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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是会展经济最为奇妙之处。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尽管只有 3 天，却吸引了
3500 余名境内外参展商、采购商和专业观
众，实现了53个建交的非洲国家和国内31个
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会展
期间，中非地方政府、国有及民营企业、金
融机构、商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共同签署了 84 项合作文件，
涵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业、制造
业、航空、旅游、友城等领域，涉及金额208
亿美元。

蒙古国食品农牧业与轻工业部部长乌兰
表示，2015 年举行了第一届中蒙博览会，
2017年举行了第二届中蒙博览会，取得丰硕
成果，自己非常高兴地看到中蒙博览会对于
两国经贸、文化、教育、投资、合作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平台作用。乌兰说，从2018年

的数据来看，中蒙两国外贸总值为 8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中国对蒙古国的投资达
到 48亿美元，其中 48%主要投资于地质、矿
产勘探与采矿业；21%投资于贸易、公共餐
饮业；中蒙博览会对于优化中蒙贸易结构、
出口多元化、加大附加值产品和非矿产产品
的出口具有积极意义。

一些历史悠久、影响力大的国际性博览
会，还吸引了“域外”国家的关注和参与。

“我们希望在第 16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
间，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进口商和消费者
们能更加了解波兰提供的各种优质产品。这
些产品在欧洲市场以优质闻名，其中包括以

其无与伦比的口味和严格遵守安全标准而闻
名的波兰食品，质量和安全以同等承诺制造
的波兰化妆品和药品，以及结合了独特设计
和注重细节的波兰家具。”波兰驻广州总领事
亚当·布拉尔赤克说。

“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稳定发展，中
等收入消费群体不断扩大，如今是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推行
对外开放的决心，让更多外资企业分享中国发
展机遇。各类型的会展活动，无论是面向全
球，或是诸如面向特定市场，都为外资企业进
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门户。”曹建生说，贸易展
览是助力改革开放的重要渠道之一，公司进入
中国市场30多年来，把握不同阶段的改革机
遇，在中国大陆每年举办逾 40 个专业展会，
近年来更是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展会网
络，积极扶持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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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商务部的一系列发布日程中，各种
类型的博览会频频占据发布会的主题：从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到第三届中国—蒙古国博览
会，从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到第
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从中国—东盟经
贸合作暨博览会到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倒计时 100 天，令人目不暇接。分析人士指
出，中国各种类型与主题的“国际级”博览会
影响力日益扩大，不仅有利于地方发展开放型
经济，更体现出中国对外开放步伐逐渐加速，
释放的中国机遇越来越多。

1890年，世界上第一个样品展会在德国
莱比锡举办，成为近代会展业的开端。如
今，随着全球各地经济交融程度的加深，各
种类型的论坛、会议、博览会日益成为各国
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舞台。

“开展第一个上午，我就挣了几千元人民
币。感谢中国朋友邀请我们来参展。”不久前
在西安举行的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上，来自柬埔寨干拉省的商人塞特操着一口
中文，笑吟吟地“炫耀”自己的业绩。说话
间，又有不少中国消费者光顾他的展台，对
充满异域风情的银器爱不释手。

这几年中国游客络绎不绝，让塞特的生
意十分红火。塞特索性直接来中国寻找更多
机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丝绸之路国际博览
会，我觉得离中国市场更近了。”塞特说，听
说柬埔寨是本届丝博会的主宾国之一，许多
朋友嗅到商机，纷纷组团前来参会，来中国

“淘金”。

6月 27日至 29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非洲客商云集三湘大
地的同时，当地企业也借助会展的“主场优
势”获得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中非经贸博
览会期间，中联重科在主会场广场展出了系
列农业机械产品，如PL2304大马力轮式拖拉
机、RH904 轮式拖拉机、TE80 轮式小麦机
等，产品性价比高、性能卓越，适用于非洲
市场的农艺和作业环境，获得了非洲企业的
高度关注。

中联重科重机公司副总裁潘振洋介绍，
针对非洲国家农业机械化率低以及在提高农
业机械化率时面临的资金、人才等难题，中
联重科以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为非洲国家
定制、开发适用于当地需求的农机产品；为

当地的农业机械化技术方案提供参谋和技术
支持；为非洲国家全程机械化融资发挥重要
桥梁作用，解决资金短缺难题；助力打造非
洲现代农业种植模式，培养非洲当地农业机
械化人才。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助理曹建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会展将各类资源要素的管理者在短时间
内聚集在一个特定空间之内，不仅为商业机
会与思想碰撞提供了独特的舞台，也为当地

“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德国法兰克福为例，经过长期的发

展，法兰克福已经成为欧洲的金融和服务
业中心，欧洲中央银行及 400 多家金融机构
立足于此。”曹建生说，现今的会展行业更
趋多元化、专业化，与当地贸易及金融发
展环环相扣，会展早已成为全球各行业领
域以至各国挖掘潜在市场和开展多边贸易
的重要载体。

中国—东盟博览会连续多年在广西举
办，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成为吉林省扩大开
放的品牌活动，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落
户宁夏回族自治区……如今，中国各地的

“会展之窗”不仅越开越大，而且种类越来越
丰富。这些，都源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以及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热络。

比如，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
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
伴。今年1—6月，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额
291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与此同时，
截至2018年底，中国和东盟双向累计投资额
达2057.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15年间增长
22倍，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
区，为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
发挥了积极作用。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中国—东
盟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东

盟博览会的“助推器”作用。中国—东盟博
览会举办15年来，始终紧扣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建设进程，在推动贸易、促进投资的
基础上，紧紧把握国际产能、园区合作、互
联互通、跨境电商等合作热点，拓展平台，
丰富内容，提高实效，为双方企业创造商
机，为推动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和共建“一
带一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如，2018年中国与东北亚地区五国贸
易额合计约 7585.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
总额的近 1/4。其中，中日和中韩贸易额均
超过3000亿美元，中俄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
元，中蒙贸易额接近80亿美元。截至2019年
5 月，日本累计在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

1137 亿美元，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 801.8 亿
美元，分别是中国第一大和第四大外资来源
国。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十一
届，是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国家间互联互
通、有效建立合作机制的重要平台；是推动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
窗口，也是我国向周边国家传递‘亲诚惠
容’的重要名片。国家发改委将积极借助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这一重要平台，充分发挥
东北地区沿海沿边区位优势，采取更大力度
开放措施，着力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
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国家发改委
地区经济司副司长曹元猛说。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深，
不仅体现在国家宏观层面，更体现在地方、
行业等中观、微观层面。各种形式的“会展
之窗”也有着越来越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
中，会展无疑是开放之窗。在各
种类型的博览会、展销会和商务
论坛的作用下，中国开放之门越
开越大，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与
中国做生意的伙伴越来越多。

1957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出口
商品交易会 （简称“广交会”）
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晴雨表和风
向标，是对外开放的窗口、缩影
和标志。60多年来，通过举办多
种形式的展销会、博览会、商务
与投资洽谈会等，中国与世界贸易往来愈加广泛密切，
也对外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这
些会展平台不仅成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优质平
台，也是国外商品走进中国的重要渠道。

今天的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货物贸易世界第一的
位置，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 30 万亿元，成为全球 130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大市场、最被看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其中，很多中
国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会展平台，积极与世界各国伙伴
做生意，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许多
外国企业也利用展销会的机缘，向中国的采购商推介
产品和服务。可以说，这些会展平台已推动中国形成

“买全球”“卖全球”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当前，中国正持续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实施更
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
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各地举办的各类会展主动对接
国家发展需要和开放政策举措，以适应更大范围、更高
标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加快从出口贸易单一
功能平台向进出口平衡、产品推介、投资洽谈、行业交
流、信息发布等综合功能平台转变。国际性会展日益增
多并多样化，其层次层级和专业水平持续提升也体现出
中国新时代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并呈现出与时俱
进的多元化、专业化、网络化等特点。

一是由出口导向转为进出口并重。随着中国经济
开放度越来越大，国际贸易收支日趋平衡。过去主要
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逐步转向举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如最早以出口商品为主的广交会自2007年4月第101届
起，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去年起，中国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二是由综合交易扩展到专业多样。随着中国对外
贸易伙伴越来越广泛和“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过去以商品综合交易为主的博览会逐渐转变为分地
域、分行业以及分交易类型的展销会。例如，除了广
交会这样的综合性交易平台，还有中国—阿拉伯国
家、中国—东北亚、中非经贸、中国东盟等分地域的
专业型博览会，让中外生意伙伴更聚焦细分领域和专
业市场，开展针对性磋商交易。

三是由现场展幕拓展到网络平台。现代科技的发
展让会展呈现出网络化、智能化的特点，为打造“永

不落幕”的各类博览会提供便利。
以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
型贸易平台的涌现，使得会展业由
现场有限的展位拓展到无限的空
间，让更多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会展
平台接触到全球市场，也让更多新
产品或新技术更便捷快速地展现给
消费者，从而使会展平台成为驱动
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由商
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
型开放转变，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重

大开放举措，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
化，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运营。这些举措，意味着
中国坚持全方位开放，推进开放走深走实，不断适应
外需形势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需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的市场规则体系。未来，
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好“会展”的窗口作用，促进内
外贸市场一体化发展，让
更多的市场主体深度融入
经济全球化，不断拉大中
国生意的“朋友圈”直径。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
究员）

各国竞相来华“淘金”

“亲诚惠容”名片更加闪亮

分享中国会展经济红利分享中国会展经济红利

把中国的商贸“朋友圈”扩大
刘向东

●中国企业利用国际会展，与世界各国伙伴做生意；国外企业也利用展销机会，向中国推介
产品和服务。会展已成为中国“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平台

开放谈

盛夏时节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的场馆一派火
热景象，上千名工人全力备战第二届进博会。图为工
人正在操作机械清洗场馆外墙。

杨建正摄 （人民图片）

不久前，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贝宁
国家日”活动在北京世园会园区举行。观众在世园会
园区贝宁共和国展区参观当地特色饰品。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日前，2019 青岛国际软件融合创新博览会在青岛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图为瑞士 ABB集团一款工业机器
人展示复原魔方。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中国 （青海） 藏毯国际展览会暨国际生态产业博
览会日前在青海西宁开幕。图为志愿者与外国客商在
交流。

新华社记者 王 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