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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价扬出口升温 年底外贸如何收官

两个月密集热搜轰炸之下，第四季

脱口秀大会迎来收官。热搜常客杨笠，重

回天花板周奇墨，稳定输出呼兰，初代大

王庞博，脱口秀领导程璐，社恐缩影鸟

鸟，还有意外的暴力“丑学”CP何广智、

徐志胜，这一季仍然“遍地是大王”。

比起其他综艺，标榜从头再来的脱

口秀大会，无论新面孔还是老玩家，都

得在观众的笑声和嘘声中一遍遍接受

审视。

即便“广岛志恋”都圈了CP粉，但比

起去年的“雪国列车”“明普但信”，这一

季的笑点总感觉差了一把火，国民段子

总是少了点东西。

从小众到火爆，脱口秀走到今天不

容易。不好笑的王建国与张博洋早早退

场，杨笠被一次次热搜养成了招黑体质。

反倒是冲劲满满的新面孔，戳中意外的

笑点。

职场新人“跃跃欲试”，老人“集体划

水”。有人被吐槽江郎才尽，有人在口诛

笔伐中唯唯诺诺，有人重复着旧日的自

己，有人靠广告点燃全场，隔靴搔痒，浅

尝辄止。

生活中，人人都爱笑，但不是谁都懂

幽默。把生活掰开了揉碎了，或夸张或讽

刺地呈现在舞台上，是脱口秀的马甲。而

创作者借由脱口秀传达的思想和意见，

则成为其核心。

脱口秀套上马甲，瞅准时机，见缝插

针。都市生活千变万化，融合人生百态一

言难尽。社会将人原子化分割，现代人表

面岁月静好，又内心汹涌澎湃，渴望一吐

为快，渴望寻找共鸣。

然而，博君一笑也是技术活儿。难

堪的自嘲和贬损最容易，于是有了甲方

乙方相爱相杀，有了打工人对领导的不

满，有了社恐人对交际的无奈，有了外

貌焦虑和性别差异，用幽默消解残酷和

无奈。

喜剧人，最先用自己的生活击中更

多人的生活，用自己的真实敲开更多人

的真实。然而，再往前一步，戳破真相往

往意味着冒犯。

冒犯，易燃又易爆。侮辱型、针砭型

也好，自贬型、无为型也罢，海外的单口

喜剧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已经形成一

针见血的特有艺术风格。大胆冒犯，踩爆

争议，没有开不起的玩笑，没有接不住的

梗，毕竟，justajoke。

当起源于美国中下层肆无忌惮的风

格，撞进以温良恭谨让为传统的社会，矛

盾与冲突隐在笑声与掌声背后，往往一

触即发。

心态崩了，认真了，过分了……喜

剧市场的成长何尝不需要一场双向奔

赴。脱口秀大会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毕

竟，没有了那些冒犯的刺痛，脱口秀也

没了灵魂。

还好，在这短暂而漫长的时间熔炉

里，场子渐渐热了，话题慢慢多了。勇于

尝试的人也越来越多，市场氛围越来越

浓，更多人不怕被冒犯，更多的故事等着

爆梗。

什么是笑点，什么是雷点，什么又是

观点。就算边界在，尺度在，哪怕是一次

无差别攻击，也总该留下点什么。在笑声

中躺平，在笑声中反叛。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脱口秀，茶杯里的风暴
汤艺甜

去年北京慢行出行比例达近五年新高

摩托车增长率达71.8%

自2011年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实施以

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增长速度总体呈下

降的趋势。2020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657万辆，较2019年增加20.5万辆，机动车

增长率为3.2%。

“低速车、微型载货机动车和普通摩托车

成为全市私人机动车保有量增长的主因。”赵

浙汐介绍，低速车较2019年增加0.4万辆，增

长率为93.6%；微型载货机动车较2019年增

加0.1万辆，增长率为78%；普通摩托车较

2019年增加10.7万辆，增长率为71.8%。

除了小客车牌照申请时间较长，摩托车

的快速增长与疫情也息息相关。复工复产初

期，公众对于公共交通的使用意愿有所降低。

北京一名摩托车司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单

位在疫情初期要求员工不使用公共交通出

行，因此购买了一辆摩托车出行。出行范围基

本在五环外，限行影响不大。”

从全国数据来看，摩托车似乎也正“重回

顶流”。中国摩托车商会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摩托车新注册登记826万辆，比2019年

增加249万辆，增长43%。

北京电动车三年过渡期将于本月截止。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由于新规要求电动车

车速不得高于25km/h，不少对于车速有要求

的车主也正考虑以摩托车代替电动车出行。

绿色出行抢眼

虽然受疫情期间北京市延迟恢复机动车

尾号限行措施等因素影响，市民小汽车出行

比例有所提升，但总体来看，“绿色”仍然是

2020年北京交通表现的一大关键词。

基于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北京市大力

发展新能源车辆。截至2020年底，北京新能

源车保有量超41万辆，约占机动车总量的

6.2%，其中新能源客车保有量38万余辆，较

2019年增长26.6%；新能源货车保有量2万余

辆，较2019年增长11.1%。

此外，2020年市民出行方式仍以公共交

通、自行车、慢行等绿色出行方式为主，达到

73.1%。

“在绿色出行方面，我们的重点测算指

标为绿色出行比例。绿色出行主要包括市郊

铁路在内的轨道、公共汽（电）车、自行车和

步行4个部分。”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梁晓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2020年公共交通出行占比下

降，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较2019年减少1

个百分点，为73.1%。

但慢行出行比例达到了近五年新高，为

46.6%，较2019年的42.3%增加了4.3个百分

点。在回龙观与上地之间的自行车专用路，累

计通行量超过270万辆次。

慢行交通主要包括步行出行和自行车出

行，民众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及慢行环境

的逐步改善，使得自行车和步行出行占比有

所提升，自行车出行占比15.5%，较2019年增

加3.4个百分点；步行出行占比31.2%，较2019

年增加1个百分点。

近年来，北京大力推动慢行系统建设。今

年5月，《2021年北京市城市慢行系统品质提

升行动工作方案》印发实施，其中提到，北京

将继续加大慢行交通的顶层设计，鼓励和支

持市民更多采用“步行+自行车骑行”的出行

方式，提高绿色出行比例，增强城市魅力。

自行车路权受挤压是生活中常见的问

题。日前编制完成的《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

（2020年-2035年）》显示，北京将严格控制

和规范路内停车，减少机动车对慢行路权

的侵占。

“城市与交通二者之间紧密联系，同时相

互影响。从城市发展对交通的影响看，主要体

现在人口规模对城市交通出行总量的影响、

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对通勤时空分布的影

响、居民出行需求对道路交通运行的影响等；

从交通对城市发展的支撑看，一个城市的繁

荣离不开交通系统的支持，交通本质上就是

为了满足人的出行需求和货物的自由流通，

确保城市的正常运转。”梁晓红表示，通过梳

理城市发展的趋势，能反过来支撑未来交通

规划的编制、交通政策的制定以及城市交通

的优化改善，不断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

出行需求。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交通系统的支持。近期，《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

告》发布，系统呈现了2020年北京市交通整体发展及运行状况。10月13日上

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浙汐解读报告时介绍，去年北京中心城

区高峰时段道路交通指数为5.07，相较于2019年降低了7.48%，处于“轻度拥

堵”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北京私人小微型客车增长速度保持稳定，而普通摩托

车较2019年增加10.7万辆，增长率达71.8%。此外，绿色出行仍是一大亮点，其

中慢行出行比例更是达到了近五年新高。

国际市场需求利好出口

从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到，前三

季度我国出口增长动能较足。前三季度，我国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有所增

长，出口机电产品9.15万亿元，增长23%，高出

整体出口增速0.3个百分点，占出口总值的

58.8%。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手机、汽车分别增长12%、14.4%、107%。同

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9.5%；医药材及

药品增长108%。

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表现在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处于领先，也体现在国际市场份额有

所提升。根据最新数据测算，今年上半年，我

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

约为13.2%、14.5%、12%，同比分别提升了0.8

个、0.9个和0.8个百分点。我国继续保持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中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王军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一方

面可能与越南等国停摆，以及全球供应链紊

乱，凸显中国供应的韧性与可靠性有关；另一

方面，全球能源危机及通胀抬头，叠加圣诞假

期的需求拉动，再次支撑了中国的出口。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

李魁文解释称，当前支撑我国外贸增长的因

素主要是国内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为外贸持

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全球经济和贸

易有所回暖，国际市场需求增加也利好我国

出口。

从国内经济的基础来看，今年前8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

较快增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稳健为外贸增长

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从全球经济和贸易来看，近期，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9%，

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

长10.8%。前三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非洲

出口增速均超过20%，对拉丁美洲出口增速

超过了40%。

大宗商品价格推高进口值

进口方面，前三季度我国进口规模创历

史同期新高。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进

口12.78万亿元，增长22.6%，与2019年同期相

比增长22%。“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创造全

球总需求作出了贡献。”李魁文说。

从品类来看，部分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我国合计进口消费品1.29万亿元，

增长14.7%，占进口总值的10.1%。其中进口乘

用车2650.4亿元，增长31.5%，首饰、手表、箱

包分别增长63.5%、42.1%和55.8%。

浙商李超宏观团队指出，2021年以来，

随着海外供给的修复，“外供不畅”逐步不再

成为“我国内需与进口之间稳定联动关系”

的扰动变量，内需对我国进口的解释力度不

断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宗商品进口呈现

出量减价扬的特点。进口量方面，海关监管进

出口货运量37.4亿吨，增长3%，其中进口24.3

亿吨，减少0.5%。

价格方面，我国进口铁矿砂8.42亿吨，减

少3%，均价每吨1159.8元，上涨67.5%；原油

3.87亿吨，减少6.8%，均价每吨3082.5元，上涨

32.8%；天然气8985.2万吨，增长22.2%，均价

每吨2491.9元，上涨5.1%；大豆7397.3万吨，减

少0.7%，均价每吨3509.8元，上涨29.4%；铜

401.9万吨，减少19.5%，均价每吨6.04万元，上

涨37.9%。

李魁文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全球

经济和贸易需求从疫情中恢复性增长、全球

流动性量化宽松、部分发达经济体采取财政

金融强刺激政策，以及投机炒作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影响，一些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呈

现快速上涨态势。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为推高进

口值的重要因素。”李魁文说。据介绍，截至

10月中旬，反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

路透CRB指数相比去年底累计上涨超过

40%，相比去年的最低点涨幅超过130%。今

年前三季度，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

响，我国进口价格同比上涨了11.3%，其中，

铁矿砂、原油、铜等商品进口均价的涨幅均

超过30%。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量减价

扬符合市场规律，价格上涨有合理的因素，也

有不合理的因素，既有周期性规律，也有故意

炒作的成分。对此，我们要提升定价话语权，

增加需求弹性，调整产业结构”。

全年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从季度看，今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

进出口总值分别为8.51万亿元、9.59万亿元、

10.23万亿元，进出口规模是逐季提升的。这

部分得益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贸稳增

长的政策措施，例如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

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等。此外，海关总署也以一

系列举措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外贸企

业纾困解难，促进外贸量稳质升。

不过，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速却呈现逐季

回落态势，同比增速分别为29.7%、25.2%

和15.2%。从月度看也同样，9月当月进出

口同比增长15.4%，增速较8月回落了3.5个

百分点。

白明对此表示，“增速放缓与去年的基数

有关，去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形势受到疫情

冲击，二季度有所回升但回升的幅度不大，三

季度就基本恢复了。基数抬升了，那么增长率

就容易下降”。他认为，整体来看，未来外贸形

势具有不确定性，也面临新的挑战，四季度的

压力甚至比三季度还会大。

对于下一阶段外贸走势，李超团队认

为，“当前看，发达经济体供需双旺对我国出

口的拉动强于扰动，导致阶段性出口筑高，

后续发展中经济体供给修复和发达经济体

耐用品消费景气走弱，决定了我国出口逐步

下行”。

“未来几个月外贸数据仍难以预测和判

断，取决于疫情对于供应链的打击、能源危机

和通胀的走势，以及美联储Taper（减码QE）

的节奏。”王军表示。

李魁文也分析称，考虑到2020年外贸高

基数的影响，今年四季度进出口增速可能有

所回落，但我国外贸总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

变，全年仍然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外贸量稳质升

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

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

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李魁文说，海关将坚持

统筹推进口岸疫情防控和促进外贸稳增长，

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今年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外贸进出口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在10月13日国新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韧性较足、稳中提质，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28.3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7%。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22.7%；进口12.78万亿

元，增长22.6%。在出口增长动能较足、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的同时，我国也面临部分大宗商品

进口量减价扬等问题。在2020年外贸高基数影响下，今年四季度进出口形势迎考，全年成绩能否交

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2021年前三季度

我国进口主要特点

进口首饰、手表、箱包

分别增长63.5%42.1%55.8%

部分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

增长22%

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进口12.78万亿元
增长22.6%

与2019年同期相比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

3.62万亿元 隍24.5%

自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均保持较高增速

东盟 欧盟 美国

1.84 1.5 0.85

我国自主要贸易伙伴进口情况（万亿元）

隍22.7% 隍18.4% 隍32.6%
我国合计进口消费品

1.29万亿元
增长14.7%

占进口总值的10.1%

进口乘用车

2650.4亿元

增长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