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文匯要聞

◆責任編輯：裴軍運

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
2022年
2022
年 6 月 10
10日
日（星期五）
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

5月內地進出口反彈 表現超預期
出口增15.3% 進口增2.8% 專家料隨疫情好轉二季度持續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疫
情對生產和物流的干擾逐步緩解，海關總署 9 日
公布的數據顯示，內地 5 月以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增長
15.3%，增速較 4 月大幅回升 13.4 個百分點；進口由 4 月
的同比下降 2%轉為增長 2.8%。當月貿易順差擴大至
5,028.9 億元，較 4 月增加 1,778.1 億元。

5月出口表現大幅超出市場預期，進口表現也高於預期，或與疫情
好轉、物流不暢緩解後前期積壓訂單集中出口有關。海關總署統

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今年前 5 個月內地外貿進出口實現穩定增
長，5月當月進出口同比、環比分別增長9.6%和9.2%，全年外貿保穩
提質的基礎進一步鞏固。特別是 5 月，長三角地區進出口環比增長近
20%，上海等相關地區進出口明顯恢復。「隨着一攬子穩經濟政策措
施落地見效，外貿物流進一步暢通，企業復工達產進一步提速，外貿
進出口有望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勢頭。」

對美國出口增速回升至 15.7%
海關總署數據還顯示，以美元計，5月內地出口同比增長16.9%，增
速回升13個百分點；進口由4月的同比持平轉為增長4.1%；當月實現
貿易順差787.5億美元，較4月擴大276.4億美元。1-5月，出口同比增
長13.5%，進口增長6.6%；貿易順差2,904.6億美元，擴大50.8%。
5 月內地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速全線回升，其中，對東盟和歐盟出
口同比增速分別達到 25.9%和 20.3%，較 4 月大幅回升 18.3 個和 12.4
個百分點，明顯超出總體增速；對美國出口增速回升 6.3 個百分點至
15.7%；對日本出口從4月同比下降9.4%轉為增長3.7%。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明顯反彈
從出口商品類別看，儘管東南亞等地生產恢復，部分訂單轉向東南
亞，但內地疫情緩解後外需仍保持較強態勢，5 月勞動密集型產品出
口增速明顯反彈，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從 4 月接近零增長回升至
15.9%，箱包出口增速較 4 月加快近 20 個百分點至 50.5%，服裝出口
同比增長24.6%，均高於整體出口增速。
另外，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從 4 月同比下降，轉為 5 月分別增
長 9.4%、4.3%，但仍低於整體出口增速；手機、汽車及汽車底盤出
口從4月低點反彈，5月分別增長12.5%、46.2%。

八大樞紐港外貿吞吐量增 7.3%

5 月數據證內地外貿抗風險能力強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則表示，5 月外貿數據顯示內地外貿
韌性足、抗風險能力強、基本盤穩，出口市場發展態勢均衡，對主要
貿易夥伴出口齊頭並進，無論是傳統市場、新興市場還是「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都實現兩位數增長。5 月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訂單
指數環比都出現了較大幅度回升，意味着外貿正在持續向好。隨着國
內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恢復，物流堵點逐步打通，外貿產業鏈的完
整性、外貿產業的競爭力將會進一步顯現。
趙萍認為，當前仍面臨國際經濟增長放緩和大宗商品價格、匯率波
動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但內地外貿規模大、基礎好、韌性強，海運費
用高、缺櫃、缺芯等不利因素正在逐步好轉，二季度外貿進出口將會
持續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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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銀」保生產 浙江出口企看好後市
「與之前幾個月相比，5
月份來詢價的客戶明顯增
多，但下單的比之前是少了
一些。」寧波邦首電器有限
公司負責人徐旭亮分析，詢
價客戶增加主要與人民幣匯率走低有關，但由
於疫情和國際局勢等不穩定因素影響，前期已
備足貨源的客戶大多會處於觀望狀態。
「最近來詢價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價格
能比以前便宜點嗎』，客戶就覺得現在人民幣
匯率下去了，我們廠家的匯率利潤增加，產品
價格相應能給他們下調一點。」對此，徐旭亮
明確表示不會降價。「原材料、人工、貨運成
本都還在漲，而且匯率每天都在變，加上現在
國際局勢又不穩定，誰知道明天匯率是漲是跌
啊。要下單的最後總會下單，像電器類產品我
們中國的生產企業絕對是客戶最好的選擇了，
同品質同價格的東西，他們找不到第二個國家
去採購。」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指，伴隨疫情衝擊緩解，復工復
產推進，外貿物流堵點逐步打通，進出口貨運量增速加快。數據顯
示，5 月八大樞紐港口外貿貨櫃吞吐量同比增長 7.3%，明顯高於 4 月
的1.9%，成為推高5月進出口增速的主要原因。同時，近期穩外貿政
策持續加碼，着力提升港口轉運和通關效率，也是外貿數據超預期反
彈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青預計在物流進一步修復、前期積壓訂單交付、穩外貿政策力度
持續加大的推動下，6 月出口增速仍有望保持兩位數增長。不過，受
上年出口基數偏高，海外供應鏈修復導致去年回流到國內的部分外貿
訂單再次流出，以及烏克蘭危機嚴重拖累全球經濟增長等因素影響，
下半年出口增速整體會呈現波動下行趨勢，今年穩增長將更多倚重內
需，宏觀政策應在全力穩外貿的同時，着力促消費、擴投資。



◆海關總署 9 日公布數據顯示，內地 5 月以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增長 15.3%，增速較 4 月大幅回升 13.4 個百分點；進口由 4 月的同比下降 2%轉為增長
2.8%。圖為 6月9日，在山東港口青島港西聯碼頭，碼頭工人吊裝出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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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電商出口銷量明顯提升
與傳統外貿相呼應，浙江跨境電商出口銷售

也是一片忙碌。「這段時間，戶外、居家、健
身、廚房、家電等等這些產品類目的跨境出口
銷量都有非常明顯的提升，我們調研了一些企
業平均大約增長 30%左右。這與疫情帶給全球
生活狀態的改變有直接關係，海外消費者受疫
情影響也開始養成了網上購物的習慣。」浙江
國貿數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韓傑表示，「同
時，由於中國疫情防控有效，復工復產及時，
供應鏈保障到位，在全球供應鏈和生產都出現
問題的情況下，『中國製造』仍能通過跨境電
商出口及時到達終端消費者手中。」

低息貸款到位欲擴大再生產
5 月份還有一件讓徐旭亮感到開心的事是
1,000 萬元人民幣的低息貸款也到位了。「去年
下半年開始，由於突發疫情、海運排隊等導致有
些訂單無法按時發貨，所以在資金回籠上也出現
了一些問題。前段時間銀行專門上門了解情況，
告訴我們可以辦理保就業、保市場主體的貸款，
大概半個月時間，就申請下來了。」他說，「手
中有糧，心中不慌。這筆錢不僅可以解決眼前的
一些困難，還準備投入擴大再生產，現在很多機

◆浙江跨境電商企業加緊發貨。

受訪者供圖

器設備都在降價，是個好時機。」
據了解，今年以來，浙江省頻頻推出「真金
白銀」的金融政策，助力外貿企業穩訂單穩生
產。據不完全統計，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已為
全省2,000多家進出口企業累計投放本外幣貸款
600 多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02 億元人民幣；
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創新「外貿通寶」「稅務
通寶」「接力通寶」等小微外貿專項產品，目
前已累計為2,836家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

「大灣區組合港」開通 19 航線 物流無縫銜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海關總署 9 日表示，多元立體物流網絡，為企
業「出海」帶來更實在的底氣。目前連接深圳
和廣州、珠海、佛山等多個大灣區城市的「大
灣區組合港」已開通 19 條航線，實現沿海沿
江港口物流無縫銜接。據相關統計，大灣區組
合港每年可為企業節省 2,400 萬元（人民幣，
下同）報關成本，為班輪公司減少用箱成本超
4,500 萬元。有珠三角的家電工廠表示，以組
合港模式出口的物流時間整體較之前壓減一半
以上。位於粵西北地區的雲浮企業也表示，通
過深圳港-雲浮新港組合港可節省超過 30%的
報關成本。
據了解，在「深圳樞紐港+珠江沿線支線
港」的「大灣區組合港」模式下，各主管地海

關按照多式聯運運單「一單到底」的理念實施
協同監管，依託區塊鏈、物聯網等技術完成貨
物申報數據的交叉驗證，通過共享港口代碼實
現貨物在灣區各碼頭間「24 小時」水路調撥，
從樞紐港進出口的貨物可以在珠江支線港碼頭
一次性辦理交還箱手續及海關通關查驗手續，
客戶將貨物交到支線港視同交到深圳樞紐港，
從而實現城際港口間的物流協同和無縫銜接，
在「功能組合、水路轉運、數據協同、港口合
作」上實現「多港合一」。

企業只需辦理一次海關手續
地處粵西北地區的雲浮新港，其出口貨物有
50%以上轉關至深圳西部碼頭出口。「以往的
出口轉關模式需要在雲浮、蛇口兩地進行申

報，物流整體時間長。」雲浮一家生產電子產
品的企業報關負責人表示，通過深圳港-雲浮
新港組合港模式，企業全程只需辦理一次海關
手續，通關周期大減，並可節省超過 30%的報
關成本。而位於順德的美的家電工廠目前大多
數的出口家電也都選用組合港模式出口，物流
整體時長由以往的 5 到 7 天，壓縮至僅需 2
天。
數據顯示，目前「大灣區組合港」項目已輻
射廣州、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肇
慶、雲浮等多市，去年運行貨物同比大增 3.5
倍；而今年以來，截至 5 月底共監管進出口貨
櫃吞吐量達7.8萬標箱，在讓越來越多企業享受
到通關便利的同時，亦為灣區港口群協同高效
發展注入動力。

國台辦評朱立倫訪美言論：
「九二共識」不容任意扭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9日應詢表示，「九二共識」不容任意扭曲。當前台海
形勢複雜嚴峻，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希望島內任何致
力於發展兩岸關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政黨、團體
和人士，在涉及民族大義、大是大非等重大問題上，
要保持頭腦清醒，把握正確方向，放遠眼光，站在歷
史正確一邊，而不是相反。
有記者問，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訪美期間稱，國
民黨是親美政黨，「持續對抗共產主義，與中共做價

值與制度的競爭」，並稱「九二共識」就像美國的一
中政策，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是「創造性模
糊」。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在答問時作上述回答。

兩岸事是家事應由家裏人商量着辦
馬曉光表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的事是兩
岸同胞的家裏事，應該由家裏人商量着辦，不需假手
外人。
馬曉光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初心使命的政黨，已經走
過了一百年的光輝歷程，取得了彪炳史冊、舉世公認
的巨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的偉大飛躍，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
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人民和歷
史已經作出正確的評判。

堅持一中原則追求國家統一立場清晰
馬曉光表示，「九二共識」是 1992 年海協會與台

灣海基會經由香港會談及其後函電往來，達成各自以
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
識，雙方函電往來中都清晰表明了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追求國家統一的立場和態度，白紙黑字清清楚
楚。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雙方開啟了協商談
判，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和中
國國民黨也開展了交流合作，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