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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进，总在关键时刻留下耐人寻
味的篇章。

1957年春，珠江之滨，广交会首次亮
相。以出口为纽带，中国冲破封锁，与世界
贸易联通由此打开一扇窗；

2018年秋，黄浦江畔，进博会开幕在
即。以进口为主题，中国主动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从一展谋出路到
一展汇全球，中国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求
发展进步、谋互利共赢，以前所未有的强大
信心拥抱世界、共创未来。

大背景凸显大手笔

4日，上海虹桥火车站，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

前来出席进博会的各国政要、企业家陆
续抵达。

车站外，一条步廊跨越铁路、河流、高
架，直通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中外客商从
虹桥火车站或机场可一路步行至进博会现
场。

展馆内，来自五大洲的3600多家企业，
一切就绪后期盼进博会大幕开启。

举世瞩目的盛会，从宣示到行动，从设
想到实现，不过500多个日夜。

201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宣布：“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举办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放
眼全球，没有先例。

这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这是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

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将为各方进入
中国市场搭建新的平台。”“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中国领导人的回答清晰坚定，彰显
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综观国内外发展之变、趋势之变，进博
会的举办水到渠成。这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是世界的难得机遇——

看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需求。

观全球，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
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
向前。同时，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
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些根本性矛盾仍然
比较突出。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升温，
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唯有深刻洞察大变局，方能布局这一大

手笔。
“我们讲，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具体怎么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办好高质量的进
口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在全球面临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迎面
打头风”的当下，中国举办进博会，不仅体现
我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更充分显现中国负
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是一般性的展
会，不是一锤子买卖。”谈及进博会，英国驻
上海总领事吴侨文一连说了两个“不是”。

在他看来，举办进博会是中国开放市场
的“重大举措”。

这位英国外交官的观点，与亚洲开发
银行副行长斯蒂芬·格罗夫的看法不谋而
合。

“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旨在做大市场
而不是争夺市场、在于共享市场而不是谋求
私利。”格罗夫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进博
会如此受关注和认可的原因。”

格罗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取
得人类“前所未见”的伟大成就，一大秘
诀就在于开放——勇敢地开放、持续地开
放。

来上海参加进博会，陕西银波农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亚波有两个朴实的愿
望。“一是期待找到外国合作伙伴，有买有
卖，贸易兴隆；二是希望与参展商交流，有来
有往，进步更快。”

在他眼里，家乡的米脂小米与世界各地
知名谷物“有得一拼”，赶着这次参会，“好好

开开眼界，学习国际化的企业管理经验”。
共赴东方之约，共享发展之机。
首届进博会还没拉开帷幕，第二届进博

会的筹备活动已经如火如荼。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说，

截至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报
名，对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部分企
业已经签订合同，包括多家世界500强和行
业龙头企业，涉及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
务等多个领域。

一落笔便妙手生花，进博会必将绘就出
绚丽多姿的长卷。

大手笔创造大市场

“终于要开幕了，兴奋！”对于大半年前
就报名参展的全球最大铜生产商之一、智利
铜德贸易驻上海分支机构采购经理费律贝
来说，公司迫不及待想借进博会的东风拓展
市场。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性展会。
全世界最小的心脏起搏器、最薄的血压

仪、最快的免疫分析仪、“会飞”的汽车……
本次进博会，参展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纷纷亮
出“压箱底儿的把式”，超过5000件展品将
在中国市场首秀。

全球企业热烈响应的背后，是对中国精
心筹备进博会的认可，更是对分享中国巨大
市场的期盼。

美国高通全球高级副总裁赵斌说，中国
市场占高通产值的三成左右，非常愿意深耕
中国市场，并借助进口博览会的机会展示

“未来的黑科技世界”。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将近180家美国企
业来华参加进博会，数量位居参展国家中的
第三位，高通公司、通用电气、强生集团、通
用汽车、杜邦公司等多家美国全球500强企
业均由高管率队参会。

这将是令人期待的盛会。
国家展方面，共有除中国外81个国家

和世贸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中
心等国际组织参展，遍及五大洲，其中亚洲
20国，非洲8国，欧洲21国，美洲21国，大洋
洲11国。5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超过
1000多家企业参展本届进博会，占全体参
展企业的约三分之一。

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日益频繁，比
利时第二大港口泽布吕赫港的管理部门渴
望参展进博会。

早在今年春季进博会主办方到欧洲推
介，比利时特色企业及机构对参展进口博览
会态度十分积极。比利时港口物流业则成
为新亮点。

为表达对参展的热情，泽布吕赫港务局
还与中国上海的临港集团合作，在上海推出
了一趟通往进博会的“蓝精灵地铁”，通过比
利时知名动漫形象，向中国客商表达友好和
善意。

一边是参展商近悦远来，参展布展忙；
另一边是采购商摩拳擦掌，只待按下经贸大
单“确认键”。

上海市交易团将在本届进博会上率先
“为全国采购”。初步统计显示，上海市交易
团组织、邀请采购商超1.5万家。百联集团
副总裁浦静波说：“我们的采购，可以通过联
盟的渠道分销到全国各地。”

大胸怀彰显大担当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冈比亚的民族服装
服饰、南苏丹的手工艺品、坦桑尼亚的蓝宝
石、赞比亚的蜂蜜……本届进博会，有30多
个最不发达国家携民族特色产品参展。

为支持这些国家参展，中国向每个参展
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两个免费摊位，以分享
中国市场机遇。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合
作中有商有量，充分照顾彼此舒适度，这正
是中国的和合之道。

“新时代，共享未来。”进博会的内涵，远
不止于“买全球、卖全球”，其主题彰显的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中国实践。

开放、创新、投资、合作，当今时代的脉
搏。

当前，经济全球化受阻，国际投资持续
走低，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
工业革命引领产业和经济发展变革的背景
下，如何通过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把握
发展机遇、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成为亟待
讨论的问题。

中国搭台，全球唱戏。
世界银行在其最新营商环境报告中，一

次性把中国在全球的排名提升32个位次，
盛赞中国相关领域改革“令人惊叹地快速且
有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报
告则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相较去年同期骤降41%，而中国吸收的外国
直接投资逆势增长6%，总额超过700亿美
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做
得好不好，世界自有公论。

“无论外界风向如何转变，伊藤忠都视
中国市场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坚定不移地
推进在华业务。”参加本届进博会前，日本伊
藤忠商事东亚区经营企划事业部总经理香
月俊哉告诉新华社记者。

面对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的时
代之问，中国抉择自信而坚定：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
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
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
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进博会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这是全球瞩目的时刻——5日，首届进

口博览会将在“东方明珠”上海正式拉开帷
幕，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发出开放发展、共创未来的新时代强音。

一展汇世界，一展惠全球！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进博会已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
以进博会为契机，中国对外开放，将翻开新
的篇章。

（参与采写：陈爱平）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一 展 汇 世 界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之际

新华社记者 姜微 刘红霞 陆文军 许晓青 周蕊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5日至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
博会”）将在上海市举办。首届进博会，重庆
组织了33个交易分团参展参会，涵盖重点
职能部门、区县政府，以及两江新区管委会
和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欲借进博会加速重庆
消费升级、产业升级、贸易升级、开放升级。

“重庆交易团将结合重庆产业结构、进
口需求及消费特点，积极有效扩大先进技术
和设备、消费品、原材料、资源性产品和医药
卫生、旅游、文化等领域产品、技术和服务进
口，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
内陆进口商品分拨中心和内陆国际物流枢
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为提高进博会期间
的供需对接时效，展会前，重庆交易团通过
多种渠道，全面掌握参展商动态，及时将参

展商信息、博览局工作要求传达到各交易分
团，分三期发布了覆盖智能装备、汽车、消费
电子及家电、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装服
饰及日用消费品、食品和服务贸易七大展区
的参展企业名录、产品大类和联系方式，指
导各交易分团开展注册企业与参展商的采
购对接。同时，先后组织全市近100家采购
商参加了4场展前供需对接会，并通过政策
培训会、对接座谈会等预热活动，向采购商
宣讲政策、发布信息，促进企业展前对接。

进博会期间，重庆交易团将自主举办重
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推介会、重庆重点产业
对接会等2场推介交流活动。其中，重庆内

陆开放高地建设推介会上，高通、远洋、亿
达、默沙东、乐高、德勤、华润、西门子、施耐
德等知名跨国公司的200余位企业代表将
参会。

推介会上还将举行集中签约仪式。来
自德国、法国、美国、荷兰、日本、意大利、新
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
涉及食品、药品、铁矿石、橡胶和商贸、文旅、
制造、能源等多个产业的采购及招商项目将
集中签约。

“集团对参加进博会高度重视，派出10
家企业共30余人参会。”11月4日，重庆对
外经贸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该集团旗下渝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主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外贸综合服务。
此次参加进博会，平台将帮助2000多家中
小微企业掌握最新的国际市场信息，同时寻
求采购原材料、新技术等机会，以进一步促
进企业发展。

“比如针对平台上的汇达柠檬公司，我
们希望可以在进博会上了解国际柠檬市场
趋势，同时引进国外新技术，研发、生产出更
适合市场的产品。而平台上的易宠科技主
要做宠物市场，我们也希望帮助其在进博会
上接触一些新的国际宠物品牌，并争取成为
这些品牌的全国总代理。”渝贸通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进博会，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

境外合作伙伴，不断扩大进口市场，拓展进
口渠道，丰富进口品类，通过进口来促进国
内特别是重庆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重
庆对外经贸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进博会上，2000余家重庆企业将积极寻
求合作。如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将与印度尼西
亚国家鹰航空公司合作，就中国（重庆）至印
度尼西亚国际旅游航线的有效开发等展开深
入的战略合作；重庆善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希望采购更多国外的新鲜食材，融入到重庆
火锅中，进一步丰富和升级重庆火锅食材。

“我们希望通过参与进博会，积极扩大
国内急需原料和高端生产设备、优质日用消
费品的进口，助推重庆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
级，提高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为重庆
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市商务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重庆33个交易分团参加首届进口博览会
举办两大主题活动集中推介内陆开放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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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潼南双江镇白云村长
坡上，满山的青花椒树正生机盎然。
通过剪枝后，这些花椒树大多有一人
高，但稍显低矮的绿树丛在当地人看
来却格外喜人：“两年后，这里将迎来
首次丰收。”

从积极引进大户，到规模种植花
椒，这里紧抓国家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
政策好机遇，正悄然发生着改变，如今
不仅带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还让荒山
坡披上绿装，成为当地靓丽的风景。

靠山吃山 筑林兴产

今年37岁的张强是这片花椒基
地的负责人，2017年他辞去稳定的工
作，在家人朋友的不解中回到了生养
他的故乡——白云村。

“这里和小时候不一样了，记忆中
的绿树青山早已消退，到处是齐人高的
野草，依稀点缀的灌木，没有一条可以
下脚的小路。”指着脚下的长坡，张强谈
起了这里一年前的场景，种植农作物因
水利不便、交通不便，土壤贫瘠等原因，
这里曾经撂荒长达近20年。

“我想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
变。”张强把种植青花椒树化为行
动。2017年4月，他通过土地流转了

长坡上800亩撂荒地，并在潼南区林
业局的帮助下，用一年半的时间，种
植、培育、管护，让800亩的土地上生
长起了郁郁葱葱的花椒林。

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花椒树四季常绿，枝叶茂盛，根系发
达，栽植方便，易培育，种在山坡上也
不与粮油蔬菜及其他经果林争地，是
这里最理想的特色经济林绿化树种。

“青花椒树2—3年即可正式投
产，生产期达20年以上，丰产椒每亩
年产鲜椒可达1000公斤左右，产值2
万元左右，按照估算3年可收回成本，
是一个一年投资多年受益的低投入
高产出生态经济型林业产业项目。”
将筑林和兴产结合，张强实现着绿化
家乡的愿景。

林农共生 兴林富民

同样实现愿景的还有椒农张云
荣。每天一大早他就跟着同村的几
名村民来到花椒基地上班。

“出租土地有租金，到基地上班
还有工资，同样是种地，这可比以前
只在家种点庄稼强多了。”在不少村
民看来，如今日子越过越好，这一切
与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大力发
展花椒产业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

据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白云村花椒种植基地的发
展，村民的生产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

改变，截至目前该村通过发展花椒产
业共计带动数十户农户增收，年平均
增收万元以上。

“仅以农户务工收入计算，每天
就有20余名村民上班，根据室外不
同工种、辛苦程度，每人每天收入80
元—140元不等，长期的务工农户每
年甚至能收入近2万元。”张强介绍。

而下一步，在“公司+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该花椒基地还将进一步深化与农户
的利益联结，该基地将以30—50亩
成熟花椒林为一个基数，返租给农户
管护生产，并由基地提供技术、农药
等帮扶，由公司订单收购。

“预计每年每户可以增收5—8万
元。”张云荣说。

因地制宜 绿色发展

白云村长坡的改变不是特例，在
潼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田家镇、
古溪镇的核桃，柏梓镇的柠檬……将
兴林与富民结合者比比皆是。

近年来，该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大
力推进国土绿化”总要求，做实“绿山
富民”这篇文章，正巧妙地将新一轮退
耕还林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
合，在兴林中富民，在富民中兴林，以
绿色发展构筑最动人的底色。

在这一过程中，根据潼南典型的

盆地浅丘地形地貌，大力引导优秀企
业深入乡村盘活村民弃耕土地，开展
荒山荒坡造林、建设经济林产业基
地，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其
中，在平坝缓坡区域，已成功培育出
以柠檬、柑橘为代表的“平地型经果
林基地”；在山坡浅丘区域，引导培育
出了以花椒、核桃为代表的“坡地型
经果林基地”，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据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截至目前该区通过业主
流转土地、合作社、农户自主造林的
方式，已完成营造林任务共8.65万
亩，其中特色经济林改造2万亩。

“而接下来，潼南区还将以‘涪江
琼江两岸’为主线，持续全面实施国
土绿化提升动动，到2020年，全区实
现营造林面积38.5万亩。重点以发
展柠檬、花椒、核桃、中药材等特色产
业为主。到2022年，全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55.4%左右，林业总产值达69
亿元左右。”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王琳琳 龙博

找准兴林富民结合点
潼南让荒山变“绿”，穷山变“富”

潼南花椒基地潼南花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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