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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升级造福世界

在日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过去 40 年中国
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
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
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外开
放的四大新举措：一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二是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四是主动扩大进口。对此，海内外各界均认
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相
关举措的落地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能量。

图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盐田港码头。2017 年，深圳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 2520.87 万标箱，创历史新高。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领域的开放尤其受到关注。
今年，中国宣布将推出几项具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
融业方面，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
华业务范围；在制造业方面，保留限制的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中，
已经具备开放基础的，中国也将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安排，未来几个月中国金融开放的措施将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
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二是将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是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四
是内地与香港股市每日交易额度显著放宽四倍；五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外
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六是外资保险经纪公
司经营范围被放宽至与中资机构一致。此外，到年底之前，中国还将在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王俊岭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过去，中国吸引外
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对
政府机构设置作出大幅度调整，目的就是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
在博鳌论坛上，中国宣布将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
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今年上半
年，将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
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构建现代税
收制度体系的改革。例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改革，征收 66 年的营
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展水资源税
试点；完善消费税制度、出台实施环境保护税法。在全球经济形势错综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经济活动中，实现增长通常有两条路，一是要素数量本身增多，
二是生产率的提升。前者通常受制于资源禀赋，而后者则依靠人类的智
慧和创新。因此，随着全球经济逐步从要素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
知识产权保护也日益重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
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
求。在博鳌论坛上，中国宣布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
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同时，中国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
企业合法知识产权。
过去 5 年，中国共查处专利侵权假冒案件 19.2 万件，商标侵权假冒
案件 17.3 万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由 2012 年的 63.69 分提高到
2017 年的 76.69 分。2017 年，发明专利申请 138.2 万件，其中国内申请超
过了 90%；商标申请量达到 574.8 万件，其中国内申请量占到 96%。这些
数字，既彰显了中国国内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强烈需

“主动扩大进口”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
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
今年，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
口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同时，中国也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
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目前，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瓶颈。这时，
中国将首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通过开放让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有
利于形成示范效应，促进各国发展贸易和开放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万喆说，中国愿意进一步打开国门，对各方

外资金融机构经营限制方面进一步松绑。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凯瑟琳·麦吉尼斯表示，英国已
经有很多家企业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新的举措将会
让英中合作更加便利。日本参议院议员片山皐月认为，中国宣布的放宽
金融服务业准入措施，将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重要利好。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看来，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
放措施落地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更活跃、更发达，中国与世界各国就
能更深入地多赢共赢。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近年来，中国在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一直都有实实在在的动
作，包括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等方面，都有很多探索和尝试。今
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开放深度和广度。
“其实，中国对开放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重要的是，面对贸易保
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中国仍能坚持开放，其意义已不仅仅限
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对
经济全球化而言也是极大的激励和促进。”万喆说。

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率先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减税降费改革措施，下了先
手棋，打了主动仗。未来，中国将进一步优化税收结构，构建更加公
平、简洁的税收制度。
与此同时，各地方也积极提升本区域内的营商环境，“筑巢引凤”。
例如，上海金山区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行政审批权力下放成为提高效
率的重要一步；再例如，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共形成 376 项改革创新成
果，涵盖政务服务创新、证照分离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
体制建设等重点领域，显著提升了营商环境；又例如，山东省公布了 84
项涉地税业务“最多跑一次”清单和 23 项“全程网上办”清单，最大
限度地为企业节省办税成本……
万喆表示，中国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十分明白，只有营造出
好的营商环境，才能释放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活力，为可持续发
展增添动力。如今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在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进一步清除阻碍营商环境优化的
体制机制障碍，使之更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求，又彰显了中国蓬勃的创新创业活力。
今年，中国知识产权局将从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整合审查授权、行
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等多种保护渠道，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快保
护”，加强对各类主体知识产权同等保护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形成知识产
权保护的合力。
印度孟买理工学院校长德旺·维品·哈克汗表示，中国提出这些新举
措，对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
进一步推动创新。更多创新者愿意并且敢于花更多时间去研发新的想法
和创意，这将极大促进中国的创新。
在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看来，随着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对中
国产品的质疑也时常出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新举措会缓解这
一局面。“其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于保护知识产权也更加感兴趣
了，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现在已大大提高，到了中国企业更加关心
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了。”普罗迪说。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经验虽然不如发达国家多，但是近年
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探索值得肯定。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
世界经济保持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也是向着更高发展质量标准迈进的有益探索。”万喆说。

在服务贸易、技术转让等新型贸易方面达成更多共识也有积极意义。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认为，习主席宣布一系列
开放市场、扩大进口举措，这让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周边国家由衷地赞
同。希望中国在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情况下继续高举自由贸易旗
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未来，中国将更好
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
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表示，中国提出的四
方面扩大开放举措，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下
半场”走势。目前全球投资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有安全审查的限制，
有产业政策的限制，也有体制机制的限制，中国则将打破各类限制。这
不仅是一条开放之路，也是一条发展之路。

在 2018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上，来自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印度等 11 个国家的客商参展。图为新西
兰客商 （右一） 在展会现场向中国消费者介绍一款化妆
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图为 X8001 次中欧班列满载着 45 车集装箱，带着
中国制造的汽车配件、食品原料、家具电器、日用百
货等产品一路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 2018 年陕西中欧
班列开行突破 100 列大关。
张丹华 王国强摄

图为正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建设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
工。
胡庆明摄 （人民视觉）

图为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舟山港是
我国大陆重要的集装箱远洋干线港，是国家的主枢纽
港之一。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对 外 开 放 ，不 惑 之 年 再 出 发
万 喆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
会上指出：“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
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8 年 ， 适 逢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
在 40 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
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40 年来，从农村
到城市，从部分试点到全面推广，从经济体
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实现了伟
大的跨越，不仅对外开放水平空前提高，与
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日趋紧密。
位于海南的博鳌，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南

海小渔村，到美丽富庶的知名小镇，如今更
是成为全球瞩目的多边外交舞台，成为同瑞
士达沃斯并驾齐驱的国际论坛举办地，成为
亚洲乃至世界共商发展之计的大平台。这正
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 40 年的缩影。
40 年 ， 对 于 一 个 人 来 说 是 “ 不 惑 之
年”；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言，则是新航
程的起点。
从世界经济看，2008 年金融危机已经过
去 10 年 了 ，世 界 经 济 似 乎 走 出 了 危 机 的 阴
霾，出现了集体复苏的曙光。但是，世界各经
济体似乎又陷入了另外的一个陷阱，逆全球
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暗流”正成为缓缓浮出

水面的“明流”。过去的开放有哪些问题、未来
该不该开放、怎么开放等一系列问题，让很多
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陷入了集体迷茫。
从中国自身看，我们 40 年来坚持“聚
精会神搞建设、改革开放不动摇”，持之以
恒，锲而不舍，神州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
为世界经济的迷茫者们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
答案，那就是坚持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稳
步开放，坚持互利共赢。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为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所反复检验的真理。
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不是心血来潮，更不
是损人利己，而是基于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内在
需要，以及经济全球化最终有利于所有参与
主体的客观发展规律。
正因如此，中国才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
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
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是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

要历史节点，海南博鳌小镇见证了中国改革
的再出发，见证了中国开放的新起点。这背
后，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与
来自东方的善意、智慧和力量。
（作者万喆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首席经济学家。本报记者王俊岭采访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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