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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海关总署8

日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 比去年同

期增长2.4%，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

外贸主体。

28.5万亿元的大盘子中，出口15.55

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贸易顺差2.6万亿

元，扩大34.9%。

11月当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2.86万

亿元，增长1.8%。其中，出口1.57万亿元，

增长1.3%；进口1.29万亿元，增长2.5%；

贸易顺差2742.1亿元，收窄4.1%。

数据显示，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

出口12.12万亿元，增长10.4%，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42.5%， 比去年同期提升3.1个

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其

中，出口8万亿元，增长12.4%，占出口总

值的51.4%；进口4.12万亿元，增长6.5%，

占进口总值的31.8%。

同期，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6.87万

亿元，增长4.8%，占外贸总值的59.2%，

比去年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

进出口7.24万亿元，下降5.4%，占25.4%，

下滑2.1个百分点；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

口3.29万亿元，增长7.4%，占11.5%。

从贸易伙伴看，前11个月，中欧贸易

总值4.4万亿元，增长7.7%，占外贸总值的

15.4%；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98万亿

元，增长12.7%，占外贸总值的14%；中美

贸易总值为3.4万亿元，下降11.1%，占外

贸总值的11.9%； 中日贸易总值为1.97万

亿元，下降0.5%，占外贸总值的6.9%。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

全国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

的29.3%，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

从货物类型看，前11个月，我国机

电产品出口9.09万亿元，增长4%，占出

口总值的58.4%。 同期，服装等7大类劳

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99万亿元，增

长5.7%，占出口总值的19.2%。 此外，钢

材出口5966万吨，减少6.5%；汽车111万

辆，增加5%。

我国今年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4%

民营企业成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伟宗）

日前， 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格力

电器公司致信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和全省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研究我市贯

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增强

创新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 落实中央

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 坚定不移推

进自主创新， 做大做强以制造业为主

体的实体经济， 实施好强核、 立柱、

强链、 优化布局、 品质、 培土工程，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

科技创新强市和先进制造业强市。

着力建设“一区三城十三节点” 重

大创新平台， 加快建设广深港澳科

技创新走廊，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 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围绕关键基础材料、 核心基础零部

件、 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

等突破关键核心共性技术， 培育一

批单打冠军、 隐形冠军。 着力提升

产业格局， 大力支持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 量子通信、 石墨烯等一批产

业重点示范项目， 持续打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全产业链， 推进 5G、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和传统特色产

业转型升级， 形成更有竞争力的制造

业产业体系。 着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

创新发展的环境， 增强服务企业实

效， 抓实抓细稳链补链强链控链工

作， 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发展。

广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强化自主创新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张硕辅主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通讯员 穗

体宣）

昨日上午，“奔跑中国”系列赛事，

国际田联、中国田协“双金”赛事———

2019广州马拉松赛起跑仪式在广州天

河体育中心举行。

中国田径协会主席段世杰、广东省

副省长覃伟中、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中

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广东省体育局局

长王禹平、广州市副市长王东以及国家

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国马拉

松大满贯组委会、澳门田径总会有关负

责人等出席起跑仪式。

7时30分，2019广州马拉松赛正式

开跑。 今年共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约

3万名选手参赛， 其中参加全程马拉松

赛的选手20000人， 参加半程马拉松松

赛的选手约10000人。 本届广马竞赛成

绩取得大幅度突破， 共有8人打破广马

赛会纪录，取得了国内马拉松史无前例

的创举！

（相关报道详见

A04～A05

）

八破赛会纪录！ 2019广州马拉松赛成功举办

据新华社电

昨日， 记者从正在杭

州举行的第二届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业

博览会·未来交通大会上获悉，我国高速

磁悬浮列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已具

备了启动高速试验线建设和后续产业落

地的基础。

在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会场

外，记者看到展示有设计时速600公里的

高速磁悬浮列车实车，从外观上看，其车

头比现有运行的高铁列车更修长， 座位

数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据了解，中

车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车研制项目于

2016年7月启动， 经过3年左右的技术攻

关， 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运控通信等核

心子系统研发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时速600公里！ 我国高速磁悬浮列车亮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黄曙路 王均龙）

12 月 6 日， 记者从广

东海事局和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主办，港

珠澳大桥管理局承办，港珠澳大桥海事

局协办的《港珠澳大桥广东水域通航安

全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宣贯活

动上了解到，《办法》将用于管理港珠澳

大桥广东水域的船舶航行、停泊、作业

以及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活动， 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办法》 规定对港珠澳大桥广东水

域实施分级管控，设置由远及近的两级

通航安全警戒线，其中一级警戒线位于

桥轴线两侧，距桥轴线 1000 米；二级警

戒线位于桥轴线两侧， 距桥轴线 5000

米。 除应急处置、执行公务，以及依法经

海事管理机构许可的水上水下活动外，

任何船舶不得进入一级警戒线内的桥

梁航道和隧道区以外水域。 如出现港珠

澳大桥所在区域升挂台风信号 3 号以

上风球或者风力达到 8 级以上，发现一

级警戒线内航道、航标等存在异常情况

妨碍船舶正常通过，船舶操纵能力受限

或者航行设备出现故障不能确保安全

通过，载运爆炸品，拖带总长度超过 200

米或者拖带总宽度超过 40 米的拖带船

队或者夜间拖带等情形时，禁止船舶进

入桥梁航道。 明确高速客船通过桥梁航

道时，航速不得超过 25 节，不得低于 5

节。 其他船舶通过隧道区时航速不得超

过 15 节， 通过桥梁航道时航速不得超

过 12 节，不得低于 5 节。

港珠澳大桥设有青州、江海、九洲

三座航道桥和一个隧道区，对应三座航

道桥设置青州、江海、九洲三条桥梁航

道。

《港珠澳大桥广东水域通航安全管理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港珠澳大桥广东水域实施分级管控

首次展示的磁悬浮列车试验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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