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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更坚定

2018年来，中国扩大开放的承诺一次
次“刷屏”世界，赢得点赞。

落幕不久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便令世界充分感受了中国自信开放的
全新姿态。

外媒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进博会开幕式的演讲中，52次提到“开放”，
向世界重申了中国开放不止步的决心。

“一个明确信息将从进博会传向世
界：中国市场是开放的，中国正在努力进
一步增加进口。”瑞士 《新苏黎世报》 如
是说。

俄罗斯卫星新闻网刊文认为，习近平
在进博会上向众多外国来宾表达了中国真
心重视提高本国市场的开放度。

如今，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
标识。

今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宣布中国扩大
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并表示将尽快使
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对此，意大利《共和国报》称，中国在向
世界承诺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大门的同
时，还给涉及扩大开放的改革措施制定了
时间期限，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信号”。

新加坡 《海峡时报》 则认为，中国领
导人对于中国保持开放政策的承诺，安抚
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来华投资者和各国与会
政要。

此后的半年多来，中国为世界源源不
断地注入信心。在 G20阿根廷峰会举办前
夕，中国有关进一步开放的声音，再次引
起外媒的关注。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称，中国国务
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在德国汉堡发表演讲
时，强调了中国已经采取的开放经济、让
外资参与竞争的措施，并称针对外资银
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市
场准入限制已被放松，某些制造业部门

（如汽车、船舶和飞机） 也将实施类似措
施。他表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只能在
更加开放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中国对外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承诺必履行

中国扩大开放，不只是一句承诺，更
是蹄疾步稳、踏石有印的务实行动。如波
兰亚洲研究中心院长帕特里夏所言，中国
有能力向世界证明其“开放不止步”的承
诺并非空谈。

在 《澳大利亚人报》 看来，进博会本
身就是中国履行开放市场这一承诺的标
志。新加坡 《联合早报》 具体分析称，进
博会搭建了开放合作平台，拓展了互利共
赢空间，成为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形象的窗
口和开展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平台。

日本经济新闻网则关注到，在进博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推进上海等
自贸区限制放宽的方针。随后，上海市政
府迅速成立专门委员会展开讨论，内容涉
及扩大自贸区范围及扩大限制放宽对象。

该网站刊文指出，在讨论扩大限制放宽
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启动了新设自贸区。10

月，中国将包括海南岛及周边岛屿在内的海
南省全境划为第12个自贸区，面积达约3.5
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首次将一个省全境
定为自贸区，也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自贸区。
对此，文章称，对新自贸区的期待已开始出
现，日本多家大型贸易公司的高管在今年夏
天纷纷赴海南考察，日本瑞穗银行也于11月
1 日与海南相关部门签署了业务合作备忘
录，以此推动日资企业进入。

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
原则。在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同样如
此。塞尔维亚《消息报》引述中国官方数据
称，从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进一步降
低关税，整体进口商品已经增加了15%，这与
中国增加各国对华进口的政策是一致的。

对此，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经济
学家科沃德科直言，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扩
大开放的态度和改革的力度。他十分赞赏
中国对全球经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并期待
中国的发展能帮助更多的国家走出困境。

意大利安莎社也在进博会后报道称，得
益于中国的进一步措施，未来15年内，预计

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
元和10万亿美元，种种开放举措对包括意大
利在内的世界各国无疑都是利好消息。

机遇无限大

“中国政府和企业彰显扩大进口的姿
态，为日本企业带来了东风。”日本经济
新闻网注意到，在进博会上，日本企业的
展区前人头攒动，一名日企负责人称，进
场买家的规模与此前的中国博览会完全不
同，“这是非常巨大的商机”。

更让众多日企兴奋的是，中国电子商务
企业阿里巴巴在进博会上表示，今后5年将
采购20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这其中就包括
来自日本的采购。对此，日本经济新闻网刊
文直言，中国通过进博会彰显出开放市场的
姿态，日本企业的商机无疑正在扩大。

事实上，半年多来，中国扩大开放的宣
示和举措，让世界各国企业都对中国市场
更有信心、更为期待。4 月，习近平在博鳌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之
后，不少欧洲媒体指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
国市场将摆在世界面前，许多相关欧洲企
业可在中国获得更大发展机遇。

葡萄牙卢萨通讯社称，中国是全球主
要的汽车销售市场，扩大开放有利于葡萄
牙车企进入中国，开拓这一庞大的市场。
德国媒体也认为，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
放，将使德国制造商获益。

因为中国扩大开放而受益的，不只是
几个国家，而将是整个世界。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财经频道引用白宫高级经济顾问拉
里·库德罗的话说：“通过承诺为国际投资
开放中国市场，并且保护已经在华的外资
企业，中国将继续担任全球开放的倡导者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中国是一个拥
有很多机会的巨大市场。”

拉美社也发现，“巨大机遇”、“无限商
机”、“大平台”等词汇成为专家和媒体对
进博会的常用评价。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
称，进博会清楚展示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
承诺，是振兴世界经济的一个大浪潮。

“整个欧洲都希望中国能更加开放市
场”，法国 《费加罗报》 称。如今，这已
不仅仅只是欧洲的愿望。

中国扩大开放利好世界
本报记者 严 瑜

如果检索2018年外媒报道中国的
关键词，“开放”一定是高频词之一。
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到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再到更多国际
舞台，中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向世界
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随之出台落地的一系列
扩大开放重大举措，更让外媒惊叹，
中国有决心，更有行动力，为复杂多
变的世界带来了急需的信心与机遇。

国 际 论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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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网以纲，千目皆张。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推动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带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踏石留痕，落子有声。4年多来，京津冀地
区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
移等多领域发展成果累累。在交通一体化方
面，“四纵四横一环”的京津冀综合运输大通道
路网格局初步形成，“一卡走遍京津冀”的出行
模式渐趋成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联防联
控，源头治理，合打蓝天保卫战，同守生态河
流廊道，共建生态环境支撑区。在产业升级转
移方面，北京推进“瘦身提质”，天津加快“强
身聚核”，河北致力“健身增效”，资源禀赋各
异，但对症下药，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使该地
区迎来了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期。但当前，
还有一些问题亟待回应。

首先，用好“两只手”，政府调控与市场调
节需相向而行。政府调控为区域发展谋篇布
局、打牢底子，市场调节为区域发展注入生
机，充足动力。当前，在京津冀地区机制体制

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仍局部存在，生产要素的自
由流动和迅速集结仍不充分，单纯依靠行政手
段并不可行。因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仍需发挥，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思路
仍需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仍
需协同配合、共同发力。

其次，拆好“旧篱笆”，打破行政壁垒的步
伐不可止。在正视三地现存发展差异、发展差
距的同时，也需要疏通战略规划、政策体系的
梗阻，推动制度衔接、平台对接，在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实现高效协作。

再次，下好“一盘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仍在路上。提升城乡、区域、人群间的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是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公共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
务及社会保障服务等资源统筹上仍有探索空间。

多年的酝酿论证和4年多来的发展实践均证
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景广阔、机遇关键，需
要区域内各方协作共担、共建我国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张斐然采访整理）

据《西班牙日报》网站 11 月
25日报道，京津冀将成为继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后的第三
个城市集群，这个超级城市群寻
求实现邻近城市的经济和政治联
盟，以促进协同发展，消除互相竞
争。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对城市过
度发展的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
保留了近距离服务的便利，同时
减轻了影响规模和投资的拥堵问
题。如今，多项连接地区的公路
和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建设。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将成为推动中

国创新增长的助推器，同时还将
为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树立
可持续增长的典范。2016 年 11
月，中国政府发布《京津冀地区城
际铁路网规划》，计划在未来3年
投资360亿美元建设1100公里城
际铁路。长期来看，到2050年将
新建完成 24 条城际铁路，8 条城
际线于2020年率先建成，目标是
打造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

美国智库保尔森基金会发布
报告，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
京津冀地区，这是一块创新解决
方案的试验田”。

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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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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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改变全球清洁能源产业

作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
路”倡议有望横跨四大洲，覆盖全球 1/3 的 GDP、
全世界1/4的贸易商品和60%以上的人口。在这一具
有战略意义的贸易网络中，清洁能源产业或将受益
颇丰。

尽管仍然需要大量煤炭和石油，但中国将在未
来 20年内向低碳发电领域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投入
6万多亿美元。正如国际能源署阐述的那样，中国的
清洁能源投资规模对推动低碳能源技术的势头至关
重要。

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中国已对其如今占据主导
地位的光伏板生产领域投资470亿美元。此外，中国
已设立世界上最大的碳 （交易） 市场，在核电站建
设方面引领世界，并正在销售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
销量之和的电动汽车。鉴于全世界约 50%的能源或
将来自太阳能和风能，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清
洁能源超级大国。到 2050 年，中国 80%的能源将来
自可再生资源。

在中国引领下，可再生能源有望在2050年占到全
世界发电总量的一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
展的清洁能源投资将彻底改变全球清洁能源产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1月28日文章

中国在数字领域存在感增强

在中国 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承
担数据传输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项目之一。
2017年中国又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构想，据此
与亚洲和中东国家构建起数字领域的合作关系。在
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数字空间中，中国的存在感
日益增强。

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离不开智能手机。大部
分情况下手机支付不需要手续费，而且比用现金支
付更便宜。北京一位店主这样解释手机支付的好
处：“不需要在收银台浪费时间，销售额也有增长。”

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成为大数据得到广泛应用的
行业之一，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前面。

占世界人口总数约两成的中国是一个数据宝
库。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协同研究集团统计，从大型
数据中心在全球的分布比率看，美国以 44%居首，但
中国紧随其后，美国的优势地位并非稳如泰山。

——日本《读卖新闻》11月24日文章

中国“创造性”热情全面迸发

目前，中国的企业实体超过 1 亿家；而在 1978
年改革开放进程开始之时，只有 49万家。新企业如
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展示了过去 40年在中国出
现的非同寻常的“创造性”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创
造新产品、服务、市场和创新，实现了资本的转移
以及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的转换。

这个“创造性”壮举的主角是企业家，他们勇
于面对风险，当机立断。一直以来，对“创造性”
的热情一直是美国的特征，是美国与众不同之处。
但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在中国也出现了相似现象。

中国“创造性”进程的最大特点是发展迅速。
数字经济规模目前已经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4.5%，并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结果就是2018年
新增 GDP的 77%将来自于各产业生产率的提高。面
对200年来最大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对“创造性”的
热情在过去5年里全面迸发。

——据阿根廷《号角报》11月25日报道

图为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海边养殖区
内的风电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图为香港首家 AlipayHK （支付宝香港版） 无人
零售商店。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图为中国 （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重庆两
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全景图。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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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科利亚季奇货运站，一辆集装箱装卸车为集装箱
班列装货。9月4日，白俄罗斯首列搭载奶制品的集装箱班列从科利亚季奇货运站出发，
前往中国重庆。 马祖列维奇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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