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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基本盘 瞄准高质量

多地制定外贸稳中提质“施工图”
□ 本报记者 吴 力
随着各地商务工作会议相继举行，2021
年各地外贸发展的“规划蓝图”和“施工路线
图”陆续发布。面对 2021 年外贸发展的不确
定性和诸多挑战，各地正紧锣密鼓部署，准备
以更大的力度稳外贸，同时加速提升外贸发
展质量，为全国外贸稳定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稳住增长势头
“2021 年，我们要着力增进口，扩出口，稳
外贸。”甘肃省商务厅厅长张应华谈及 2021 年
稳外贸工作时强调，甘肃将巩固进口增长的趋
势，积极扩大出口，稳定存量，扩大增量，确保
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为此，甘肃将采取开拓
多元化市场、壮大外贸企业主体、加强外贸基
地建设、优化贸易结构、发展跨境电商五大措
施。
2020 年中国外贸成绩可圈可点，这并不
意味着前路皆为坦途，2021 年外贸稳增长仍然
面临较大挑战。记者梳理各省区市已披露的
商务发展目标发现，
“稳”仍是外贸发展的关键
字，也是基本发力点。比如浙江提出“出口占
全国份额保持基本稳定”，天津提出“促稳提
质”，重庆提出“稳中提质”，青海提出“稳存量

促增量”，河南提出“稳定增长”，福建提出“积
极稳住外需”。作为外贸强市，上海也提出要
“稳定出口规模”
。
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长仍有较大潜力。重
庆 2021 年将力促外贸稳中提质。青海将 2021
年的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速定为略高于 GDP 增
速。河南将 2021 年目标定为全年进出口额争
取突破 6800 亿元。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地方商务厅局将狠抓
政策落实作为重要抓手。青海省商务厅厅长朱
龙翔表示，青海将认真落实稳外贸各项政策措
施，
包括在担保融资、项目支持等方面提供更加
优惠便利的支持政策，为企业提供更好更有针
对性的外贸综合服务，
抓好稳存量促增量，
提升
企业外向型经济竞争能力等诸多举措。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表示，河南将强
化政策落实，确保政策措施早细化、快落地、全
兑现、真见效，坚决防止执行梗阻，让政策红利
惠及更多企业，保护稳外贸的源头活水。同
时，河南还将研究推出更加精准有力的政策举
措，
丰富政策工具箱。
业内人士认为，从 2020 年外贸发展来看，
从国家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
有效，是稳定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2021 年稳
外贸政策工具箱充足，在存量和增长上仍有挖
掘空间。

提升发展质量
不仅要发力稳住规模，2021 年地方层面还
将多措并举推动外贸发展进一步提质增效。
浙江 2021 年将在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基础
上加快贸易创新发展，包括出台贸易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公共海外仓等政策，
高质量建
设 60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扩大品牌产
品出口比重等。与此同时，浙江省将扩大优质
商品和服务进口，
高质量用好自贸协定。此外，
浙江还将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激发商务发
展新动能，
包括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加快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等。
上海在 2021 年也将加速推动外贸转型。
“实施‘外贸转型行动计划’，全力培育外贸竞
争新优势。”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华源表示，上海 2021 年将在稳定出口规模的
同时深化落实贸易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围绕
传统贸易、服务贸易、新型贸易进一步拓市场、
优结构、提能级，着力构建连接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的全球贸易枢纽。从具体举措来看，上海
将从传统贸易、服务贸易和新型贸易三方面采
取系列举措，落实
“外贸转型行动计划”
。
作为中部省份，河南也在加速提升外贸发
展质量。该省将从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链出
发，大力引入出口型项目，打造特色出口产业

集群和区域出口品牌，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升高技术、高质量、高附
加值产品出口。同时，河南还将瞄准新业态，
充分释放跨境电商、海外仓、外贸综合服务、市
场采购以及二手车出口等潜能。
从西部地区看，重庆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张
智奎表示，
重庆 2021 年将全力保障外贸稳中提
质，
增强外贸综合竞争力。为此，
重庆将采取五
大举措：
一是实施优进优出计划，
二是提升外贸
质量效益，
三是推动外贸创新发展，
四是促进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
五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地市层面也在加速推动外贸由大变强。
山东省潍坊市商务局局长王富表示，潍坊 2021
年将坚持优进优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大力优化贸易结构，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
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潍坊由外
贸大市向外贸强市转变。
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中，各地不
乏亮点。其中，打造优势产业，培育外贸发展
内生动力，是各地外贸发展的根本；
“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则是各地开拓多元化市场
的重点。此外，各地都非常重视加速推动内外
贸易一体化，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黄智杰、许霞、芦磊、顾春娟、杜
元钊、俞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多点出击积累不少经验 兵来将挡化解诸多难题

外贸企业新年仍将勇往直前
□ 本报记者 吴 力
作 为 外 贸 发 展 的 主 力 军 ，外 贸 企 业 在
2020 年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及单边主
义的挑战，经历了惊涛骇浪。但随着中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等工作顺利推进，稳外贸政策
措施红利释放，以及企业自身不懈努力，外贸
主体迎来了春暖花开。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
素依然众多的 2021 年，中国外贸企业将如何
乘风破浪，
危中寻机？

2020： 逆势而上
“还算好，
总归转危为机了。
”
回顾 2020 年，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展晖如是说
道 。 看 似 轻 描 淡 写 ，他 心 里 却 再 明 白 不 过 ：
2020 年绝对是中国外贸企业逆势而上的一年。
“出口业务占公司营收的 70%，2020 年确
实异常艰辛。”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外销部
副总经理施敏雪告诉国际商报记者，所幸国家
和地方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稳外贸政
策，公司订单自去年 9 月份开始逐步稳定下来，
第四季度实现 50%~60%的增长，全年最终实
现了正增长。
前低后高，转危为机，中国大多数外贸企
业在 2020 年都有相似经历。逆境中外贸企业
千方百计求生存，用半年时间打了场漂亮的翻
身仗，
为 2021 年稳外贸积累了诸多经验——
疫情之下，稳住传统市场、开拓新市场成
为外贸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三花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沈培生表示，2020 年，

□ 本报记者 吴 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国际局势和市场充满动荡。
2021 年，中国外贸将面临更多的不
确定性因素，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新的形势
下，稳外贸应当如何发力，在“十
四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风险机遇同在
“2021 年，中国外贸形势仍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
际贸易系教授崔凡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
时直言，尽管当前世界各地开始接种新冠疫

公司上下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公司常驻海外业
务人员全年驻守国外，坚持寻机拜访客户；线
上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业务等。在诸多努力
下，公司实现了海外市场销售额两位数的增
长，冰箱、空调等家用制冷部件出口业务目前
已全面恢复，汽车零部件业务实现较快增长。
随着外需扩大，
中国外贸企业的生产能力也
迎来了挑战。广州蒙娜丽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冯桃告诉国际商报记者，
2020 年，
公司
生产线从 2 条增至 4 条，
工人从 100 多人增加到
200人，
并添置了大量自动化设备，
到2020年10
月新增车间面积 8000 平方米，
现车间总面积超
过 4 万平方米。
“通过采取这些举措，公司 2020
年销售额实现了约 150%的增长。
”
除了
“稳”
，
众多有远见的外贸企业也在趁势
而上、加快转型，
坚持为长远发展铺路。施敏雪
表示，
公司在2020年顺势而为尝试跨境电商，
同
时大力推进数字化管理，
从管理上出创新、出质
量、
出订单、
出效益，
进一步扩大了市场。

2021： 审慎乐观
展望2021年，
沈培生表示，
预计外贸形势将
趋于正常，
公司出口额仍将保持两位数增长。看
好2021年外贸形势的企业还有很多。冯桃也表
示，
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已排到 2021 年 6 月，
预计
全年出口额增长20%。
但与此同时，风险挑战依然严峻。沈培生
反映，随着近几个月海外疫情再次严峻，海空
运费暴涨，运输成本急剧上升，仍存在许多不
确定风险。

“公司今年 1 月份的订单保持了前期的惯
性增长，但增长幅度明显不再那么强劲。”施敏
雪说，由于海外疫情可能反弹等不确定性因素
仍然存在，公司需要提前筹谋，多方准备，审慎
对待 2021 年外销市场。
广东一家外贸企业人员表示，外销业绩当
前尚好，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一是近几
个月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二是人民币持续
升值；三是国际运输费用上涨及舱位紧缺导致
部分客户货物积压；四是海外供应链不畅使得
原材料供应困难，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涨以及
无法按时交付的风险。
有鉴于此，外贸企业正在加强谋划，深耕
市 场 ，全 力 以 赴 稳 外 贸 。 沈 培 生 表 示 ，公 司
2021 年将采取三大举措实现新的业绩增长：
一
是继续与全球客户合作推进新技术应用，以技
术创新带动产品创新，如培育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系统产品等增长点；二是加大海外工厂建设
力度，尽快形成市场需要的生产能力；三是发
挥优势，找寻新定位，在海外投资、加深与战略
客户合作关系、全方位加速企业国际化步伐等
方面积极布局。
内销市场也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施敏雪表示，公司将加速参与构建
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内外贸市场一体化发
展，两条腿走路，
从而实现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企业也期待国家继续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发展跨境电
商、发展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企
业转型升级；二是加大对航运等市场的监管和
调控力度，降低实体企业运作成本；三是希望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企业创造更大的腾挪
空间。
当前，全球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世界银行预测，
2021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7.9%，
比2020 年6 月的预测上调了1 个百分点。
崔凡表示，2020 年中国推出一系列稳外
贸政策，特别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出出口
转内销等措施，稳住了外贸主体，保住了外销
渠道，以创新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正在
逐渐形成，
成为 2021 年稳外贸的有利因素。

加速稳中提质
2020 年中国外贸迎难而上，并在这一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赵萍认为，稳外贸积
累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坚持改革
开放，实现互利共赢；二是坚持创新发展，提
升供应链的反应能力；三是打通国内国际循
环，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基于此，赵萍建议 2021 年中国进一步推
动外贸稳中提质从四方面发力：一是加快创

“八大行动”
整体落实率已超 85%

中非经贸合作：
步履坚实前景广阔
□ 本报记者 魏 桥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非经贸
合作面临不少困难。但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始
终同非洲国家携手并肩，保持各领域合作力度
不减、信心更强。
1 月 14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
发布会上介绍，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
大行动”是近两年中非开展务实合作的主线和
重中之重。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闭幕后，中
方第一时间启动落实工作，同非方密切协调配
合，一国一策制定项目清单，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共同推动落实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目前，
“八大行动”整体落实率已超 85%，600 亿美元
配套资金已有 70%投入使用或作出安排。
“下一
步，中方将加大工作力度，及时与非方对标对
表，抓紧推进落实工作，确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八大行动’全面落实，为中非关系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早日惠及中非各国人民。
”
高峰说。
上述成果有力地反击了西方智库、媒体所
谓的“近年来中非合作出现明显下滑，中国对非
重视程度下降”等说法。
“ 上述说法和报道有失
偏颇，不符合实际情况。
”
高峰如是强调。
高峰表示，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始
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2000 年中非合
作论坛成立后，中非合作驶入快车道，成果广泛
惠及双方人民，中国连续多年对非洲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 20%。
“ 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
动”
引领中非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注意到，
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成，
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显著提速，
经济多元化步伐
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可以说，中非合作历
史辉煌，前景广阔。”高峰表示，中方愿继续秉持
真实亲诚理念，同非洲各国一道，以今年将召开
的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为契机，
努力巩固中
非合作基础，
深挖合作潜力，
汇聚合作力量，
提升
合作水平，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支持非洲发
展，
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贸“V”形反转真提气
（上接 1 版）

文字/李子晨 制图/郭小溪

减税降费等稳外贸政策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四
是希望相关部门进一步监管虚拟经济膨胀和
金融投机等行为，谨防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
发展，从而拓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2021：中国外贸在不确定中求确定
苗，
有利于贸易增长，
但疫情与经济复苏仍存在
不确定性，
特别是疫情给世界各地政治、社会、
金融带来的冲击有可能产生一些次生危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21 年全球
经济将保持 5.2%的增长速度，相比 2020 年4.4%的预测会有大幅增长。受益于此，
全球贸
易也会迎来利好。世贸组织预测，
2020年世界
商品贸易将下降9.2%，
2021年将增长7.2%。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在接受国
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2021 年中国外贸发
展主要面临三大风险：一是疫情发展存在不
确定性风险；二是主要经济体面临主权信用
风险，受疫情冲击，世界多个经济体陷入刺激
政策出台、财政能力不足和经济复苏缓慢的
境地；三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风险仍存，将
扰动贸易流和供应链，对中国出口带来一定
挑战。
与此同时，赵萍强调，中国外贸发展也存
在三大机遇：一是中国经济重回常态化增长
轨道，供应能力和进口需求持续提高；二是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企业信心不断走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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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包括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开拓新市
场等；二是更好地利用自贸协定的互惠安排
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开拓更广阔市场；三是
兼顾疫情防控与外贸进出口发展，避免因疫
情防控不到位导致供应链中断；四是在新发
展格局下拓展发展思路，善于整合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国内国际两条产品
线、两条营销渠道，促进在国内外市场之间转
换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获取更多的市场
机会。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主任许
英明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外
贸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加速推动优进优出，加
速贸易高质量发展：一是高标准建设国家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二是积极培育壮大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平
台，
四是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崔凡认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是 2021 年中国提升外贸发展质量
的根本途径，推进“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
是外贸发展提质增效的主要抓手。

从外贸发展新业态新动能来看，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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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 万
列，发送 113.5 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50%和
56%，综合重箱率达 98.4%。
“2020 年，在疫情影
响下，跨境电商作为新业态飞速发展，在疫情防
控期间进出口贸易额不降反升，成为稳外贸的
重要力量。
”
李魁文说。
从高水平开放平台来看。2020 年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增长 17.4%，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10.7%，
海南自贸港免税品进口增长 80.5%。
“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高水平对
外开放不断推进，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不断形成，2021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有望保
持增长，外贸高质量发展有望取得新的成效。”
展望 2021 年，李魁文强调，世界经济有望复苏，
将带动贸易增长，国内经济恢复平稳增长也给
外贸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疫
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外
贸发展依然面临困难和挑战。

为中国外贸逆风翻盘点赞
（上接 1 版）
扩大开放诚意足，
稳住外贸基本盘。
哪怕疫情加速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国开
放的大门也终将越开越大。无论是在网上举办
两届广交会，在线下如期举行第三届进博会，还
是推动自贸区港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如期结束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发布 2020 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抑或是尽己所能向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防疫物资支持全球抗疫合作，过去一年，中
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跑出“加速度”，外贸“朋友
圈”越来越大，不仅为自身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也有力支撑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运转，让世界
各国共享中国机遇。
越发展就越开放，越开放就越发展。海关
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对前五大贸易伙伴东盟、欧
盟、美国、日本和韩国进出口均有增长，国际市
场份额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虽然当前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但随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
开放不断推进，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
断形成，
相信 2021 年中国外贸定能乘胜逐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