为外贸发展打造
签合同额增长较快。其
2007 年的最高 8.7%下降至 2019 年的 1.4%，外贸
新发展格局，外贸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国内外联
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更强的政策溢出
中，一般建筑类新签合同
怎样推动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外
通、
经济质量提升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外贸创
效应。
额 404.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已从过去“量的推动” 新发展，
通过科技创新、
制度创新、
模式和业态创新，
外贸创新发
最近设立的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长 36.8% ；电 力 工 程 类 新
更多转向“质的引领”。通过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内
塑造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展 ，还 需 要 哪
区对外贸创新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三
签合同额 392.4 亿美元，同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其通过引进更多创新要
些平台支撑？
比增长 10.8%。 （步 欣）
个“先行先试”：一是在外贸制度创新上
素，外贸将更好服务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推动打
赵 萍：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当前全球经
先行先试，特别是对进口方面监管制度
造新时期国际竞争新优势，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
济面临严重衰退，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逆
创新了一些新举措，
可以为全国扩大进
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全球化浪潮涌动，国际市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
口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中国扩
另外，从重要性来说，外贸创新发展有着三重
加，如果中国固守已有市场格局，将会制约外贸发
大进口的开放承诺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
意义：第一，外贸创新发展是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
展空间。所以，开拓新市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的
保障；二是在外贸公共服务创新上先行先
强有力的支撑；第二，外贸创新发展是培育外贸竞
需求更加迫切。
试，因为通过进口集散地的建设可以进一
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第三，创新发展是外贸企业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
应对各种挑战的制胜法宝。
长，结构不断优化，但是国内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
步加速贸易和产业集聚，为进口提供溢出
异仍然较大，东部地区的外贸规模大，竞争力相对
效应更加明显的的公共服务平台，从而实
东 艳：提出外贸创新发展，主要基于中国外
强。但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
现以点带面辐射周边的效果，从而进一
贸目前阶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体现了更好发挥
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优势逐步显
步形成外贸公共服务创新的更多经验；
外贸作用、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现，因此需要通过创新外贸体制机制、对东中西部
三是在外贸业态模式创新上先行先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化发展趋势受
地区精准施策，
进一步培育外贸增长新的动力。
试，主要是通过培育进口新业态、培
阻，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受新冠肺炎
三是中国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过
育进口商品新的营销模式，可以促
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将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中
程中，已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一般贸易方式为
进进口与产业的高效联动，
从而
国外贸面临的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等不确定因素显
主导、新业态快速成长、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
著增多。
口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外贸发展格局。未来，
外贸发
□ 本报记者 杨 舒
倒行逆施拖累全球化行为的裹挟，放弃
平，
为外贸进口和经济高质量发
全球供应链面临短期局部物理断裂与长期人
展需要进一步壮大这样的发展格局，推动经营主
自身在
“后疫情时代”
快速复苏的良机。
展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为阻断的双重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受到一定程度
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创新发展，这样有利于培
近些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RCEP 的签署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
阻碍，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提出新挑战。
育中国外贸发展的新优势。
定》
（RCEP）成功签署的消息刷爆了中
决心。面对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
东 艳：中国进出口商品
外各大媒体的头条。然而欢欣鼓舞之际
中国秉承共商共享精神，秉持命运与共
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不要忘记，除 RCEP 外，年内还有一个重
的理念，
极力提高自身发展水平，
通过大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 易 会 等
要协定值得期待，
那就是《中欧全面投资
幅扩大进口为全世界提供新的需求。这
外贸创新发展与过去外贸转型升
综合性展会有助于展示中国
协定》
（中欧 CAI）。
些
“新需求”
在未来是弥足珍贵的。中国
级的提法有何区别？
开放理念，提供国际贸易新渠
“双方应力争在年内完成中欧投资
经济体量庞大，
一点增量，
对于很多经济
协定的谈判。”这是中欧领导人今年 9 月
体来说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贸易量，
道，并形成辐射和溢出作用。
会晤时确定的目标。最新公开消息显
完全可以用来解决大量就业等民生问
赵 萍：
转型升级的落脚点主要在外贸行业的
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三是发展主体更加全面。外
通过发展线上线下融合办展
示
，
中
欧
正
聚
焦
遗
留
问题进行深
入磋
题。那么，
谁能争取到这些
“新增量”
“新
发展上，
大致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通过产品和技术
贸创新发展的主体更加全面、
多元，
不仅涉及各类外
新模式可以在数字化全球化
商。如今，随着 RCEP 横空出世，谈判团
需求”，谁便有机会在未来保持发展优
创新优化外贸出口结构，提高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
贸生产企业，
还涉及物流、
通关、
展会、
金融等各类外
背景下创造贸易创新发展的更
队定会备受鼓舞加速冲刺，使在 2020 年
势。
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
提升产品附加值；
二是通过体
贸服务企业。更重要的是对各级政府作为创新主体
多新平台。
剩下的 40 多天里如期签署中欧 CAI 充
从力挺印度到不再挽留、转身抱紧
制机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优化外贸经营主体
提出了新要求，
即要在外贸管理制度创新上充分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满希望。
RCEP，日本在签署 RCEP 前明显的态
结构，提升外贸企业竞争力；
三是通过培育新业态、
现出外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
中国和欧洲地处亚欧大陆两端，互
度转变，未尝不是害怕错失最后的上车
优化贸易方式来带动传统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发展格局。进口引领和创造国
为彼此重要贸易伙伴，本质上没有根本
机会。在因疫情而加速演变的全球百年
外贸创新发展的视野更加广阔，除了进行外贸
东 艳：
《实施意见》以创新为统领，从对外贸
内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利害冲突。
之未有大变局之下，每个经济体都需要
行业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外，还要优化国内国际市场
易的五个维度，
即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
生活的向往。新设立的进口贸
尽管近年来受欧债危机和新冠肺炎
在最大的新增市场上去争取到一个利益
布局，进一步拓宽外贸发展空间：对外要围绕坚定
营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新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是促进进口
疫情暴发的冲击和影响，受贸易保护和
空间。现在，
中国已经打开大门，
如何把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积极
思路。
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将通过
单边主义干扰与破坏，中欧经济合作步
握就看各经济体的行动了。
商签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
打造更加畅通的多双
其中，在国际市场布局方面，强调以科技创新
伐有所放缓，部分合作项目范围有所收
对于欧洲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此
边合作机制，
为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更好的
为突破，采用 5G 等现代信息技术，挖掘国际市场
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模式创
缩，
但在中国欧盟商会
6
月发布的调查
前欧方尚对签署中欧
CAI 抱有“再看看”
外部环境；
对内要通过充分发挥中东西部地区的比
潜力，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新模式；在国内区
新在促进进口、服务产业和提
报告中，
仍有超过六成受访欧洲企业将
的想法，
那么
RCEP
签署之后，
仅存的犹
较优势，比如东部地区主要是提质量，中西部地区
域布局方面，强调创新区域间外贸合作机制，形成
升消费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视为其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更
豫也显得毫无必要。一旦中欧 CAI 能如
主要是上规模，通过这样的精准施策来优化外贸发
各地区梯度分工合作新模式，
并建立产业转移地和
没有妨碍今年中欧班列提前近两个月就
期达成，相当于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分别
展的国内布局。
承接地结对合作的机制；在经营主体方面，强调对
达到了 2019 年全年开行量。
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市场。如果后期中欧
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分类指导，
提升不同经济主体
中国和欧洲，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
自贸协定谈判也能进一步启动，两端共
竺彩华：创新发展的落实在创新，即把创新发
协同发展水平；在商品结构方面，提出促进供应链
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舞，必能为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东岸的广
展的思想落实在与外贸相关的所有领域，实现外贸
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
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链
发展的全方位、
系统性、
集成性创新。这与过去转型
供应链合作等创新举措；在贸易方式方面，推动一
体，
覆盖消费者众多，
合作空间广阔。
袤区域创造巨大繁荣。
中国巨大消费市场释放出的强大磁
德国《商报》11 月 15 日发表的评论
升级提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发展目标
般贸易发展，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与此同时，在外
更加明确。转型升级更多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或进
贸模式和业态创新方面，强调要发展数字贸易，促
力持续吸引着大批欧洲企业来华投资， 讲得很好，
评论的主题是
“欧洲不应自外
进而推动和促进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同
于亚洲机会”，明确表明对“RCEP 唤醒
程，
而外贸创新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
即要实现我国
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
外贸高质量发展。二是发展步调更加协同。通过创
和重新布局，
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生产中
时，来自欧洲的技术和产品也在助力和
沉睡西方”心存期望。RCEP 创造的红
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目前中欧间超过
利已经迸发，现在，日本加入了，东盟加
新来统筹外贸发展，
从生产到国内外市场布局，
从商
更为关键的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品国际流通到跨境服务贸易，
从国际市场营销到产
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制度创新方面，进一
2 万家合作企业、累计 2000 多亿美元的
入了……15 个亚太国家都主动融入了
双向投资规模就是明证。
这个互利共赢的合作圈。在此背景下，
品售后服务，
通过在所有环节深入推进科技创新、
制
步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作
度创新、
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
推动中国外贸全方位
用，
加强制度型开放高地建设。
中国和欧洲完全没必要受少数国家
欧洲已没有理由再等待。
东 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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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来了，
中欧 CAI 还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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