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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31.54

万亿元，这是 2019年中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总

量看，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

长3.4%。细看其构成，不难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外

贸稳得住量、提得了质，有

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

海关总署1月14日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年

度外贸“成绩单”。31.54万

亿 元 的 大 盘 子 中 ，出 口

17.23 万亿元，增长 5%；进

口 14.31 万 亿 元 ，增 长

1.6%；贸易顺差 2.92 万亿

元，扩大25.4%。

“从我们初步的分析

看，2019 年全年我国仍然

还是有望继续保持全球货

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

说，按照世贸组织（WTO）

最新的 2019 年前 10 个月

数据，我国出口在全球十

大贸易国中表现最好。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预

测，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

1.4%，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最低水平。WTO此

前也以贸易摩擦等原因为

由，数次下调2019年全球贸

易增长预期。中国外贸取得

这样的成绩，秘诀在哪儿？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

济研究院副院长庄芮认为，

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稳外

贸”举措及时、有力、有效，

激发了外贸经营主体的活

力。

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

到49.9万家，其中，民营企

业达到 40.6 万家，比上一

年增加8.7%。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

企 业 2019 年进出口达到

13.48万亿元，增长11.4%，占

我国外贸总值的42.7%，比

2018年提升3.1个百分点，

超过外商投资企业首次成为

我国最大外贸经营主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

为，面对市场波动，民营企

业相较而言有“更强的适

应性和调整力”。

邹志武在发布会上披

露，2019 年民营企业进出

口增幅排名前 4 位的省份

均处于中西部地区，分别是

西藏、湖南、广西和安徽。

着力激发外贸经营主

体活力的同时，我国外贸

“朋友圈”也出现微妙变

化。令人注意的是，在欧盟

之后，东盟成为我国第二

大贸易伙伴，2019 年我国

与东盟贸易额为4.43万亿

元，增长14.1%。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9.27

万亿元，增长 10.8%，高出

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

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民营企业在保持传统市

场优势的同时，对东盟、拉

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

分 别 增 长 25.6% 、11.4% 、

15.6%。31.54万亿元的贸易

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占

18.61 万亿元，增长 5.6%，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9%，

比 2018 年提升 1.2 个百分

点。 （刘红霞 覃星星）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达9.67亿

新华社消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

卢爱红1月14日说，2019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

稳。截至2019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分别达到9.67亿人、2.05亿人、2.55亿人。

卢爱红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9年第四季度新

闻发布会上说，我国积极推进社保降费率、调费基、稳定

征缴方式，实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实质

性下降。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5.82万亿元，总

支出5.41万亿元，年底基金累计结余6.85万亿元。

数据显示，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05亿人，开

通100多项持卡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积极推进

电子社保卡建设，目前电子社保卡全部地市开通，电

子社保卡的签发总量即将突破1亿。

据了解，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持续推进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实施并完善基金中央调剂制

度，加大调剂力度，对基金收支困难省份给予更多支持。

全面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进全国统筹。构建

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

此外，还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全面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持续推进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王优玲）

新华社消息 甘肃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

农业农村厅、兰州市政府1

月 14 日联合通报称，兰州

生物药厂布病疫苗生产许

可已被撤销，布鲁氏菌抗

体阳性事件相关问责追责

工作已启动。

据介绍，甘肃省市联

合调查组对涉事责任单位

兰州生物药厂启动了立案

查处工作，依法从严、快速

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

任。在关停兰州生物药厂

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车间

后，当地于 1 月 13 日撤销

了兰州生物药厂布病疫苗

生产许可，同时已报请农

业农村部尽快批复撤销兰

州生物药厂布病疫苗产品

批准文号。

经与兰州生物药厂上

级主管单位中牧集团沟通

确认，调查组已启动兰州

生物药厂所有疫苗车间搬

迁工作，在年内完成出城

入园，目前已协调其上级

主管部门启动问责追责工

作。

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

抗体阳性事件原因调查公

布后，甘肃省卫健委协调

组织国家、省市专家制定

完善了兰州生物药厂周边

群众检测治疗方案，在兰

州市区11家医疗机构开设

绿色服务通道和专门诊

室，设立24小时咨询热线，

开展免费、便捷的检测治

疗。

据通报，国家和甘肃

省疾控机构对兰州生物药

厂周边环境持续进行抽样

检测，未检出布鲁氏菌。

据介绍，当地将加快

调查处理进度，待查处结

束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兰州生物药厂周边群众，

今后仍可自行到就近定点

医疗机构进行免费布鲁氏

菌抗体检测治疗。

（梁 军）

兰州生物药厂布病疫苗生产许可被撤销

西宁路面塌陷事故续：
死亡人员上升为9人

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西宁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1

月14日晚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月13日傍晚

发生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的路面坍塌事故搜救工

作仍在进行，经继续核查，死亡人员由 6 人上升至 9

人，受伤人员由15人上升至17人。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介绍，事故发生后，西宁市

全力以赴开展搜救工作，密切监控周边建筑，科学制

定救援作业方案，动用应急救援车辆30余辆，应急救

援、公安等部门1000余人参与救援。截至目前，已找

到9名遇难群众遗体。

西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郭伟介绍，截至目

前，共救治伤员17名，均由青海省红十字医院统一救

治。其中，收住入院16名，门诊治疗1名。住院伤员中，

1名因腰椎骨折，需择期进行手术，其余15名伤员均

为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目前所有伤员均采取专

家、医生、护士三对一救治，青海省人民医院两名专家

对伤员进行了会诊，现病情平稳，均无生命危险。

同时，省、市卫生健康委安排青海省红十字医院、

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7名心理援助专家同步对伤员

及家属开展心理干预工作。

目前，救治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之中。 （王 浡）

新华社消息 她 是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也是我国第三套人民

币一元钱上的标志性人

物，她的名字叫梁军。

1 月 14 日 13 时许，梁

军在哈尔滨逝世，享年 90

岁。

1930 年，梁军出生于

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贫苦

家庭，17 岁在乡村师范学

校半耕半读。1948年，梁军

作为唯一一名女学员参加

了北安拖拉机手培训班，

结业后投身北大荒开发建

设。1949 年 10 月，梁军加

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 6

月，以她名字命名的新中

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

立。

梁军一生与农机事业

结缘。1990年，梁军从哈尔

滨市农机局总工程师岗位

上离休。她的事迹被写进

教科书，被拍成电影，她驾

驶拖拉机的英姿被印在了

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

币一元钱上。

她还是新中国第一批

全国劳动模范，曾四次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

并入选“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具影响

力的 60 名劳动模

范”。

从旧社会的

童养媳到新中国

第一位女拖拉机

手，从出生于边陲

小镇的普通女性到享誉全

国的劳动模范、人大代表，

梁军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

变迁与发展。 （杨思琪）

赏梅
1 月 14 日，游客在贵

州省荔波县万亩梅原赏花

观光。当日，2020 荔波第

十五届梅花季在贵州省

荔波县万亩梅原（因梅花

连 片 生 长 ，故 当 地 称 梅

原）开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众多游客齐聚荔波，共

赏梅花。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31.54万亿！中国外贸延续稳中提质态势

“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逝世 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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