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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上，国
家贸易投资综合展（以下简称国家展）尤
为引人关注。首届进博会国家展共有82
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设立了71个展台，
其中，中国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展示中国的
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就。11月7日，重庆
日报记者打探发现，在中国馆内，体现“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诸
多重庆元素纷纷亮相，引人注目。

复兴号动车、C919客机上
的“重庆造”

进入中国馆内创新发展板块，最高时
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模型、
C919大型喷气式客机模型就会映入眼
帘。而这两项代表着中国创新的成果，背
后均有“重庆造”。

其中，“复兴号”动车组列车最关键部
件之一——CW350（D）齿轮箱为“重庆
造”。此前，350公里以上动车组列车齿轮
箱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且在中国出现

“水土不服”。中国汽研旗下重庆凯瑞车
辆传动制造有限公司进行了无数次的摸
索、筛选和工艺路线优化，最终，创新集成
了15项关键设计，制造出了符合中国高铁
运营环境要求的高强度、耐冲击、耐低温
铝合金箱体。同时，通过大量仿真试验，
摸索出了国内独家的材料、设计、质量控
制方案，保证了齿轮箱在各种高铁运营工
况和环境下平稳、可靠运行。

而在国产大飞机C919上，先期应用
了中铝西南铝研制的30个规格锻件，这些
产品具有高强度高韧度、耐疲劳耐腐蚀等
特性，主要用于机翼、机翼活动面、机身中
央翼等部位，是飞机的关键结构件。而在
C919窗框和精密轮毂模锻件这两个研发
项目中，中铝西南铝再次承担攻关任务，
突破了包括合金成分优化、精密模锻成
型、高精度尺寸控制在内的多项关键技
术，成功锻造出配套于C919的铝合金窗
框和轮毂精密模锻件，填补了这两项产品
国内生产空白。

协调发展板块展示累累硕果

在协调发展板块，重庆以图文形式展
现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以及“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就。重庆果园港区、
重庆华数工业机器人生产线、江北机场东
航站区及第三跑道投入运行等，生动展示
了重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

果园港是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内河枢
纽港口，是国家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
标志性工程，目前开通了水水中转和铁水
联运10多条运输线路，已成为联通长江中
下游地区与欧亚沿线各国的一条经贸合
作通道。

随着中国华数、日本川崎等国内外机
器人巨头抢滩入渝，并带来了产业链上下
游的配套企业，重庆正逐渐成为机器人产
业的集聚地。

而重庆江北机场T3航站楼启用一
年，共迎送旅客4051万人次，航班起降
29.36万架次，航班客座率达到84.4%，货
邮38.37万吨，并新开通了至纽约、墨尔本、

河内、胡志明、西哈努克港等国际航线，有
效助力重庆加快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此外，该板块重点展示的港珠澳大桥
背后，更是有不少重庆人的身影——重庆
交通大学1978级桥梁与隧道专业学生孟
凡超是港珠澳大桥的总设计师，重庆大学
1983级材料学院建材系校友张宝兰攻克
了让海底隧道“滴水不漏”的关键技术等。

自贸试验区和中欧班列引关注

一块中欧班列电子沙盘，展示中欧班
列开行的路线、班次、运送的货物以及取
得的成果——在中国馆开放发展板块，被
喻为“一带一路”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引
人关注。首届进博会上不少展品也是搭
载中欧班列来到上海，与消费者近距离接
触。

在沙盘上的运营网络里，“重庆”两字

十分显眼。在全国各省区市中率先开通
的中欧班列（重庆），自2011年开行以来，
累计开行班列已超过2000班，预计今年
的开行量将突破1000班。当前，中欧班
列（重庆）的货源范围不断扩大，本地货源
占30%左右，其余皆是来自全国其他省区
市的货源，已呈现出运行机制畅、运行线
路长、运载货值高、综合服务优、创新举措
实、贸易发展好、产业集聚强、去回程比例
合理等特点。

通过沙盘一旁的触控交互系统，观众
还能获取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规模
及数据。其中，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被赋予带动西部开放发展的重要使
命，制度创新和新动能培育成效明显，挂
牌以来，探索形成141条创新制度举措、
13 个创新典型案例，累计新注册企业
19860户。

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重庆元素惊艳亮相中国馆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7日，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
会”）上，重庆交易团举行了第二场专场签
约仪式。4个采购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
约。

这4个项目是：重庆金果源商贸有限
公司采购泰国龙眼、重庆山水主题小镇文

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六旗游乐园水
上游乐设备、重庆高源国际旅行社采购俄
罗斯旅游服务、重庆零食航进出口有限公
司采购冷冻产品。

据了解，“重庆山水主题小镇——六
旗乐园”是一个大型山水主题乐园，由山
水文园投资集团、美国六旗娱乐集团与璧

山区政府合作打造。该乐园整体项目计
划投资300亿元，预计2020年6月28日
第一期开园。

“进博会上，我们与全球最大的水上
乐园设计和生产厂家加拿大白水公司签
订了20亿元的水上乐园设备采购订单。
该设备引进后，将助力乐园为游客提供更

具刺激性、差异化的游乐体验。”山水文园
集团重庆区域公司总裁毛雪平介绍。

重庆金果源商贸有限公司则与泰国
方面签下16亿元的进口泰国龙眼采购合
同，用于供应2019年的全国市场。

“全球采购是金果源的核心亮点。近
10年来，金果源的触角伸向了全球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优质水果产区，形成了自产
自销、独家代理、产地贸易三大采购模
式。”重庆金果源商贸有限公司首席品牌
官聂荣介绍，除泰国龙眼外，金果源还在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越
南等地批量采购优质水果。

引入大型水上娱乐设施，签订16亿元龙眼采购计划……

重庆第二场专场签约收获颇丰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7日，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
会）“重庆重点产业对接会”在国家会议中
心（上海）举行。重庆市商务委、重庆市经
信委、重庆市文旅委等部门代表推介了重
庆的投资环境、工业发展情况和规划、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以及重点招商项目
等，借助进博会，邀请全球客商来渝投资
合作。

对接会上，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等外
国驻渝机构，以及特斯拉、爱彼迎、星巴
克、美国德纳、美国车桥、德国SAP、仲量

联行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近50家国际
国内知名企业和贸易机构参会，了解重庆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资讯。

“当前，重庆经济正由高速度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并努力实现在西部带头
开放、带动开放。”现场，重庆市商务委副
主任许新成介绍了国家战略赋予重庆的
三个重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庆搭建了“引进来”“走出去”的更大平台，
重庆市场将更加开放；长江经济带发展为
重庆提供了更好地融入中国中部和东部
的重要载体，重庆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

阔；中央决定“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启动
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重庆将迎来基础设
施和产业经济的大发展。

重庆市经信委总工程师赵刚介绍，重
庆工业已形成电子、汽车、装备、材料、化
医、消费品、能源等支柱产业。未来，重庆
工业将以“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为主
线，深入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发展战略，着
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发
展智能产业，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实
施智能制造，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积极推
动智能化应用，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市文旅委副主任朱茂推介了重庆三大
文化产业项目——重庆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重庆文化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园、重庆特
色小镇。市文旅委市场推广处副处长王晓
林则推介了重庆作为山水之都、桥梁之都、
温泉之都、美食之都的丰富旅游资源。

在此后的企业对接环节，多家企业和
贸易机构表达了“牵手”重庆的强烈意愿。

“对于重庆提出的智能制造，特别是
后续的工业上云这些发展计划，以及大数
据、云平台的转型应用等，我们看到非常
好的契合点。”德国工业软件设计巨头思
爱普公司代表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澳大利亚中澳商业产业园代表，则看
好重庆的文化产业项目，“比如重庆要打
造的文化旅游装备制造产业园，定位非常
清晰，对企业的支持政策也十分明确，这
对于国外企业前往落户十分有吸引力。”

借进博会推介重点产业

重庆邀全球客商前来投资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
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
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
人间正道。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科学把握经
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明确提出了坚持包
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的主张，为各国积
极推动开放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的世界，指明了正确方向和路径，赢得与
会嘉宾高度认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国人民共同愿
望。今天的世界，物质技术水平已经发
展到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世界上还
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生活在困境之中。与

此同时，世界已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如果奉行你输
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如果采取
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
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
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
是全人类的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
调的：“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
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
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只有坚持包容普
惠，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共同消
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
共同为全球的孩子们营造衣食无忧的生
活，才能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
人享有富足安康。

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就要
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开放才能带
来进步，合作才能实现共赢。国际贸易和

投资等经贸往来，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
互通有无的需要。纵观国际经贸发展史，
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
规律。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
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
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
难以健康发展。各国坚持开放的政策取
向，提升多边和双边开放水平，推动各国
经济联动融通，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就能促
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实现
共同发展。

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就要
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发展的目的是造
福人民，只有完善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和
模式，才能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
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当前，经
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一个重要原因是

发展的包容性不足。让各国都能享受发
展红利，让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
各国拿出更大勇气、作出积极努力。正如
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各国应该超越差异
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
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落
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
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
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
成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牢固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包容普惠，推动
共同发展，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
济，就一定能够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

（人民日报11月8日评论员文章 新
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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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6日，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全球进口领袖峰会”上，阿里巴
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宣布了阿里未来五年的“大进
口计划”——阿里将集合数字经济体的力量，在未来
五年实现全球2000亿美元的进口额。该计划将覆盖
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天猫国际、B2B、盒马、云象、银
泰、大润发、零售通等数字经济体各项业务，涉及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特色进口品类。

“2000亿美元规模的大进口计划背后，是阿里巴
巴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贸易的最佳方式，也将成为带
动中国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张勇说，阿里巴巴不仅
期待实现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更希望帮助全世界
的企业和商家利用数字化方式进入新的市场，运营新
的市场，完成销售模式和供应链创新。

业内人士称，阿里巴巴“大进口计划”无疑会成为
中国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也将让全球产业链共享中国
市场开放的红利。

阿里巴巴

宣布2000亿美元进口计划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6日，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进口品牌新机
遇——数字技术驱动消费升级”论坛上，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京东-中传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共同发布了
《2018中国进口指南手册》，为进口品牌提供一份中
国市场攻略。京东集团在论坛上宣布，以京东集团为
主体的数字经济体，在首届进博会上预计直接签约并
采购总金额近1000亿元的进口品牌商品。

“相比传统线下的进口销售，电子商务能够打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消费者随时随地购买到世界各
地的商品，也进一步带动了进口消费。”京东集团执行
副总裁兼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介绍，以京东平台为
例，用户数上，2017年与2016年相比进口品牌用户
数增加了37.1%；进口品牌商品数量上，2018年上半
年较2016年上半年增长率超过150%。进口商品数
量增幅明显超过国产商品，说明进口品牌商品种类越
来越丰富。

京东集团

签约采购额预计近千亿元

7日是中国进博会第三天，立冬之时的蒙蒙
细雨，让上海更加清新美丽。面对参会的172个
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3600 多家参展企业，40
多万名境内外采购商，你才能感受到合作带来的
磅礴伟力，感受到中国坚定推动开放合作的决心
与信心。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开放合
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在国家馆，
合作的欢乐、合作的力量无处不在。英国馆主题

“非凡创新在英国”，捷克馆主题“满是故事”，巴
拿马馆主题“世界上连接性最佳的国家之一”，荷
兰馆主题“携手共建宜居城市”，无不体现开放合
作的信念与诉求。菲律宾馆的表达更是让人印
象深刻——“中国和菲律宾是1000年的朋友”。

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密切。俄罗斯国
家馆主要向中国投资者呈现运输与物流、天然
气、核工业等优势产业，俄罗斯官方宣传片中出
现的中欧班列（重庆），让人倍感亲切。俄罗斯负
责招商的官员说，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每一个省
市都充满活力，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促使他们开
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招商引资”，希望加强与中国
各省区市的合作。在高水平的中俄合作推动下，
俄罗斯出口中心仅上半年贸易额就增长40%，年
内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艰辛努力，在融入全
球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中，国际合作给中国带来
了巨变，让中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合作的内涵、
合作的力量，及其对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大
战略意义。

中国国家馆展示了国际合作带来的巨大力
量。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从15.3%
下降至目前的 7.5%。在惠及世界的同时，也深
刻地倒逼国内市场，推动了转型，增进了人民福
祉。

在现代服务贸易展区，几乎一半企业都是各
国主要港口和物流企业，他们与中国物流企业、
供应链企业一道，构成了国际陆海大通道。

日通国际物流（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战略室
经理滝口雅俊介绍，“每年会通过多式联运的方
式向重庆运输大量的笔电和汽车零部件，中国员
工数量也因此超过5000人，占其海外员工数的
1/5。目前已通过中欧班列（重庆）面向中国中西
部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相关业务。”

截至目前，中国远洋航线已覆盖全球1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个港口，成为连接国际
合作的生命线。

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中国深深嵌入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成就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同时，也成为经济全球化
的坚定推动者和建设者。

作为联通亚欧大陆的国际枢纽之一，重庆开
放口岸、通道、平台一体建设、开放的市场环境，
可谓切中国际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进一
步发挥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平台的作用，将是一篇无
比精彩的以“合作的力量”为主题的文章。

（11月7日夜于上海）

合作的力量
杜术林


