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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观察

一秒钟，价值多少的货物进出中
国国门？最新答案来了——大约120
万元。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
2021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规模再
创历史新高。

如果以美元计价，这个“新高”可
能更加直观。2013年，我国外贸额首
次达到 4 万亿美元。而在过去的一
年之内，外贸额连续跨过5万亿、6万
亿美元两大台阶，达到6.05万亿美元
的历史高点。单从增量看，2021年就
达到1.4万亿美元。

“2021年我国外贸表现可以说成
绩显著。”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
究所所长梁明说，以 2020 年的基数

来算，1.4 万亿美元的外贸额增量相
当于全球第四大贸易国的外贸体量。

横向看，根据最新数据测算，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国际市场
份额为14.9%，同比提升了0.6个百分
点；进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2.1%，同比
提升0.5个百分点。

把视野拉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20年间，我国外贸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
司司长李魁文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从
2001年的4.22万亿元起步，2005年、
2010 年、2018 年我国外贸额分别突
破10万亿、20万亿和30万亿元关口，
到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全球市场
份额占比从2001年的4%大幅提升至
2021年前三季度的13.5%。

不只是量增，我国外贸在过去一

年里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
——贸易伙伴更多元。2021年，

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
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均实现
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6%，比
整体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

——贸易方式再优化。过去一
年，意味着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
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达到 24.08 万亿
元，增长24.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
重达到61.6%，提升1.6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更活跃。2021年，
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数量为
56.7万家，增加3.6万家。其中，民营
企业进出口 19 万亿元，增长 26.7%，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8.6%，比重提升
2个百分点，活力进一步增强。

——新业态蓬勃发展。跨境电

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成
为稳外贸的“轻骑兵”。2021年，我国
跨境电商进出口 1.98 万亿元，增长
15%；市场采购贸易出口 9303.9 亿
元，增长32.1%。

外贸再攀高峰的同时，也要看
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贸面
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增多。

梁明认为，在 2021 年已然相当
高的基数下，2022年不应过多注重同
比的高增速，而应聚焦外贸整体上的
稳定增长。

当前，外贸企业仍然面临运费高
位徘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难题，见
订单不见效益、有单不敢接的情况并
非个例。一些接受采访的外贸企业
负责人坦言，2021年“量上去了，但利
润却下来了”，“忙忙碌碌一整年，一

算没挣几个钱”。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
见》，围绕助企纾困特别是扶持中小
微外贸企业，努力保订单、稳预期，提
出15条政策措施。

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落实落细意见要求，继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促进助企纾困、恢复发展，更大
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的内
生动力。

专家学者也为广大外贸市场主
体支招，1月1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全球最大
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企业可抓住
机遇，不断开拓新兴市场。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
刘红霞）

中国外贸再攀高峰，未来如何高开稳走？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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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
齐琪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14日发布

“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进
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司法职能作用，助
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
刘贵祥介绍，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从积极营造
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切

实加强中小微企业产权司法保护等6
个方面提出20条举措，围绕中小微企
业“急难愁盼”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的司法措施。

意见提出，依法保护中小微企业
生存发展空间。依法公正高效审理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强
制“二选一”、低价倾销、强制搭售、屏
蔽封锁、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依法
认定经营者滥用数据、算法、技术、资

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
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中
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空间。

意见同时提出，坚决防止利用
刑事手段干预中小微企业经济纠
纷。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等法律原则，严格区分中小微企业
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合同纠纷与
合同诈骗、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
占国有资产等的界限，坚决防止把

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
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

为助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意见提出，严格依照民
法典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认
定生产设备等动产担保，以及所有权
保留、融资租赁、保理等非典型担保
债权优先受偿效力，支持中小微企业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拓宽融资渠道。
依法规制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对“高

利转贷”“职业放贷”等违法借贷行
为，依法认定其无效。

“在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为被执
行人的案件中，为保障申请执行人债
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其采取执行措
施。”刘贵祥说，意见要求，对中小微企
业等市场主体的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
性资料采取查封措施时，在能够保障债
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不影响查封
财产的正常使用，不影响生产经营。

最高法发布《指导意见》

20条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手机App适老
“走形不走心”
银发网民跨越“数字鸿沟”面临诸多难题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进一步增多，
不少企业将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对手机App进行
适老化改造，购物、聊天、打车、新闻等涵盖衣食住
行的各类手机软件纷纷开启“老年模式”。

面对手里的智能手机，老年人能否得心应手，
玩转各类手机App？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手机App适老化改造
并不十分理想

近年来，一些企业对手机App进行了适老化
改造，字体、页面布局等进一步适应老年群体的使
用习惯，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手机App适老化
改造并不十分理想，且普及率尚低，被不少老年人
诟病。

——广告植入套路繁多。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的有关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指出，适老版界面、
单独的适老版App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
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但记
者发现，部分手机App进行适老化改造后，广告
植入依然严重。一些改造后的适老版App虽然
简化了界面，但简化不了“牛皮癣广告”，仍能见到
广告推送和诱导类按键。

——界面设置徒有其表。适老化改造关键要
素之一是调整字体，解决老年群体因视力减退影
响阅读的问题。然而，部分App首页字体经过调
整后适宜老年人阅读，但点进二级界面后，界面的
布置、字体与正常版一样，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老年
群体阅读难的问题。

——操作难度不减反增。记者发现，诸多手
机App适老化模式切换入口并未在首页展示，而
是隐藏在“设置”栏中，首次开启适老模式，还需寻
找一番。专为老年人普及手机使用知识的湖北老
年大学教师张雪琨告诉记者：“正因如此，常有老
年同学因找不到手机App中的适老模式切换入
口而苦恼。”

多原因导致手机App
适老化改造推进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50岁
及以上网民占比28%。老年群体已成为互联网
发展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国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
手机App适老化改造，但适老化改造之所以仍停
留在表面，原因之一在于相关公司难以从中获利，
部分企业动力不足。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广告
是手机App开发商盈利的主要来源，适老化手机
App去掉广告后，其盈利将大受影响。

业界人士还表示，大部分手机App的服务对
象是年轻群体，在开发和设计理念上并未充分考
虑老年群体，也就很难适老了。如智能手机以触
碰屏幕为主，相较于物理按键，无法为老年群体提
供更好的触摸感和按键反馈，且智能手机本身就
搭载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自带“复杂”特征，操作难
度相较传统手机自然只增不减。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表示曾尝试使用
过智能手机和适老版手机App，但面对触碰屏幕
和各种复杂的操作，常常不知所措，甚至连如何开
锁都不知道。除了不会用的情况，不少老年人还
不敢使用智能网络。专家表示，近年来，网络安全
问题引发忧虑，电信网络诈骗多发，导致老年群体
产生“怵”网络心理，谈网色变。

多方力量助力老年群体
乐享适老版App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
化的大趋势下，“数字惠老”并非一日之功。消减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让老年人共享乐享互联网
红利，需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专业人士认为，在能够尽可能地扩大老年群
体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应该做好
老年人互联网需求调研，研究相关政策，建立“数
字惠老”的长效机制和强制性、统一性的适老化改
造标准，并落实监督、测评责任。对主动参与适老
化改造的企业采取奖励措施，通过补贴推动企业
自发实施公益行动；对拒绝参与、打着适老化改造
幌子牟利的企业设置黑名单，有效惩处企业有违
社会公德的行为。

多位老年大学受访教师认为，为助力老年群
体智能手机应用，企业、社区以及相关部门可定期
开展适老版App培训课程，组织老年大学、社区
服务人员、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成立志愿者
服务队伍，及时指导老年群体手机应用，帮助老年
人安全使用网络，消除“怵”网络心理，更快适应各
种成熟优良的适老版App。
（据新华社武汉1月14日电 记者田中全 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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