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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李慧颖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贸易遭遇

“寒流”。14 日出炉的中国外贸“半年

报”，却从多个方面释放难能可贵的暖意。

海关总署当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24万亿元，

同比下降 3.2%，降幅较前 5个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6月当月，进出口增速实现年

内首次双双“转正”。中国外贸，呈现迎难

而上、逆风飞扬之势。

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菲律宾、缅甸的订单已经出了货，俄

罗斯的单子这两天也在准备发。”四川嘉

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友最近忙得

很，公司生产的摩托车在海外卖得不错，

虽然前期因为疫情耽搁了大约两个月，但

上半年产销量都实现了14.55%的增长。

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随着复工复产达

产持续推进，中国外贸企业从“硬着头皮

干”转向“铆足劲头干”。

数据可以佐证。海关统计显示，二季

度中国外贸进出口7.67万亿元，同比下降

0.2%，较一季度6.4%的降幅显著收窄。而

纵观上半年，作为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

民营企业进出口 6.42万亿元，增长 4.9%，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5.1%，比去年同期提

升3.5个百分点。

“即便是在停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

停工，而是在研究市场、研究产品，在搞创

新，市场一旦好转，我们的产品立马可以

抢占先机。”袁志友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

企业逆势上扬的“秘诀”。

企业“卖力”，政策“给力”。今年以

来，中国在增加外贸信贷投放、加大出口

信用保险支持、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支持

出口转内销等方面接连推出务实举措，全

力以赴支持外贸企业保市场、保订单。

“上半年我们出口同比下跌了 30%，

但目前销售已经复苏，订单排到了 9 月

份。”长期从事家具贸易的福建好事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仲琦告诉记者，政府

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切切实实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挖掘新业态发展潜力

近年来，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外贸新业

态中的“尖子生”。疫情之下，跨境电商凭

借其线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和交易链条

短等优势，成为稳外贸的“轻骑兵”。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关跨

境电商监管平台进出口增长26.2%，其中，

出口增长 28.7%，进口增长 24.4%，远高于

外贸整体增速。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

计司司长李魁文介绍，今年海关全面推广

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管措施，解决跨

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难”的问题，全力支

持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卖全球”。

就在 7月 1日，北京、天津、南京等 10
个海关正式开展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

（B2B）出口试点，增设“9710”“9810”两个

出口监管代码，企业可以享受一次登记、

一点对接、简化申报、优先查验、允许转关

等便利化措施。

仅试点第一个星期，10个试点海关

就验放了跨境电商B2B出口报关单和申

报清单26.6万票，货值2.5亿元。

另一种外贸新业态——市场采购贸

易，同样表现不俗。上半年，我国市场采

购贸易出口增长了33.4%。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庄芮注意到，上半年我国防疫物资和

“宅经济”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包括口罩

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长 32.4%，医药材及

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

23.6%、46.4%，“宅经济”消费提升带动笔

记本电脑、手机出口分别增长9.1%、0.2%。

“经济新业态与贸易新业态紧密关

联。”她说，“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

继续挖掘外贸新业态的发展潜力，让新业

态在稳外贸中发挥更大作用。”

稳外贸仍需加力

虽然呈现积极迹象，但还不是乐观的

时候。世界银行 6月在《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中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滑

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下

滑4.9%。世界贸易组织早些时候预测，今

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

6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2.6%，进

口指数为47.0%，虽然环比有所提升，但仍

位于临界点以下。

应该看到，眼下一些国家逐步“解

封”，但疫情仍处于全球蔓延扩散态势，叠

加经贸摩擦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高

企，中国外贸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越是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越要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要着力

打造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格局。

部分外贸企业向记者表示，国家近期

多次在出口退税、信贷、保险等方面作出

惠企部署，希望好政策尽早落地，让企业

更有获得感。

“我国外贸发展韧性足、回旋余地

大。”李魁文说，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

施效应持续释放，我们有信心稳住外贸基

本盘。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迎难而上 逆风飞扬
——上半年中国外贸形势观察

■赵晓妮 吴鹏

6月以来，我国南方迎来持续强降

雨。今日，水利部发布消息：江西鄱阳湖

湖区出现超警戒水位，未来 5天仍将持

续上涨且发生超历史最高的洪水。江西

省水文局今日继续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12日，国家防总决定将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提升至Ⅱ级。

此次暴雨与 1998年相比如何？暴

雨为何陷入“车轮战”？未来防汛压力是

否会减轻？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

款、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王永光、国

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研究员黄磊、国

家气候中心副研究员翟建青等专家进行

了解答。

近期南方暴雨有多暴烈

从6月2日至7月12日6时，中央气

象台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成为2007
年开展暴雨预警业务以来历时最长的一

次。近期南方暴雨之强可见一斑。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统计，入汛以来，

截至7月10日，我国南方共出现15次大

范围强降雨过程。其中，自 6月 11日至

7月 10日，主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

带，多雨中心位于湖南北部、江西北部、

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浙江中部等地，浙

江、安徽、江西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 800
毫米。

多地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比如在

7月 4日至 10日的强降雨过程中，湖北

黄梅、浠水，江西吉安、峡江，湖南隆回等

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极值。

6月 1日至 7月 9日，湖北、安徽、江

苏、贵州、浙江、重庆、湖南、江西、上海、

广西、四川等省份共计85站累计降水量

超过年降水量的一半。

暴雨给长江流域防汛带来了压力，6
月1日至7月9日，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

达到 369.9 毫米，较 1998 年同期偏多

54.8 毫米，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

多。

近期雨情与1998年
同期相比如何

7月 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

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

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M”，这

标志着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

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从强度看，与 1998年我国南方特大

暴雨事件相比，6 月 27 日至 7 月 9 日期

间，我国南方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综合

强度为 1961 年来第五强（1998 年为最

强），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

点。

从区域看，1998年暴雨过程覆盖长

江以南大部分地区，超过 250毫米区域

集中在江南北部及广西东部等地。而今

年暴雨过程位置偏北，集中在江淮、江汉

东部、江南大部及重庆、贵州等地，超过

250毫米区域集中在湖南西北部、湖北

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

部等地。

南方暴雨为何陷入
“车轮战”

6月以来，我国南方地区频繁出现

强降雨过程。其频繁性不仅体现在强降

雨过程多，而且强降雨一轮接一轮，间歇

期非常短。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解

释，这主要与今年 6月以来的大气环流

形势有关。今年 6月以来，对我国影响

巨大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比往年同

期势力偏强，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将来自

孟加拉湾和我国南部海区的充沛水汽输

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同时，北方的冷空气

活动也比较频繁，造成了冷暖空气在南

方地区持续交汇的局面，由此导致强降

雨过程频繁而持续发生。

是否是梅雨在作怪

专家称，今年江南地区的梅雨比往

年偏早了 7天，而梅雨的“主战场”——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 6月 9日就已经入

梅。

此外，梅雨还从其他地方获取能

量。北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导致副热

带高压显著偏强。与此同时，冷空气在

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移动过程中转强。

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交汇，致使梅雨

锋偏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也明显偏

多。

未来雨带如何移动

7月以来，我国主雨带维持在西南

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地区。7月11日
至12日，主雨带阶段性北抬。

短暂的间歇期之后，根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7月 13日至 16日，主雨带又将

南落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此期间，主

要强降雨区域会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北、湖南北

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

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此外，专家还提醒即使 7月中下旬

雨带东段北抬，长江流域防汛的压力并

不会减轻。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明显降水

依然会给水位高位运行的江河库湖带来

威胁。

未来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会愈加频发吗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1951 年以

来，我国平均温度和极端温度都呈显著

升高的趋势，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

现出强度更强、发生更频繁、持续时间更

长的特点。

气候模式的预估结果表明，如果不

控制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未来全球范

围内一些极端事件的出现频率、强度和

持续时间都将显著增加，极端强降水事

件的发生频率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也将

有所增加。

（据央视新闻）

■王璐

货运总体已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用电量

同比增长 6.1%，连续三个月实现正增长；挖掘

机销量增逾六成……6月多个先行指标飘红，

彰显中国经济已经复苏，运行重回正轨，下半

年这一态势将有望延续。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3日发布的中国

运输生产指数（CTSI）显示，2020年 6月，中国

运输生产指数（CTSI）为 153.9 点，同比下降

11.5%，降幅较 5月收窄 5.0个百分点。分结构

看，CTSI货运指数为 185.2点，同比增长 5.0%，

增速较 5月加快 4.2个百分点；CTSI客运指数

为96.6点，同比下降43.1%，降幅较5月收窄6.1
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研究咨

询室副主任兼实验室主任周健认为，随着疫情

影响逐步降低、生产生活秩序持续恢复，6月中

国运输生产指数（CTSI）降幅进一步收窄，其中

CTSI货运指数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达 5.0%，

不仅明显快于 5月 0.8%的增速水平，而且与去

年全年、去年同期增速基本持平，表明货运总

体已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基本回到原有发展

轨道。从货运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看，

表明我国经济正在率先趋于正常。

另一大先行指标——全国发用电情况也

持续向好。6月份全国日均发电量208.6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7.40%，环比增长9.52%。其中，

25个省级电网发受电量同比增长，比 5月增加

5个，四川、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甘肃、重庆、

上海8个省市增幅超过10%。

7月 1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
至 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33547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1.3%。其中，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635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增速较5月份回升了

1.5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实现正增长。

6月份多省用电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福

建 6月中旬以来，全省最高用电负荷 4次创历

史新高，最大日用电量 6次创历史新高。整月

全省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 12.8%，为近两年的

最高值。浙江则实现了14.1%的同比增速，比5
月环比增长9.1个百分点。

国网能源研究院分析称，7月份，预计气温

明显偏高，降温用电充分释放，国内各项政策

举措落地见效推动经济向正常水平回归。

挖掘机销量增长继续强劲。据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协会统计，6月纳入统计的 25家挖掘

机制造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 24625台，同比

增长 62.9%。1 至 6 月，共销售挖掘机 170425
台，同比增长24.2%。

浙商证券认为，受益于货币宽松力度加

大、财政政策托底的有效执行以及基建领域复

工复产的持续推进，挖掘机的需求持续走强，

并在传统旺季结尾依然保持较好势头，预计 7
月份挖掘机销量依然可维持 60%以上同比增

速。 （据7月14日《经济参考报》）

南方强降雨今年为何这么猛 多个先行指标飘红
经济运行重回正轨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7月11日16时，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江融水水文站水位达到111.87米，超过警戒水位5.27米，

县城内民族市场、芦笙广场、老街等多处低洼路段被淹。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年中经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