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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3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
和服务贸易收入17203亿元，支出16594亿元，顺差609亿元。

其中，货物贸易收入 15424 亿元，支出 14256 亿元，顺差
1168亿元；服务贸易收入1778亿元，支出2338亿元，逆差559
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1年3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
和服务贸易收入2644亿美元，支出2550亿美元，顺差94亿美
元。其中，货物贸易收入2371亿美元，支出2191亿美元，顺差
180亿美元；服务贸易收入273亿美元，支出359亿美元，逆差
86亿美元。

3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
贸易顺差609亿元

第30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开幕
5月5日，参观者在展会获奖自行车展台驻足观看。当

日，为期4天的第30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本届展会由中国自行车协会主办，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展
位数达 6000 个。中国自行车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
来，我国自行车行业出口订单明显增长。目前，重点企业的全
年生产计划已排满，有些企业已接到下一年出口订单，行业出
口后劲很足。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扩大开放，搭建联通
“双循环”的桥梁

5 月的椰岛，碧海蓝天。刚刚经历
“五一”的热闹人潮，又将迎来一场经贸
盛会——

海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型手
表计时器上的倒计时数字提醒着人们：
首届消博会即将启幕。

这场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盛
宴，吸引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外
共超2500个品牌。会展中心内，椰风海
韵的海南元素与国际尖货交相辉映、相
得益彰。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这场全球性盛会缘何此时举办？
为何落子海南？

这是中国一如既往扩大开放的庄重
承诺——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
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公布，明确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
位，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办好进
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及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被分别写入“十
四五”规划纲要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进博会到消博会，尽管受疫情影
响，却克服一切困难、不远万里来中国的
故事，正频频上演。这些故事背后，是中

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是外资企业
看好中国的强大信心。

这是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
体——

把最好的产品带到海南来——这几
乎是所有参展企业的想法，也凸显出中
国消费升级的势头和潜力。

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人
均GDP突破1万美元、预计未来10年累
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这样的大市场，有谁愿意错过？

“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
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
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
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
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
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深刻阐明中国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真谛。

“消博会可实现全球买家、卖家的直
接交易，引进国外优质消费品，弥补国内
高端供给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载
体；联通两个市场，推动商品、服务和要
素顺畅流动，也是促进双循环的载体。”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这样阐释。

共享机遇，夯实深耕中国
市场根基

消博会有多火？
全球展商云集：来自69个国家和地

区的650多家企业参展，国外参展品牌超
1300个，国内品牌超1200个，从服饰箱包
到美妆精品，从珠宝钻石到游艇汽车，将
有上百款消费精品首发首秀。

消费者热情高涨：就在“五一”假期

期间，消博会社会公众开放日初定5万张
门票分三批迅速售罄。预计展会期间各
类观众将超20万人次。

消博会何以有如此大吸引力？
“消博会的号召力展现了海南自贸

港开放政策落地、营商环境优化的成
效。依托消博会开发海南旅游零售市
场，将进一步释放中国消费潜力。”欧莱
雅集团已连续三年参展进博会，该集团
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如
是回答。

但消博会更深层的魅力，来自海南
自贸港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支撑。

“自贸港特殊的免税政策基础，搭建
起国际消费精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
可有效降低国际参展商品的运输成本。”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局长韩圣健说。

众商云集的背后，更是参与和融入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烈期盼。

作为最早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合作的跨国医疗健康企业之
一，强生在过去两年多来完成了多项“行
业第一”、创造了多个“全国首例”。“我们
在海南看到更大发展机遇，强生将不断
增加对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持续把中
国作为创新增长点。”强生消费品中国区
总裁汪轶说。

合作共赢，携手共创更
美好未来

既助力国外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又
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合
作共赢，是消博会的生动注脚。

这是共谋发展、共享红利的大国
担当。

瑞士是首届消博会的主宾国。位于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的瑞士国家馆

包括“互动区”和“展商区”，汇集约40家
瑞士奢侈品和消费品领域的知名企业和
高端品牌，参展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

瑞士驻华大使罗志谊表示，消博会
的举行将是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海南自
贸港建设又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融入
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在加快。对瑞士而
言，这也将是一次展现“瑞士制造”的绝
佳机会。

在全球经济的阴沉时刻，中国搭建
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为世界带来暖色
与生机。

外商投资法落地实施，自贸试验区
再度“扩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一再“瘦
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尽早生效实施……在全球跨国
投资几近“腰斩”的2020年，中国一举跃
升为全球第一大外资流入国，成为复苏
乏力经济中的一抹亮色。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更多人
美好生活的选择。

消博会上，除国外精品的首发首秀，
云南、福建、西藏、山东、广东等省、自治
区、直辖市也将举办本地精品和国货发
布活动。

“消博会既为各国消费精品进入中
国市场提供展示交易机会，也为中国各
地和各国消费精品销往国际市场创造商
机，有助于推动消费市场供给侧改革，进
一步增加优质供给，促进国内消费转型
升级。”海南省常务副省长沈丹阳说。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顺应世界各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宛若一只振翅
欲飞的海鸥，迎接八方宾客，演绎中国
与世界的精彩故事，携手前行，共创未
来…… （据新华社海口5月5日电）

东方机遇 共创未来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前夕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晖余 罗 江 温 馨
“久久不见久

久见”。又见海南，又一
中国主场的国际经贸盛会。

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海南
海口盛装绽放，迎八方宾朋，览全
球万物。

从广交会到服贸会，从进博会到
消博会，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彰显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

从“汇全球”“买全球”，到足不
出户“逛全球”“卖全球”，向更美
好生活出发，南海之滨奏响开
放合作的乐章，中国与世界携
手共创新未来，也为疫情
背景下复苏任务十分艰

巨的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力。

观 察

①① 5月1日，工人在位于海口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消博会展台施工。 ②② 5月3日拍摄的海口市区景色。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夜色下的首届消博会举办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①① ②②

“五一”小长假，中国人乐享假
日。在有效防控新冠疫情的基础
上，出行、购物数据亮点满满，是中
国经济活力和韧性的最鲜活体现，
也为提振世界经济、助力全球复苏
发出明确信号。

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迅速有
效控制疫情、推动疫苗接种等因素
是中国人安心出行的底气，与全球
许多仍在努力控制疫情、尚未开放
大规模国内旅行的国家对比鲜
明。彭博社则表示，“五一”假期的
中国，从国内机票到主题公园门
票，处处都“一票难求”，显示中国
经济正从疫情中加速恢复。

繁荣的国内消费让国际商家
着力寻找开拓中国市场的新途
径。疫情冲击国际旅行，中国游客

“海外行”的步伐不得不按下暂停
键，以中国游客为目标群体的线下
零售业务中断。为此，不少商家开
始发力线上业务，追逐中国消费新
红利。

澳卖客是一家澳大利亚上市公

司，主营当地特色产品。为了顺应
眼下的特殊情况，澳卖客开始重点
发展电子商务模式，在社交媒体上
通过“网红”带货。这家企业认为，
中国社交电子商务市场拥有巨大增
长潜力，特别是由买家发布的产品
体验内容正成为提高用户参与和获
得新客群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越来越多的线上需求正改变
着国际商家与中国做生意的模
式。新西兰贸易部长达明·奥康纳
此前表示，新西兰商界正加大在中

国市场的推广和投入，特别是在疫
情导致的不利情况下，新西兰企业
正利用电商平台，开发手机应用和
小程序等创新手段，努力保持与中
国市场和消费者的粘性。

中国即将在海南海口举办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泰国
暹罗智库主席、泰国正大管理学院
副校长洪风表示，消博会为国外高
质量消费品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发
展红利提供了重要渠道。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国际商家追逐中国消费新红利
新华社记者

期 待

■ 瑞士阿彭策尔啤酒生产商奥雷勒·迈耶：

参加此次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希望对中国市
场和中国客户有更多了解。当然，也希望让他们品尝
我们的产品，给产品提出意见，看看哪些产品符合中国
消费者口味。

■ 世界知名帆船和双体船生产商德国汉斯游艇
集团首席执行官延斯·格哈特：

该企业生产的四艘游艇将亮相消博会，其中不乏
新款游艇“中国首发”。汉斯游艇近年来在中国市场销
量逐年递增，非常重视中国市场未来发展。

■ 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尼古拉·
耶罗尼米斯（中文名：叶鸿慕）：

举办消博会是释放中国市场潜力的
开创举措。中国对世界越来越开放，让
中国消费者有机会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
和服务，也给外国企业带来机遇。

■ 英国萨里大学商学院教授熊榆：
许多经营国际业务的企业都从中国

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受益，一些英国品牌因
为中国市场的经营业绩才摆脱破产命运。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首届消博会
更好释放中国市场潜力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4日承诺彻底调查首都
墨西哥城轨道交通高架桥坍塌事件并惩处责任人。“将彻底调
查（这一事件）……找到真相，”洛佩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任
何责任人都难辞其咎。”

洛佩斯敦促相关部门迅速完成调查，不得向公众隐瞒信
息。墨西哥政府同一天宣布，自当天起，全国哀悼三天。

墨西哥城东南部一段轨道交通高架桥3日晚坍塌，造成
至少25人死亡、7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搜救人员仍
在搜寻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

这是墨西哥城迄今最严重的一起轨道交通事故，令民众
担忧墨西哥城轨道交通安全。

事发地附近的4名居民告诉路透社，这起事故发生前，列
车经过时可以明显看到高架桥下面的支撑结构摇晃。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说，从桥梁的损坏情况
看，桥可能存在“结构缺陷”。 安晓萌（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发生高架轨道桥坍塌事件
已致25死逾70人受伤 总统承诺彻查

这是5月4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拍摄的桥梁坍塌现
场。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4 日电 美国总统拜登 4 日在白宫表
示，他希望在6月访问欧洲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美方正在为此做准备。

拜登将于6月11日至13日出席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峰会，随后将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这将是
他今年1月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

拜登表示：

希望在6月访欧期间
与普京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 （记者许缘、高攀）美国财政
部长耶伦4日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加息以抑制大规模经济刺
激举措可能导致的经济过热。但她当天晚些时候澄清，该言
论并非建议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

制定美国利率政策是美联储的职责，而美联储决策独立
于联邦政府。耶伦2014年至2018年曾担任美联储主席，但作
为财长无权干预美联储决策，上述表态因而招致一些批评。
对此，耶伦当晚出席另一场活动时澄清，她尊重美联储的独立
性，先前言论并非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测或建议。

耶伦有关加息的表态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令美国金
融市场承压。当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低开，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盘中最大跌幅接近3%。因市场避险需求回升，美元
汇率4日全面走强，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9%，收于91.30。

美财长加息言论
加剧金融市场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