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开放中国 责编：王俊岭 邮箱：hwbjjb@163.com责编：王俊岭 邮箱：hwbjjb@163.com

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进口优质商品受青睐

——家庭月收入超过 2万
元的消费者，最近一年内已经
或有意购买进口商品的占比高
达86.6%

青岛一家超市里，市民王岩和
家人正在品尝刚刚加工好的波士顿
龙虾、三文鱼和北极贝。这些以往
在海鲜店才能吃到的进口美味，如
今在普通的生鲜超市就可以直接加
工、现场品尝了。在王岩看来，这
种方式新颖而方便，食材比较新
鲜，吃起来口味不错。

据介绍，这家超市精选 70 个国
家的 4500 种商品，从果蔬肉蛋、米
面粮油、休闲食品、酒水饮料到日常
护理用品，可满足顾客各类消费需
求。事实上，这样的进口商品区已经
成为不少超市的“标配”。

如果将目光放眼北京、上海、
天津、广州等更多城市的商业街或
购物中心，人们不仅会发现越来越
多的进口商品专营店，而且在普通
综合超市、连锁便利店中，也会看
到很多专门出售进口烟酒、生鲜、
饮料、糖果、日用品等商品的专
区，大大提升了备选商品的丰富性
和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在一些地区，进口商品甚至融
入到春节的年货采买以及礼尚往
来之中。“最初过年过节买的是各
种海鲜干货，接着流行的是保健
品，现在大家都爱买进口产品，尤
其是中东欧进口商品。”来自浙江
宁波的邵倩女士可谓是经历了数
十年的年货礼物“变迁记”。

货架上，一件件来自塞尔维亚
的葡萄酒散发着莹润的光泽。邵倩
已经买了两箱塞尔维亚的葡萄酒、
捷克的黑啤。“这些东西送亲友，
既洋气又体面，在家也可以用来招
待朋友，尤其是现在中东欧进口商
品 有 保 障 ， 比 ‘ 代 购 ’ 省 心 多
了。” 她说。

与此同时，“线上+线下”的模
式也为进口商品走入寻常百姓家提
供了更多便利。北京市中关村某互
联网企业员工李莉喜欢给孩子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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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准确掌握进口消费品供给
和需求情况，商务部于不久前组织
开展了主要消费品供需状况统计调
查。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消费者对进口优质商品消
费意愿不断增强。其中，家庭月收

入超过 2万元的消费者都购买过进
口商品，且最近一年内已经或有意
购买进口商品的占比高达 86.6%。
消费者对食品、服装鞋帽和化妆用
品的关注度较高；化妆用品、母婴
用品和钟表眼镜等大类中进口商品
比重较高，未来半年内增加购买的
意愿也较强。

消费者期待供给更多元

——购买进口商品时，中
国消费者更看重安全、价格、
品质等方面

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等需求，也
相应地反映出国内商品供给的不
足。例如，在化妆品方面，商务部
调查报告显示，61.4%的消费者购
买进口商品比重超过 10%，36.1%
的消费者购买比重超过 30%。未来
半年，消费者购买进口化妆用品的
意愿较强，49.3%的消费者以持平
为 主 ， 38% 的 消 费 者 增 加 购 买 ，
12.7%的消费者减少购买。

在北京某科技金融公司工作的
李晓女士表示，自己关注的进口商
品主要是化妆护肤品、香水等，因

为国外产品很多既便宜又好用。相
比之下，目前国内的知名品牌还比
较少，使用效果也稍逊一筹。

“国产化妆品主要是有价格优
势，进口产品大家普遍认为品质相
对更好。目前，免税或者代购的价
格都要比正规商场便宜很多，但是
代购不方便分辨真假。因此，希望
未来能进一步扩大国外高端化妆、
护肤类产品的直接进口。”李晓对
本报记者说。

这些女士们喜爱的产品，也是
今后扩大进口的大头。商务部调查
显示，未来一年内，83.6%的企业计
划对化妆用品类进口维持现状，
9.2%的企业将增加进口。其中，香
水、护肤用品和彩妆用品增加进口比
例均超过10%。

进口化妆品的状况很有代表
性。商务部的调查发现，消费者购
买进口商品，主要看重的就是安
全、价格、品质等方面。

实践中，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参
与市场竞争对于国内厂商正在形成

“鲶鱼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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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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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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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日本等
国设立研发中心。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究部主任赵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扩大进口是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
措和必然要求。

“短期来看，扩大各国优质商品
进口可以及时满足消费升级带来的
各类需要；长期来看，进口消费品增
多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发挥

‘供给促进需求’的效果，扩大消费基
本盘，从而巩固内需在整个经济增长
当中的基础性作用。”赵萍说。

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扩大进口既能在短期
内提升消费者福利，也将在中
长期使经济发展更平衡

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 36.6 万亿元，成为世界第
二 大 消 费 市 场 。 规 模 扩 大 的 同
时，消费结构也在升级，但国内
消 费 品 的 供 需 之 间 还 存 在 着 差
距，一些个性化、多样化、高端
化 的 消 费 需 求 还 得 不 到 充 分 满
足，其中一部分需要通过扩大进
口来解决。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看来，
考虑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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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日用消费品关税，促进
消费品进口，既有利于丰富国内
消费者选择，也能使国内相关批
发零售业受益。苏庆义认为，在
国际贸易中“出口只是手段，进
口才是目的”，出口最终体现到进
口中才能真正起到提升福利的作
用。中国扩大进口，既能在短期
内提升消费者福利，也将在中长
期 内 使 经 济 和 贸 易 发 展 更 加 平
衡、充分，对本国和世界都是利
好。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
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从外部
看，适度扩大进口，可以进一步提
升贸易总量、优化贸易结构，同时
展现大国担当，让更多国家分享中
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从内部看，扩
大进口能够从多方面推动和促进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赵萍说，进口
商品具有技术溢出、促进竞争的作
用，可以直接促进国内相关产业转
型升级。

以家电产业为例，1970年，中
国第一台彩电在天津诞生，拉开了
中国彩电生产的大幕，但生产规
模、产量、性能、质量等与国外
相比差距明显。在进口带动下，
我国家电行业快速发展，国际竞
争力大大提高，目前我国已成为
全球家电产品制造大国和主要供
应国。

再例如，改革开放后，我国通
过进口、合资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
汽车产品和技术，国内汽车产业不
仅没有因为进口带来的竞争而衰
落，反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一批国
内车企加大研发力度，市场竞争力
不断提升。其中，比亚迪、吉利、
奇瑞等一大批国产车已出口到欧
洲、美国、日本、韩国等著名车企
云集的汽车市场。

赵萍表示，从消费、投资、出
口这“三驾马车”来看，扩大进口
在促进消费平稳增长的同时，也扩
大了外国商品在华的市场体量，这
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兴
业，降低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
赖，有助于中国实现更加均衡的增
长动力结构。

中国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优质进口商品的消费意愿不断增强——

全世界的好东东都来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中国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优质进口商品的消费意愿不断增强——

全世界的好东东都来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上周发布公告，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
税率。此次降税商品涵盖食品、服装鞋帽、家具用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用品、
医药健康等8类日用消费品，涉及1449个税目，占到《进出口税则》中消费品税目总数的七成。

中国消费者最欢迎哪些进口商品？最看重进口商品的什么特质？中国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将给
消费者带来哪些福利？又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上周，国务院宣布大幅度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家门口就能买到心仪的“进口货”，这一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赢得消费者一致认可，也勾起不少人关于进口货的深深回
忆。

提起对外开放，老百姓最初也最直接的感受恐怕就
是：“进口货”来了。上世纪80年代初，谁家有一台进口彩
电，整栋楼都会投来艳羡的目光。细心的主妇，还会缝制
一个漂亮的电视机罩，把这家中的“大件”好好保护起
来。风靡一时的还有进口录音机。每到周日，拎着录音机
来到公园，流行歌曲配迪斯科，堪称那一代青年的娱乐神
器。进口车则高高站在消费塔尖，绝大多数人买不起，但
谁家办喜事，总要想方设法租一辆或借一辆，风风光光迎
新娘。

那些年进口货所受到的热捧，承载的是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告别短缺、走向丰裕的热切渴望。1978年，中国全年
共生产家用电冰箱2.8万台、彩色电视机4000多台，商品匮
乏困扰着全国。老百姓想花钱、想改善生活，也无处去消
费。商场来了进口货，哪怕价格高些、哪怕还要凭证购
买，又怎能阻挡住人们的热情！

进口货所受到的热捧，也见证着中国告别封闭半封
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看到进口货，不论是商场里的

还是邻居家的、报纸上的，许多人第一次发现，原来生活
中还有这么多好东西！进口货在当时代表着新奇、品质、
时尚，甚至意味着与外面广阔世界的连接。不仅消费者为
之心动，生产者同样受到强烈的刺激。不少中国企业正是
从那时起发现新商机、下决心学习新技术，在借鉴中发展
壮大。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进口货的品种
和数量越来越多，老百姓购买也越来越方便，可以在国内
买、可以“海淘”，还可以自己出国买。与此同时，“中国
制造”突飞猛进，中国在 200 多个工业品类中做到世界第
一，进口货已不像当年那么众星捧月。今天中国消费者提
起进口货，多了一分平常心，寄予的是消费升级过程中对
更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

智利的大樱桃、挪威的金枪鱼、阿根廷的红虾、巴基
斯坦的松子……见多识广的中国“吃货”们，希望在家中
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味。互通有无是贸易的本质。那些中
国本土不能生产或不具备优势的商品，成为进口货里的新
明星。国家扩大进口，正是顺应多样化的消费诉求。购物
车越来越丰富，老百姓当然真心欢迎。

德国的刀具、日本的电饭煲、新西兰的奶粉、英国的
纸尿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品质、绿色、健康、个性，正成为
这部分群体日常消费的重要标配，为此每年都有不少人千
里迢迢从国外背货。引入更多优质特色进口商品，既可以
弥补眼下国内中高端供给的相对不足，又能促进境外消费
回流，可谓正逢其时。

主动扩大进口，中国消费者欢迎，中国企业同样自信
而淡定。汽车关税下降，国产汽车品牌没有太多惊慌，而
是抓紧投入研发创新，加快新能源领域的布局。温室里的
树苗长不壮。回首40年，恰恰是敞开国门、引入竞争，才
促使一批批优秀的企业在市场大潮中脱颖而出，锻造出硬
实力。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正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一条宝贵经验。

越强大，越开放；越成熟，越自信。穿越 40年时光隧
道，中国经济在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以更大力度更
高水平扩大开放，把中国
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世
界各地的优质供给对接，
必将有力地提升人们的获
得感，推动世界经济共赢
发展。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进口货……
白天亮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进口货……
白天亮

（图片来源：商务部）

开放谈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

图①：2018 中国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上，一位新西
兰客商向中国顾客推销奶制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图③：北京王府井苹果直营店。来华后，美国苹果
公司销售驶入了“快车道”。

朱兴鑫摄 （中国日报发）

图②：2018年1月，由加拿大温哥华港起运的进口汽车
整车到达唐山港京唐港区。

杨世尧摄 （新华社发）
图④：落户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的河南世
界葡萄酒国际贸易中心。

（图片来源：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