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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中国国家馆受到各方关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我国日用消费品进出口企稳向好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 国际市场需求

持续回暖， 我国日用消费品进出口形势逐渐企稳向好。 中国轻工

工艺品进出口商会昨天在进博会上发布 2017 年度 《中国日用消

费品对外贸易报告》，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李文锋

对报告数据作了解读。

2017 年， 我国日用消费品进出口总额达 8097.3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15.5%，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9.7%。 一直以来， 我国日

用消费品以出口为主， 2017 年出口额 6076.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8%，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6.9%； 进口额 2020.5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53.0%， 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11.0%。

在进口方面， 我国 2017 年实行包括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等扩

大进口的政策措施， 完善了扩大进口的财税金融政策、 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等政策措施， 对扩大进口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进口来源地看， 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进口来源地 ， 但进

口市场布局正逐渐均衡和优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额

稳步增加 。 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 进口额 280.4 亿美

元， 占我国轻工产品进口总额的 13.9%， 同比增长 13.7%。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额为 667.5 亿美元， 占比 33.0%， 同比增

长 38.5%。

2017 年， 我国日用消费品出口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下滑势头，

实现较快增长。

近年来， 我国日用消费品龙头企业纷纷开始探索外贸发展新

路径， 部分企业还勇于开拓海外市场， 尤其在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积极布局， 他们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发展自有品牌的出口

业务。 2017 年日用消费品出口的另一大特点是大宗日用消费品

出口普遍增长。 其中， 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是家具， 2017 年出口

额达 505.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4%。 玩具依然是出口增速最快的

商品， 出口额 239.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0.2%。

中国将成世界最大主题娱乐市场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中国的主题公园在过去 20 年里取得

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由全球著名设计咨询集团 AECOM 撰写的

《中国主题公园项目发展预测报告》 昨天出炉。 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主题公园游客总量增幅近 20%， 大力推动全球主题公园

的游客增长。 报告预测， 至 2020 年， 中国的整体游客数量将超

越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主题娱乐市场。

报告显示， 中国拟建的主题公园项目大多集中在华南、 华东

等经济发达地区。 华东地区的主题公园数量占全国的 34%， 主

要基于华东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 同时， 研究团队发

现中国中部地区不少地方也有了建设主题公园的计划。 中部地区

人口和生产总值总量都很庞大， 但城市级规模的主题公园数量相

对较少。

报告同时显示， 虽然中国主题公园市场已有不俗表现， 2017

年游客量达 1.9 亿人次， 较 2016 年增长 20%， 但人均访问量仍

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进博会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供舞台
专家建议上海应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张懿）“一带一路”建

设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产业竞争力提

供了巨大机遇，专家建议，上海应进一步

发挥城市圈首位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对外扩大开放，从

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昨天，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 “产

业国际竞争力合作论坛”在上海举行，与

会专家从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合作的

角度，为上海发展建言献策。

上海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目前上海口岸年进出口总

额 超 过 1.1 万 亿 美 元 ， 占 全 国 的

28.5% ， 在 世 界 贸 易 中 占 比 也 高 达

3.2%， 居全球城市之最 。 上海的总部

经济体量位居全国第一， 拥有各类跨国

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 1100 家。 这

些数字体现了上海经济的辐射力和资源

配置力， 也为上海在 “一带一路” 建设

背景下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专家表示， 当前国际贸易正在向货

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 “三位一

体”转变，这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此过程中，上海能

以自贸试验区为压力测试区，为“一带一

路”沿线产业国际合作进行探索。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

认为， 进博会将长期在上海举办， 这为

“一带一路” 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一个进入中国巨大市场的难得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进博会的价值不

亚于过去几年 “一带一路” 沿线宏大的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 王战说， 长三

角正好位于长江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三轴交

汇点， 上海完全可以成为服务 “一带一

路” 建设的重要枢纽。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事

总经理李剑腾认为， 中国要进一步突破

增长的瓶颈， 除了要正视目前一些国家

的 “逆全球化” 动作， 更重要的是要顺

应产业转型、 经济升级的趋势， 特别是

抓住人工智能的机会， 加速创新， 在重

新确立全球再平衡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在李剑腾看来，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和地区大致可分为资源优势型、 生产优

势型、 技术优势型三类， 我们应采取不

同的合作策略： 对第一类， 应扩大海外

投资， 帮助其提升基础设施， 实现综合

发展； 对第二类， 中国不应焦虑产能外

流， 而应考虑如何让国内产业顺势走向

高端； 对第三类较发达地区， 中国应推

进全面、 一体化的合作。

昨天的会议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发

布了 《城市经济圈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报告》。 报告认为， 目前全球经济圈中

“首位城市 ” 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 ，

无论纽约、 东京， 还是上海， 在价值链、

产业链、 创新链上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协

同能力。 报告建议， 上海要进一步提升产

业竞争力， 应从纽约、 东京的经验中汲取

营养， 也应该加强对接国家战略， 强化顶

层设计、 利用市场对企业形成激励； 同时

重点聚焦数字经济， 从重视产品制造和研

发， 向着全面的智能制造转变； 从国际分

工规则的接受者、 执行者， 向制定者和遵

守者转变。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越南国家馆展出了精美的手工艺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广结良缘 共谋商机
金秋时节，黄浦江畔，万商云集。 热

闹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来自

五大洲的 3600 多家企业，包括 200 多家

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正在与由

中国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等境内外强大

阵容组成的超 40 万人采购商展开高效

洽谈，广结良缘、共谋商机。

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 最薄的

血压仪、 最快的免疫分析仪……众多参

展企业争相亮出“压箱底的把式”，一个

又一个全球首发、 亚洲首秀产品令人目

不暇接。如此踊跃场面的背后，是对中国

举办进博会的高度赞赏， 更是对分享巨

大中国市场的强烈期盼。

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这是中国坚

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实际行动。 “中国有

13 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中国真诚向各国

开放市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

年年办下去， 而且要办出水平、 办出成

效、越办越好。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

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 ”习近平主席开幕式主旨

演讲向全世界郑重宣示： 中国将始终是

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

主动扩大开放， 让贸易伙伴共同分

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两天，回荡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高频词就是———

成交。

庞大的交易团签订一笔又一笔大

单。 央企首单来了———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带领旗下 10 家企业与来自全球 11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3 家企业集中签署 16 个

项目的采购合同或协议。 国内民营企业

也纷纷摩拳擦掌，阿里巴巴、网易、洋码

头等都早早与海外商家敲定诸多合作，

力争尽快把优质跨境商品带到中国消费

者身边。

企业是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主

体。 进博会期间，来自日、韩、美、德等国

的参展企业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 “进

博会这项创举将推动国家之间、 企业之

间的贸易与经济交流。”罗氏集团董事会

主席弗兰茨的话语道出了企业共同的心

声， 参与此次盛会将为他们在华发展创

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这是中国支

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不少国外政

要谈及进博会都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内

心的期待，那就是“双赢”。进博会向世界

发出中国致力于对外开放和全球贸易自

由化的强烈信号， 这对中国和世界而言

无疑都是“双赢”的机会。

纵观全球发展趋势之变， 正如毕马

威中国审计服务主管合伙人高智纬的观

察， 主动扩大进口是中国支持经济全球

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重大举措， 将对稳定

国际贸易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就在进博会开

幕前夕 ，世界银行发布 《2019 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中国过去一年为中小企业

改善营商环境所实施的改革举措创下纪

录，全球排名从上期的第 78 位跃升至第

46 位，中国相关领域改革 “令人惊叹地

快速且有效”。

“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

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 ”“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

展”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国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一系列举措， 将为世界经济发

展注入更多信心与活力。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站在东海之滨，

中国以举办进博会为支点， 与世界各国携

手同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人类未来。

■本报记者 唐玮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