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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26124.6亿元，同比增长 2.6%。其
中，出口9333.7亿元，增长9%；进口
16790.8 亿 元 ，下 降 0.6% ；逆 差
7457.1亿元，下降 10.5%。上半年，
我国服务业实现快速增长，拉动服
务贸易继续平稳增长。

服贸比重上升空间大

“上半年我们相关软件服务出
口总额增长近1倍。持续增加的研
发和市场投入，让中国数字化办公
解决方案在东南亚各国的知名度与
复购率不断提升。”金山办公首席执
行官葛珂介绍，金山办公WPS目前
海外月活用户已达8000万，印度及
东南亚新兴市场增长显著。这是我
国服务贸易持续向好的一个缩影。
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
总额的比重达到 15.1%，比去年全
年高出 0.5个百分点。背后动力在
哪？

看国际，全球已进入服务经济
时代，服贸比重上升，2005 年～
2017年，世界服贸占贸易总额的比
重从20.66%升至23.69%。

看国内，服贸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断积聚。服务业产业基础不断增
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
24.8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约为
55%，比2018年高出约3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加值 7.0%的同比增速依
然高于6.3%的GDP增速。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近年来国
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部署开展
服贸创新发展试点、营造服贸发展
良好环境、提升服贸便利化水平等
工作，有力推动服贸发展。”中国社
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高凌云说。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外贸结构

中服贸占比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发展潜力如何？“我国经济加速
向服务经济升级，服务业占比不断
提高，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增长，服
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及相关政策
效应显现，服贸比重上升空间大、前
景广阔。”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服
务经济研究部部长李爱民说。

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将延续

上半年服贸逆差同比下降
874.9亿元，出口继续快于进口，增
速高出进口 9.6个百分点。逆差收
窄，原因在哪？

除了运输、维护和维修服务等
传统服务出口贸易对增长贡献较大
外，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个
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行业的增速
都超过了平均水平，分别达到33%、
13.9%和 9.45%。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罗立彬分析，
知识密集型服务开始成为拉动服务
出口增长的重要因子，离岸服务外
包也继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近年
离岸服务外包占新兴服务出口的比
重一直在 70%左右，上半年其执行
金额达2424.7亿元，稳步增长。

上半年服务进口的下降主要是
因为旅行服务进口下降 393.89亿
元，幅度较大。近年来，旅行服务进
口增速放缓导致服务进口整体增速
变缓。2018年增速为6.4%，今年上
半年则同比下降4.36%。中国旅游
研究院预测未来五年出境游市场年
均复合增长率为5%左右。

未来，我国是否还能继续保持
服贸逆差收窄趋势？罗立彬认为，
一方面，随着我国旅行服务进口由

超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
成为常态，即使其他服务领域进口
仍会增长，但服务进口不会再保持
2016年之前的高速增长状态；另一
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服务外包将
发挥我国服务出口的比较优势，同
时国内服务市场有可能与服务外包
一起推动服贸出口增长。可以预
计，今后若干年我国服务出口增速
高于进口的情况不会变化。

“同时要强调，这只能说明服贸
逆差扩大的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
逆差一定会收窄，今年上半年逆差
绝对收窄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罗
立彬说。

知识密集型服务表现抢眼

“上半年，公司数字化业务比重
继续提升、对外贸易市场份额扩大，
业绩保持平稳，继续有质量地快速
增长。”IT解决方案服务商文思海
辉高级副总裁张东蔚说，技术创新
是做好服务贸易的核心动力，国内
相关企业应坚持向底层技术下沉，
实施全球化布局战略，更好地开拓
市场。

当前，我国越来越多企业在电
信、计算机、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

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取得漂亮
成绩。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
出口额达 8923.9亿元，增长 9.4%，
高于服务进出口整体增速 6.8个百
分点，占服贸总额比重达 34.2%。
为何能如此快速增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依
赖研发能力和科技实力。近年来我
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经费持
续增长，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高科技制造业迅速发展，从而使
相关行业出口快速增长、进口需求
旺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孝松说。

未来，这些领域的高增长趋势
是否能继续保持？还有哪些服贸行
业有机会“冒”出来？“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进出口仍将保持目前较
快的增长态势。随着金融、保险和
养老等行业对外开放程度提高，预
计这些领域的进口增速会加快。”高
凌云说。

罗立彬认为，研发、设计以及与
互联网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
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近年来增速
明显加快，未来有望成为推动服务
出口的重要力量。

（来源：人民网）

上半年总额超2.6万亿元,逆差下降10.5%

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向好
日前，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

保险业最新监管指标数据。数据
显示，2019年二季度末，我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281.58
万亿元，同比增长8.2%。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率 1.81%，银行业保
险业总体运行稳健。整个上半
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13万亿元，同比增长6.5%。

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
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
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
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35.63万亿
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
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0.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6%。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同
比增长为 16.9%，比各项贷款平
均增速高出 4.8个百分点。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2.24万亿元，
较上季末增加 781亿元；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率 1.81%，较上季末
增加 0.01个百分点。二季度末，

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21.29万
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
117.65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
3.63万亿元。

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银行
业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等重
要指标仍旧处于国际上的良好水
平，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
行流动性水平也保持稳健状态。
虽然有个别中小银行被托管，但
总体对银行业影响不大。

另外，二季度末保险公司总
资产 19.5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17万亿元，增长 6.4%。其中，
产险公司总资产 2.38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1.5%；人身险公司总资
产 15.82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8.3%；再保险公司总资产4090亿
元，较年初增长12.1%；保险资产
管理公司总资产 592亿元，较年
初增长6.2%。

（来源：证券日报）

商业银行上半年累计实现
净利润1.13万亿元

近日，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
大，为了应对汇率变化而导致的资
金成本上升，已有多家房企启动提
前赎回美元债券。中原地产研究
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几个月
美元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多家房地
产企业已提前赎回超过10亿美元
融资。

8月12日，中骏集团发布公告
称，中骏已完成赎回 2020年到期
的 3.5亿美元 10%优先票据，赎回
价相当于本金额的 102.5%加计至
赎回日止的应计及未付利息。

8月 11日，佳兆业宣布，公司
决定以103%兑价提前回购部分将
于 2019年 12月到期的优先票据。
据悉，该票据为利率为12%的3亿
美元优先票据，此次提前回购
1.613亿美元，占整体未到期 2019
年票据本金总额的 53.77%。这意
味着，佳兆业将支付 1.661亿美元
加按每1000美元本金可获得18美
元计算的应计利息。佳兆业相关
人士表示，提前赎回美元债是为了

改善债务结构并降低未来利息支
出。

8月 5日，旭辉控股发布公告
称，公司已提前赎回并注销 2.5亿
美元将于 2020 年到期、利率为
7.75%的优先票据，支付的赎回价
总额为2.58亿美元。

7月11日，龙光地产发布公告
称，将提前赎回将于2020年到期、
年息 7.70%的 2.6 亿美元优先票

据。此前，天誉置业公布，拟提前
赎回 3000 万美元 10%的计息债
券；融信中国表示，提前回购并注
销6495万美元将于2021年到期的
优先票据。

在房地产市场放缓的背景下，

房企近两年境外发债利率较高。
据华泰证券统计，今年 1至 7月内
地房地产企业发行的美元债合计
达588亿美元，而发行利率普遍超
过10%。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汇率变
动，以人民币兑付的美元债务再度
抬升了房企本已较高的融资成
本。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表示，对于已经大量融资的房地产
企业来说，汇率变化会增加房企的
资金成本，使本已紧张的房企资金
链更加“紧绷”，如果持续甚至有可
能出现违约。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
汇率波动对依赖美元债融资的企
业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由于
多数房企短期内美元债到期压力
不大，整体对房企的影响可控。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近日，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至 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24050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331.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3%。其中，7月当月实际使用外
资 548.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7%。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吸金
能力突出，前7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399.4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25.2%，增速居于榜首。同期，东
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4571.1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6.3%；中部地区
实际使用外资 360.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3.5%；自贸试验区实际
使用外资 754.7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4.6%，占比为14.2%。

从产业来看，制造业实际使用

外资 15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715.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3%。其
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
均保持较高增速。商务部外资司
负责人介绍，1至7月，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3.1%，占
比达 29.3%。高技术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5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19%。

另外，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
速不减。该负责人表示，在主要投
资来源地中，德国、韩国、日本、荷
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72.4%、
69.7%、12.6%和 14.3%；欧盟实际
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18.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
资金额同比增长 5%（含通过自由

港投资数据）。
“尽管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等复杂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从今
年前 7个月吸收外资的规模与增
速来看，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具有吸
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厦门大
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传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尤其是近几年在
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国已经
针对修减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
入、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提升外商
投资便利化等具体环节，推出了一
系列改革举措。

这些改革举措正在显示效
果，孙传旺认为，从数据可以看
出，无论是增速还是比重，高技
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的表现都是
相当突出的。这与上半年国内生

产总值中软件和信息产业的高速
增长趋势是非常一致的，表明外
资在参与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的投资热情十分高涨，
对于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清洁
生产等领域的巨大发展空间充满
了积极预期。

孙传旺还指出，从区域来
看，西部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外
资增速很快，表明西部地区的要
素价格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
创新优势已经为外商投资创造了
更多机遇。为优化区域发展格
局，政策有可能将在各地重点产
业发展领域方面发力，进一步促
进外商投资的空间布局。

（来源：人民网）

连日来，建设银行南通通州支行开展了暑期“金智惠民乡村振兴”学子
下乡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们走进农村的田间地头，深入农民身边、请教种
植能手、慰问贫困学子，向他们宣传建行的金融扶贫政策、普惠金融产品，
为村民们讲解反非法集资、防金融诈骗、反假币等金融知识，提高了他们的
金融安全意识。 朱键 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充分
发挥党建引路的作用，建设银行南通通州支行党委与区住建局党委举行党
建共建签约仪式，形成“资源共享、党建齐管、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基层
党建工作新格局。 朱键 摄

党建齐管 资源共享

金融知识进乡村 应对汇率变化 多房企提前赎回美元债

前7个月我国使用外资金额增长7.3%
西部地区吸金能力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