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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为期 10 天的第 129 届广

交会在云端落下帷幕。广交会新闻发言

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介绍，

截至 24日，本届广交会官网累计访问量

3538 万次，共有来自 227 个国家和地区

的采购商注册观展，采购商数量稳步增

长、来源地再创新高，继续保持了多元化

和全球化的特点。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备

受新冠肺炎疫情、保护主义等冲击。直

面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外贸全

力出击，进出口快速回稳、持续向好，展

现了强大韧性和实力。据海关统计，今

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开门

红”。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47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29.2%。三度上云的广

交会，更是展示出超强的国际供采对接

能力，助力中国外贸企业在全球供应链

秩序恢复的当口，分秒必争抢订单、拓市

场、谋新局，开启了春天里的忙碌时光。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逐步推进，全

球疫情影响趋缓，外贸企业对欧美市场

的预期开始明朗，加之国外经济刺激政

策取得一定效果，前期被疫情抑制的市

场需求正在释放，特别是全球对中国机

电、医疗器械等产品需求仍较强。不少

受访的参展企业表示，已感受到海外市

场的复苏之意。面对海外市场需求恢复

和订单增加，中国外贸企业持续增强创

新能力，抢抓市场机遇，带动了出口业务

快速增长。

上海交易团在本届广交会上的首

单，由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

限公司拿下。“这单的产品主要是开关、

插座、灯座等，销往‘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多数用于当地的基建工程，部分用于

民用家居。”东方国际公司业务负责人

说，在广交会上打响“头炮”，让企业更有

信心了。

受疫情影响，东方国际的电子产品

去年一季度出口成交额仅为 17万美元，

同比下降约 76%。严峻的外贸形势让企

业更努力地寻找新商机，通过新产品与

新市场走出了一条“逆袭”之路。公司从

产品本身入手，针对供货地需求，开发设

计新颖、多用途、高性价比的产品。同

时，东方国际也积极开拓新市场，此前

只局限于使用英国标准的非洲大市场，

现在对同样使用英国标准的小份额市场

如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也加大了开发力度。“通过连续参展云上

广交会，我们接触到了许多中小客户并

找到了当地的五金市场，直接供货给市

场的商户，从而省去中间环节，实现双

赢。”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一季度公

司电子类产品成交 37万美元，与 2020年

同期相比上涨 117%，预计今年出口整体

上涨30%。

仿生花卉和园艺盆景生产研发企业

天津欣荣工艺品有限公司也感受到了海

外市场的复苏之势。欣荣公司在充分吸

取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按客户需求，

对云上服务进行了优化调整。

受疫情影响，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

对商业活动进行了限制，物流邮寄正逐

渐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方式。欣荣改变

了过去将成百上千件商品集中包装到一

个货柜，运输到港后再由当地经销商分

装零售的做法，改为将单件商品进行精

细包装后再集中运输，方便当地经销商

直接分拣派送，深受欧美采购商欢迎。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在本届展会

上不仅留住了老客户，还结识了十几位

新采购商，建立了新的业务联系。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贸易、设计、生产、服务于一

体的科工贸相结合的现代化企业，进出

口贸易占公司总体营业额九成以上，对

外贸市场的形势变化相当敏锐。该公

司综合部经理房武军告诉记者，过去一

年，纺织品外贸行业不仅受到疫情影

响，还叠加国外市场各种扰动因素，存

在不小压力。但今年以来，行业确实感

受到了外贸的复苏。“今年一季度，我们

公司外贸订单整体情况比较好。我们

对 今 年 的 外 贸 形 势 还 是 持 乐 观 态 度

的。”房武军说。

徐兵表示，本届广交会成功在网上

举办，不仅为巩固外贸回稳向好势头、推

动外贸创新发展、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作出了贡献，也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复

苏注入了强劲动力。

第129届广交会落幕，采购商数量稳步增长——

为全球经贸复苏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春茶开采时节，贵州思南县东升森林种养家

庭农场在鹦鹉溪镇新造的2100余亩茶园进入初产

期。场长王明礼一头扎进茶园，与 300余名茶农一

起忙着采收今年第一批春茶。

“我们新造茶园基地每天都能收购 65斤以上

的茶青，预计今年茶青产量很不错。”王明礼介绍，

春茶采收前，农场与村合作社开展了采摘技术专

业培训，首批新茶将严格按照单芽标准收购，每斤

茶青40元。

茶园上山，“一村一产、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形成。核桃坝村党支部书记田茂顺望着满山的茶

园，信心满满：“我们的茶园，有镇政府的技术人员

指导，采摘后能就地加工，直接投入市场。有了这片

茶园，群众就有事干了，有钱赚了。”

像核桃坝一样，在东升森林种养家庭农场的

带动引领下，鹦鹉溪镇的鹦鹉溪社区、大头坡村、

双荣村、月斜溪村 4个村的茶园连成片，当地群众

一年四季有活干，能挣钱。

王明礼是一位退役军人，服役期间不幸失去

了一条腿。怀揣着荣誉证书和四级残疾军人证退

伍返乡，成了思南县总工会收发员。王明礼说：“虽

然我有份稳定的工作，但看到乡亲们还很穷，觉得

应该为乡亲们办一些事。”

为支援乡村建设，王明礼主动请缨，下乡驻村

扶贫。1996年到2007年，王明礼先后担任了8个村

驻村第一书记，和群众一起修路办产业。

“当初这些都是荒了数年的杂草坡、乱石堆，是

王明礼带着大伙一刀一刀地砍，一锹一锹地挖，才开

垦出来的茶园。”思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英指着

大片茶园对记者说。

刚开始有些村民都不相信这里能种好茶，王

明礼硬是要做出个“样子”来给村民们看。2007

年，王明礼与战友们在鹦鹉溪镇海拔上千米的万家山上，搭帐篷、点油灯，披荆

斩棘，开山路，挖水窖，仅用3个月时间就开辟出了千亩园地。而今，经过14年

建设，万家山上的茶园面积已达 5000余亩，同时林下养鸡鸭鹅等家禽 3000余

羽，带动周围 6个村 4000多名村民脱贫致富，人均年收入从不足 800元提升到

1万元。

情到深处，万事不难。万家山茶园的成功创建，更是坚定了王明礼再爬高

山带民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在管理经营好万家山茶园的同时，2018 年，王明

礼带着农场尖刀班团队，转向鹦鹉溪镇新茶园示范基地建设，按照“一村一产、

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在一座座荒山上种满茶树，攻克了一个个无路无电无水

的“三无”山岭，带领更多群众奔向产业支撑新路。

今年，王明礼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望着眼前的新茶园，

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一定能走向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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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灿烂，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

镇的一片农田上，机器隆隆作响，一台拖拉机正

沿着田垄快速前行。“这套无人驾驶系统可以最

大限度提高土地、种子、化肥的利用率，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的投入。”导航技术服务人员包长龙告

诉记者。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内蒙古春耕备耕自西向

东次第展开，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从北到南一派

忙碌。据悉，今年内蒙古农作物总播面积预计可

达 1.36 亿亩、粮播面积 1.09 亿亩，较上年分别增

加90万亩和123万亩。截至目前，全区畜牧业生

产稳定向好，全区牛存栏 747万头，增长 6.8%，羊

存栏6697万只，增长1.3%。

“我们这里北边是牧区，南边是农区，农牧结

合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南边的饲草育肥北边的幼

畜。”杭锦后旗三道桥镇黎一村黎明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郭鹏龙介绍，北繁南育、农牧结合开

展以来，合作社从调整种植入手，每年引导村民

种植燕麦草1000余亩，创造纯利27万元。

呼伦贝尔草原冰雪刚刚消融，牧业生产中最

忙碌、最关键的接春羔开始后，迅速驱散了这里

的寒意。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苏木宝音塔拉嘎

查牧民全英，已经对杜寒杂交羊进行了三年的研

究。截至目前，全英家的 160只杜寒杂交羊母畜

已经产了400只羊羔。

春耕、接羔双管齐下，服务深入农田、草原。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完成农牧融合培训

70 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80 万份，遴选出 57 项

农牧业主推技术，组织各级农业技术人员下乡

7975人次。

北 繁 南 育 推 进 农 牧 结 合
本报记者 陈 力

乌鞘岭下的春播要来得晚一些。谷雨过后，

位于乌鞘岭脚下的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华藏寺

镇栗家庄村的春耕春播开始了。

“突突突”的农机声打破了乌鞘岭南麓清晨

的宁静。4月 20日一大早，村民马占元就和家人

到地里播种荚豌豆。“以前，人工种豆 5个人一天

种不了一亩地，现在用小型机械，3 个人一天能

种10亩地。”马占元说。

祁连山东端余脉乌鞘岭下的金强河川区，种

植高原夏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栗家庄村党支

部书记孙万祖告诉记者，485 户村民中有 370 户

都在种植大田蔬菜，这两天正是播种荷兰豆、长

寿豆的时间，蒜苗种植也逐步开始了。

“我们结合冬春农业科技培训，组织抽调县

乡技术干部，重点围绕高原夏菜、中药材、藜麦等

农作物标准化生产、高效农田节水、病虫害防控、

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等，开展贴近实际的

冬春农民技术培训。”天祝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股股长常子龙说。

此外，为确保全县春耕生产农资供应充足，

天祝县农业农村局及早组织农资部门，采取集中

调运和农户自筹相结合，以集中储运为主的形

式，加强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的调运储

备和农机具的检修工作，保证春耕生产需求。

近年来，甘肃天祝县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今年计划种植高原绿色有机蔬菜 10.5 万亩、

中药材 8万亩、藜麦 10万亩，袋栽食用菌 3000万

袋，畦栽30万平方米。

加强农资调运储备保春耕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耕 种 正 当 时 不 负 好 春 光

新疆焉耆盆地50万亩

辣椒播种全面启动

春日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哈

尔莫敦镇哈尔莫敦村农民在辣椒地里进行机械移

栽作业。

焉耆盆地是新疆辣椒产区重要基地之一，位

于新疆焉耆盆地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今年计划

种植辣椒53万亩。 确·胡热摄（中经视觉）

“宝莱特生产的医用器械不仅满

足了国内防疫需求，也让国产医疗器

械走出了国门，支援国际疫情防控。”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系统副总经理吴晓东说，宝莱特将

通过扩充产品线、优化渠道管理、引进

核心人才等策略，继续深耕海外市场。

在珠海，以宝莱特、科力通、格力

电器等为代表的企业在产品研发、渠

道开拓、管理优化等方面挖潜创新，保

持了外贸进出口优势。

今年一季度，珠海市外贸进出口

总值 788.8 亿元，同比增长 43.4%；其

中，出口 445.2 亿元，增长 47.6%；进口

343.6亿元，增长38.2%。

据了解，当前珠海外贸在贸易主

体、国际市场布局、贸易方式、产品结

构等方面持续优化，外贸质量和效益

逐步提升。

拱北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珠海

市外贸运行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季

度珠海市一般贸易进出口514.7亿元，

增长 63%，占同期珠海市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 65.2%，比去年同期提升 7.8 个

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195.7

亿元，增长 27.5%，占同期珠海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的24.8%。

同时，珠海的贸易伙伴日益多元

化。一季度东盟、欧盟、中国香港地

区、韩国为珠海市前四大贸易伙伴，分

别进出口 136.9 亿元、98 亿元、71.1 亿元和 69 亿元，分别增长

47.6%、50.6%、21.4%和 114.6%。此外，珠海市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44.5%、45.9%。

一季度珠海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374.5 亿元，增长 77.3%，占

比达 47.5%，超越外商投资企业成为珠海市第一大外贸经营主

体，显示民营企业活力进一步提升。

珠海市科力通电器有限公司是葡萄酒酒具生产服务领域

佼佼者。过去 20 年间，科力通累计开发超过 400 款定制产品，

拥有 100 多项国家专利和 5 项国际专利。公司董事长郑韶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2020 年公司开工生产的一款干电池开瓶器

生产线已满负荷连续运转 200 天，产出的 80 万件产品中有半

数远销海外。

“近段时间，我们公司的电动开瓶器和泳池清洁机等产品增

速十分明显。通过调整营销策略、加快产品研发、提升品牌形

象，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外贸订单议价的主动权。”郑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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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讯（记者常理）4 月 23

日，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开展 16 省（区、市）侵权

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据统

计，此次销毁商品包括侵权假冒伪劣

防疫物资、食品药品、服装鞋帽、建材

电器、烟酒、机械设备、日化用品、出

版物等逾 30 大类、200 多个品种，重

量近2000吨，货值达7亿余元。

在活动现场，各类侵权假冒伪劣

商品被叉车运送到销毁车间，进行统

一拆解、焚烧和无害化处理。各个环

节均符合节能环保相关规定。

“本次销毁行动充分彰显我国对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

打击侵权假冒商品的坚决态度，有力

震慑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全国打

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

长路政闽说。

下一步，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继续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6省份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近2000吨

4月 24日，重庆市巫山县，一艘艘船只航行在长江三峡巫峡

段。自 4月 20日 0时三峡枢纽工程北线船闸检修竣工恢复通航

后，长江航运呈现繁忙景象。 王忠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