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责编：白天亮 孔德晨 邮箱：hwbjjb@163.com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郑重宣
布，在五个领域加大开放推进力度。对
此，会内会外各界人士充分认可、高度
评价、积极响应。人们普遍认为，在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当天推出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
积极意义。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有助
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助于各国客商
共享机遇、有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又一个里程碑

对于不少前来参会的外国展商而
言，“开放”一直是他们口中的关键
词。而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则回应
了海外客商们的关切。

在扩大进口方面，中国坚定指出：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
展的长远考量。”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明确强
调：“中国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
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
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
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
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
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在营商环境上，中国态度清晰：“中
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完善公开、
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在区域试点上，中国措施具体：“中
国将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
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

在国际合作上，中国更是诚意满
满：“中国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
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
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教授崔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提出要从五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开

放，指明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推动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工作重点。

事实上，2018 年中国已经在扩大
开放中取得了不少进展。“新版负面清
单在 22 个领域扩大了开放；放管服改
革取得很大进展，中国的世界银行营
商环境指标从第 78 名大幅提升到第 46
名；成立了海南自贸试验区；完成了
中国与新加坡自贸区升级谈判，中国
与毛里求斯自贸谈判，中欧双边投资
协定谈判加速等等。”崔凡表示，作为
今年四大主场外交的“压轴戏”，进博
会 释 放 出 扩 大 开 放 清 晰 而 有 力 的 信
号，可谓中国对外开放伟大进程中的
又一个里程碑。

打造共赢发展平台

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在“四叶
草”场馆内外都引发了热烈反响与高度
共鸣。

开放为全球企业打造共赢发展的平
台。

来自卢森堡的埃意 （廊坊） 电子工
程有限公司总裁夏瀚思，2005年起就到
中国工作。在他看来，习近平主席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宣布的开放
政策令人鼓舞。“对于世界来说，继续
保持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势十分重要。目
前，我们的公司在华业务总部在北京，
但我们的消费者遍布上海、成都、武汉
等城市。我希望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落
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经贸联系更加紧
密，从而给我们带来更多做生意的机
会。”夏瀚思对本报记者说。

开放让全球创新更快传递。
日本那智不二越株式会社的展台

上，一条条机械臂灵巧地进行着各种高
难度动作。不二越 （中国） 有限公司机
器人事业中心副总经理关口正寿对本报
记者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的对外开放
最新政策，意味着中国市场将会有更多
机会。

“现在，中国在进口方面下了不少功
夫，寻求进出口之间更加平衡。2018 年，
我们在中国的机构正式升级了，目的就

是为了发展中国客户、开拓中国市场。我
们希望把不二越最新的技术、最好的产
品带到中国，带给世界，因为我们看好中
国经济的发展。希望今后在华能获得各
方面更多的支持。”关口正寿说。

开放让每一个市场微观主体获得更
多发展的可能。

厦门永坚行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永坚从事渔业多年，如今与印度尼西亚
合作开展海产养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开放型民营中小企业家。在谈及习近平
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
的开放新举措时，陈永坚十分高兴。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特别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
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会更深入，不仅包括
商贸方面的合作，还包括合资共同经营
等。”陈永坚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打算
向印尼的商业伙伴们好好介绍中国最新
的开放举措，争取和他们一起来参加下
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凝聚全新发展动力

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也成为了
各方客商洽谈生意、加强合作的“热情
催化剂”。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共与17家合作伙伴现
场签订采购协议，进口以原油、高品质
肥料和高端化学品为主的19种商品，采
购金额超过 113 亿美元；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宣布了全新的阿里的“大进口
计划”——未来五年实现全球2000亿美
元的进口额，进一步推动“全球买、全
球卖、全球付、全球运、全球游”战
略；中粮集团携旗下10家企业分别与外
商进行签约，希望在顺应消费升级的过
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贸易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对于中
化集团来讲，我们所追求的，是通过打
通贸易渠道、进口优质资源，实现集团
业务转型、改革创新，增强核心竞争
力，打造世界一流综合性化工企业。”
中化集团总裁张伟表示，当前化工行业
走在寻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需要科

学地引进国外相应领域的先进技术、工
艺、产品、服务、人才等，加大与世界
上其他高水平化工企业、研发机构的交
流合作，加快推进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

在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看来，随着
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的观念发生了巨大
变化，他们喜欢尝试新的事物并希望有
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时，更进一步
的开放则使得这种消费升级成为可能。
天猫希望通过自己在全球的支付和物流
链条，让更多全球优质商品通过进博会
更快进入中国。

开放重在全方位，落实也要重细
节。要想全面释放开放带来的增长红
利，必须稳扎稳打。“开放大门敞开，
还要努力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不久
前，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中
表现超过预期，是对近年来放管服改
革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肯定。”崔凡举
例说，改善营商环境的根本是保证公
平竞争，让国企、民企、外企能够在
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这也是以开
放促改革的关键点。未来，进一步转
变政府职能，开放新举措将为经济发
展注入更多动力。

中国在五大领域加大开放推进力度赢得世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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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动多边和双边
合作深入发展。“中国一贯主
张，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
进行必要改革，共同捍卫多
边贸易体制。”

第 一 ，激 发 进 口 潜
力。“中国真诚向各国开
放市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
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
效、越办越好。”

第二，持续放宽市场准
入。“正稳步扩大金融业开
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
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
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
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

第三，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
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
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
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第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中国将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抓紧研究提出海南
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

央企购物车：满满满
本报记者 李 婕

央企购物车：满满满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届进博会，最热的关键词就是
“买买买”。作为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重
要力量，中央企业有哪些采购动作？在
11 月 5 日举行的中央企业国际合作论坛
上，不少重量级央企晒出了自家的“购
物车”。

“民以食为天。进博会上，全球展
商为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地原汁原味儿
的土特产。”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介
绍，中粮的“购物车”将针对性地满
足国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采购品
类更丰富、更优质、更令人愉悦的食
品。一是油脂油料；二是国内供给还
存在结构性不足需要进口的产品，比
如高质量的小麦；三是为人们生活带
来更多愉悦的糖类点心等食物。

中 国 宝 武 集 团 董 事 长 陈 德 荣 介
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对钢

铁材料、铁矿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还将持续增长。因
此，铁矿石将是进口采购的主要产品。

“除了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还要解决好
不好的问题。”陈德荣说，未来中国对
铁矿石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

中化集团兼中国化工董事长宁高
宁介绍，在进博会上将签订比较大额
的原油购买合同，同时化肥、丙烯也
是采购的主要对象，对这些产品品质
的要求也会相对高端。“中国消费力积
累起来，这是进口的基本动力。”宁高
宁说。

采购热情高涨，许多中央企业一天
就签署十多项采购协议。国机集团所属
6 家企业与来自美国、瑞士、葡萄牙、
乌克兰等 9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 21个进
口采购合同。签约内容涵盖机械设备、

汽车、信息工程、服务贸易、食品与农
产品以及金融等多个领域。中国华能交
易分团分别与西门子、通用电气、斯凯
孚、舍弗勒、恩斯克、阿隆、摩科瑞等
15家供应商签署采购协议，其中进口高
端 设 备 及 服 务 占 20% ， 大 宗 物 资 占
80%。

央企“购物车”中，高精尖的“大
块头”格外引人注目。在中央企业国际
合作论坛上，东方航空与英国罗罗公司
签署了遄达 XWB 发动机及长期维护协
议，成为首届进博会最大的民用航空订
单之一。

越来越大笔的采购交易，正是中央
企业对外开放合作走向深入的一个注
脚。在论坛现场，中央企业还展示了
2001 年与 2017 年进口产品的巨大变迁。
同时，中国一汽、中船集团、中国五

矿、兵器工业集团、鞍钢等13家中央企
业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说，从这
当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
和世界经济的融合，也能看到中央企业
和全球企业之间的合作。未来中央企业
将坚持市场化方向，主动融入全球市
场，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改革发展、
贸易往来和长效机制等方面深化国际
合作。

见证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欢迎与中
国中央企业进一步合作，这也是现场许
多外企的声音。爱立信公司总裁、首席
执行官鲍毅康说，40年前的改革开放给
我们带来了巨大机遇，中国不仅是非常
重要的市场，也拥有创新的温床。在中
国有非常勤奋的合作伙伴，希望未来继
续在中国市场占有份额。

◀进博会上来自伊朗
的瓷釉工艺品。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现代汽车推出的氢燃料电池车。 本报记者 李 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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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司生产的机械手，灵活度可以媲美人手。
宋春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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