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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更优

前三季度，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推进企业准入、
产品准入、药品和医疗器械准入、知识产权注册等
领域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性交易成
本，提升了投资创业的便利化水平。

据统计，1月至9月市场主体延续较快增长势
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 1561.6万户，平均每天新
设5.72万户；新设企业501.2万户，平均每天新设
1.84 万户。私营企业数量保持增长，新设私营企
业 469.4 万户。截至 9 月底，全国实有市场主体
1.06亿户，其中企业3362.8万户。

在产品准入方面，“一企一证”改革下共有
8806 家企业通过新模式获准发证，其中 466 家的
许可证包含多个产品类别。知识产权注册改革带
动了商标和专利申请数量的大幅增加。1 月至 9
月，全国商标注册申请量550.7万件，增长39.8%。

市场秩序向好

改革成效持续显现，“放活”“管好”须并驾
齐驱。前三季度，随着竞争执法力度不断加大、
信用监管机制逐步完善，我国市场竞争环境总体
平稳，企业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依赖度稳步提升。

企业竞争行为更加规范。全国共立案涉嫌垄
断协议案件12件、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1
件，涉及药品、汽车、电子、半导体、材料等重
点领域；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1万件，网
络交易违法案件 1.7 万件；广告违法案件 2.5 万
件，互联网广告条次违法率有所下降。

信用监管覆盖面更广。企业年报公示率稳步
提升，2017年度达 91.5%，比上年度提高 1.1个百
分点。联合惩戒成效显著，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
业 513.6 万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企业
43.6万户。

安全底线很牢

前三季度舆论对市场消费环境正面评价占比
82.2%。但由于一些安全及消费领域事件的发生，
部分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产生忧虑。
第三季度消费环境正面评价占比79.6%，同比下降
3.4个百分点。市场监管部门加强食品药品和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群众“买得
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在食品监管方面，共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213.6
万批次，完成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下架召回、行政
执法、信息公布等核查处置任务2.2万件次。

在药品监管方面，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违法案件 8.3万件，罚没款 7.5亿元，责令停产停
业 1094户次，吊销许可证 118件，捣毁制假售假窝
点 206 个。严厉打击互联网制售假药行为，开展药
品抽检14.1万批次，合格率97.5%。

美企业参展热情高

11月 5日至 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举办。日前，随
着一辆辆满载的货车驶入国家会展中心，标志
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布展工作进入了
最后冲刺阶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目前，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招展招商已经顺利结
束，城市提升和场馆改造基本完毕，各项筹备
工作有序推进。接下来，有关部门将主要围绕
展品运输、检验检疫、人员注册、验收移交、
城市保障等方面开展工作。

在谈及进口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虹桥国际
经贸论坛”时，高峰表示，3 场平行论坛分别
以“贸易与开放”“贸易与创新”“贸易与投
资”作为议题，于11月5日下午同时举行。“届
时，比尔·盖茨等外国企业家，联合国贸发会
议、工发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国内外知
名学者将到会发言。”

高峰指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美国没有举办国家展。但在企业层面，美国企
业参展的热情比较高，合作的意愿强烈。

截至目前，共有近 180 家美国企业参加企
业展，参展企业数量位列第三，涉及高端制
造、智能装备、农产品、文化体育等领域，一
批世界 500 强的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或者机构
报名参展。在合作意愿上，不少美方企业希望
在进口博览会期间，为美方企业和机构搭建与
国内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交流沟通平
台，挖掘中美在地方层面合作的潜力和机遇。

双边多边共谋合作

中国—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结束，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不断推进；《亚太贸
易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成果文件正式生效实施，
6个成员将对1万多个税目产品削减关税……在
进口博览会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同时，中国在双边
和多边经贸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6.08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3.2%，高出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3.3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 3.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7%；进口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9%。

随着进口博览会的到来，不少国家也都希
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以俄罗斯为
例，中俄前三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71.5亿美
元，增速在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进
口博览会期间，俄罗斯将作为主宾国参展参
会。进口博览会将为俄方展示本国优质特色的
产品和经济合作潜力、扩大双方务实合作搭建
新的平台。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宇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近期在双边和
小多边范围内经贸谈判中取得的进展，从根本
上看得益于中国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良好势
头令很多国家看到了商机。“长期以来，中国是
出口导向型经济。如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
级，内需导向正在代替出口导向，成为增长的
新动力。对外国企业来说，这种变化为他们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而进口博览会的召开就是这
种机遇的集中体现。”周宇说。

世界看好中国机遇

近日，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一期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滑了 41%，处于 10年
来的历史低位。然而，中国则在这一阶段超越
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这充分体
现了各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以及
对未来在中国投资的预期。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
方向没有改变，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
力度在不断地增强，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更好服
务的努力持续提升。中国的市场在不断开放，
外资准入限制持续减少，市场潜力逐步释放，
为投资者提供了共同发展的诸多机遇。”高峰
说，下一步中方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便利的服
务，不断增强外国投资者投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时，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局首次对外发布签约参展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企业名单，包括安
永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希 森 美 康 集 团 、 柯 蓝 集
团、小久保工业所株式会社在内的 20 家企业
已签署了参展合同。

“过去中国是招商引资大国，今后中国同样
是外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地。所不同的是，过去
外资来华有相当一部分看重的是中国的成本优
势，在华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或转口。如今，
随着中国进口需求的释放以及贸易、金融等领
域的不断开放，外资来华也将更侧重服务中国
本土市场了。”周宇说。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

中国开放型经济舞台更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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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布展工作在10月底之前将全部完成。专家指出，进口博览
会的举办，让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舞台变得更大。

中国前三季度市场环境总体平稳

每天新设市场主体5.72万户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环境形势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市
场环境总体平稳，准入环境进一步优化，竞争环境稳步改善，为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环境形势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全国市
场环境总体平稳，准入环境进一步优化，竞争环境稳步改善，为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变废为宝倡勤俭
10月28日，江苏大学部分中外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镇江市官塘桥街道远洋

社区，开展“变废为宝倡勤俭”主题教育活动，指导小朋友利用废旧材料制
作科普作品和环保工艺品，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迎接10
月31日“世界勤俭日”的到来。图为外国留学生志愿者和小朋友在展示用废
旧材料制作的飞机模型。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
者齐中熙） 记者从民航局获悉，自
2018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9 年 3 月 30
日，中国民航将执行 2018/2019年冬
春航季航班计划。新航季共有200余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安排客货航班计划
每周 90051 班，同比 2017/2018 年冬
春航季增长4.5%。

根据今年的冬春航季航班计划，
国内航空公司共安排国内航班每周
68656 班，比 2017/2018 年冬春航季
增长7.7%。

在港澳台航线航班方面，各航空
公司安排港澳台航线客货运航班每周
3817班，与 2017/2018年冬春航季相
比有小幅增长。

本报北京 10 月 28 日电 （杨婧
妍） 10 月 27 日，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民建
中央共同举办的“民营经济发展与
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
主席兼秘书长李世杰认为，新时代发
展实体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带动中国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推动中国经济破浪前行。

中央社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袁莎
提出，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不仅对
于涵养现代企业家精神、推动新时代
中国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推
进国际经济合作具有重要价值。

本报长沙 10 月 28 日电 （王艳
娜） 28 日上午，由中国科协青少年
科技中心、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
会和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第九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展映展
评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

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青少年和
科技教师代表、评审专家和各地青少
年科技教育工作机构代表近500人参
加开幕式，共同营造青少年科学嘉年
华的节日氛围。

开幕式上，湖南省科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刘晓河发表致辞，并与中
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刘会
强、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原常

务副理事长牛灵江共同启动展映展评
活动。

该活动于2018年4月启动，共收
到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建设兵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申报
作品3057部。经专家初评，124部作
品入围并参加展映展评活动。活动期
间，入围学生将角逐科学万花筒最佳
作品奖、最佳单项奖、一等奖、二等
奖、专项奖等多个奖项。

据悉，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是
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的一项融知识
性、科学性、趣味性为一体的探究性
科普活动，是鼓励广大青少年探索科
学世界、体验媒介技术、展示实践成
果的一种重要形式。

民航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划

10月28日，以“相‘菊’在泉畔”为主题的山东省济南市第三十九届趵
突泉金秋菊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据悉，此次金秋菊展共展出800余个菊
花品种、10万余盆菊花以及16组菊花造型和小景，将持续至11月25日。图为
小朋友在济南市趵突泉公园中的菊花造型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济南趵突泉畔金菊争艳

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举行

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展评开启

机 器 人 、 无 人 机 、
VR技术……10月26日至
28 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的 2018 广西
工业和信息产品展示会
上，代表着高科技发展方
向的新兴产业吸引众多市
民的目光。图为 10 月 28
日，市民在广西南宁国际
会展中心与一款教育机器
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据新华社重庆10月28日电（记
者黄兴） 中国 （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
区仲裁中心 27 日正式成立并落户两
江新区，将为企业提供仲裁法律宣
讲、培训和咨询等服务，进一步助推
重庆自贸区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
机制，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

该中心将借鉴国际通行的商事仲

裁规则，还将在国内外选聘一批国际
商事仲裁员并建立自贸区仲裁员推荐
名册，并出台自贸区商事仲裁的宣
传、服务和收费等配套措施。

“近年来在渝中外企业要求就近
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呼声日渐强烈，
成立仲裁中心将有效提升自贸区营商
环境。”重庆市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章建东表示。

重庆自贸区成立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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