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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有着
深深的家国记忆。

历经40年改革开放，当今中国已
与世界深度互融互通，也构成一个无法
否认的事实，开放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
思潮沉渣泛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
升级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更是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
有人说中国的开放在倒退，有人说中
国的开放是对别国的“经济侵略”，还
有人说中国新一轮开放是迫于压力的
权宜之计……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认清开放融通
的历史潮流，循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轨迹，
把握世界发展趋势，人们就会发现，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的开放是应对贸易
摩擦的被迫之举还是主动
作为？

10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倒计时一个月。因开放而兴的上
海，届时将迎来全球1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800多家参展商。

这个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
览会，被外界称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
的一大“创举”。

面对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
势，包括举办进口博览会等中国一系
列扩大开放举措受到国内外高度赞
赏，但也引发一些人的猜测：中国扩大
开放到底是主动为之，还是应对贸易
摩擦的被迫之举？

“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来自于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历
史教训，正是开放解放了思想和生产
力，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燕生说，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开放也
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到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再到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开放合作”是核心
关键词，中国与各国共同发出支持全
球化、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
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动
扩大开放，向世界展示信心和决心。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
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博鳌亚洲论坛上中
国向世界宣布的一系列举措正在落地。

——5月1日起，取消包括抗癌药
在内的28项药品进口关税；

——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了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
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对标国际提升投资
便利化水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

——6月28日，新版外商投资负
面清单落地，比2017年版的63条减少
了15条，22个领域大幅放宽外商投资
市场准入；

——7月1日起，相当幅度降低汽
车进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进口关税，较大范围降低日用消费品
进口关税；

——9月30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公告，自2018年11月1日起，降低
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至此，我国
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9.8%降至7.5%；

……
开放的脉络，始终清晰地刻印在

中国发展进程中——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

开放号角吹响，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翻开开放新篇章；从曾经的以

“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从沿海开放起步，到拓展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学习、引进、
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尽管形式有所变化，扩
大开放的脚步却从未放缓，并在与时
俱进中不断深化。

“中国当前的扩大开放，是在审视
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基础上，
主动实施的发展策略，是解决当前社
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是符合自身
利益和未来发展需求的自主开放。”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说。

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融入世界
就要经得起风吹浪打。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宁
愿自己承受压力，支持周边邻国渡过
难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经
济强劲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不
可替代的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经
历风雨后的中国，将以更加成熟的姿
态迎接任何挑战。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刊文称，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
措施的时候，中国依照其发展逻辑不
断提出扩大开放举措，向国际社会释
放正能量，尤其值得钦佩。

中国的开放是经济威胁
还是发展机遇？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

中国推出以实施“八大行动”为核心的
上百项务实合作措施，使中非合作的
内涵更加丰富。

“如同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
世界会更加光明。”非洲媒体的这句话
表达出中非共同发展普遍愿望。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项目
和投融资的增加，西方媒体“债务陷
阱”等说法也随之而来，认为中国贷款
加重有关国家债务负担，从而形成又
一波“中国威胁论”。

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2017年来
自中国的贷款占斯里兰卡外债10%左
右，其中61.5%是低于国际市场利率的
优惠贷款；巴基斯坦42%长期债务来
自多边机构贷款，中国贷款仅占10%；
2000年至2016年，中国对非贷款仅占
非洲总体对外债务的1.8%，且主要集
中在基础设施等行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文章指
出，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项目怀有政治企图且经济上
不可持续，但事实是这些项目有力促
进了受援国的均衡发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近日刊
登题为《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的长篇报
道，文中提到对8个非洲国家1000多
家中国企业的一份调查，三分之二的
中国企业为当地人提供技能培训，二
分之一企业提供实习机会，三分之一
企业为当地引进了新技术。

中国的开放，不仅没有对他国的
经济造成威胁，反而带来更多发展机
遇——

对发达国家而言，以中美经贸为
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2001年的
262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1539亿美
元，中国也从美国的第9大出口市场变
成了第3大出口市场。

美国企业和民众最有发言权：据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年美国对
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
260万个就业岗位；中美贸易平均每年
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中国已
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
占这些国家出口的20%。而且中国一
直通过积极提供无息贷款、人员培训
等，帮助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
贸易的能力。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是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后，已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世界
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中受益。

扩大开放让过去“被全球化遗忘的
角落”重获发展机遇。5年来，中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个，累计投资289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可以弥补中国的伙伴国长期存在的巨大

基础设施缺口，扩大贸易，增加就业。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有责

任也有意愿在开放中与其他国家分享
市场与经验。”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
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

是威胁还是机遇？资本会“用脚
投票”。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4万多家，比去年同期翻了
一番；吸收外资额5604.3亿元，同比增
长2.3%。

看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
达3亿人以上，今后每年进口将超过2
万亿美元，开放的中国愿意让世界搭
乘发展的“顺风车”。

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坏
者还是坚定维护者？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曾经高举自
由贸易大旗、享受过全球化红利，一旦
发现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自己的实力
正在下降，就从“自由贸易”转而强调
所谓的“公平贸易”，指责中国是公平
贸易的破坏者。

加入世贸组织的17年里，中国开
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承诺的广度和深
度：在世贸组织 12大类服务部门的
160多项分部门中，中国已开放9大类
的100项，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开放的
108项，远超发展中国家的54项；中国
服务领域开放部门已达到120个，远
超当时规定的100个……

“当一些国家要修正甚至放弃现
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
为这一体系最有力的捍卫者。”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

阻止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欧洲
地图服务提供商、美国汇款公司速汇
金国际……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理
由，对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和经营
活动制造障碍和限制。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报告显
示，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违规都由美
国引起。另据有关统计，一年多来，美
国政府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
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

如同赛场，同场竞技，遵守“游戏
规则”至关重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目前规模最大、
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这一倡议
以其多边主义理念赢得各方信任，被
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标
志。截至今年9月，已有13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亚
太“互联互通”格局；从成立亚投行和丝
路基金，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
日益成为新理念提出者、新模式探路
者和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教授崔凡说，中国对外开放已经站上
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在拓宽开放大门的
同时，着力加强开放规则和制度建设。

从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更注
重改善营商环境；从促进出口，到扩大
进口，推动贸易更加平衡发展……中
国的一系列举措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
复，而是跑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
放“加速度”。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表示，今年
中国宣布的系列开放举措正在逐项落
实，今后中国开放力度会更大、水平会
更高，中国将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减
税降费方面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加大
惩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力度……开放
措施和政策既显示出中国自主开放的
力度，也让外国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今年1至8月，包括新加坡、韩国、
日本、英国、美国等在内的国家对华投
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中，美国对华投资
同比增长23.6%，东盟国家同比增长
27.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
26.3%，扩大开放的成效正不断显现。

“今年我们将在中国新建两个研发
基地，立足中国为全球市场研发产品。”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高乐说，“我们
看好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和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述评之四

新华社记者 李忠发 于佳欣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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