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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了钥匙，开锁就不难。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版图上，拥有悠久历史底蕴

的陕西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喜人，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
当地握住了“对外开放”这把发展的金钥匙。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陕西参会企业超过
1300家，总体采购需求超过150亿元，采购项目包括智能
及高端装备制造、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服装及日用
品、医疗器械和保健品、服务贸易、原材料等诸多领
域。从进博会短短几天就能看出，陕西主动探索开放发
展、努力寻求合作机遇的积极态势。

陕西企业在进博会上买买买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董事长贾合义从事粮油行业
已经近 40年了。作为一名陕西的民营企业家，贾合义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观洽谈期间热情很高。他告
诉记者，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需求也已经从吃饱，转向

“吃好”“吃健康”，这就对国内粮油供应提出了更高要
求。进博会上，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与哈萨克斯坦特
爱有限责任公司签订10万吨小麦与10万吨食用油的采购
合同，双方同时约定进一步扩大在哈萨克斯坦的“订单
农业”合作面积。

“一方面，陕西有着悠久的面食文化传统，我们的肉
夹馍、裤袋面、面皮等小吃蜚声中外，市场需求日益旺
盛；另一方面，从食材本身来看，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
区是全球粮食产品种植难得的净土之一。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优质小麦和油料的来源，以满足消
费升级的需要。”贾合义说，加大对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农
业采购及合作力度，也有助于将中国农业在育种、田间
耕作、育种种植、食品加工等方面的经验传播出去，促
进当地农业更好地发展。

作为我国最大的以重型汽车变速器、汽车齿轮及其
锻、铸件为主要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企业和出口基地，陕
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各项经营指标连续十五年名
列中国齿轮行业第一，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十
二年稳居世界第一，客户包括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集
团、陕汽集团、江淮汽车、宇通客车、金龙客车等多家
知名汽车企业。同时，这家陕西企业也是美国卡特彼勒
公司、美国伊顿公司等著名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在进
博会上，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研十
分关注智能及高端制造领域的展台。

“现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分工复杂、协作精密的体系。
法士特的生产也离不开其他各种工业装备的协作。其
中，优质的国外进口设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李研
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发现进博会上，来自美国、日本、
德国等国的很多顶级企业都把最新的产品拿到中国来，
他非常高兴，并与瑞士莱斯豪尔公司达成了新的采购协
议。“制造业创新离不开好技术、好工艺、好人才，因此
开放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觉得，进博会不仅是一个
交易平台，更使我们获得人才交流、深入合作的机遇，
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除了省会西安之外，陕西其他地区也主动在进博会
上寻求对外合作机遇。例如，来自咸阳的8家企业代表分
别与美国、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地客商集中签订采购合
同，品种涉及大豆、棉花、表面处理机、新能源动力电
池设备、软件设备、电子胃镜等十多个门类；再例如，
来自宝鸡的秦川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秦川机床工具集
团股份公司、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则分别与德国西门
子、意大利帕玛公司及日本发那科公司签约，以期促进

“宝鸡智造”升级；又例如，来自延安的，延长石油集团
和日本、新加坡的企业就进口高端设备和物资采购签
约，总金额达2.3亿人民币，并准备下一步就石油天然气
资源开发、老井挖潜、技术改造等方面加强合作。

世界好东东秦川人都喜欢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个地区都有
自己独特的发展环境。在谋求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如果把握不好，优势也可能变成劣势；相反，如果因势
利导、找到突破发展难题的钥匙，那么劣势也可能变成
优势。

陕西不沿海、不沿边，传统上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
面处于劣势。然而，近年来陕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成为典型的“扭劣为优”案例。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
季度，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16867.92 亿元，同比增长
8.4%。具体来看，工业生产高位趋稳，民间投资增长较
快，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其中，外贸则尤为引人关注。
前三季度，陕西全省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2580.08亿
元，同比增长31.9%；出口1571.97亿元，增长34.9%；进
口 1008.11 亿元，增长 27.3%；同期贸易顺差 563.87 亿
元。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上升、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尤显珍贵。

家乡良好的发展势头，也让常年在奔波于东部沿海
地区拓展业务的陕西商人杨汉诚逐步将事业的重心重新
向陕西转移。当记者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会场
内见到他时，他正赶着去和一名外商进行业务洽谈。他
希望能够在进博会上，为自己所创办的陕西斯克赛德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们积累更多外贸渠道。
“我们企业主要是三大块业务，一是国际贸易基础服

务，包括进出口当中证照、物流、财务、税务等业务安
排；二是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报团取暖的聚合平台，帮
助他们在进行外贸业务时顺利地融资；三是在进出口两
端搭建国际营销网络，为外贸企业提供清关、海外仓等
服务。”杨汉诚介绍说，自己这次来进博会，就是要为陕
西的外贸客户寻找优质技术、寻找原材料，同时采购一
些国外商品回陕自营销售。

在谈及近年来陕西经济发展的变化时，“更加开放”
是杨汉诚谈到最多的一个词。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落地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行，让陕西从深处内陆的区
位劣势变成了承东启西的开放优势。相比于沿海省份，
陕西更便于通过铁路与中亚及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相比
于沿边省份，陕西距离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又相对更近。
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构成了陕西重视开放、借力开
放、主动开放的坚实基础。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是消费者的进博会，
也是企业的进博会；既是中国的进博会，也是世界的进
博会。在进博会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布了中国进一
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全新举措，给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我
们民营企业家传递了一个十分明确而积极的信号。这打
消了我们过去敢不敢投、往哪里投、投多投少的顾虑，
让我们有信心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将中国与世界的市
场更好地链接起来。”贾合义说，进博会缩短了国内外、
省内外企业供需对接的中间环节，对陕西企业来说是一
个非常好的契机。

美国强生公司在进博会的展区上，不少接待人员都
来自陕西西安。原来，美国强生公司在华最大的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就在西安，西安杨森
也是中国最大的合资制药企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与开放进程的扩大，美国强生公司在华投入也越
来越多。强生公司在西安投资 3.97 亿美元建设的创新供
应链生产基地将于 2019年下半年投产。据介绍，新生产
基地占地 26.6 万平方米，具备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和先
进的质量管理体系，预计总产量将达 40亿片剂和胶囊剂
以及 5700万霜剂。美企的实际行动，无声地诠释着陕西
的发展与机遇。

陕西大开放文旅做支点

找到了钥匙，如果不会用，也难以顺利地将锁打
开。同样的道理，对外开放的大方向明确了，也还要有
具体的政策措施。

在这方面，陕西思路清晰、措施明确。不久前，为
贯彻 《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陕西省发布相关举措，相应地提出
了 22条具体执行措施，包括支持外资在陕开展飞机维修
业务，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在
陕西自贸试验区内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审核便利化试
点，与丝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亚西亚各国加强合作交
流，加强与青岛、天津、连云港等沿海港口业务合作等
充分结合当地实际的开放举措。

陕西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王剑告诉本报记者，
陕西产业基础完备、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既在农业、畜
牧、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机床加工等领域有着强大的
基础，又拥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
等一批知名学府。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
中，先天优势十分明显。

“过去，我们由于区位原因，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
度都不如沿海地区。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
国再次表示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努力搭建更多
贸易促进平台，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
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这无疑为陕西加快发展‘枢纽
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
终让陕西获得更多‘后发优势’。”王剑说。

有了方向，有了政策，还要有抓手。
对陕西来说，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无

疑是陕西用好对外开放这把“金钥匙”的重要砝码。从
华贵典雅的仿古迎宾，到气势恢宏的军阵舞；从朴实醇
厚的陕北秧歌；再到字正腔圆的诵读介绍……在昵称为

“四叶草”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陕西举办的一场
“文化陕西”推介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40分钟，却吸引
了大批中外参会者驻足观看。无论是丝绸之路起点旅游
走廊，还是秦岭人文生态旅游度假圈；无论是黄河壶口
瀑布，还是红色旅游经典景点，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和
秀美的自然风光，撩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弦。

在陕西的参会代表们看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
是采购全球商品的平台，更是结识朋友、传播文化的舞
台。而陕西厚重的历史与绚丽的文化宝藏，正是陕西扩
大对外开放进程中独一无二的名片。

如今，贾合义和他的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在紧抓
机遇扩大优质小麦及油料来源的同时，也积极探索食品加
工业，让陕西各种特色面食小吃保得更鲜、运得更远、卖得
更好；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仄正在积极布局国外
研发中心，为吸引更多国内外人才创造条件；杨汉诚则在
琢磨着如何搭上进博会召开及中欧班列迅速发展的“快
车”，进一步拓展中亚及东欧市场……这些，无不是开放这
把“金钥匙”促进陕西经济不断前行的又一个生动写照。

陕西:让开放成就百姓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李 婕 邱海峰

陕西:让开放成就百姓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李 婕 邱海峰

11月10日至17日，第八届陕粤港澳经
济合作活动周将携9场重点活动在广州、深
圳、香港、澳门接力亮相。活动周将涵盖
名品推介、经贸合作、金融合作、旅游推
介、文化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合作等多个
领域，推动构建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
新格局。

第八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由陕
西省政府主办，以“推进陕粤港澳全面合
作、助力新时代追赶超越”为主题。活动
周旨在充分利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
优势，进一步扩大陕西省与粤港澳地区在

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全域旅
游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加快发展枢纽经
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促进陕西省构
建陆空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
放新格局，为实现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作
出新贡献。

活动周期间，将有9场重点活动精彩亮
相，包括在广州举办“陕西名品展”；在深
圳举办的“陕西—深圳经贸合作推介会”；
在香港开展“1+4”经贸活动，即：举办一
场综合活动“陕西—香港经贸合作交流大
会”，开展四场专题活动，即：“文化陕

西”（香港） 旅游推介会、陕西—香港金融
合作交流恳谈会、陕西—香港文化产业合
作项目推介会、陕西—香港科技创新发展
合作论坛；举办“‘文化陕西’（澳门） 旅
游推介会”。

陕西省各地市还将在粤港澳地区拜访

重点企业，举办重点招商项目推介会，着
力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文化旅游等产业推进项目合作，实现与沿
海地区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从 2011 年开始，陕西省委、省政府每
年在粤港澳地区举办一次经济合作活动
周。7年来，陕西省代表团连续转战香江之
畔、濠江之滨、鹏城特区，务实高效、成
果丰硕——七届活动周共签约合同项目484
个，总投资 6384.5 亿元，已建成项目 146
个，在建项目 163 个，已累计到位资金
940.7亿元。

陕粤港澳经济合作活动周来了！
海外网 罗伊晴

▲10月 30日，随着
X8001 次中欧班列从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
公 司 新 筑 车 站 缓 缓 驶
出，标志着西安至里加
中欧班列正式开行，这
标志着陕西中欧班列 2
年度开行数量首超 1000
列。

张丹华 庄敬平
摄影报道

◀11 月 5 日，一名
工作人员在杨凌农高会
妇女手工艺品展上演示
手工织布技艺。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10 月 19 日，在陕西省延
安 市 安 塞 区 冯 家 营 “ 千 人 腰
鼓”文化表演村，村民们在表
演安塞腰鼓。

▶ 11 月 5 日，秦岭初雪，
色 彩 斑 斓 的 秋 色 在 白 雪 映 衬
下，美如画卷，置身其间，恍
若进入童话世界。

图为当日无人机拍摄的陕
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城旁的秦岭
景色。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