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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20年 中國進出口增長超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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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國外貿額首超6萬億美元
穩主體穩市場保外貿政策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外貿進出口以持續

高增長態勢收官2021。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在外需強勁、全

球供應鏈受阻、價格高企等因素共同支撐下，2021年中國進出口規模首

次突破6萬億美元關口。海關總署14日發布數據，2021年，以美元計

價，中國進出口規模達到6.05萬億美元（約合39.10萬億元人民幣），年

內跨過5萬億、6萬億美元兩大台階，達到歷史高點。

據海關統計，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
口總值39.10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

增長21.4%。其中，出口21.73萬億元，增長
21.2%；進口17.37萬億元，增長21.5%。全
年實現貿易順差 6,764.3 億美元（約合
42,968.86億元人民幣），創歷史新高。

經濟發展疫情防控領先全球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

李魁文在國新辦發布會上分析指，中國經
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主
要經濟指標保持了較快增長；全球經濟保
持復甦態勢； 2021年以來中國出台的一系
列穩主體、穩市場、保障外貿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暢通的政策措施，為外貿企業紓困
解難，大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都是外貿
增長的重要支撐。

上月對美國出口增21.2%
2021年12月出口繼續保持韌性，以人民
幣計出口同比增長17.3%，提高0.7個百分
點；進口同比增長16.0%，回落10.0個百
分點。當月出口貨運量為1.4億噸，同比下
降11.1%，或顯示出口韌性主要受到價格
因素支撐。
數據還顯示，中國對歐美出口表現良
好。2021年12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
21.2%，較11月大幅增長15.9個百分點；
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25.6%，低於11月7.8
個百分點，均高於總體增速。

人民幣趨貶值或對出口有支撐
保銀資本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
分析指，12月出口再度超預期，可能反映
了奧密克戎變異株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
出口訂單或從其它發展中經濟體轉移到了
中國。另一方面也說明全球需求依然強
勁，發達國家維持政策以保經濟活動不受
限制。
張智威預計今年一季度中國出口繼續保
持強勁，驅動經濟增長，因為全球需求有
韌性，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疫情惡化。但
由於多城爆發疫情，一季度中國經濟前景

面臨下行風險仍高。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則指出，今

年出口大概率回落，但韌性仍強不必悲
觀。當前海外疫情大幅反彈，後續中國出
口可能持續超預期；RCEP正式生效，令
貿易環境改善；美元指數走強、人民幣趨
貶值可能對出口有所支撐。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不變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

李魁文亦表示，展望2022年，外貿面臨的
不確定不穩定不均衡因素增多。中國經濟
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
三重壓力。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外部
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國際需求復
甦勢頭放緩。此外，再疊加2021年外貿基
數較高的因素，2022年外貿運行面臨一定
的壓力。同時中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
的基本面不會改變，堅定穩住外貿基本盤
的信心。

2021年中國外貿特點
◆年度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6萬億美
元（約合39.10萬億元人民幣）關
口，當年外貿增量達到1.4萬億美
元（約合8.89萬億元人民幣）

◆前五大貿易夥伴：
東盟 增長19.7%
歐盟 增長19.1%
美國 增長20.2%
日本 增長9.4%
韓國 增長18.4%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
增長23.6%，比整體增速高2.2個
百分點

◆機電產品出口增長20.4%，佔出
口總值的59%，汽車出口同比增
長104.6%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2021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
年。據海關統計，中國進出口總值從2001
的4.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2021
年的39.1萬億元，年均增長12.2%。20年
進出口規模增長超過8倍，中國貨物貿易
規模躍居世界第一。

國際市場份額升至13.5%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

李魁文引述數據指，中國貨物貿易規模從
2001年的4.22萬億元起步，於2005年、
2010年和2018年分別突破了10萬億元、
20萬億元和30萬億元三個台階，至2021
年接近40萬億元關口，20年間增長了8.3

倍。在全球市場份額佔比方面，中國也由
2001年的4%大幅提升至2021年前三季度
的13.5%，其中2013年首次成為全球貨物
貿易第一大國。

出口年均增長12.5%
李魁文還披露數據指，2021年前三季

度，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為14.9%，同
比提升了0.6個百分點，與2012年相比提
升了3.8個百分點，這一增量剛好與世紀之
初2000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相當。同
時，中國進口國際市場份額自2013年首次
突破10%後穩步提升至2021年前三季度的
12.1%，同比提升了0.5個百分點。
海關數據顯示，過去20年，中國出口

年均增長12.5%，機電產品成為最主要的
出口產品，2021年機電產品佔整體出口的
59%。同期，進口年均增長11.8%，2009
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高新技
術、資源類產品進口穩步增長。

東盟是最大貿易夥伴
另外，20年來，中國與歐盟、美國、日

本、韓國等傳統市場貿易地位穩固，上述
貿易夥伴2021年合計佔外貿的38.3%。與
此同時，中國積極開拓東盟、非洲、拉丁
美洲、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與上述
貿易夥伴進出口佔比由2001年的16%提
升至2021年的30.7%，東盟以14.5%的佔
比保持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圖為大批出口商品車在山東港口煙台港集結等待裝船
（2021年12月7日無人機拍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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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冬奧前後和期間美或會同盟友在中國周邊軍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
新社及新華社報道，就
英國軍情五處稱一名華
人律師「替中國共產黨
在英國議會從事政治干
涉活動」一事，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4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個別人可能是007電影
看多了，產生過多不必
要的聯想。」
有記者提問，英國軍情

五處稱，一名華人律師
「替中國共產黨在英國議
會從事政治干涉活動」，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指出，中國歷來

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
則。中方沒有必要也不會
從事所謂的干預活動。
「個別人可能是007電影
看多了，產生過多不必要
的聯想。依據個別人的主
觀臆想就發表捕風捉影、
危言聳聽的言論，這是很
不負責任的。我們希望英
方有關官員不要發表沒有
事實根據的言論，更不應
借炒作『中國威脅論』來
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
的。」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

人13日表示，中國歷來
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
則。發言人說，我們沒有
必要、也不會去「收買」
外國議員。我們堅決反對
一些人捕風捉影，對英國
的華人群體進行抹黑、恐
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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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美國可能會同盟友於北京冬奧會前後和
期間在中國周邊繼續舉行軍事演訓活
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4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他表示，北京冬
奧會是體育盛事，疫情之下，各國都應
該踐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
結」的奧林匹克格言，通過一屆成功的
冬奧會，為人類合作、共克難關帶來希
望。
有記者提問，2021年12月2日，第76

屆聯大協商一致通過了北京冬奧會奧林
匹克休戰協議，敦促各國在北京冬奧會
前後休戰並停止敵對運動。但有動向表
明，美國可能會同盟友於北京冬奧會前
後和期間在中國周邊繼續舉行軍事演訓
活動。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北京冬奧會是體育盛

事，疫情之下，各國都應該踐行「更
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奧林匹
克格言，通過一屆成功的冬奧會，為人
類合作、共克難關帶來希望。

汪文斌指出，北京冬奧會奧林匹克休
戰決議是第七十六屆聯大協商一致通過
的，反映了聯合國所有成員的共識。這
份決議敦促各國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7
天到北京冬殘奧會閉幕後7天，遵守奧
林匹克休戰決議並停止敵對行動，呼籲
各國努力促進和平與人類相互了解。各
方切實遵循這一精神，既是責任和義
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我們
相信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中國一定能為世界奉獻一

屆成功的奧運盛會，共同推動奧林匹克
事業發展。」

聯合國秘書長將出席京冬奧會
13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記者
稱，奧運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盛會，體
現體育運動團結人類、促進和平的作
用。正是基於這一背景，他將以不帶任
何政治色彩的方式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
式，表明奧運會必須成為促進世界和平
的工具。

外交部：世界期待中國 中國作好了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
端消息，14日，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
問，北美時間1月10日，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CGTN北美總站在華
盛頓首都體育館發起了一場北京
冬奧會推廣活動，盛況空前。總
台央視記者提問，中國駐美大使
秦剛在美國國家冰球聯盟總冠軍
球隊華盛頓首都隊主場比賽期間
發表視頻致辭，介紹北京冬奧會
情況，預祝中美冰球隊共同呈現
精彩賽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
長慎海雄也通過視頻向美國民眾
發出冬奧邀請。許多美國民眾紛
紛表達了對北京冬奧會的期待和
祝福。外交部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我也注意到這場活
動的視頻，現場充滿了中國的傳
統元素和冬奧氛圍，美國觀眾的
反響也十分熱烈。這場活動的成
功，充分表明，北京冬奧會是全
球冬奧運動員和冰雪運動愛好者
的盛會，也反映了美國民眾和國
際社會熱切期盼北京冬奧會的共
同心聲。
汪文斌表示，世界期待中國，

中國作好了準備。北京冬奧會各項
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我們相信
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中國一定能為世界呈
現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
會，為疫情困擾下的世界注入更多
團結、信心和力量。

隨着春節和冬奧會臨近，鑲嵌着北京2022年冬
奧會會徽及冰雪元素的巨型中國結已矗立在北京
天安門廣場，該中國結為「精彩冬奧」主題花壇
的主體部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沿線等
10個點位布置冬奧主題花壇，預計1月20日全部
完工亮相。其中，天安門廣場中心布置「精彩冬
奧」主題花壇，花壇頂高17米，以中國結為
主景，結合冬奧會會徽以及冰雪元素，
傳達對北京冬奧會美好祝福。

圖/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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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北美總站北京冬奧會推廣
活動現場，美國觀眾對北京冬奧會
充滿期待。 視頻截圖

◆活動現場，冰雪運動愛好者現場
表演。 視頻截圖

巨型中國結矗立天安門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