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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人生活

第一台进口设备、第一次对外援建、第
一次出国留学、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个经
济特区、第一家肯德基餐厅、第一个外资超
市、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第一次举办世博
会、第一次举办进博会……数十年来，开放
对中国的改变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桃汁饮料、泰国生产的猫粮、新西
兰纯天然蜂蜜、美国阿拉斯加鳕鱼片、意大
利天然草本牙膏……在位于北京大望路的华
联精品超市内，各种进口商品占据着不小的

“地盘”。几乎每一个品类的货架上，都有相
当比例的进口商品供消费者挑选。

“小的时候，家里有两台进口日本电视
机，一台是杰伟世电视，一台是松下电视。
到现在我的印象还特别深刻，遥控器都是镶
嵌在电视机上的。”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说，
从最早的电视、冰箱，到后来的随身听、
MP3，再到现在的化妆品、小家电，如今进
口商品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教授刘青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在
中国商品的供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巨
大改变，消费者选择更多样了，而且不断有
新产品出现来满足人们的新需求。

除了饮食之外，开放也让中国人的购物
方式变得丰富。时空转换到 1996 年，沃尔
玛在深圳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
和山姆会员商店。彼时，粮票才逐渐离开流
通领域，在供销社排队采购的记忆依然新
鲜，外资开设的自选商场就悄然来到中国消
费者身边。“商场一开业，周边的人全去凑
热闹。”深圳市民李女士回忆，“以前都是排
队买，我们隔着玻璃看，要啥告诉售货员。
现在，超市里东西都摆在货架上，我们随便
选随便看。”

据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部高级副总裁石
家齐介绍，当时深圳只有少数本土百货超
市、香港商店、免税店，其余都是便利店或
是小商铺，大型超市非常少见。沃尔玛等一
批外资企业将现代零售业态引入中国，改变
着中国本土零售业的格局。例如，员工培训
时，美国教练从搭货架、上货、陈列商品、
到清洁等细节都手把手地教，地板要清洁到
食品掉下去能捡起来吃的程度。“中国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崛起，加
上中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都将为零售业带
来更多机遇，我们对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

心。”石家齐说。
从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仅 1.1%，

到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从“一颗螺丝
钉都是宝贝”，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
列；从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少，到货物
进出口总额稳居世界第一；从“没有一条高速
公路”，到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跃居
世界第一位……中国在开放中实现了巨变。

中国发展造就世界机遇

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主
动敞开胸怀推行的开放政策，一方面使中国

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之中，另一方面
也为世界各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机遇。

据法国泰雷兹集团北亚区副总裁兼中国
区总裁顾乐涵介绍，自2001年起，泰雷兹就
成为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区域管制中心的
空管自动化系统供应商，为中国 60%的空中
交通提供空管系统支持，向空客各型客机以
及各大飞机制造商提供航电系统与维修服务。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中国创造
了更加开放、便利、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联合国贸发会议近
期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外资流入量达到
历史新高，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地。这印
证了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泰雷兹对在
华业务发展充满信心。”顾乐涵说。

“乐高集团致力于将寓教于乐的理念与乐
趣带给全球各地的孩子们。在过去 30 多年

间，乐高集团持续在中国推动品牌和业务的
发展。中国是我们的关键战略市场之一，我
们也持续加快步伐，希望将乐高玩乐体验带
给更多的中国孩子。目前，乐高已在北京、
上海开设品牌旗舰店，在嘉兴开设一家工
厂。到2019年底，我们将在中国的35座城市
拥有 140 家品牌零售店。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为国际企业构筑良好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
丹麦乐高集团首席执行官倪志伟向本报记者
表示。

日本骊住集团水科技首席执行官 YC
Chen表示，中国市场是骊住集团在亚洲乃至
全球范围内的重中之重。进入中国市场30多
年，骊住集团携手高仪、伊奈、美标以及骊
住整体卫浴四大国际品牌，很荣幸地共同见
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市场成
为推动骊住集团整体转型增长的启动平台。

“2019 年初，我们在上海成立了全新的亚洲
研发中心。骊住集团将始终投资于中国市
场，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潜
力和前景是无限的。”YC Chen说。

对美国陶氏化学公司而言，以中国大陆
为主体的大中华区是其全球第二大市场。
2009年，上海陶氏中心在张江高科技园区正
式投入运营，成为陶氏化学在美国本土以外
最大的一体化研发中心，拥有 100 多个世界
顶尖实验室、近 700 名科研人员，规模居外
商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前列。

美国陶氏大中华区总裁林育麟认为，“一
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意义。这些举措推
出伊始，陶氏大中华区就密切关注并指定专
门小组进行研究。目前，陶氏全球总部战略
团队也有专人跟踪“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进
展，以便捕捉其中机会。

从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评价和态度中，不
难看出在他们眼里，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意
味着怎样难得的机遇。

“中国智慧”获全球点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世界而
言，如果说中国成就、中国市场是“鱼”，那
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便是“渔”。

70年来，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探索都给世
界带来了巨大贡献。以减贫为例，新中国成
立70年来，中国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全球减贫提供了
经验。数据显示，近 6 年来，农村已累计减
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农村贫困
发生率也从 2012 年末的 10.2%下降到 2018 年
末的 1.7%，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
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另一项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行联合国标准下，中国
7 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
人口总数70%以上。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 《中国系统性国
别诊断》 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
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
层论坛”时专门发贺信盛赞中国减贫方略，
称“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
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
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再 如 ， 面 对 经 济 全 球 化 带 来 的 新 问
题，世界范围内一时间出现了很多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的呼声，寄希望于让各经济
体从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一个个“小湖泊”

“小河流”，以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而中
国则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高举

“扩大开放、互利共赢”的旗帜，与世界各
国携手应对“成长的烦恼”。从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成功举办两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设
立自由贸易试验 区 、 主 动 缩 短 负 面 清 单
……在中国方案里，“开放”这个关键词从
来没有改变。

美国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史蒂夫·霍夫曼
表示，自己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他说，中国经济政策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
为世界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特别是中国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支持民营经济等多种举
措，推动了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中国将继续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土耳其寇琦大学商学院顾问奥克塔伊·法
提赫表示，举办进博会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
重要信号，即中国市场对世界更加开放。与
此同时，中国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
关便利化水平、放宽市场准入等举措，对全
球来说都是重大的利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
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
出了什么理念。”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在出
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高度赞赏中国领
导人提出的世界文明观、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些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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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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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俊岭

70年来，中国从封闭
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
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
强，从百废待兴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

如今，坚实的发展基
础、显著的经济增长、惊
人的市场潜力、扎实的开
放政策，正在帮助中国为
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力和动力。可以说，一
个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中
国正在让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场馆。 进博会官网

◀2019
年 9 月 12
日，海南大
学国际教育
学院组织中
秋文化体验
活动。图为
海南大学留
学生在制作
月饼。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乐高在华的某门店。
资料图片

▲2019 年 9 月 24 日，中欧班列“齐鲁号”驶
出济南南站，首次开往塞尔维亚。

本报记者 潘俊强摄

“中国市场比世界上其他任

何一个市场都有活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根廷驻华
大使迭戈·盖铁戈高度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
取得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过去 20年间，中国
成为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世界130多个国家
的贸易伙伴。盖铁戈看到中国在很多先进技
术方面遥遥领先，比如 5G、铁路工程、人工
智能和电子商务等。

阿根廷与中国电商平台合作，并在天
津、上海、温州等城市建立了配送中心。现在
最多只需要两天时间，阿根廷商品就可以送
到中国消费者家里。“这简直太棒了”盖铁戈
感叹道：“中国市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
市场都有活力。”

盖铁戈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项非凡
的倡议，中阿双边合作项目都是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完成的，包括旅游、贸易投
资等。其中旅游业增长显著，过去 3年里，
到阿根廷的中国游客翻了 3 倍。盖铁戈表
示，随着世界各国的来往逐渐密切，人们

所期待的全球化世界终将实现。

“中国时刻都在变化，新的

机会层出不穷”

白 俄 罗 斯 驻 华 大 使 鲁 德·基 里 尔 感
慨，中国的快速变化，是他作为驻华大使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周围一切都
在飞速变化，新的机会层出不穷。”基里
尔感受到，中国的变化需要自己时刻提升
适应能力。

鲁德·基里尔谈到了中白工业园，作
为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典
范，“中白工业园不仅是白俄罗斯最大的
工业园，同时也是中国在海外建成的最大
工业园。”

“在中国感受到人们对未来

光明前景的信心”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格伦·佩尼
亚兰达认为改革开放让中国真正成长起
来。“中国在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方面所取
得的发展，还有领先世界的高铁，这些都
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佩尼亚兰达说，在来中国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他访问了不少城市，还有农村地
区，看到中国农村的住宅以及农民们舒适
的现代生活。“我看到这些，感受到了人们
对未来光明前景的信心。”这些进步不仅改
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对包括菲律宾
在内的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我认为这是

我们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模式，帮助解
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同样问题，我很高兴看
到新中国的脱颖而出以及民众在国家的发
展中为自己和后代发掘机会。”

“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

进步中受益”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高
度评价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发
展，“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国的农业、科
技、医药等不同领域的进步中受益匪浅。”

凯鲁基说，中国在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
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从坦桑
尼亚的商业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到西北部城市
卡杰拉必须经过另一个国家，费时较多。但

是现在，受惠于“一带一路”框架下公路基
础设施的建设，人们可以在一天内开车直达
两地，极大地缩短了路程时间。

“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港口，都有中
国建设者的名字”，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对
坦桑尼亚贸易和投资的连通性非常重要。”
凯鲁基说。

“对中国科技发展感到惊讶”

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说他对中
国科技发展水平感到惊讶和佩服。来中国之
前，扎希里认为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
展速度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来到中国之后
他才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有了更为直观的认
识，尤其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毫无疑问
中国现在是技术的领导者。”扎希里说。

在投资合作方面，扎希里表示中国是非
常适合投资的市场，机会众多。目前阿联酋
公司在中国开展了 650多个项目，涵盖诸多
领域，其中最突出的是能源、港口、银行、贸
易自由区等。

（据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驻华外交官点赞中外企业深度交流——

“中国是非常适合投资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