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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冯
其予报道：商务部12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1月份至4月份，我国服务贸
易 总 额 1744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其中，出口 6192.8 亿元，增长
10.1% ；进 口 11253.4 亿 元 ，增 长
1.1%；逆差5060.6亿元，下降9.7%。

商务部服贸司副巡视员朱光耀表
示，陆续出台的减税降费和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政策措施，有力
增强了服务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推
动“中国服务”品牌价值持续提升，服
务出口优势进一步扩大。1 月份至 4
月份，服务出口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高于进口增速9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占
服务进出口比重达到35.5%，比上年同
期提升 1.9 个百分点，推动服务贸易
逆差明显下降。

与一季度服务进出口增速 2.6％
相比，前 4 个月服务进出口增速达
4.1％，涨幅明显。4月份，我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达到7.4%，为去年9月份以
来的次高，带动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
增长，4月份当月服务进出口增速达到
9%，比3月份提升6.8个百分点，拉动1

月份至4月份服务进出口增速提升1.5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服务进出口总体
继续保持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 4 个月知
识密集型服务表现抢眼。随着我国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生产
性服务领域竞争能力逐步提升，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贸易将加快发展。1月份至4月份，我
国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进 出 口 达 到
5972.8亿元，增长12.7%，高于服务进
出口整体增速 8.6 个百分点，占服务
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34.2%，比上
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1月份至4
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3157 亿
元，增长14.7%。

另据商务部业务统计，2019年前
4 个月，我国企业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额 3982.6 亿元，执行额 2239.6 亿元，
分别增长18.3%和4.7%。其中离岸服
务外包合同额 2573.6 亿元，执行额
1351.7亿元，分别增长20.5%和3%。

朱光耀表示，前 4 个月长三角地
区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和上海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759.9亿元，增长6.7%，业务规模在全
国占比达 56.2%，长三角地区产业引
领带动作用非常显著。

同时，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快速
增长。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检验检
测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采购外包
服务快速增长，前 4 个月离岸执行额
分别为6.9亿元、19.4亿元、16.8亿元
和22.3亿元，分别增长149%、83.2%、
77.1%和76.7%。

分国别看，欧盟等主要发包市场
业务保持较快增速。前4个月承接欧
盟服务外包执行额 245.1 亿元，增长
25.1%；其中，承接德国、英国、法国、
荷兰、爱尔兰的服务外包执行额都保
持两位数的增速。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再次对法国葡萄酒进口发出关
税威胁，称美方葡萄酒业常年受法国不
公正待遇，急需改变这一不平衡现状，
暗示将对法国进口红酒征收重税。

此言论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法
国各界人士认为，此举是美国单方面
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又一例证，
其实质是迫使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
国家在欧美贸易谈判中向美国妥协。
法国各界呼吁欧洲各国以团结统一立
场强硬回击美方单边讹诈行为，充分
维护欧洲利益与多边主义。

法国媒体指出，葡萄酒进口关税
是法美两国经常性贸易冲突之一，这

也不是美国第一次“敲打”法国进口葡
萄酒。2018 年 11 月份，特朗普就曾
谴责法美两国在葡萄酒领域存在严重
失衡：“法国以生产优质葡萄酒闻名，
但美国的葡萄酒也是如此，可问题在
于美国难以在法国销售美产葡萄酒，
美国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法国
媒体分析称，法美间在葡萄酒领域确
实存在失衡态势，但法国葡萄酒占美
国葡萄酒的市场份额仅为32%。法国
海关服务数据中心显示，法国市场仍
然消费了大量美国其他产品，美国商
品在欧洲市场上也常年占据优势地
位。在 2007 年至 2018 年间，法国从

美国进口的葡萄酒增加了 200%，欧
洲也成为美国产品最大出口市场。法
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片面强调法国葡
萄酒在美国市场的优势竞争力，极不
合理且有违全球化竞争规则，是极为
明显的保护主义。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美国常
以“不合理的论点”引入关税，美方挑
起的贸易战不仅“杀死了欧洲钢铁工
业”，更使其“好友”班农支持的民粹主
义受益。马克龙呼吁，欧洲必须通过
采取新的保护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

法国媒体也对美方的单边主义行
为给予批评，认为保护主义只会让美
国“更加孤立”。法国《费加罗报》撰文

指出，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终
将毫无成效，“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
思维并不会让美国获得好处。美国政
府将商业谈判技巧用于全球治理，粗
暴地促使对手在弱势情况下接受妥协
性谈判，并通过挑衅与对立的方式促
其动摇，这种方式推动的谈判成果毫
无成效且不可持久。同时，美国政府
擅用的“关税武器”最终也将对美造成
反噬，使更多美国消费者为政府的保
护主义行为“埋单”。

有法国经济学家指出，美方单边
主义行为与惯用的关税威胁不能解决
任何问题。在制定了贸易协调路线图
后，法国希望通过改革世贸组织框架
来规范全球贸易行为，使各方分歧与
扭曲政策能够妥善地在多边框架下得
到有效解决。但是，当美国对其欧洲
盟友日益表现出不信任感甚至持续给
予“极限施压”时，欧洲应该对美方采
取同等“待遇”，并向美国展现坚定、团
结、统一的欧洲立场。

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
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国政府一
直主张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将经贸合
作打造成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
器。但近期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产品关税由10%提升为25%，并宣称
要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
的关税，还以站不住脚的理由对华为
等企业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加征关税
和出口管制是错误的，损人不利己，并
殃及全球经济。

从数据看，中国受到美国加征关
税和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中国今年
1 月 份 至 4 月 份 对 美 出 口 额 下 降
9.7%。中资企业对美投资和美资企业
对华投资都出现下降。同时，美国经
济也受到显著冲击。今年1月份至4
月份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下降了30%，作
为以往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
华出口负增长使美国出口增长显著放
缓。由于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并且很
多商品在美国占据相当高的市场份
额，美国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替
代供货商。美国消费者和以中国生产
零部件为供货商的生产企业承受相当
大比例的关税负担。如《关于中美经
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所示，仅对
中国出口家具加征25%的关税，美国消
费者每年就要多付出46亿美元的额外
支出。加征关税还将减少出口带来的
就业岗位，美国在华企业也损失严重。

美国做法殃及世界经济。当前的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是过去
三四十年多方参与、自然演化的结果，
反映了各国比较优势和多方利益，是
推动世界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重要引
擎，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全球生产网络
的高效安全运行。今年一季度，和中
国有紧密产业链关系的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相关经济体的出口分别下降
4.7%、8.5%、2.7%。美国的单边主义做
法导致全球贸易放缓、跨境投资下滑、
金融市场动荡、市场信心不足，主要国
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今年全球贸易、跨
境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预期。

美国做法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
权威。大国能够影响自身贸易条件，
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行双边贸
易谈判，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安
排。但大多数中小经济体不具备这些
条件。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多边的
经济治理体系是这些经济体参与世界
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世界经济也因为
存在高度专业化的特色经济体更有效
率、更丰富多彩。建设包容、开放的世
界经济是各个大国的责任。各国之间
的经贸争端应通过多边机构进行磋商
解决，而不是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和威胁施压，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
且损害了多边机构的权威。开放合作
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任何国家，无
论大小、无论强弱，如果选择自我封
闭、自我隔绝、自我边缘化，都会有损
于该国的国家实力、人民福祉和国际
影响力。

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做
法，中国有理有节地进行反制，是为了
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国家尊严。中
国不想打贸易战，主张与包括美国在
内的各国互利共赢。但中国也不怕打
贸易战，中国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的
负面影响。

首先，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逐步
形成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2008年美
国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加快增长结构
的转换，逐步形成了内需主导的增长
格局。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8年
的76.3%，同期，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从54.8%下降到32.4%，货物
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贡献率从7.9%下
降到-8.6%。出口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 的 35.4% 下 降 到 2018 年 的
18.2%，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中国经
济冲击显著降低。2018年对美出口占

GDP的比例为3.5%，中国输美产品占
美国相关产品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产
品比重为57.4%，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
如此供应能力的替代生产基地。跨国
公司也会优化调整供应链，将其他地
区生产的产品出口美国，将中国生产
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美国加征关税
的影响可控。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
长11.3%，对外出口增长9.9%，中国经济
增长6.7%。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
下降8.5%，对外出口仍保持1.3%的正增
长，中国经济增长6.4%，保持着稳定的
经济增长和比较充分的就业。

其次，从产业上看，中国正提升在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
的位置。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虽然给
中国企业短期的生产运营带来负面影
响，但辩证地看，如果应对得当、化危
为机，将推动中国企业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现在，中国科技投入已跃居世
界第二，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全球第
一。中国的企业已积累一定的技术和
资金实力，不少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
业化应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美国
的出口管制将为中国本土的零部件和
软件企业带来难得的市场机遇，助推
其商业化应用。美国加征关税将推动
一些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布局，成
长为以中国为研发和管理中心的跨国
企业。

再次，从市场规模看，中国将成为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目前已经
有3亿多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未来5
年，将会有5亿人进入该阶层，其间孕
育着巨大市场潜力。2018年中美两国
占全球消费市场的份额大体相当，在
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单一市场，高端需求也会快速提
升。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不仅是中国
本土企业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也是

各国企业来分享发展红利的必争之
地。近年来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大力
推进市场开放，大幅度压缩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的长度。特别是近两
年，中国在汽车制造、石油炼化和销
售、金融服务业等重大领域大幅度放
宽了市场准入。今年3 月份，中国出
台了《外商投资法》，从法律上明确外
资企业公平参加标准制定和政府采
购，任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
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技术转让。2018
年，在全球 FDI 大幅下降 19%的情况
下，中国吸收FDI逆势增长。埃克森
美孚、特斯拉、宝马、巴斯夫等企业宣
布在华进行重大的项目投资。外资企
业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也因为进一步开放获得国际社会
的认可。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有
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的经
济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是在应对
各种风险和挑战中不断前进。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出口占GDP比
重超过三分之一，对外出口增速降
至-20%，通过合适的政策组合，中国
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带动世
界经济走出危机。当前，作为内需主
导的大国，通过减税降费释放市场主
体活力和消费潜力，通过基础设施、产
业升级和社会发展领域补短板，中国
在扩大内需上还有较大空间和政策储
备。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实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有效推进，经济
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可以
应对外部需求的波动。中国未来还将
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
术瓶颈，并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中
加大投入，占据有利位置。中国会进
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打造更高水平的开
放平台，商签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形
成更宽广、更深厚的朋友圈。中国的企
业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洗礼中不断夯实
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将会在更高层次
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
和价值链分工。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
断释放发展的活力和增长的潜力，中
国经济将迎风破浪，持续前行。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
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
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平稳，同
比增长 8.5%，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
同期高0.2个百分点；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1.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466亿
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18 万亿元，同
比多增313亿元。

“对二季度总体信贷投放不应过于悲
观。”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
为，5 月份经济信贷需求较 4 月份有所恢
复，央行稳增长政策效果逐渐开始显现。

在一季度人民币信贷放量增长之后，4
月份人民币信贷因季节性因素略低于预
期，使得部分市场人士对二季度整体信贷
投放预期较为悲观。此前，部分市场人士
认为，一季度的放量增长“透支”了今年的信
贷额度，预计二季度信贷投放将较为乏力。

从 5 月份的情况来看，信贷增长环比
回升，整体态势较为平稳。此前，央行货政
司司长孙国峰表示，信贷需求仍比较强，从
供求两端来分析，未来货币信贷会保持平
稳增长态势。

5月份，M2同比增长8.5%，增速相对稳
定。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冀看来，M2增速维持相对稳定主要受两方面的综合影响，一方面，信贷
增量反弹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M2增速向上，另一方面，外部不确定性
又可能拖累M2增速回升，两者对冲作用下使得M2增速与上月持平。

业内专家认为，当前信贷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仍要重视。陈冀认
为，5月份信贷虽然季节性环比回升，但仍体现出实体经济存在运行压
力。从结构上看，5月份，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4677亿元，高于近两年
同期。而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单月增长仅252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4031亿元大幅少增。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走向，陈冀认为，货币政策逆周期定向调节仍有
必要，且调节力度应适时加大。目前，货币政策维持稳健、松紧适度的
基调，然而国内实体经济的压力、外部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这
两方面的因素使得适时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仍有必要。考虑
到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央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
定向精准滴灌仍是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方式。

“我们认为后续货币政策判断不宜过于偏松，汇率、通胀压力也是
央行的重要考虑点。”明明表示，虽然稳增长的需求长期存在，但从后续
货币政策的角度说，央行目前政策行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总体呈现
出一种偏中性的态度，将更多的呈现结构化、定向化的特征。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则认为，总的来看，当前M2、社会融
资规模及信贷等金融数据整体平稳，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随着全球
14家央行宣布降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鸽派”，我国央行货币政策
调控灵活度将进一步增强，预计央行一方面会继续使用数量型货币政
策，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定向降准等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
充裕；另一方面，有望再次启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即通过调降 OMO、
MLF、TMLF等政策利率的方式降息，同时逐渐建立从政策利率向市
场利率传导的有效机制，有效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
黄晓芳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
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川气东送
管道上海输气站首次接收上海洋
山港LNG接收站来气，日输气量
约 150 万立方米，标志着川气东
送管道实现了海陆双气源保供。

此前，川气东送管道干线气

源主要以中国石化普光气田、涪
陵页岩气、元坝气田等陆上气源
为主。管道自2009年投运以来，
已累计向沿线地区输送天然气
860 亿立方米，同时直接拉动沿
线城市基础管网和天然气项目投
资约 460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2000亿元。

前4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占比超35％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表现抢眼

就美国对法国葡萄酒进口发出关税威胁——

法国呼吁欧洲共同回击美方单边讹诈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美方任性伤人害己 中国应对大有潜力
王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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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气东送管道实现海陆双气源保供

6 月 12 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志愿者正在将李子装
箱。近年来，当地把发展林果业作为村民的致富之本，通过技术培训、
改良品种等多项举措，实现林果业快速发展。目前山亭区大荒村累计
发展李子千余亩，年产量达百万斤，成为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韩凯阳摄（中经视觉）

千 亩 李 子 喜 获 丰 收

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中国也不怕打贸易战，并有能力应

对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 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逐步形成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

○ 从产业上看，中国正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

值链分工中的位置

○ 从市场规模看，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当前，M2、社会融资规模

及信贷等金融数据整体平稳，

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央

行一方面会继续使用数量型货

币政策，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裕；另一方面，有望再

次启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引导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