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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日電】在美國經濟企穩的
帶動下，中國5月外貿一改早前低迷頹勢，出現積極
向好變化。滙豐銀行（HSBC）中國經濟分析師孫珺
瑋指出，5月外貿勁增主要得益於對美出口增長和受
刺激政策增長的內需。不過，在外需仍然不穩定的大
背景下，未來需要更多寬鬆政策以刺激內需。與此同
時，有證據表明，中國經濟已見底反轉。

孫珺瑋稱，5月的中國外貿表現超出預期有助於
緩解市場對中國經濟硬着陸的憂慮情緒。至於出口增
長的原因，孫珺瑋分析認為，除了美國和日本等經濟
體的正面影響之外，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因素也是其中
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大宗商品進口增長加速以
及一般貿易進口幅度增加意味着，在近幾個月刺激政
策的作用下，中國的內需已在恢復。

央行早前曾接連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為市
場注入流動性。此外，有消息稱，發改委亦加速核批
重點建設項目，意在促進經濟增長。孫珺瑋強調稱，
近來北京決策層的政策取向表明，中國政府正力避經
濟出現硬着陸。因此，在外需仍然不是十分穩定的情
況下，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來刺激內需。

籲擴大中國對歐直接投資
對於有專家指出，年內只要歐洲經濟保持穩定，

中國全年外貿增長目標就能夠實現的看法，商務部國
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指出，在歐債危
機尚未解決之際，歐洲放鬆對華出口管制，並令歐洲
商品在中國獲得更多銷路有助於貿易帶動實體經濟部
門復蘇。

此外，為促進中歐貿易平衡，梅新育稱，擴大中
國對歐洲直接投資也是實體經濟部門較快改善雙邊收
支失衡的有效途徑。他說，無論是在宏觀層次還是在
微觀層次，擴大中國對歐直接投資，對歐洲都十分有
利。在宏觀層次，除了應對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之外
，這也是貿易順差回流的好辦法。梅新育援引相關數
據指出，中國對歐貨物貿易順差格局已經延續 20 年
以上，2003年以來沒有一年順差少於100億美元，如
此巨大的累計貨物貿易順差，已經無法靠發展歐洲對
華服務貿易出口抵銷。

在微觀層次，梅新育說，歐洲被收購企業不僅可
以擺脫當前困境，更可以得到進入中國市場的最好保
障，並有望通過生產環節向中國國內轉移而降低進入
中國國內市場的關稅負擔。

另據中新社報道，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陸志明分析說，5月份中國出口同比有所好轉有利於
中國出口穩定，以及中國出口行業生產逐步回歸到正
常狀態，中西部省份出口增長尤其快於東南部沿海地
區。

「進口同比回升的主要原因則是國內經濟增速正
逐步低位企穩，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滑吸引國內
進口需求增加。」陸志明說。

胡錦濤將訪丹麥
並出席G20峰會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十
日電】中共浙江省第十三次黨
代會 10 日上午在浙江省人民
大會堂閉幕，大會採取無記名
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了 50 名
浙江省出席中共十八大代表。
隨後舉行的中共浙江省第十三
屆一次全體會議，趙洪祝（圖
）當選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夏
寶龍、李強當選省委副書記。
新出爐的浙江省委十三名常委
中有5人擁有在職研究生或碩
士學歷，4 人為博士學歷。
「高學歷」成為新一屆中共浙

江省委常委的一大特徵。
新出爐的中共浙江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名單是：

趙洪祝、夏寶龍、李強、任澤民、王輝忠、黃坤明、葛慧君
（女）、蔡奇、劉力偉、龔正、陳德榮、王新海、趙一德。

常委年輕化 4位「六零後」
縱覽十三位新常委的簡歷，其中4位是 「六零後」，顯

示着領導隊伍的年輕化，更引人注目的是常委們的學歷普遍
較高，其中9位擁有研究生或碩士以上學歷。

此次，4位新面孔出現在浙江省委常委名單中，分別是
龔正、陳德榮、王新海、趙一德。

大會還選出了新一屆的中共浙江省委員會委員73名，
候補委員14名，中共浙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43名。

趙洪祝代表新一屆常委班子表示：盡心盡力履行職責，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努力把新一屆省委建設成為堅定清醒
有為，為民務實清廉的堅強領導集體。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
10 日宣布：應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墨西哥總統卡爾德
龍邀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於6月14日至19日對丹麥進行
國事訪問，並出席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
導人第七次峰會。

據外電報道，包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等19國元首或
總理，以及歐盟領導人將雲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七次峰會
，商談協調各國經濟政策、改善國際金融結構、解決歐元區
債務危機等議題。

胡錦濤峰會言論備受關注
峰會地點洛斯卡沃斯位於墨西哥加利福尼亞半島最南端

。該市的聖盧卡斯角（Cabo San Lucas）有 「天盡頭」之稱
，巉岩林立，驚濤拍岸，風景絕佳。該處遍布豪華酒店與度
假村，其中一家為墨國華裔吳庭揚所有，他見過的國際名人
不少。這次胡錦濤將光臨，墨國下加州僑胞也深感與有榮焉
，中國駐墨西哥大使曾鋼4月就率多名官員前往踏勘場地，
相關人員已提前進駐。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法國媒體日前發
表的一篇述評更將中國稱為 「G20峰會中最有發言權的國家
」。胡錦濤在這次峰會期間的言論，將備受關注。

刺激內需政策見效
中國經濟見底反彈

【本報記者田育紅、樊
麗莉銀川十日電】10 日上午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
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
會議在銀川召開。會議選舉
產生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新一
屆黨委領導機構，張毅（圖
）當選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
書記，王正偉（回族）、崔
波為黨委副書記。

當選為寧夏黨委常委的
還有劉慧（女，回族）、蘇
德良、蔡國英、王志宏、馬
三剛（回族）、陳緒國、徐
廣國、傅興國、袁家軍、李
文章。

張毅在會議上強調，新當選的每一位黨委委員特別是常
委會的同志，都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
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恪盡職守、奮發有為，向黨和人民交
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本報訊】中新社天津十日消息：
「緊緊咬住發展實體經濟，就能使中國經

濟真正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沙灘上。」
博鰲亞洲論壇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原外
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副部長龍永圖 10
日在天津表示，發展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
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希望所在。

第六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當天
在天津揭幕，龍永圖應邀作題為 「大力發
展實體經濟，壯大中小微企業」的主題演
講。

他說，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實體經濟
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很多企業希望走一個
捷徑，比如搞房地產、搞金融、炒作、投
機，這樣就使得中國實體經濟在發展當中
遇到很多瓶頸。金融危機後重提大力發展
實體經濟的問題，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經歷金融危機後得到的沉痛教訓。
龍永圖認為，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

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期以來處在產業鏈
的低端，這是由現階段國情決定的，要推
動其逐漸走向中端和高端，一是靠科技，
二是靠金融。

「如果將中國的實體經濟比作一隻具
有活力的老虎，那麼金融和科技就是這隻
老虎的翅膀。」龍永圖說，中國的發展階
段決定了其要沉下心來，繼續搞幾十年甚
至上百年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這是
中國經濟的希望所在。

本屆會議以 「參與全球資本流動、創
建直接融資平台、服務企業健康成長、促
進經濟持續發展」為宗旨，來自 30 個國
家和地區的 1500 家金融機構與會，參加
快速約會和資本對接。

專家解讀

趙洪祝當選
浙江省委書記

張毅當選
寧夏區委書記

自年初以來，受外圍經濟不振拖累及國內消費動
力不足影響，中國外貿形勢一度堪憂。今年4月，進
口增速更出現近年罕有的零增長狀況。不過，在美國
經濟企穩的帶動下，進入二季度的中國外貿似有回暖
之勢。商務部副部長李金早在上月末出席中國─亞歐
博覽會籌備情況新聞發布會時曾透露，5月上旬的外
貿形勢已經出現好轉跡象。他說，這使得我們對實現
今年貿易10%的增長目標更加具有信心。

據海關統計，5月中國進出口總值為3435.8億美
元，同比增長14.1%，當月進出口規模刷新去年11月
創下的歷史紀錄。今年前 5 月，中國進出口總值
15108.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7%。其中，出口
7744 億美元，增長 8.7%。進口 7364.9 億美元，增長
6.7%，累計貿易順差為379.1億美元。

由於出口增速繼續高於進口，5月當月貿易順差
處於較高水平，達到 187 億美元，環比微增 2.7 億美
元，同比則大增57億美元，增幅達到43.85%。

對美國出口加速
事實上，5月份外貿回暖與美國和日本等發達經

濟逐漸恢復元氣不無關係。數據顯示，5月中國對美
國出口加速至 23%，對日本則保持在 13%的增速。
1-5月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1900億美元，增長12%。

相比之下，中歐雙邊貿易則遜色不少，僅增 1.3%。
同期，中國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貿易增長較快，分別
為363億和332.3億美元，增長24.4%和10.9%。

美聯儲最新發布的經濟形勢報告顯示，今年4月
初到5月底，美國經濟總體溫和增長，大部分地區製
造部門繼續擴張。其中，汽車行業和鋼鐵製造業的前
景更富有活力。汽車行業新車銷售保持強勁，導致出
現了一些庫存緊張現象。半導體和高科技產品的廠商
仍面臨強勁的需求。

進口原油單月最高
從出口商品分析，機電產品出口有所加快。前5

個月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 9.9%，較前四個月累計
增速提高 1.4 個百分點，亦高出同期總體增速 1.2 個
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普遍改善，5月增速均
較 4 月提高 10 個百分點以上，但紡織服裝增速仍低
於總體增速。

在進口方面，儘管近期部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掉
頭向下，惟進口量增加仍使得 5 月進口增速反彈至
12.7%。海關數據顯示，5 月鐵礦砂及原油、成品油
、鋼材及銅材的進口量同比增速均較 4 月提高 10 個
百分點以上。值得關注的是，當月原油進口 2548 萬
噸，是上述數據公布以來的單月最高值。

外貿波動料持續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認為

，5月外貿數據好於預期基本表明外貿走出了前期低
谷，但長期走勢仍需謹慎觀察。他並預計，6月外貿
進出口將維持目前的增長水平，既不會出現大的波動
，也不可能有大幅回升。霍建國說，目前從外部環境
看，外需已開始穩定，並處於恢復過程中。儘管歐洲
債務危機產生的波動較大，但是美、日經濟正在恢復
，新經濟體的經濟仍處於可控範圍，沒有出現大的震
盪，並保持增長能力。因此，世界經濟雖然總體上
處於波動之中，但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恢復和向好
趨勢。

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則指出
，由於外貿數據的滯後性因素，外貿反彈能否持續仍
需要分析。在他看來，國內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
上升是長期不可逆的趨勢，而歐美經濟總體上會長期
處於需求短缺的狀態。

展望外貿全年走勢，霍建國就強調稱，現在關鍵
看歐洲，只要不出現大的分裂，能穩住希臘危機，就
不會出現 「斷崖式」大跌。 「只要歐洲不出大問題，
外貿大幅回調的可能性不大，全年外貿增長的目標是
有把握的」。

海關總署今日公
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在連續數月的進
出口疲軟後，5月外
貿終現回暖跡象。
其中，5月出口和進
口分別勁升 15.3%
及 12.7% ， 至
1811.4 億美元和
1624.4 億美元，

不僅超過市場預
期，更雙雙創下

月度歷史新高。
【本報記者李理
北京十日電】

▲龍永圖呼籲，要發展實體經濟。圖為廣西柳州市融安縣長安鎮一家細
木工板生產企業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