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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中国扩大进口，不
仅推动资本市场、现代产业体系持
续健康发展，让中国市场环境大大
改善，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
市场机会。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
长苏剑指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对于扩大进口的表述为“积极扩
大进口”，博鳌论坛上则重点明确了
要“主动扩大进口”。较高的进口关
税水平以及其他税费是影响我国进
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可以预计进口
关税的降低会使进口有较为可观的
增长。

“中国扩大进口不仅有利于更好
满足国内需求，也有利于世界共享
中国市场机遇。”苏宁金融研究院宏
观经济中心主任黄志龙认为，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市
场潜力巨大，主动扩大进口，体现
了大国担当，能够把发展成果和红
利更多惠及全球。对于其他国家而
言，中国进口的增加，就意味着他
们出口的增长，从而获得更多市场
回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中国一直以来就没有把追求贸
易顺差作为目标，而是努力通过一

系列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促进经常
项目收支平衡。”赵萍说，商务部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生效实
施的自贸协定有15个，涉及23个国
家和地区，涵盖了8000余种零关税
的进口产品。

对于中国扩大进口的举措，国
际舆论也给予了积极回应。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报道说，
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在金融业和制
造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这说明中
国将致力于捍卫自由贸易体系。这
一信息推动全球股市行情上涨。

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克雷格·埃
默森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
采取主动扩大进口举措令世界备受
鼓舞，今年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将进一步证明中国欢迎
有竞争力的商品。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
顾问胡逸山认为，习近平主席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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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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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扩大进口，不仅是中国出于发展自身经
济的考量，还有积极推进全球化，为世界经
济谋福利的美好意愿。更重要的是，作出扩
大进口的重要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能
力的自信和外贸举措的创新。中国的市场足
够大、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扩大进口，这

是作出这一政策选择的其中要义。
首先，中国扩大进口是自身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作为，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
和福利提升。目前，中国外汇储备非常充
分，中国国内市场创造就业的能力也今非
昔比，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新旧动能
转换的高质量追求。致力于实现贸易平衡
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有益的。

其次，中国扩大进口不仅释放积极推
进经济全球化、开放合作的信号，还将

为世界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
国内市场广阔，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很丰
富、需求种类多样化，来自世界各地的
国家均可以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找到自身
的坐标，将其优势产品出口到中国。中
国扩大进口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正能
量。扩大进口当然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厂
商会面临更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国
制造的产品将和国外的产品同台竞技。
和美国不同，中国更愿意看到进口积极

的一面。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自身
调整化解进口带来的负作用，发挥其积
极作用。

第三，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扩大
进口，弥补自身生产的不足。这既能在短
期内提升消费者福利，又能在中长期范围
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从而有助
于缓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实践证明，中国与许多主要贸易伙伴
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比较优势不同，这
为贸易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平衡发展提
供了基本条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的“博
鳌声音”，有力量、有智慧更有担当。只
有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共同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才能共克时艰，推动世界贸易
持续平稳发展，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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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在扩大开放方面
将采取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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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政府始终重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不以追求贸
易顺差为目标，促进外贸平衡发展，积极扩大进口，市场开放在

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提高。
将主动扩大进口列为扩大开放的四个重大举措之一，这种外

贸实践的创新，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积极对外开放的决心和
信心，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明确释放如
此积极的进口政策信号，表明中国对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程
的责任担当。

中国的自信 世界的福音
杨俊峰

“2018 年将成为中国扩大进口
的元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
贸学院教授卢进勇这样判断。他认
为，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释
放的关于“扩大进口”的政策信息
积极明确。

降低关税、增加特色优势产品
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政
府采购协定》 进程、举办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系列举
动，表明中国正在从政策力度、税
收和国际贸易平台搭建等方向着
手，把扩大进口落在实处。

在关税方面，近年来，中国大
幅降低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商
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月 11
日，中国对 8000 余种进口产品实
现了零关税。以农产品为例，格鲁
吉亚和智利的红酒进口关税，由
14%到 30%降为零关税。以工业品
为例，瑞士部分手表进口关税降低
了 50%；韩国的电冰箱、电饭锅等
产品进口关税降低了 40%，并将在
几年后降为零关税。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表示，我国总进口额近 1/
3 的产品，可以享受自贸协定优惠
关税待遇，其中大部分是终端消费

品。
在特色优势产品进口方面，中

国也进行了积极地政策引导。今年
5月1日起，中国取消包括抗癌药在
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同时鼓励
创新药进口。业内有专家评估，进
口零关税加上降低增值税税负、政
府集中采购等措施综合考虑，进口
抗癌药有望实现降价至少 20%。这
意味着，从此中国市场进口抗癌药
品的费用可以较大幅度下降，还可
以避免“海淘途径”导致的药品质
量问题和法律问题。

专家指出，习近平主席 4 月 10
日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搭建的进
口贸易平台，将是中国主动扩大进
口的重要依托。对此，日本国立政
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表
示，中国扩大开放国内市场，搭建
更大规模的进口平台，大幅降低关
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外资进入石
油冶炼、通讯、金融和互联网服务
的门槛，这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
增长动力和源泉。他表示：“我相
信，中国许多企业会在与外资的竞
争中胜出。一个开放的中国，才会
成为国际贸易秩序公平稳定的维护
者。”

“五一”小长假第二天，北京市
朝阳区十里堡居民王乐伟和家人，
来到附近的盒马鲜生超市。澳洲龙
虾、法国生蚝、俄罗斯帝王蟹、挪
威北极鳕……不仅种类丰富，价格
也实惠，王乐伟一家美美地享受了
一顿进口海鲜大餐。“以前想吃进口
海鲜，得去大饭店，花费贵，现在
到超市就能大饱口福，感觉很棒。”

得益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
展、进口商品关税下调等政策红
包，越来越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优质
消费品进入中国。“轻松买全球”
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和红利。“扩
大进口，对国产消费品的影响有
限。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扩大
进口对于促进产业转型、推动消费
升级意义重大。”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
绍，今年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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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进勇认为，适度扩大进口可以从多
方面推动和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

“一部分进口消费品是国内以
前没有的，可能会刷新国内的消费
认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实现从无
到有的进步。”深圳保时洁卫浴营
销总监叶长青介绍，几年前，国内
很多消费者并不了解智能马桶盖，
国内生产厂家大多是为国外品牌代
工，自主品牌很少。后来，随着智
能马桶盖进口增多，国内消费者的
认知度越来越高，需求不断释放，
很多国产智能马桶盖厂家顺势而
上，不仅有了自己的品牌，甚至还
到日本设立研发中心。

此外，扩大进口有助于将大量
外流的消费留在国内。

2016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
大出境旅游客源市场以及第一大出
境旅游消费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经初步估算，目前我国居民
一年去境外购物消费大约 2000 亿
美元，购物清单中包括大量的高档
商品、日用消费品等。国内外产品
差价是消费外流的主因。

随着中国扩大进口举措的落
实，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改变。

“买进口商品，真是比以前方便
多了。”北京市中关村某互联网企业
员工李莉经常给孩子买进口零食、玩
具、日用品。几年前，她要么趁自己
出国时大采购，要么委托出国的朋友
代购。如今有了跨境电商，大部分

“爆款”进口商品都能轻松买到。
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四川合众兴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丁铭认
为，降低关税为扩大消费品进口创造
了条件，也为商品价格下调创造了条
件，消费者将直接从中受益。目前经
由该公司物流平台进口的商家有50
多家，商品主要进入社区店、合作的
O2O店等。“今后老百姓购买部分进
口商品，价格将更优惠。”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章俊认为，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
程中，为了实现消费升级和产业升
级，扩大进口是必然的趋势。居民收
入增加之后对海外高端消费品的需求
不断上升，相应降低中高端消费品关
税可以满足这种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

在扩大进口的背景下，加强国
内国际市场对接大有可为。赵萍说，
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在上海举办，这正是我们主动开放市
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对国内各
级政府和各企业来讲，这次盛会也能
形成正向的示范带动效应，为进口产
品创造更便捷、更多样的展示渠道，
更好地服务中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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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2018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开幕。图为参展商向外商介绍土耳其工艺灯。 龚献明（人民视觉)

江苏南通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来自法国、德国、日韩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种进口商品在这里集中展示出售。 许丛军（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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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山东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车辆在运送班轮装卸的集装箱。 俞方平(人民视觉)

4月15日，在第123届广交会进口展区，来自韩国的企业在推销一款
果汁机。 新华社记者 梁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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