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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广交会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在线

上举办了“国际贸易新趋势，区域合作新

机遇”高峰论坛，来自政府部门、商会组

织、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相关人士聚首“云

端”，共同探讨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国际贸

易新形势、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实施成效和发展愿景，助力

企业把握 RCEP 新机遇、拓展 RCEP 大

市场，助力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广交会将充分发挥贸易纽带作用，

让中外企业更好把握全球贸易发展和区

域合作的新趋势、新机遇，在广交会平台

上携手互利共赢、共绘美好蓝图。”广交

会副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

文仲亮发表了视频致辞。他指出，当前

世界经贸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

素持续增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激

发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力，提升区域产业

和价值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助推

世界经济复苏。RCEP成员国既是广交

会重要的企业来源地，也是广交会服务

的主要贸易市场。本届广交会秉持“广

交世界、互利天下”理念，着力扩大参展

范围、优化平台功能、丰富贸促活动、延

长服务时间，与跨境电商联动互促，为包

括RCEP区域在内的全球企业提供“足

不出户、买卖全球”的全天候便利。

“RCEP 生效实施的政策红利为公

司带来实实在在的外贸业绩，让我们对

未来发展信心也倍增！”广州轻工集团纺

织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今年 1
月-9月，公司对对RCEP地区出口同比

增加 23.8%。本届广交会，公司将加强

对RCEP国家的产品展示，包括调整适

合RCEP市场的直播时间，以线上接触

为起点，强化合作意向，深挖合作点，促

进订单落地。

从 2012年至今，广州市科叶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的降温设备已连续 10 年服

务广交会展馆，为广交会绿色办展作出

贡献。如今，集节能环保冷风机研、产、

销一体化的科叶公司年销售量超 10 万

台，产品主要出口苏丹、西欧、南美洲、中

东、非洲、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RCEP生效后，相关市场快速成长，

公司抓住机遇在新兴市场的蒸发式冷风

机行业打开知名度。本届广交会上，开

拓RCEP市场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说。

为助力外贸企业抢抓RCEP 机遇，

广州交易团发动参展企业积极参加本届

广交会RCEP对接会。此外，广州还组

织实施了“234+N”RCEP多维度服务举

措：举办 2场线上线下融合的主题政策

宣讲会，举行3场成员国线上品牌展会，

用好包括广交会在内的四大类进出口集

聚平台，举办多场成员国系列经贸合作

推介会。

普通蟹价格跌幅近30%
新快报记者在广州市场上了解到，

不同大闸蟹价格差异很大，在市场上大

闸蟹有被散装售卖和精挑售卖两种形

式。在番禺区沙头市场，记者看到，被

精挑的大闸蟹价格区间大致为 13元-
18元/只，重量区间大致为 2-4两。散

装出售多为特价大闸蟹，价格为 30元/
斤左右，记者观察 1 斤的个数，估计价

格大致为10元/只。

多名商户向记者表示，大闸蟹的

价格高峰在中秋节期间，之后价格不

断下滑。一名商家拿着一只 13 元的 2
两大闸蟹告诉记者，中秋节期间，这

样的 2 两蟹价格为 18 元-20 元，目前

价格下降幅度近 30%。而散装普通蟹

的价格跌幅更大，部分蟹体型小且整

体品质较差的，价格较中秋前后已跌

近半。

值得注意的是，精品蟹降价不明

显。在番禺区清河市场记者注意到，太

湖大闸蟹价格依旧很高，最贵的 4.5两

太湖大闸蟹售价为 58 元/只左右。一

名商家向记者表示，与国庆节前相比，

这里价格跌幅约为 3 元左右。而一名

在广州长期经销阳澄湖大闸蟹的商家

向记者表示他们那里 2 两蟹价格约为

30元左右，且价格长期未变。

在整体销量上，多数商家表示，受

疫情影响销量并不太好，“销量比去年

低一半左右，与国庆节前相比差不太

多。”一名商户向记者表示。

价格或继续下跌
今年中秋期间，螃蟹价格曾大幅

度攀升，如今又大幅回落，犹如坐了一

趟过山车。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与

今年持续高温和螃蟹供给周期错位有

关。有江苏的大闸蟹经销商户告诉新

快报记者，受高温影响，螃蟹今年生长

慢于往年，中秋期间正赶上螃蟹五壳

（即最后一次脱壳，重量向 4 两跃进），

蟹蜕壳期间非常脆弱，会找隐蔽处躲

藏起来。平常一条蟹笼能捕获五十斤

蟹，中秋期间却只能捕获二十斤左

右。供给下降，使得大闸蟹价格大

涨。据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当时

推算，大规格蟹、中规格蟹价格在 9 月

底有 15%以上涨幅，达到近 10 年来的

最高点。

“涨价后有蟹农受高价驱使急于出

售，后期天气降温后，大闸蟹供货量随

之赶上，两厢叠加使得市场货足而价格

跳水。”前述商户分析称，“精品蟹和普

通蟹是两种不同的养殖逻辑，以阳澄湖

大闸蟹为代表的精品蟹价格波动较小，

但随着疫情的变化，普通蟹的养殖蟹农

和中间商现在对价格走势都不太乐

观。有商户担心影响销售进程，价格还

有继续下跌的可能。”

“双11”旺季
快递业涨价“只刮风，不下雨”
快递企业打“服务牌”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临近旺

季，快递业又传来涨价消息。对此，有从

业人员表示，“只刮风，不下雨。”近日，圆

通公开表示，快递服务企业将对价格进

行阶段性的动态调整，但整体将保持相

对稳定态势。有分析认为，今年上半年

价格策略稳健、企业产能充足或是价格

不进行大幅调整的影响因素。今年以

来，快递行业单价稳中有升，各快递企业

近日纷纷打起服务牌。

近日，数名电商商家向记者表示，没

有收到合作快递企业的涨价通知。广州

越秀区中通某网点经理对新快报记者

说：“只刮风，不下雨。”目前没有今年“双

11”旺季涨价调整措施。从往年的情况

来看，该旺季前如果涨价，一般是针对淘

宝、拼多多、抖音这些发货量大的协议客

户，每票涨幅多为 0.2元-0.3元，普通寄

件则不受影响。

“今年行业大概率不会有涨价调

整。”一名通达系高管向记者指出，旺季

快递涨价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为了控量，

担心产能受限，某种程度是为了让更优

质的客户能够在旺季常态中表现。今

年，快递企业产能基本能够满足旺季服

务需求，即供给可以满足需求。

圆通速递 10 月 16 日接受机构调研

时表示，得益于监管政策的持续引导以

及行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善，快递行业逐

步迈向价值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现阶段，快递行业价格处于相对合理水

平，头部快递服务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

较大提升。2022年快递旺季，快递服务

企业将综合季节因素、市场情况、货物结

构和重量等对价格进行阶段性的动态调

整，但整体将保持相对稳定态势。

上述通达系高管补充表示：“今年

（价格）已经涨了好几轮了。”根据国家邮

政局数据显示，今年 8月，快递行业单票

收入 9.37元，同比增长 0.3%，连续 5个月

维持同比正增长。其中，作为快递业重

要的“产粮区”，浙江的金华（义乌）市单

票收入 2.76元，同比提升 4.8%，连续 6个

月保持正增长。

各快递企业在最近召开的动员大会

纷纷打起服务牌。申通快递总裁王文彬

宣布打造“中国质效领先的经济型快

递”。圆通速递则称，今年的旺季保障工

作要在成本管控、服务质量、客户体验、

营销创新四方面有所突破。韵达股份在

接受调研时表示，将稳步推进“上仓下

配”“引客入仓”模式和“网格仓”建设，探

索优化揽派两端经营，形成“业务量及服

务双升”的良性循环。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10月

17日晚，杭州银行和江苏银行相继发布

2022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此前，成都

银行、常熟银行、苏农银行也已公开了

预计业绩情况，从已披露的快报看，上

述五银行前三季度均实现了盈利较快

增长、资产质量稳定改善的良好局面。

从已公布的营收数据看，有 4家银

行营收预涨，其中杭州银行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260.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6.47%；常熟银行今年前三季度实现

营 业 收 入 66.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62%。苏农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30.54
亿元，同比增长6.71%；成都银行实现营

业收入152.46亿元，同比增长16.07%。

在净利润方面，5家银行均较去年同

期出现较快增长，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均

超20%，其中，杭州银行最高，归母净利增

长达到31.82%，成都银行和江苏银行也超

过了30%，分别达到31.59%和30%~32%。

常熟银行、苏农银行为25.24%和20.62%。

在盈利大幅增长的同时，银行资产质

量进一步向好。已发布业绩预告的5家银

行中，有4家公布了不良贷款率，有3家公

布了拨备覆盖率。从现有的数据看，这些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有下降，且不良贷款

率均控制在1%以内，拨备覆盖率均有提

升。其中，杭州银行截至三季度末的不良

贷款率在已披露业绩快报的银行中最低，

仅为0.77%；成都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最

快，截至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率为0.81%，

较年初下降0.17个百分点。

国金证券在研报中表示，银行业第

三季度披露的业绩符合预期，利于催化

银行股均值回归，“提振市场信心”；市场

对城商行以及不良贷款周期性暴露的风

险担忧将得到缓释。光大银行金融市场

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国内经济稳

步恢复，银行业资产质量保持稳健，预计

三季度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

明在研报中表示，当前，银行板块市净

率估值及机构持仓比例均处于历史低

位，进入四季度，前期明显回调的银行

板块，或将迎来估值切换行情。

广交会助力企业拓展RCEP大市场

广州普通大闸蟹价格便宜三成

中小银行业绩快报预喜 银行股或迎均值回归

近日，“大闸蟹价格暴跌”一度
登上热搜，多家地方媒体报道称大
闸蟹价格跌幅近半。新快报记者
实地探访广州多处农贸市场、商超
也发现普通蟹确实跌幅较大，但精
品蟹价格下降不明显。普通蟹价
格下降与今年高温影响下大闸蟹
供应周期变动有关，有江苏当地大
闸蟹经销商向记者表示，蟹农及中
间商对后市价格不太乐观，普通大
闸蟹或会进一步降价。

■新快报记者 刘艳爽 杨依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