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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举措接连出台

不久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
告，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对部分药品进口
关税进行调整，取消 28 项药品的进口关税。
调整后，除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产药品、部
分生物碱类药品等少数品种外，绝大多数进
口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抗癌药均将实
现零关税。

这是继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我国调降 187
项商品的进口关税、2018年1月1日起调整部
分商品进出口关税以来，中国又一次调降部
分商品关税。

有媒体报道，当前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
外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正在酝酿推出。当媒
体记者问询相关事宜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回答，“目前，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研究扩大进口的有关政策措施。我们将
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总体税率水平，降低汽
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的关税，努力增加
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的进
口，推出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措施。”

从汽车到日用消费品，下一步可能的关
税调整引起了市场期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
药品、汽车等是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降低关
税有助于给国内消费者创造更好的条件，降
低进口产品的价格，满足人们对产品的多样
性需求。主动扩大进口，参与国际分工，集
中发展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目前并不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一方面可以满足国内市
场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各国提
供庞大的市场。

已经或即将推出的政策措施，正是中国
扩大进口的承诺在不断兑现。

在不久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宣
布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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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早前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指出，积
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
税。我们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
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选择。

“进一步扩大进口，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
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有利于促进我国经
常项目的收支平衡，是中国主动开放市场、
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
重大举措。这既是中国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
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将有力推动中国对外
开放打开崭新的局面。”高峰说。

重点领域看点多

作为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头戏，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项工作也开始“加
速跑”。据商务部消息，截至 4 月底，来自

101 个国家和地区近 1100 家企业已正式签
约，展览面积达18万平方米以上。加上准备
签约的企业，总数已超过 1800 家。4 月当月
新增签约企业数约400家，新增展览面积约5
万平方米。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
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
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亦是今年中国的
四大主场外交活动之一。

为什么如此强调扩大进口？商务部研究
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向本报记者分
析，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要实现由大到强
的转变，就要更好地全方位地参与全球资源
配置，出口和进口“一只腿长”“一只腿短”
不行。进出口均衡地可持续地发展，也能给

其他国家带来机会，形成良性互动。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扩大进口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
发展出口。

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转变外贸发展方
式，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顺差在这两
年持续收窄。以今年一季度进出口为例，出
口 35389 亿元，增长 7.4%；进口 32127 亿元，
增长 11.7%；顺差 3262 亿元，比上年同期收
窄21.8%。

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外贸平衡发
展，市场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也不断提高。
据商务部数据，如果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
素 ， 中 国 实 际 的 贸 易 加 权 平 均 税 率 只 有
4.4%，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美国贸易加
权的实际进口关税税率是 2.4%，欧盟是 3%，

澳大利亚是4%。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进口还将进一步扩

大。在白明看来，未来中国扩大进口有几大
重点领域。一是技术设备。这些年中国引进
了不少，有助于弥补中国制造业的短板，也
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相一致；二是大
宗商品，中国人均资源并不丰富，这需要更
好地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三
是消费品，尤其是面对当下消费升级的趋
势，通过扩大进口，进一步满足差异化需
求，让消费者在国内就能买到进口商品；此
外还有农产品以及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
色紧密相关的零部件等的进口。

“关税调降是扩大进口的一个方面，此外
还应该包括畅通的进口渠道、完善的售后服

务网络等。”白明说，服务业也还会进一步开
放，扩大市场准入，未来新的亮点包括健
康、养老、旅游等行业。

开放胸怀迎接世界

中国承载了全球近 1/5 的人口，已成为
全球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中国
扩大进口会给国际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各国
又作出了怎样的回应？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撰文指出，
2013-2016 年，按照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
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23.4%，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年均贡献
率分别为 23%、7.9%和 2.1%；中国最终消费
的年均增速为 7.5%，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
本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1%和0.6%，世界
消费市场的年均增速为 2.4%。文章认为，

“中国市场是世界消费增长的关键力量。”
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扩大开放，也为

国外企业带来了分享中国市场的机会。当
前，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经签约的参
展企业数量超过1100家。就在不久前，霍尼
韦尔、飞利浦、菲亚特克莱斯勒、博世等25
家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新一批
参展签约单位。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李子文不久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是一个对商品和服务都存
在巨大需求的重要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对墨西哥而言是“大好时机”，为墨中贸易
多元化提供了重要机遇。他表示，已有30多
家墨西哥公司确认前往中国参加博览会，涵
盖从技术到农业各个领域。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帮助全世界的出
口商向中国出口商品。”巴拿马农工商协会代
表、巴拿马国际贸易博览会主席豪尔赫·加西
亚这样说道。

若以拉美地区为例，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7年中拉贸易额接近2600亿美元，中国是
拉美地区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同时也
越来越多地进口拉美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
品。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统计，2000年至2017年，拉美地区对华出口
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跃升至
10%，中国已成为该地区第三大出口市场。

“中国的经济发展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溢出
效应，中国需求也将带动其他国家的税收、
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白明说。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扩大进口和
开放的举措更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许。俄罗斯
工商会经济一体化和对外经济活动问题委员
会主席安德烈·斯巴达克说，继续扩大开放举
措体现了中国一贯的政策方针，符合中国自
身利益，也有益于世界各国。

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秘书长盖琳则认
为，中国过去 40 年取得巨大发展成绩，是
基于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前进的逻辑，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中国加大内部治理力度，营
造良好政商环境，扩大开放，以开阔的胸怀
迎接世界，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外商创造
机会。

对外开放是中国根据世界发展大势和
国情主动确立的基本国策。40 年来春风
化雨，中国人民顺应了历史前进的大逻
辑，紧跟了时代发展的大潮，书写了一个
古老民族的现代化史诗。中国已成为世界
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

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
来，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2011 年，时
值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WTO时任总干事
拉米公开表示中国入世后的表现是A+。从
2013 年启动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到近年来
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再到今年4月关于支
持海南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等，中国的开放水平已大大高于WTO协议
的内容。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再次宣布了
对外开放的四方面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
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
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等，并要求尽快使之落地。
这些重大举措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

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务实之举。“大幅度放
宽市场准入”有利于通过竞争倒逼国内产
业改革，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在金融等领域
市场准入问题的关切，再次强调了中国对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创造
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将大大改善中国
的营商环境，对外资形成新的巨大吸引
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促使中外企业
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强化竞争力，也给在
华外资企业吃下定心丸，并希望外国政府
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更是意义重大。它将
促进国外商品向中国出口，拉动国外的就
业和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的稳步增
长。其次，它将有助于商品和服务供给满
足人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和国际化进程；有利于实现进出口
平衡；避免由于巨额顺差导致的人民币汇
率长期升值，最终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
然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

满山”。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
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
卖”，坚定扩大开放，同样希望发达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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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
并非一片坦途，但新时代的中国坚信，只
有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才能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首往
昔，中国 40 年的对外开放开启了同世界交
融发展的壮美画卷。展望未来，中国新时
代的扩大开放再出发必将乘风破浪，谱写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华美乐章。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
研究员）

中国扩大进口“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李 婕

扩大开放乘风破浪再出发
黄永富

5月1日起，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相关部门正积极研究扩大进口政策措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工作

进入“加速跑”……近段时间以来，多方面透露扩大进口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政策和举措也开始纷纷落地。从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到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多次强调要扩大进口。展望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扩大进口还将“好戏连台”。

开放谈

1 月 17 日，河北省首批进口汽车整车到达唐山港京唐港
区。图为唐山海关的工作人员在唐山港京唐港区核对进口车辆
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油桃是近两年出口中国市场的智利水果中的“新生力量”。
据有关统计，2016 年智利已成为中国第一大鲜果进口来源国。
巨大的市场机遇让智利水果生产商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关注。

新华社记者 许 睿摄

2018年4月探访江苏南通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这
里有来自法国、德国、日韩、澳大利亚、智利、巴西和东南亚
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种进口商品集中展示出售。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5月6日，2018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
心开幕。展会为境外中小企业源头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创造良好
的贸易契机。图为阿塞拜疆客商在挑选西班牙红酒。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