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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  深化改革开放 

奋力开创商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在 2018 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钟 山 

（2018 年 12 月 22 日） 

 

同志们： 

这次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总结

2018 年商务工作，分析形势，部署 2019 年工作。 

下面，我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一、2018 年商务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

美经贸摩擦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商务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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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

大攻坚战有关工作，团结一心、迎难而上，打了不少

硬仗，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从全年情况看，商务运

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建设经贸强

国、实施六项主要任务、推进八大行动计划迈出坚实

一步，实现了商务领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良

好开局，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消费对经济贡献加大。前 11 个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 3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1%。前三季度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8%。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占居民消费比重首次超过 50%。消费规模进

一步扩大，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 

——对外贸易创历史新高。前 11 个月外贸总额

27.9 万亿元，增长 11.1%。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品出口稳步增长。民营企业出口占比 47.9%，提

高 1.2 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65%。前 10

个月服务贸易增长 11.1%。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更

加巩固，贸易强国进程加快。 

——利用外资稳中有升。前 11 个月实际利用外资

1212.6 亿美元，增长 1.1%。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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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0.2%，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 33.4%。来自

德国、日本、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外资分别增长

86.7%、23.7%、6.6%。外资行业结构和来源地分布

更趋合理，保持全球利用外资大国地位。 

——对外投资合作效益提高。前 11 个月对外直接

投资 1140 亿美元，增长 2.5%，更多投资流向实体行

业。对外承包工程大项目增多，带动出口、就业、标

准走出去和产能合作的作用更加明显，有力促进了东

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超 100 万

人。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位居世界前列，在全球配置资

源的能力增强。 

——多双边合作持续推进。结束与毛里求斯自贸

协定谈判，签署与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推出“八大行动”和 600 亿美

元支持的新举措。在多边机制中提出了更多中国方

案、中国倡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逐步增强。 

——商务扶贫成效显著。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新增 238 个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率达 88.6%。前三

季度，纳入综合示范的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

1101 亿元，增速高出全国 31.5 个百分点。产销对接活

动在贫困地区采购农产品 72 亿元。家政扶贫带动就

业超过 10 万人，对外劳务扶贫在外人员 3.5 万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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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广交会为贫困地区企业减免展位费，累计成交约 60

亿元。商务扶贫深入推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

积极贡献。 

过去一年，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

谋划，增进与各地各部门的协作联动，全力落实党中

央交办的三项重大任务，合力推进“一个奋斗目标、

六项主要任务、八大行动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三项重大任务方面： 

一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动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在举办首届进博会过程

中，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不是一般性

的会展”和“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的重要指示，把办

好进博会作为全年工作重中之重，全力以赴筹办。成

为了今年参与国别最广、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

共有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与会部级以

上外方嘉宾超过 400 位。办成了国际一流展会。220

多家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300 多项新产

品和新技术首次发布，成交额达 578 亿美元。打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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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高水平论坛。4500 多名政商学研各界嘉宾在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对话交流，发出了“虹桥声音”。进

博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实践，促进了国际贸易平衡，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树

立了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里程碑，在国际国内都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略） 

三是推进自贸试验区工作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

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着

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海南全岛自贸试验区建

设。制定出台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全

岛试点的整体优势，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探索建设自

由贸易港。加快研究分步骤、分阶段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进程。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制定出台

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和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形成

新一批 30 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有关地

方大胆试、大胆闯，在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八大行动计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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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有力推进。扩大城市消

费。启动首批步行街建设试点，确定 11 个省市 11 条

重点步行街改造提升，把步行街打造成为城市消费的

名片、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和对外开放的窗口。研究制

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指导意见。创建了 72

家绿色商场和 40 家绿色餐饮示范企业。促进城乡消

费。建成 200 个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选取 20 个

城市和 30 家企业开展城乡高效配送试点。研究制定

建设特色商贸小镇方案。推动 25 个省份取消二手车

限迁政策，前 10 个月全国二手车交易量增长 13%。

改善消费环境。在 55 个城市、266 家企业开展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试点。出台《电子商务法》。肉菜、中药

材信息化追溯网络覆盖 3.2 万余家企业、52.4 万商户。 

二是“贸易强国行动计划”进程加快。推进“五个

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

经营主体、贸易方式进一步优化。新设 22 个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和 6 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完善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政策。加快“三项建设”。建设好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服务网

络。新设 255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出台支持基地建

设的指导意见。将境外品牌展增加到 30 个。创新出

口信保承保模式，支持我国企业 4300 多个境外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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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建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出台扩大进口促进外

贸平衡发展的意见。新增 8 个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地区。

推动 4 次自主下调关税，关税总水平由 9.8%降至

7.5%。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复制推广 29 条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经验，新增北京、雄安新区两个试

点地区，设立 13 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完善重点企

业统计监测制度。 

三是“外资促进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推动放宽市

场准入。全国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减至 48 条，自贸

试验区清单减至 45 条。完善自由化便利化外资政策

体系。报请国务院出台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在全国实施外资企业设立商

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建立全国外资企业投

诉机构联系机制。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

中，我国排名由第 78 位升至第 46 位。促进国家级经

开区创新提升。开展一区多园、区中园等市场化改革

试点。推动在部分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国际合作园区。

复制推广苏州工业园区“多规合一”管理平台等创新

经验。组织东部经开区对口帮扶边合区、跨合区。 

四是“对外投资创新行动计划”稳步实施。引导对

外投资方向。出台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

法，研究制定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方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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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序开展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领域合作。推

动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研究制订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

案（核准）管理办法，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实质进

展。完善管理服务方式。制订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

指引。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已接入 1200

多个重点项目，指导地方和中央企业建成 51 个分平

台，提升了联络服务、风险处置等功能。 

五是“援外综合效应提升行动计划”积极实施。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和高访成

果。成功举办了习近平主席出席老挝、塞内加尔、巴

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援助项目交接仪式。做好援外项目

执行。全年组织实施各类援助项目 2000 多个。鼓励

地方参与实施民生援助项目。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力度，为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培训 5 万多名各类

人才。我国对外援助的民生项目、技术援助等，给当

地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发挥了良好社会效

益。 

六是“„一带一路‟合作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落实

高峰论坛有关举措。认真抓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经贸合作成果的落实工作。积极开展第二

届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完善经贸合作协调机制。成立

商务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协调领导小组，出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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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意见。强化贸易投资促进。做

优做精境外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发挥示范效应。发展

“丝路电商”，与 9 国新签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与多

个国家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投资合作工作组，与 7

个国家建立服务贸易合作机制。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开展 6 个能力建设项目。 

七是“多边区域经贸合作行动计划”务实开展。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在

APEC 和 G20 等平台发出中国声音，就支持多边贸易

体制形成更多共识。建立中欧世贸组织改革联合工作

组。发表首个《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加快

自贸区建设。启动与巴拿马、巴勒斯坦自贸协定谈判、

与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

合作协定，与港澳分别签署 CEPA 货物贸易协议，推

动 RCEP 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阿根廷

举办 G20 贸易部长会议，引导峰会达成重要共识。推

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就贸易便利化发表元首联合声

明。推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达成 10 余

项务实经贸成果。做好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工作。 

八是“商务扶贫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切实完善商

务扶贫工作机制。制定商务部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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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构建商务扶贫新格局。着力推进有商务特色的扶

贫举措。深化电商扶贫，开展产销对接活动，拓宽贫

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进“百城万村”家政扶贫，

组织 109 个城市的 247 个家政企业与国家级贫困县对

接。开展对外劳务扶贫，确定 97 家企业开展对外劳

务扶贫试点。落实产业扶贫，三届广交会共为贫困地

区企业免费提供 2813 个展位。实施边贸扶贫，研究

支持边贸发展的意见。 

一年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积极配合中央巡视，强化巡

视整改成果运用。我们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服务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加强双

边经贸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我们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开展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活动，积极参与表彰活动、理论研

讨、大型展览等工作，讲好商务领域改革开放故事。 

总的来看，2018 年商务工作成绩显著。经贸规模

有新发展、质量效益有新提高、开放举措有新突破，

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朝着建设经贸强国的

奋斗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一个奋斗目标、六项主

要任务、八大行动计划”实现良好开局，为新时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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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打好三大攻

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成绩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这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坚强领导的结果。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

成功实践的结果。这是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密切配

合的结果，也是全国商务系统干部职工共同努力的结

果。在此，我代表商务部，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也要看到，商务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内贸流通

体制改革需要加快，外贸竞争新优势需要进一步培

育，利用外资的环境需要继续改善，对外投资合作的

风险需要加大研判和应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需要提高。对这些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 

二、准确把握商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略）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好 2019 年商务工作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关键之年，做好商务工作意义重大。 

2019 年商务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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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

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

功夫，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落实“大商务”

要求，持续推进商务改革发展“八大行动计划”，加快

经贸强国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略） 

同志们，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成 2019 年商务工作任务，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商

务工作的全面领导。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续强化中央巡视成

果运用，坚决按期保质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巡视整

改成效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防范廉洁风险，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要全面提升工作本领，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工

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继续落实“大商务”要求，加

强横向协作、纵向联动，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

性，形成商务工作合力。要推进商务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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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迈上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商务工

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推动商务事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经贸强国，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