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出口增速陡降至1%
外貿疲態畢露鳴警鐘

匯力斥資200億中山建總部經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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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海關總署10日公布的數
據顯示，7月份當月，中國出口增速由6月
份的11.3%陡降至1%，進口也僅增長4.7%
，外貿形勢疲態再現。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日電】財政部今日公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467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727億元，增長11.6%。雖然
財政收入仍保持雙位數增長，但今年1-7月份全國財
政收入增幅同比大幅回落18.9個百分點。前7月稅收
收入增長9%，增幅同比回落19.9個百分點。

數據顯示，7 月份，全國財政收入 10672 億元，
比去年同月增加808億元，增長8.2%。其中，中央財
政收入 5562 億元，同比增長 6.4%；地方本級收入
5110億元，同比增長10.2%。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
9077億元，同比增長4.6%。

財政部指出，7 月份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入
延續較低增長態勢，主要受經濟增長放緩、價格漲

幅回落、企業利潤下降、實施結構性減稅等因素影
響。

對於前7月財政收入增速的大幅回落，財政部分
析說，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經濟增長放緩。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按可
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按現價計算增長10.4%）
，比去年同期回落 1.8 個百分點。1-7 月，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10.3%（7 月份
增長9.2%），比去年同期回落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
投資同比增長20.4%，比去年同期回落5個百分點；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4.2%（7 月份增長
13.1%），比去年同期回落2.6個百分點；一般貿易進
口同比增長6.9%（7月份增長1.5%），比去年同期回

落 25.6 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 0.5%（銷
售面積同比下降 6.6%），比去年同期回落 26.6 個百
分點。1-6 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
2.2%，比去年同期回落30.9個百分點。相應地，增值
稅、營業稅、進口環節稅收、企業所得稅等稅種增幅
大幅回落。

二是價格漲幅回落。1-7月，居民消費價格同比
上漲3.1%（其中7月份上漲1.8%），比去年同期回落
2.4 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 1%
（其中 7 月份下降 2.9%），比去年同期回落 8.1 個
百分點。以現價計算的流轉稅等稅收收入增幅相應
回落。

三是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今年國家繼續實施調
節收入分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調整產業結構、擴
大進口以及穩定物價等方面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涉及
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關稅
等稅收收入相應減少。

【本報記者袁秀賢中山十日電】中山市政府與匯
力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今天在中山簽署開發建設總
部經濟區的戰略合作協議，匯力基金將投資200億元
建設中山市總部經濟區。匯力投資董事長孟曉蘇表示

，總部經濟區力爭花2年時間投入使用，屆時，總部
經濟區將輻射港澳台地區，吸引海外財團投資。

匯力基金（北京）投資公司還與中山市政府、中
山市東區辦事處分別簽署了 「匯力基金與中山市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 「匯力基金與中山市人民政府東區
辦事處框架協議」。

孟曉蘇認為，當今世界許多先進城市，都經歷了
從「製造基地」到 「總部基地」的華麗轉身。總部經濟
的發展，對國際化城市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總
部經濟區不同於傳統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而是通過科
學合理的空間布局，實現入區企業、總部區域、生產
基地等三方利益都得到增進與發展的城市經濟形態。

明年奠基 後年投入使用
孟曉蘇還透露，運用現代金融工具，探索創新模

式，積極投資項目。匯力基金將在中山市成立專項投
資基金，全方位參與中山市總部經濟區戰略投資。匯
力基金將與中國銀行中山分行、建設銀行中山分行會
上分別簽署 50 億元的授信合作協議，希望拉動多家
央企、上市公司、海外投資機構參與投資。目前，
金融企業、上市公司、央企等 16 家企業有意前來投

資。
位於中山市東區的總部經濟區，將規劃建設金融

聚集區、工業及商業等總部。總部經濟區佔地面積逾
3000 畝，其中第一、二期 1600 畝，投資規模約為人
民幣200億元。計劃明年上半年奠基建設，力爭2014
年首期投入使用。

中山市市長陳茂輝表示，去年中山市政府以一號
文發布《關於鼓勵發展總部經濟的若干意見》，今年
又出台補充意見以及相關政策，總部經濟是中山市委
、市政府重點推動的發展大戰略，將在東區白沙灣片
區打造總部經濟區，有匯力基金參與投資，相信會加
速推進中山總部經濟發展，實現多贏的局面。

中山位於珠江三角洲中心，毗鄰港澳，南連珠海
，北接廣州，交通便捷，區域優勢明顯，港珠澳大橋
及深中通道的規劃建設，將成為貫通珠三角的重要交
通樞紐。中山市總部經濟區的建設，將吸引港澳台以
及海外投資者。

據悉，匯力基金採取有限合夥制，投資領域涉及
房地產、保障房建設、能源、文化教育及新興產業
等。迄今為止，基金完成對外投資超過100億元人民
幣。

下半年出口不容樂觀
本報記者 倪巍晨

國內7月進出口數據均低於預期，且貿易順差再度
收窄。分析人士指出，國內外需求不暢是外貿數據遜預
期的主因，鑒於外部經濟的持續疲軟，下半年國內出口
恐不容樂觀；而中國經濟的企穩則有望支持下半年進口
數據的回暖，預計年內較低外貿增速或難改觀，全年貿
易順差或達 1500 億（美元，下同），但全年外貿增長
10%的目標恐難實現。

交銀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三大
因素造成7月出口同比增速的大幅回落。首先，去年7
月出口達 1750 億，較高基數使今年的同比增速放緩；
其次，美國二季GDP同比落至1.5%，對中國出口造成
較大衝擊；再次，出口成本的上升及勞動密集產業的外
遷，使傳統出口集中地的增速趨緩。他預測，在美國經
濟復蘇減緩、歐債危機引發相關國家償債高峰來臨等因
素影響下，國內下半年出口不容樂觀。

連平還認為，近來工業企業產能的恢復，使內需出
現企穩跡象，未來進口需求或隨之回暖。出口環比規模
下降是7月貿易順差回落的主因，預計8月貿易順差將
繼續收窄，但因未來進口增速仍將較低，預計今年全年
順差規模約1500億。

巴黎百富勤駐京經濟學家彭墾表示，近來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不振是造成中國進口數據疲弱的主因，而美國
對中國出口增長貢獻率的逐漸趨弱，也造成中國出口數
據的走低。

浙商證券宏觀經濟分析師郭磊則相信，國內出口市
場可能要到今年四季度才能逐漸轉好。在歐債危機短期
難見改觀的背景下，美國經濟復蘇亦現反覆，由於海外
主要市場將在八月迎來 「休假月」，因此中國及其他新
興市場出口的轉暖在四季度才可能出現。鑒於外貿數據
已預示來自宏觀基本面的不確定因素，及由此引發的風
險溢價並未減弱，因此未來政策或進一步放鬆。

「大宗商品價格雖有反彈，但其年均增長率仍然為
負，這直接影響國內進口的名義增長數據。」法興銀行
中國經濟師姚煒對外貿數據的疲弱走勢並不感意外，
「下半年出口數據或難回歸兩位數增長」。他強調，7

月進口數據表明目前國內需求不暢，但在中國投資拉動
政策刺激下，未來幾個月進口數據將有一定程度的復蘇
。花旗集團中國高級經濟學家丁爽提醒說，近期數據顯
示出口新增訂單減少，預計下半年出口將持續疲軟，當
局要實現10%的外貿增長目標難度不小。

【本報上海十日電】

「如果當初沒出來打工，我現在一定還和
母親那輩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背着娃娃下
地幹活。」28 歲的肖仁紅在東莞的一家工廠
安了家，成為一名職業女性。

肖仁紅的老家在中國西南的四川省隆昌縣
，為減輕父母供養她讀書的負擔，剛念完高中
她就跑到廣東東莞打工。8年裡，肖仁紅已從
一位倉管員升職為公司採購部的負責人，並且
已是2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也是工廠的工
人，兩人在東莞市塘廈鎮安了一個小家。

「我們公司之前也是在做貼牌加工，現在
我們從別的地方採購原材料做成品，也有了我
們自己的品牌。」肖仁紅說， 「每次看到商場
裡印着我們品牌的音響，我都非常驕傲，我們
可以做出非常高端的產品，音質也非常好。」

過去一周，在有 「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
，新華社記者走訪了 7 個鎮 15 家工廠，採訪
當地的公務員、工廠老闆和車間工人，記錄他
們眼中的 「中國製造」。而對此前美國一些議
員反對美國代表團身着 「中國製造」套裝出席
奧運會的言論，中國民間表達了不滿。

此間一位觀察人士表示，美國是一個崇尚
市場自由的國家，而某位美國議員的發言，讓
人們對美國的市場公平機制產生了懷疑。按照
世貿組織規則，政府應盡可能地減少對市場運
行的干預，最大限度保證公平競爭。

「市場的選擇都是從優的，我覺得 『中國
製造』不可能因為某一國家或者某一個人的抵
觸而受到影響，這是違背規律的。」打工文學
作家馮巧說。

在馮巧看來， 「中國製造」正在往 「中國
創造」轉型的節骨眼上，並且這一時刻很快將
到來。原因是她相信中國人有足夠的智慧進行
產品研發以及銷售領域的創新，這一現象已在
「中國製造」的很多領域有所體現。

來自湖北的李炳友目前在東莞的一家生產
嬰兒用品的公司做塗料主管。 「我經歷了 『中
國製造』從無到有，到現在的發展。1997 年

我就到廣東打工，這些年公司發展飛速，設備上從人工生產
線轉變成自動化生產，公司也特別注重人才培養，還有我們
的技術創新，現在我們的產品做得更好，銷往世界各地，是
世界一流的。」李炳友說。

「美國現在實體經濟少了，所以想讓製造業 『回巢』。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也要做好實體經濟，特別是要把 『中國
製造』做好，敢於競爭，贏得競爭。」東莞市虎門鎮鎮委書
記尹景輝說。

在尹景輝看來，從 1978 年中國第一筆來料加工企業落
戶虎門鎮開始，經過30多年的發展，現在工人的技術越來
越高、越來越聰明；企業家越來越有經驗，並且把公司管理
得越來越好；企業本身也越來越多，從小變大。

尹景輝認為，這些因素都使得 「中國製造」的品質越來
越好，產品的性價比越來越高，所以能夠參與世界競爭，並
且能夠在未來引領 「世界製造」的大潮。

新華社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日電】商務部副部長高
虎城今天在北京表示，中國要完成年初所確定的進
出口貿易保持 10%左右的增長目標，下半年的壓力
會更大。

在當天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高虎城指出，今
年上半年中國的貿易進出口情況是自2009年以來，
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個時期。

在歐債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況下，全球
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似乎已經超出了各國政府的最
悲觀預期，顯然中國政府也未料到上述情況。高虎
城坦言，國外市場有些變化是年初沒有預料到的，
如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國外市場的變化
和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會直接影響下半
年進出口發展的態勢。 「面對進出口貿易，特別是
出口方面的下行壓力」，中國政府的確需要做好充
分準備。

2011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呈兩位數增長，但今
年前6個月增速僅為8%。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全球經濟的下行，復蘇緩慢，最嚴重的地區就是歐
洲」，高虎城說，由於受歐盟經濟特別是歐元區主
權債務危機的影響，中國和歐盟今年上半年的貿易
呈微弱增長，而中國的出口是下降的。

面對外需不振的壓力， 「中國的進出口企業在
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結構方面，包括研發新產品、
開拓新市場，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產品科技含量
等，企業正在下很大的力氣，而且有很大的發展潛
力」，高虎城表示，在下半年的工作當中，中國政

府將繼續保持相關政策的穩定，不斷改善政府服務
，提高貿易便利化，支持企業進一步改善經營、擴
大對外經營業務和市場開拓，爭取實現今年進出口
增長10%左右的目標。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海關數據顯示，7月份
當月，中國進出口總值為 3287.3 億美元，增長 2.7%。
貿易順差251.5億美元，收窄16.8%。

1-7 月，中國進出口總值 21683.7 億美元，同比增
長7.1%。其中，出口11312.4億美元，增長7.8%；進口
10371.3億美元，增長6.4%；貿易順差941.1億美元。

中國官方此前確定，今年中國外貿的預期目標為外
貿進出口增長10%左右。

分析指出，7月份出口增長率會出現如此大的跌幅
，與中國外部環境，特別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經濟形
勢有很大關係。

數據顯示，在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雙邊貿易中，
1-7月，中歐雙邊貿易總值3157.5億美元，下降0.9%。
同樣出現下降的還有中日貿易總值，1-7月，中日雙邊
貿易總值為1908.6億美元，下降0.2%。

值得注意的是，從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來看，中國
貿易結構中市場以及產品結構在悄然發生改變。

其他主要貿易夥伴中，1-7月，中美雙邊貿易總值
為2714億美元，增長10.5%。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
為 2205.7 億美元，增長 9%。中國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
貿易總值分別為 509.4 億和 497.8 億美元，分別增長
17.7%和10.3%。

機電產品出口增長較快
產品結構上，1-7月機電產品出口增長9.1%，而傳

統製造業包括服裝、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卻出現下降
。另有數據顯示，1-7月，處於產業鏈較低端的加工貿
易增速 3.1%，也低於一般貿易進出口 7.7%的增速。由
此可見，外貿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轉型。

在進口商品中，鐵礦石、鋁等進口價格下跌明顯。
據海關統計，1-7 月，中國鐵礦砂進口 4.2 億噸，增加
9.1%，進口均價下跌15.2%；大豆進口3492萬噸，增加
20.1%，進口均價下跌2.7%。

數據同時顯示，1-7 月份，中國進口汽車 71 萬輛
，同比增加29.1%。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日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
下，中國與東盟貿易的快速增長具特殊意義。商務部副
部長高虎城 10 日稱，在雙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
，中國與東盟的雙邊投資也快速增長。東亞地區持續保
持經濟活躍和發展勢頭，特別是東盟各國吸引外資的不
斷擴大，也為中國企業在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提供了
動力。

﹁
中
國
製
造
﹂
敢
贏
得
競
爭

7月份中國進出口數據
出口

進口

貿易順差

1769.4億美元

1517.9億美元

251.5億美元

增長1%

增長4.7%

收窄16.8%

財政收入增幅大降18.9%

商務部：外貿保十壓力大

▲10日，中山市政府與匯力基金簽署開發建設總
部經濟區的協議 袁秀賢攝

▲10日，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稱，今年下半年
外貿進出口的壓力會更大 中新社

◀在出口商品
中，機電產品
出口增長較快
。圖為一名工
人擦拭出口愛
沙尼亞的調車
機車

新華社

▲7月份當月，中國出口增速由6月份的11.3%陡降至1%。 新華社

▲多數分析預測下半年出口將持續疲軟。圖為一輛
貨櫃車駛出遼寧營口港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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