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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10月份经济运

行主要数据。尽管当月部分指标增速有

所波动，但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专家

分析，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支撑中国经济平稳

运行的有利条件也很多，要着力落实好已

出台的各项政策，做好“六稳”工作，顶住

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10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

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增速

比上月有所回落。

“一些指标受短期因素影响出现了波

动。但看待当前经济形势，从1至10月份

总体情况来观察会更加合理和客观。”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从生产来看，1至 10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增速与 1
至 9月份持平。从内部结构看，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新产业、新产品

保持较快增长。1至 10月份，服务业生产

指数增长 7%，与前三季度持平，现代服务

业增势较好。

从需求来看，1至 10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1%，与前三季度基

本持平，消费升级类商品保持快速增长。

1至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

比前三季度略有回落，但内部结构继续优

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2%。

就业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亮点。1
至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人，

提前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

上的目标。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此外，10月份出口增速由降转升，外

贸结构也在优化。

“经济运行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主要指标仍然运行在

合理区间内。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目

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增加，国

内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经济运行面

临的风险挑战仍然比较多。”刘爱华说。

物价上涨呈现结构性特征

10月份CPI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

月扩大 0.8个百分点。刘爱华分析，这主

要是受到食品价格尤其是畜肉类价格上

涨带动。

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5.5%，其

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01.3%，影响CPI上
涨约 2.43个百分点，占CPI同比总涨幅的

近三分之二。当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后的核心CPI上涨1.5%。

“当前物价上涨继续呈现了结构性特

征。”刘爱华说，1至 10月份CPI同比上涨

2.6%，仍然在年初预定的 3%左右的预期

目标内。

针对当前需求指标波动、物价涨幅

扩大的情况，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唐建伟认为，一方面，宏观政

策要加大逆周期调节扩需求、稳增长力

度，重点缓解制造业下行压力；另一方

面要防范物价结构性上涨，尤其是防控

猪肉价格外溢效应带来牛羊肉、鸡肉、

水产品等肉类价格的上涨，稳定肉类食

品供给。

继续平稳运行有支撑

下行压力加大，如何研判经济走势？

“长期有基础，短期有支撑。”刘爱华

分析，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积累了雄厚基

础，中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

力、蓬勃的活力。从短期看，经济继续保

持平稳运行仍然有非常多的支撑。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今年 11 月 1
日至 11 日，全国网络零售额超过 8700
亿元人民币。此外，从测算结果看，前

10 个月，服务消费持续保持 10%以上的

增速。

产业升级动能增强。高技术制造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不断推进。今年以来低位运行

的汽车生产也出现改善迹象，10月份当月

汽车产量降幅收窄，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速

有所加快。

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我国

大力推进贸易多元化和贸易便利化，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在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萎

缩的情况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6.5%，说明中国继续是外资看好

的热土。

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大规模减税降

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减轻了企业负

担，激发了企业活力。前 10个月，日均新

登记企业接近2万户。

刘爱华认为，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的

逐步显效，有助于把中长期存在的机遇和

优势逐渐发挥出来。“我们完全有基础、有

条件、有信心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经济继

续保持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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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雨萧 陈炜伟）国家统计

局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1 至 10 月

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193万人，

提前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的目标。10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就业

数据不降反升，背后有哪些原因？

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

爱华表示，经济总量扩张、结构调

整、创业创新的作用和稳就业政策

持续发挥效应的作用，是目前在经

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形势仍然保持

稳定的重要原因。

刘爱华介绍，今年前三季度

GDP保持 6.2%的中高速增长。据

以往测算来看，经济每增长一个百

分点，带动就业在两百万人左右。

6.2%的增速能够带动 1100 万到

1200万人的就业总量。此外，这些

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工业主导

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在巩固，

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

强。到 2018 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已经上升到 52.2%，每年都在

提升。

刘爱华强调，目前支持灵活就

业的新业态越来越多，近年来对创

业创新的政策激励也越来越多，灵

活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

“今年我们把就业优先政策放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政府非常重

视促进就业工作，这个效应在持续

显现，尤其对解决重点群体的就业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刘爱华说，10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 9月

份的5.2%下降到5.1%，其中最重要

的因素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逐步好转。

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经济运行数据

“长期有基础 短期有支撑”

■新华社记者

2000 多年前，驼铃商队穿越苍茫大

漠，走出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而今，中欧班列满载货物往来西东，

古老丝绸之路再现“钢铁驼队”。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致支持着

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合作

机制。提出“建设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

等国际物流和贸易大通道，帮助更多国家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短短几年，中欧班列——新丝路上的

“钢铁驼队”发展迅速，连成网络，“朋友

圈”不断扩大，成为“一带一路”陆路国际

大通道建设先行者，谱写合作共赢新篇

章。

广阔市场 开放共赢

在“世界超市”义乌，有一家 500多平

方米的西班牙商品进口馆，销售西班牙红

酒与橄榄油等商品。其主人叫金海军，西

班牙华侨商人。

金海军的父辈从浙江青田到西班牙

经商数十年，销售的是从中国义乌采购的

日用小商品，如今他反其道而行之，将西

班牙的特色商品带回了中国。

2014年 11月 18日，连接“世界超市”

义乌和欧洲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马德里

的义新欧中欧班列首发。原先通过海运

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只需十多天可

达。“商品周转快了，资金和仓储的压力也

大大减轻了。”金海军说。

他介绍，过去，西班牙最好红酒产区

里奥哈产区出产的“威邦帝国”牌红酒，苦

于没有销售渠道。义新欧班列开通后，该

品牌红酒被中国采购商销售至中国乃至

美国、日本等地，如今一年销售达到 2 亿

瓶，跃居当地第一，有效提振了当地经济。

西班牙红酒、波兰牛奶、保加利亚玫

瑰油、法国母婴产品、德国汽车……越来

越多的欧洲商品搭上中欧班列国际列车，

一路向东，走进广阔的中国市场。

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营方、义乌天盟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现在，

越来越多的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商

户，都希望把“特产”搭上义新欧中欧班列

来到中国市场，班列回程货源“不是问

题”。

今年前三季度，义乌外贸进出口总值

2169.1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0.8%；出口增长8.5%，进口增长194.8%。

记者了解，义乌计划在2020年初步建

成全球日用消费品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形

成“买全球，卖全球”的全方位贸易格局。

西扩东延 贯通速达

2019年 10月 9日，中欧班列“世界电

子贸易平台（eWTP）菜鸟号”首趟班列从

浙江义乌鸣笛启程。这是义新欧中欧班

列开通的第11条线路。

82个标准集装箱、约20万件电子产品

和家居用品等抵达比利时列日后，通过当

地物流渠道迅速分发至德国、法国、荷兰、

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和捷克等国。

随着中欧班列向西辐射范围越扩越

广，中欧班列的另一端，也逐步向着中国

东南延伸。

从事国际物流业务20多年的尊程（重

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回

忆，5年前，他们承接了一批东南亚国家的

面粉、木薯干等生鲜货物从泰国出发，先

经上海，再经长江向西运至重庆。由于运

输时间过长，货物发霉变质，损失惨重。

2017年 9月 25日，“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班列开通，我国西部到新加坡等东南

亚国家的时间，比过去出海时间至少缩短

10天。

这一陆海贸易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

中心，以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等西

部省份为关键节点，向南经广西北部湾等

沿海沿边口岸通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韩国LG集团越南工厂生产的电子产

品，经“陆海新通道”抵达重庆，再通过中

欧班列运抵欧洲；德国、比利时的货物也

通过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运抵东南

亚市场，并分销至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如今，像尊程这样的供应链公司依托

中欧班列和陆海新通道拓展了更多新业

务，物流周期成功缩短一半以上。

截至今年 9月底，陆海新通道目的地

覆盖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全球

六大洲90个国家和地区的190个港口；“一

带”和“一路”，实现有效贯通。

助推合作 比翼齐飞

在德国杜伊斯堡港码头，五颜六色的

集装箱像楼房一般鳞次栉比，印有“中欧

班列”字样的蓝色集装箱引人注目；龙门

吊正忙碌着将一个个集装箱装上火车，即

时发往中国……

杜伊斯堡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埃里希·斯塔克由衷感叹：“中欧班列贡献

大！”

伴随着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中欧间

的产能合作也越来越深入。

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齿轮箱和传动设备，客户遍布

全球。2014年其产品入驻杜伊斯堡港，通

过中欧班列将产品部件从中国运往欧

洲。不仅如此，公司还依托杜伊斯堡港的

枢纽优势，在当地成立了欧洲营销、服务

和研发总部，针对欧洲和国际化市场，中

德联合研发新产品，进一步深化了国际产

能合作。

中欧班列让吉利汽车的全球化布局

如虎添翼。

2017年 10月 12日，吉利伦敦电动汽

车公司的TX5汽车零部件首次通过中欧

班列运抵义乌。吉利义乌新能源整车项

目总监金国君介绍，运费不到空运的四分

之一，运输时间则比海运节省了60%，为项

目争取了更多时间。2018年 6月，位于比

利时根特的沃尔沃欧洲工厂工作人员将

整车装载到中欧班列上，16天后抵达中国

西安。

宝马、沃尔沃、保时捷、奥迪、长城汽

车……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通过中欧班

列进行整车和零部件的进出口货运。效

率提升，规模扩大，技术在协同下发展，各

国消费者享受到全球统一标准的产品，中

欧班列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要坚持走开放发展、互利共赢

之路，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中

欧班列，这一当代“钢铁驼队”，正源源不

断将巨大利好播撒新丝路，拓展着各国各

地区共享、共赢新发展空间。（记者：屈凌

燕、许舜达、赵宇飞、刘巍巍、陆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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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新通道目的地覆盖90个国家和地区的190个港口

当代“钢铁驼队”谱写丝路新传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就业数据
为何上扬？

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2%，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 □新华社发 边纪红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