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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转内销，怎样“加把火”？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重创国际贸易。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值同比下降11.4%。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这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转得了、转得快、转得好？

记者调研发现，内外压力之下，不
少外贸企业从以前小打小闹顺手搞点
内销转向“触电上网”重点发力内贸。
除了传统的线下渠道铺设外，借助电
商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等新渠道成为
热门选择。松下万宝美健生活电器
（广州）有限公司关务主管吴健华说：
“依托国内成熟的电商平台销售网络，
一季度已将320万美元的产品转向内
销，国内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0%。”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采购批发
平台阿里巴巴1688批发网，选择该平
台做内销的外贸企业超过30万家。
该平台 4 月还上线数字化“外贸专
区”，计划今年内推动50万家外贸企
业实现 2000 亿元内贸线上批发交
易。不少消费者也对出口转内销的产

品持欢迎态度。
也要看到，出口转内销不能一蹴而

就。记者调研了解到，许多外贸企业出
于成本、品牌竞争力等方面担忧，不想
转、不敢转、不愿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萍说，从产品
设计的审美、生产线与产品规格的标
准，到销售渠道、品牌营销等方方面
面，内外销市场都存在较大区别。

“不是简单转卖，还要考虑国人消
费习惯。”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钟嘉良说，“实操上涉及工序、
工艺、营销等很多问题。比如国外消
费者惯用细长刀片，国内是方正的菜
刀。我们要调整原模具或者干脆新做。”
这家企业考虑在广州或深圳设立分部，
组建新的营销团队，重点经营自有品牌。

在北京大学教授刘怡看来，
出口转内销不仅涉及产品标准的
衔接，还得解决税制衔接等现实
问题，需要财税、海关、商务等部
门共同研究。

“出口转内销与内外贸有效
贯通密切关联。”全国政协经济
委员会副主任房爱卿认为，该领
域仍面临一些限制，有些涉及企
业发展观念，有些涉及标准衔接
方面，有些涉及财税政策，需要

多方协同推动。
最近，中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

大国内需求，支持企业出口转内
销。这为更快更好地出口转内销
注入了动力。

目前，暂免征收加工贸易货物
内销缓税利息、内销选择性征收关
税政策……财政、海关、税务等相
关部门已经出台一些措施；上海外
贸企业产品专区、“东莞制造”电商
专区……各地政府也纷纷与商协

会、电商平台合作，推动优势产业
线上内销。

马淑萍认为，随着国内疫情好
转，消费市场逐渐恢复，政策组合
拳将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企业
把从事外贸积累下来的生产和管
理经验等，转化为向内销转型的有
力支撑，有望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
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丁乐 程迪 刘红霞）

相比高技术型外贸企业，服装、纺
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面临当前海
外订单减少、增长乏力、库存积压、现
金流不畅等棘手问题，转内销需求更
为迫切。

以江西省为例，南昌海关数据显
示，一季度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值同比下降16.6%。南昌华兴针织实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晓东坦言，海外
业务同比下降10%，为养活工人、维持
日常开销，必须往国内谋出路。

实际上，出口转内销，并不是新鲜

事物。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黄朝东告
诉记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不
少外贸企业就意识到，不能过度外向
依赖。到2019年，东莞外资企业内销
同比增长 10.1%，占内外销比重达
36.5%。这成为企业应对海外需求萎
缩的有力一招。

“这次疫情再次加速了企业转
型。”黄朝东说，转内销背后是多元化
布局、品牌化探索、产业链供应链调整
等市场主体的主动作为，指向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

疫情再次加速了企业转型

出口转内销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多方协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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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9 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决定免去傅政华的司
法部部长职务，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
部长，免去李干杰的生态环境部部长
职务，任命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
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43、
4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23人现场出席
会议，46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
议，共16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
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时
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北

京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
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
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
部分委员的名单。

会议经表决，任命程立峰为十三
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任命贺荣为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
去江必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
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杨晓渡，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
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行第十六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作了
题为《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的讲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四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的决定：
一、免去傅政华的司法部部长职务；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
二、免去李干杰的生态环境部部长职务；任命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十三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
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4月29日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决定任命唐一军为司法部部长、黄润秋为生态环境部部长

三名旺角暴乱参与者就刑期提出上诉

香港高等法院予以驳回
新华社香港4月29日电 因参与旺角暴乱而

被判监禁的梁天琦和卢建民等三人早前就刑期提
出上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9日驳回其上诉。

2016年2月8日晚至9日凌晨，包括梁天琦、
卢建民和黄家驹在内的数百名暴徒在旺角与警方
发生严重冲突，造成10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警
务人员。事后，特区政府律政司对梁天琦等人提起
诉讼。2018年6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判处梁天
琦6年监禁、卢建民7年监禁、黄家驹3年半监禁。

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法官已详细及
正确地引导陪审团，判决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并引
用了适当的判刑原则，以7年为量刑起点并非明
显过重，故裁定其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拒绝给予
上诉的许可。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表示，梁天琦涉及
的暴动罪极为严重，即使梁天琦本意是所谓“保护
本土文化”，也不能成为减轻刑责的理由。

北京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北京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陈蓓29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宣布：4月
30日零时起，北京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调整为二级响应，并相应调整防控策略。

陈蓓说，经过三个多月严密精细的疫情防控，
北京实施了严把入京关、境内外人员隔离观察、社
区严格管理、单位健康监测、发热门诊早期排查、
可疑病例应检尽检、传染源及密接及时溯源管理
等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目前北京疫情防控安全
屏障稳固，总体风险可控。

“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北京调低一级应急响应
等级的内外部条件已基本具备。”陈蓓表示。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孙金龙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
减税降费7428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记者郁琼源）记者
2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
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
29日在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一季度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日前，今年首个季度申报纳税期刚刚结
束，税务部门及时完成了减税降费统计核算工
作。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
7428亿元。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2020
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
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二是2019年更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2020年继续实施形成的
减税降费4246亿元。

“最近，国家还陆续出台了扩大汽车消费、延
续实施普惠金融和西部大开发优惠等税收政策，
多措并举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渡
过难关。”蔡自力说。

蔡自力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先后部署出台多批税费优惠政策，聚焦支持疫
情防控工作，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聚焦支持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聚焦稳外贸扩内需。

据介绍，受上述减税降费政策减收和疫情带
来税基减少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一季度，全国税务
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完成34826亿元（已扣出口
退税），同比下降16.4%。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出台的一系列宏观
调控政策效应的不断显现，我国在常态化的疫情
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正在加快恢复，预计二季度税收收入降幅将会
较一季度明显收窄。”蔡自力表示。

4月29日，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职工对新型中
低速磁浮列车进行调试整备工作。

近日，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研发的新型中低速
磁浮列车首列车进入整车动态调试阶段，该型列
车将用于广东省首条中低速磁浮线——清远磁
浮旅游专线。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每小时12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中车长客研制的新型磁浮列车
进入整车调试阶段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29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根据决定，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
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
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
常。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适时召
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条
件已经具备。

2019 年 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京召开，并提出会议
议程建议。按照这一决定，全国人
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
一系列筹备准备工作。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大疫情，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
策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020年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

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另行决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
月22日在北京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0年5月22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主席
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相关
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议程
（草案）和日程（草案）、全国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听取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筹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建议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

汪洋指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
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
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定。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把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

“两会”的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汪洋强调，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是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后召开的
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是对政协贯彻
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成效的
直接检验。要提高建言资政质量，聚
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深入协商议政，
在重大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脱贫攻坚、编制“十四五”规划等

方面建真言、谋良策。要广泛凝聚共
识，通过多种方式展示抗击疫情中展
现出来的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
精神，进一步增进各族各界人士对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把“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要将大会筹备
和疫情防控工作一同谋划、一体推
进，周密考虑、做足预案，抓细抓实各
项工作，把会议开成提振信心、鼓舞

士气的大会，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
协副主席李斌等就有关议题作了说
明。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万钢、
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夏宝
龙、杨传堂、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刘新成、何维、邵鸿、高
云龙出席会议。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建议5月21日召开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