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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7个月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23.6万亿元——7日，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交出前 7 个月“成绩
单”。从累计增速看，前7个月同比
增长10.4%；从月度看，7月份同比增
长16.6%，传递出我国经济持续恢复
的积极信号。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
文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
克服外部环境趋紧、疫情短期冲击等
诸多不利影响，实现了较快增长。

从 4 月外贸增速回落至 0.1%，
到 5 月、6 月快速反弹，分别达 9.5%
和 14.3%，上半年的“V”形修复曲
线展现出我国外贸较强的发展韧
性。对比多项数据后，记者发现，
7 月外贸增速延续了之前持续回
升的良好态势。

这其中，长三角地区等“外贸重
镇”进出口持续快速恢复的带动作用
不容忽视。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三
省一市合计进出口同比增长11.7%，

比上半年增速加快2.5个百分点；7
月当月，同比增长25.7%，对全国外
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成。

“应该说，长三角地区经受住了
疫情考验，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自我修
复能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
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庄芮说，随着社会
运转逐步回归常态，产业链供应链趋
于修复，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有望持续
企稳回升、加快复苏步伐，并为全国
外贸保稳提质提供重要支撑。

外贸实现较快增长，离不开“朋
友圈”的多元和升级。前7个月，我
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主要
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势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今年生效实施以来，贸易红利
持续释放。同期，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RCEP成员国进出口分别
增长19.8%和7.5%，进一步深化了区
域经济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合作，为
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为了让企业真正知晓、弄懂、享
受政策优惠，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切
实做好RCEP涉及海关业务的政策
宣传和解读工作。据北京海关关税
处副处长王薇介绍，该关已整理汇
编涵盖 3 类 14 项 RCEP 热点问题，
组织开展RCEP享惠申报政策和操
作线上直播宣讲，惠及北京地区企
业2400余家。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涛介绍说，疫情背景下，公司一直
努力降低整体经营成本。“凭借海关
签发的RCEP原产地证书，出口商品
在日本的关税由10%降到8.2%，仅上
半年就省了10多万元，这让企业的
外贸业务更有信心和底气。”

从帽子、眼镜拓展市场，到松
茸、蜜柚抢“鲜”出口，再到扫地机器
人、太阳能电池远销海外……外贸
主体活力的有效激发，也被视为推动
外贸增速持续回升的重要原因。

前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

外贸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5.8%。其
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3%，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50%，继续发挥外贸

“主力军”作用。
庄芮表示，多重压力之下，民营

企业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可喜，这与
国家密集出台的纾困帮扶政策措施
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未来，民营企业勃勃的发展生机和巨
大的发展潜力还将为我国外贸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透过最新发布的数据，虽然感
受到外贸企稳向好的暖意，但当前，
我国外贸发展仍面临一些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

庄芮表示，尽管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国家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我国外贸仍有望继续保持稳
定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邹多为）

外贸增速持续回升传递积极信号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热浪来袭
的同时也催热了“夏日经济”。消暑类家
电、家居用品等“清凉商品”走俏消费市
场；多地夜市步行街烟火气升腾……

“天气热了，就喜欢在家自制点冷
饮，冰爽解暑。”北京市民李女士近日
在某闪购平台订购了一台制冰机，1小
时即时送货上门的“清凉体验”让她感
到十分满意。

京东数据显示，近期风扇、冰箱、
空调等制冷降温类电器销量激增，进
入6月以来，京东家电空调销售额环
比增长超400%，具备“送风、加湿、净
化空气”三合一功能的冷风扇销售额
大幅提升；苏宁易购百货数据显示，7
月以来，冰袖、防晒服、遮阳帽、遮阳伞
等商品销量同比提升超200%。

高温天气下，“线上下单、就近门
店发货”的即时零售成为更多消费者
的选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即时零售、同城零售等新模式快速
发展，在提振夏日消费的同时，也让实
体零售门店通过线上渠道触达更多客
群，促进零售行业加快线上线下全渠
道发展。

暑热难耐，不少人选择在晚上出
门逛夜市、赏夜景，多地“夜经济”逐渐
升温。

夜幕降临，在山东济南特色老街
芙蓉街，游人们悠然地脚踏着石板路，
品尝着炸肉串、烤鱿鱼、水果捞等各色
美食，亲身体验各种潮玩、彩绘等项
目。“平均每天能卖出五六百份，忙得
手都停不下来。”一家卖烤生蚝的店主
孙梅对记者说。

山东通过开展夜间文旅嘉年华等

活动，鼓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商城、古
街区及旅游小镇景区等发展文旅“夜
经济”；天津启动“津夜有你·第三届天
津夜生活节”，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充分挖掘暑期消费潜力；武汉市提出
举办夜间光影秀、美食节、啤酒节、音
乐节、特色演艺等夜间文旅活动……
连日来，多地纷纷出台相关举措，激活
夜间消费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夜经济”的
回归反映了中国消费市场的韧性和潜
力。鼓励发展“夜经济”，有利于培育
消费热点、提振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降转升，同
比增长3.1%；全国餐饮收入降幅比5
月份收窄17.1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
房收入降幅比5月份大幅收窄。

“总体看，6月份消费市场呈现加
快恢复势头，但上半年消费市场运行
承压，餐饮收入等增速仍未转正。下
阶段，要落实落细一系列支持市场主
体、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释放居
民消费潜力的促消费相关政策，推动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国家统计局贸易
外经司司长董礼华说。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安宝军
表示，下半年将多措并举促进消费持
续恢复，进一步扩大汽车、绿色智能家
电等消费，加快推进直播电商、社交电
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序发展，加
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同时，加快健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改
善优化县域消费渠道。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王
雨萧 王志）

“清凉商品”走俏、“夜经济”升温……

“夏日经济”释放消费活力

夏日炎炎，位于江西九岭山脉
腹地的江西省靖安县中源乡吸引
了2万多名来自各地的“避暑住
客”来此享受清凉。

中源乡平均海拔600多米，森
林覆盖率近90%，夏季平均气温
比附近的南昌市区低6-10℃，许
多南昌市民在此租住当地村民的
房屋避暑纳凉，高峰时一房难求。

“以往我们这里可是个穷村
子，收入主要就靠砍竹子。”中源乡
三坪村村民胡绿英介绍。胡绿英
2013年因病致贫，2019年，在政
府帮助下，胡绿英把家里的老房改
建成“农家乐”经营，当年家庭收入
就超过 10万元，成功实现脱贫。
目前，中源乡登记在册的民宿点有
640余家，拥有床位2万余张，带
动就业2000余人。

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避暑
小镇”建设，推动“农家乐”逐步向
“民宿”转型升级，目标为将中源乡
建设成为集健康、养老、休闲、旅游
等功能融为一体的宜居宜游特色
小镇。

从一个以砍竹子为主要收入
的偏远山乡到一房难求的“避暑小
镇”，中源乡走上了“避暑经济”的
转型发展之路。

图为：在江西省靖安县中源乡
三坪村，“避暑住客”在游步道休闲
纳凉。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江西靖安中源乡：

“避暑经济”

新闻分析

具体来看，前 7 个月累
计，我国出口 13.37 万亿元，
增长 14.7%；进口 10.23 万亿
元，增长 5.3%；贸易顺差 3.14
万亿元，扩大62.1%。

其中，7 月当月进出
口同比增长 16.6%，延续
了5月份以来外贸增速持
续回升态势，为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献。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前7个月，
东盟、欧盟、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
四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 3.53 万
亿元、3.23 万亿元、2.93 万亿元和
1.39 万亿元，分别增长 13.2%、8.9%、
11.8%和8.9%。

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地区外
贸持续快速恢复。前7个月，长三
角地区三省一市进出口同比增长
11.7%，比上半年增速加快 2.5 个百
分点；7 月当月同比增长 25.7%，对
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成。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
出口同比增长 19.8%，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同比增长 7.5%。

从外贸主体看，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
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 52.6 万家，同比增加 5.8%。其中，
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5.3%，占我国外贸总
值的50%，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

从出口货物品类看，前7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57 万亿元，增长 10.1%，占出口总值的 56.6%。其中，汽
车 1757.4 亿元，增长 54.4%。同期，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2.41万亿元，增长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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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优化调整国际定期
客运航班熔断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周圆）记者7日
从民航局获悉，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为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人
员往来和对外交流合作，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民航局于8月7日起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
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对确诊旅客人数达到5
例的航空公司单一入境航班，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
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4%时，暂停运行1周；当确诊
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8%时，暂停运
行2周。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

此外，相关政策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
适时做出必要调整。

聚焦疫情防控

水利部派出5个工作组
赴冀津晋陕一线指导洪水防御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水利部7日发布汛情
通报，针对北方地区雨情、水情、汛情形势，派出5
个工作组分赴河北、天津、山西、陕西一线指导暴
雨洪水防范。

据预报，8月7日至10日，西北东北部、华北
中部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漳卫河，黄河流域中
游干流及支流汾河、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下游大汶
河，淮河流域山东小清河，松辽流域浑河、第二松
花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部分河流可
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当天组织防汛会商会议，分析研判北
方地区雨情、水情、汛情形势，要求加强监测预报
预警，强化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和淤地坝防洪保
安，有效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做好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及交叉河道的巡查防守，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重要工程安全。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2例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罗鑫）在7日举
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
峰介绍，8月7日0时至15时，北京新增2例本土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

据介绍，感染者1和感染者2共同居住，均为
隔离观察人员，现住石景山区。感染者1于8月3
日自驾车抵京，抵京当日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报
告结果为阴性，8月4日出现头痛、咽痛等症状，8
月5日健康宝弹窗后向社区报告，两人进行居家隔
离。8月6日感染者2出现咽干、发热等症状，社区
上门为两人进行核酸检测，8月7日报告结果为阳
性，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均为轻型。

刘晓峰表示，请7月23日以来有海南省旅居
史，近期到访过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鄂尔多斯
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乌海市和其他风险
地区人员，接到短信、健康宝弹窗提示人员，与病
例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立即主动向社区、单
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
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澳门启动社区防疫清洁行动
巩固抗疫成果

新华社澳门8月7日电（记者刘刚 李寒芳）
为进一步巩固抗疫成果，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联
同卫生部门以及多个社团将于8日起，分两阶段
举行社区防疫清洁大行动。

该行动将通过加强公共街区及设施清洁消
毒、重点卫生排查曾被防疫封控的红码大厦并进
行防范性清洁消毒、组织居民清洁大厦维护公共
卫生等一系列工作，推动市民关心社区清洁，爱护
公共卫生，共同筑牢防疫阵线。

市政署表示，整个行动为期五个月。首阶段
8日启动，将特别针对曾被防疫封控的红码低层
楼宇进行卫生排查，并对数个人口密度高且大厦
内一直存有卫生状况的楼群进行防范性清洁消
毒，降低疫病暴发风险。

探访世界自然遗产地：

施秉云台山

8月7日在云台山景区拍摄的笔架山。
云台山风景区位于贵州省施秉县北部，以其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闻名。
2014年，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
大会通过了以贵州施秉云台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南
方喀斯特第二期世界自然遗产的申请，云台山成
为贵州省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